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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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地市 考区 复核方式
现场复核

线上复核网址 复核时间
咨询电话

（区号+电话号码）复核点 现场复核地址

1 广州市

荔湾区

线上复核 /
/

http://www.ewedu.

com.cn

（详细要求请登陆

广州市财政局官网

查看相关通知，
2021年10月28日起

启用）

10月28日-11月8日

（线上提交资料时间）

020-81899453

越秀区
020-83848773

020-83753970
海珠区 020-34373677

天河区
020-87534916

020-87534656

白云区
020-26092690

020-26090469

黄埔区
020-82113155

020-82119095

番禺区
020-84828045

020-84887576
花都区 020-86834127
南沙区 020-84999906

增城区
020-82711283

020-82713112

020-82623122

从化区
020-87922100

020-87922106

2 深圳市 深圳

现场复核

(需线上预
约)

深圳会计进修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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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线园岭站C出口）

/ 10月28日-11月10日（周六除外)

0755-25595033

0755-25594761
深圳会计进修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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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边，地铁3号线、7号线华新站D出口）

0755-83256129

0755-83256125
深圳会计进修学院

南山分教点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2036号南山实验剧场4楼（地铁1

号线大新D出口790米-骑车4分钟，公交站：田厦村）

0755-26664656

0755-86240878

3 珠海市 珠海 现场复核
市直（含香洲区、

金湾区、斗门区）

珠海市会计考试中心

（地址：香洲区紫荆路30号5楼）
/

10月28日-11月10日（除11月6日周

六外，其他节假日不对外办公）
0756-2529392

4 汕头市 汕头 现场复核 汕头市
汕头市长平路财政综合大楼南大堂一楼东侧汕头市财

政综合窗口
/

10月28日-11月10日（周六日除

外）

0754-88179719

0754-88179769

5 韶关市 韶关 现场复核
韶关市人事考试中

心
韶关市浈江区浈江大道北22号韶关市人事考试中心4号
楼一楼大厅

/
10月28日-11月10日（周六日除

外）
0751-8602028

6 河源市 河源 现场复核

市直 河源市源城区益民街9号市财政局一楼会计科

/

11月1日-11月10日（周六日除外）
0762-3388385

0762-3388627

源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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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11月9日（周六日除外） 0762-3320564

东源县 河源市东源县城建设一路东源县财政局一楼会计股

11月1日-11月5日

0762-8831810

和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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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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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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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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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地市 考区 复核方式
现场复核

线上复核网址 复核时间
咨询电话

（区号+电话号码）复核点 现场复核地址

7 梅州市 梅州 现场复核

市直 梅州市嘉应路18号一楼会计科

/ 10月28日-11月3日（周六日除外）

0753-2122163
梅县区 梅县区财政局4楼会计股 0753-2562523
梅江区 梅州市行政服务中心4楼 0753一6133906
蕉岭县 蕉岭县蕉城镇溪峰西路83号财政局6楼会计股 0753一787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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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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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华县 五华县财政局4楼会计股 0753-4431094
兴宁市 兴宁市兴南大道财政大厦五楼会计股 0753-3258803

平远县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平城中路6号平远县财政局

3楼办公室
0753-8828039

8 惠州市

市直

线上复核 /
/

http://www.ewedu.

com.cn
（请登录惠州市财

政局官网查看相关
公告,2021年10月28

日起启用）

10月28日-11月5日

（线上提交资料时间）

0752-2881881
惠城区 0752-7809807
惠阳区 0752-3363753
博罗县 0752-6626143
龙门县 0752-7888636
惠东县 0752-8829130

大亚湾区 0752-5593680
仲恺区 0752-3278347

9 汕尾市 汕尾 现场复核

市直 汕尾市区五十米大道财政局办公大楼二楼 /

11月1日-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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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财政局二楼205室

农村财务会计管理股
/ 0660-8838416

陆河 陆河县城朝阳路财政局二楼会计股 / 0660-5521897

10 东莞市 东莞 现场复核

市直
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199号市民服务中心一楼不动产

区A06、A07

/ 10月28日-11月5日（周六日除外）

0769-22995502

莞城区
东莞市莞城区高第街1号市民广场南楼2楼政务服务中

心2号厅
0769-22106039

东城区 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城路555号政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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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万江街道拔蛟窝滨城路22号B区5号窗口
0769-22275840

0769-22780157
石龙镇 东莞市石龙镇龙城二路8号石龙镇政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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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望牛墩镇永盛路5号望牛墩综合服务中心一楼办

事大厅12一17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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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梅大道37号洪梅镇市民中心政务服务大厅29号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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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9-88232345

长安镇 东莞市长安镇东门中路388号长安镇政务服务中心 0769-82112345

厚街镇
东莞市厚街镇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福岗路福神岗

公园西南门斜对面）

0769-85896188

0769-85589747
沙田镇 东莞市沙田镇政务服务中心一号楼14号窗 0769-88663331
寮步镇 东莞市寮步镇富兴路149号（寮步镇政务服务中心） 0769-83321175

大岭山镇 东莞市大岭山镇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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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地市 考区 复核方式
现场复核

线上复核网址 复核时间
咨询电话

（区号+电话号码）复核点 现场复核地址

10 东莞市 东莞 现场复核

黄江镇 东莞市黄江镇莞樟路黄江段26号

/ 10月28日-11月5日（周六日除外）

0769-8769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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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号窗口

0769-82816131

0769-82816886

清溪镇
东莞市清溪镇香芒东路222号镇政府4楼411财政分局

（财会资产监督股）
0769-87735191

塘厦镇 东莞市塘厦镇爱民街11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综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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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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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综合服务中心四楼财会

资产监督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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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14号窗 0769-88077032
石排镇 石排镇行政办事中心二楼监督股 0769-86555010
茶山镇 东莞市茶山镇站前路2号茶山镇政府档案室二楼财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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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行政服务中心大厅一楼 0769-88876671
虎门镇 东莞市虎门大道305号富民服装商务中心15楼 0769-85112719

松山湖
东莞市松山湖管委会礼宾路1号市民中心A7至A28号综

合窗口
0769-22891203

11 中山市 中山 现场复核 中山市会计学会 中山市岐关西路39号之一会计大厦二楼 /
10月28日-11月8日（除11月6日、7

日外，其他节假日不对外办公）
0760-88815513

12 江门市 江门 现场复核

蓬江区财政局会计

服务大厅
蓬江区五福一街8号

/
10月28日-11月10日（周六日除

外）

0750-3833788

0750-3833872
0750-3833867

江海区财政局会计

绩效股
江海区富民路9号 0750-3861928

新会区财政局会计

股
新会区尚志街4号首层

0750-6626055

0750-6626517
鹤山市财政局会计

监督检查办
鹤山市沙坪街道东升路68号二楼 0750-8812385

台山市财政局会计 台山市台城南门路223号首层 0750-5528613
开平市财政局法规

监督与会计股
开平市人民东路3号首层 0750-2277311

恩平市财政局会计

监督评价股
恩平市南堤中路70号五楼 0750-7815438

13 佛山市 佛山 现场复核

禅城区 禅城区玫瑰街5号B8号高艺琴行（玫瑰东路店）

/

11月1日-11月10日（周六日除外） 0757-83203048

南海区 南海区桂城南新三路2号南海开放大学 11月1日-11月10日（周六日除外）
0757-86233058

0757-86229326

顺德区
顺德区大良红岗桃源路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西门培训

大楼（105国道旁）

10月28日-11月10日（周六日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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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8日-11月10日（周六日除

外）

0757-88638933

0757-88635006

三水区 三水区西南街道文锋西路红星大街35号三水区开放大

学
11月1日-11月5日 0757-87736245



序号 地市 考区 复核方式
现场复核

线上复核网址 复核时间
咨询电话

（区号+电话号码）复核点 现场复核地址

14 阳江市 阳江 现场复核

市直 市区石湾北路225号市财政局会计科

/ 11月4日-11月10日（周六日除外）

0662-3412026
阳东区 阳东区湖滨西路18号阳东区财政局会计股 0662-6613576
阳春市 阳春市春城镇朝南路73号阳春市财政局会计股 0662-7736603
阳西县 阳西县城三区福兴一街5号阳西县财政局会计股 0662-5555302

15 湛江市 湛江 现场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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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月28日-11月10日（周六日除

外）

0759-3220795

廉江
湛江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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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江市雷州市雷北大道21号雷州市财政局会计股 0759-8339870

吴川
湛江市吴川市海滨街道海港大道康乐路财政局大楼会

计股
0759-5586383

徐闻 湛江市徐闻县徐城镇东方一路徐闻县财政局会计股 0759-4853121

遂溪
湛江市遂溪县遂城镇府前路70号遂溪县财政局五楼会

计股  
0759-7763432

16 茂名市 茂名 现场复核

市直 茂名市双山三路13号大院2号楼1楼会计学会

/
10月28日-11月10日（周六日除

外）

0668-2276058

0668-2283369

电白区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海滨三路38号茂名市电白区财政

局会计股

0668-5121515

0668-5865100
信宜市 信宜市新尚路2号信宜市财政局 0668-8815264
高州市 高州市中山路169号高州市财政局会计股 0668-6661645
化州市 广东省化州市罗江南路13号财政局五楼会计股 0668-7231562

17 肇庆市 肇庆 现场复核

端州区 肇庆市端州区蓓蕾北路11号端州区财政局201室会计股

/
10月28日-11月10日（周六日除

外）

0758-2732694

高要区
肇庆市高要区南岸镇街道城区府前大街17号之二财政

局会计大厅
0758-8399268

四会市 四会市四会大道中行政大楼侧四会市财政局四楼会计 0758-326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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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区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德大街88号财政局三楼 国

资经贸科
0758-3648530

德庆县 肇庆市德庆县德城镇德庆大道德庆县财政局 307室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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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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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股
0758-8635202

怀集县 肇庆市怀集县怀城街道上郭中路财政大楼五楼会计股 0758-5599791

18 清远市 清远 现场复核

市直 清远市清城区北江二路财政大楼10楼会计科

/
10月28日-11月10日（周六日除

外）

0763-3877992

0763-3877231

清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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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新区
清新区太和镇清新大道16号清远市清新区财政局三楼

会计股（会计学会）
0763-5855032

阳山县 阳山县城文昌路行政小区阳山县财政局会计股   0763-7802600
连州市 连州市良江路3号聚源大厦连州市财政局二楼会计股 0763-6678896

连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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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山县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滨江东路6号连山财政局四

楼会计股
0763-8733674

佛冈县 佛冈县振兴中路289号佛冈财政局704室 0763-4288136



序号 地市 考区 复核方式
现场复核

线上复核网址 复核时间
咨询电话

（区号+电话号码）复核点 现场复核地址

18 清远市 清远 现场复核 英德市
英德市金子山大道1号路英德市财政局6楼会计法规监

督股
/

10月28日-11月10日（周六日除

外）
0763-2222413

19 潮州市 潮州 现场复核

市直 潮州市潮州大道财政局4楼会计与监督科

/ 10月28日-11月3日（周六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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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市潮安区彩文路中段潮安区财政局四楼会计股 0768-5811512
枫溪区 潮州市枫溪区财政局二楼企业股 0768-2973806

饶平县
潮州市饶平县黄冈镇沿河北路南门桥头财政局二楼会

计股
0768-8898631

20 揭阳市 揭阳 现场复核

市直
揭阳市榕城区财政路市财政局二楼法规税政和会计管

理科

/
10月28日-11月10日（周六日除

外）

0663-8239102

榕城区
揭阳市榕城区望江北路中段榕城区政务服务中心 2楼34

号窗口
0663-8756435

揭东区 揭阳市揭东区城西滨江路1号区财政局三楼会计股 0663-3264801
空港经济区 揭阳空港经济区财政局四楼工贸发展和资产管理股 0663-878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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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来县 惠来县惠城镇南门大街38号财政局会计股 0663-6613424

揭西县
揭西县霖都大道（县政府内财政局一楼政府采购和会

计股）
0663-5568806

21 云浮市 云浮 现场复核

市直 云浮市云城区金山路82号云浮市财政局1楼会计和监督

/ 10月28日-11月8日（周六日除外）

0766-8331905

云城区
云浮市云城区解放中路38号云城区财政局1楼会计与农

村财务管理股
0766-8822847

云安区
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白沙塘行政区云安区财政局 2楼

204室会计和监督股
0766-8638005

罗定市
云浮市罗定市罗城街道宝定路29号罗定市财政局4楼会

计股
0766-3725417

新兴县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较场路33号新兴县财政局5楼会计

和农村财务管理股

0766-2884649

0766-2889336

郁南县
云浮市郁南县都城镇新生东路92号郁南县财政局附楼3

楼会计股
0766-7332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