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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中秋圆梦考生中秋圆梦

在南京市女子中专学校，考场外酒精、消毒液、
消毒湿巾一应俱全。经过测温，出示健康码、行程
码、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以及签署承诺书等一系列
流程，考生们陆续走进考场。

对去年6月大学毕业后就专心在家备战CPA考
试的南京考生武加洲来说，今年中秋是圆梦的日
子。“考前半个月，一共收到8条考试短信提醒，省财
政厅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下简称省财政
厅考办）和南京市财政局分别发了两条，南京市注协
发了4条，从准考证打印到考试疫情防控要求，再到
退考考生退费提醒，为了我们能顺利走进考场，相关
部门真是操碎了心！”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考点鲜
有考生缺考，看着同场竞技的考生们，武加洲笑着
说，“为了梦寐以求的CPA证书，大家拼了！”

“考试期间，人员集聚，疫情发生风险和防控难
度加大，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取消考试，考生们付出的
努力不能白费。”省财政厅考办负责人表示，省财政
厅党组高度重视，对考试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厅各相
关处室积极参与到考试巡考中来。省财政厅考办
牵头联系相关部门制定、细化和落实江苏考区实施
方案，从制度设计上全力保障考试顺利进行。省财
政厅考办印发《关于认真做好江苏考区2021年注册
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对考
试组织和疫情防控作出了全面部署。同时，建立完
善多部门联动合作机制：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
求，省财政厅联合省人社厅、省卫健委印发做好疫
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通知；针对因疫情影响考点保
障不足的实际情况，省财政厅联合教育、人社、卫健
等部门发文，列出地方考点清单，为落实考点考场
机位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针对考试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电力故障，省财政厅考办向省电力公司通
报了考试的日程安排和考点分布，商请保电事项得
到逐级落实。

值得一提的是，为确保全省考试“一盘棋”，针对
疫情实际，省财政厅考办主动与扬州市财政局加强
沟通协调，在扬州考区专业阶段考试正常开考设置3
个考点、31个考场的基础上，报请财政部同意临时增
设综合阶段考试1个考点、2个考场，保证符合疫情
防控要求的扬州市考生顺利参加考试。近日，为表
达谢意，扬州市60多名综合阶段考生特意定制了锦
旗，送到省注协工作人员手中，锦旗上“心系考生，组
织高效”几个大字说出了广大考生的肺腑之言。

考务人员中秋坚守考务人员中秋坚守

中秋的主题是团圆，而今年中秋节假期省财政
厅考办牵头，组建由财政、卫健、教育、公安等部门组
成的考务队伍并配备巡考力量，驻守全省各个考点
为考试护航。

9月19日下午，在徐州的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考点，税法考试科目开考前，一名考生突然发现自己身
份证丢失、无法参加考试，十分着急。现场巡考负责
人立即联系工作人员，及时找到考生之前遗失在考场
的证件。9月21日上午，在江苏省锡山中等专业学校
考点，考场巡视负责人与驻考场卫健委工作人员加强
沟通配合，针对考生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核查
工作，做到既严格把控又灵活处置……在强大的护考
力量面前，这些突发的“小状况”变成了“小插曲”。

“能不能躺着考？”考试前夕，苏州市财政局工
作人员接到考生徐女士的电话，原来徐女士不久前
因车祸被确诊为腰椎压缩性骨折，医生嘱咐其卧床
休息，但意志坚强的她仍坚持参考。工作人员被她
的精神打动，在多方协调下，徐女士被考务人员搀
扶进入考场，在距离门口最近的一个安静角落里，
躺卧着怀抱笔记本电脑答题。

考试期间每天早晨6点多，各地的考务工作群里
就热闹起来，从考前考场检查、防疫设置安排到指引
考生有序排队、检查考生各项材料，全方位确保安全
入考，一张张考点的现场照片被发到了工作群里……
对此，省财政厅考办负责人说，全体考务工作人员以
实际行动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突出人性化管理
原则，尽全力帮助考生解决考试有关问题和困难，为
考试提供优质精细化服务。

志愿者中秋护考志愿者中秋护考

鉴于今年的疫情防控要求，测温、查验等考试相
关保障工作任务重、责任大。今年我省CPA考试推
出创新之举，省财政厅考办在厅机关和省直各会计
师事务所招募11名护考志愿者参与南京考区相关考

点的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各市财政局考办从局机关、
行业机构中招募一批护考志愿者，发挥青年党员、团
员、注册会计师的作用，他们全程参与服务考生、全
力保障疫情防控和考试组织工作。

来自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江苏分所的李星惠就是其中一名护考志愿者，她
在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考点服务考生。“早
上8:30开考，我提前一个小时到，等待考生入场，
在考点入口处查验考生身份证、48小时核酸检测
报告、苏康码、行程码，协助保安引导考生有序进入
考场。”这个中秋小长假，李星惠说自己过得很充
实，穿上了省财政厅考办发放的志愿者红马甲，自
己就要为行业代言。

南京市财政局考办招募的00后护考志愿者崔
娟娟来自山西吕梁，还在读大三的她在江苏天宏华
信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在南师大仙林校区开展志愿
服务的经历让她一下子成长了很多。“自己每天早上
6:40就到考点报到，居然有考生比自己来得还早，他
们还在抓紧时间学习。”尽管这个中秋没有和远方的
亲人团聚，但她对这个行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中秋节的晚上，伴着皎洁的月光离开考场，崔娟娟许
下心愿：自己也要早日成为CPA行业的一员。

常州常州：：““提联统护提联统护””齐发力齐发力 确保考确保考
试组织和疫情防控试组织和疫情防控““双安全双安全””

常州市财政局考办在省财政厅考办的精心指导
下，在市财政局党委的重视关心下，系统谋划考务
工作方案，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认真执行考试
各项制度，全力营造安全的考试环境，确保考试组
织和疫情防控“双安全”。

提高站位，抓好组织督导。常州市财政局考办
根据市财政局党委对考试工作的部署要求，做细做
实考试组织和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局党委会专题
听取考试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定考区
工作方案、疫情防控工作实施细则、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所有考点考场内张
贴考场管理办法、考场守则等，监考老
师严格按照考试进场要求检查考生信
息，在开考前播放应考人员考场守则，

考试期间深入考点考场巡考，督查疫情防控工作。同
时，按照上级要求，严格执行考场内全程录像规定，通
过“人防+技防”，维护注册会计师考试公平公正。

部门联动，抓牢安全保障。成立考务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和应急领导小组，财政、卫健、公安、疾控、
供电、考点学校等协调配合，全面落实标准化精准防
控和安全考试工作要求。本次考试该市共设置常州
工学院辽河路校区、新北校区以及常州市会计考试
中心3个考点，开考期间，每个考点均委派1名防疫
副主考，安排1名医疗保障人员以及2名治安交通人
员驻点保障，全程参与考试服务，确保及时应对突发
情况。安排专业人员“一场一消杀”，做好考试区域
清洁消毒工作。

科学统筹，抓细准备工作。全面落实江苏考区
2021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网络视频）考务
工作会议精神和工作布置。考前，牵头组织对所有
考务工作人员进行集中核酸采样检测并开展专题培
训，督导机考公司对考点学校技术人员和监考人员
组织相关培训。检查各考点疫情防控和考务准备工
作，足量配备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口罩、测温枪、
消毒液、洗手液、一次性隔离衣、防护面屏或护目镜
等应急处置所需保障物资。按规定设置临时隔离观
察室、备用隔离考场、考生专用入口通道等。组织开
展全流程应急演练，着重关注考点入口测温验证演
练、入场处理、考生违规处理、考试期间发热病人处
理等关键环节。另外，通过市财政局门户网站、常州
财政微信公众号、短信提醒等多渠道载体及时公告
应考要求。

暖心护航，抓实考务服务。考试期间，全体考务
工作人员以实际行动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主动
靠前优服务。比如，为身体不便、忘带资料的考生提
供力所能及的人性化服务，现场对接检测医院跟进
考生核酸检测情况等。

连云港连云港：：““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工作法确工作法确
保考试顺利开展保考试顺利开展

连云港市财政局考办将本次考试与党史学习教
育“我为行业添光彩，我为群众办实事”充分结合，以

“一二三四五”工作法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考试
组织工作。

牢固树立“一个宗旨”。始终以全心全意为考生
服务为宗旨，秉承快捷高效的服务理念，保持耐心亲
和的服务态度，在考试报名、审核、缴费、退费、考试
入场、离场等各个环节，设身处地从考生角度出发，
妥善回应考生诉求，为考生提供优质服务。

工作注重“两个加强”。一是加强考试工作的组
织领导。成立连云港市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推动
考试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考试期
间，市财政局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市纪委监委派驻
第十三纪检监察组领导带队到考点进行现场巡视，了
解考场环境及考生参考情况等。二是加强考试期间
疫情防控。根据江苏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
要求，所有考生及工作人员于考试前48小时内进行
核酸检测，并打印纸质证明。同时，邀请市疾控中心
专家进行疫情防控工作培训。配备足量防控物资，
增加考场通风换气频次，每科考试前都对考试相关
区域做好清洁消毒，设置好隔离场所，确保考试全过
程符合疫情防控要求。

考前做好“三个保障”。一是广泛宣传保障考试
政策应知尽知。及时发布连云港考区报名简章，通过
媒体、市财政局网站、公众号平台等，多渠道广泛宣传
考试报名政策。针对考试延期的情况，第一时间通过
网站、公众号等多渠道“广而告之”。提前1个月发布
连云港考区考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书。考前先
后3次针对疫情防控要求及相关情况给考生发送短信
提醒。二是制订预案保障突发情况处置有章可循。
研究制定《疫情防控与考试组织实施相关工作细则》
和连云港考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对于疫
情防控相关要求、考务工作任务分工、考试工作流程、
突发情况处置等相关内容，明确各岗位人员职责，确
保考试安全顺利完成。三是考前演练保障考试过程
井然有序。考前，市财政局考办督考人员及全体考

务工作人员进行全过程的模拟演练。
“四个部门”联动协作。及时向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市公安局、市供电公司、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等
相关部门发函，协商配合考试相关事宜。市卫健委
安排1名防疫副主考专门负责指导并协助考点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安排2名医务人员做好现场处置；市公安
局安排民警协助维护考点、考场秩序，对考生身份证
真伪进行核验；市供电公司安排工作人员和1辆电力
保障车在考点保障电力供应；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安
排工作人员和1辆无线电监测车对考点进行无线电监
控，防范和打击利用无线电装置作弊。

为考生提供“五项服务”。一是安排考试志愿者
引导考生高效入场和离场。二是提前准备好口罩、
乳胶手套、免洗消毒液等防疫物资。三是考点设置
考生休息室，为连续参加考试的考生提供场所休
息。四是考点设置便民午餐点，解决连续参加考试
且回程较远的考生就餐问题。五是为个别未带核酸
纸质证明的考生提供打印服务。

镇江镇江：：多措并举为考试护航多措并举为考试护航

2021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镇江
考区考试在镇江市财会干部学校、江苏大学京江学
院和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3个考点举行，全市共设
19个考场。本次考试组织工作达到了省财政厅考办

“精心组织，万无一失”的要求，主要从以下几方面重
点开展工作。

落实主体责任。为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注册会计师考试防疫工作，保障考试组织实
施和疫情防控“双安全”，镇江市财政局党组高度重
视，成立了由市财政局主要领导为主任（组长）的镇
江市财政局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和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落实各项组织实施
工作。考试期间，市财政局分管领导和市注协相关
负责同志对镇江考区3个考点进行了巡视，听取有
关考试组织工作情况汇报，巡视了各考点疫情防控
措施落实情况、监考纪律和出考情况。

加强防疫培训。召开镇江考区2021年注册会
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组织工作培训会，组织各考点负责
人、防疫副主考、防疫医护人员、督考及相关工作人员
参加，邀请市疾控中心专家姜万洪开展专题培训，讲
解考试工作疫情防控要求，压实工作责任。

强化联防联控机制。严格落实考试工作人员疫
情防控要求，专门安排核酸检测机构工作人员上门为
各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酸采样，并强化考试工作人员
的防护意识。同时，协调卫健委、公安、电力等部门，建
立疫情防控的会商、监测、预警和处置等联动工作机
制，建立健全考试期间疫情防控应急处理机制。

提供精细化服务。在市财政局官网、市注协网
站、考生QQ群公布相关考试资讯，做好考试宣传工
作，提示考生疫情防控有关规定，针对考试延期、疫
情防控等发布短信，提醒考生关注网站相关考试资
讯、提前做好相关准备。突出人性化管理原则，尽全
力帮助考生解决与考试有关的问题和困难，提升考
试优质精细化服务水平。

南通南通：：交出组织保障和疫情防控交出组织保障和疫情防控
““双优答卷双优答卷””

在2021年度全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南通
考区的考试组织中，南通市财政局财会信息教育中
心以考生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出实招、办实事，
全时段、全方位推出了一系列繁事简办、急事快办、
特事特办、难事帮办的创新举措，确保考试组织和疫
情防控“双安全”。

全时段动态服务。临近考试，疫情的发生打乱了
考生备考的节奏，注会考试延期，焦急询问考期的考生
越来越多。为了安抚考生情绪，考区为考生提供了人
性化的选择：在缴费后，符合条件的考生如果无法参
加另行统一组织的考试，可以选择退费，避免出现考
生“考不了试”还“退不了单”的情况，退费考生已取得
的合格成绩有效期可延长1年。如果遇到未成功退费
的情况，还配套了人工热线、财政帮办的“动态服务”，
及时做好考生信息登记上报，确保完成后期退费。

团队战斗力升级。考试当天，晨光熹微，考务工
作人员早早来到各个考点做好考前准备。南通市财
政局班子成员分赴各考点巡视指导，检查考生座位
间隔、备用隔离考场，全员提前做好核酸检测，严丝
合缝、环环相扣，全方位护航注会考试的顺利进行。
随着考生们陆续进场，查码、测温、核验、引导，考点
联动、连点成线，并以“边做边报告”的办法第一时间
处理突发状况。

部门联动编织多维保障网。财政、教育、防疫、
公安、电力、医疗联动协作，所有无线电确保全覆盖、
零差错，并配备好电力保障人员，同时考点根据考生
的参考情况，开放多个校门，做到分流人群、避免聚
集。考场外，疾控人员对考生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
证明进行核验，交管部门指挥确保考区道路交通顺
畅，以部门联动释放叠加效应，用实际行动为考试提
供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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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厅一级巡视员、考委会主任、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党委书记李载林，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潘永和到南京考区相关考点巡视

省财政厅考办负责人到南京考区综合阶段考点巡视

开考前考生有序入场

淮安市财政局考办组织市急救中心为考试护航

护考志愿者在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服务考生

常州考区考生有序入场常州考区考生有序入场
连云港考区正在进行清洁消毒连云港考区正在进行清洁消毒 镇江考区考生正在考试镇江考区考生正在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