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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务处 
   教务通[2021]1号 

                  

关于组织第 60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考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21 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名

工作的通知》（湘教考社字〔2020〕8号）要求，湖南省 2021年上半年第 60次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定于 2021 年 3 月 27 至 29 日举行。根据规定，从本次考试

采用全国版报考系统（https://ncre-bm.neea.cn）进行报名，为做好本次考试报名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考时间、报考对象及开考科目 

1.网报开放时间：1月 7日 09:00—11日 19:00。 

准考证打印开放时间：3月 15 日 10:00至开考前。 

2.报考对象：我校统招全日制本、专科生。 

3.考试级别：NCRE实施 2021版考试大纲，并按新体系开考各考试级别。本

次我校开考科目如下： 

科目级别 科目/语言 语言代码 

  一 级 
计算机基础及 WPS Office 应用（新增） 14 

计算机基础及 MS Office应用 15 

二 级 

C语言程序设计 24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28 

Access 数据库程序设计 29 

C++语言程序设计 61 

MS Office 高级应用与设计 65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66 

WPS Office高级应用与设计（新增） 67 

三 级 
网络技术 35 

数据库技术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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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级别 科目/语言 语言代码 

三 级 

信息安全技术 38 

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 39 

Linux应用与开发技术（新增） 71 

四 级 网络工程师 41 

二、报考须知 

1.获证条件：一级、二级、三级考试合格即可获得证书，四级获证条件必须

已经或同时获得三级相关证书（2019 年 9 月通过四级科目未取得证书的考生，

其 2019 年 9月四级成绩在今年 12月考试取证时仍有效）。  

2.各级别考试均为无纸化机试。一、四级机考时间为 90 分钟；二、三级机

考时间为 120分钟。 

3.按《湖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发布全省教育系统行政

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18〕531 号）文件规定，NCRE

一、二、三级考试报名费为 95元，四级为 145元。 

4.按照省考试院的文件规定，我校在籍学生在本考点报名（本校考点代码：

430017，考点：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社会考生可至长沙市教育考试院计算机考

试中心（考点代码：430052）报名。 

5.本次考试缴费采取考生个人网报支付。考生通过网报系统缴费后会生成一

个有效订单号，该类考生信息会被系统锁定，考点不能删除；未缴费考生不产生

订单号，无订单号的考生信息保留 24 小时，如超过 24小时未缴费，系统将自动

删除该类考生报名信息。 

6.因学校考场容量有限，本次考试限报 6000 人次（其中一级 MS Office 限

报 1150 人次、二级 MS Office限报 2400人次），系统达到限报人次后，将不再

接受报名，可到接收社会考生的考点报考。 

7.根据考试院下发文件及考试发展趋势，本次考试新增了计算机基础及 WPS 

Office 应用（一级）、WPS Office 高级应用与设计（二级）和 Linux 应用与开

发技术（三）三个科目，欢迎广大考生积极报考。 

8.为节约考试资源，将考试机会让给真正需要的考生，本次缺考考生将取

消报考下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资格。 

三、报考方式及准考证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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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生在规定的网报开放时间段内登录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名系统

（https://ncre-bm.neea.cn）进行网报并按要求按时缴纳报名考试费（具体操

作流程详见附件 1），逾期不予补报。 

2.报名时考生应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含临时身份证）、台湾居

民往来大陆通行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和护照。 

3.考生须确保考生所有报名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性，尤其是保证出生日

期信息的正确性。特别注意考生姓名只能包含中文字符、字母，不连续且不在首

尾的•（全角点）、其他字符（包括空格符）均为无效字符。 

4.考生须规范上传照片，保证上传照片文件大小为 20KB-200KB，防止无效

照片，无照片考生禁止参加考试。 

5.考生报名成功后，视同其报名信息已经本人核准认同，不得修改。 

6.准考证打印：从本次考试开始，准考证由参考考生自行登录报考网址打印。

打印开始时间为 3月 15日 10: 00，参考时必须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和准考证，二

证缺一不可。 

四、其他事项 

1.考试结果不再公布具体分数，以等第形式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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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试科目大纲见附件 2，教材版本见附件 3。 

3.咨询电话：88127480（咨询考试相关信息）。 

4.教育部考试中心证书补办及成绩查询网站：http://chaxun.neea.edu.cn。 

 

附件： 

1.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报名系统考生网报手册 

2.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考试大纲（2021年版） 

    3.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教材目录（2021年版）                                               

教 务 处 

2021年 1月 4日 

 

 

 

http://chaxun.nee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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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报名系统考生网报手册 

一、 网址入口 

公网： 

通行证管理网站： https://passport.neea.cn 

前台考生报名、打印准考证： https://ncre-bm.neea.cn 

 

教育网： 

通行证管理网站： https://passport.neea.edu.cn 

前台考生报名、打印准考证： https://ncre-bm.neea.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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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报名，也可

通过各省发布的报名网址进入报名。 

 

点击考生报名入口，进入考生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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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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注册账号 

使用系统网上报名需要 ETEST 通行证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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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a.cn）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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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注册是在通行证管理网站进行的，不是 NCRE 的报名网站。注册

完毕后，需要通过浏览器的后退功能或者地址栏输入地方的方式返回到

NCRE 报名入口。 

2. ETEST 通行证账号在考试中心所有使用 ETEST 通行证的报名系统中通

用，如果电子邮箱或手机已经在其他考试中注册过通行证，在 NCRE 报

名系统中进行网上报名时无需再次注册。 

3. 点击用户注册： 

 

填写电子邮箱，手机号进行注册。 

注意： 

1) 电子邮箱和手机号都是必填项，都可以用来作为账号登录、找回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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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能收到电子邮件、短信 

2) 个人资料为选填，与 NCRE 报名无关 

三、 考生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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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报名，也可

通过各省发布的报名网址进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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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阅读并勾选遵守本考次疫情防控考生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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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填写考生证件信息（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 

 

6、 进入报名报考信息采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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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身份信息、基本信息、联系信息、在校信息的填写，完成报考考点、报

考科目的选择，勾选“我保证以上信息是真实和准确的”，提交。 

注意： 

1) 该页面标记为红色*的都为必填项 

2) 请仔细检查姓名填写是否正确 

3) 如姓名中含有生僻字，当前浏览器无法正常显示，可以尝试对生僻字支

持最好的 IE 浏览器（IE9 及以上版本） 

7、 进入照片信息采集页面 

 

8、 报名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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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要审核考生信息的考点，考生必须先提交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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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提交信息审核”按钮， 

 

点击“确定”按钮， 

 

 

考生信息变为“待审核”状态，此时考生不能修改报名信息。 

若考点设置审核信息不通过，则考生可根据考点填写的不通过原因进行修

改，重新提交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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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生需要通过进入修改报名信息页面去修改个人基本信息 

 

 

3) 考生需要通过进入修改照片信息页面去修改照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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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完个人基本信息和照片信息， 

 

再次点击“提交信息审核”按钮 

 

考点确认信息无误后，通过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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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审核状态已通过，已审核通过的考生不能修改个人基本信息和照片信

息。 

注意：若考点不需要信息审核，则考生可跳过上面的审核相关步骤，直接进

行支付操作。 

9、 支付和健康情况声明书 

点击“支付”按钮， 

 

弹出支付确认窗口同时，页面会弹出《健康情况声明书.pdf》下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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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需要下载打印，按照声明书要求和本考次疫情防控考生须知相关要求完

成相关工作。 

健康情况声明书会在打开以下页面时弹出提示下载： 

1) “支付”按钮打开的确认弹窗页面 

2) “更新”按钮和“查看订单详情”打开的订单信息页面 

3) “打印准考证”按钮 

确认报考信息，勾选确认个人信息及报考信息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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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按钮： 

 

选择支付方式进行支付即可。 

注意：考生如果跨考点报名的话，必须要注册 2 个通行证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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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考试大纲（2021 年版） 
 

级别 大纲名称 

一级 
一级计算机基础及 WPS Office 应用考试大纲（2021 年版）点击下载 

一级计算机基础及 MS Office 应用考试大纲（2021 年版）点击下载 

二级 

二级 C语言程序设计考试大纲（2018年版）点击下载 

二级 Java 语言程序设计考试大纲（2018年版）点击下载 

二级 Access 数据库程序设计考试大纲（2021年版）点击下载 

二级 C++语言程序设计考试大纲（2018年版）点击下载 

二级 MS Office 高级应用与设计考试大纲（2021年版）点击下载 

二级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考试大纲（2018年版）点击下载 

二级 WPS Office 高级应用与设计考试大纲（2021 年版）点击下载 

三级 

三级网络技术考试大纲（2018 年版）点击下载 

三级数据库技术考试大纲（2018 年版）点击下载 

三级信息安全技术考试大纲（2018年版）点击下载 

三级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考试大纲（2018年版）点击下载 

三级 Linux 应用与开发技术考试大纲（2021年版）点击下载 

四级 四级计算机网络考试大纲（2018 年版）点击下载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de6aaa36c89f9f42d2d026b9116c9c3b.pdf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f891645a96d29fead2cc6d39aefc5103.pdf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8c2d01f0968f3aa1224f500000a0ce4f.pdf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7eba317442f41ca98e6b9a5524f02762.pdf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8da820325943c685497d94c65a2d3e5e.pdf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ac9a46576cc88d4c751877c1ecd5cc97.pdf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af7838a761d65023466a417e4ad461d7.pdf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c707e8b7df16fc622921481aca19ed6a.pdf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b278fc6a9b26c18589f505629968226b.pdf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425db3316d1b0177c83eae11cd303e84.pdf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d272b1ef89b3832235ad6bb3be802a91.pdf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f9273eebb74278c0ac4a46df568ddedc.pdf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881297f0f7d1738613b1115bd0bea2a0.pdf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70a833c7b9365447fef1892120cb60f6.pdf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01a21441a9fc8ae587ead183b92785b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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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教材目录（2021 年版） 

 

课程代码 教材名称 

114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教程——计算机基础及 WPS Office 应用（2021 年版） 

115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教程——计算机基础及 MS Office 应用（2021 年版）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教程——计算机基础及 MS Office 应用上机指导（2021 年版） 

224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教程——C 语言程序设计（2021 年版） 

228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教程——Java 语言程序设计（2021 年版） 

229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教程——Access 数据库程序设计（2021 年版） 

261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教程——C++语言程序设计（2021 年版） 

265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教程——MS Office 高级应用与设计（2021 年版）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教程——MS Office 高级应用与设计上机指导（2021 年版） 

266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教程——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2021 年版） 

267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教程——WPS Office 高级应用与设计（2021 年版） 

335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教程——网络技术（2021 年版） 

336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教程——数据库技术（2021 年版） 

338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教程——信息安全技术（2021 年版） 

339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教程——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2021 年版） 

371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教程——Linux 应用与开发技术（2021 年版） 

403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四级教程——计算机网络（2021 年版）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17.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20.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23.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31.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32.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33.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36.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45.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46.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47.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50.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51.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53.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56.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57.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60.jpg
http://ncre.neea.edu.cn/res/Home/2012/201221369.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