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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财政厅文件 
 

 

琼财会〔2019〕771 号 
 

 

 

海南省财政厅关于 2020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 

技术初级资格考试海南考区考务日程 

安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县财政局、洋浦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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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 号）

的精神，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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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无纸化方式，于 2020 年 5 月举行。现就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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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我省组织初级资格考试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海南省财政厅、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对我省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工作进行指导、监督。考试考务工作由海南省财政厅

负责组织。 

二、考试报名 

    （一）报名条件 

    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具备下列基

本条件：1.坚持原则，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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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行岗位

职责，热爱本职工作。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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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名和缴费 

    2020 年度初级会计资格考试海南考区网上报名、缴费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30 日，报考人员应在报名结束 1 日内完成网

上缴费，我省网上缴费时间于 12 月 1 日 22:00 截止。报考人员应

于缴费完成后，及时登录报名系统查询报名是否成功。未在指定

时间内进行网上缴费的考生，将无法取得报考资格。报名缴费成

功后不予退费，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海南考区网上缴费注

意事项详见附件 1。 

此次初级资格考试海南考区不安排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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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流程 

1. 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在职在岗的在工作所在地报名；在

校学生在学籍（或学校）所在地报名；其他人员在户籍所在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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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系统操作流程见附件2）。 

2. 登陆“（http://kzp.mof.gov.cn）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网

上报名系统，按步骤填写报名信息，打印网上报名考生信息表和

报名回执表。 

3. 若报名信息填写有误，缴费前可自行登录修改。11月30

日22时报名系统关闭，相应的考试教材网上订书系统同时关闭，

有需要订购考试教材等资料的考生，注意把握订书时间。 

    （四）资格审核 

2020 年度初级会计资格考试报名海南考区实行“资格后审”

制，即考试成绩公布后，各科成绩合格的考生,携报名系统打印

的网上报名考生信息表（所在单位意见及签章）和学历或学位证

书或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及有效居民身份证明（香港、澳门、

台湾居民应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等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前往

报名资格条件审核点（详见附件 3）进行考试报名条件审核。 

报考人员必须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完成网上报名相关信息

的填报。报考人员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负责。

报名条件审核中发现伪造学历、提供虚假证明等弄虚作假手段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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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考试的考生，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其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

效处理。 

    （五）考试费用 

海南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费按（琼价费管〔2014〕

105 号）文执行，报名费每科 55 元（含上缴财政部评价中心的

考务费每科 6 元）。报名收费统一使用非税收入电子票据并及时

上缴国库。 

三、考试科目及考试时间 

（一）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包括《初级会计实务》和《经济法基础》。《初级会

计实务》科目的考试时长为 2 小时,《经济法基础》科目的考试

时长为 1.5 小时，两个科目连续考试，时间不得混用。考生必须

在一个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方可获得初级资格证书。 

（二）考试时间 

初级资格考试海南省考区于 2020 年 5 月 9 日—11 日举行，

共 6 个批次。具体考试时间及批次如下：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及科目 

5 月 9 日至 11 日 

（共 6 批次） 

8:30—12:00 

初级会计实务、经济法基础 

14:30—18:00 

初级会计实务、经济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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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考试大纲 

使用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

2020年度初级资格考试大纲。 

五、考区设置 

初级资格考试全省只设海口、三亚两个考区。其中，海口考

区包括：海口、儋州、文昌、琼海、万宁、澄迈、定安、屯昌、

琼中、白沙、临高、昌江、洋浦开发区等 13 市县和省直报名点。

三亚考区包括：三亚、五指山、东方、陵水、保亭和乐东等 6 个

市县。 

六、考务日程 

（一）2019 年 10 月 18 日前在海南省财政厅网站通告 2020

年度初级资格考试报名等事项。 

（二）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22 时止，网上报名、

缴费。 

（三）2020 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网上打印准考证。 

（四）2020 年 5 月 9 日至 11 日组织初级资格考试。具体考

试时间和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七、注意事项 

（一）报考人员必须在确认本人完全符合报考条件后报考，

违反相关规定的根据《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规定》（人社部令第 31 号）及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相应处理。 

（二）考试合格标准和成绩发布后（海南省财政厅官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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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成绩合格人员在考试成绩公布后 20 天内，按“海南省

财政厅官网通知公告”要求，前往报名资格审核点进行报名资格

条件审核。不按规定时间进行报名资格条件审核的考生，视同自

愿放弃资格审核，因此产生的后果，由考生承担全部责任。 

（三）各报名资格条件审核点应认真做好审核工作，并将审

核结果在规定时间内上报省财政厅。经省财政厅复查后不符合报

考条件的，一律取消其考试成绩，不予退还考试费用。省财政厅

将不定期对各报名资格条件审核点审核工作进行检查。 

（四）会计资格证书印制将直接采用考生报名时上传的照

片。照片要求：近期彩色标准1寸，半身免冠正面证件照（尺寸

25mm×35mm,像素295px×413px），照片底色背景为白色，JPG

或JPEG格式。考生应对照片质量负责，如因照片质量影响考试

和成绩或影响证书制作和领取的，由考生本人负责。 

各市县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全国会考办关于考试工作有关文件精神，加强领导，精心

组织，提高服务意识，认真做好各环节考务工作，共同抓好考试

工作，确保 2020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各项工作

圆满完成。 

     

附件：1. 2020 年度会计资格考试海南考区网上缴费注意 

事项 

      2. 2020年度会计资格考试海南考区报名条件审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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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20 年度会计资格考试海南考区网上报名系统 

操作流程 

 

 

 

海南省财政厅 

                               2019 年 10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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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海南考区网上缴费注意事项 

 

    一、支付前准备 

    （一）网上缴费支持云闪付（银行卡）、微信支付、支付宝等

三种缴款方式。 

    （二）网上缴费前请使用手机到应用商店内下载云闪付、微

信、支付宝等 app，注册并绑定银行卡。 

    二、网上支付 

    （一）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考生在基本信息填写完提交后，

就进入网上交费页面，选择云闪付、微信、支付宝任一方式，确

认并核对页面所示信息，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 

    （二）屏幕会提示填写电子票据（发票）开票信息，以便后

期发送电子票据（发票）至报考人手机。开具个人电子票据（发

票），请选择开票类型为“个人”，并填写接收电子票据（发票）

的手机号码和姓名，开具单位电子票据（发票）请选择开票类型

为“单位”，并填写接收电子票据（发票）的手机号码、单位名

称以及单位统一信用代码，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支付”按钮。 

    （三）屏幕上会弹出二维码，请打开手机 app 扫一扫屏幕二

维码，根据 app 提示完成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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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由于种种原因，如发现手机 app 账户内的资金已经扣

除，经登录系统查询仍未提示缴费成功的考生，先暂停网上缴费，

应及时拨打通联支付全国客服热线 95193 或海南客服咨询电话

18608901567，向客服人员提供该笔交易的手机对账单，确认是

否成功，尽量避免重复缴费。 

    （五）网上缴费过程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1. 建议使用 360 安全浏览器或搜狗浏览器，并采用极速模式

登录网站，尽量不要使用其它浏览器，以免因系统不兼容导致无

法正常支付。 

    2. 按系统提示选择与自己手机 app 对应的支付方式。 

    3. 如果因上网条件或网络传输等原因造成系统速度慢，请考

生能够做到冷静，耐心等待，尽量不要重复点击，如果页面无法

显示，可尝试刷新。  

    4. 请考生在进行网上支付时，保护好云闪付、微信支付、支

付宝账户和密码，注意账户内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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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度会计资格考试海南考区 

报名条件审核点 

 

序号 单 位 地 址 电 话 

1 海南省会计学会 海口市义龙西路 9号宁海大厦三楼 

66219619 

66218471 

66208527 

2 海口市财政局 海口滨海大道 42号市政中心五楼财政窗口 68522135 

3 三亚市财政局 三亚市迎宾路 358号财税大楼二楼 88869923 

4 儋州市财政局 儋州市中兴大道财政大楼会计科 23322145 

5 洋浦开发区财政局 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政务中心三楼 28810919 

6 定安县财政局 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 63823903 

7 澄迈县财政局 澄迈县金江镇华成路 67625710 

8 文昌市财政局 文昌市新市区文清大道财税大厦 63330185 

9 琼海市财政局 琼海市加积镇南门二路 8号 62819299 

10 万宁市财政局 万宁市万城镇人民中街 210号 62228208 

11 陵水县财政局 陵水县椰林镇中心大道 70号 83316856 

12 东方市财政局 东方市八所镇东海路财政局 25521519 

13 乐东县财政局 乐东县县城抱由镇 85527477 

14 临高县财政局 临高县临城镇解放路 96号 28287103 

15 昌江县财政局 昌江县石碌镇市民广场 2路 26691977 

16 屯昌县财政局 屯昌县昌盛路 67811151 

17 五指山市财政局 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 120号 
86627967 

86659599 

18 白沙县财政局 白沙县牙叉镇牙叉中路 27721910 

19 保亭县财政局 保亭县保兴中路 83664448 

20 琼中县财政局 琼中县营根镇财政局大楼 8623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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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0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海南考区 
网上报名系统操作流程 

 
打开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首页，进入网上报名栏目

选择报考级别和省份（选海南）

阅读报考人员必读事项

点 注册 按钮，阅读并同意 网上报名承诺 

按提示准备好照片文件

填写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和姓名

填写报名信息表、上传照片
若想订书，可点击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网上
订书系统 订购教材

下载安装 报名照片审核处理工具 ；
准备照片源文件，要求是标准证件照片，白色背景，
jpg格式，像素>=295*413；
使用报名照片审核处理工具审核通过并处理后保存；

设置登录密码

生成报名注册号

打印报名信息表

网上交费（仅报名考试费）

登录报名系统，打印报名回执表

选择 通联支付收银宝平台 生成订单

选择支付方式：
支付宝、微信支付、银联云闪付(银行卡）

进入相应支付平台扫二维码进行支付

报名结束

填写电子票据信息

支付成功后，电子票据平台通过短信方式发送
电子票据查验网站和缴费信息，考生在查验网

站下载电子票。

 
 



 

 

 

 

 

 

 

 

 

 

 

 

 

 

 

 

 

 

 

 

 

 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9年 10月 1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