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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
和《2020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
简章》规定，现将2020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
一考试江苏考区专业阶段考试和综合阶段
考试报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一）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

以申请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
阶段考试：

1.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 具有高等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学历，或

者具有会计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申

请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综合阶段考试：
1.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 已取得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

业阶段考试合格证。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

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1. 因被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自处罚决

定之日起至申请报名之日止不满5年者；
2. 以前年度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

考试因违规而受到禁考处理期限未满者；
3. 已经取得全科合格者。
二、报名程序
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报名

人员，应当通过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网
上报名系统（http://cpaexam.cicpa.org.
cn，简称网报系统）进行报名，或者通过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简称中注协）官方微信公
众号进行报名。报名分为注册并填写报名
信息、资格审核和交费三个环节。

（一）注册并填写报名信息。
报名人员应当于2020年4月1-30日

（每天8:00-20:00，4月4-6日清明节假期
除外），点击进入网报系统，按照报名指引如
实填写相关信息。首次报名人员需进行注
册并上传符合要求的本人最近1年1寸免冠
白底证件照片。非首次报名人员的相关信
息如发生变动，应当重新填写。

无法上传照片的报名人员可在报名期
间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江苏省财政厅注
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简称省考办）
指定地点（详见网报系统中有关各市报名信
息）进行现场采集。

符合综合阶段考试报名条件，但不能进
行报名的人员，可向江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简称省注协）咨询办理。

（二）资格审核。
1. 首次报名人员的学历信息认证，原则

上由网报系统根据身份证件信息链接“中国
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行。持国（境）外学
历的报名人员（含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

人）填报的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
认证书编号，由中注协、省注协提交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进行认证。

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的学历信息认证，将
由中注协于8月14日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生
信息网”进行。持国（境）外学历的应届毕业生
报名人员，应当于8月3-14日（每天8：00-
20：00），登录网报系统补录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出具的学历认证书编号，由中注协、省注
协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认证。

2. 持非居民身份证（如军官证、港澳台
居民居住证），或者以军校毕业学历、会计或
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作为报名条件
的首次报名人员，或者网报系统无法认证学
历的首次报名人员，应当按要求上传有效身
份证件、毕业证书或职称证书等相关材料的
扫描件，或者到省考办指定地点进行审核。

3. 未通过资格审核的报名人员，不符合
报名条件，报名资格不予通过。

（三）交费。
1. 完成报名资格审核的报名人员，以及无

需进行资格审核的报名人员、应届毕业生报名
人员在报名信息填写完成后，通过网上支付交
纳考试报名费。交费完成视为报名程序完成。

2. 报名费标准按照《江苏省物价局关于
调整注册会计师考试考务费标准的复函》
（苏价费函〔2013〕128号）规定，考试报名费
标准为每科次92元。

3. 需要打印发票的考生，可登录https:
//jsfs.yeepay.com/js-pre- nontax- app/
invoice?merchantNo=10000784644 在线
打印“江苏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电子）”。

4. 交费截止时间为4月30日 20:00。
交费手续完成后，所报考科目及相关信息不
能更改，且报名费不予退还。

5. 报名人员（不含应届毕业生）完成交费手
续后，可在网报系统查询个人报名状态；应届毕业
生报名人员可在8月17日后登录网报系统查询
个人报名状态。报名资格审核未通过或未交费的
报名人员，不能下载打印准考证和参加考试。

三、考试科目和考试范围
专业阶段考试科目：会计、审计、财务成

本管理、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经济法、税法。
专业阶段考试报名人员可以同时报考6

个科目，也可以选择报考部分科目。
综合阶段考试科目：职业能力综合测试

（试卷一、试卷二）。
考试范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大纲——专业阶段考试（2020年）》和《注册
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综合阶段考
试（2020年）》确定的考试范围。

四、考试方式
考试采用闭卷、计算机化考试方式。即，

在计算机终端获取试题、作答并提交答题结果。
考试系统支持5种输入法：微软拼音输

入法、谷歌拼音输入法、搜狗拼音输入法、极
品五笔输入法、万能五笔输入法。

另外，微软新仓颉输入法、速成输入法和新
注音输入法仅供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使用。

五、考试时间和地点
（一）考试时间
综合阶段考试：
2020年10月11日
08:30—12:00 职业能力综合测试（试卷一）
14:00—17:30 职业能力综合测试（试卷二）
专业阶段考试：
2020年10月11日（适用于南京、无锡、

常州、苏州、镇江、泰州六个考区）
08:30—11:30 会计（第一场）
13:00—15:00 税法（第一场）
16:30—18:30 经济法（第一场）
2020年 10月17日
08:30—11:30 会计（第二场）
13:00—15:00 税法（第二场）
17:00—19:00 经济法（第二场）
2020年 10月18日
08:30—11:00 审计
13:00—15:30 财务成本管理
17:00—19:00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二）考试地点
综合阶段考试地点安排在南京市。
专业阶段考试地点安排在各设区市。
（三）关于在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

江、泰州六个考区安排会计、税法和经济法
三个科目两场考试

考虑到上述市级考区参加会计、税法、
经济法的考生人数较多，考点和机位紧张，
为优化有关科目考点和机位资源，特在上述
六个市级考区实施会计、税法和经济法三个
科目两场考试。

第一场考试时间定于2020年10月11
日，具体安排以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
会办公室（简称财政部考办）公告为准。

财政部考办将根据报名及机位准备情
况统筹安排考生参加相关场次的考试，每位
考生只允许参加一场考试，请考生务必按照
准考证上载明的时间参加考试。

六、准考证的下载打印
考生应当于9月15-30日、10月9-10

日（每天8:00-20:00），登录网报系统下载
打印准考证。

报名资格审核未通过或未缴费的报名
人员，不能下载打印准考证和参加考试。

七、试卷评阅和成绩认定
（一）考生答卷由中注协组织集中评

阅。考试成绩经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

员会认定后发布。考生可于12月下旬登录
网报系统查询成绩并下载打印成绩单。

（二）每科考试均实行百分制，60分为成
绩合格分数线。

（三）专业阶段考试的单科考试合格成
绩5年内有效。对在连续5个年度考试中取
得专业阶段考试全部科目合格成绩的考生，
颁发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
试合格证电子证书。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
试合格证电子证书由考生自行登录网报系
统下载打印。

（四）对取得综合阶段考试科目合格成
绩的考生，颁发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
科合格证。全科合格证由考生在成绩发布
之日起45个工作日后到综合阶段考试报考
所在市注协申领。

八、考试辅导教材
中注协根据《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大纲——专业阶段考试（2020年）》和《注册
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综合阶段考
试（2020年）》，组织编写专业阶段6个科目
考试辅导教材、专业阶段和综合阶段试题汇
编，以及经济法规汇编，由中国财经出版传
媒集团出版发行。报名人员可在当地书店、
出版社指定的网上书店自愿购买。

九、专业阶段考试免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免试管理办
法》执行。

十、现场审核地址及咨询联系电话
全省共设13个现场资格审核点。
1．南京考区：南京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南京市北京西路 2-2号 4楼，咨询电话：
025-83300391、83312996；

2．无锡考区：无锡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无锡市滨湖区蠡湖大道309号3号楼，咨询电
话：0510-82733696、82757406，82729875；

3．徐州考区：徐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徐州市新城区行政中心西A区609室，咨询
电话：0516-83751621，83702451；

4．常州考区：常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常州市新北区龙锦路1259-2号6楼，咨询
电话：0519-86600330，86623905；

5．苏州考区：苏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苏州市胥江路471号2楼，咨询电话：0512-
65231908、65234630；

6．南通考区：南通市财会信息教育中
心，南通市青年西路192号财会信息教育中
心2号楼会计服务大厅；咨询电话：0513-
83534657、83534658、83534666；

7．连云港考区：连云港市注册会计师协
会，连云港市海州区海连中路99号市财政局3

楼，咨询电话：0518-85507760，85507570；
8．淮安考区：淮安市注册会计师管理

中心，淮安市健康东路65号市财政局院4
楼，咨询电话：0517-83168382、83168208；

9．盐城考区：盐城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盐城市世纪大道19号城投商务楼1346室，
咨询电话：0515-80501346、80501348；

10．扬州考区：扬州市注册会计师管理服
务中心，扬州市扬子江北路471号财会服务中心4
号楼，咨询电话：0514-80597120、80597115；

11．镇江考区：镇江市注册会计师协
会，镇江市南山路61号国投商务广场A楼
14层，咨询电话：0511-84439117；

12．泰州考区：泰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泰
州市医药高新区凤凰街道海陵南路302号泰州
市财政局413室，咨询电话：0523-86888060；

13．宿迁考区：宿迁市注册会计师协
会，宿迁市人民大道1号财政大厦501室，咨
询电话：0527-84363071。

省考办咨询电话：025-83305967，咨询
邮箱：jicpaks@163.com。

十一、其他注意事项
（一）报名人员应当认真阅读《注册会计

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
考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等相关文件（可在中
注协和省注协官网“CPA考试”专栏查阅），报
名完成即视为全部认同并承诺遵守上述文件。

（二）考生下载打印准考证时，应当认真
阅读《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应考人员考
场守则》和有关考试信息，并按要求和准考
证载明的考试时间参加考试。

（三）中注协开通注册会计师考试机考练
习 网 站（http://cpademo.cicpa.org.cn）。
报名人员可登录练习，熟悉机考环境和电子
化试题形式。具体开通时间另行公告。

（四）考生需要对考试成绩复核的，可在
成绩发布后第5个工作日起10个工作日内，
通过网报系统，提出成绩复核申请，中注协
根据《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办
法》统一组织成绩复核。

（五）中注协将通过网报系统（http://
cpaexam.cicpa.org.cn）及官方微信公众号
发布考试相关通知，江苏省注协将通过官方
网站（http://www.jicpa.org.cn）发布考试
相关通知，请报名人员随时关注。

（六）如果报名人员咨询与考试政策相
关的问题，可将问题发送至中注协设立的考
试专用邮箱：cpaks@cicpa.org.cn 。

如果报名人员咨询与网报系统相关的
技 术 问 题 ，请 拨 打 中 注 协 电 话 010-
88250110（工作日 8:00- 11:30，13:00-
17:00）或咨询省注协电话025-83305967
（工作日8:30—12:00，14:00—18:00）。

2020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江苏考区报名简章

本报讯 3月29日，金庸“射雕
三部曲”全产业链开发项目签约发布
会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举
行。全球首个获得金庸唯一授权的
金庸武侠线下体验馆同时落地园区。

发布会上，无锡国家数字电影
产业园与中手游、恒信东方签约，共
同打造金庸“射雕三部曲”全产业链
开发项目。该项目主要包含金庸

“射雕三部曲”主题体验馆、沉浸式
戏剧及主题商业，金庸《神雕侠侣》
动画影视剧，金庸“射雕三部曲”移
动游戏及主题衍生品开发等。其
中，金庸“射雕三部曲”武侠世界主
题体验，是全球唯一获得金庸授权

的金庸武侠线下体验馆，将由世界著
名特效公司新西兰维塔工作室创始
人、5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理查德·
泰勒爵士担任艺术总监，带领团队参
与创作，实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新闻
出版局(省版权局)局长、省电影局局
长(兼)焦建俊在致辞中介绍，江苏是
影视大省，电影市场规模和产业发展
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为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江苏在全国率
先出手，先后推出“影十条”“文化业
态创新十条”“苏影保”等政策组合
拳，助力电影业渡过难关、平稳发展。

（马 薇）

金庸“射雕”全产业链
开发项目落户“华莱坞”

本报讯 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发
布2019年度纳入高质量发展监测
评价考核的63个县（市、区）地表水
环境质量排名。

地表水环境质量相对较好的前
10位（1-10名）依次是六合区、浦
口区、江宁区、江都区、高淳区、丹徒
区、扬中市、太仓市、如皋市、溧水
区；相对较差的后10位（倒1-10
名）依次是涟水县、铜山区、贾汪区、
仪征市、灌云县、睢宁县、邗江区、海
安市、赣榆区、泗洪县。地表水环境

质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快的前 10 位
（1-10名）依次是仪征市、赣榆区、如
东县、海安市、如皋市、丹徒区、姜堰
区、通州区、东台市、武进区；改善幅度
相对较慢的后10位（倒1-10名）依次
是扬中市、丰县、滨海县、盱眙县、涟水
县、邗江区、铜山区、靖江市、沭阳县、
高邮市。

省生态环境厅将结合排名情况，
进一步加大对排名靠后县（市、区）水
污染防治工作的督查力度，确保全省
水环境质量稳定、持续改善。（吴 琼）

去年我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出炉

今年我省计划建成铁路超600公
里，是历年计划建成通车项目数量最
多、里程最长、任务最重的一年。目前，
全省在建的6条铁路中，沪通铁路一
期、连淮扬镇铁路淮镇段、盐通铁路和
连徐铁路等4条今年确保建成通车。

沪通铁路一期开通在即，苏
中直达上海

3月下旬，中铁上海局集团新长
工务段开始对建设完工的沪通铁路
线进行精调作业。

“通过对铁路轨道的几何尺寸以
毫米为单位进行多次精细地调整，消
灭动静态偏差，从而提升轨道设备平
顺度，以确保线路开通后列车平稳运
行。”中铁上海局集团新长工务段工作
人员介绍，将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对管
辖范围内的沪通线、平东联络线及平
东站、南通西站、平东线路所三个站场
的轨道设备进行精调和联调联试。

沪通铁路一期位于上海和江苏
南通市、苏州境内，设计时速为200
公里。该铁路通车后，将与盐通铁
路、连盐铁路、宁启铁路形成无缝对
接，极大缩短上海与苏中苏北地区的
时空距离。

省铁路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沪通
铁路一期工程6月底前具备通车条
件，目前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

为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争取为沿线群众提供更好的出行选
择，省铁路集团和中铁上海局集团近
日对沪通铁路一期开通后相关开行
方案进行分析和优化。

目前，扬州、泰州、南通等苏中地
区主要城市以火车方式前往上海，都
需要沿宁启铁路在南京换乘，然后再

沿京沪铁路到达上海，含中转等待时
间需要7小时左右。因耗时过长，很
多苏中地区尤其是南通市民，只能选
择乘坐汽车花3小时左右到上海。

“沪通铁路一期开通接入宁启铁
路后，这一局面将得到彻底改变。”省
铁路集团运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说，
今后，苏中三市市民可通过宁启铁
路、沪通铁路一期和原有的京沪铁
路，乘坐动车直达上海。届时，南通
市民乘坐动车到上海，全程仅需1小
时左右。扬州和泰州市民，沿该线路
动车直达上海仅需2.5小时左右。

连徐、盐通和连镇铁路全线
将如期建成

除了沪通铁路一期，省铁路办相
关负责人介绍，连徐铁路、连淮扬镇铁
路全线、盐通铁路年内都将实现通车。

3月28日，记者走访中铁二十四
局连徐铁路项目无砟轨道施工现场时
看到，约300名工人戴着口罩和安全
帽，正在进行无砟轨道底座板施工。

“自项目复工以来，我们统筹调
配资源，组织劳务队伍进行梁面拉毛
及清理、钢筋绑扎、模板安装等工作，
全力加快无砟轨道施工进程。”中铁
二十四局连徐铁路项目一分部党支
部书记任桂林介绍，目前连徐铁路项
目一分部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接近
尾声，预计5月底之前，分部管段内
无砟轨道施工能顺利完成。

日前，在查看连徐铁路控制性工
程跨京杭大运河连续梁施工现场后，
省铁路集团副总经理程飞表示，要提
前做好铺轨过渡方案及连续梁的线
型控制及沉降观测，全面兑现工期节
点目标。

连徐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是
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横
向陆桥通道的组成部分，建成后将进
一步完善陇海新通道，拉近连云港、
徐州与陆桥沿线内陆城市的时空距
离。截至目前，连徐铁路路基和桥梁
工程分别完成96.57%、99.84%，年底
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3月29日，记者在盐通铁路项目
下行联络线跨沪通铁路连续梁施工
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钢筋绑扎
作业。

“沪通铁路4月份将全线通电进行
联调联试，跨沪通铁路连续梁必须争
分夺秒推进。”中铁二十四局盐通铁路
项目副经理任存金说，主跨64米的跨
沪通铁路连续梁共有35个施工节段，
剩余3个节段还未完成，“我们开足了
马力，有望这几天完成全桥合龙。”

盐通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北
连徐盐高铁，南连沪通铁路，建成后
将成为徐州至上海之间继京沪高铁
之后的又一条快速通道。目前，盐通
铁路基本完成全线无砟轨道铺设。

连淮扬镇铁路设计时速250公
里，连淮段已开通运营。目前，连淮扬
镇铁路扬州段正在进行铺轨作业，淮
安至镇江段完成全线架梁，沿线站房
主体工程基本完成。连淮扬镇铁路位
于江苏南北纵向中轴线上，今年全线
建成后将连通苏北、苏中、苏南地区。

北沿江高铁前期推进中，力
争早日开建

“我们组织开展了大干一百天、努
力实现‘双过半’、夺取‘双胜利’攻坚
行动，大抓快干，保质保量。”省交通运
输厅厅长、省铁路办主任陆永泉表示，

到6月底，确保全年交通建设总投资
计划1576亿元完成过半，以交通运输
年度目标任务“双过半”对冲疫情影
响、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硬成果，为
打造交通强国江苏样板和“强富美高”
新江苏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在确保今年4条铁路通车的同
时，南沿江铁路和宁淮城际铁路眼下
正按计划工期有序施工。

3月28日，记者在南沿江城际铁
路阳山隧道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
在进行边坡锚杆框架梁施工。中铁二
十四局集团南沿江城际铁路项目二分
部总工李照众介绍，阳山隧道是南沿
江城际铁路全线唯一一座隧道，全长
850米，穿越句容茅山5A级风景区，
社会关注程度高，安全文明要求严，力
争10月底提前完成隧道贯通。

陆永泉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年内
计划开工的58个重大交通项目加快
落地见效，全力争取上半年开工建设
35个项目，并在将三年滚动计划的
70个重点项目拓展到157个的基础
上，再努力新增一批交通潜力项目。

北沿江高铁站场土地综合开发
现场会近日在泰州举行，相关规划设
计单位通报了北沿江高铁沿线各站
场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的初步构想。
省铁路办规划计划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做好北沿江高铁站场土地综合开
发框架协议签订工作，是完成北沿江
高铁前期工作的重要内容。目前，北
沿江高铁前期工作推进顺利，正力争
早日开工建设。 本报记者 梅剑飞

下图：29日，南沿江城际铁路太
仓段，施工人员在高30余米与沪通铁
路交叉处的高架上，忙碌地搭制现浇
梁支架。 姚建平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确保6月底1576亿元投资计划完成过半

大抓快干，4条铁路今年通车 本报讯 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决
定在无锡市锡山区、徐州市铜山区、
太仓市、金湖县、射阳县、扬中市、泗
洪县等7地开展“房地一体”农村不
动产登记颁证示范点建设工作，力
争今年完成全省农村宅基地和集体
建设用地登记颁证率90%以上，明
年基本完成我省农村“房地一体”不
动产登记发证。

省自然资源厅要求示范点4月
15日前制定“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
登记颁证的实施方案，5月底前出台
农村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

的政策文件，比全省面上提前3个月完
成工作任务，率先完成“房地一体”农村
不动产登记颁证率达到50%的任务。

“在试点地区可以通过‘两权抵押’
融资获得生产资金，或参与‘三权分
置’，盘活存量，开展宜居、旅游建设。”
省自然资源厅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谭静
认为，通过周进度、月通报、季考核、年
总评“四位一体”考核机制，以点带面，
推动全省农村不动产登记和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可以进一步显化权利人的土
地、房屋财产权益，促进农村经营主体
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 （沈佳暄）

我省打造7个“房地一体”
农村不动产登记颁证示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