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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下半年(第 62 次)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报考通知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考点 

 

学校各院系： 

接教育部考试中心通知，按照省考试院要求，第 62 次全国

计算机等级考试将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至 9 月 26 日（具体时间

以准考证为准）举行。 

本次考试报名工作将使用考试中心统一部署的报名系统，采

用网上报名和缴费的方式，社会考生和我校学生均可选择我考

点报考。现将第 62 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名相关工作通知如

下： 

一、报考要求 

选择我考点报考的考生同次最多只能报考两个科目,严禁学

生在我考点报名后又在其它考点报考同一科目。同次考试考生

只能在同一省级承办机构报名，不允许跨省报考，否则将按违

规进行处理。 

原则上，我校开设《计算机基础》课程班级的学生均须报

名考试，科目与级别不限。 

*2021 年起，一级、二级相关 MS Office 科目应用软件升

级到 2016 版（中文专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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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考等级(类别)及大纲 

级别 科目名称 

科目 

代码 

考试 

方式 

考试 

时间 

考试大纲 

一级 

计算机基础及 MS Office

应用 

15 机考 90 分钟 

一级计算机基础及MS Office应

用考试大纲（2021年版） 

二级 MS Office 高级应用 65 机考 120 分钟 

二级MS Office高级应用考试大

纲（2021年版） 

 

三、整体时间安排 

工作

步骤 

内容 时间节点 

1 准备 2021 年 6月 22 日前 

2 网上注册、上传照片、缴费 2021 年 6月 22日 14:00 至 6月 28日 17:00 

3 准考证打印 2021 年 9月 10 日 09:00 以后 

4 考试 2021 年 9月 25 日至 9月 26 日 

5 证书邮寄申请 考试成绩公布后一周以内（11月初左右），不再另行通知。 

 

四、体系及合格标准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计分，但以等第分数

通知考生成绩。一级考试为 90 分钟，满分 100 分；二级无纸化

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满分 100 分。 

考试成绩等第共分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等；90－

100 分为优秀、80－89 分为良好、60－79 分为及格、0－59 分

为不及格，教育部考试中心不再公布考试分数，考试结果以等

第形式公布。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设计、印制、颁发《全国计

算机等级考试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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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考各阶段注意事项 

第一阶段 准备工作 

1. 准备报名所需的电子照片。 

照片规格要求： 

1）照片应为考生本人近期正面免冠

彩色证件照（PS 处理照、生活照、

自拍照、扫描的照片无效）。 

2）照片尺寸最小为 192×144（高

×宽），成像区大小为 48mm×

33mm（高×宽）。 

3）照片文件应为 jpg 格式。 

4）照片文件大小要求：20KB-200KB。 

2. 支付准备： 

缴费支付方式为支付宝或易支付（网上银行）。开通网上银

行或支付宝，并存有足够支付考试费的金额。 

3. 报名系统推荐访问浏览器： 

火狐、谷歌，支持 IE9.0 以上版本。使用 360 浏览器时，有

部分控件不能显示，不建议使用。 

4. 注册 ETEST 通行证账号： 

ETEST 通行证账号在考试中心所有使用 ETEST 通行证的考务

系统中通用，如电子邮箱或手机已经注册过通行证，则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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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登录。没有账号的考生需提前申请账号，电子邮箱和手机

号都是必填项，并且以后可用来找回密码。 

第二阶段 网上报名 

1.报名时间： 

2021 年 6 月 22 日 14:00 至 6 月 28 日 17:00 

2.符合报名条件的同学登录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网上报名系

统（https://ncre-bm.neea.cn/）进行网上报名报考，按要

求填写本人报名信息、上传电子照片（见照片规格要求）。

确认无误后，在 1 个小时内完成缴费操作。网上报名系统关

闭后不再接受学生缴费和报考。 

3.考点选择：请选择“（51）四川省”登录，再选择“(510005)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考点。 

第三阶段 打印准考证 

1.开始时间：2021 年 9 月 10 日 09:00  

2.成功报名 2021 年 9 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考生，自行登

录网上报名系统（https://ncre-bm.neea.cn/）用报名时的

账号登录打印本次考试准考证。自考办公室不提供准考证打

印服务。 

第四阶段 参加考试 

1. 时间：2021 年 9 月 25-26 日，具体时间以准考证上时间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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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求：①考生须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属于有效身份证件），两证齐全方可参加考试；②考

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候考室（详见准考证）抽取机位；

③考试期间不得携带通讯工具；④考试期间不得携带任何书

籍、笔记本、纸张等。 

第五阶段 申请证书直邮 

NCRE 证书直邮是教育部考试中心为当次参加且获得全国

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合格证书的考生直接邮寄合格证书到

考生指定地址的服务（同时证书将不再发放到考点）。考生应

在规定时间内在中国教育考试网（http://zszy.neea.edu.cn）

提交申请（一般是考试成绩公布后一周内申请），填写正确的

邮寄地址及联系电话并缴纳相应邮寄费用。 

六、报考费用 

按川发改价格〔2017〕467 号文件执行，80 元/科次。 

七、注意事项 

1. 报名时考生务必认真核对自己报考的级别、姓名和身份证

号码等各字段，按照要求选填班级信息。 

2. 身份证号码和姓名须与在校学籍信息保持一致。 

3. 考生完成信息填写和照片上传后，须在 1 小时内完成缴费

操作，否则数据将自动删除。 



 

-6- 

4.支付完成后，系统会自动完成页面跳转，考生确认是否缴费

成功。如交费后仍显示“未支付”，请点击“更新支付”刷

新页面，请勿重复缴费。 

5.如遇到支付窗口不能弹出，请修改浏览器相关拦截设置。 

6. 考生照片必须是数码相机拍摄,不可扫描照片，不得进行处

理。PS 处理照、生活照、自拍照、扫描的照片无效。如不

符合要求，报名数据作废，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7. 请各考生牢记自己报名时的账号和密码，忘记密码的考生

只能通过报名时注册的邮箱和手机号找回密码，学校无权

限处理。 

8. 证件要求：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台湾、港澳居民往来通行

证，军人证件，护照。 

9. 考生应携带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参加考试。 

10. 考试时一切通讯工具不得带入考场。 

考点咨询电话：028-872132725 

特此通知。 

 

附件: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考生网报说明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自学考试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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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考生网报说明 

一、 注册账号 

使用系统网上报名需要 ETEST通行证账号。若考生已有账

号，则可直接登录，若考生没有账号，则需要先进行账号注册。 

考生可以通过系统入口进入登录页面，通过登录页面“点

击注册”的链接跳转： 

 

也可以直接访问通行证管理网站

https://passport.etest.net.cn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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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册是在通行证管理网站进行的，不是 NCRE 的考务管理网站。注

册完毕后手动返回到 NCRE 报名入口。 

2. ETEST通行证账号在考试中心所有使用ETEST通行证的考务系统中

通用，如电子邮箱或手机已经注册过通行证，则可直接登录。 

 

填写电子邮箱，手机号进行注册。注意：电子邮箱和手机号都是必

填项，并且以后可用来找回密码。 

二、 考生报名 

考生报名、打印准考证：https://ncre-bm.neea.cn 

考生可访问统一的报名网址，然后选择所要报名的省份入

口[（51）四川省]进行报名。 

 

点击考生报名入口，进入考生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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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写考生注册的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2. 登录成功后跳转到 NCRE 考试报名系统首页，点击开始报名 

 

3. 勾选接受报名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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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写考生证件信息（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 

 

5. 进入报名报考信息采集页面 

 

注意：该页面标记为红色*的和班级都为必填项。务必正确选择考点

（510005-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6. 进入照片信息采集页面（相片要求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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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报名信息页面 

 

8. 考生支付： 

（1） 点击“支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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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认报考信息，勾选确认个人信息及报考信息无误。 

 

（3） 点击“确定”按钮： 

 

（4） 选择支付方式进行支付。 

9. 报名完成，考试前 20 天内登陆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