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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6_98_A5_c50_644612.htm 导读：2011年中国精算师考试时

间定于：2011年4月16日- 4月20日。网上报名时间：2011年1

月10日--3月6日。报名网址是：中国精算师协会网站(

www.e-caa.org.cn)。现场确认时间：3月10日-3月16日。现场确

认时间：3月10日-3月16日。关于2011年春季中国精算师资格

考试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自2011年春季开始

实施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新体系（有关新体系介绍详见

《2011年考生手册》）。现将2011年春季中国精算师资格考

试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开考科目 本次开考中国精

算师资格考试准精算师部分A1～A8科目；精算师部分F1、F2

科目。 考试科目明细如下:科目代码 科目 科目代码 科目 A1 数

学 A6 非寿险精算 A2 金融数学 A7 会计与财务 A3 精算模型 A8

精算管理 A4 经济学 F1 保险法及相关法规 A5 寿险精算 F2 保

险公司财务管理 二、考试时间 2011年4月16日- 4月20日 日期 

时间 考试科目 4月16日 上午9:00-12:00 A4经济学 下午2:00-5:00

A1数学 4月17日 上午9:00-12:00 A7会计与财务 下午2:00-5:00 A2

金融数学 4月18日 上午9:00-12:00 A8精算管理 下午2：00-5：00

A3精算模型 4月19日 上午8:30-12:30 F1保险法及相关法规 下

午2：00-5：00 A5寿险精算 4月20日 上午 8:30-12:30 F2保险公

司财务管理 下午2：00-5：00 A6非寿险精算 三、考试地点 如

下表所示：考试地区 考试中心 联系电话 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

010-62288158/62288156 天津 南开大学 022-23509113 上海 复旦

大学 021-55665146/65642341 武汉 武汉大学 027-68752134 广州 



中山大学 020-84114060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 028-87352399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551-3607241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02982656851 重庆 重庆大学 023-65678620/15803078137 南京 南

京大学 025-83593881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0411-84706100 济南 山

东大学 0531-88364894 长沙 湖南大学 0731-88684770 厦门 厦门

大学 0592-2181450/2182395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0451-86604652 

备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考试中心考试安排另行通知 四、考

试报名时间及报名费标准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

阶段。 （一）网上报名 #f70909>网上报名时间：2011年1月10

日--3月6日。#f70909>#000000> 报名网址是：中国精算师协会

网站( www.e-caa.org.cn)。 （二）现场确认 为保证考生报名信

息准确、安全，考生均须与报考考试中心确认网报信息并缴

费。 1、报名确认时间与方式 报名确认分为现场确认和邮寄

确认两种方式。 #ff0000>现场确认时间：3月10日-3月16日

#ff0000>现场确认时间：3月10日-3月16日现场确认时间：3

月10日-3月16日 考生可在报名确认时间内直接到报考考试中

心现场确认并缴费，也可通过邮寄考试报名资料及考试报名

费的方式办理确认（邮寄确认截止日期为3月10日，以考生邮

寄资料和报名费的邮出（汇出）邮戳时间为准，逾期系统将

视同考生报名无效）。 2、报名确认地址 （1）现场报名确认

地址考试中心 办公地址(报名确认地址) 北京中央财经大学 北

京海淀区学院南路39号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508室 天津南开

大学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10层1008室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邯郸

路220号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光华楼东主楼15楼) 武汉大学 

湖北武汉珞珈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保险与精算系B433

室 广州中山大学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岭南行政中



心309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楼1706办公室 合

肥中国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统计与金融系（

金寨路96号科大东区管理科研楼10层）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市

雁塔西路74号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高培中心 重庆大

学 重庆大学虎溪校区数学与统计学院三楼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安中楼1403室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高科技研究院（物

理楼413室） 山东大学 山东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知

新楼（原名综合科研楼）B座经济学院330室 湖南大学 湖南大

学(北校区)金融学院210室 厦门大学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南

路422号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A314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大

学实验楼143室 （2）邮寄报名确认通讯地址考试中心 邮寄地

址（汇款地址） 收件人（收款人） 邮编 北京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39号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研究院 薛丽

娜 100081 天津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系 

李勇权 300071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数

学科学学院(光华楼东主楼15楼) 江春芳 200433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珞珈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伶俐 430072 广州中山

大学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岭南行政中心309 冯丽智

510275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学院)光华楼1706办公室中国精算师考试中心 袁莉、 李恒

琦 610074 合肥中国科技大学 合肥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

学院统计与金融系 吴之强 230026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市雁塔西

路74号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张菊芳 710061 重庆大学 

重庆市重庆大学虎溪校区数学与统计学院三楼 徐建文 401331 

南京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汉口路22号南京大学商学院金融与保

险学系 余南 210093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市高新园区凌工路2号



大连理工大学高科技研究院（物理楼413室） 李景华 116024 

山东大学 山东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知新楼（原名综

合科研楼）B座经济学院330室 欧阳海波 250100 湖南大学 湖南

省长沙市岳麓区石佳冲109号湖南大学(北校区)金融学院 卢仿

先 410079 厦门大学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南路422号厦门大学经

济学院金融系 张忠正 361005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

路74号黑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124信箱 金春玉 150080 3、现

场确认和邮寄确认均须提供如下资料： （1）《中国精算师

（准精算师）资格考试报名登记表》（考生网上报名提交后

打印生成）； （2）相片1张（一寸近期免冠证件彩照，须与

上传网上报名相片一致）； （3）本科以上学历证书（在校

本科生学生证）复印件； （4）身份证复印件。 五、打印准

考证 考生在报名确认成功后，请#ff0000>于3月21日至4月16日

登陆协会网站打印准考证。 六、报名费收取标准 中国准精算

师科目每门次考试报名费用为100元,精算师科目每门次报名费

为200元。 七、考试用书 本次考试启用2010年版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的《中国精算师资格考试用书》，原2006年版《中

国精算师资格考试用书》将不再使用。 如需购书，可登陆中

国精算师协会网站“考试资料征订”专栏下载征订单。 八、

其他事项 （一）本次考试指南与《2011年考生手册》及其他

考试相关信息请查询中国精算师协会网站(www.e-caa.org.cn)

。 （二）考试成绩将于2011年6月15日前公布,考生可通过中

国精算师协会网站查询。 中国精算师协会 二0一0年十二月二

十一日 编辑推荐： #0000ff>2011年春季中国精算师考试报考

指南 #0000ff>2011年实施精算师资格新考试体系 #0000ff>2011

年中国精算师考试考生手册 #0000ff>2010年秋季中国精算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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