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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机教〔2022〕74 号 

                             

 

 
关于 2022 年 9 月份全国大学外语四、六级考

试工作的通知 
 

各校区，各院（系）及相关部门：  

2022 年 9 月份全国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定于 9 月 17

日（星期六）举行。现将本次考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 

四级笔试：2022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00-11:20； 

六级笔试：2022 年 9 月 17 日下午 15:00-17:25。 

二、考场安排 

东南大学考场分布在九龙湖校区、四牌楼校区和无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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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具体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三、考前准备 

1、考生参加考试必须携带准考证、身份证、一卡通或学

生证，三证齐全方可参加考试。 

2、准考证由考生登录网址自行打印并妥善保管

（http://cet-bm.neea.edu.cn/），打印后须核准考试校区与

考试教室；无身份证的考生须提前到院系开具确认身份的证

明(须贴有学生照片并加盖公章)；一卡通丢失的考生须抓紧

补办。 

3、考生须自备 2B 铅笔、黑色签字笔等规定可以使用的

文具，在填涂时务必使用 2B 铅笔，书写时务必使用黑色签字

笔。 

4、九龙湖和四牌楼校区考生必须自备调频耳机，考前务

必装上新电池，确保考试正常使用。 

耳机维修时间：2022 年 9 月 13-16 日 11:30-16:00 

维修地点：九龙湖校区教五 403，四牌楼校区中山院 504。 

5、九龙湖校区考生调频耳机频道须设置为 FM72.7; 

四牌楼校区考生调频耳机频道须设置为 FM86.3。 

无锡校区考生无需准备调频耳机，由校园广播播放。 

如有问题，九龙湖和四牌楼校区请联系：025-52090361，

无锡校区请联系：0510-85110076。 

6、考生请务必在试放音时间到自己所在的考场试听，具

http://cet-bm.nee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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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试放音时间： 

九龙湖和四牌楼校区： 2022 年 9 月 13-16 日，

11:00-15:00。 

无锡校区：2022 年 9 月 13-16 日中午 12：30-13：45。 

7、考生务必正确掌握答题卡上的准考证填涂方法，并在

答题卡 1 上正确粘贴试题册背面的条形码粘贴条。答题卡填

涂方法请参照下图： 

说明: 

（1）准考证号共十五位，前五位是学校代码; 

（2）此为 320021072100101 示例图，请按实际准考证号

正确填涂; 

（3）填涂前请看清答题纸上的填涂说明。 

四、考生进场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的文件规定：参加四级考试的考生必

学校代码 准考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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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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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上午 9：00 前进入考场，参加六级考试的考生必须在下

午 15：00 前进入考场，违者以缺考论处。考试中考生不得退

（离）场。 

所有考生进入考场时须佩戴口罩。 

五、诚信教育 

请各院系在考试前开展以诚信考试为主题的考前教育活

动，要求考生严格遵守《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东

南大学的校纪校规，诚信考试，诚信做人。 

六、考场纪律 

1、教育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第 18

号令）中明确规定：禁止考生携带手机等无线通信工具和有

存储功能的电子设备、以及其他禁止携带的物品进入考场，

违者一律取消考试资格并以作弊论处。 

2、凡考试违纪、作弊、代考、请他人代考、组织参与团

伙作弊等，将严格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东

南大学学生考试管理办法》执行。校内作弊行为严重者一律

开除学籍；对校外的违纪、作弊考生将通报其所在单位，由

其所在单位处理。 

3、任何考生如有特殊原因离开考场时必须交卷，不准携

带试题册、答题卡离开考场，违者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

理办法》和《东南大学学生考试管理办法》执行。 

七、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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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保证考务资源使用效率，报名成功但有特殊情况不

能参加本次四六级考试的考生，必须填写缺考说明，经院系

领导签字盖章后，于 2022 年 9 月 17 日前，本科生由教务助

理汇总后交至教务科，研究生由研究生秘书汇总后交至研究

生培养办，考试之后上交的无效。无故旷考者将取消下次四

六级考试资格。 

2、为保证考场安静，2022 年 9 月 17 日 7:00-12:00；13:00

—18:00，除监考人员和考生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考场

区域内。任何人或单位不得在考场周围大声喧哗或制造噪音。 

 

 

东南大学教务处 

2022 年 9 月 8 日    

        

 

       （主动公开） 

 

 
  

抄送： 

 东南大学教务处                     2022 年 9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