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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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到时间：8 月 23 日（周二）8:00—12:00
2.报到地点：校本部平乐园校区第四教学楼七层互联互通大教室（705 室）
提请新生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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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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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学部(院）收齐后交财务处。
4.照片 5 张
近期同底版一寸免冠正面彩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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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通过党员 E 先锋系统发起党组织关系
转移申请。请新生根据录取专业，转移到对应党支部。报到时由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党委
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至相应支部。室内转接有效期为 30 天，请于 8 月 1 日后发起
转接申请。
转至单位：
北工大都柏林学院物联网专业学生党支部
011100201188
北工大都柏林学院软件工程专业学生党支部
011100119100
北工大都柏林学院金融学专业学生党支部
011100119101
北工大都柏林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学生党支部
011100201190
京外
京外范围接转党员党组织关系仍采取纸质版转接与网上转接并行的方式：
(1)若外省市党员管理系统已通过全国组织关系转接交换区与党员 E 先锋系统完成了
对接，则采用线上线下并行的方式进行转接。线上方式：外埠转出党组织在系统中发起党
组织关系转接申请，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都柏林国际
学院委员会”
，报到时由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党组织审批确认，并将党组织关系转至相应
支部。线下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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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委
员会”
，
转至单位为
“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委员会”
，
以免因为线上系统故障造成转接工作失败。
（2）若外省市党员管理系统未通过全国组织关系转接交换区与党员 E 先锋系统进行对
接，则仍采用原有线下方式进行办理。即新生应持所在地县、市或市以上的组织部门开具
的党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报到时到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介绍信抬
头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委员会”
，转至单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工业
大学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委员会”
。
注意：①外埠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需要均由新生自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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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院）负责老师。③全国组织关系转接交换区与
党员 E 先锋系统对接处于试运行阶段，线上转接可能因为转接系统故障电子回执信无法到
达，无法完成转接。
6.团组织关系
京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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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京外户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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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遵循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迁入后，户口性质属于临时户口，毕业须
迁出。
（2）在校期间，不受理户口迁入、迁出事项。
（3）户口落户周期约为 8 至 10 个月。期间，学生因身份证丢失或过期将暂时无法补
办身份证，也无法借用户籍页办理个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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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携带卧具的学生，可前往报到现场，学校已设立具有合格资质的“厂家卧具直销点”，
自愿购买卧具。
入校后为便于自愿购买教材等其它学习用品，需准备适量的学习生活费用。
三、报到后
2022 级新生家长会线上进行。
会议主题：都柏林学院 2022 级新生家长会
会议时间：2022/8/23 14:00-16:00
腾讯会议：398-405-595
https://meeting.tencent.com/dm/6XApEr78H0dT
8 月 25 日（周四）上午开学典礼；8 月 29 日（周一）正式上课。
体检时间：8 月 25 日开学典礼后—16：00。
四、登录迎新网站提交电子照片制作校园卡
新生须于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12 日之间登录北京工业大学迎新网站（网址：
https://yingxin.bjut.edu.cn/）
，并根据系统提示提交符合要求的本人数码照片，以便学
校提前制作校园卡。
用户名为新生本人身份证号码，登录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码的后五位+@bjutZP。例如
张同学的身份证号码为 110000200201010436，则张同学的初始密码为 10436@bjutZP。请务
必在第一次登录后及时修改初始密码并牢记。
照片具体要求为：

1.近期、正面、免冠、白色背景的电子证件彩照（请在专业照相馆拍摄）；
2.照相时请勿穿白色上衣，要求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3.文件类型必须为“.jpg”
；
4.文件名为身份证号（字母均为大写）；
5.照片规格为 420×560 像素；
6.照片文件大小在 40K 至 130K 之间。
温馨提示：上传的照片将作为各业务系统的通用照片使用，请新生务必按要求认真准
备好近期照片，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逾期或未按要求提交照片的同学，入学报到时将不
能够及时领取校园一卡通，会影响正常报到流程和在校生活。
照片提交如有疑问请发邮件到 yikatong@bjut.edu.cn，信息中心会及时解答。校园网
络、IT 服务等更多信息化问题请关注信息中心公众号（北工大信息化）
：

五、学校及学院位置、交通路线
北京工业大学校本部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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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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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里至平乐园校区路口向南 800 米。
平乐园校区交通路线：
1.公交车：乘 8、29、53、63、605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南门公交站下车（由北京工业大
学南门进入）
；乘 34、513、535、605、973、985 路在北京工业大学公交站下车（由北京工
业大学西门进入）
；乘 34、402 路在祁家坟公交站下车（由北京工业大学东门进入）或乘
34、402 路在潘道庙公交站下车（由北京工业大学北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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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首都机场线至三元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内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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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北京大兴机国际机场线至草桥（站）下车，换乘地铁 10 号线外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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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乘 29、63 路至
北京工业大学南门公交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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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线后在
九龙山地铁站换乘地铁 14 号线, 在北工大西门站(C 口)出。
六、招办与学院咨询
招办咨询：8 月 18 日（周四）上午 8:00—12:00
电话：010-67391609
学院咨询：8 月 22 日（周一 ）上午 8:00—12:00 电话：010-67396940/67395287
七、新生缴费事宜
网上缴费时间：2022 年 8 月 23 日---9 月 16 日
缴费方式：网上缴费（PC 端）或微信公众号,详情请在报到后关注校园网通知。
需要缴纳的具体费用包括：1.学费；2.住宿费(住宿楼宇不同收费标准不同)；3.伙食
费(就餐充值费 300 元，学生到校后会收到已充值 300 元的一卡通，为方便新生就餐，此款
项为学校预先垫付，学生需进行补缴)。
缴费过程中如有疑问请与学校财务处联系，电话：010-67391868。

八、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1.新生请按照上述通知中发布的报到日期来校报到，
不要提前报到。
请提前购买车（机）
票，注意旅途安全！
2.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要求，建议新生入学报到前接种新冠疫苗，应接尽接，筑
牢免疫屏障。要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身体健康状况，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切实做好个人
防护。
3.学生须佩戴口罩进入校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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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码和通信行程卡等必要环节，请大家支持、配合。
4.学校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情况和北京市最新的政策，及时调整学校疫情防控要求，
并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动态调整本科迎新工作方案，具体要求和方案将于新生报到前，通过
官方微信或招办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推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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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相继推送，请及时关注。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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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微信公众号）

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微信公众号

北京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
2022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