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会考办函〔2019〕22 号

关于广东考区2019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

资格考试考后资格复核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

2019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成绩已在全国会

计资格评价网公布。根据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

于广东省 2019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高级资格考试考务日程

安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粤财会〔2019〕13 号）规定，现将我

省会计中级资格考后资格复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复核对象

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成绩均在 60 分（含）以

上】的考生。

二、复核时间

我省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考后资格复核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4 日至 15 日，各考试管理机构在上述时间段内，自行安

排本地区的复核工作。

广 东 省 财 政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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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核地点

详见《广东省 2019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后资格复核

现场受理一览表》（附件）。

四、其他事项

（一）考生遗失或漏打报名信息表的可登录

http://kzp.mof.gov.cn:81/ksbm/usercxbmb19z.jsp 进行补打。

（二）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规定，凡逾期未提交资料审核的考

生，视为自动放弃；对逾期和资格审核未通过人员，将不予核发

资格证书。

（三）各市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要及时将本地区考后资格

复核的时间、复核资料要求等相关信息向本地区考生公告，并通

过信息服务平台按期完成本地区中级资格全科成绩合格考生的

考后资格复核工作，于 11 月 25 日前向省会计考办报送符合报考

条件的考试合格人员相关信息和《考生信息勘正表》。

附件：广东省 2019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考后资

格复核现场受理一览表

广东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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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2019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后资格复核
现场受理一览表

考区 复核点 现场复核地址 咨询电话

广州市

越秀区 广州市越秀区广九大马路4号1楼会计专业服务大厅
020-83848773
020-83753970

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北龙骧大街5号一楼103 020-34373677

荔湾区 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路128号金升大厦政务服务中心1楼
020-81899453
020-81006308

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43-45号兴华楼2楼 020-87534916

白云区 广州市白云区柯子岭河田西路68号白云区财政局 020-26092690

黄埔区 广州市黄埔区香雪三路三号政务服务中心三楼C区344窗口 020-82119095

花都区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花城路51号 020-86834127

番禺区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海傍后街88号
020-84828045                        
020-84887576

南沙区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兴业路422号岭东职校（潭洲邮政局对
面）

020-84999906

从化区
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府前路98号财政局15楼会计管理服务
中心

020-87922106

增城区 广州市增城区园圃路33号
020-82713112                      
020-82623122

深圳市

罗湖松园分教点
深圳市罗湖区松园路松园北街38号3栋5楼（红岭家乐福正
门对面，地铁9号园岭站C出口）

0755-25595033

福田红荔分教点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3002号交行大厦6楼（圣廷苑酒店西，
地铁3号线、7号线华新站D出口）

0755-83256125

福田梅林分教点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83号怡景大厦五楼517室（4、9号线 
上梅林地铁站 G出口）

0755-83101381

南山分教点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2036号南头影剧院综合大楼4楼（公交
站：田厦村）

0755-26664656

龙岗分教点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4001号龙城商业中心A座7楼（地铁3
号线龙城广场地铁站C出口）

0755-89360893

宝安分教点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宝源路128号深圳市名优采购中心华源科
技创新园B座1区六楼601（地铁1号线坪洲站C出口）

0755-23067203

龙华分教点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工业西路上塘商业大厦2楼212（站
台：上塘路口）

0755-28139725

珠海市
市直、金湾区、斗

门区
珠海市会计考试中心（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紫荆路30号
5楼）

0756-2529392

汕头市 市区 汕头市龙湖区长平路11街区财政大楼二楼培训中心 0754-88179719

韶关市

市直（含浈江、武
江）

韶关市会计人员考试教育中心（武江区惠民北路18号市财
政局票据中心大堂）

0751-8631677

曲江 曲江区财政局会计股（曲江区马坝镇中华二路5号） 0751-6668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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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区 复核点 现场复核地址 咨询电话

韶关市

南雄 南雄市财政局七楼会计股（雄州镇雄中路323号） 0751-3821004

乐昌 乐昌市财政局一楼会计股（乐昌市公主下路68号） 0751-5570123

仁化 仁化县财政局二楼会计股（仁化县仁桥北路1号） 0751-6356630

始兴 始兴县财政局四楼会计股（始兴县永安大道财政局） 0751-3336916

乳源
乳源瑶族自治县财政局一楼会计股（乳源瑶族自治县沿江
东路1号）

0751-5363650

翁源 翁源县财政局会计股（翁源县龙仙镇前进路33号） 0751-2823636

新丰 新丰县财政局会计股（新丰县新龙大道2号） 0751-2286940

河源市

市直 河源市新市区益民街9号市财政局一楼会计科
0762-3388385
0762-3388627

源城 河源市源城区江宝路39号源城区行政服务中心七楼会计股 0762-3320564

东源 河源市东源县城建设一路东源县财政局一楼会计股 0762-8831810

和平 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滨河东路和平县财政局二楼会计股 0762-5631145

龙川
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文明二路23号龙川县财政局四楼会计
股

0762-6754408

紫金 河源市紫金县城长安大道西13号紫金县财政局三楼会计股 0762-7824207

连平 河源市连平县元善镇九连新城连平县财政局三楼会计股 0762-4322077

梅州市

市直 梅州市嘉应路18号市财政局一楼会计科 0753-2122163

梅江区 梅州市行政服务中心1楼一门式综合窗口 0753-6133906

梅县区 梅县新城行政区梅县区财政局四楼会计股 0753-2562523

蕉岭县 蕉岭县蕉城镇溪峰西路83号县财政局六楼会计股 0753-7874754

平远县 平远县平城中路6号财政局法规会计监督股 0753-8828039

兴宁市 兴宁市和平路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市财政局46号窗口 0753-3263320

五华县 五华县水寨镇财兴街7号财政局会计股 0753-4431094

丰顺县 丰顺县新世纪市政大道丰顺县财政局一楼会计股 0753-6688810

大埔县 大埔县湖寮镇财政路13号大埔县财政局三楼会计股 0753-5553569

惠州市 市直 惠州市江北文华一路六号惠州市财政局一楼会计服务大厅 0752-2881881

- 4 -                                                            



考区 复核点 现场复核地址 咨询电话

惠州市

惠城 惠城区龙丰新联路5号惠城区行政服务中心805室 0752-7809807

惠阳 惠阳区淡水街道金惠大道5号区政府大院财政局三楼 0752-3363753

博罗
博罗县社会服务中心1号楼E厅（博罗县城商业西街水西新
城)

0752-6626143

龙门 龙门县增龙公路1号龙门县财政局一楼会计服务大厅 0752-7888636

惠东
惠东县平山镇新平大道209号惠东县行政服务中心二楼财政
局窗口

0752-8829130

大亚湾 大亚湾区石化大道中科技路1号行政服务中心21号窗口 0752-5593680

仲恺高新区 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68号行政服务中心 0752-3278347

汕尾市

市直 汕尾市城区澳门街华信大厦三楼会计科 0660-3324857

海丰 海丰县城海银路财政局二楼会计股 0660-6625935

陆丰 陆丰市东海镇行政新区长安路北3号财政局六楼会计股 0660-8838416

陆河 陆河县城朝阳路182号财政局二楼会计股 0660-5521897

东莞市

市直                           
(办公时间：上午9:00-12:00 ,下午13:00-17:00)东莞市
南城街道鸿福路199号市民服务中心二楼综合服务二区G01
号窗口

0769-22995502

莞城区 东莞市莞城区高第街一号市民广场207室 0769-22106039

东城区
东莞市东城区综合服务中心（旧公安大楼）一楼，东城路
555号

0769-22331605

南城区 东莞市南城区东骏路22号宏图科技中心3号楼南城办事大厅 0769-22422020

万江区
东莞市万江街道徐屋10号万江行政办事中心2号楼二楼万江
综合服务中心8号窗口

0769-22770396

石龙镇
东莞市石龙镇裕兴路29号102综合服务中心（石龙政府对面
广场）

0769-86888695

中堂镇 东莞市中堂镇新兴路98号镇政府主楼四楼财政分局 0769-88887526

望牛墩镇
东莞市望牛墩镇金牛路2601号望牛墩综合服务中心一楼办
事大厅12号窗（望牛墩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后方）

0769-88852132

道滘镇 东莞市道滘镇政府大楼七楼财政分局财会资产监督股 0769-81332702

洪梅镇
东莞市洪梅镇中兴路6号综合服务中心一楼办证厅17号、18
号窗口

0769-88433113

麻涌镇
东莞市麻涌镇综合服务中心一楼29、30号窗（椰林山庄对
面）

0769-88821025

长安镇 东莞市长安镇东门中路388号综合服务中心二楼 0769-82112345

厚街镇 东莞市厚街镇体育路18号 0769-85589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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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区 复核点 现场复核地址 咨询电话

东莞市

沙田镇 东莞市沙田镇虎门港综合服务中心一楼5号窗后台 0769-88663331

寮步镇 东莞市寮步镇香市路一号综合执法大楼一楼综合服务大厅 0769-83321175

大岭山镇 东莞市大岭山社保局一楼综合服务中心 0769-83352913

樟木头镇
东莞市樟木头镇银河北路1号行政办事中心七楼征收管理股
办公室

0769-87120818

黄江镇 东莞市黄江镇江北路30号综合服务中心二楼综合窗口 0769-83366228

大朗镇
东莞市大朗镇银朗南路288号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厅12-14
号窗口

0769-82816136

清溪镇
东莞市清溪镇清溪大道299号综合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24
号综合窗口

0769-87731031

塘厦镇 东莞市塘厦镇爱民街3号综合服务中心二楼 0769-82087758

凤岗镇
东莞市凤岗镇政通路商会大厦综合服务中心二楼综合（59
、60号）窗口

0769-82074887

谢岗镇 东莞市谢岗镇广场中路政府大院七楼财会资产监督股 0769-87760022

常平镇
东莞市常平镇园林路2号综合服务中心（常平中心小学旧
址）

0769-83399033

桥头镇 东莞市桥头镇行政办事中心C座综合服务中心二楼18号窗口 0769-83342032-2

横沥镇 东莞市横沥镇中山路419号横沥镇政府5楼512室 0769-83722860

东坑镇
东莞市东坑镇政府南楼二楼综合服务中心52号综合窗口后
台

0769-83382604

企石镇 东莞市企石镇湖滨北路综合服务中心三楼 0769-88077032

石排镇 东莞市石排镇行政办事中心二楼财政综合股 0769-86555083

茶山镇 东莞市茶山镇站前路2号茶山镇政府一楼财审中心 0769-86649946

石碣镇 东莞市石碣镇政文西路4号综合服务中心一楼 0769-86637537

高埗镇 东莞市高埗镇高龙中路1号（镇政府五楼） 0769-88875348

虎门镇 东莞市虎门大道305号富民服装商务中心15楼58号窗口 0769-85112719

松山湖 东莞市松山湖管委会礼宾路1号市民中心19-20号窗口 0769-22891203

中山市 中山市会计学会 中山市岐关西路39号之一会计大厦二楼综合部 0760-88815513

江门市

蓬江区 江门市蓬江区五福一街8号(蓬江区财政局会计服务大厅)
0750-3833867
0750-3833872

江海区 江门市江海区富民路9号二楼(江海区财政局法会计绩效股) 0750-383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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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区 复核点 现场复核地址 咨询电话

江门市

新会区 江门市新会区尚志街4号(新会区财政局会计股)
0750-6626055
0750-6626517  

鹤山市
鹤山市沙坪街道东升路68号(鹤山市财政局会计监督检查办
公室)

0750-8812385

台山市 台山市台城南门路223号首层(台山市财政局会计股) 0750-5528613

开平市
开平市人民东路3号首层,开平市财政局大楼旁(开平市财政
局会计股）

0750-2277311

恩平市 恩平市南堤中路70号(恩平市财政局会计监督评价股) 0750-7815438

佛山市

禅城区 禅城区岭南大道北80号2号楼506室 0757-83203351

南海区
南海区桂城街道天佑北路12号
佛山市技师学院培训中心二楼服务大厅

0757-86220975

顺德区
大良105国道红岗段即震德机械厂对面（西门）
顺德中等专业学校

0757-22617386

高明区 高明区文昌路荷花巷38号高明区开放大学招生处
0757-88638933
0757-88635006

三水区 三水区西南街道文锋西路红星大街3号三水区开放大学
0757-87736245
0757-87759768

阳江市

市直（含江城区、
海陵区、高新区）

阳江市财政局会计科 0662-3412026

阳春市 阳春市财政局会计股 0662-7736603

阳东区 阳东区财政局会计股 0662-6613576

阳西县 阳西县财政局会计股 0662-5555302

湛江市

市直
湛江市赤坎区康顺路48号湛江市财政局副一楼会计服务大
厅

0759-3220631
0759-3220632

徐闻 徐闻县徐城镇东方一路徐闻县财政局会计股 0759-4853121

遂溪 遂溪县遂城镇府前路70号遂溪县财政局5楼会计股 0759-7763432

吴川 吴川市海滨街道海港大道康乐路财政局大楼会计股 0759-5586383

廉江 廉江市廉城人民大道136号廉江市财政局会计法规股 0759-6623400

雷州 雷州市雷北大道21号雷州市财政局会计股 0759-8499272

茂名市

茂名市财政局 茂名市双山三路13号大院2号楼1楼会计服务大厅
0668-2276058
0668-2283369

化州市财政局 化州市罗江南路13号化州市财政局五楼会计股 0668-7231562

高州市财政局 高州市中山路169号财政局会计股 0668-6661645

电白区财政局 水东镇海滨三路38号大院电白区财政局会计股
0668-5121515
0668-586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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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区 复核点 现场复核地址 咨询电话

茂名市 信宜市财政局 信宜市新尚路2号信宜市财政局会计股 0668-8815264

肇庆市

市直
肇庆市端州区信安四路8号肇庆市财政局大楼四楼402室会
计科

0758-2229343

高新区 肇庆高新区政德大街91号行政服务中心一楼综合业务窗口 0758-3601805

端州区 肇庆市端州区蓓蕾北路11号端州区财政局二楼201室会计股 0758-2732694

鼎湖区 肇庆市鼎湖区坑口街道港口路1号鼎湖区财政局一楼会计股 0758-2621746

高要区
肇庆市高要区府前大街17号之二高要区财政局会计服务大
厅 

0758-8399268

四会市 四会市行政大楼侧四会市财政局四楼会计股 0758-3268190

广宁县
肇庆市广宁县南街镇新宁北路39号广宁县财政局一楼101室
会计股

0758-8618885

德庆县 肇庆市德庆县德庆大道德庆县财政局二楼206室会计股 0758-7781380

封开县
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东堤路21号封开县财政局三楼会计和
绩效管理股

0758-6661018

怀集县
肇庆市怀集县怀城镇西区上郭中路怀集县财政局五楼会计
股

0758-5599791                                                                                                                                     

清远市

市直 清远市新城北江二路财政大楼7楼701会计科 0763-3877231

清城
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清碧路2号清城区财政局四楼会计学
会

0763-3939940

清新
清新区太和镇清新大道16号清远市清新区财政局2楼会计股
（会计学会）

0763-5855032

阳山 阳山县城文昌路行政小区阳山县财政局会计股  0763-7802600

连州 连州市良江路3号聚缘大厦连州市财政局二楼会计股 0763-6678896

连南
连南县三江镇沿江东路37号（连南县财政局4楼监督评价
股）

0763-8678822

连山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滨江东路6号连山财政局四楼会
计和财政监督股

0763-8733674

佛冈 佛冈县振兴中路289号佛冈财政局704室会计股 0763-4288136

英德 英德市金子山大道1号路英德市财政局6楼会计农财股 0763-2222413

潮州市

市直 潮州市潮州大道财政局一楼会计科 0768-2396302

湘桥区 潮州市湘桥区南较路南园里15号湘桥区财政局二楼会计股 0768-2389886

潮安区 潮安区彩文路中段潮安区财政局四楼会计股 0768-5811512

枫溪区
潮州市枫溪区火车站区站前二路潮州市枫溪区财政局二楼
企业股

0768-297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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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 饶平县 饶平县黄冈镇沿河北路南门桥头财政局二楼会计股 0768-8898631

揭阳市

市直 揭阳市榕城区晓翠路市财政局一楼法规税政和会计管理科 0663-8239102

榕城区 榕城区望江北路榕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33号窗口 0663-8756435

揭东区
揭东区人民广场会展中心东侧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综合服
务区

0663-6195239 
0663-3264801

普宁市
普宁市流沙西街道南平里11幢普宁市财政局（五楼法规税
政和会计股）

0663-2232472

揭西县 揭西县霖都大道县政府内（财政局一楼） 0663-5568806

惠来县 惠来县财政局三楼法规会计股(惠城南环一路38号) 0663-6613424

空港经济区 揭阳空港经济区财政局四楼企业股 0663-8781269

产业园 原磐东镇镇东路产业园财政局 0663-8228550

云浮市

市直 云城区金山路82号云浮市财政局一楼会计和监督科 0766-8331905

云城
云城区解放中路38号云城区财政局一楼会计股会计服务大
厅

0766-8822847

郁南 郁南县都城镇新生东路92号郁南县财政局三楼会计股 0766-7332378

云安 云安区六都镇白沙塘行政区云安区财政局二楼会计股 0766-8638005

罗定 罗定市罗城街道办宝定路29号罗定市财政局四楼会计股 0766-3725417

新兴
新兴县新城镇较场路33号新兴县财政局五楼会计和农村财
务管理股

0766-288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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