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意坤 CILS、CELI 考试中心  

 北京中意坤 CILS/CELI 考试中心  北京市海定区中关村南大街乙 12号院 1号楼天作大厦 B座 15层 1501-1503室

ESAME   CELI 

佩鲁贾外国人大学意大利语等级考试报名表 

一、报考级别（请在所报级别后打√ 只能选①或②不能同时选择） 

①正常报考：celi: A1 A2    B1 B2 C1 C2    

B1 B2 C1 C2     口试 A2②  补考科目：celi: A1                                         笔试 

二、相关说明          考试咨询邮箱：esameitaliano@163.com 

1. 注意事项：

◼ 请认真、如实填写各项信息，否则出现问题我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 学生报名时，需持本人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一份

◼ 外地学生可发邮件报名，内容包括报名表、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及汇款底单，详细报名方式参见

《中意坤等级考试报名须知》。

◼ 学生参加考试时，必须携带与报名时一致的证件原件，否则不允许参加考试

2. 若因信息不符或汇款出现问题而影响考试，北京中意坤 CILS/CELI 考试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

3. 考试地点：

北京考点：北京市海定区中关村南大街乙 12 号院 1 号楼天作大厦 B 座 15 层 1501-1503 室 

沈阳考点：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73 号佳兆业中心 B 座 1101 室。 

石家庄考点：石家庄市裕华区槐安东路 152 号金源商务广场 B 座 1015 室。 

郑州考点：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财富广场 1 号楼 1403 

济南考点：济南市中区经四路万达广场 B 座 1910 室 

姓（汉字）  名（汉字）  

姓（拼音）（nome） 名（拼音）（nome） 

性别(genere) 

女 F 

男 M 

出生日期（data di nascita）： 国籍 (nazionalita’)：

身份证号码(carta di identita’)或护照号码 (passaporto)：

联系电话（contatto）： E-mail （请写两个） :

出生地址 （非直辖市写省）(luogo di nascita)： 

注：确保出生地址与护照一致,因为证书里含有出生地址,若填写错误,则会影响办理签证！

是否参加过 CELI考试： 是   否 考号：_________________（如忘记，可告知我方，我方负责查询）

现居住地（省、市、区）（residenza）： 

所报考的考试时间：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考点（请选择）： 北京____ 沈阳____  石家庄____  

郑州____ 济南____  天津____ 长沙____ 

如考试费汇款账号非考生本人，请提供汇款人姓名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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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考点：天津市河北区天纬路 4 号 

长沙考点：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319 号绿地中心 T3 栋 905 室 

4. 已报名考试的学生若因个人原因需要退费，则必须在报名截止日期前通知学校，超出报名截止日期一律

不受理。

5. 报名流程：

下载报名表 - 邮件发送报名材料 - 收到报名成功邮件 - 核对报名信息 - 收到电子版准考证（考前一周

内） - 参加考试 - 领取意大利语等级证书

中意坤意大利语等级考试报名须知 

注意：为规范中意坤意大利语等级考试报名流程，更加高效、无误地完成考试报名工作，特制定《中

意坤意大利语等级考试报名须知》，请所有报名考生仔细阅读，如有因未遵循本《报名须知》（以下简称报

名须知）所述要求，而造成的任何损失，由考生自行承担。 

1. 报名时间

每次考试所涉及的具体报名开始和截止时间，请参看中意坤官方网站或者关注中意坤微信公众号：中意坤

教育，请务必在报名截止之日前提交全部报名材料。 

2. 报名材料及方式

1) Celi考试报名表（电子版 PDF 文件）

2)身份证件扫描件（图片或 PDF 文件）
3)汇款底单或缴费凭证（图片或 PDF 文件）

以上 3 项材料发送至中意坤等级考试专用邮箱： esameitaliano@163.com , 并在邮件【主题】处标明：

考点--报考时间及级别--姓名，如：北京-3 月 CELI B2- 张三

3. Celi 考试收费标准

所有级别 750 元 

补考费用 750 元 

请考生将当次报名所需费用一次性汇款至以下账号： 

账户名称：杨海祥 

开 户 行：招商银行北京万泉河支行 

账    号：6214 8601 2837 0208 

*** 请务必在汇款备注中写明 考生姓名 考试级别 补考科目 考试时间 ***如没有备注，视作无效转账。 

1. 报名信息核对

我方收到报名材料后，会及时安排报名工作，报名网站所生成的考生报名信息，我方会以邮件的形式发送

给相应考生，请考生务必在收到邮件两日内，仔细核对报名信息，并给予我方邮件确认，如考生逾期未确

认，那么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有考生自行承担。

如考试截止前一天，考生仍未收到我方发出的报名信息确认邮件，请及时联系我方报名 email 地址：

esameitaliano@163.com，只有收我方报名信息确认邮件，方可证明您本次报名成功。

2021 年 12 月 27 日 

北京中意坤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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