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姓名：李丹

准考证号：2017100101

班级名称：16研日语语言

第 00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A类研究生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11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1

学号：1602000026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蔡宜辰

准考证号：2017302208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5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8

学号：152202011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岑佳瑜

准考证号：2017302209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5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9

学号：152202011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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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陈嘉惠

准考证号：2017302210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5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0

学号：152202012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陈旭

准考证号：2017302211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5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1

学号：152202011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林建杰

准考证号：2017302212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5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2

学号：152202011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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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王敬媛

准考证号：2017302213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5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3

学号：152202011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徐茂宇

准考证号：2017302214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5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4

学号：152202012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杨家辉

准考证号：2017302215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5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5

学号：152202010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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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章美华

准考证号：2017302216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5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6

学号：152202010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陈曈

准考证号：2017302217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6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7

学号：162202010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丁晓媚

准考证号：2017302218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6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8

学号：162202011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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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顾奕晗

准考证号：2017302219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6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9

学号：162202011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郭淑珺

准考证号：2017302220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6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0

学号：162202011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孔严梅

准考证号：2017302221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6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1

学号：162202010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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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王丽宏

准考证号：2017302222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6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2

学号：162202010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张轶璞

准考证号：2017302223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6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3

学号：162202010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郑欣云

准考证号：2017302224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6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4

学号：151105021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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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朱怡

准考证号：2017302225

班级名称：阿拉伯语16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5

学号：162202012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陈颖凡

准考证号：2017302226

班级名称：日语14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6

学号：142201012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黄子暖

准考证号：2017302227

班级名称：日语14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7

学号：14220101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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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麻锦涛

准考证号：2017302228

班级名称：日语1401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8

学号：142201011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蒉雯姬

准考证号：2017302229

班级名称：日语1402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9

学号：142201021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张启航

准考证号：2017302230

班级名称：日语1402

第 02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4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30

学号：142201020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页页 8



考生姓名：郑启明

准考证号：2017302301

班级名称：日语14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1

学号：142201021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黄于鑫

准考证号：2017302302

班级名称：日语1501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2

学号：152201013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李潇雯

准考证号：2017302303

班级名称：日语1501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3

学号：152201012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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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吴秀玲

准考证号：2017302304

班级名称：日语1501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4

学号：152201010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项思敏

准考证号：2017302305

班级名称：日语1501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5

学号：15220101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姚璐

准考证号：2017302306

班级名称：日语1501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6

学号：152201012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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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郑夏楠

准考证号：2017302307

班级名称：日语1501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7

学号：152201012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朱岸超

准考证号：2017302308

班级名称：日语1501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8

学号：152201011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顾丽娜

准考证号：2017302309

班级名称：日语15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9

学号：152201022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页页 11



考生姓名：蒋海阳

准考证号：2017302310

班级名称：日语15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0

学号：15220102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林玲

准考证号：2017302311

班级名称：日语15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1

学号：152201022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陆珂

准考证号：2017302312

班级名称：日语15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2

学号：152201021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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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孟静

准考证号：2017302313

班级名称：日语15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3

学号：152201020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莫颖玲

准考证号：2017302314

班级名称：日语15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4

学号：152201021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潘雨佳

准考证号：2017302315

班级名称：日语15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5

学号：152201021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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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王梦洁

准考证号：2017302316

班级名称：日语15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6

学号：152309012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项凌慧

准考证号：2017302317

班级名称：日语15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7

学号：152201022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鄢嘉毅

准考证号：2017302318

班级名称：日语15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8

学号：152201020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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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杨琛尧

准考证号：2017302319

班级名称：日语15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9

学号：141910011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杨云婷

准考证号：2017302320

班级名称：日语15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0

学号：152201023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于杨薇

准考证号：2017302321

班级名称：日语15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1

学号：152201021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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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虞婷婷

准考证号：2017302322

班级名称：日语15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2

学号：152201020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张乐怡

准考证号：2017302323

班级名称：日语15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3

学号：152201022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韦靖

准考证号：2017302324

班级名称：日语1601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4

学号：162201010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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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翁柔

准考证号：2017302325

班级名称：日语1601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5

学号：162201012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吴雅婷

准考证号：2017302326

班级名称：日语1601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6

学号：162201012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颜莉莹

准考证号：2017302327

班级名称：日语1601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7

学号：162201011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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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陈奕潼

准考证号：2017302328

班级名称：日语16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8

学号：162201020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樊淑桢

准考证号：2017302329

班级名称：日语16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9

学号：162201022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华湘妮

准考证号：2017302330

班级名称：日语1602

第 02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08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30

学号：162201021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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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柯沪霞

准考证号：2017302401

班级名称：日语1602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13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1

学号：162201022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来富伟

准考证号：2017302402

班级名称：日语1602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13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2

学号：162201020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李舒迪

准考证号：2017302403

班级名称：日语1602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13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3

学号：162201021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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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林诗雨

准考证号：2017302404

班级名称：日语1602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13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4

学号：162201022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毛成屹

准考证号：2017302405

班级名称：日语1602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13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5

学号：162201021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彭涔彬

准考证号：2017302406

班级名称：日语1602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13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6

学号：162201021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页页 20



考生姓名：徐晨吉

准考证号：2017302407

班级名称：日语1602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13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7

学号：162201022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徐礼君

准考证号：2017302408

班级名称：日语1602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13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8

学号：162201020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杨贝

准考证号：2017302409

班级名称：日语1602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13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9

学号：162201020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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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张季淼

准考证号：2017302410

班级名称：日语1602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13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0

学号：162201023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周筠青

准考证号：2017302411

班级名称：日语1602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类非英语专业

赛 场 号：

2017年4月9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下沙校区A413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1

学号：16220102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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