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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本《新生入学须知》仅适用于在我校番禺校区就读的国际教育学院全体新生。

说明：

（五）入学途中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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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2020级新同学：

展信佳。祝贺你在高考中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拼搏，顺利实现步入大学校园

的梦想，广东工业大学欢迎你！在正式开始大学生活之前，我们有几点建议想分

享给你：

希望你保持奋斗精神，规划大学须尽早，在未来实现更大的成长成才目

标。大学是新的人生起点，也是实现个人成长成才的重要转折点，希望你能一如

既往地保持学习热情与奋斗精神，尽早规划大学生活与职业目标，情系家国发

展，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需要、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连，在

立志报国、追求卓越的过程中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希望你珍惜学习时光，勤学笃行不懈怠，为迎接人生挑战做更充分的准

备。大学是学习专业知识的殿堂，也是锤炼实践本领的园地，希望你能珍惜来之

不易的学习机会，积极适应大学新的学习模式与学习节奏，树立自觉自律的学习

态度，培养自主学习、系统学习与终身学习的能力，并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在

实践中检验所学、探索未知、开拓创新、锤炼品格，凭真才实学与创新创造能力

为将来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应对更大的人生挑战做好准备。

希望你培养独立人格，立德修身守规矩，争做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大学

生。大学相对自由、开放的氛围与环境为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上提供了更多选择与

尝试的机会，但也带来不少的诱惑与杂音，希望你能培养批判性思维与独立思考

的能力，拒绝投机取巧、人云亦云，拒绝钻空子、走捷径，绝不触碰法律红线，

坚守道德底线，努力通过勤奋学习与诚实劳动创造成绩，收获成功，让充满希望

的青春年华不留污点与遗憾。

希望你快速融入集体，文明交往诚以待，书写下团结友爱的大学精彩故

事。在大学中，你将迎来新的集体生活，是难得的缘分将天南地北、四面八方的

同学们凝聚在同一方课堂中，同一个屋檐下，希望你能在学习与生活中与同学们

以诚相待、用心沟通，在相处中求同存异，对彼此多一些包容与理解、鼓励与帮

助；也希望你能结合个人的兴趣特长，积极参与到班团组织、学生社团等集体活

动中去，在其中施展才华、竞展风采，增长才干、锻炼能力，培养齐心协力的团

队合作精神与自信成熟的人际交往能力，为大学留下美好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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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大学目标。在经过初入读大学的兴奋期后，部分新生会渐渐

感觉学习生活目标模糊缺失，甚至陷入迷茫懒散的状态。因此，请您在孩子入学前多与他

（她）沟通，结合您孩子的具体情况帮助他（她）树立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目标与未来的

职业发展目标等，并引导他（她）制定能付诸实践的行动计划。

请您引导孩子自主学习，自我管理。大学的教学方式与学业评价强调自主参与，而非

强制学习，加之大学学习生活环境相对自由宽松，这就需要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加强自

我管理、自我约束。因此，请引导您的孩子积极适应学校新的教学模式与学习方式，务必

配合学校加强对孩子的学业监督，及时了解他（她）的学习进度与学习成绩，帮助他

（她）树立学习才是大学生第一主业的思想认识，明确优秀的学业成绩始终是日后毕业求

职升学时重要的竞争力之一。

请您引导孩子健全人格，成熟社交。部分大学新生刚脱离中学时期家长、老师事无巨

细照顾管理的阶段，往往会存在较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这在宿舍生活中有时容易造

成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出现矛盾。因此，请引导您的孩子正确认识大学宿舍是集体生活空

间，应学会与宿舍同学和谐相处，遇事主动沟通协调，学会自律自爱自重。此外，也请您

鼓励您的孩子积极参与课外学生活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与义务劳动，在各类集体活动

中培养独立人格，提升人际交往能力。

请您关心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情况。您的孩子离开熟悉的家庭成长环境，来到陌生的

大学求学，可能会遇到很多以往不曾面对的问题，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问题可能被他（她）

放大成为难以逾越的困难或者挫折，甚至演变成心理问题。因此，请与您的孩子保持经常

性联系，时刻关心关注他（她）的思想动态与心理健康状况，特别是当孩子遇到问题或者

情绪低落时，请注意与孩子沟通的方式方法，给予他（她）多一些理解、支持与鼓励，少

一些批评、指责与埋怨，必要时请您主动与学校老师联系，让我们帮助您共同做好关心疏

导与危机干预。

请您加强对孩子的纪律教育。遵纪守法是大学生的基本行为要求，也是同学们顺利完

成学业、顺利毕业的保障。请您务必督促孩子入校报到后认真阅读《广东工业大学学生手

册》及其他学生教育管理服务的相关规定，提醒孩子正确行使个人权利，承担应尽义务，

尤其要引导孩子正确、文明使用互联网，清楚认识到网络空间也不是法外之地，任何在网

络上的违法违纪行为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后果。

《致 2020级新生家长的一封信》回执

随信附上家长回执及征求意见函（见附件），真诚期待您能够与学校密切联系，积极

参与孩子的教育培养工作，共同助力孩子的成长成才。也欢迎您对学校的工作提出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您可以通过登陆我校网站http://www.gdut.edu.cn，或关注我校官方微信公

众号、学生工作处微信公众号（见封面二维码），了解关注孩子在校学习生活动态。 

注：为建立家校联系信息库，请家长认真填写回执，新生入学时须持此回执办理入学

报到手续。

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共同抗击之下，我们赢得了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大胜利。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阶段，请你务必严

格遵照国家相关部门，所属地疾控部门以及学校关于疫情防控的各方面规定

指引与注意事项，继续加强科学防护，安全、有序来校报到入学，共同守护

好当前来之不易的全民抗疫成果。

最后，温馨提醒你及时登录迎新网提前完成线上预报到各项手续，与新

生学长、迎新使者取得联系，学长学姐们将为你顺利入学答疑解惑、提供帮

助。此外，各类针对新生的诈骗活动在开学前夕总是层出不穷，请你和家里

人务必提高警惕，加强甄别，有任何关于入学报到、学杂费缴交的疑问都可

以通过各种官方渠道联系学校进行求证咨询，避免落入不法分子的欺诈陷

阱。

相聚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广工已准备就绪，正敞开怀抱，静候你的

到来，让我们共同扬帆起航，开启一段乘风破浪的大学之旅吧！

尊敬的家长：

您好！首先，恭喜您的孩子在竞争激烈的高考中脱颖而出，以优异成绩考入广东工业

大学，我们向您和您的孩子表示最由衷的祝贺！并真诚感谢您对广东工业大学的信任和支

持!

作为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广东工业大学六十多年来，始终坚持“与广东

崛起共成长，为广东发展作贡献”的办学理念，加强与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推进内涵建

设，办学实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声誉日益提升，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从这里走向社会，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毕业生就业率连年保持在96%以上，在社会中收获“听话、出

活”“好用、实用、耐用”“创新能力强、实践能力强、道德素质好、社会责任感强”的

良好口碑。

如今，您的孩子也是广工学子的一员，我们坚信，在学校、家长、特别是学生本人的

共同努力下，您的孩子一定也能成为未来社会的优秀栋梁与佼佼者。  

然而大学并不就是“百宝箱”“保险柜”，利益的诱惑、学业的压力、安全的风险、

心理的困惑等所带来的成长烦恼，都将更为突出地伴随着您的孩子。此外，近年来部分高

校大学生因违法违纪、心理危机、学业失败或者意外伤害等而中断学业，甚至离开校园的

悲剧时有发生，这些情况都应引起您的高度重视。

因此，为了帮助您的孩子在大学阶段能实现更加全面的心智成长，具备与公民责任相

符的认知与行为能力，从大学生蜕变成社会职业人，我们有几点建议希望能得到您的理

解、支持和配合：

2020级新生家长的一封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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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学校和迎新使者提供优质的新生接待服务，请新生按照录取通知书要求的时

间和地点到校报到，请不要提前报到。因故不能按时入学者，须事先向学校请假。对未

经请假不按期入学或请假逾期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迈入大学校门将是新的人生起点，学校鼓励新生独立自主地开启自己的大学新生

活，建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独立来校报到。

    

 

1.身份证、《录取通知书》和高考准考证

2.个人纸质档案、党团组织关系证明材料

（1）个人档案、团员材料必须保证完整并妥善保管，不可自行拆封。新生报到后按

规定时间统一签收，交档案馆归档。

（2）党组织关系转接

中共党员应携带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电子版介绍信可不携带），该介绍信应由县处

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发出（如是广东省外高校系统的考生则由所在省（直辖市）委教育工

委发出，如是广东省外非教育系统的考生则由省（直辖市）委组织部发出）。广东省党员

原则上一律使用电子版组织关系介绍信，介绍信抬头在广东省党务管理信息系统的“接收

党委”中勾选拟报到的学院党委名称（例如“广东工业大学轻工化工学院党委”，而不是

勾选“广东工业大学党委”）；非广东省（直辖市）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应写“广东

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正文中写明“由XXX去广东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党委”。

9月12日 9月13-18日 9月13-20日

报到 入学教育、组建班团组织等 入学体检

温馨提示：

（一）时间安排

（二）入学必备材料

入学
指引

05 06

专业班级： 家长签名：

    信件已阅，我们知晓并会积极与学校保持沟通联系。（以下可填写意见与建议）     

广东工业大学学生工作处:

学生姓名：

家长联系方式： 家庭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请您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引导您的孩子独自在外

求学生活时，应树立更加严格的安全意识，在外活动、交通出行时应保护好自己的人身与财

产安全，此外，还应引导您的孩子提高警惕，明辨是非，防范各类电信诈骗、网络欺诈，不

参加各类非法社会组织、非法活动等，避免落入非法网贷、非法传销的陷阱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您的孩子虽然已经成年，但仍然离不开父母的监护和管教。因此，

如果您的孩子在校期间因身心等原因需要及时救助时，我们承诺一定会全力以赴，争取第一

时间与您联系告知，并希望能得到您的理解、配合与支持，我们坚信没有什么比您孩子的身

心健康与生命安全更重要！此外，如果您的孩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继续求学时，也请

您及时与学校联系，学校一系列完善、全面的学生资助政策将帮助每一个广工学子顺利完成

学业，我们承诺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与考验，想必每一个你我都

能从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收获到许多新的思考与感悟。目前，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

阶段，请教育引导您的孩子积极适应这一“新常态”，严格遵照国家相关部门，所属地疾控

部门以及学校关于疫情防控的各方面行动指引与注意事项，加强个人科学防护，守卫全民抗

疫成果，帮助孩子备好备足来校途中及到校报到后所需的防疫物资与学习生活用品，让您的

孩子能够安全、健康、顺利地开启大学生活。

最后，感谢您对学校工作一直以来的关注关心，也欢迎您持续指导监督，如果您有任何

疑问、建议或者意见，都可以通过学校各类官方渠道与我们取得联系提出。随信附上家长回

执及征求意见函（见附件），请您填写签名后由您的孩子在开学时上交到所在学院，真诚期

待您的反馈。

学校网站：http://www.gdut.edu.cn

广东工业大学

二〇二〇年七月广东工业大学官方微信 广东工业大学学生工作处微信



(3) 团组织关系转接

属于广东省的团员只需在广东“智慧团建”系统完成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即把团组织关

系转接到当前学校的班级团支部，团籍资料开学后携带交学院新生辅导员与新生档案统一整

理归档；非共青团广东省委管辖的团员则需带上入团申请、入团志愿书、团员证、组织关系

介绍信等纸质版材料上交至学院团委，并在广东“智慧团建”系统进行团员报到。

一、如果你来自广东、且中学

阶段已在广东智慧团建系统完成报

到，请将你的团组织关系转接到当

前学校的班级团支部。具体操作为:

智慧团建报到流程:

3.《户口迁移证》

（3）《户口迁移证》的内容不得有任何更改痕迹，如发现与上述（2）点任何一项

要求不符的，都必须回原派出所重新签发《户口迁移证》。

先扫描下方二维码

关注广工青年汇公众号

点击网上团务选项

再选择智慧团建选项进入系统

选择组织关系转接一栏勾选

“转至广东省内的团支部”

并按照本班助班给出的

团支部名称或组织ID输入进行搜索

点选自己的班级团支部并按要求

填写好相关信息即可发起转接

先扫描下方二维码

关注广工青年汇公众号

点击网上团务选项，再选择

智慧团建选项进入系统

在“我的组织”选项中

搜索本班团支部名称

（名称可询问本班助班）

点选自己班级的团支部

并进行报到

点击团员报道选项并按

系统出现的提示进行注册

广工青年汇公众号

二、如果你来自广东以外的省

份、或来自广东但中学阶段未在广

东智慧团建系统完成报到的，具体

操作为:

以上两个转接操作均需要所在团支部与其上级团委进行审核并通过

后才算完成。如遇特殊问题，可向本班助班反馈并寻求解决办法。

注意

（1）新生可自愿选择是否将户口迁入我校，不迁入我校的不用办理《户口迁移

证》。选择将户口迁入我校的新生，在入学报到前，凭《录取通知书》到户籍所在地派出

所办理《户口迁移证》。迁往地址请写明：“广东省广州市广东工业大学”或“广东省广

州市番禺区市广路11号广东工业大学”，户籍所在地派出所为“钟村派出所”。

①《户口迁移证》上的姓名须与《录取通知书》、《居民身份证》上的一致；

（2）《户口迁移证》上的各项内容必须填写清楚

②《户口迁移证》上的身份证号码须与《居民身份证》上的一致；

③“出生地”、“籍贯”栏应详细到具体“××省××市”或“××省××县”；

①新生入学时未办理户口迁移的，在校期间不得再办理户口迁移；

③凡户口迁入学校的新生，中途退学或毕业户口迁出，其户口性质都为“非农业

集体户口”；

④新生户口迁到学校完成入户手续所需时间为半年，入户期间户口不能使用；

（4）迁移户口注意事项

②新生到派出所办好《户口迁移证》后，要认真校对《户口迁移证》上的各项

内容，发现错漏，必须重新办理；

④《户口迁移证》证上须盖上迁出地派出所户口专用章。

⑤请新生自行复印《户口迁移证》留底备用，以便入学后办理相关手续。

（5）入学后，按通知要求提交《户口迁移证》原件及《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复印

件各一份。【注:二代身份证复印须正、反面复印在一张A4纸上，右下角注明本人的专业

班级、手机号码、身高、血型（血型不清楚的写：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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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检项目

    肝功能（抽血）、内外科、血压、脉搏、视力、辨色、DR胸片、总检。

① 体检表需张贴1张小一寸免冠照片，没有照片需带准考证、入学通知书以备核查。

②如有既往病史者，要求带齐相关诊疗资料（包括病历、理化检查报告等）备查。

③体检抽血前一天勿暴饮暴食、勿饮酒、勿熬夜，保证足够睡眠，避免影响化验结果。

⑥ 抽血后如有不适症状（如头晕、眼花、乏力等），应立即平卧，并及时告知现场

⑦请勿配带金属饰品参检，建议女生着上衣下裤装，不要穿裙子及连体裤（袜）。

为加强家校联系，请新生家长认真填写好《致2020级新生家长的一封信》回

执，并于报到当天交给迎新使者。

4.《兵役证》

请2 0 2 0级 新 生 本 人 登 录 “ 全 国 征 兵 网 ”

（网址：www.gfbzb.gov.cn）注册后，按网

站指引进行兵役登记，网上登记完成后，打印

《男性公民兵役登记表》，持此表和本人身份

证到户口所在地区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武装

部门兵役登记站进行初检初审，并领取《兵役

证》。

入学后，学校将组织开展兵役登记审核与

《兵役证》验证工作。请2020级新生高度重

视，认真完成兵役登记工作。

6．《致2020级新生家长的一封信》回执

新生须在9月4日—9月11日访问学

校 迎 新 网 ， 点 击 登 录 “ 网 上 迎 新 服

务”，核对、完善个人信息，完整填

写报到信息，并与辅导员、迎新使者

联系，在报到当天听从迎新使者指引

办理报到手续。

学 校 官 方 迎 新 网 站 网 址 为 ：

http://yx.gdut.edu.cn/。登录账号为

本人准考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

后六位。由于学校使用了统一认证系

统，该账号密码涉及个人利益，请及

时修改并妥善保存。

（三）报到流程

1 .生 活 用 品 ： 包 括 床 上 用 品(蚊

帐、凉席、枕头、被褥等)，可自带或

到校购买。

（四）行装准备

5.入学体检

（3）注意事项

（1）体检要求

   入学体检是新生必检项目，与学籍有关，所有新生按医院体检时间安排有序参检。

④ 体检当日早晨禁食，可自带牛奶面包，抽血后即可进食。

医护人员，饮少量糖水，待症状缓解后再进行其它体检。

⑧请近视、远视、散光者佩戴自己的眼镜参检。

⑤ 既往如有晕血、晕针史，请提前告知抽血护士，以便现场工作人员做好预防措施。

      如果无法登陆系统，请

发邮件到我们的服务邮箱：

yingxin@gdut.edu.cn，

我们将及时解答。

温馨提示：

1.入学前确保身体状况良好，准备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有条件时可随身携带

速干手消毒剂。

2.乘坐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需全程佩戴口罩，安检时短暂取下口罩，

面部识别结束后立即戴上口罩，尽快通过安检通道。

3.做好手卫生，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及时洗

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注意个人卫生，避免用手接触口眼鼻，注意咳嗽礼

仪。

4.尽量选择楼梯步行或扶梯，并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距离，避免与他人正面相

对；若乘坐厢式电梯，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分散乘梯，避免同梯人过多。

（五）入学途中注意事项  

根 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兵 役

法》，国家实行兵役登记制度，年龄

在18至24周岁的男性适龄公民必须进

行兵役登记。

根 据 广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征 兵 办 公

室、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在大一新生

入学时查验适龄公民<广东省公民兵

役 证>的 通 知 》 （ 粤 征 【2 0 1 2】6

号）要求，入学前户籍在广东省内的

1 8至2 4周 岁 男 性 学 生 ， 必 须 携 带

《广东省公民兵役证》报到。

2 .军训服装：具体发售时间及

地点待定，请新生们开学后留意校

内通知。

3 .学生的英语听力课及听力考

试，请自备耳机。番禺校区英语考

试播音频道为：FM78.5兆赫。

学生如需要各类生活用品，请

前往超市商场购买，不要到乱摆乱

卖地摊购买，拒绝购买上门推销物

品，以免上当受骗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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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
指引

本指引适用于我校番禺校区2020年入学的全日制本科

生,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学费、住宿费及代收费的交费常识，了

解有关交费细则，以便按时缴交学费、住宿费及代收费，顺

利完成学业。

（二）缴费时间

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以下其

中一种缴费方式：银行代扣方式或“校园

统一支付平台”缴费方式。

1．委托中国建设银行代扣方式

学校随《新生录取通知书》将已开

立的建设银行金蜜蜂卡（以学生本人的姓

名和身份证开立）、《中国建设银行代收

（缴）业务付款人签约申请表》、《中国

建设银行代收业务扣款授权协议》、《个

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一同寄给您，

请您在《中国建设银行代收（缴）业务付

款人签约申请表》、《中国建设银行代收

业务扣款授权协议》、《个人税收居民身

份声明文件》上签字，并在报到时交回一

份《中国建设银行代收（缴）业务付款人

签约申请表》、《中国建设银行代收业务

扣款授权协议》、《个人税收居民身份声

明文件》和身份证复印件给建设银行（学

生报到后，以班级为单位交到所在学院，

并由学院汇总交到财务处）。

中国建设银行金蜜蜂卡的作用：学

校为你开立的建设银行金蜜蜂卡主要用于

你在校读书期间扣缴学费、住宿费、医疗

保险费，以及领取各类奖、补、助之用，

该 卡 免 收 新 开 卡 工 本 费 、 补/换 卡 手 续

费、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您应妥善保

管好该金蜜蜂卡及密码，在校期间不得随

意销户。如不慎遗失，应马上挂失，尽快

到建设银行重新办理银行卡，并将新开的

金蜜蜂卡卡号及时报送财务处收费管理科

办理账号变更登记手续。

（一）缴费方式

（1）PC端：登录电脑，使用浏览器输入

缴费平台链接https://tyzf.gdut.edu.cn/xysf/  

进入支付平台；

支付方式：

目前“校园统一支付平台”支持微信支付功能。

（三）缴费标准

（四）存款缴费方式指引  

新生持学校邮寄给您的金蜜蜂卡到当地的建设银行网点办理私人存款手续。存款方

法：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学校邮寄给您的金蜜蜂卡到本人所在地建设银行激活银行卡并存

款，或激活后通过转账方式存入。

新生只要在学校规定的学费划扣日期的前1天往金蜜蜂卡内存入足额的“ 应存入金

蜜蜂卡金额合计= 缴费合计+20元（金蜜蜂卡保留余额）”，都可保证新生报到时顺利

注册。

（2）移动端：使用手机微信 “扫一扫”功

能，扫描下图二维码进入支付平台

扫描进入登录界面后，勾选登录方式为“证
件号”，输入证件号（证件号一般为身份证
号）、姓名即可登录，如下图：

学校邮寄给您的中国建设银行金蜜蜂卡与

您个人在银行开的金蜜蜂卡的用途相同，可作

为您个人日常存、取款使用。

2．“校园统一支付平台”缴费方式

登录方式：“校园统一支付平台”缴费方式

包括了PC端、移动端两种方式。

1．银行划扣时间为：9月9日；

2．“校园统一支付平台”缴费时间从9月1日开始，其中9月9日-11日暂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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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费按人社厅下达的文件要求收取；住宿费中含200元冷气设备费，若

实际入住无冷气设备的宿舍，学校将按无冷气设备宿舍的收费标准退还多收款额

200元；办理医保费资助: 学生凭本人的一、二级《残疾人证》或《低保证》或《低

收入证》的复印件（所有证件有效期须在2020年6月30日后），以及学生户口簿首

页和学生当页复印件，在学校规定的办理时间交至校医院学生医保办公室。

注1

动画（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际

班）、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国

际班）、土木工程（国际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班）

工商管理（国际班）专业学生

学生类别

收费项目
学费

28000

6850

6060

住宿费

1700

1700

1700

医疗保险

费（注1）

343

343

343

培训费

（注2）

0

25000

25000

缴费
合计

30143

33993

33203

校园卡

预充值款

100

100

100

本科国际班学生因第1、2学年在广东工业大学学习期间，增加了双语教学、语

言强化、专业培训等课程，除了向广东工业大学缴纳相应专业的标准学费、住宿费

和代收费外，还应缴纳经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的双语教学、语言强化、专

业培训等费用两年共50000元。收费标准若有更改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新

核定为准。

注2

入学须知入学须知



（一）报到期间，除新生入学须知上要求统一缴纳的费用外，

其他任何收费项目均不存在。如有疑问，向年级辅导员、迎新使者

或新生学长了解。

（二）新生辅导员和迎新使者的姓名、联系方式等均可通过迎

新网查询，并以网上公布的为准，请妥善保存他们的姓名及联系电

话。请勿轻信陌生人来电。

（三）请报到前与迎新使者联系，提前约定见面时间和地点，

根据迎新使者指引完成报到手续。

（四）报到当天，校区设立新生报到公共服务咨询点，请听从

工作人员指引，切勿听信陌生人的“带路”。

（五）报到当天，校区设立“绿色通道”咨询办理点，如暂时

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可通过办理点办理入学资助。

（二）番禺校区建筑布局示意图（见封底）

 

 

咨询
热线

防骗防盗
温馨提示

新生往金蜜蜂卡内存款

成功后，可于学校委托银行

划扣日的第二天通过当地的

柜员机查询学费等费用是否

划扣成功。如划扣不成功请

你尽早使用“校园统一支付

平台”线上自行缴费方式进

行缴费。

（五）查询存款缴费

划扣是否成功指引

1.未激活金蜜蜂卡。

2.金蜜蜂卡内金额小于“应存入金蜜蜂卡金额合计=缴

费合计+20元（金蜜蜂卡保留余额）”，造成学费等费用银

行划扣不成功，你应及时到银行补足金蜜蜂卡存款金额。

3.由于你在存款时填错账号、姓名等，请你自行与银行

联系查对。

4.存款时间晚于学校委托银行划扣时间。

5.根本未办理存款。

（六）存款缴费银行划扣不成功的原因

成功缴费的学生如需要缴费收据（报销、退费等），可在开学后自行到所在校区财务处

打印。

（七）新生领取缴费收据

（一）交通指引

（仅供参考）

2、公交线路：①在广州海珠客运站总站可乘301路公共汽车在“隆辉”站下车后，走人

行隧道过马路对面往东前行200米即到。②在广州火车东站公交总站乘坐122路到“吉祥道”

站下车，走到马路对面的“吉祥道”站转乘番13路到“隆辉”站下车，走人行隧道过马路对

面往东前行200米即到。③在番禺汽车客运站总站可乘坐301路公交车到“隆辉”站后往回走

200米即到。

3、地铁线路：①地铁3号线“汉溪长隆”站出站(C出口)，出站后乘10B路公交车到“隆

辉”站下车，走人行隧道过马路对面往东前行200米即到。②地铁2号线“广州南站”出站，

转乘往祈福新村公交车在“隆辉”站下车，走人行隧道过马路对面往东前行200米即到。③

广州火车站走约10米到地铁广州火车站A出入口乘坐地铁2号线到“石壁”站，再转乘地铁

7号线到“汉溪长隆”站出站(C出口)，出站后乘10B路公交车到“隆辉”站下车，走人行隧

道过马路对面往东前行200米即到。

4、自驾车者请手机导航搜索“广东工业大学番禺校区”前往。

交通
指引

1、广东工业大学番禺校区地址：广州市番禺区
钟村街市广路钟三路段11号（金山大道与市广路交
界的西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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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与学习咨询电话：020-39322681、020-39322773

（二）新生报到咨询电话：020-39322608

（三）关于学杂费缴纳等疑问，请咨询财务处：020-39322731

（四）保卫办公室户政业务咨询电话：020-31361923

（五）办理《广东省公民兵役证》咨询电话：020-39322108

（六）迎新网系统操作咨询电话：

总机号020-39322541、020-39322544、020-39322545

分机号812、807、825、821、83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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