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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市人力資源和社会保障局

高財会 (2020)4号

文件

特友茂名市財政局、茂名市入力資源和社会

保障局 《美子 2020年度全国会汁青立

技木中、高級資格考試考分日程

安‖卜及有美事項的通知》

各有美単位 :

現1そ 茂名市財政局、茂名市人力資源
～

社会保障局 《美

子 2020年 度全国会汁寺立技木中、高須資格考拭考券日程

安排及有美事項的通知》 (茂 財会 (2020)6号 )鶉友分体

11,清鼓励本単位符合条件的会汁人員,秋板扱考会汁寺立   ′

技木中、高須姿格 (ヌF原 中、高須会汁取称),邊一歩提高

本単位的会汁工作管理水平及財会人員的失口沢水平。

各詢屯活:6661645

局



(此 更元正文 )

公升方式:主劫公升

高州市

高州市只オ政局力、公室 2020年 3月 12日 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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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財会 (2020)6号

美子 2020年度全国会汁寺立技木中、高象

資格考拭考各日程安封卜及有美

事項的通知

各区、暴級市財政局、人力資源孝口社会保障局,茂名演海新

区財政和国姿管理局、人力資源禾口/il会保障局,茂名高新区

財政社保局,茂名水末湾新城友展財政局,中 央、省駐茂わ

市立各単位 :

力倣好茂名考区 2020年度中、高象姿格考拭的考券工作 ,

根据省財政汀省人力姿源禾口社会保障斤 《夫千2020年全国会汁

寺立技木中高象姿格考拭考券日程安羽卜及有美事項的通失口》(与

財会 (2020)8号 )精神,2020年度全国会汁を立技木中、高

象姿格考式 (以 下筒称中、高奴姿格考拭)定子2020年 9月

挙行,全部釆用元妖化考拭方式辻行。現

'キ

有美事項通知タロ下 :

一、考減報名
1



1  1

(一 )基本条件

扱名参カロ中、高象姿格考拭的人員,鹿具各下夕1基本条

件 :

1、 遵守 《中学人民共奉国会汁法》不口国家坑一的会調
―

寺1度等法律法規。                      ・

2、 具各良好的取立道徳,元汗重逹反財姪妃律的行力。    ,

3、 熱愛会汁工作,具各相皮的会汁寺立知恢わ立券技

含ヒ。

(二)具体条件

1、 中象資格考拭

扱名参か中坂姿格考式的人員,除具各基本条件外,透

皮具各下夕1条件え一 :

(1)取得大学寺科学所,及事会it工 作満 5年 ;

(2)取得大学本科学所,ふ事会汁工作満 4年
;

(3)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非半立,水事会汁工作満

2年
;

(4)取得硬士学位,及事会汁工作満 1年
;

(5)取得博士学位。

(6)通辻全国坑一考式,取得笙済、変十、常it寺立技

木中象姿格。

2、 高級資格考拭

,



技名参加高級姿格考武的人員,除具各基本条件外,述

皮具各下列条件え一 :

(1)具各大学寺科学所,取得会汁姉取称 (金属性相近

中須取称、取立姿格)后 ,八事与会廿岬取責相美工作満 10

年。

(2)具 各硬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半立、

或大学本科学所或学士学位,取得会汁灯取称 (合属性相近

中須取称、取立姿格)后 ,八事寺会廿
^りT釈責相美工作満 5

年。

(3)具各博士学所,取得会廿 llT取 称 (金属性相近中象

取称、取立資格)后 ,炊事与会サ帰取責相美工作満 2年 。

上述 “属性相近中奴取称、取立資/1g",是指常サリT、

姪済帰 (財政税 ll■ 炎 )、 坑サリT中 須取称,以及注財会汁 1/1T、

資声千借りT、 税券り〒駅立姿格。

根据 《中共中央亦公斤国券院か公斤印友 く美子深化取

称改革的薫兄〉的ill知 (中 力、友 (2016)77号 )規定,公券

員 (合参照公弁員法管理単位人員)不得参カロ寺立技木人オ

釈称汗常。

3、 本通知所述学所或学位,是指径国家教育行政部日

決可的学房 (学住)。



4、 本通知所述有美会汁工作年隈,裁止日期力 2020年

12月 31日 ;在校生不1用 立余時同動工勁学不祝力正式及事

会汁工作,相泣叶同不皮廿入会廿工作年限:参か中坂姿格

考式工作年限力取得規定学所前后水事会十二作時目的/も

和 .

二、考武科目

(一 )中 象資格考武 :孝拭科 ロカ 《中象会十実券》《財

券璧撃》矛口≪螢済法》。

(二 )高貌資格考拭 :考拭科 曰力 《高象会汁実券》。

参カロ中象姿格考拭的人員,座 在連紋的 2今考拭年度内

通辻全部科 目的考式,方可荻得中象姿格近ギ。参か高象姿

格考式井迷到国家合格林准的人員,在 “全国会汁姿格坪含

囲"自 行下載打 FF考 拭合格咸躾単,3年内参か高級会汁りT

資格好軍右数。

三、考減大鋼

使用全国会汁考亦印友的 2020年度中、高象姿格考式大

鋼。

四、考減吋同

(一 )中象資格考式

中象奏格/-7拭 予 2020年 9月 5至 7曰 挙行 ,共 3今れL次 。

中象姿格考武各科目具体考拭吋鴻政口下 :



考式 曰期 考拭吋同及科 曰

9月 5至 7

&30-11:30中 貌会十実券

1,30-16:00財 券管理

1&00-2000変 済法

(二)高奴資格考拭

高貌姿格考拭 《高象会十実券》科目考拭曰期力 2020年

9月 6日 (星 期日),考拭叶同力 &30-1200。

五、報名程序

(一 )扱考人員扱名前泣先登陪 “片末省会汁信息服券

平台
″

ettps://芍・gdCZt.gov.c⇒完成会汁人員信′豪采集。

(二 )中 、高象姿格考拭扱名接照属地原只1(工作単位

所在地)采 IEx回 上扱名、国上敷費方式、考后姿格隻核方式。

2020年 3月 16至 31日 登陪“全国会汁姿格汗介回"(口 址 :

http://膨p.mofgOv.cn)系 坑逃行扱名,考拭扱名及敷費坑一

在 3月 31日 24叶裁上,迪期不再接受技名審教奏。

(三 )扱名程序

1、 填扱信 `き
。扱考人員登呆全国会汁姿格汗含国技名

系統,女口実填写扱名信息,井対国扱信息的真実性、有数性

久責;接要求上倍近期免冠白底棒准江件数字照片 (此照片



杵用千+1友 姿格 IIEギ ),没畳登永密鶴,井牢t己 “藪名注勝

号
″

孝口“登果密4″ 。

2、 国上教奏。扱孝人員通道同上4艮行教熱扱洛奏。藪

考人員須接規定慎重猥考,数費碗汰后,不 亦理退考;登呆

調天提交扱名信息、教鏑報名費井得至1“薇名已携大"信 ′認

口き方力薇名成功,途欺ス1祝力放弁扱名;扱考人員報名信′急

可在扱名欺国内上慶白行修攻,一三毅費崚汰后,不 能再攻

劫報洛倍息。

3、 打FF“全国会汁姿格考拭同上技名考生倍息表"。

猥考人員在回上扱名成功后,清券羹打
`F全

国会汁姿格考武

国上損名考生信息表 (薇名繊東后薇名系坑不再支持打印),

待考拭咸装公布后,接 当地会十姿格考武管理机胸要求避行

常核。

大、報名牧費

根据財政部会廿資格汗介中ノむ《美子/■k国会引
―寺立技木

姿格考拭考券奏牧菱粽准的範知》 (会澤 (2017)1号 )和

《声末省友展茨革委声末省財政斤美子改革我省を立技木

人員取立資格考拭牧養林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専 友攻規

(2018)9号 )有大規定,2020年 度我省中、高須資/ril考拭

科目牧費棒准女口下 :

(一 )《 中須会廿実券》科目考武費 75元 /科 ,考奔‐費



6元 /科 ,合廿 81元 /科 。

(二 )《財外管理》科目考拭費 55元 /科 ,考芥奏 6元

/科 ,合汁 61元 /科 。

(三 )《埜済法》科曰考拭費 55元/科 ,考券奏 6元/

科,合+61元 /科 。

(四 )《高坂会it実 券》科目考拭費 75元 /科 ,考券奏

15元 /科 ,合+90元 /科 。

七、打印准考iI

2020年 8月 24至 9月 4日 ,扱考人員情 自行登時 “仝

国会汁資格坪介回"打印准考江 ,不再男行通知。

人、成鏡公布、考后資格夏核及合格飯II

(一 )2020年 10月 17日 前,片末省会十考亦公布本地

区考拭成鏡、各洵屯活。

(二 )考后炎格隻核。考生清登陸 “片末省会汁信息

服券平合"、 “茂名財政国" 査同有美中、高級姿格考拭考

后姿格常核逍知,井按期至1扱名所属会十考拭管理机杓指定

地点提交常核材料逃行隻核。

(二 )iIEギ 的友放。

姿格江ギ的友放提供由

`寄

至1付服券,考生在提交考后姿

格久核吋填写由ド寄快遊単。女口需白行飯取 ,IIギ 由茂為市行

政服券中′さ久責友放 (地址 :茂名市茂南区油城十路 6号 大



院金源盛世 1号楼二楼友近宙口),具体頷取叶同以茂名市

人力資源和社会保障官日的通知力准 c

九、報名杏洵及考后隻核地点、屯活

(― )高象資格考試

地点:茂名市財政局 (1楼会汁服券大斤)

盗詢咤L新壼: 22760582283369  2756323

(二 )中象資格考試

十、其他要求

(一 )各 区、具象市要高度重視,か張頷早,汰真接照

省坑一規定的叶同、程序姐鉄扱名工作。

(二 )各区、晏坂市要本着以考生力本的原ス1,提高服

券意沢,芦格接照扱名条件,大真常核考生的 《扱名表》、

技名吝洵及考后

夏核地点
地 址 吝詢屯透

茂名市財政局

(1楼会汁服券大斤)

茂名市双山三路 13号 大院

2276058

2283369

2756323

屯白区財政局 屯白区水末鎮海漠三路 38号 5121515

信宜市財政局 信宜市新尚路 2号 8815264

高州1市 財政局 高州市中山路 169号 6661645  1

化り11市財政局 化州市ノ江南路 13号 7231562:



学所江ギ、居民身分江等相夫江件原件,結合考生在扱名登

t己表中工作年 F艮信息、取得規定学所的叶同等切実倣好中、

高象姿格考拭考后資格常核相夫ェ作。

茂名市

年 3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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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扱:省 財政庁、省会汁考亦,省人力資源不口社会保障斤

茂名市財政局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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