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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2019 级新生入学须知

亲爱的新同学：

您好！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你在今年高考中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被我校录取。在此，我们向你表示热烈祝贺！并向精心哺

育、教诲你的父母、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为便于你做好来校的

准备工作，顺利办理入学报到手续，录取通知书寄出之后，学校

将通过招生办微信公众号（fosuzsb）和网站发布信息，请广大

新生密切关注微信和网站发布的通知公告，分班信息及学号信息

请到招生办微信公众号查询，并于 8月 10 日前登录“学工系统”

（http://ehall.fosu.edu.cn/new/index.html）完善个人信息。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报到时间

请于 2019 年 9月 7日（当天报到并入学，不要提前或推迟）。

新生若因故不能按时报到，须提前向所在学院请假。无故逾期

10 天不报到者，按规定将取消入学资格。

二、报到地点及乘车路线

请直接到专业所在的校区报到，各专业所在校区请查看录取

通知书。

1. 江湾校区：佛山市禅城区五峰四路（北门）或江湾一路

18 号（南门）。在佛山火车站乘 101、134、109 路或在佛山鸿运

汽车站乘 101、134、208、109 路或在同济路地铁站乘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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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公共汽车到佛山科技学院站。

2.仙溪校区：佛山市南海区广云路 33 号（请从水库西路进

入）。从广州出发：乘坐广州到三水、肇庆方向的汽车（不要走

高速公路）到学校门口下车，或在广州坑口公交站场总站乘坐广

佛线 275 路公共汽车到学校门口下车；从佛山市区出发：在佛山

火车站乘坐南海公交 211 路公共汽车到学校门口下车，或从佛山

鸿运汽车站或火车站乘坐开往广州的汽车到大沥站，然后转乘开

往三水、肇庆方向的班车到学校门口下车。

报到当天，在佛山鸿运汽车站、佛山火车站、佛山西站、南

海区大沥镇汽车站设接待站。请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公众号，

并填写“接车需求”调查表，以便学校统计并安排车辆接站。

（佛大学生会）

更多迎新信息将通过佛科院招生办微信平台推送，请关注

“佛科院招生办”微信公众号。

三、报到时请携带下列证件及材料

1. 新生录取通知书及复印件 1 份(A4 纸)、身份证原件及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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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 3 份(A4 纸)、小一寸免冠正面近照 8 张（照片由学生自己

保管备用）。从 2015 年起，省招生办公室不再在省内高校新生录

取通知书上加盖“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录取专用章。学校

根据新生录取名册填写并由校长签发新生录取通知书，加盖本校

校章，对录取结果负责。

2. 学生档案、党组织关系、团组织关系档案

考生凭新生录取通知书到所在地级市、县（市、区）招生办

或原就读高中领取考生纸质档案，封好后由本人带来，注册时交

到学校相关部门。也可由所在中学分别寄到我校招生办，在信封

上注明本人被录取的专业，邮寄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广云

路 33 号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仙溪校区 A1-314，招生办，电话：

0757-83989841。

根据《关于做好 2019 年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和规范管

理工作的通知》（团粤办发〔2019〕18 号）的相关规定，原则上

所有新生应通过“智慧团建”系统将团组织关系转接到新学校，

请各位新生关注学校团委“佛大青年”公众号，并于 9 月 7 日前，

通过“佛大青年”公众号上的“团员报到”完成团组织关系网上

转接。

3. 新生户口迁移资料

根据广公（户）字[2003]186 号文件精神，考取普通高等学

校的新生，入学时可自愿选择是否将户口迁入学校。

选择不迁移户口的学生，毕业时可持“毕业证”、“报到证”

回入学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将户口迁到用人单位；

选择将户口迁来学校的学生，凭录取通知书到当地派出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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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户口迁移手续，迁移户口时请按以下要求办理：

① 于入学前在当地将户口迁出，入学当天将户口迁移资料

交所在学院学工办或保卫处。公安机关只受理当年的新生入户；

② 新生户口迁入地址均为：佛山市禅城区五峰四路 8号(佛

山科学技术学院)，隶属江湾派出所；

③ 户口迁移证、身份证与录取通知书上的姓名必须一致，

不能用曾用名代替。如不一致，请于迁出前改正，否则无法办理

入户；

④ 迁移证上的出生地、籍贯要求具体到市或县，必须盖迁

出地公安派出所的户口专用章，签发有效期为 30 天；

⑤ 新生入学后凭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办理入户，在入学前遗

失身份证未来得及补办的同学，请到当地派出所挂失并由派出所

开具报失证明，入学时连同户口迁移证一起交给学校；如未办领

身份证，请到当地派出所出具证明；

⑥ 请迁户口的新生入学当天将户口迁移证、录取通知书和

身份证复印件(A4 纸)交给所在学院学工办或保卫处办理入户。

户口迁移咨询电话：0757－82701265

4.新生不须办理《公民兵役证》。

四、收费标准

(一) 学费标准

4568 元/学年：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园艺

5050 元/学年：工商管理、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

营销、人力资源管理、金融学、旅游管理、社会工作、法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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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师范）、教育技术学（师范）、学前教育

（师范）

5710 元/学年：物理学（师范）、材料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光源与照明、建筑学、环境工程、土木工程、交通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

工程、工业设计、车辆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人文地理与

城乡规划、英语、英语（师范）、数字媒体技术、工业工程、机

械电子工程、环境科学、风景园林、物联网工程、生物工程、自

动化、材料科学与工程

6380 元/学年：口腔医学、护理学、药学、医学检验技术

10000 元/学年：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

*注：以上收费标准仅供参考，最终收费标准以广东省政府

批准文件及各省专业目录为准。

（二）住宿标准

学生宿舍类型多样、收费标准不一（每学年在 600 元至 1700

元之间），入学时由“学生社区管理中心”统筹安排，学校按学

生实际入住宿舍类型的收费标准提请银行扣款，宿舍床上用品自

理；

（三）教材费标准

教材统一购买，按实际费用收取。

（四）军训服装

军训服装（约 130 元/2 套，含迷彩服 2套、迷彩 T恤、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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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腰带、肩章等，最后价格视招标结果）。登录易班手机端“新

生易知”-“军服报码”，进行军服码数登记。

（五）缴费指引

按佛山市非税收入管理要求，学生学费、住宿费必须首先缴

到市财政专户，学校不能收取现金和银行转款。所以，学生必须

有自己的银行卡，先把款项存入学生本人用于缴交学费的专用借

记卡上，再由学校委托银行代扣代缴学费、住宿费。我校委托中

国银行佛山市江湾支行（位于学校江湾校区内）为每位同学预先

开立了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作缴费使用（以下简称借记卡）。

特别说明：有少部分同学银行卡开卡不成功，如果没有收到银行

卡即表示开卡不成功，须入学后自行到佛山市内的中国银行办理

开卡。

1.借记卡与《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出，在读期间均使用该借

记卡缴交学费、住宿费和接收奖、助学金，请妥善保管。拿到借

记卡后请尽快到中国银行各网点激活并修改密码，卡的初始密码

是学生本人身份证号码末第 7 位至末第 2 位(共 6位)，例如身份

证号码为 44060120221234567X，则密码为 234567，如使用柜员

机修改密码，卡上必须有存款。借记卡若发生遗失，请即拨打

0757-95566 或到当地中国银行网点办理挂失。不明之处请咨询：

0757-82029832。

2. 请新生注册前务必按“收费标准”存足学费、住宿费(多

存 20 元，因为扣费后借记卡要有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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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生应先到中国银行各网点激活借记卡（注意要激活借记

卡才能扣费），然后可通过中行或其他银行网点、自助柜

员机、微信、支付宝，手机银行等方式将款项存入已激活

的借记卡。

②学生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与该借记卡，到中行或其他银行

网点通过存款或汇款方式将款项存入。如果采用汇款方式

的,请按以下内容填写银行汇款单：

收 款 人：学生本人姓名

汇入账号：该银行借记卡卡号

汇入行名：广东省佛山市中国银行江湾支行

外地存(汇)款，银行可能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不明之处可

咨询当地银行。

3.银行足额存（汇）款的回单，作为入学注册和查帐的依据，

请注意保管。

4.上述缴费不含教材费。

5.新生学费、住宿费将在 9 月初开始扣缴，以后学年的学费、

住宿费会在每年的 8 月中旬扣缴，银行扣费成功后，才确认完成

缴费手续。

6.通过中行借记卡存（汇）款缴交学杂费，方便安全。中行

佛山江湾支行咨询电话：0757—82029832 或 82029833。

五、奖、助学金

1.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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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奖学金：8000 元/人；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 元/人，

名额以省教育厅通知为准

②学业奖学金：最高奖励每人 1000 元/学年，获奖人数在参

评人数的 10％以内；

③在校期间根据《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生奖励管理规定》拥

有参评：科技学术创新奖、文体优秀奖、三好学生标兵、学

生干部标兵、优秀毕业生奖、继续深造鼓励奖等奖项并获取

相应奖学金的权利。

2. 助学金

① 国家助学金：金额、名额以省教育厅通知为准；

② 国家助学贷款：全日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生源地

助学贷款或校园地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最高为 8000 元/年.人；

③校内勤工助学；

④其他资助政策：如临时困难补助、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

家资助、退役士兵国家资助、广东省大学新生专项资助、学校助

学金、企业或慈善团体助学金等。

有关助学的具体问题，请致电学生助学科或助学干部咨询：

0757－82776136 或 13432663546。

六、军训

1. 按照上级要求和学校的教学计划，军训是大学生的一门

必修课。新生入学后，将于第 2～3周（9 月 9 日-22 日）进行为

期两周的军训。

2. 因特殊体质不宜参加军训操练者，需提交二级甲等以上

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并经新生所在学院和学校武装部批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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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参加军训。经医生证明，确实不能参加军事技能训练的学生，

必须到军训现场观摩训练氛围。

七、新生安全防范知识

为了你在佛山学习生活期间更加舒心快乐，保卫处温馨提醒

你，在校园学习生活中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注意

做好以下几点：

1．新生到校后应尽快到相关部门办理报到注册手续，妥善

保管好录取通知书、身份证、转账清单等，防止丢失。

2．保管好自己的现金和贵重物品，做到财不外露，手机、

相机、电脑、校园卡等要随身携带，防盗防抢。不常用的贵重物

品，可交由社区办寄存。

3.睡觉和外出时要关好门窗，贵重物品应锁在抽屉里，不要

随意摆放。宿舍钥匙不要轻易借给他人，防止钥匙失控；不要留

宿外来人员。

4. 在运动场、教室、图书馆、饭堂等公共场所活动时，要

小心财物被偷窃；自行车不要随处乱放，要放在有人看管的地方。

5. 防止银行卡诈骗、网络诈骗、电话诈骗，不要相信未经

核实的信息、电话，不要贪图便宜以免上当受骗；经常把自己在

学校的情况告诉家长，使家长一旦遇到情况能够辨别真伪。

6. 不要购买上门推销的商品，并及时报告宿管员；拒绝传

销，切勿上当受骗。

7. 注意消防安全，爱护消防设施，不在宿舍内使用电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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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饭煲、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不在宿舍内使用酒精炉、蜡烛；

手机等电器设备不要放在床上充电。

8. 外出时注意人身安全。不要到校外周边不熟悉的环境如

大排档、酒吧、网吧等场所；外出时最好结伴同行，晚上避免单

独外出，不要到偏僻的地方游玩，确保自身安全；有病去校医院

等正规医院就诊，不要轻信私人诊所。到银行取钱时，应尽可能

结伴前往，相互照应。

9. 注意交通安全。新生报到时，车辆较多，在校内请走人

行道，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留意往来车辆和注意交通安全。

外出时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要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不要在

机动车道行走和骑自行车。

10. 在校期间，如遇紧急、危险事件或个人以及他人人身财

物等受到侵害时，请致电学校保卫处24小时值班电话或拨打110

求助，值班电话：仙溪校区85505508；江湾校区83980229；河滨

校区82836852。

八、新生入学教育及暑期作业

1.通过易班优课平台完成学前教育及暑期作业。易班平台注

册认证指引以及新生入学教育课群的加入办法参照录取通知书

内的《易班，助你开启大学新生活》；暑期作业的通知详见《佛

山科学技术学院2019级新生“担当青年使命 建设美丽中国”主

题教育活动通知》。

2.登陆并完善学工系统中相关信息。相关内容指引请参照录



11

取通知书内的《关于及时完善“学工系统”个人信息的通知》。

九、新生宿舍报装网络方式

我校两校区学生宿舍均可自由选择三大运营商上网，具体套

餐资费请按下表咨询：

移动 电信 联通

江

湾

校

区

扫码添加“佛大小狮妹”
微信咨询、报装、上门服

务。电话：13929989352
校园店：佛山科学技术学

院 D31 宿舍一层中国移

动佛大校园 4G 体验店

（顺客隆超市旁）

扫码添加“新佛大秀”或
“佛大小猪”微信进行咨

询、报装，客服电

话:18929931894(微信同

号)

扫码添加“佛大小助手”
微信进行咨询、报装。微

信号：

fodaxiaozhushou

仙

溪

校

区

报装地址：仙溪校区网络

服务前台；（仙溪 C1 行政

服务中心及信息中心入

口大堂）

咨询电话、客服微信：

13929989577

请扫二维码进入注册登

记，详情可联系校园宽带

专员：13392249244 何经

理

扫码添加“北院小助手”

微信进行咨询、报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