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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

关于启动 2022 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网上报名的通知

各位同学：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的统一部署和北京教育考试院的

相关要求，2022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口试

（CET-SET）和笔试（CET）将于11月19日至20日和12月10日

举行。现将我校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考试科目及时间

（一） 笔试科目及时间

1.12 月 10 日上午：英语四级考试（CET4）

2.12 月 10 日下午：英语六级考试（CET6）

3.笔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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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 笔试科目 考试代码

12月 10 日 9:00-11:20 英语四级考试（CET4） 1

12月10日15:00-17:25 英语六级考试（CET6） 2

（二） 口试科目及时间

1.11 月 19 日：英语四级口语考试（CET-SET4）

2.11 月 20 日：英语六级口语考试（CET-SET6）

3.口试场次安排：

上午 下午

场次（代码） 时间 场次（代码） 时间

场次 1 8:30-9:00 场次 6 13:30-14:00

场次 2 9:15-9:45 场次 7 14:15-14:45

场次 3 10:00-10:30 场次 8 15:00-15:30

场次 4 10:45-11:15 场次 9 15:45-16:15

场次 5 11:30-12:00 场次 10 16:30-17:00

备用场（21） 12:15-12:45 场次 11 17:15-17:45

-- -- 备用场（22） 18:00-18:30

-- -- 备用场（23） 18:45-19:15

二、报名资格

（一）CET 笔试报考资格

1.全日制普通及成人高等院校本科、专科在校生，在籍

研究生。修完大学英语四级课程的学生可报考英语四级，修

完大学英语六级课程且英语四级成绩达到 425分及以上的学

生可报考英语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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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北京教育考试院相关要求，且已办理保留考试资

格的 2022 届毕业生。

3.符合报考条件的专科生由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提供可

报名学生名单，不具备资格者不可报名。

（二）CET-SET 报考资格

已完成对应级别笔试科目报考的考生。即完成本次 CET4

笔试报名后可报考 CET-SET4，完成本次 CET6 笔试报名后可

报考 CET-SET6。

三、报名时间

（一）笔试报名时间

1.CET4：10 月 28 日 9:30—11 月 4 日 17:00。

2.CET6：分阶段报名

（1）第一阶段报名：10 月 28 日 9:30-10 月 31 日 9:30

本科生:仅限已达到 CET6 报名条件但成绩未达到 425

分的毕业年级学生报名。

研究生:仅限已提交 2022 年冬季答辩申请的学生报名。

（2）第二阶段报名：11 月 1 日 9:30-11 月 4 日 17:00

所有符合报名资格的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均可报名。

（3）第三阶段报名：自动候补

在正常考位已满的情况下，未报名成功的考生可选择

“候补”报名，如有因未交费而被清出的空余考位，系统将

按申请时间顺序自动排序候补。

（二）口试报名



- 4 -

完成本次笔试报名后可直接操作报名相应级别口语考

试。

四、网上报名流程

（一）阅读考生须知

考生须提前登陆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网上报名系

统（cet-bm.neea.edu.cn），点击“考生须知”，下载并认

真阅读，熟悉报名和考试相关事项。

（二）考生注册

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陆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网上

报名系统（cet-bm.neea.edu.cn），点击“注册新用户”，

用个人常用电子邮箱注册通行证账号，通行证注册后及时验

证邮箱。已经有通行证账号的可以直接使用。手机短信为通

知“候补”考生缴费的重要途径，在整个报名期间，请勿更

换手机号码。

（三）考生登录

网报系统主页面点击“进入报名”，输入账号、密码及

验证码，点击“登录”进入资格确认复核界面。

（四）报名资格确认与复核

1.考生进行报名资格确认（包括检查学校、院系、照片

等基本信息是否正确，查看报名资格科目）。报名资格确认

有问题的考生要进行复核，自行复核不通过的需要提交学校

进行资格复核。考生要认真核对本人信息并对自己所填报的

各项信息负责。

注意：如果在核对个人信息界面发现信息有误，不要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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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勾选，联系所在培养单位，更正自己的学籍信息。

高职学生联系高职教学办公室：65797053

本科生联系本科生院教学运行中心：65779333

研究生联系研究生院教学运行与学籍管理科：65779643

2.考生报考六级时，系统自动对其四级成绩进行审核，

若未查到，考生可在线提交英语四级成绩在 425 分及以上考

试准考证号进行再次审核（如成绩单丢失，考生可至原考试

通过学校查询，我校通过四级的学生可至考试时所在学院教

务员处查询）。

3．以下几种情况，考生需联系考点高校进行线下处理：

（1）考生符合报考条件，但未查询到报考资格；

（2）考生学校、班级、专业、院系及照片信息有误；

（3）2005 年上半年（含）之前的 CET4 成绩，学生需将

CET4 成绩单（或成绩证明）提交到本科生院，由学校级管理

员审核通过后在 CET6 报考资格复核管理处将其添加到系统

中并确认通过。

中国教育考试网（www.neea.edu.cn）已开通 2005 年 6

月及以后历次考试成绩报告单（小语种科目为证书）查询服

务，原成绩单丢失的考生可登录查询，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自

助办理纸质成绩证明。

（五）笔试和口试报名

1.通过了学籍、资格验证后，系统自动绑定学籍学生，

即可进入报名界面选择成绩报告单类型（电子、纸质）、笔

试科目和口试科目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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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正常考位已满，考生可选择“候补”报名，并等待

系统自动排序填补因未交费而被清出的空余考位。“候补”

成功后，系统将以短信形式通知考生缴费。

3.已报名 2022 年上半年四、六级考试且已提交《保留

考试资格申请表》的 2022 届已毕业学生（不含在本校升学

的），由学校统一申请报名，学生收到短信后应按时完成缴

费。

4.按照教育部考试中心、北京教育考试院疫情防控期间

考试相关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报名各阶段均按先报先得的

原则，人数达到我校考生容纳最大限度且候补考生超过最大

限度时，系统将自动关闭，停止报名。

5.本次考试报名成功但无故缺考的考生将限制报名一

次，请同学们珍惜每次报名机会。

6.所有报名的考生应及时关注并遵守学校后续发布的

各项防疫要求。

（六）网上缴费

1．CET 考试费用标准：四级 15 元/人，六级 17 元/人；

CET-SET 考试费用标准：50 元/人次。

2．考试报名费支持网银及支付宝两种支付方式。

3．考生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缴费。同时选择报考

笔试和口试科目的，须先缴笔试费用，再缴口试费用。未完

成缴费的，系统会在 24 小时后自动删除考生报考信息。信

息删除后，报名规定时间内考生可重新报考。考生报名成功

的唯一标识是：对应科目的支付状态为“已支付”。



- 7 -

4．在规定报名时间内，已报考未支付的科目可以随时

修改，已支付的科目不可修改或取消。

5．缴费时，如银行扣费成功，但系统显示科目支付状

态为“未支付”时，不要重复缴费，请点击“更新”按钮更

新支付状态，或拨打学校咨询电话查询支付状态。因技术问

题造成重复缴费需要退费的，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会在考试结

束一个月内原路退回考生账户。退费操作只限于重复缴费，

凡已正常缴费报考的考生一律不予退费处理。

（七）准考证打印

1．口试准考证打印

考生可于 11 月 15 日 9 时起登录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报名网站（cet-bm.neea.edu.cn）进入“快速打印准考

证”，下载并打印口试准考证。考试具体时间及地点均以准

考证上所示为准，不得更改。

2．笔试准考证打印

考生可于 12 月 1 日 9 时起登录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报名网站（cet-bm.neea.edu.cn）进入“快速打印准考

证”，下载并打印笔试准考证。

如果忘记通行证密码可以通过邮箱重置，如果忘记通行

证可通过“找回已报名账号”找回。

五、其他说明

（一）成绩报告单

1．考生可在报名期间或成绩发布后规定日期内登录

CET 报名网站（http://cet-bm.neea.edu.cn）自主选择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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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纸质成绩报告单。申请纸质成绩报告单的考生依学校通

知按规定领取。未在申请日期内登录 CET 报名网站提出申

请的考生不再提供纸质版成绩单，后续如需要，可登录报名

网站自行申请成绩证明。

2.成绩发布 25 个工作日后，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

网（www.neea.edu.cn）查看并下载电子成绩报告单，电子

成绩报告单与纸质成绩报告单同等效力。

（二）成绩报告单

如考试在报名时发现无学籍照片，可联系所在学院并

按照以下标准提交：电子照片背景为白底或浅蓝色，成像区

要求：头部上空 1/10，左右各空 1/10，头部占 7/10，肩部

占 1/5，采集的图象最小像素为 192×144（高×宽），成像区

大小为 48mm×33mm（高×宽），照片大小不超过 200KB。照片

文件存储为 jpg 格式，文件名为*.jpg，其中*为考生学号。

因照片不合格导致逾期无法报名的，由考生自行承担后果。

（三）合理便利申请

残疾考生根据自身情况可向本科生院提交《合理便利申

请表》（见附表 1），经教育部考试中心同意后可为考生提

供合理便利。

（四）登陆网上报名系统推荐浏览器：火狐、谷歌、IE9

以上版本、搜狗、360 浏览器的极速模式。网上报名过程中

遇到注册、登录问题请拨打教育部考试中心客服支持电话：

010-62987880。

（五）六级复核无法自动通过者，请携带一卡通、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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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报告单原件到所在培养单位查验证件后申请复核通过。

（六）关于考试其它信息及题型样题请参见全国大学英

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网站：http://cet.neea.edu.cn/。

附表：1.《合理便利申请表》

本科生院 研究生院

2022 年 10 月 14 日

http://cet.nee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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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在校残疾大学生报考_____年____月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合理便利申请表

姓名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残疾类型 残疾级别

残疾人证件号

报考科目

申

请

合

理

便

利

请在对应的方框勾选（可多选）

1．□使用盲文卷 □使用大字号试卷 □使用普通试卷

2．□免除听力考试

3．□携带盲文笔 □携带盲文手写板 □携带盲文打字机

□携带电子助视器 □携带照明台灯 □携带光学放大镜

□携带盲杖 □携带盲文作图工具 □携带橡胶垫

4．□携带助听器 □佩带人工耳蜗

5．□使用轮椅 □携带拐杖 □携带特殊桌椅

6．□延长考试时间

7．□需要引导辅助

8．□需要手语翻译

9．□优先进入考点、考场

其

它

如有其它便利申请，请在此栏内填写

申请人/申请人法定监护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

(法定监护人签字的请说明情况，并提供监护人的相关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联系方式等)

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