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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8/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4_B8_8B_c98_238363.htm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有关规

定，现将2007年下半年北京市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名考试

工作安排公布如下：一、考试科目和报名时间：2007年下半

年开考4个级别14个科目，分别为：一级（一级MS Office、一

级WPS Office、一级B），二级（C语言、Visual Basic、Visual

FoxPro、Java、Access、C ），三级（PC技术、信息管理技术

、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四级。报名时间：2007年6月16

日至6月22日。二、招考对象和报名办法：考生不论年龄、职

业、学历，均可根据自己学习和使用计算机的实际情况，选

考不同的科目。考生一次考试只能在一个考点报名，并且只

能报考一个科目。考生携带居民身份证（现役军人凭军人身

份证件、未成年人带户口本，均备复印件一张）到就近考试

点报名，交本人近期正面免冠两寸浅蓝色背景照片两张或按

考点要求参加摄像，并缴纳报名考试费。 一级考试全部采用

上机考试形式，二、三、四级考试采用笔试和上机考试相结

合的形式。上次考试笔试和上机考试中仅其中一项考试成绩

合格的，本次报名时必须出示上次考试成绩单（隔次无效）

，考试成绩合格的该项可免试，只参加未通过项的考试，缴

纳未通过项的报名考试费。三 、考试时间：笔 试：2007年9

月22日上午考试时间：二级(Visual Basic、Visual FoxPro、Java

、Access、C ） 90分钟；二级C语言、三级（PC技术、信息管

理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120分钟；四级180分钟。

上机考试： 2007年9月22日至27日考试时间：二级C、三级



（PC技术、信息管理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四

级60分钟；一级(一级MS Office、一级WPS Office)、一级B、

二级(Visual Basic、Visual FoxPro、Java、Access、C ）90分钟。

四、证书：考生笔试、上机考试成绩均合格者，由教育部考

试中心统一颁发相应等级的合格证书；笔试、上机成绩均优

秀者，证书加盖“优秀”字样。北京教育考试院规定，凡取

得本证书的考生，在报考普通高校高职和成人高校高职相关

专业时，经招生学校认定，可以免试专业考核的部分内容，

有关规定请叫堍相关院校。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关于转发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教育部考试中心部分考试收费标

准的通知〉的通知》（教试中心[2003]2161号）文件要求，考

生领取证书时需另交证书费。五、考试成绩查询：2007年11

月 19日起，考生可通过声讯台或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本

次考试成绩。声讯台电话：1606786、96000166；北京教育考

试院网站网址：www.bjeea.cn。六、考试点：报考不同等级的

考生可到以下不同级别考点报名：（一）可报考一级、二级

考试点：北京教育学院培训中心（东城区鼓楼外大街56号

84120663 ）北京市商务局教育中心（朝阳区来广营乡清河营

甲3号 84639642 ）北京市医药器械学校（朝阳区北苑路6号

84922728 51348314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西城区西直门内南

小街小后仓胡同甲36号 66561869 ）北京市通州区成人教育中

心（通州区玉带河大街54号 69551297 69557525 ）北京市建筑

材料工业学校(房山区琉璃河车站东街22号 69320764 )北京市

房山区申宝教育培训中心（房山城关北大寺街12号 89326304 

）北京中华商科学校（通州区运河西大街9号 51430085

51430478 ）北京市电子工业学校（丰台区花乡辛庄90号



63738051 63788257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海淀区西四环北

路132号 88466817 )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丰台区

方庄芳古园二区9号 8767594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成人教育学

院（宣武区枣林斜街55号《广安门中学内》 83537075

83537006 ） 北京市中医学校（通州区梨园镇杨家洼 81530400 

）北京金融学院（海淀区西三旗路口向东新都环岛南侧

51617192 ）北京吉通研修培训学校（东四北大街十四条胡

同100号 64008187 64021994 ）北内集团总公司培训中心（朝阳

区广渠路31号 87774894 67794778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东城

区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41号 65231213 ）北京市汽车工业学校

培训中心（朝阳区金台路甜水园甲1号 65005249 65061132）北

京二轻工业学校(大兴区亦庄凉水河一街9号教学楼126室

67850658 )北京市经济管理学校（海淀区北洼路83号 68725397

68415007 ）北京水利水电学校（朝阳区定福庄东里1号

65772822 ）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朝阳区双泉堡科荟西路

甲2号 648540522005 ）北京市回民学校培训中心(宣武区广内

大街223号 83157735 63170703 )北京市房山区房山职业学校（

房山区兴房大街52号 69323705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西城区

展览馆路1号 68322272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通州校区（通州区

芦庄1号 89532095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海淀区香山普安店29

号 82595034 82595099 ）北京现代职业学校（崇文区永定门内

东街7号 67016286 ）北京市供销学校（丰台南苑福利农场 供

销学校教务科 60222462 ）北京市房山区第二职业高中（房山

区窦店镇望楚村 89373509 ）北京计算机教育培训中心（昌平

区沙河镇 51731847 ）（二）可报考一级、二级、三级考试点

北京联合大学考试中心（朝阳区北四环东路97号 实验楼205室



64900829 64900820）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朝阳区左家庄北

里2号 64687697 64608234 ）北京师范大学（新街口外大街19号 

新主楼A区102室 58803682 58807964 ）首钢工学院（石景山区

苹果园地铁站北侧 北楼202室 887251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德外朱辛庄北农路2号教Ⅱ楼 51963506 ）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东区）（朝阳区红庙 1号楼210室 65976452 ）北京市昌

平区计算机考试培训中心（昌平区昌平镇东环路88号

69726840 89715234 ）北京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海淀区学

院路30号 62334013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顺义府前

西街 69447801）武警北京指挥学院（朝阳区安外北苑辛店村

8492226631296 ）首都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西三环北路56

号 教学楼233室 68902770 ）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燕郊交

干院 计算中心三楼 61592142 ）北京市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宣

武区右安门内大街79号 83533568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本校

：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4号 64723496 ）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

院（朝阳区花家地街19号 84717728 647222332148 ）北京工业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西区（海淀花园村车公庄西路35号

88514277 88514231 ）北京市科协电脑天地学校（崇文区永外

西革新里98号 67272426 67235031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怀柔分

校（怀柔区小中富乐一区188号8号楼电大 89686157 89686117 

）铁道部党校（海淀区北太平庄路27号 51949905 51871791

51949746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平谷分校（平谷区建设西街1号

69983364 ）北京市门头沟区计算机培训中心（门头沟新桥南

大街19号 69844715 69831649 ）北京工业大学（朝阳区平乐

园100号 67391661 67392922 ）中央民族大学（海淀区中关村南

大街27号 考试中心 68932439 ）中华女子学院（朝阳区育慧东



路1号 教学主楼三段六层 84659110 84659114 ）北京市丰台职

工中等专业学校（丰台区望园东里23号 63814347 ）北京印刷

学院（大兴黄村兴华北路25号 教务处 60261056 ）北方工业大

学（石景山区晋元庄路5号 计算中心设计二楼 88803039 ）中

国管理软件学院（海淀区东北旺唐家岭土井路39号 89152699

62986056 ）北京市西城区经济科学大学培训中心（西直门内

南草厂街22号 66560173 ）北京市石景山区业余大学（石景山

区八角北路7号 68875355 ）北京信息工程学院(海淀区清河小

营东路12号 82426899 )北京物资学院（通州区富河路1号北京

物资学院教务处 89534631 ）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大兴

区黄村林校北路8号 692434917707 ）（三）可报考一级、二级

、三级、四级考试点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电教大楼307室

6275191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协（北航科技开发楼A座300

号 （北航6号楼南） 82317880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朝

阳区惠新东街5号 64918613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交大思源东

楼4层 51683612 ）装甲兵工程学院（丰台区长辛店杜家坎21号

教务处 66719412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朝阳区东坝红松

园北里甲1号 65492837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