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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27/2021_2022__E4_BC_9A_

E8_AE_A1_E4_BB_8E_E4_c42_627679.htm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

会计证)一般由省级财政部门组织，每年的考试及报考时间全

国各省有差异。具体详细信息请查看各地区动态信息，点击

进入gt. 2009年度各省、市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已陆续

开始了！为了方便广大考生，百考试题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站

点编辑搜集整理了相关的报名信息供大家查阅！ 此信息仅供

参考，详细情况以各地报名简章原文为准。如有出入，请大

家予以指正！ 2009年会计从业考试各地报名信息汇总北 京天 

津河 北山 西内蒙古辽 宁吉 林上 海江 苏浙 江安 徽福 建江 西

山 东河 南湖 北湖 南广 东广 西海 南重 庆四 川贵 州云 南西 藏

黑龙江陕 西甘 肃青 海宁 夏新 疆论 坛最后更新时间09年4月7

日北 京报名时间：08年9月22日至9月30日 考试时间：09年3

月21日查看详情陕 西报名时间：08年10月20日08年11月14日

考试时间：09年4月11日 查看详情铜 川报名时间：08年10

月20-08年11月14日考试时间：09年4月11日查看详情新城区报

名时间:08年10月20-08年11月14日查看详情汉中市报名时间

：08年10月20-08年11月14日 考试时间：09年4月11日查看详情

榆林市报名时间：08年10月20-08年11月10日考试时间：09年4

月11日查看详情秦都区报名时间：08年10月20-08年11月14日

查看详情咸 阳报名时间：08年10月20-08年11月14日报名 查看

详情西 安报名时间：08年10月20-08年11月14日考试时间：09

年4月11日查看详情安 康报名时间：08年10月20-08年11月14日

考试时间：09年4月11日查看详情TOP商洛市报名时间：08



年10月20日-08年10月14日查看详情礼泉县报名时间：08年10

月20日-08年11月14日查看详情镇巴县报名时间：08年10月20

日-08年11月14日查看详情柞水县报名时间：08年10月20-08

年11月14日报名 查看详情澄城县报名时间：08年10月20-08

年11月14日报名 查看详情杨 凌报名时间：08年10月20-08年11

月14日报名 查看详情渭南市报名时间：08年10月20-08年11

月14日报名 查看详情殷都区报名时间：08年10月20日-14日查

看详情宝 鸡报名时间：08年10月22日-08年11月14日查看详情

渭南华县报名时间：08年10月27日-08年11月12日查看详情安

康宁陕县报名时间：08年10月20日─08年11月14日查看详情河

南报名时间：08年10月13日10月31日考试时间：09年3月28日

查看详情TOP安 阳报名时间：08年10月14-30日 查看详情巩义

市报名时间：08年10月14-10月24日考试时间：09年3月28日查

看详情济源市报名时间：08年10月20-10月24日考试时间：09

年3月28日查看详情濮阳市报名时间：08年10月20-27日查看详

情鹤 壁报名时间：08年10月20-30日查看详情平顶山报名时间

：08年10月15-10月24日考试时间：09年3月28日查看详情三门

峡市报名时间：08年10月20日考试时间：09年3月28日查看详

情TOP开 封报名时间：08年10月15-25日查看详情驻马店报名

时间：08年9月25-10月31日查看详情焦 作报名时间：08年10

月14-30日查看详情漯 河报名时间：08年10月20-31日 查看详

情洛 阳 报名时间：08年10月10-20日考试时间：09年3月28日

查看详情许 昌报名时间：08年10月20-30日考试时间：09年3

月28日查看详情新 乡报名时间：08年10月8-24日考试时间

：09年3月28日查看详情金水区报名时间：08年10月13-31日查

看详情湖 南报名时间：08年11月12日至30日考试时间：09年4



月11日查看详情TOP岳 阳报名时间：08年11月18日11月28日

查看详情浏阳市报名时间：至08年12月5日查看详情郴洲汝城

县报名时间：08年11月17日至11月30日查看详情郴洲北湖区报

名时间：08年11月17日至11月30日考试时间：09年4月11日查

看详情娄 底报名时间：08年11月1728日考试时间：09年4月11

日查看详情张家界报名时间：08年11月24日28日考试时间：09

年4月11日查看详情株 洲报名时间：08年11月20日11月30日考

试时间：09年4月11日查看详情益阳桃江报名时间：08年11

月18日至30日考试时间：09年4月11日查看详情长 沙报名时间

：08年11月25日－08年11月30日考试时间：09年4月11日查看

详情湘潭县报名时间：08年11月17日08年11月30日查看详情湘

潭市报名时间：08年11月17日08年11月30日查看详情资兴市报

名时间：08年11月17日11月30日查看详情津 市报名时间：08

年11月17日至11月30日查看详情永州市报名时间：08年11月17

日至26日查看详情屈原区报名时间：08年11月20日11月30日查

看详情常德市报名时间：08年11月19日11月28日查看详情汉阴

县报名时间：08年10月20日08年11月14日查看详情山 东 龙口

市报名时间：08年12月15日至1月5日查看详情济 南会计证计

算机网络报名：08年11月4日至11月9日查看详情烟 台网上报

名时间：08年12月15日至09年1月5日查看详情TOP泰 安网上

报名时间：2009年2月16日至2月22日查看详情枣庄滕州市报名

时间：2月16日至17日查看详情威 海网上报名时间：2009年2

月9日至2009年2月15日查看详情甘 肃报名时间：08年10

月15-30日查看详情平凉市报名时间：08年10月15-30日考试时

间：09年3月28日查看详情张掖市报名时间：08年10月15日

至10月30日查看详情崇信县报名时间：08年10月15日至10月30



日查看详情陇 南报名时间：08年10月27-11月12日考试时间

：09年3月28日查看详情浙 江报名时间：08年12月20-28日考试

时间：09年4月12日查看详情TOP东 阳报名时间：08年12月20

日-28日查看详情温岭市报名时间：08年12月20日28日查看详

情淳安县报名时间：08年12月20日-28日查看详情海宁市报名

时间：08年12月20日-28日查看详情上虞市报名时间：08年12

月20日-28日查看详情文成县报名时间：08年12月20日-28日查

看详情绍 兴报名时间：08年12月20日-28日查看详情德清县报

名时间：08年12月20日-28日查看详情临 安报名时间：08年12

月20日-28日查看详情湖 州报名时间：08年12月20日-28日查看

详情荣 阳报名时间：08年12月25日（周四）前查看详情余 杭

报名时间：08年12月20日-28日查看详情河 北报名时间：08

年12月10日-30日考试时间：09年3月21日 查看详情TOP沧 州

报名时间：08年3月21日查看详情邯 郸报名时间：08年12月8

日至12月28日考试时间：09年3月21日 查看详情秦皇岛报名时

间：08年12月8日至12月28日考试时间：09年3月21日查看详情

张家口报名时间：08年12月10日至月12月25日考试时间：09

年3月21日查看详情承 德报名时间：08年12月10日至月12月25

日考试时间：09年3月21日查看详情邢 台报名时间：08年08

年12月19日至30日考试时间：09年3月21日查看详情TOP黑龙

江报名确认：09年2月2日至11日考试时间：2月16日至2月27日

查看详情上 海报名时间：2009年2月9日至2月18日查看详情嘉

定区报名时间：09年2月19日零点至2月23日24：00查看详情安

徽报名时间09年4月9日8:00～4月16日24:00缴费确认时间09年4

月10日～4月17日24:00查看详情安 庆报名时间09年4月9日8:004

月16日24:00缴费确认时间09年4月10日4月17日24:00查看详情



阜阳市09年4月9日开始，至4月23日24：00结束查看详情黄 

山09年4月9日8：004月23日24：00查看详情池 州09年4月9日4

月22日查看详情马鞍山考区报名时间：09年4月9日8：00～4

月23日24：00查看详情内蒙古09年4月20日起报名查看详情呼

和浩特报名时间拟于09年4月10日开始查看详情四 川报名时间

：09年4月15日考试时间：09年6月14日查看详情TOP达 州报

名时间：09年3月30日至09年4月15日查看详情眉 山报名时间

：09年3月16日至4月15查看详情崇州市报名时间：09年3月14

日至4月14日查看详情成 都报名时间：09年3月13日4月13日查

看详情广 东报名时间：09年3月5日至19日考试时间：2009年6

月21日查看详情韶 关报名时间：09年4月1日至24日止考试时

间：09年6月21日查看详情梅 州报名时间：09年4月1日4月30

日（节假日除外） 查看详情深 圳报名时间：09年3月9日9

：00开始至3月27日16：30止查看详情TOP惠州市网上报名时

间：2009年4月1日至23日查看详情河 源报名时间：09年2月20

日至3月30日查看详情佛 山报名时间：09年3月10日-20日查看

详情鹤 山报名时间：09年2月10日至3月27日（节假日除外）

查看详情东 莞报名时间：2009年3月2日至3月8日查看详情肇

庆鼎湖区报考时间：09年3月10日-20日查看详情佛山禅城区报

考时间：09年3月10日-20日查看详情肇庆端州区报考时间：09

年2月13日-09年4月17日查看详情肇庆广宁县报考时间：09年3

月1日-09年4月17日查看详情佛山顺德区报考时间：2009年3

月10日至20日（星期六日除外）查看详情TOP江 门报名时间

：2009年3月9日至4月10日查看详情广州市网上报名时间：09

年3月1日～15日查看详情惠州市直初级电算化报名时间：09

年1月5日--2月20日查看详情茂 名报名时间：09年4月1日至30



日查看详情珠海市网上预报名：09年4月10日至19日现场确认

时间：09年4月20日至24日查看详情福 建 TOP泉州市报名时间

：09年3月16日至4月5日考试时间：09年11月15日查看详情石

狮市报名时间：09年3月16日至4月5日考试时间：09年11月15

日查看详情漳 州报名时间：09年3月16日至4月5日考试时间

：09年11月15日查看详情三明市报名时间：09年3月16日至4

月5日考试时间：09年11月15日查看详情龙 海09年3月16日至4

月5日（每天24小时开通网上报名系统）。 查看详情贵 州 遵

义道真县报名时间：09年3月10日至3月31日查看详情六盘水

报名时间：09年3月16日4月10日查看详情安顺市报名时间：09

年3月15日至4月5日查看详情攀枝花第一次考试报名时间09

年3月23日27日第二次考试报名时间09年8月24日28日查看详

情TOP湖 北报名时间：09年3月13日22日查看详情石首市报名

时间：09年3月13日至3月22日查看详情武 汉报名时间：09年3

月16日25日查看详情恩施州报名时间：09年3月13日至3月22日

查看详情襄樊市报名时间：09年3月13日20日查看详情荆 门报

名时间：09年3月10日至23日查看详情天 津网上报名时间

：2009年1月8日1月16日查看详情重 庆报名时间：2009年3月9

日27日报名查看详情重庆黔江区报名时间：2009年3月9日27日

查看详情重庆荣昌县报名时间：2009年3月9日27日查看详情

吉 林网上报名开通时间：2009年2月26日至3月20日查看详情

延 边网上报名开通时间：2009年2月26日至3月20日查看详情

白 山网上报名开通时间：2009年2月26日至3月20日查看详情

辽 源网上报名开通时间：2009年2月26日至3月20日查看详情

江 苏预计报名时间将在4月下旬进行查看详情海 南报名时间

：2008年12月26日一2月16日查看详情儋 州报名时间：1月5



日2月16日 查看详情新 疆网上注册时间为：2009年2月20日零

时起至3月20日18时止（北京时间）；现场确认时间为：3月5

日至3月20日查看详情TOP库尔勒市轮台县网上注册时间

为2009年2月20日零时起至3月20日18时止查看详情哈 密现场

确认时间为：3月5日至3月20日查看详情塔城市网上注册时间

为2009年2月20日零时起至3月20日18时止查看详情克拉玛依网

上注册时间为：2009年2月20日零时起至3月20日18时止（北京

时间）查看详情克 州网上注册时间为：2009年2月20日零时起

至3月20日18时止查看详情阜康市网上注册时间为：2009年2

月20日零时起至3月20日18时止查看详情博 州网上注册时间为

：2009年2月20日零时起至3月20日18时止查看详情兵 团网上

注册时间为：2009年2月20日零时起至3月20日18时止查看详

情TOP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