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农业大学教务处通知
教通字【2019】50 号

关于进行 2019 年下半年全国大学
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及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要求，2019 年
12 月 14 日将在我校北校区和南校区同时进行全国大学英语四、
六级考试（CET）
。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概况
（一）报考情况
我校南、北考点报考总人数 19382 人，共安排 647 个考场。其
中北校区上午四级 3600 人（120 场）
，下午六级 3600 人（120 场）
，
南校区上午四级 7290 人（243 场）
，下午六级 4892 人（164 场）
。
（二）考试时间
12 月 14 日上午进行 CET4，下午进行 CET6。
（三）考场分布
北校区：5N、5S、12 号教学楼；南校区：综合教学楼、东南
片区教学楼。
北校区和南校区综合教学楼全天停课，东南片区教学楼上午
停课，需要补课的教师请与教学秘书联系，网上提交申请。
（四）考务办设置
语言级别

CET4

考 务 办

地

点

负责考场

考场数量

第一考务办

北校区 5N-101

001-049

49

第二考务办

北校区 5N-102

050-106

57

第三考务办

北校区 12-111

107-12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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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级别

CET6

考 务 办

地

点

负责考场

考场数量

第四考务办

南校区综合教学楼 N201

001-094

94

第五考务办

南校区综合教学楼 N202

095-185

91

第六考务办

东南片区教学楼 207

186-243

58

第一考务办

北校区 5N-101

001-049

49

第二考务办

北校区 5N-102

050-106

57

第三考务办

北校区 12-111

107-120

14

第四考务办

南校区综合教学楼 N201

001-076

76

第五考务办

南校区综合教学楼 N202

077-164

88

二、考生要求
（一）准考证由考生登录报名系统自行下载打印，下载时间：
12 月 3 日 9 时-12 月 14 日 24 时（请使用电脑登陆，支持浏览器：
谷歌、火狐）。
（二）结合“山东省公安机关侦办考试作弊案例”
（附件 1）认
真阅读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笔试
考生的一封信》（附件 2），按照省、市要求，全体考生签订《CET
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附件 3）
，承诺书由学院存档半年，备查。
（三）熟悉《CET 考生注意事项》
（附件 4）、
《CET 考生须知》
（附件 5）
、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教育部令 33 号节选，
第二章第五条至第十七条，附件 6）和《山东农业大学本科生考
试违纪作弊认定及处理办法》
（山农大办字[2019]23 号，附件 7）
，
了解考试程序，充分认识作弊、违纪等不良行为对个人和学校的
危害，自尊自爱，诚信应考，切实维护良好的考风考纪。
（四）按规定时间（上午 8：45，下午 14：45）开始入场，
入场开始 15 分钟（即上午 9：00，下午 15：00）后禁止入场。
（五）入场时必须主动出示准考证以及有效身份证件（下列
证件之一：居民身份证、军人及武警人员证件、户口本、公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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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部门开具的贴有近期免冠照片的身份证号码证明、护照、港澳
居民身份证等）
，无有效身份证件可持校园卡，无有效身份证件且
校园卡信息模糊者，务必在考试当天之前到学院开具证明,考试当
天凭所在学院开具的证明信入场，证明信上必须贴有考生本人近
期免冠照片，且照片上加盖学院公章。
（六）CET 考试实行考试封闭区入口和进入考场两次安检制
度。第一次安检是考生进入考试封闭区时，除有效身份证件、准
考证、2B 铅笔、黑色签字笔、橡皮等考试必需物品外，任何背包、
书籍、笔记、资料、报刊、草稿纸以及各种无线通讯工具（手机、
手环等）
、录放机、电子记事本等违规物品不得携带入场，请考生
将禁带物品提前安置好，考点不负责保管考生物品。第二次安检
是考生进入考场时，配合监考老师进行证件和违禁物品检查。
（七）考生应自觉遵守考试纪律，诚信应考，拒绝作弊行为，
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保持良好的考试秩序。
（八）严禁考生以任何理由携带手机进入考区。严禁将考试
材料、考试环境等与考试相关信息进行传播。严禁找人替考、替
他人考试、利用手机等通讯设备作弊等各类作弊现象发生。严禁
考生将试题册、答题卡、答题纸等考试材料带出考场等。
（九）做好考前听力试听。北校区：波段 FM，频率 73，试听
音乐均为《梁祝》
；南校区：波段 FM，频率 74，试听音乐均为《梁
祝》
。试听时间：12 月 12 日至 13 日，每天下午

3

在考前将接收设备调试好以后，不要再做其它调试，以免影响考
试时正常接收。
特别提示在东南片区教学楼应考的考生，东南片区教学楼听
力播放方式为使用教室内的有线广播系统播放听力，但为确保万
无一失，考生也必须自备耳机，并提前试听。以防止有线播放系
统故障，启用无线播放系统时使用。
三、监考教师要求
（一）监考教师认真学习山东省教育厅《关于从严治考切实
加强教育考试安全工作的通知》
（鲁教招字〔2019〕6 号,附件 8）,
熟悉《CET 监考注意事项》
（附件 9）
，严格执行《CET 监考员须知》
（附件 10）、
《CET4、CET6 考务流程要点》
（附件 11）、
《CET4、CET6
操作规程》
（附件 12）和《CET 考试信号》
（附件 13），请提前熟
悉监考规则，掌握监考程序。
（二）考场内严禁使用手机等通讯设备，严禁以任何形式向
外发布考场内信息。
（三）全员签订《考试安全和考风考纪责任书》
（附件 14），
考前由学院组织本院监考教师统一签订，责任书签字确认表报教
务处考试科。
（四）牢记监考校区和监考时间。按时到达考务办（上午 7:30
前，下午 13:30 前）。到南校区监考的教师请注意班车时间。12
月 14 日 7:00 在北校区班车点乘车前往南校区，下午没有监考任
务的教师 12:00 在南校区班车点乘车返回，下午有监考任务的教
师 18:00 在南校区班车点乘车返回，尽量提前到达，以避免耽误
乘车。发车地点：北校 1 号楼南（花坛前）
。
（五）监考教师考前需随机抽号确定监考考场，请在考务办
门口抽号后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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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着“以生为本”的原则，请在考前认真清场；在考试
过程中，对有作弊企图的考生提前予以警告，预防作弊现象发生。
（七）为严肃考试纪律，加强考试安全管理，根据山东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关于加强社会证书类考试考务工作人员管理的紧急通
知》
（附件 15）要求，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考务管理人员不
得使用非在职在编人员，各部门（学院）严格按照通知要求执行。
（八）监考教师在考务办现场领取佩戴由山东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统一制作的监考证。
四、其他要求
（一）为严肃考风考纪，省考试院要求全国大学生英语四六
级考试期间各个考场的监控摄像全面启动，并安排省考试院巡视
人员、纪委、学工、公安等人员在监控室全面监督检查各个考场
情况，请各学院考前传达给每位监考教师和考生，并提前做好学
生考前教育、监考教师培训，认真组织学生学习考试管理方面的
有关规定和本次考试的具体要求，同时提醒学生考前做好试听、
证件、文具等准备工作。
（二）为杜绝各种形式的作弊，充分体现考试的公正性，考
点 设 立 举 报 电 话 ： 8242415 ， 举 报 邮 箱 ：
Email:qgkong@sdau.edu.cn）
。
附件：相关附件可在教务处主页教务公告中下载学习。
1. 山东省公安机关侦办考试作弊案例
2. 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笔试考生的一封信
3. CET 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4. CET 考生注意事项
5. CET 考生须知
6.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 33 号节选，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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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五条至第十七条）
7. 山东农业大学本科生考试违纪作弊认定及处理办法（山农
大办字[2019]23 号）
8.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从严治考切实加强教育考试安全工作
的通知
9. CET 监考注意事项
10. CET 监考员须知
11. CET4、CET6 考务流程要点
12. CET4、CET6 操作规程
13. CET 考试信号
14. CET 考试安全和考风考纪责任书
15.关于加强社会证书类考试考务工作人员管理的紧急通知

教 务 处
2019 年 12 月 6 日

拟稿人：孔庆国

核稿人：任新星

签发人：董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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