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姓名：李吉年

准考证号：2017100120

班级名称：生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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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学号：1603000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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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星月

准考证号：2017100121

班级名称：食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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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学号：160300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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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扬

准考证号：2017100122

班级名称：食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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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号：160300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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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贇婷

准考证号：2017100123

班级名称：食研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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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学号：15060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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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文卉

准考证号：2017307806

班级名称：化学1401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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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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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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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琳

准考证号：2017307807

班级名称：化学1501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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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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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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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生姓名：柴宇昕

准考证号：2017307808

班级名称：化学1601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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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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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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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竹青

准考证号：2017307809

班级名称：化学1601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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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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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7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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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佳敏

准考证号：2017307810

班级名称：化学1601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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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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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7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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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考生姓名：涂馨匀

准考证号：2017307811

班级名称：化学1601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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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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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7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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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圆欣

准考证号：2017307812

班级名称：化学1601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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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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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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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欢

准考证号：2017307813

班级名称：化学1602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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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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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7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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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力

准考证号：2017307814

班级名称：生物1401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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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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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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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烨

准考证号：2017307815

班级名称：生物1501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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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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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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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灵芝

准考证号：2017307816

班级名称：生物1501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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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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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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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璐

准考证号：2017307817

班级名称：生物1501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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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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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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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择是

准考证号：2017307818

班级名称：食安1402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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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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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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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钰懿

准考证号：2017307819

班级名称：食安1403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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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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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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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卓凡

准考证号：2017307820

班级名称：食安1403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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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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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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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佳倩

准考证号：2017307821

班级名称：食安1403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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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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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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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钇秀

准考证号：2017307822

班级名称：食安1403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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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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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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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强

准考证号：2017307823

班级名称：食安1403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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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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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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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佳琪

准考证号：2017307824

班级名称：食安1403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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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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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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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丽萍

准考证号：2017307825

班级名称：食安1403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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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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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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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飘涵

准考证号：2017307826

班级名称：食安1502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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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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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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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晨

准考证号：2017307827

班级名称：食安1502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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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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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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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莎莎

准考证号：2017307828

班级名称：食安1502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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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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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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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文

准考证号：2017307829

班级名称：食安1502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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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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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7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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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杭

准考证号：2017307830

班级名称：食工1401

第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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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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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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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以诺

准考证号：2017307901

班级名称：食工1401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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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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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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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玲

准考证号：2017307902

班级名称：食工14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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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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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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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

准考证号：2017307903

班级名称：食工14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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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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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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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佳莹

准考证号：2017307904

班级名称：食工14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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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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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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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贵

准考证号：2017307905

班级名称：食工14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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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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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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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术杰

准考证号：2017307906

班级名称：食工14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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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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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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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棋

准考证号：2017307907

班级名称：食工14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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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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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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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考生姓名：郑富莉

准考证号：2017307908

班级名称：食工14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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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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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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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烨

准考证号：2017307909

班级名称：食工14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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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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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7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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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妤璐

准考证号：2017307910

班级名称：食工14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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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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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8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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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考生姓名：陈彦培

准考证号：2017307911

班级名称：食工1501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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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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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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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薇

准考证号：2017307912

班级名称：食工1501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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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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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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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行行

准考证号：2017307913

班级名称：食工1501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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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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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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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考生姓名：韦剑玲

准考证号：2017307914

班级名称：食工1501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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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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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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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青青

准考证号：2017307915

班级名称：食工1501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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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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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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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欣龙

准考证号：2017307916

班级名称：食工1501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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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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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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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琳

准考证号：2017307917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1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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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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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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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佳珊

准考证号：2017307918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1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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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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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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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健

准考证号：2017307919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1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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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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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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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铭书

准考证号：2017307920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1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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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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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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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

准考证号：2017307921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1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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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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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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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玲

准考证号：2017307922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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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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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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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怡

准考证号：2017307923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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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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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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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伊莉

准考证号：2017307924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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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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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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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倩

准考证号：2017307925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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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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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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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薇

准考证号：2017307926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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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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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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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佳雯

准考证号：2017307927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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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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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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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白翎

准考证号：2017307928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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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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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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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雪颖

准考证号：2017307929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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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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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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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琦

准考证号：2017307930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2

第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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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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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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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迪

准考证号：2017308001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2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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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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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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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汝艳

准考证号：2017308002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2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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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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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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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铭笙

准考证号：2017308003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2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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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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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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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露晓

准考证号：2017308004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2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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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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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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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梅芝

准考证号：2017308005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2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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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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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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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兆滨

准考证号：2017308006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3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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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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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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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铭

准考证号：2017308007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3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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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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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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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霏

准考证号：2017308008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3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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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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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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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丹

准考证号：2017308009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3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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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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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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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雨函

准考证号：2017308010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3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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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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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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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诗嘉

准考证号：2017308011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3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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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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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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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贤康

准考证号：2017308012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3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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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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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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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舒昳

准考证号：2017308013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4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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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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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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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硕

准考证号：2017308014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4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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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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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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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鑫欣

准考证号：2017308015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4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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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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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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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铃凌

准考证号：2017308016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4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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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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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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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婷

准考证号：2017308017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4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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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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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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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明菲

准考证号：2017308018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4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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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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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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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佩佩

准考证号：2017308019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4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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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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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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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考生姓名：徐闻天

准考证号：2017308020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4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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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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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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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微

准考证号：2017308021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4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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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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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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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昱玮

准考证号：2017308022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4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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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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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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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伊琳

准考证号：2017308023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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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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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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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宇航

准考证号：2017308024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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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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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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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暄

准考证号：2017308025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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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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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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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梦怡

准考证号：2017308026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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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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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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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琦

准考证号：2017308027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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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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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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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苗苗

准考证号：2017308028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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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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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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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一树

准考证号：2017308029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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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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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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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贵芬

准考证号：2017308030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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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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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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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少天

准考证号：2017308101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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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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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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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茜茜

准考证号：2017308102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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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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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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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楚涵

准考证号：2017308103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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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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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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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怡涵

准考证号：2017308104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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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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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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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洁倩

准考证号：2017308105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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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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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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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晶

准考证号：2017308106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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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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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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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星甜

准考证号：2017308107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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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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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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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薇

准考证号：2017308108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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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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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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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夏陶

准考证号：2017308109

班级名称：食工类1605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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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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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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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蕾

准考证号：2017308110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5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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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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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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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婧

准考证号：2017308111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5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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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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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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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欣莹

准考证号：2017308112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5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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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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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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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龙媛

准考证号：2017308113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5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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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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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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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莹

准考证号：2017308114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5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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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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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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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徐媛

准考证号：2017308115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5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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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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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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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筠怡

准考证号：2017308116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5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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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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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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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考生姓名：陈一鸣

准考证号：2017308117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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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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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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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

准考证号：2017308118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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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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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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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夏雨

准考证号：2017308119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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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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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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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东萍

准考证号：2017308120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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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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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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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妍

准考证号：2017308121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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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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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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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瀚霆

准考证号：2017308122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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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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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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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雨舟

准考证号：2017308123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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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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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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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童

准考证号：2017308124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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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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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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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明

准考证号：2017308125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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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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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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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颖

准考证号：2017308126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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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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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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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清

准考证号：2017308127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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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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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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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晴

准考证号：2017308128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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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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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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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玉华

准考证号：2017308129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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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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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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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荣华

准考证号：2017308130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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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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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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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

准考证号：2017308201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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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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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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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睿懿

准考证号：2017308202

班级名称：食品创新1601

第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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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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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08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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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