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姓名：张亦弛

准考证号：2019305118

班级名称：国贸1602

第 05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1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8

学号：160408041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周正可

准考证号：2019305119

班级名称：国贸1603

第 05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1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9

学号：16040806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陈恬

准考证号：2019305120

班级名称：国贸1701

第 05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1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0

学号：171913030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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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可心

准考证号：2019305121

班级名称：国贸1701

第 05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1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1

学号：172003011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林靖青

准考证号：2019305122

班级名称：国贸1701

第 05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1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2

学号：170408022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武时宇

准考证号：2019305123

班级名称：国贸1701

第 05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1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3

学号：170408013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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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谢琳琳

准考证号：2019305124

班级名称：国贸1701

第 05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1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4

学号：173501010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周燕琴

准考证号：2019305125

班级名称：国贸1701

第 05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1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5

学号：170408031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陈心妍

准考证号：2019305126

班级名称：国贸1702

第 05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1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6

学号：170408051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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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培蕊

准考证号：2019305127

班级名称：国贸1702

第 05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1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7

学号：170408053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潘莹

准考证号：2019305128

班级名称：国贸1702

第 05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1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8

学号：170408041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王萍

准考证号：2019305129

班级名称：国贸1702

第 05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1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9

学号：17100803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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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奕辰

准考证号：2019305130

班级名称：国贸1703

第 051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1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30

学号：170408062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郭冠宇

准考证号：2019305201

班级名称：国贸1703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1

学号：170408070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何帆

准考证号：2019305202

班级名称：国贸1703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2

学号：170408063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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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雯静

准考证号：2019305203

班级名称：国贸1703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3

学号：170408061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钱鹏宇

准考证号：2019305204

班级名称：国贸1703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4

学号：170408062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谢素君

准考证号：2019305205

班级名称：国贸1703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5

学号：170408071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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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宇

准考证号：2019305206

班级名称：国贸1703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6

学号：170709010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江晨

准考证号：2019305207

班级名称：经济1501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7

学号：150408020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杜凯恩

准考证号：2019305208

班级名称：经济1701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8

学号：170408041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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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高锴

准考证号：2019305209

班级名称：经济1701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9

学号：170408011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柯人瑜

准考证号：2019305210

班级名称：经济1701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0

学号：170408042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李佳惠

准考证号：2019305211

班级名称：经济1701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1

学号：170408022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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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夕媛

准考证号：2019305212

班级名称：经济1701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2

学号：17040802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王小可

准考证号：2019305213

班级名称：经济1701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3

学号：170408010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吴琳

准考证号：2019305214

班级名称：经济1701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4

学号：173502060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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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邵雁蓝

准考证号：2019305215

班级名称：经济1702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5

学号：170408053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戴煊思

准考证号：2019305216

班级名称：经济1702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6

学号：170408043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丁雨霞

准考证号：2019305217

班级名称：经济1702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7

学号：170408042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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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奔

准考证号：2019305218

班级名称：经济1702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8

学号：170408053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江香香

准考证号：2019305219

班级名称：经济1702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9

学号：173502031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穆永清

准考证号：2019305220

班级名称：经济1702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0

学号：170408030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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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思航

准考证号：2019305221

班级名称：经济1702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1

学号：170408032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裘芷青

准考证号：2019305222

班级名称：经济1702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2

学号：170408032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夏怡澜

准考证号：2019305223

班级名称：经济1702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3

学号：170408042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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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谢远鑫

准考证号：2019305224

班级名称：经济1702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4

学号：170408050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张钰炜

准考证号：2019305225

班级名称：经济1702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5

学号：170408033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蓝齐芳

准考证号：2019305226

班级名称：经济1703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6

学号：17100802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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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姓名：李旭俐

准考证号：2019305227

班级名称：经济1703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7

学号：170408070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刘金金

准考证号：2019305228

班级名称：经济1703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8

学号：173501021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娄玉欣

准考证号：2019305229

班级名称：经济1703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9

学号：170408073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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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

准考证号：2019305230

班级名称：经济1703

第 052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30

学号：172010013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张琳敏

准考证号：2019305301

班级名称：经济1703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1

学号：170408073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陈玲巧

准考证号：2019305302

班级名称：经济创新1701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2

学号：170408033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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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旭彤

准考证号：2019305303

班级名称：经济创新1701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3

学号：170408050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何一虹

准考证号：2019305304

班级名称：经济创新1701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4

学号：170408071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洪思琪

准考证号：2019305305

班级名称：经济创新1701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5

学号：172304061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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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莉

准考证号：2019305306

班级名称：经济创新1701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6

学号：170408011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陶月霞

准考证号：2019305307

班级名称：经济创新1701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7

学号：170408030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王锦

准考证号：2019305308

班级名称：经济创新1701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8

学号：170408043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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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琳怡

准考证号：2019305309

班级名称：经济创新1701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9

学号：1704080336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李睿思

准考证号：2019305310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1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0

学号：180408013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沈熠

准考证号：2019305311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1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1

学号：180408013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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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欣茹

准考证号：2019305312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1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2

学号：182304031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胡雯茜

准考证号：2019305313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2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3

学号：180408022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金璐燕

准考证号：2019305314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2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4

学号：18040802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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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孟洳

准考证号：2019305315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2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5

学号：180510021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李涵

准考证号：2019305316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2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6

学号：180408021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刘丽君

准考证号：2019305317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2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7

学号：180408021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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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旸

准考证号：2019305318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2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8

学号：180408022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谢爱民

准考证号：2019305319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2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9

学号：181910010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章瑶

准考证号：2019305320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2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0

学号：180408020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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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彬慧

准考证号：2019305321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3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1

学号：180408033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黄雪儿

准考证号：2019305322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3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2

学号：180408030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吕晨曦

准考证号：2019305323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3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3

学号：180408033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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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考生姓名：潘思含

准考证号：2019305324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3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4

学号：180510033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董滢璐

准考证号：2019305325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4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5

学号：180408041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马敏慧

准考证号：2019305326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4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6

学号：180408043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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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小艺

准考证号：2019305327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4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7

学号：180408040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韦佳颖

准考证号：2019305328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4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8

学号：1804080402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鲍林儿

准考证号：2019305329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5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29

学号：1804080534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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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晨

准考证号：2019305330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5

第 053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5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30

学号：18040805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卢吉民

准考证号：2019305401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5

第 05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1

学号：1804080520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杨淳琪

准考证号：2019305402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5

第 05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2

学号：1820100221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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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慧

准考证号：2019305403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5

第 05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3

学号：1804080527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董娅莉

准考证号：2019305404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6

第 05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4

学号：180510033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何倩毓

准考证号：2019305405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6

第 05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5

学号：180408062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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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超

准考证号：2019305406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6

第 05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6

学号：180408061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冯亚萍

准考证号：2019305407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7

第 05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7

学号：1804080729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皇烨

准考证号：2019305408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7

第 05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8

学号：1804080735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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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婧怡

准考证号：2019305409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7

第 05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09

学号：1804080703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参赛须知

考生姓名：张旖琦

准考证号：2019305410

班级名称：经济类1807

第 054

竞赛时间：

学校名称：

C

赛 场 号：

2019年4月14日(周日)上午9:00-11:00

竞赛地点：D楼316

准    考    证

竞赛类别：

赛场

请请请请请准考证、身身证（或或或证））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全全全或或全全全认（NECCS）

座位号：10

学号：1804080728

浙江工商大学

认赛赛赛赛赛赛）并并并并并认并并并并并并并）入并入入入入并）

书书、手手、记记记记赛记、电电电电电电电电入认并。

2、或或学请学学并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不准不请不不电电不不、

8：45开开开记认并开开。9：00全认竞竞开开）迟迟或或不迟入并。

1、或或学准考证学身身证(或或或证)并上8：30开开入并）接接全

3、全认电竞30分分入分分分开认并。结结结10分分考或不分分结分开

认并。结结入认电结考学结结结结结入）经结考经经分分分并。

4、或或认学学学学学学学）全认学学学学竞电竞不迟请竞认并。

5、全认学学学学电竞竞竞竞FM85.8。

6、或或请认学学学学认并学学）入对对认并对对学不对对全认赛赛

赛赛人人人）取取全认取取。

7、全认取取并或竞全认&创创创学创全全或创创创创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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