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官方微信订阅号

地            址    平乐园校区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通 州 校 区  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89号
门 户 网 站    http://www.bjut.edu.cn/
微信订阅号    BJUT1960
新 浪 微 博    @北京工业大学

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2. 报到地点：

（1）环境与生命学部（仅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及应用化学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理

科楼 C 一层大厅报到。

（2）城市建设学部（仅建筑学及城乡规划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人文楼 518 报到。

（3）樊恭烋荣誉学院：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617 房间报到。

（4）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体育特长班）：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经管楼大厅报到。

通州校区（除上述专业外）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上午：信息学部、城市建设学部、环境与生命学部。

下午：文法学部、材料与制造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院、理学部、艺术设计学院。

2. 报到地点：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体育馆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所

在学院（部）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

正当理由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部）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5 张

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支部委员会”，报

到时由录取二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

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二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

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部）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报到时，由学院（部）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

立团支部，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所在学院（部）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

办理接转手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所在学院（部）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

含 28 岁）不再办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所在学院（部）；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平乐园校区请于体检当日

在校医院一层缴纳，通州校区请于体检当日在现场缴纳。

四、绿色通道

根据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面向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学校设立“绿色通道”，保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请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或者未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且无

法全额缴纳学费的同学进入“绿色通道”办理相关手续。

1. 请于 8 月 18 日 - 8 月 28 日之间，扫描二维码关注勤工助学之家微信公众号，然后

点击下方“便捷服务”；（1）下载《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并打印 1 份，

填写完成 ；（2）点击“学费缓缴”，填写学费、住宿费缴费、助学贷款等相关情况。 

2. 在报到当天，将《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纸质版（1 份）及

相关支撑材料复印件交至学院（部）报到处，然后到“绿色通道”处办理贷款回执、确认

学费缓缴金额等手续。

3. 学校资助中心将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 - 9 月 18 日开通资助业务电话咨询热线，欢

迎同学致电咨询。咨询电话：010-67392607。

五、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六、位置及交通路线

平乐园校区

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

里，东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通州校区

位置：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 89 号。

交通路线：

1. 乘坐八通线地铁，在通州北苑下车，转乘 615 或 667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

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北；或乘坐地铁 6 号线通州北关站下车，往东走约

1.6 千米即到。

2. 从大北窑或大望路转乘 667 路公交车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

西行路北。

3. 从神路街转乘 615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

北。

4. 首都机场：乘机场大巴通州线至北关（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至呼家楼（站），

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步行 1.6 千米。

6. 北京站：乘地铁 2 号线至朝阳门（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7. 北京南站 ：乘地铁 14 号线至金台路（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8. 北京西站 ：乘地铁 9 号线至白石桥南（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七、招办咨询

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像奥林匹克精神一样，
北京工业大学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

实现自我的地方。

Like the Olympics, 
BJUT is a community dedicated to the highest 

realization of human powers.

SINCE 1960

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2. 报到地点：

（1）环境与生命学部（仅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及应用化学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理

科楼 C 一层大厅报到。

（2）城市建设学部（仅建筑学及城乡规划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人文楼 518 报到。

（3）樊恭烋荣誉学院：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617 房间报到。

（4）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体育特长班）：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经管楼大厅报到。

通州校区（除上述专业外）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上午：信息学部、城市建设学部、环境与生命学部。

下午：文法学部、材料与制造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院、理学部、艺术设计学院。

2. 报到地点：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体育馆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所

在学院（部）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

正当理由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部）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5 张

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支部委员会”，报

到时由录取二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

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二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

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部）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报到时，由学院（部）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

立团支部，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所在学院（部）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

办理接转手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所在学院（部）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

含 28 岁）不再办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所在学院（部）；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平乐园校区请于体检当日

在校医院一层缴纳，通州校区请于体检当日在现场缴纳。

四、绿色通道

根据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面向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学校设立“绿色通道”，保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请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或者未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且无

法全额缴纳学费的同学进入“绿色通道”办理相关手续。

1. 请于 8 月 18 日 - 8 月 28 日之间，扫描二维码关注勤工助学之家微信公众号，然后

点击下方“便捷服务”；（1）下载《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并打印 1 份，

填写完成 ；（2）点击“学费缓缴”，填写学费、住宿费缴费、助学贷款等相关情况。 

2. 在报到当天，将《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纸质版（1 份）及

相关支撑材料复印件交至学院（部）报到处，然后到“绿色通道”处办理贷款回执、确认

学费缓缴金额等手续。

3. 学校资助中心将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 - 9 月 18 日开通资助业务电话咨询热线，欢

迎同学致电咨询。咨询电话：010-67392607。

五、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六、位置及交通路线

平乐园校区

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

里，东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通州校区

位置：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 89 号。

交通路线：

1. 乘坐八通线地铁，在通州北苑下车，转乘 615 或 667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

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北；或乘坐地铁 6 号线通州北关站下车，往东走约

1.6 千米即到。

2. 从大北窑或大望路转乘 667 路公交车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

西行路北。

3. 从神路街转乘 615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

北。

4. 首都机场：乘机场大巴通州线至北关（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至呼家楼（站），

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步行 1.6 千米。

6. 北京站：乘地铁 2 号线至朝阳门（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7. 北京南站 ：乘地铁 14 号线至金台路（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8. 北京西站 ：乘地铁 9 号线至白石桥南（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七、招办咨询

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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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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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2. 报到地点：

（1）环境与生命学部（仅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及应用化学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理

科楼 C 一层大厅报到。

（2）城市建设学部（仅建筑学及城乡规划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人文楼 518 报到。

（3）樊恭烋荣誉学院：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617 房间报到。

（4）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体育特长班）：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经管楼大厅报到。

通州校区（除上述专业外）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上午：信息学部、城市建设学部、环境与生命学部。

下午：文法学部、材料与制造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院、理学部、艺术设计学院。

2. 报到地点：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体育馆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所

在学院（部）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

正当理由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部）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5 张

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支部委员会”，报

到时由录取二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

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二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

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部）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报到时，由学院（部）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

立团支部，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所在学院（部）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

办理接转手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所在学院（部）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

含 28 岁）不再办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所在学院（部）；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平乐园校区请于体检当日

在校医院一层缴纳，通州校区请于体检当日在现场缴纳。

四、绿色通道

根据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面向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学校设立“绿色通道”，保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请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或者未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且无

法全额缴纳学费的同学进入“绿色通道”办理相关手续。

1. 请于 8 月 18 日 - 8 月 28 日之间，扫描二维码关注勤工助学之家微信公众号，然后

点击下方“便捷服务”；（1）下载《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并打印 1 份，

填写完成 ；（2）点击“学费缓缴”，填写学费、住宿费缴费、助学贷款等相关情况。 

2. 在报到当天，将《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纸质版（1 份）及

相关支撑材料复印件交至学院（部）报到处，然后到“绿色通道”处办理贷款回执、确认

学费缓缴金额等手续。

3. 学校资助中心将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 - 9 月 18 日开通资助业务电话咨询热线，欢

迎同学致电咨询。咨询电话：010-67392607。

五、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六、位置及交通路线

平乐园校区

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

里，东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通州校区

位置：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 89 号。

交通路线：

1. 乘坐八通线地铁，在通州北苑下车，转乘 615 或 667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

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北；或乘坐地铁 6 号线通州北关站下车，往东走约

1.6 千米即到。

2. 从大北窑或大望路转乘 667 路公交车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

西行路北。

3. 从神路街转乘 615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

北。

4. 首都机场：乘机场大巴通州线至北关（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至呼家楼（站），

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步行 1.6 千米。

6. 北京站：乘地铁 2 号线至朝阳门（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7. 北京南站 ：乘地铁 14 号线至金台路（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8. 北京西站 ：乘地铁 9 号线至白石桥南（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七、招办咨询

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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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HMEN NOTICE

022020级新生入学须知

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2. 报到地点：

（1）环境与生命学部（仅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及应用化学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理

科楼 C 一层大厅报到。

（2）城市建设学部（仅建筑学及城乡规划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人文楼 518 报到。

（3）樊恭烋荣誉学院：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617 房间报到。

（4）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体育特长班）：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经管楼大厅报到。

通州校区（除上述专业外）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上午：信息学部、城市建设学部、环境与生命学部。

下午：文法学部、材料与制造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院、理学部、艺术设计学院。

2. 报到地点：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体育馆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所

在学院（部）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

正当理由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部）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5 张

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支部委员会”，报

到时由录取二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

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二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

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部）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报到时，由学院（部）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

立团支部，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所在学院（部）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

办理接转手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所在学院（部）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

含 28 岁）不再办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所在学院（部）；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平乐园校区请于体检当日

在校医院一层缴纳，通州校区请于体检当日在现场缴纳。

四、绿色通道

根据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面向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学校设立“绿色通道”，保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请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或者未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且无

法全额缴纳学费的同学进入“绿色通道”办理相关手续。

1. 请于 8 月 18 日 - 8 月 28 日之间，扫描二维码关注勤工助学之家微信公众号，然后

点击下方“便捷服务”；（1）下载《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并打印 1 份，

填写完成 ；（2）点击“学费缓缴”，填写学费、住宿费缴费、助学贷款等相关情况。 

2. 在报到当天，将《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纸质版（1 份）及

相关支撑材料复印件交至学院（部）报到处，然后到“绿色通道”处办理贷款回执、确认

学费缓缴金额等手续。

3. 学校资助中心将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 - 9 月 18 日开通资助业务电话咨询热线，欢

迎同学致电咨询。咨询电话：010-67392607。

五、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六、位置及交通路线

平乐园校区

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

里，东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通州校区

位置：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 89 号。

交通路线：

1. 乘坐八通线地铁，在通州北苑下车，转乘 615 或 667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

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北；或乘坐地铁 6 号线通州北关站下车，往东走约

1.6 千米即到。

2. 从大北窑或大望路转乘 667 路公交车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

西行路北。

3. 从神路街转乘 615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

北。

4. 首都机场：乘机场大巴通州线至北关（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至呼家楼（站），

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步行 1.6 千米。

6. 北京站：乘地铁 2 号线至朝阳门（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7. 北京南站 ：乘地铁 14 号线至金台路（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8. 北京西站 ：乘地铁 9 号线至白石桥南（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七、招办咨询

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新生入学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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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2. 报到地点：

（1）环境与生命学部（仅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及应用化学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理

科楼 C 一层大厅报到。

（2）城市建设学部（仅建筑学及城乡规划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人文楼 518 报到。

（3）樊恭烋荣誉学院：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617 房间报到。

（4）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体育特长班）：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经管楼大厅报到。

通州校区（除上述专业外）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上午：信息学部、城市建设学部、环境与生命学部。

下午：文法学部、材料与制造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院、理学部、艺术设计学院。

2. 报到地点：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体育馆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所

在学院（部）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

正当理由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部）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5 张

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支部委员会”，报

到时由录取二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

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二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

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部）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报到时，由学院（部）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

立团支部，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所在学院（部）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

办理接转手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所在学院（部）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

含 28 岁）不再办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所在学院（部）；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平乐园校区请于体检当日

在校医院一层缴纳，通州校区请于体检当日在现场缴纳。

四、绿色通道

根据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面向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学校设立“绿色通道”，保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请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或者未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且无

法全额缴纳学费的同学进入“绿色通道”办理相关手续。

1. 请于 8 月 18 日 - 8 月 28 日之间，扫描二维码关注勤工助学之家微信公众号，然后

点击下方“便捷服务”；（1）下载《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并打印 1 份，

填写完成 ；（2）点击“学费缓缴”，填写学费、住宿费缴费、助学贷款等相关情况。 

2. 在报到当天，将《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纸质版（1 份）及

相关支撑材料复印件交至学院（部）报到处，然后到“绿色通道”处办理贷款回执、确认

学费缓缴金额等手续。

3. 学校资助中心将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 - 9 月 18 日开通资助业务电话咨询热线，欢

迎同学致电咨询。咨询电话：010-67392607。

五、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六、位置及交通路线

平乐园校区

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

里，东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通州校区

位置：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 89 号。

交通路线：

1. 乘坐八通线地铁，在通州北苑下车，转乘 615 或 667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

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北；或乘坐地铁 6 号线通州北关站下车，往东走约

1.6 千米即到。

2. 从大北窑或大望路转乘 667 路公交车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

西行路北。

3. 从神路街转乘 615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

北。

4. 首都机场：乘机场大巴通州线至北关（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至呼家楼（站），

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步行 1.6 千米。

6. 北京站：乘地铁 2 号线至朝阳门（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7. 北京南站 ：乘地铁 14 号线至金台路（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8. 北京西站 ：乘地铁 9 号线至白石桥南（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七、招办咨询

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2:00

2. 报到地点：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七层互联互通大教室（705 室）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学

院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外，

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8 张（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信息类专业学生

/ 金融学专业学生党支部委员会”，报到时由录取院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

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

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院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

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 ：报到时，由学院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立团支部，

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学院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办理接转手

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学院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含 28 岁）不再办

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学院；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学生就读告知书》：请学生本人和家长在 2

份告知书上签字，开学报到注册时交回。

10.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2020 级新生家长会腾讯会议线上进行。

会议主题：都柏林学院 2020 级新生家长会

会议时间：2020/9/8 14:00-16: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ncent.com/s/M1rZb3CgaRir

会议 ID：798 877 934

会议密码：123456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798877934#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2,798877934# ( 中国香港 )

根据您的位置拨号

+8675536550000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 ( 中国香港 )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请于体检当日在平乐园校

区校医院一层缴纳。

四、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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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2. 报到地点：

（1）环境与生命学部（仅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及应用化学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理

科楼 C 一层大厅报到。

（2）城市建设学部（仅建筑学及城乡规划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人文楼 518 报到。

（3）樊恭烋荣誉学院：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617 房间报到。

（4）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体育特长班）：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经管楼大厅报到。

通州校区（除上述专业外）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上午：信息学部、城市建设学部、环境与生命学部。

下午：文法学部、材料与制造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院、理学部、艺术设计学院。

2. 报到地点：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体育馆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所

在学院（部）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

正当理由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部）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5 张

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支部委员会”，报

到时由录取二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

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二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

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部）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报到时，由学院（部）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

立团支部，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所在学院（部）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

办理接转手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所在学院（部）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

含 28 岁）不再办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所在学院（部）；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平乐园校区请于体检当日

在校医院一层缴纳，通州校区请于体检当日在现场缴纳。

四、绿色通道

根据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面向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学校设立“绿色通道”，保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请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或者未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且无

法全额缴纳学费的同学进入“绿色通道”办理相关手续。

1. 请于 8 月 18 日 - 8 月 28 日之间，扫描二维码关注勤工助学之家微信公众号，然后

点击下方“便捷服务”；（1）下载《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并打印 1 份，

填写完成 ；（2）点击“学费缓缴”，填写学费、住宿费缴费、助学贷款等相关情况。 

2. 在报到当天，将《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纸质版（1 份）及

相关支撑材料复印件交至学院（部）报到处，然后到“绿色通道”处办理贷款回执、确认

学费缓缴金额等手续。

3. 学校资助中心将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 - 9 月 18 日开通资助业务电话咨询热线，欢

迎同学致电咨询。咨询电话：010-67392607。

五、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勤工助学之家
微信公众号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六、位置及交通路线

平乐园校区

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

里，东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通州校区

位置：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 89 号。

交通路线：

1. 乘坐八通线地铁，在通州北苑下车，转乘 615 或 667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

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北；或乘坐地铁 6 号线通州北关站下车，往东走约

1.6 千米即到。

2. 从大北窑或大望路转乘 667 路公交车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

西行路北。

3. 从神路街转乘 615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

北。

4. 首都机场：乘机场大巴通州线至北关（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至呼家楼（站），

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步行 1.6 千米。

6. 北京站：乘地铁 2 号线至朝阳门（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7. 北京南站 ：乘地铁 14 号线至金台路（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8. 北京西站 ：乘地铁 9 号线至白石桥南（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七、招办咨询

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其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五、学校及学院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里，东

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办公地址：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7-8 层。 

六、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七、招办与学院咨询

招办咨询：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学院咨询：9 月 7 日（周一 ）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940/67395287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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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2020 年 8 月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2:00

2. 报到地点：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七层互联互通大教室（705 室）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学

院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外，

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8 张（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信息类专业学生

/ 金融学专业学生党支部委员会”，报到时由录取院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

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

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院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

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 ：报到时，由学院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立团支部，

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学院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办理接转手

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学院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含 28 岁）不再办

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学院；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学生就读告知书》：请学生本人和家长在 2

份告知书上签字，开学报到注册时交回。

10.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2020 级新生家长会腾讯会议线上进行。

会议主题：都柏林学院 2020 级新生家长会

会议时间：2020/9/8 14:00-16: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ncent.com/s/M1rZb3CgaRir

会议 ID：798 877 934

会议密码：123456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798877934#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2,798877934# ( 中国香港 )

根据您的位置拨号

+8675536550000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 ( 中国香港 )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请于体检当日在平乐园校

区校医院一层缴纳。

四、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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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2. 报到地点：

（1）环境与生命学部（仅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及应用化学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理

科楼 C 一层大厅报到。

（2）城市建设学部（仅建筑学及城乡规划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人文楼 518 报到。

（3）樊恭烋荣誉学院：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617 房间报到。

（4）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体育特长班）：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经管楼大厅报到。

通州校区（除上述专业外）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上午：信息学部、城市建设学部、环境与生命学部。

下午：文法学部、材料与制造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院、理学部、艺术设计学院。

2. 报到地点：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体育馆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所

在学院（部）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

正当理由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部）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5 张

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支部委员会”，报

到时由录取二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

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二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

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部）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报到时，由学院（部）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

立团支部，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所在学院（部）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

办理接转手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所在学院（部）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

含 28 岁）不再办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所在学院（部）；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平乐园校区请于体检当日

在校医院一层缴纳，通州校区请于体检当日在现场缴纳。

四、绿色通道

根据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面向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学校设立“绿色通道”，保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请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或者未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且无

法全额缴纳学费的同学进入“绿色通道”办理相关手续。

1. 请于 8 月 18 日 - 8 月 28 日之间，扫描二维码关注勤工助学之家微信公众号，然后

点击下方“便捷服务”；（1）下载《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并打印 1 份，

填写完成 ；（2）点击“学费缓缴”，填写学费、住宿费缴费、助学贷款等相关情况。 

2. 在报到当天，将《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纸质版（1 份）及

相关支撑材料复印件交至学院（部）报到处，然后到“绿色通道”处办理贷款回执、确认

学费缓缴金额等手续。

3. 学校资助中心将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 - 9 月 18 日开通资助业务电话咨询热线，欢

迎同学致电咨询。咨询电话：010-67392607。

五、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六、位置及交通路线

平乐园校区

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

里，东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通州校区

位置：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 89 号。

交通路线：

1. 乘坐八通线地铁，在通州北苑下车，转乘 615 或 667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

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北；或乘坐地铁 6 号线通州北关站下车，往东走约

1.6 千米即到。

2. 从大北窑或大望路转乘 667 路公交车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

西行路北。

3. 从神路街转乘 615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

北。

4. 首都机场：乘机场大巴通州线至北关（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至呼家楼（站），

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步行 1.6 千米。

6. 北京站：乘地铁 2 号线至朝阳门（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7. 北京南站 ：乘地铁 14 号线至金台路（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8. 北京西站 ：乘地铁 9 号线至白石桥南（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七、招办咨询

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其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五、学校及学院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里，东

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办公地址：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7-8 层。 

六、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七、招办与学院咨询

招办咨询：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学院咨询：9 月 7 日（周一 ）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940/67395287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新生入学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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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2020 年 8 月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2:00

2. 报到地点：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七层互联互通大教室（705 室）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学

院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外，

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8 张（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信息类专业学生

/ 金融学专业学生党支部委员会”，报到时由录取院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

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

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院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

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 ：报到时，由学院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立团支部，

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学院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办理接转手

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学院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含 28 岁）不再办

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学院；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学生就读告知书》：请学生本人和家长在 2

份告知书上签字，开学报到注册时交回。

10.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2020 级新生家长会腾讯会议线上进行。

会议主题：都柏林学院 2020 级新生家长会

会议时间：2020/9/8 14:00-16: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ncent.com/s/M1rZb3CgaRir

会议 ID：798 877 934

会议密码：123456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798877934#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2,798877934# ( 中国香港 )

根据您的位置拨号

+8675536550000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 ( 中国香港 )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请于体检当日在平乐园校

区校医院一层缴纳。

四、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2. 报到地点：

（1）环境与生命学部（仅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及应用化学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理

科楼 C 一层大厅报到。

（2）城市建设学部（仅建筑学及城乡规划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人文楼 518 报到。

（3）樊恭烋荣誉学院：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617 房间报到。

（4）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体育特长班）：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经管楼大厅报到。

通州校区（除上述专业外）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上午：信息学部、城市建设学部、环境与生命学部。

下午：文法学部、材料与制造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院、理学部、艺术设计学院。

2. 报到地点：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体育馆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所

在学院（部）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

正当理由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部）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5 张

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支部委员会”，报

到时由录取二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

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二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

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部）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报到时，由学院（部）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

立团支部，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所在学院（部）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

办理接转手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所在学院（部）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

含 28 岁）不再办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所在学院（部）；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平乐园校区请于体检当日

在校医院一层缴纳，通州校区请于体检当日在现场缴纳。

四、绿色通道

根据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面向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学校设立“绿色通道”，保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请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或者未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且无

法全额缴纳学费的同学进入“绿色通道”办理相关手续。

1. 请于 8 月 18 日 - 8 月 28 日之间，扫描二维码关注勤工助学之家微信公众号，然后

点击下方“便捷服务”；（1）下载《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并打印 1 份，

填写完成 ；（2）点击“学费缓缴”，填写学费、住宿费缴费、助学贷款等相关情况。 

2. 在报到当天，将《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纸质版（1 份）及

相关支撑材料复印件交至学院（部）报到处，然后到“绿色通道”处办理贷款回执、确认

学费缓缴金额等手续。

3. 学校资助中心将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 - 9 月 18 日开通资助业务电话咨询热线，欢

迎同学致电咨询。咨询电话：010-67392607。

五、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六、位置及交通路线

平乐园校区

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

里，东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通州校区

位置：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 89 号。

交通路线：

1. 乘坐八通线地铁，在通州北苑下车，转乘 615 或 667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

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北；或乘坐地铁 6 号线通州北关站下车，往东走约

1.6 千米即到。

2. 从大北窑或大望路转乘 667 路公交车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

西行路北。

3. 从神路街转乘 615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

北。

4. 首都机场：乘机场大巴通州线至北关（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至呼家楼（站），

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步行 1.6 千米。

6. 北京站：乘地铁 2 号线至朝阳门（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7. 北京南站 ：乘地铁 14 号线至金台路（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8. 北京西站 ：乘地铁 9 号线至白石桥南（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七、招办咨询

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其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五、学校及学院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里，东

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办公地址：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7-8 层。 

六、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七、招办与学院咨询

招办咨询：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学院咨询：9 月 7 日（周一 ）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940/67395287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2020 年 8 月

北京工业大学
官方微信订阅号

北京工业大学
招生办公室 北工大教务处 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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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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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2:00

2. 报到地点：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七层互联互通大教室（705 室）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学

院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外，

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8 张（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信息类专业学生

/ 金融学专业学生党支部委员会”，报到时由录取院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

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

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院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

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 ：报到时，由学院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立团支部，

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学院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办理接转手

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学院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含 28 岁）不再办

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学院；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学生就读告知书》：请学生本人和家长在 2

份告知书上签字，开学报到注册时交回。

10.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2020 级新生家长会腾讯会议线上进行。

会议主题：都柏林学院 2020 级新生家长会

会议时间：2020/9/8 14:00-16: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ncent.com/s/M1rZb3CgaRir

会议 ID：798 877 934

会议密码：123456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798877934#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2,798877934# ( 中国香港 )

根据您的位置拨号

+8675536550000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 ( 中国香港 )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请于体检当日在平乐园校

区校医院一层缴纳。

四、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2020级
新生入学须知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2. 报到地点：

（1）环境与生命学部（仅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及应用化学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理

科楼 C 一层大厅报到。

（2）城市建设学部（仅建筑学及城乡规划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人文楼 518 报到。

（3）樊恭烋荣誉学院：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617 房间报到。

（4）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体育特长班）：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经管楼大厅报到。

通州校区（除上述专业外）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上午：信息学部、城市建设学部、环境与生命学部。

下午：文法学部、材料与制造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院、理学部、艺术设计学院。

2. 报到地点：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体育馆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所

在学院（部）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

正当理由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部）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5 张

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支部委员会”，报

到时由录取二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

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二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

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部）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报到时，由学院（部）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

立团支部，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所在学院（部）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

办理接转手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所在学院（部）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

含 28 岁）不再办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所在学院（部）；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平乐园校区请于体检当日

在校医院一层缴纳，通州校区请于体检当日在现场缴纳。

四、绿色通道

根据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面向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学校设立“绿色通道”，保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请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或者未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且无

法全额缴纳学费的同学进入“绿色通道”办理相关手续。

1. 请于 8 月 18 日 - 8 月 28 日之间，扫描二维码关注勤工助学之家微信公众号，然后

点击下方“便捷服务”；（1）下载《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并打印 1 份，

填写完成 ；（2）点击“学费缓缴”，填写学费、住宿费缴费、助学贷款等相关情况。 

2. 在报到当天，将《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纸质版（1 份）及

相关支撑材料复印件交至学院（部）报到处，然后到“绿色通道”处办理贷款回执、确认

学费缓缴金额等手续。

3. 学校资助中心将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 - 9 月 18 日开通资助业务电话咨询热线，欢

迎同学致电咨询。咨询电话：010-67392607。

五、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六、位置及交通路线

平乐园校区

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

里，东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通州校区

位置：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 89 号。

交通路线：

1. 乘坐八通线地铁，在通州北苑下车，转乘 615 或 667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

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北；或乘坐地铁 6 号线通州北关站下车，往东走约

1.6 千米即到。

2. 从大北窑或大望路转乘 667 路公交车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

西行路北。

3. 从神路街转乘 615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

北。

4. 首都机场：乘机场大巴通州线至北关（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至呼家楼（站），

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步行 1.6 千米。

6. 北京站：乘地铁 2 号线至朝阳门（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7. 北京南站 ：乘地铁 14 号线至金台路（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8. 北京西站 ：乘地铁 9 号线至白石桥南（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七、招办咨询

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其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五、学校及学院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里，东

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办公地址：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7-8 层。 

六、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七、招办与学院咨询

招办咨询：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学院咨询：9 月 7 日（周一 ）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940/67395287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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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2020 年 8 月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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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2:00

2. 报到地点：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七层互联互通大教室（705 室）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学

院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外，

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8 张（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信息类专业学生

/ 金融学专业学生党支部委员会”，报到时由录取院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

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

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院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

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 ：报到时，由学院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立团支部，

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学院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办理接转手

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学院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含 28 岁）不再办

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学院；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学生就读告知书》：请学生本人和家长在 2

份告知书上签字，开学报到注册时交回。

10.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2020 级新生家长会腾讯会议线上进行。

会议主题：都柏林学院 2020 级新生家长会

会议时间：2020/9/8 14:00-16: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ncent.com/s/M1rZb3CgaRir

会议 ID：798 877 934

会议密码：123456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798877934#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2,798877934# ( 中国香港 )

根据您的位置拨号

+8675536550000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 ( 中国香港 )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请于体检当日在平乐园校

区校医院一层缴纳。

四、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2. 报到地点：

（1）环境与生命学部（仅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及应用化学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理

科楼 C 一层大厅报到。

（2）城市建设学部（仅建筑学及城乡规划专业）：新生在平乐园校区人文楼 518 报到。

（3）樊恭烋荣誉学院：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617 房间报到。

（4）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体育特长班）：新生在平乐园校区经管楼大厅报到。

通州校区（除上述专业外）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7:00

上午：信息学部、城市建设学部、环境与生命学部。

下午：文法学部、材料与制造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院、理学部、艺术设计学院。

2. 报到地点：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体育馆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所

在学院（部）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

正当理由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部）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5 张

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支部委员会”，报

到时由录取二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

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二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

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 ×× 学院（部）”。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部）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报到时，由学院（部）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

立团支部，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所在学院（部）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

办理接转手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所在学院（部）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

含 28 岁）不再办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所在学院（部）；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平乐园校区请于体检当日

在校医院一层缴纳，通州校区请于体检当日在现场缴纳。

四、绿色通道

根据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面向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学校设立“绿色通道”，保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请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或者未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且无

法全额缴纳学费的同学进入“绿色通道”办理相关手续。

1. 请于 8 月 18 日 - 8 月 28 日之间，扫描二维码关注勤工助学之家微信公众号，然后

点击下方“便捷服务”；（1）下载《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并打印 1 份，

填写完成 ；（2）点击“学费缓缴”，填写学费、住宿费缴费、助学贷款等相关情况。 

2. 在报到当天，将《北京工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承诺书》纸质版（1 份）及

相关支撑材料复印件交至学院（部）报到处，然后到“绿色通道”处办理贷款回执、确认

学费缓缴金额等手续。

3. 学校资助中心将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 - 9 月 18 日开通资助业务电话咨询热线，欢

迎同学致电咨询。咨询电话：010-67392607。

五、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六、位置及交通路线

平乐园校区

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

里，东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通州校区

位置：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 89 号。

交通路线：

1. 乘坐八通线地铁，在通州北苑下车，转乘 615 或 667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

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北；或乘坐地铁 6 号线通州北关站下车，往东走约

1.6 千米即到。

2. 从大北窑或大望路转乘 667 路公交车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

西行路北。

3. 从神路街转乘 615 路公交车到焦王庄南口（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下车往西行路

北。

4. 首都机场：乘机场大巴通州线至北关（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至呼家楼（站），

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步行 1.6 千米。

6. 北京站：乘地铁 2 号线至朝阳门（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7. 北京南站 ：乘地铁 14 号线至金台路（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8. 北京西站 ：乘地铁 9 号线至白石桥南（站），换乘地铁 6 号线至通州北关（站）下车，

步行 1.6 千米。

七、招办咨询

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其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五、学校及学院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里，东

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办公地址：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7-8 层。 

六、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七、招办与学院咨询

招办咨询：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学院咨询：9 月 7 日（周一 ）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940/67395287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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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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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2:00

2. 报到地点：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七层互联互通大教室（705 室）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学

院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外，

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8 张（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信息类专业学生

/ 金融学专业学生党支部委员会”，报到时由录取院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

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

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院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

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 ：报到时，由学院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立团支部，

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学院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办理接转手

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学院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含 28 岁）不再办

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学院；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学生就读告知书》：请学生本人和家长在 2

份告知书上签字，开学报到注册时交回。

10.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2020 级新生家长会腾讯会议线上进行。

会议主题：都柏林学院 2020 级新生家长会

会议时间：2020/9/8 14:00-16: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ncent.com/s/M1rZb3CgaRir

会议 ID：798 877 934

会议密码：123456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798877934#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2,798877934# ( 中国香港 )

根据您的位置拨号

+8675536550000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 ( 中国香港 )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请于体检当日在平乐园校

区校医院一层缴纳。

四、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其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五、学校及学院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里，东

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办公地址：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7-8 层。 

六、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七、招办与学院咨询

招办咨询：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学院咨询：9 月 7 日（周一 ）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940/67395287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2020 年 8 月



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2:00

2. 报到地点：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七层互联互通大教室（705 室）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学

院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外，

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8 张（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信息类专业学生

/ 金融学专业学生党支部委员会”，报到时由录取院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

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

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院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

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 ：报到时，由学院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立团支部，

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学院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办理接转手

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学院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含 28 岁）不再办

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学院；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学生就读告知书》：请学生本人和家长在 2

份告知书上签字，开学报到注册时交回。

10.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2020 级新生家长会腾讯会议线上进行。

会议主题：都柏林学院 2020 级新生家长会

会议时间：2020/9/8 14:00-16: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ncent.com/s/M1rZb3CgaRir

会议 ID：798 877 934

会议密码：123456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798877934#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2,798877934# ( 中国香港 )

根据您的位置拨号

+8675536550000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 ( 中国香港 )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请于体检当日在平乐园校

区校医院一层缴纳。

四、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其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五、学校及学院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里，东

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办公地址：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7-8 层。 

六、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七、招办与学院咨询

招办咨询：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学院咨询：9 月 7 日（周一 ）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940/67395287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2020 年 8 月

北京工业大学
官方微信订阅号

北京工业大学
招生办公室 北工大教务处 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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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乐园校区学生社区服务中心
致2020级新生的一封信

新同学：你好！

祝贺你考入北京工业大学！

我校学生宿舍实行公寓化管理，宿舍分配按学院（部）、学号顺序安排，住宿收费标

准按照北京巿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根据教育部及北京巿教委文件要求，学校不统一为新生配备卧具，新生报到当日我校

邀请卧具生产厂商到校在指定地点进行直销，包括棉被、褥子、床垫、床单、被罩、枕芯、

枕套、蚊帐、夏凉被等。学生公寓床长 2 米，宽 0.9 米，床护栏高 0.3 米，如自带卧具，

请参照此规格准备。为确保安全，自备床垫厚度应低于 6 厘米。

当你随同录取通知书一起收到这封信时，视同你已经做出了住宿申请。若你选择不住

宿或身高在 1.95 米以上，请务必在咨询时间内电话通知我们。

咨询时间：9 月 1 日  9:00 - 16:00   

值班电话：010-67391921

感谢你对学生社区工作的支持与理解，预祝你在北京工业大学学业有成，生活愉快！

入住时间：新生携带录取通知书可以在 9 月 7 日至 8 日办理入住公寓手续（其他报到

手续 8 日办理）。

温馨提示：

1. 请关注后勤保障处微信公众号 , 扫二维码 , 学生社区将于 8 月 30 日前将新生住宿报

到的程序及新生宿舍的安排通过微信推送；

2. 新生报到期间，学生社区不会安排任何部门到宿舍楼内进行卡类推销、刊物订阅、

培训材料发放等，请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平乐园校区学生社区服务中心

2020 年 8 月
北工大后勤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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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2:00

2. 报到地点：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七层互联互通大教室（705 室）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学

院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外，

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8 张（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信息类专业学生

/ 金融学专业学生党支部委员会”，报到时由录取院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

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

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院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

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 ：报到时，由学院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立团支部，

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学院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办理接转手

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学院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含 28 岁）不再办

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学院；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学生就读告知书》：请学生本人和家长在 2

份告知书上签字，开学报到注册时交回。

10.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2020 级新生家长会腾讯会议线上进行。

会议主题：都柏林学院 2020 级新生家长会

会议时间：2020/9/8 14:00-16: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ncent.com/s/M1rZb3CgaRir

会议 ID：798 877 934

会议密码：123456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798877934#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2,798877934# ( 中国香港 )

根据您的位置拨号

+8675536550000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 ( 中国香港 )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请于体检当日在平乐园校

区校医院一层缴纳。

四、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其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五、学校及学院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里，东

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办公地址：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7-8 层。 

六、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七、招办与学院咨询

招办咨询：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学院咨询：9 月 7 日（周一 ）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940/67395287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2020 年 8 月



新同学：你好！

祝贺你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在这里，你将开启大学生活的新篇章。

通州校区住宿实行公寓化管理，每间宿舍住 6 人，住宿收费标准按照北京市相关文件

规定执行。

卧具标准：公寓内的床长 2 米，宽 0.90 米，床护栏高 0.22 米。如自备卧具，床垫厚

度不要超过 6 厘米。学生报到当天，学校将邀请北京市教委及技术监督局认定资质的厂家

到校直销床上用品。

入住时间：新生携带录取通知书可以在 9 月 7 日至 8 日办理入住公寓手续（其他报到

手续 8 日办理）。

提交材料：办理公寓入住时，每位同学需交一张一寸近期免冠照片。

咨询电话：请体重超过 100kg 或身高超过 1.95m 以上的同学在 8 月 30 日至 31 日

9:00 - 16:30 拨打 010-52334080 联系我们。

温馨提示：

1. 请扫下方二维码，关注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微信服务平台 , 开学前新生宿舍的安

排通过微信推送；

2. 新生报到期间，学校不会安排任何人员到公寓楼内进行卡类推销、刊物订阅、培训

材料发放等，请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通州校区管理中心

2020 年 8 月

通州校区管理中心
致2020级新生的一封信

北京工业大学通州校区
微信公众号

22通州校区管理中心致2020级新生的一封信

新生入学须知
FRESHMEN NOTICE

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2:00

2. 报到地点：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七层互联互通大教室（705 室）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学

院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外，

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8 张（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信息类专业学生

/ 金融学专业学生党支部委员会”，报到时由录取院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

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

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院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

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 ：报到时，由学院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立团支部，

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学院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办理接转手

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学院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含 28 岁）不再办

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学院；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学生就读告知书》：请学生本人和家长在 2

份告知书上签字，开学报到注册时交回。

10.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2020 级新生家长会腾讯会议线上进行。

会议主题：都柏林学院 2020 级新生家长会

会议时间：2020/9/8 14:00-16: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ncent.com/s/M1rZb3CgaRir

会议 ID：798 877 934

会议密码：123456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798877934#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2,798877934# ( 中国香港 )

根据您的位置拨号

+8675536550000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 ( 中国香港 )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请于体检当日在平乐园校

区校医院一层缴纳。

四、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其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五、学校及学院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里，东

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办公地址：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7-8 层。 

六、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七、招办与学院咨询

招办咨询：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学院咨询：9 月 7 日（周一 ）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940/67395287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2020 年 8 月



新生必知秘籍：
如何在北工大享用
全球优质教育资源

各位亲爱的 2020 级新生：

首先，请接受来自北京工业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对大家的衷心祝贺与问候 : 恭喜你即

将成为一名“北工大人”，并将在这里度过一段青春激扬而令人期待的大学生活。

学校始终致力于搭建分层次的全球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努力构建“长短结合、形式灵

活”的多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为更多的工大学子提供更多元、更优质的国际交流选

择，让同学们都可以享受到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扩展国际视野，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通晓

国际规则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目前，我校已与世界上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73 所院校机

构正式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80% 的合作院校都集中在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

荷兰等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欢迎同学们在学期间参加各类境外高校的长期交流项目和短期交流项目，充分享用全

球优质教育资源和学习机会！参加境外长短期交流项目的同学，都有机会获得学校的高额

境外交流奖学金资助 !

温馨提醒同学们要提前规划，做好“语言成绩”+“学业成绩”的充分准备！

更多交流项目信息请查询国际交流合作处网站：http://international.bjut.edu.cn/

国际交流合作处国际项目办公室

internationalprogramsi@bjut.edu.cn

电话：010-67392071

地址：平乐园校区科学楼 2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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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学须知
FRESHMEN NOTICE

新同学：你好！

为使大家能够顺利办理入学手续，请仔细阅读以下须知，并做好入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及地点

平乐园校区

1. 报到时间：9 月 8 日（周二）8:00 - 12:00

2. 报到地点：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七层互联互通大教室（705 室）

请新生注意：请按时到校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在开学两周内报到者，应事先向学

院请假并提供有关证明，无故逾期不报到或请假逾期两周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外，

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时须携带如下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的姓名必须一致，否则不能注册，录取后建议不

要更改姓名）

2. 本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请带户口卡）

3.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身份证双面用 A4 纸复印）。如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请到

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没有身份证的同学，复印户口薄户主页和本人户口页。复印件由学

院收齐后交财务处。

4. 照片 8 张（近期同底板一寸免冠正面彩照，请提前裁剪、包好并在照片背面写上姓名）

5. 党组织关系

京内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北京市范围内接转组织关系，直接通过网上接转，不需要开具

纸质版介绍信。北京市范围内单位的新生由所在单位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信息类专业学生

/ 金融学专业学生党支部委员会”，报到时由录取院级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

至相应支部。

京外

党员党组织关系转移：外埠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组织部门开具的党组织

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录取院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抬头为“中共北京市委

教育工委”，转至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注意：（1）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均由新生自带，不要与人事档案（含有党员

档案）放在一起，以便报到时直接办理相关的接转手续。（2）所有自带党员档案的新生，

请务必亲自将本人党员档案交至录取学院负责老师。

6. 团组织关系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上转接 ：报到时，由学院团委在“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建立团支部，

并组织新生统一在线上发起团组织关系转入申请，经所在团支部批准后转入。

团员团组织关系线下转接：开学一个月内，由学院团委收齐团员证，统一办理接转手

续。如本人团员证丢失，向学院团委申请补办。学生年龄超过 28 岁（不含 28 岁）不再办

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7. 户口

京内

农业户口：入学后 11 月份学校统一发放农转非户口证明。

京外

户口迁移证：

（1）户口省份和录取省份相符，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北京工业

大学”。

（2）迁移证必须加盖派出所公章。

（3）迁移证“籍贯”和“出生地”栏必须具体到两级地址。

（4）迁移证内容应与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内容一致。如有不符，请到当地派出所更

正并加盖公章。学生就读期间，学校不负责更改入学前户口项目的各项内容。

注意事项：

（1）户口办理期限自报到日起一个月以内，过期不予办理。

（2）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因个人原因不办理的学生，报到时现场

填写知情书（由户籍办提供）并予以确认，同时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4）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可能会对个人相关业务办理带来不便。

8. 个人档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与所在中学联系办理转档事宜（如果档案不在中学，请与

本省或地区招办联系）。如果未转出高中档案，以后将影响个人就业、考研和出国，后果

自负（须签署书面承诺书）。如果需要学生自己携带个人档案，请注意：

    （1）个人档案要密封并加盖转档部门公章，报到时交给学院；

    （2）如果档案没有密封盖章或有破损、私拆等情况，学校将不予接收。

9.《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学生就读告知书》：请学生本人和家长在 2

份告知书上签字，开学报到注册时交回。

10. 请自行准备卧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并随身携带

学校在报到现场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由学生自愿购买。入校后

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应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2020 级新生家长会腾讯会议线上进行。

会议主题：都柏林学院 2020 级新生家长会

会议时间：2020/9/8 14:00-16:00

点击链接入会，或添加至会议列表：

https://meeting.tencent.com/s/M1rZb3CgaRir

会议 ID：798 877 934

会议密码：123456

手机一键拨号入会

+8675536550000,,798877934#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2,798877934# ( 中国香港 )

根据您的位置拨号

+8675536550000 ( 中国大陆 )

+85230018898 ( 中国香港 )

9 月 10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9 月 14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报到后以校医院通知为准。体检费：131.5 元，请于体检当日在平乐园校

区校医院一层缴纳。

四、提交电子照片及学号确认

请于 8 月 31 日 17:00 前，登录新生照片采集系统（http://yingxin.bjut.edu.cn/）完

成照片采集及学号确认。

用户名为考生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的倒数第 7 位至倒数第 2 位。请按照系

统提示上传个人照片，具体要求为：

1.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建议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 白色背景，无边框。

3. 不着制服式服装或白色上衣。

4. 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5. 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6. 照片分辨率为 420×560 像素。

7. 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请新生按上述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照片上传。未按要求上传照片或逾期上传

照片的新生，会影响其入学报到和在校生活。

五、学校及学院位置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位于东四环工大桥西侧，东三环华威桥往东 2 公里，东

三环劲松桥往东约 2 公里至平乐园路口向南 800 米。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办公地址：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 7-8 层。 

六、交通路线

1. 公交车 ：乘 30、34、513、541、535、402、605、621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西门）下车；

乘 29、53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下车。

2. 地铁：乘地铁 14 号线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3. 自驾路线：四环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北工大路 / 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右转

后可进入南门；四环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华威桥 / 东三环”出口出，盘桥直行进辅路，

进入南门。( 注：校内停车位有限，请尽量乘公共交通工具 )

4. 首都机场：乘首都机场快轨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

乘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5. 大兴机场：乘大兴机场快轨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在十里河换乘

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6. 北京站：乘坐 52 路公交车在平乐园（站）下车，步行 1.5 千米。

7. 北京南站：乘坐地铁 14 号线到达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8. 北京西站：乘坐 53 路公交车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站）下车或乘坐地铁 7 号线后

换乘地铁 14 号线 ,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七、招办与学院咨询

招办咨询：9 月 3 日（周四）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09

学院咨询：9 月 7 日（周一 ）上午 8:00 - 12:00  电话：010-673916940/67395287

八、新生缴费事宜

报到后完成新生各项缴费，详情以学校通知为准。

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 入校途中的要求

（1）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

擦拭清洁处理。

（3）如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如

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

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2. 进入校园要求

所有新生须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进入校园。

来自中风险地区的新生，在报到时还须诚实提供报到前 14 天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证

明，即行动轨迹显示学生持续在新生所在地或集中观察点 14 天位置未改变的信息及每日

“晨午晚”体温记录。

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新生，暂不来校报到，待本地风险等级降低后再根据相关规定申请

来校。

对于尚在境外的新生，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校联

系，经批准后先在网上办理相关手续，开展在线学习。具体办理流程另行告知。所有近期

从境外返回的学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港澳台学生须服从教育部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者，且正在治疗、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中的，暂不来校报到；新生本人或共同居住的

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且已经治愈、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或居家观察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通行码“绿码”来校报到。

新生来校报到前，应在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学校将给予报销，请同

学们注意保存好当地医疗机构开具的正式票据及费用明细清单作为报销凭证。发票抬头原

则上为：北京工业大学（纳税人识别号为 12110000400687411U）。如果当地医疗部门只

能开具个人的，可以开学生个人姓名。如新生所在地确实不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要提前

向学院（部）说明情况，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健康“绿码”返京。入校后安排至学校健康

观察点集中居住，由学校统一组织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转入正常学习生活。

3. 京外学生接机接站

京内新生请自行前往学校报到。

京外新生学校会指定各专业老师提前与之联系，确认到京信息。学校于 9 月 7 日、8

日两天安排接站。接站时间为每日 8:00-20:00，接站地点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自驾来京的同学，请避免中途在其它城市停留，由出发地直接

来校报到。

4. 入校后其他相关事宜

(1) 按照防疫要求，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新生入校后无特殊需求不得离开校园，请

各位同学进入校园前备齐所有生活所需。确有特殊原因必须离开校园的，须通过所在学部

（院）及学校批准。离开校园的学生，返回时需重新进行防疫检查，有必要的时候需入住

校园集中隔离点。

(2) 校内临时用餐：由于今年录取时间延后，各地考生投档进度不一，一部分新生可

能无法马上拿到校园一卡通。入校后学校将安排指定食堂就餐，学生届时可使用现金、手

机支付等方式就餐。

(3) 洗澡：在拿到一卡通之前，学校将安排每天固定时段供新生免费使用浴室。

5. 重要提示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校园实施封闭管理，今年家长不能随新生进入校园，

校园周边停车也十分紧张。请各位新生自行前往学校报到，途中注意安全防护。这也是开

启大学生活、锻炼自我管理的第一步，请各位家长和新生支持、理解。

(2) 学生需佩戴口罩进入校园，进入校园和宿舍前，学校会对每一位新生进行行李消

杀、体温检测、查验证件和健康码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3)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通知的时间报到，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部（院）老师联系，校

园因封闭管理等原因不能接受新生提前报到。

(4) 因防疫检查、排队间隔等要求，预计今年报到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往年拉长，请各

位新生尽量错峰前往学校报到。按照惯例，每年报到日早 8:00-10:00 为高峰时段。

(5) 请各位新生在报到前做好全部准备，特别是对防疫要求的准备，原则上报到前尽

量不要前往多地出行，共同为全校同学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6) 学校会在报到前通过官方微信、招办微信公众号、教务处微信公众号、工大学生树、

工大青年汇等平台推送更多关于报到的详细信息及报到后新生教育、开学典礼、教材领取、

教学安排等内容，请大家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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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
致2020级新生家长的一封信

亲爱的家长朋友，您好！

首先，祝贺您的孩子在高考中凭借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即将成为北京工业大学和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的正式在册学生。学院全体师生热忱欢迎

您孩子的加入 !

在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中，希望您一如既往地关注孩子的学习生活，积极配合学校，

帮助孩子在这段重要的成长历程中取得进步。以下提示，盼您关注：

1. 请您指导孩子认真阅读随《录取通知书》寄送的所有通知和文件，尤其是《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学生就读告知书》。

2. 报到当日下午召开“2020 级新生家长会”。具体地点会在学生报到时告知，也会通

过学院微信公众平台发布通知，敬请留意。届时，中外双方部分教师与家长见面，介绍学

院人才培养模式、管理特点、需家长配合的事宜等，诚挚邀请您拨冗出席。

3. 请鼓励孩子珍惜报到注册前的宝贵时光，熟悉英语学习内容，为大学学习打好基础。

4. 学院真诚欢迎家长与学院沟通。学生事务管理办公室联系电话： 010-67395287、

教务办公室电话：010-67396942

学院官网：http://bdic.bjut.edu.cn/。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学院微信公众号，

了解学院、学生学习动态和校园生活。

希望您的孩子在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度过愉快的大学时光。祝您和家人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北京 - 都柏林国际学院

2020 年 8 月

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
微信服务号

北工大都柏林学院黑板报
微信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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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
致2020级新生的一封信 Deputy Provost of Beijing-Dublin International College

1 August 2020
Welcome to UCD

Dear Applicant

We are delighted to have offered you a place in Beijing-Dublin International College, 
a recognised college of UCD and wish to extend our welcome and congratulations to 
you. 

UCD is a dynamic, modern, research intensive university which also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its roots i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founded by Cardinal Newman over 
150 years ago. As the largest and most diverse university in Ireland we have a great 
deal to offer you. We have high ambitions and expectations both as an institution 
and for our students. You have chosen to come to a University that prides itself on 
offering challenging and stimulating academic courses, delivered by Lecturers and 
Professors of international standing in their field. The modular structure of our 
courses gives you more flexibility to pursue areas of interest alongside the core 
curriculum that defines your degree. 

UCD has plenty of supports to help you on your academic and personal journey, 
including excellent academic support centres, health, welfare and counselling 
services. Academic staff and student advisors associated with your course can help 
with any academic or personal difficulties you might face. If you encounter any 
problems during your time at UCD, make sure to avail of their help. 

We will keep in touch with you throughout your time in our programme, so please 
ensure that you check your UCD email address regularly, as we will be using this 
email address to communicate with you.

We hope to welcome you to our campus in Dublin during your time in UCD, and we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studies.  

With best w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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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恭烋荣誉学院
新生选拔夏令营的通知

2020年 新生选拔夏令营

北京工业大学樊恭烋荣誉学院（以下简称“樊恭烋学院”）是北京工业大学为进一步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学习方法改革，培养工程领域领军人才，

以原校长樊恭烋先生命名设立的荣誉学院。

樊恭烋学院构建了以“导师制、个性化、小班化、国际化”，即“一制三化”为特色

的“2+2+X”的工程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和基于工程大类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创

新教学模式，形成了以“基石项目训练计划”为牵引且具有“基础性、灵活性、综合性、

创新性”的个性化创新实践课程体系，通过“单独编班、住宿学院制、四年全程管理、一

流导师指导”营造了良好的拔尖人才培育环境。樊恭烋学院学生可在第二学年末选择任意

工科专业进入专业阶段的学习。

樊恭烋荣誉学院 2020 年新生选拔夏令营将在 9 月 5 日 - 9 月 7 日举行，我们鼓励所

有有志于从事工科事业的学生报名参加选拔，计划选拔招收约 30 名 2020 级新生。请各

位考生提前关注樊恭烋荣誉学院微信公众号获得报名信息！

联系电话： 010-67392724
联系邮箱： fgx-hc@bjut.edu.cn

欢迎扫描关注
北京工业大学

樊恭烋荣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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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学院的新同学：
你好！
2020 级的同学们，感谢并欢迎你们来到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学习。大学是你

学习奋斗的人生新起点，为了帮助你尽快适应大学学习生活，同时过个充实而有收获的假
期，请你务必做好以下几件事：

1. 按照教育部 2020 年暑期及秋季开学期间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各高校要持续做好疫
情防控常态化下各项工作，确保所有学生健康管理全覆盖、无盲区。”在此要求所有新生，
暑期减少不必要外出，原则上不前往国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不跨省域长途旅行，避免
麻痹大意，始终将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2. 设计学类、美术学类、工业设计专业新生，来校报到前完成 50 张写生速写，画家
里家外的景物，尺寸大小在 A4 纸左右。报到后学院会统一收作品。

3. 所有新生请利用假期时间至少阅读一本书（广告学专业新生两本以上），并在开学
报到时交 1-2 篇读书笔记，每篇字数在 1000 字以上。推荐书目如下：

《中国绘画史》陈师曾著；《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 尚刚编著；《中国美学史大纲》-
叶朗著；《中国建筑史》梁思成著；《为真实的世界设计》-[ 美 ] 维克多•帕帕奈克著，周博译；
《设计心理学套装》-[ 美 ] 唐纳德 · A · 诺曼著；《设计中的设计》- 原研哉著；《西方现代
艺术史：绘画 · 雕塑 · 建筑》﹝美﹞H﹒H﹒阿纳森著 邹德侬等译；《艺术的故事》﹝英﹞贡
布里希著，范景中译；《视觉思维》﹝美﹞鲁道夫 · 阿恩海姆著，滕守尧译；《一个广告人
的自白（纪念版）》-[ 美 ] 大卫 · 奥格威著。

4. 欢迎在假期加入艺术设计学院新生 QQ 群 1109761214，加群时请注明“艺设轩昂，
我心飞翔”，否则不能通过审核。请大家扫描下方右侧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服务号：“北工
大艺设团委”，了解更多学生活动信息。欢迎同学们加入艺术设计学院团委学生会，可通
过关注“北工大艺设团委”公众号，搜索历史消息，了解艺设学生会的更多风采。

5. 欢迎了解学院教育教学相关事宜，可扫描上方左侧二维码关注“北工大艺视界”学
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学院最新动态。也可搜索学院官网 bjiad.bjut.edu.cn，了解学院各
个专业的风采。

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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