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姓名：陈佳蓓

准考证号：2018306102

班级名称：计算15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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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2

学号：150208010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李小港

准考证号：2018306103

班级名称：计算15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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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3

学号：150208020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吴媛媛

准考证号：2018306104

班级名称：计算15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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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4

学号：150208020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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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考生姓名：俞瑜子

准考证号：2018306105

班级名称：计算1502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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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5

学号：150208021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黄涛

准考证号：2018306106

班级名称：计算16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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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6

学号：160208022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任芮

准考证号：2018306107

班级名称：计算16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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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7

学号：160208010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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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丹

准考证号：2018306108

班级名称：计算16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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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8

学号：16020802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徐海霞

准考证号：2018306109

班级名称：计算16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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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9

学号：160208020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蔡承昀

准考证号：2018306110

班级名称：经统15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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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0

学号：150206012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页页 3



考生姓名：黄一雯

准考证号：2018306111

班级名称：经统15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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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1

学号：151008031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季佳

准考证号：2018306112

班级名称：经统15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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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2

学号：150206010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来晓东

准考证号：2018306113

班级名称：经统15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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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3

学号：150206011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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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钰婷

准考证号：2018306114

班级名称：经统15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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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4

学号：150206013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沈心忱

准考证号：2018306115

班级名称：经统15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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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5

学号：150206012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孙恺文

准考证号：2018306116

班级名称：经统15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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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6

学号：150206011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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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巧玲

准考证号：2018306117

班级名称：经统15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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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7

学号：150206010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张雯琦

准考证号：2018306118

班级名称：经统15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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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8

学号：150206012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周媛媛

准考证号：2018306119

班级名称：经统15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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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9

学号：150206011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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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考生姓名：朱莉莎

准考证号：2018306120

班级名称：经统15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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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0

学号：15020601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倪晓雯

准考证号：2018306121

班级名称：经统1502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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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1

学号：150206023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童佳妮

准考证号：2018306122

班级名称：经统1502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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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2

学号：151106043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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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倩

准考证号：2018306123

班级名称：经统1502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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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3

学号：150206021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吴西梦

准考证号：2018306124

班级名称：经统1502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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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4

学号：150206022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陈心懿

准考证号：2018306125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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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5

学号：16020601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页页 8



考生姓名：陈仪

准考证号：2018306126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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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6

学号：161008032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程慧

准考证号：2018306127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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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7

学号：160206011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雷徐瑶

准考证号：2018306128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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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8

学号：160206012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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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考生姓名：李孟玲

准考证号：2018306129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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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9

学号：160208011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林敏

准考证号：2018306130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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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2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30

学号：160206012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孟非娜

准考证号：2018306201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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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1

学号：160206013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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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孝其

准考证号：2018306202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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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2

学号：160206011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任思玥

准考证号：2018306203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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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3

学号：160208021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宋鑫

准考证号：2018306204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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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4

学号：160206011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页页 11



考生姓名：王佳楠

准考证号：2018306205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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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5

学号：160206011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王晓旭

准考证号：2018306206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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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6

学号：160208011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王羽

准考证号：2018306207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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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7

学号：160206011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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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帅

准考证号：2018306208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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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8

学号：160206011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徐晟盈

准考证号：2018306209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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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9

学号：160206013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郑嘉欣

准考证号：2018306210

班级名称：经统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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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0

学号：151913030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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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慧聪

准考证号：2018306211

班级名称：经统1602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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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1

学号：160206021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黄嘉英

准考证号：2018306212

班级名称：经统1602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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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2

学号：160206023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姜婕妤

准考证号：2018306213

班级名称：经统1602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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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3

学号：160206020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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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霞

准考证号：2018306214

班级名称：经统1602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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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4

学号：160206024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马桢

准考证号：2018306215

班级名称：经统1602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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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5

学号：160206022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王雪

准考证号：2018306216

班级名称：经统1602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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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6

学号：161007021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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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敏

准考证号：2018306217

班级名称：经统1602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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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7

学号：161901010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臧子怡

准考证号：2018306218

班级名称：经统1602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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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8

学号：160206021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张应祺

准考证号：2018306219

班级名称：经统1602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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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9

学号：162303012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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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羽

准考证号：2018306220

班级名称：经统1602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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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0

学号：162010021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张羽

准考证号：2018306221

班级名称：数学15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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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1

学号：151007021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倪娜

准考证号：2018306222

班级名称：数学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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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2

学号：160208020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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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宇晴

准考证号：2018306223

班级名称：数学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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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3

学号：160208022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吴梦溪

准考证号：2018306224

班级名称：数学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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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4

学号：150208020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严旺

准考证号：2018306225

班级名称：数学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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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5

学号：160208021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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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智妍

准考证号：2018306226

班级名称：数学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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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6

学号：160208012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张婷裕

准考证号：2018306227

班级名称：数学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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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7

学号：160208020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张妍彬

准考证号：2018306228

班级名称：数学1601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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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8

学号：160208020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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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考生姓名：傅雅婷

准考证号：2018306229

班级名称：数学1602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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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9

学号：160208032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唐诗怡

准考证号：2018306230

班级名称：数学1602

第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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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30

学号：160505023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马其云

准考证号：2018306301

班级名称：数学类1701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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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1

学号：170208010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页页 20



考生姓名：孙逸菲

准考证号：2018306302

班级名称：数学类1701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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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2

学号：170208011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张田恬

准考证号：2018306303

班级名称：数学类1701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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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3

学号：170208011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戴文博

准考证号：2018306304

班级名称：数学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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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4

学号：170208020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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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考生姓名：刘婧

准考证号：2018306305

班级名称：数学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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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5

学号：17020802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刘宇宸

准考证号：2018306306

班级名称：数学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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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6

学号：170509020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孙佩琳

准考证号：2018306307

班级名称：数学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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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7

学号：170208023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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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烨扬

准考证号：2018306308

班级名称：数学类1703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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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8

学号：17020803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吴佳殷

准考证号：2018306309

班级名称：数学类1703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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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9

学号：170208030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徐万莉

准考证号：2018306310

班级名称：数学类1703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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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0

学号：170208030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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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瑞乐

准考证号：2018306311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1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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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1

学号：17021001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刘汐盈

准考证号：2018306312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1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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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2

学号：170210010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刘兆颖

准考证号：2018306313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1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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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3

学号：170210010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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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双平

准考证号：2018306314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1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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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4

学号：170210013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宋贝尔

准考证号：2018306315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1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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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5

学号：170210013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吴莹莹

准考证号：2018306316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1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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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6

学号：170210010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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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璐

准考证号：2018306317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1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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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7

学号：170210012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张静洁

准考证号：2018306318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1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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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8

学号：170210013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邓攀

准考证号：2018306319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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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9

学号：170210022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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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双

准考证号：2018306320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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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0

学号：170210023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胡怡迪

准考证号：2018306321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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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1

学号：173502032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李雪松

准考证号：2018306322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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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2

学号：170208031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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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雨恒

准考证号：2018306323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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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3

学号：170111010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闵思嘉

准考证号：2018306324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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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4

学号：172304052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潘铭敏

准考证号：2018306325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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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5

学号：170210022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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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

准考证号：2018306326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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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6

学号：170210021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杨利

准考证号：2018306327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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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7

学号：170210021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于仲玉

准考证号：2018306328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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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8

学号：170210021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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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韩萍

准考证号：2018306329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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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9

学号：170210022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赵滢滢

准考证号：2018306330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2

第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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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30

学号：172304060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戴心瑜

准考证号：2018306401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3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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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1

学号：170210033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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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胡丽艳

准考证号：2018306402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3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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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2

学号：170208021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金晶

准考证号：2018306403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3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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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3

学号：17100702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李津伟

准考证号：2018306404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3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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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4

学号：170210030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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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倩

准考证号：2018306405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3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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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5

学号：173501010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刘津廷

准考证号：2018306406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3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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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6

学号：170210030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邵中宜

准考证号：2018306407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3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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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7

学号：170210032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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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懿

准考证号：2018306408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3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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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8

学号：170210030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魏睿颖

准考证号：2018306409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3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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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9

学号：171109021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郑馨雅

准考证号：2018306410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3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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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0

学号：170210031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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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赛怡

准考证号：2018306411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3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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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1

学号：170210033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朱炆炆

准考证号：2018306412

班级名称：统计类1703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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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2

学号：170210033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黄鸿忆

准考证号：2018306413

班级名称：应统1501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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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3

学号：150209012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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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丽颖

准考证号：2018306414

班级名称：应统1501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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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4

学号：150209011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王维

准考证号：2018306415

班级名称：应统1501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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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5

学号：150209011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吴佳佳

准考证号：2018306416

班级名称：应统1501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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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6

学号：151008042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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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冰心

准考证号：2018306417

班级名称：应统1501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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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7

学号：150209010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周曼丽

准考证号：2018306418

班级名称：应统1501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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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8

学号：150209012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陈蓉蓉

准考证号：2018306419

班级名称：应统1601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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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9

学号：160209012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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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玥

准考证号：2018306420

班级名称：应统1601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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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0

学号：160209012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孔子馨

准考证号：2018306421

班级名称：应统1601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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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1

学号：160209010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石琴

准考证号：2018306422

班级名称：应统1601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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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2

学号：162003010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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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洁

准考证号：2018306423

班级名称：应统1601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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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3

学号：160209013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叶桔丽

准考证号：2018306424

班级名称：应统1601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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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4

学号：160209012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郑一丹

准考证号：2018306425

班级名称：应统1601

第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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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教学楼E307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5

学号：160209012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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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