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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BA_A6_c47_645884.htm class="mar10" id="dto"> 2009年

度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定于2009年9月4日6日举行！

为便于考生报考，现场报名、资格审查和考试用书征订工作

由人事部门和行业协会同时同地一并进行，报名时间不少

于15个工作日，对确有特殊原因错过报名时间的考生应予补

报。为便于对考试信息统计分析，请各地在报名时务必采集

学历和专业信息。各省、市考试具体报名时间将在近期陆续

公布。百考试题资产评估师站特搜集整理了相关的报名信息

供大家查阅！ 百考试题提示：考试大纲、考试用书由中国资

产评估协会统一组织征订发行，各地资产评估协会在报名时

要做好征订工作。 注：2009年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

报名条件gt. 中评协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工作流程图 2009年注

册资产评估师考试报考全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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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

试听招生方案报名注册最新添加：安徽 全 国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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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广大网友通过论坛和信箱提供

您所知道的各地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时间、地点等信

息。 论坛发布：通过论坛快速发布您所知道的当地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相关信息，并就有关考试报名时间、地点等事

项进行讨论，点击进入gt. 最后更新：5月14号 【北京】 非首

次报考人员须于2009年4月8日至27日登录北京市人事考试网



（网址：www.bjpta.gov.cn，下同），按照网上的要求直接办

理网上报名和网上缴费手续。 首次报考人员1、报考人员须

于2009年4月8日至18日登录北京市人事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

，填写提交《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资格审核表》（

以下简称《资格审核表》） 2、提交完成后，使用A4纸打印

《资格审核表》，按规定粘贴本人同一底版近期二寸（34mm

×45mm）免冠证件照两张，经本人所在单位人事（干部）部

门审核后盖章； 3、持《资格审核表》、本人身份证明（身

份证、军官证、机动车驾驶证、护照，下同）、毕业证书和

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符合免试部分科目条件的报

考人员还须提供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证书（上述证件均为原件

），于2009年4月15日至18日到新知大厦（地址：海淀区阜成

路甲28号新知大厦一层东侧102房间）进行资格审核； 4、通

过资格审核的报考人员务必于2009年4月27日之前登录北京市

人事考试网，在网上缴纳报考费用，确认报考费用缴纳成功

后，方完成全部报名手续。 报名详情gt.【天 津 】 报名时间

：4月1-15日考试时间：9月4-6日考试报名：采取网络报名方

式，网址：天津人事考试网www.tjkpzx.com，有关事宜可通过

上述网址查询 报名详情gt.【河 北】 报名时间：2009年4月1日

至21日(周六、日，节假日除外)考试时间：2009年9月4-6日报

名详情gt.县、市报名：【唐山（09年4月1日至4月21日)】【张

家口（09年4月1日至4月21日）】 【邯郸（09年4月1日至4

月21日)】【石家庄（09年4月6日至09年4月24日）】 【秦皇

岛（4月15日至4月21日)】【衡水（2009年4月1日至4月22日)

】 【邢台（4月15日至4月21日)】 【江 西】 网上注册：登陆

江西人事考试网(www.jxpta.com)查看有关考试文件及报名流



程考试报名：考试报名工作将于4月2日展开，本次考试报名

为网上注册登记、现场资格审查、网上缴费、网上打印准考

证四个阶段。考生须在4月2日至9日完成网上报名，4月8日

至10日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并于4月12日17时前完

成网上缴费。 报名详情gt.【河 南】 报名时间：2009年3

月30--4月17日全省统一报名参加免试部分科目（考四科）考

试条件：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试为滚动考试，参加全

部科目（考五科）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3个考试年度内通

过5个科目的考试，方可获得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

参加免试部分科目（考四科）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2个考试

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方可获得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

证书。 报名详情gt.【贵 州】 报名时间：2009年4月1日至4

月30日报名网址：贵州人事考试信息网（网址

：www.gzpta.gov.cn） 报名详情gt.【四 川】 报名时间：我省

报名时间统一定于2009年4月10日5月10日，网上相片质量审查

时间定于2009年4月15日至5月15日，资格审查和缴费时间定

于2009年4月16日至5月16日，缴费时间延长至5月17日。 免试

部分科目的条件：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2年，并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评聘为经济类、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可

免试1科相应考试科目。其中，评聘为高级工程师(含相应专

业的副教授、副研究员等)职务的人员，可免试《建筑工程评

估基础》或《机电设备评估基础》科目.评聘为高级经济师(含

相应专业的副教授、副研究员等)职务可免试《经济法》.高级

会计师、高级审计师(含相应专业的副教授、副研究员等)职

务可免试《财务会计》。 报名详情gt.县、市报名：【德阳

（2009年4月10日5月10日)】【绵阳（09年4月10日5月10日)】 



【乐山（2009年4月10日5月10日)】【成都（4月10日起至5

月15日止)】【上 海】 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时间为2009年4

月14日10:00－4月28日16:00，网上报名须登陆上海市职业能力

考试院网（www.spta.gov.cn）的“网上报名”栏目。 现场确

认时间：2009年4月26日－4月29日（9:00－11:00,13:30－16:00

）准考证下载：成网上报名的人员应于2009年8月17日10：00

－9月3日16：00在报名系统中下载并打印准考证。报名详

情gt.【云 南】 网络报名方式：为方便考生报考，提高考试服

务水平，考生可以登录我中心以下三个网站之一进行网络报

名：www.ynrsks.cn 、www.ynrsksw.net 或www.ynrsksw.com考试

报名：网络报名时间为： 2009年3月25日4月25日 报名详情gt.

县、市报名：【保山（09年3月25日至年4月25日)】【玉溪（

暂缺)】【辽 宁】 考试报名：网上报名时间为2009年4月7－27

日，逾期不予补报。现场报名确认：（1）首次报考人员应在

资格审查合格后，持报名表和科目免试申报表（不符合免试

科目条件的只提交报名表）到省或市人事考试部门进行报名

确认。省或市人事考试部门通过网上报名系统办理确认后，

报考人员方可进行网上缴费。（2）各考区人事考试部门在进

行报名确认时，应对报名表中的照片进行审核，若照片审核

未通过，报考人员须重新上传照片。 报名详情gt.县、市报名

：【朝阳（09年4月727日)】【锦州（2009年4月7日27日)】【

广 西】 考试报名：4月20日至5月8日(全天24小时)报名网址：

报考人员可在上述时间登陆广西人事考试中心网

站www.gxpta.com.cn，点击“网上报名”栏目进入报名系统。

报名详情gt.【陕 西】 考试报名：4月7日至4月30日报名网址

：陕西人事考试网（网址：http://www.sxrsks.cn） 报名详情gt.



县、市报名：【咸阳（4月7日至4月30日)】【咸阳（4月7日

至4月30日)】【新 疆】 考试报名：2009年5月3日5月31日 报名

详情gt.县、市报名：【兵团（4月3日－4月17日)】 【浙 江】 

考试报名：4月15日至29日报名网址：报考人员登录浙江人事

考试网(网址：www.zjks.com)进行网上报名 报名详情gt.县、市

报名：【金华（4月15日至29日)】【台州（4月15日至29日)】 

【开化（4月15日至29日)】【宁波（4月15日至29日)】 【温岭

（2009年4月28日29日)】 【湖 北】 考试报名：2009年4月15

日9:004月29日16:00报名网址：所有报考人员须在规定的报名

时间内，登陆湖北人事考试网（网址：www.hbrsks.gov.cn）,

填写报考信息，上传1寸近期正面免冠电子彩照（jpg格式，

照片大小在8Kb－10Kb之间，五官轮廓清晰，占满图片框）

。 报名详情gt.县、市报名：【荆门（09年4月15日9点4月29

日16点)】【鄂州（4月15日开始报名)】 【宜昌 （09年4月15

日9点4月29日16点)】【武汉（09年4月15日29日)】【重 庆】 

考试报名：4月21日至5月18日报名网址：考生须登录重庆人

事人才网www.cqpa.gov.cn完成考试报名。 报名详情gt.【甘 肃

】 考试报名：2009年4月4日8：30至4月19日18：00报名网址：

本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不设现场报名。请登录甘肃

省人事厅网站(http://www.rst.gansu.gov.cn)，按以下程序报名

。 报名详情gt.【山 东】 2009年度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考

试报名时间由各市人事考试中心自行安排，不得少于15个工

作日 报名详情gt.县、市报名：【东营（09年5月15日－6月7

日)】【枣庄（2009年4月23日5月14日)】 【威海（2009年4

月20日5月8日)】【日照（2009年5月11日至5月30日)】 【德洲

（2009年5月1日至5月31日)】【济宁（2009年5月5日至5月25



日)】 【青海（2009年5月4日至15日)】【烟台（09年4月29日5

月17日)】【吉 林】 考试报名：2009年4月20日至28日确认时

间：2009年4月20日至29日 报名详情gt.县、市报名：【四平市

（09年4月20日至28日)】【通化（2009年4月20日至28日)】【

海 南】 考试报名：2009年4月1日～4月30日报名地点：海口市

白龙南路53号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二楼职称考试处 报名详

情gt.【福 建】 考试报名：4月14日至5月5日报名网址：厦门

人事考试测评中心网站www.xmks.gov.cn 报名详情gt.县、市报

名：【龙岩（4月14日至5月6日)】厦门（2009年4月14日至5

月5日)】【江 苏】 考试报名：2009年4月6日6月19日报名网址

：www.jsrsks.com.cn 报名详情gt.县、市报名：【无锡（4月15

日-6月9日)】【泰州（2009年5月13日5月20日)】 【盐城（5

月8日8:30-5月22日17点)】【南通（4月27日9点～5月14日16

点)】 【镇江（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20日)】【南京（2009年4

月13日6月5日)】【广 东】 考试报名：2009年4月23日9:005

月22日17:00。报名地点：“广东省人事考试局专业资格考试

网”(网址：www.gdkszx.com.cn) 报名详情gt.县、市报名：【

梅洲（09年4月23日9:00-5月22)】【深圳（4月23日10点至5

月22日17点)】 【江门（4月23日5月22日17点)】【中山市（4

月23日5月22日17点)】 【广州（4月23日5月22日17点)】【佛

山（4月23日5月22日17点)】 【惠州（4月23日5月22日17点)】

【汕头（4月23日5月22日17点)】 【潮州（4月23日5月22日17

点)】【珠海（4月25日9时至5月21日下午5时)】 【云浮（4

月23日5月22日17点)】【顺德（4月23日5月22日17点)】 【东

莞（4月23日5月22日17点)】【韶关（4月23日5月22日17点)】 

【清远（2009年4月23日5月22日)】【肇庆（4月23日5月22



日17点)】【宁 夏】 考试报名：2009年4月27日上午9时起至5

月15日下午5时确认时间：2009年5月11日至5月15日 报名详

情gt.【湖 南】 考试报名：5月5-15日报名网址：湖南省人事考

试网(http://pta.hnrst.gov.cn/) 报名详情gt.县、市报名：【株洲

（5月5日-15日)】 【内蒙古】 考试报名：2009年5月4日5月12

日报名网址：内蒙古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www.impta.com

） 报名详情gt.【黑龙江】 考试报名：2009年5月4日至5月18日

报名网址：www.rsks.gov.cn 报名详情gt.县、市报名：【大庆

（09年5月4日-5月18日)】 【青 海】 考试报名：4月15日至30

日 报名详情gt.【山 西】 考试报名：4月13日起至5月6日止报

名网址：山西人事考试网(www.sxpta.com) 报名详情gt.【安 徽

】 考试报名：2009年5月21日至6月10日报名网址：安徽人事

考试网(http://www.apta.gov.cn) 报名详情gt.县、市报名：【黄

山（2009年5月21日至6月10日)】【合肥（2009年5月21日至6

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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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