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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9/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6_85_c53_639994.htm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英文缩

写CIA）是内部审计领域的专业资格，也是内部审计职业国

际范围的唯一认证，该证书已越来越被广大内部审计人员所

重视。2009年度各省、市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已陆续

开始了！为方便广大考生，百考试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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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09年内审

师资格（CIA）考试报名须知 2009年内审师资格（CIA）考试

报名流程2009年内审师资格考试签约保过班推出 百考试题内

审师网校的辅导将继续采用案例式授课 在线练习 模拟题测试

的模式，保证学员在学习过程中，不但能够做到掌握考试的

基本内容，而且能够熟练运用，掌握考试要领。网络课程还

提供在线答疑，学员可以讲学习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在线

提出，将由授课老师免费解答。 点击查看详情2009年内审师

考试报名汇总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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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广大网友通过论坛和信箱提供您所知道的各地内审师资

格考试报名时间、地点等信息。 论坛发布：通过论坛快速发

布您所知道的当地内审师资格考试相关信息，并就有关考试

报名时间、地点等事项进行讨论，点击进入gt. 最新添加：云

南北 京报名时间： 2009年7月7日-7月13日。 报名地点： 报名

地址：丰台区方庄芳城园3区甲19号报名电话



：010-87635312/17/09TOP暂无简章gt.浙 江报名时间： 2009年6

月29日至7月5日（双休日不休息）。 报名地点： 全省设立13

个报名点，接受当地报考人员报名，中央在杭单位和省级单

位直接向省内审协会秘书处报名。浙江省审计厅（内审协会

）：杭州市体育场路555号（0571-87051804）杭州市审计局（

内审协会）：杭州市延安路484号（0571-85060124、85811268

）更多报名点请参看报名简章。 准考证领取： 2009年11月10

日至17日（双休日除外）到各报名点领取考试准考证。 TOP

查看详情gt. 湖 南报名时间： 2009年7月1日至7月15日（周六

、周日除外，逾期不予受理）。 报名地点： 14个市、州内审

协会均设报名分点，中南大学审计处、湖南大学审计处设高

校报名分点，广西考生可至广西内审协会分点报名（具体联

系人及联系电话查看报名简章）。 TOP查看详情gt. 湖 北报名

时间： 2009年6月15日至7月3日（双休日除外）。 报名地点：

1.湖北省审计厅内部审计指导中心312室设报名点，联系电话

：872525372.江西省内部审计协会及各市、州、直管市审计局

均设报名点。（江西省内部审计协会联系人及电话： 辜雅莉

0791-6818268） TOP查看详情gt. 内蒙古报名时间： 2009年6

月20日至7月10日。 报名地点： 各盟市内部审计师协会和自

治区内部审计师协会。自治区内审协会报名点只接受区级各

部门和中央、自治区级驻呼企事业单位的报考人员报名，其

余报考人员均在当地报名点就地报名。 TOP查看详情gt.山 东

报名时间： 2009年6月20日至7月20日。 报名地点： 在各市审

计局设报名点，省直部门和中央驻鲁单位报考者可在驻地报

名点报名。 TOP查看详情gt.吉 林报名时间： 自2009年5月15

日开始报名，截止到7月15日。 报名咨询： 1.吉林省内部审计



协会秘书处 长春市亚泰大街6399号 0431－85265238

、852652372.各市州报名咨询电话长春市内审协会

：043188512000、88545352吉林市内审协会：04328600100

、2020246延边州内审协会：04332514432、2553420四平市内审

协会：04343244954、3254479省内审协会通化分会

：04353259358白城市内审协会：04363352029辽源市内审协会

：04373323307松原市内审协会：04385088079白山市内审协会

：04393281680 TOP查看详情gt.重 庆报名时间： 2009年6月1日

至7月20日（不含双休日），逾期不再受理。 报名地点： 重

庆市内部审计协会（地址：渝北区龙溪街道金山路8号重庆市

审计局708室） 联系电话：67518567 TOP查看详情gt.天 津报名

时间： 2009年7月1日至7月10日。（周六、周日不休息）。 报

名地点： 天津市内部审计协会秘书处：天津市河西区琼州

道97号（天津市审计局）1楼111房间电话：2325154648转8111

直线：23254948 TOP查看详情gt.山 西报名时间： 2009年6月22

日至7月10日。 报名地点： 山西省内部审计协会（太原市新

建南路文源巷18号） 准考证领取： 2009年11月3日至13日到报

名点领取考试准考证。 TOP查看详情gt. 辽 宁报名时间： 2009

年6月15日至7月10日（双休日休息）。 报名地点： 辽宁省内

部审计协会及各市审计局，报考者可就近报名。 准考证领取

： 2009年11月1日至10日到各报名点领取考试准考证。 TOP查

看详情gt.上 海报名时间： 自2009年6月25日至7月3日（含双休

日，每天9时至16时，中午照常）；或2009年7月6日至7月8日

（星期一至星期三，每天9时至19时，中间照常）。 报名地点

： 河南南路33号新上海城市广场底楼大厅。（人民路北、金

陵东路南，中汇大厦北京银行对面）。附近交通：930、920



、929、66、736、969、980路公交；地铁2号线至南京东路换

乘66路；地铁8号线至延安东路换乘920路。 TOP查看详情gt. 

江 西报名时间： 2009年6月15日至7月8日（双休日除外）。 

报名地点： 江西省内部审计师协会（地址：南昌市中山路470

号江西省审计厅1209室） 考试地点：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考场

（武汉市汉口杨汊湖市委党校斜对面） TOP查看详情gt.福 建

报名时间： 福建省内审协会：7月1-15日（周日除外）宁德内

审协会：6月29-7月3日泉州内审协会：7月6-10日龙岩内审协

会：7月1-15日南平内审协会：6月29-7月3日 厦门内审协会：7

月13-15日莆田内审协会：7月6-10日漳州内审协会：6月29-7

月3日三明内审协会：6月29-7月3日 准考证领取： 各考生请

于2009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内到各报名点领取考试准考证，

届时不再另行通知。 TOP查看详情gt.陕 西报名时间： 2009

年6月22日至7月10日报名地点： 陕西考点共设15个分报名点

，请考生就近报名。 TOP查看详情gt.甘 肃报名时间： 2009

年6月22日至7月10日报名地点： 甘肃省内部审计师协会联系

地址：兰州市民主东路109号电话：0931－8732589 联系人：

李卫忠 TOP查看详情gt.青 海报名时间： 2009年6月22日至7

月10日报名地点： 青海省内部审计师协会地址：西宁市五四

大街41号省审计厅办公楼11层电话：0971－6182566 联系人：

张 霆 TOP查看详情gt. 宁 夏报名时间： 2009年6月22日至7月10

日报名地点： 宁夏区内部审计师协会地址：银川市解放西

街361号自治区政府7楼审计厅702室电话：0951－5044192 联系

人：孙卫华 TOP查看详情gt. 新 疆报名时间： 2009年6月22日

至7月10日报名地点： 新疆区内部审计协会地址：乌鲁木齐市

建设路108号电话：0991－2840696 联系人：刘 琳 TOP查看详



情gt. 江 苏报名时间： 自2009年7月1日至7月15日止报名地点

： 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

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审计局、内审协会以及南京

审计学院共设14个报名点。 TOP查看详情gt. 河 南报名时间： 

全省统一报名时间定于2009年7月1日至7月20日报名地点： 省

直部门、中央驻郑单位等单位在河南省内部审计协会报名（

地址：纬二路经四路交叉口河南省审计厅423房间）；各市县

在各省辖市审计局报名。 TOP查看详情gt. 河 北报名时间：

2009年5月5日-7月25日。 报名地点： 报名地址：石家庄市桥

西区友谊南大街195号报名电话：0311-8606247 TOP暂无简

章gt.安 徽报名时间： 2009年6月20日-7月30日。 报名地点： 

报名地址：合肥市屯溪路272号报名电话：0551-4678321

，4678323 TOP暂无简章gt.广 东报名时间： 2009年6月21日-7

月12日。 报名地点： 报名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广和路182号1

楼报名电话：020-85592758，85592625 TOP暂无简章gt.广 西报

名时间： 2009年6月22日-7月20日。 报名地点： 报名地址：南

宁市民族大道98号审计厅510房间报名电话：0771-5858132

TOP暂无简章gt.四 川报名时间： 2009年7月1日-7月25日。 报

名地点： 报名地址：成都市红星中路一段9号报名电话

：028-86957520 TOP暂无简章gt.贵 州报名时间： 2009年7月6

日-7月16日。 报名地点： 报名地址：贵阳市市北路78号报名

电话：0851-6613239 TOP暂无简章gt.云 南报名时间： 2009年7

月1日至7月31日（含双休日），逾期不再受理。 报名地点： 

云南省内部审计协会（地址：昆明市五一路164号工商银行大

厦6楼627室）咨询电话：0871-3611019；3632020 "

#FF0000?>TOP查看详情gt.黑龙江报名时间： 2009年6月25-7



月25日。 报名地点： 报名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

街246号报名电话：0451-55577522 TOP暂无简章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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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