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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会考　 ２０１８　 ２ 号

关于 ２０１９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

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省辖市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根据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 ２０１９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

资格考试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会考 〔２０１８〕 ７ 号）

精神， ２０１９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 （以下简称初

级资格考试） 继续采用无纸化方式， 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举行。 现就

我省 ２０１９ 年度初级资格考试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考试报名

（一） 报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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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加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 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坚持

原则，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 认真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计法》 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以及有关财经法律、 法规、

规章制度， 无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履行岗位职责， 热爱本

职工作； 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高中毕业 （含高中、 中专、

职高和技校） 及以上学历。

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 在职在岗的在其工作所在地报名， 在

校学生在其学籍所在地报名， 其他人员在其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

报名。 符合报名条件的香港、 澳门和台湾居民， 在其内地的居住

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报名； 在内地学校学习的， 在其学籍所在地

报名。 报考人员网上报名时应提交学历证书、 居民身份证明 （香

港、 澳门、 台湾居民应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 等相关信息。

（二） 报名方式

１ 考生于报名时间段内登录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 （ ｈｔｔｐ： ／ ／

ｋｚｐ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进行报名。 按要求提交报名申请并上传本人近

期免冠正面证件电子照片。 报名申请被接受后， 将向报考人员反

馈一个网络报名注册号。 网络报名注册号和密码是报考人员查询

报考资格审查结果、 网上缴费等事项的重要依据， 请妥善留存。

２ 报考资格审核。 各省辖市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

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各省辖市会考办） 于审核时间段内负责及

时对报名申请和上传照片进行网上审核， 并提出审核意见。

３ 查询报考资格审核结果。 报考人员于审核时间段内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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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报名网站， 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核。 未通过资格审核的， 可

以修改报名信息； 审核意见提示 “报考资料不全或电子照片不

符合要求的”， 报考人员应按要求补充或更换， 并于报名时间段

内及时提交。

４ 网上缴费。 通过报考资格审核的人员， 务必于网上缴费

时间段内， 通过原报名网站缴纳考务费 （报考人员须准备银联

卡， 开通网上银行功能并存入足够缴费的金额）。 未按要求缴费

的， 视为自动放弃。 完成网上缴费后， 请及时打印网上报名回执

表。

５ 打印准考证。 已确认缴费的报考人员， 务必于网上打印

准考证时间段内， 登录原报名网站下载打印准考证 （Ａ４ 纸）。

未在规定时间内打印准考证的， 视为自动放弃本年度会计专业技

术初级资格考试。

二、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包括 《经济法基础》 和 《初级会计实务》。

参加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 必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

科目的考试， 方可获得初级资格证书。

三、 考试大纲

使用全国会计考办印发的 ２０１９ 年度初级资格考试大纲。

四、 考试时间及考务日程

（一） 考试时间

２０１９ 年度初级资格考试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开始进行，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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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另行通知。

《经济法基础》 科目的考试时长为 １ ５ 小时， 《初级会计实

务》 科目的考试时长为 ２ 小时， 两个科目连续考试， 时间不得混

用。

（二） 考务日程

１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前， 各省辖市会考办公布本地区 ２０１９ 年

度初级资格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报名方法、 报名时间、 审核时

间、 缴费时间和打印准考证时间等考试相关事项。

２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前， 各省辖市会考办完成本地区 ２０１９ 年

度初级资格考试报名工作。

（１） 网上报名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００∶ ００ 至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２３∶ ５９。

（２） 网上审核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８∶ ００ 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１７∶ ３０。

（３） 网上缴费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１５∶ ００ 至 １２ 月 ４ 日

２３∶ ５９。

（４） 网上打印准考证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００∶ ００ 至 ５ 月 ７

日 ２３∶ ５９。

以上报名、 审核、 缴费和打印准考证时间全省统一。 根据全

国会计考办安排， 本次报名结束后， 将不再进行本年度初级资格

考试补报名工作。

３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７ 日 ２３∶ ５９ 前完成初级资格考试准考证网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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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工作。

４ 考试前一周培训监考人员及考试工作人员， 同时完成各

考点、 考场的检查验收等各项考前准备工作， 并做好防范和打击

作弊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

５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开始组织考试。

６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 下发初级资格考试成绩， 并在 “全

国会计资格评价网” 公布。

五、 考试方式

开展初级资格考试的各省辖市会考办， 可在全国会计考办统

一安排的考试时间和批次内 （至少留有 １ 个备用批次）， 确定所

用考试批次。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将按照各省确定的考试时

间和批次， 在每一批次考试前半个小时发题， 由地方接收并组织

考试； 每场考试结束后， 各省辖市会考办应及时上传数据。

六、 其他有关要求

（一） 各省辖市会考办应按统一规定的程序组织网上报名工

作， 必须严格执行规定的报名条件， 认真做好报名资格的审查工

作。

对于报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要严格按照省会考办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 如遇特殊问题， 请及时向省会考办反映， 不得自行处

理。

（二） ２０１９ 年度初级资格考试各项考务工作， 各省辖市会考

办要严格按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有关考务规则执行。 考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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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要正规， 所选用的学校应向省会考办说明情况并备案。

（三） ２０１９ 年度初级资格考试准考证由考生于考前在原报名

网站上自行打印。

（四） 各省辖市会考办应按豫发改收费 〔２０１３〕 ３２６ 号文件

规定的项目、 标准收取考试报名费， 不得以任何理由乱收费。

（五） 各省辖市会考办要提高服务意识， 认真细致做好各环

节考务工作， 确保 ２０１９ 年度初级资格考试各项工作顺利平稳完

成。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信息公开选项： 主动公开

　 河南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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