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姓名：杨薇

准考证号：2018100121

班级名称：工商1501

第 00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A研究生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E教学楼E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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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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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蕾

准考证号：2018100122

班级名称：工商1502

第 00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A研究生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E教学楼E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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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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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思霞

准考证号：2018200304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0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B本科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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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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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璇

准考证号：2018200305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0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B本科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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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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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跞

准考证号：2018302426

班级名称：工商1401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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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1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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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玉洁

准考证号：2018302427

班级名称：工商1402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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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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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琪

准考证号：2018302428

班级名称：工商1501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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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1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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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征

准考证号：2018302429

班级名称：工商1501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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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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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蓓蓓

准考证号：2018302430

班级名称：工商1501

第 02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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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1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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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栩

准考证号：2018302501

班级名称：工商1501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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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11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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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凯狄

准考证号：2018302502

班级名称：工商15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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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04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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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远婷

准考证号：2018302503

班级名称：工商15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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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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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阳

准考证号：2018302504

班级名称：工商15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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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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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婷

准考证号：2018302505

班级名称：工商15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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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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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威

准考证号：2018302506

班级名称：工商15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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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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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玥都

准考证号：2018302507

班级名称：工商15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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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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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佳颖

准考证号：2018302508

班级名称：工商1601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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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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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倩

准考证号：2018302509

班级名称：工商1601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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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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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锐清

准考证号：2018302510

班级名称：工商1601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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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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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华

准考证号：2018302511

班级名称：工商1601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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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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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佳俐

准考证号：2018302512

班级名称：工商1601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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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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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佳琴

准考证号：2018302513

班级名称：工商1601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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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13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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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嘉鸣

准考证号：2018302514

班级名称：工商1601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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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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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伟

准考证号：2018302515

班级名称：工商1601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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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1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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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婉盈

准考证号：2018302516

班级名称：工商1601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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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01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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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鸿运

准考证号：2018302517

班级名称：工商1601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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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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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乐乐

准考证号：2018302518

班级名称：工商1601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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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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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丹萍

准考证号：2018302519

班级名称：工商16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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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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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丽萍

准考证号：2018302520

班级名称：工商16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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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0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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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依琳

准考证号：2018302521

班级名称：工商16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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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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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考生姓名：李天怡

准考证号：2018302522

班级名称：工商16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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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03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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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雯

准考证号：2018302523

班级名称：工商16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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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0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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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章燕

准考证号：2018302524

班级名称：工商16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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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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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王帆

准考证号：2018302525

班级名称：工商16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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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0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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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晨英

准考证号：2018302526

班级名称：工商16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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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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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逸婷

准考证号：2018302527

班级名称：工商16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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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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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炜兴

准考证号：2018302528

班级名称：工商16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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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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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琴

准考证号：2018302529

班级名称：工商16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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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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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依雯

准考证号：2018302530

班级名称：工商1602

第 025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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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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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华

准考证号：2018302601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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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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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熔芯

准考证号：2018302602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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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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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丹荧

准考证号：2018302603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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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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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琳艳

准考证号：2018302604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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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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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远

准考证号：2018302605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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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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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胜铭

准考证号：2018302606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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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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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豪杰

准考证号：2018302607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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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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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慧

准考证号：2018302608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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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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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瑶

准考证号：2018302609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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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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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考生姓名：吕晨洁

准考证号：2018302610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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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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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紫婷

准考证号：2018302611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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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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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陈

准考证号：2018302612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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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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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考生姓名：颜靖昕

准考证号：2018302613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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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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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依婷

准考证号：2018302614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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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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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婧

准考证号：2018302615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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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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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考生姓名：周亚铭

准考证号：2018302616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1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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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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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玲玲

准考证号：2018302617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2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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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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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洲廷

准考证号：2018302618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2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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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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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山

准考证号：2018302619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2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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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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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焕梅

准考证号：2018302620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2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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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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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琪琪

准考证号：2018302621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2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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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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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奕婷

准考证号：2018302622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2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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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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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莹

准考证号：2018302623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2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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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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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肖融

准考证号：2018302624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2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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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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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晨露

准考证号：2018302625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2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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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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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吕思敏

准考证号：2018302626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2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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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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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歆旖

准考证号：2018302627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2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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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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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心语

准考证号：2018302628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3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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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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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家微

准考证号：2018302629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3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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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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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泽耀

准考证号：2018302630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3

第 026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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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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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

准考证号：2018302701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3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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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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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

准考证号：2018302702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3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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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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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娉婷

准考证号：2018302703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3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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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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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雨亭

准考证号：2018302704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3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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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0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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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宇星

准考证号：2018302705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3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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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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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韫

准考证号：2018302706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3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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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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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浏瑶

准考证号：2018302707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3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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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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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青媛

准考证号：2018302708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3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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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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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蓓

准考证号：2018302709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4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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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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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洁

准考证号：2018302710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4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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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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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瑶瑛

准考证号：2018302711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4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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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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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文

准考证号：2018302712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4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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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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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宇婕

准考证号：2018302713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4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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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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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潇

准考证号：2018302714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4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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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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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雪

准考证号：2018302715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4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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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04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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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宸萱

准考证号：2018302716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4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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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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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元

准考证号：2018302717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4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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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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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智敏

准考证号：2018302718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4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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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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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敏

准考证号：2018302719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5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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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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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柯贝

准考证号：2018302720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5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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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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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莞莞

准考证号：2018302721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5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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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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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楠楠

准考证号：2018302722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5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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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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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凤

准考证号：2018302723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5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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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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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小贝

准考证号：2018302724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5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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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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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敏

准考证号：2018302725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5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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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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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晶丹

准考证号：2018302726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5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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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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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沛

准考证号：2018302727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5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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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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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爱

准考证号：2018302728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5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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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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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欣茹

准考证号：2018302729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5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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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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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莉洁

准考证号：2018302730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6

第 027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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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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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

准考证号：2018302801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6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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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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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紫霞

准考证号：2018302802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6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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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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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燕

准考证号：2018302803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6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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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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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江南

准考证号：2018302804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6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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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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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滟岚

准考证号：2018302805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6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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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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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镓许

准考证号：2018302806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6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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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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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颖

准考证号：2018302807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6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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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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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翔田

准考证号：2018302808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6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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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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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珏晓

准考证号：2018302809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6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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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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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林

准考证号：2018302810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6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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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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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霜

准考证号：2018302811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6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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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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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湘宜

准考证号：2018302812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6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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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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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燕婷

准考证号：2018302813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6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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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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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娇灵

准考证号：2018302814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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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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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利思

准考证号：2018302815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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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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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佳

准考证号：2018302816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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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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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蝶

准考证号：2018302817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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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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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惠琳

准考证号：2018302818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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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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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温雅

准考证号：2018302819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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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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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韵如

准考证号：2018302820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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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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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健锋

准考证号：2018302821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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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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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敏

准考证号：2018302822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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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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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宣余

准考证号：2018302823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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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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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校俐

准考证号：2018302824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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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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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雅婷

准考证号：2018302825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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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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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维娜

准考证号：2018302826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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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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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瀚明

准考证号：2018302827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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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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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小琪

准考证号：2018302828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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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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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亦奇

准考证号：2018302829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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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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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煜丽

准考证号：2018302830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8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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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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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考生姓名：王诗雨

准考证号：2018302901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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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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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丹祺

准考证号：2018302902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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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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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钟滢

准考证号：2018302903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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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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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笑恩

准考证号：2018302904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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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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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思琦

准考证号：2018302905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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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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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春

准考证号：2018302906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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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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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考生姓名：张紫玥

准考证号：2018302907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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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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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嬿妮

准考证号：2018302908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7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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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8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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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宁

准考证号：2018302909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8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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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10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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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月寅

准考证号：2018302910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8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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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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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艳

准考证号：2018302911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8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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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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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丹萍

准考证号：2018302912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8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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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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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雯

准考证号：2018302913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8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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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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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莹

准考证号：2018302914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8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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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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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菁菁

准考证号：2018302915

班级名称：工商类1708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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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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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纯顺

准考证号：2018302916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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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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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捷静

准考证号：2018302917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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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0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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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艳

准考证号：2018302918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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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0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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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俊辉

准考证号：2018302919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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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0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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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芮

准考证号：2018302920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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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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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勋

准考证号：2018302921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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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1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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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力

准考证号：2018302922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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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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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翔

准考证号：2018302923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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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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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淑红

准考证号：2018302924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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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0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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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芳远

准考证号：2018302925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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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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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志豪

准考证号：2018302926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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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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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一萍

准考证号：2018302927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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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0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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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双双

准考证号：2018302928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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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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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勤

准考证号：2018302929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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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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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靖雪

准考证号：2018302930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29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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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1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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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馨宁

准考证号：2018303001

班级名称：国商15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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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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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珏如

准考证号：2018303002

班级名称：国商16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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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13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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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淑婧

准考证号：2018303003

班级名称：国商16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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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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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妮彬

准考证号：2018303004

班级名称：国商16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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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13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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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婷婷

准考证号：2018303005

班级名称：国商16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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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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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

准考证号：2018303006

班级名称：国商16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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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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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茹

准考证号：2018303007

班级名称：国商16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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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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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婧杰

准考证号：2018303008

班级名称：国商16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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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06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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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静芳

准考证号：2018303009

班级名称：国商16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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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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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考生姓名：王传扬

准考证号：2018303010

班级名称：国商16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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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0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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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婧瑶

准考证号：2018303011

班级名称：国商16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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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0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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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婧瑶

准考证号：2018303012

班级名称：国商16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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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0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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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锴霖

准考证号：2018303013

班级名称：国商16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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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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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琼尹

准考证号：2018303014

班级名称：国商16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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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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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珏

准考证号：2018303015

班级名称：人力14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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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06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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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剑群

准考证号：2018303016

班级名称：人力15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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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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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舒晴

准考证号：2018303017

班级名称：人力15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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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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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义

准考证号：2018303018

班级名称：人力15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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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0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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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佳怡

准考证号：2018303019

班级名称：人力15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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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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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颖

准考证号：2018303020

班级名称：人力15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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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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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凌铮

准考证号：2018303021

班级名称：人力15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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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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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梦瑶

准考证号：2018303022

班级名称：人力15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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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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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晨昕

准考证号：2018303023

班级名称：人力15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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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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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浩洋

准考证号：2018303024

班级名称：人力15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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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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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锦怡

准考证号：2018303025

班级名称：人力15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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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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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佳琪

准考证号：2018303026

班级名称：人力1502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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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3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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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晓倩

准考证号：2018303027

班级名称：人力1502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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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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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蔚然

准考证号：2018303028

班级名称：人力1502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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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04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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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欣悦

准考证号：2018303029

班级名称：人力16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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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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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晓

准考证号：2018303030

班级名称：人力1601

第 03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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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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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鸿敏

准考证号：2018303101

班级名称：人力1601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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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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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欣韵

准考证号：2018303102

班级名称：人力1601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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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0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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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雅萍

准考证号：2018303103

班级名称：人力1601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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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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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成圆

准考证号：2018303104

班级名称：人力1601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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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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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雯雯

准考证号：2018303105

班级名称：人力1601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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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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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钰佶

准考证号：2018303106

班级名称：人力16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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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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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

准考证号：2018303107

班级名称：人力16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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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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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敏

准考证号：2018303108

班级名称：人力16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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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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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怡儿

准考证号：2018303109

班级名称：人力16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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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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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银璐

准考证号：2018303110

班级名称：人力16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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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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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嘉蕊

准考证号：2018303111

班级名称：人力16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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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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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平

准考证号：2018303112

班级名称：人力16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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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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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

准考证号：2018303113

班级名称：人力16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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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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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歌

准考证号：2018303114

班级名称：人力16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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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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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晨

准考证号：2018303115

班级名称：人力16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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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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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慧敏

准考证号：2018303116

班级名称：人力16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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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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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惠萍

准考证号：2018303117

班级名称：人力16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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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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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潇悦

准考证号：2018303118

班级名称：人力16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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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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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进进

准考证号：2018303119

班级名称：营销1501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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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0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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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静静

准考证号：2018303120

班级名称：营销1501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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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21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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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燕琴

准考证号：2018303121

班级名称：营销1501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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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08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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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橙

准考证号：2018303122

班级名称：营销1501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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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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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俊超

准考证号：2018303123

班级名称：营销15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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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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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明

准考证号：2018303124

班级名称：营销15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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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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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楚楚

准考证号：2018303125

班级名称：营销15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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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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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柯梦

准考证号：2018303126

班级名称：营销15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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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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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婷婷

准考证号：2018303127

班级名称：营销15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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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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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晨曦

准考证号：2018303128

班级名称：营销1502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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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1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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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心一

准考证号：2018303129

班级名称：营销1601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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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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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灿灿

准考证号：2018303130

班级名称：营销1601

第 03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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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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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雨凡

准考证号：2018303201

班级名称：营销1601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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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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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妍如

准考证号：2018303202

班级名称：营销1601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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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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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竹苑

准考证号：2018303203

班级名称：营销1601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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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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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准考证号：2018303204

班级名称：营销1601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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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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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佳琦

准考证号：2018303205

班级名称：营销1601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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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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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万雪

准考证号：2018303206

班级名称：营销1601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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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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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家红

准考证号：2018303207

班级名称：营销1601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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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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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林

准考证号：2018303208

班级名称：营销1602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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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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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付艳

准考证号：2018303209

班级名称：营销1602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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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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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依柯

准考证号：2018303210

班级名称：营销1602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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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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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璐

准考证号：2018303211

班级名称：营销1602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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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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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宝

准考证号：2018303212

班级名称：营销1602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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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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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梓心

准考证号：2018303213

班级名称：营销1602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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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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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科巧

准考证号：2018303214

班级名称：营销1602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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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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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健羽

准考证号：2018303215

班级名称：营销1602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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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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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舒尹

准考证号：2018303216

班级名称：营销1602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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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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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亚婷

准考证号：2018303217

班级名称：营销1602

第 03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本科非英语专业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教学楼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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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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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依玲

准考证号：2018407002

班级名称：人力1602

第 070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D艺术类

赛 场 号：

4月15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E教学楼E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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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1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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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