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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级本科新生入学须知 

亲爱的新同学： 

祝贺你成为华东理工大学 2022级本科新生，为便于你做好来校的准备工作，

顺利办理入学报到手续，现将入学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请你按《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日期报到，请勿提前来校。若不能按期报到，

须提前向学校本科生招生办公室提交由本人署名的书面请假报告（传真：021-

64253762 或扫描后发邮件：zsb@ecust.edu.cn）。请假时间一般不能超过两周，

经学校同意后方可延期报到。未请假或请假逾期的，视为放弃入学资格，不予学

籍注册。 

报到前网上信息登记及查询 

“本科新生入学服务系统”是学校为新生提前了解学校，快速适应校园生活

打造的“网上家园”。该系统分为学校情况介绍、我的新同学及新生信息采集等

功能模块。在开学报到之前，新生录入该系统的信息将为学校迎新工作提供及时、

准确的数据支持。本系统支持手机访问，请于规定时间内准确填写。 

 “本科新生入学服务系统”网址：http://yx.ecust.edu.cn。 

 新生信息登记时间：8 月 29 日左右（具体时间以该网站公告为准）。为了学

校更好做好迎新准备工作，请于 9月 2日晚上 8点前完成新生信息登记。 

 具体登录方法详见网站“迎新公告”中的图示说明，并在报到前持续关注网

站通知信息。 

 更多报到信息将通过“学在华理”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请微信扫码关注。 

 

 
 

 

http://yx.ec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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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安排 

为方便新生报到，学校组织相关部门和学院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办理新生报到

手续。 

办理报到手续时间与地点 

新生报到地点集中在奉贤校区。 

时间：9月 11日（星期日）8:00-16:00。 

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学生迎新工作，原则上当天方可入校。新生 8月

底关注“本科新生入学服务系统”（网址 http://yx.ecust.edu.cn）了解报到当

天具体安排。 

新生录取学院：化工学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生物工程学院、药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资源与环境

工程学院、数学学院、物理学院、商学院、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艺术设计与传

媒学院、外国语学院、法学院、体育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德工学院、国际卓越工

程师学院。 

新生接站安排 

新生接站安排：学校将在上海火车南站设有“华东理工大学接待站”。乘火

车到上海火车站的新生可转乘“地铁 1号线” 或“地铁 3号线”到“上海南站”

站下车；乘火车到上海虹桥火车站的新生可转乘“地铁 10号线”到“虹桥路站”

站，站内换乘“地铁 3号线”到“上海南站”站下车。学校在上海火车南站北广

场（柳州路辅道近南宁路口）安排专车，接送新生至学校奉贤校区，学校为新生

提供专用乘车凭证免费乘车。 

行李托运 

外省（直辖市、自治区）新生托运行李时，请选择学校推荐的快递公司，须

贴上学校统一的行李标签，寄达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海思路 999 号，收件人：学

生姓名，并正确的填写手机号码，学生到校时可凭短信的取货号和本人证件到学

校快递服务中心领取。特别提醒：托运的行李中请勿放置录取通知书、证件、现

金、贵重物品等。 

学校推荐的快递公司：EMS、顺丰、申通、圆通、中通、韵达、中国邮政（快

包）；其次可选择中铁快运。特别说明：新生如选择中铁快运托运行李的，请在

地址中备注“学生公寓 18 号楼 108 室（收发室）”，因中铁快运需组织专人对各

学校新生行李进行分捡，故新生行李托运不宜过早，一般提前 6天即可。由于分

捡、运输等原因，随车行李通常无法即刻提取，一般要等待 1—2 天后才可以送

达学校供学生领取。 

新生自备行李箱尺寸不能大于 100cm×40cm×40cm。 

http://yx.ec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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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迁移 

1．凡是上海生源的新生户口一概不迁入学校。 

2．北京生源的新生户口不需迁入学校。 

3．生源地省份和户籍地省份不一致的新生，户口不能迁入学校。 

4．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源的新生户口迁入遵循自愿原则。户口一旦迁

入，在读期间不得随意迁出。办理户口迁入学校的新生必须在两个月内迁入，由

学校统一管理；超过两个月未办理户口迁入的新生在校期间一律不再给予办理，

其若需办理户籍证明，必须回户籍所在地办理。 

5.《户口迁移证》上姓名、出生年月、身份证号与身份证要相符；出生地、

籍贯要填写到二级市/县（××省××市/县），迁移原因填写“大中专招生”。迁

移证上当地“公安局、派出所”图章必须清晰。 

6、《户口迁移证》的办理：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到户籍地派出所办理《户

口迁移证》，户口迁入地址填写“上海市徐汇区梅陇路 130号华东理工大学”。 

7．《户口迁移证》右上角由新生用铅笔填写以下信息：“学院、身高、血型、

学号、联系电话”。 

8．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新生，报到当天持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正反面

复印件和户口迁移证到保卫处户籍受理点办理落户手续。报到当天未办理的，一

周内到奉贤校区保卫处办理。一周后仍未办理的，持身份证和户口迁移证于工作

日到凌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徐汇区梅陇路 268号）办理照片采集，然

后将户口迁移证、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交至徐汇校区保卫处户籍室（综合四

楼 103室）办理落户手续。 

9、温馨提示：在办理户口迁入期间，身份证遗失将无法补办，请新生妥善

保管好本人的身份证。 

新生证件 

新生报到时需带好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及其正反面复印件 1 份、1 寸证件照 6

张（近期免冠照片、同底版，所有照片背面需写上专业和姓名）。 

新生各种证件的姓名、出生年月一定要与高考报名信息一致，如有不一致请

按高考报名信息予以更正，否则不予报到注册。 

新生档案 

凡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明确规定自带纸质档案材料的新生，在来校报

到时务必将纸质档案材料直接交到录取学院；凡省级招办或其指定相关部门邮寄

到我校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纸质档案，在新生报到后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会尽快通

知相关学院领取。 

本科生招生办公室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梅陇路 130号华东理工大学本科

生招生办公室（老图书馆 200 室），邮政编码：200237；联系电话：021-6425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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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医保政策及新生入学体检 

根据国家规定，学生参加居民医保须个人缴费。当前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每年

220元（如有变动以区医保办发文为准）。 

新生入学体检将在入校后开展，请同学们入学当天在各学院报到处领取《华

东理工大学健康体检表》，按要求填写并贴好照片后，在规定时间内参加体检。 

具体详见《大学生医保政策及新生入学体检须知》介绍。 

补充商业医疗保险 

大学生补充商业医疗保险是全日制本科学生在参加医疗保险基础上的系列

保险。该保险责任主要是由上海学生基本医疗保障机构补偿或给付后，保险公司

对其剩余部分（即医疗保障范围内被保险学生自负部分医疗费用和医疗保障范围

外被保险学生自费部分医疗费用）在保险金额内按比例进行赔偿。对于学生而言，

罹患疾病住院，或者在户外体育运动及外出活动时发生意外事故，都将会给家庭

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建议学生尽量参保。具体参保时间将在报到后通知。 

电信服务、生活用品、公寓空调租赁 

为方便学生的通讯联络，奉贤校区商业街设有“电信营业厅”“移动营业厅”

和“联通营业厅”。新生如需办理“电信”“移动”或“联通”的通信业务，不出

校门即可办理。 

为了加强学生宿舍的管理，达到“整洁、规范、统一”,同时贯彻“以人为

本”思想，尽可能为入学新生提供方便和服务，学校已委托上海市高校后勤服务

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招商、师生评议、集团采购、质监部门全程质量监控等环节，

为新生配套供应如下生活用品（每套总价 605元，不单件购买）。 

序号 品名 规格 单位 单价 

1 保温瓶 5磅；粉/蓝 个 23.5 

2 塑料面盆 34cm 欧式 个 8.5 

3 塑料面盆 36cm 欧式 个 9.5 

4 蚊帐 普通加高 190cm；白色 个 20 

5 帐钩 塑料 套 1.5 

6 冰丝席 85cm×195cm 条 40 

7 冰丝枕席 70cm×40cm 个 9 

8 枕芯 68cm×38cm 个 14 

9 三件套 全棉 40支；蓝色格子 套 118 

10 三件套 全棉 40支；细纹海军蓝 套 118 

11 被芯(棉被芯) 4斤；206cm×150cm 个 95 

12 被芯(化纤被芯) 3斤；206cm×150cm 个 61 

13 床垫 中空 1.75KG 个 65 

14 用品袋 420D 个 22 

总计 605元 

说明 学生宿舍用床长宽尺寸为 195cm×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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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自愿选购的原则，请同学们扫一扫右边“学生公寓用品

订购系统”二维码，关注“3651 乐生活”公众号，关注后点击“新

生入学”完成实名认证，在“生活用品”界面中进行购买，在线

支付配套款项，学校备货，开学时凭在线支付凭证现场提货。如

有缺损可调换，恕不退货。请有需要的新生尽量在开学报到之前完成网上订购。

如没有进行网上预购，也可在报到时现场微信扫码支付购买。 

我校奉贤校区学生公寓提供空调租赁服务，4人间学生公寓空调租赁费用

（不含电费）人均 150元/年左右。 

租赁价格、套餐表（单位：元/套） 

套餐 A 功率 0.5学年 1学年 1.5学年 2学年 2.5学年 3学年 

一次性支付 1.5P 400 600 840 1050 1240 1400 

套餐 B 功率 0.5学年 第 1学年 第 2学年 第 3学年   

逐年支付 1.5P 400 600 500 450   

新生教材购买 

新生上课教材以自愿购买为原则，按各学院指定必修课教材购书单，以支付

宝结算方式，班级集体购买，新生享受教材优惠价格。教材购买地点为奉贤 E教

102室，具体购买时间另行通知。 

学费和住宿费标准、缴费办法 

1.收费项目和标准 

学校实行学年制学费标准框架下的学分制收费制度。上海市物价局、上海市

财政局核定我校学年制学费标准如下:（1）一般专业：5000 元/学年；（2）特殊

（热门）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5500元/学年；（3）艺术类专业：10000

元/学年；（4）中外合作办学专业：15000元/学年。学生第一学年按照学年制学

费标准预收一学年的学费，从第二学年开始根据学生上一学年实际修读的学分数

计算并收取学费。学分制收费总额不超过政府核定的学年制学费总额。中外合作

办学的本科专业执行学年制学费收费制度。学校按照国家规定和上海市物价局核

准标准确定住宿费标准。视宿舍条件而不同，徐汇校区每学年 700～1200元；奉

贤校区每学年 900～1100元。 

2.银行卡说明 

我校在录取通知书中附有财务处专为新生开设的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此卡

将用于学生就学期间的学费扣缴和各类补贴等发放。学生日常生活费也可存入金

穗借记卡。 

3．学费缴纳 

学校在入学前根据学生所录取专业的学费标准收取第一学年学费。学生可选

用以下方式缴纳： 

新生报到前，登录华东理工大学缴费平台进行自主缴费，平台网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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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y.ecust.edu.cn/，用户名和初始密码均为学号（字母大写）。具体操

作可关注财务处微信公众号“华东理工大学财务平台”，往期推文“学生缴费那

点事儿”中有操作详细步骤。 

新生报到后，可采取网上缴费平台自主缴费或将学费存入农行卡待学校委托

银行扣款缴费两种方式。 

4.住宿费缴纳 

新生报到后根据安排的宿舍对应的收费标准，可登录缴费平台自主缴费或将

住宿费存入农行卡，财务处将视缴费情况后委托银行扣款。 

缴费完成之后，电子票据信息将通过电子邮件推送给同学，也可在华东理工

大学缴费平台“缴费历史查询”中查询。 

校园一卡通 

新生入学报到时，将会领取一张校园卡，为方便新生就餐等需要，卡内已存

入两个月生活补贴 83 元。入学后，考试、图书借阅、学校计算机使用、就餐、

就医等方面均需使用校园卡。请各位新生妥善保管。 

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

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元，在校期间利息由国家承担。助学贷款期限为学制

加 15 年，最长不超过 22 年。助学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减 30个基点（LPR5Y-0.3%）执行。国家助学贷款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有贷款需求的学生可在入学前向户籍所在县（市、区）

的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咨询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也可按照《华东理工大学新

生资助政策宣传手册》介绍内容，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线上申请校园地国家助

学贷款。借款学生同一学年内不能同时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

学贷款。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学校办理时间截止到 9月底，学生入学后如有

需要，可以继续申请办理。 

新生入学“绿色通道” 

为切实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学校开设新生入学“绿色通道”，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缴纳学费的新生，可以暂缓缴纳学费，优先办理入学手

续。入学后，通过国家助学贷款抵扣学费，学校会根据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情况，

采取个性化的资助措施。 

为了最大限度方便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采取线上受理“绿色通道”申请，

学生需开学报到前将相关材料拍照发送邮件至学生事务中心邮箱

（swzx@ecust.edu.cn），邮件标题为“姓名+绿色通道申请”，邮件中请务必留好

联系方式，学校 8月中旬开始审核，并邮件回复确认审核结果。 

https://pay.ecust.edu.cn/
mailto:swzx@ec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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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通道”申请需出示照片材料为：（1）个人信息（录取通知书）；（2）

贷款材料：已办理助学贷款学生出示相关贷款证明材料；未办理助学贷款学生，

如实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拍照发送。 

同时学校还对新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咨询和报名，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

还可以申请预支勤工助学工资以及临时困难补助。 

暑期学生资助及勤工助学咨询电话：021-64252581 

开通时间：（工作日） 8:30-11:30，13:30-16:30 

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复查 

新生入学后，学校在三个月内按照招生规定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复查。复查

不合格者，学校将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给予相应处理。 

党团关系 

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在报到时交录取学院（关于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抬

头，非上海生源的新生写“上海市教卫党委”；上海生源的新生“华东理工大学

党委组织部”）。 

共青团员组织关系的转入，请报到前在智慧团建（https://zhtj.youth.cn/zhtj/）

申请团关系转接，转入相应学院对应团委。待入学手续完成后，以班级团支部

为单位，到校团委办公室统一办理，具体时间和地点再行通知。 

报到前电话咨询安排 

学校各部门咨询接待电话、时间和有关事宜见下表。 

电话 时间 部门及事宜 

021-64252763 
周一～周五 

9:00-11:00、14:00-16:00 

本科生招生办公室：录取信息查询、

新生档案邮寄等 

021-64252581 
周一～周五 

8:30-11:30、13:30-16:30 

学工部：学生资助、勤工助学、入学

绿色通道等 

021-33612216、

64252523 

周一、周三、周五 

9:00-11:00，14:00-16:00 
财务处：银行卡、缴费等事宜 

021-64252633 
周一～周五 

9:00-11:00、14:00-16:00 

后勤保障处：行李托运、生活用品

订购、公寓空调租赁、住宿等 

021-64252733 
周二、周四 

9:00-11:00，14:00-16:00 
户籍室：户口迁移 

021-64252736 
周一～周五 

9:00-11:00，14:00-16:00 
武装部：应征入伍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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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军训和入学安排 

新生军训。因疫情防控原因，新生军训安排至 2022-2023 学年春季学期结束

后。 

新生英语分级考试。学校实行学分制管理，新生报到入学后将在班导师指导

下制定学习计划和选课计划。新生入学后进行英语分级考试，按起点高低分类编

班进行英语教学，考试时间以教务处及学院通知为准。 

体检复查。根据校医院确认的新生入学体检复查结果，不合格者将按有关规

定处理。 

学校地址 

奉贤校区：上海市奉贤区海思路 999号，邮政编码：201424。 

华东理工大学奉贤校区自主乘车路线： 

路线 1、上海南站乘坐上海地铁 1 号线（莘庄方向 4 站）——莘庄站乘坐 5

号线——奉贤新城站（终点站）——3号楼出口乘坐海沈线——华东理工大学奉

贤校区（海湾路海泉路）。 

路线 2、上海南站乘坐上海地铁 1 号线（莘庄方向 4 站）——莘庄站乘坐 5

号线（奉贤新城方向 11站）——环城东路站——环城东路站乘坐公交奉贤 29路

（海湾方向 17站）——华东理工大学奉贤校区站。 

推荐乘车路线 1，其他乘车路线可手机百度查询：起始地至华东理工大学奉

贤校区。 

新生入学安全提示 

一、来校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严格遵守交通规则，防范交通事故，不坐无证

照黑车，滴滴打车最好两人以上，注意自我保护。 

二、保管好随身贵重物品。学费、生活费等请存入银行卡，随身尽量少带现

金；钱包、手机、银行卡、身份证、录取通知书等贵重物品应随身携带，不要脱

离视线范围，以防途中失窃。 

三、提高警惕自觉抵御校园贷、套路贷。当前社会上各类贷款很多，一些校

园贷、套路贷陷阱也很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到当地政府或者学校指定的专门

金融机构贷款，避免受骗上当。 

四、拒绝推销，谨防诈骗和购买假冒伪劣商品。学校不允许任何人员以任何

方式上门（学生宿舍）推销信用卡、报刊杂志、文具、生活用品、电子产品等商

品，一旦发现请及时向校保卫处联系，联系电话：021-33612041。 

 

华东理工大学 

二○二二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