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

大学 2018

ヂ

᯼

入学报到注册须⸱
亲⡽的᯼同学：
欢䘂ᛶ入䈯重

大学 2018 㓳ヂ

！

䈫ᛶ于 2018 9 月 6 ᰱ᪆带以下ᶜᯥ前ᖸ重 市⋥坪坝区⋥正㺒 174 号重
教学Ὲ一Ὲ大厅现场办理入学报到手续：

大学 A ṭ区主

1. ᖞ取䙎⸱书；
2. 党㔐㔓关㍇（ت头填写为“重 市委教㛾工委”，内容填写为“重
ᘈ）”（即ᛶ即将入䈯的学䲖（ 中ᘈ））。）；
3. 团㔐㔓关㍇(䖠到即将入䈯的学䲖（

大学***学䲖（

中

市⋥坪坝区⋥正㺒 174 号重

大

中ᘈ）)；

4. 教㛾䜜学历证书⮁子注册备Ẕ㾱（学信㖝学历䇘证报告）
5. ᢃ口䗵移证ᱚ（䗵移ᢃ口自ឋ,㤝䴴䗵移䈫䖠到“重
学”）；
6. 四ᕖ 1 寸䘅

ᖡ勠㯡登䇤➳片。

我ṭ从 2016 ᔶ始实㺇㖝上䘂᯼，䈫ᛶ于 2018
6 月 25 ᰱ䎫登ᖞ“重
须⸱，进入㖝上报到流程， ḱ看自己报到手续的办理ᜓ况。

重

大学ヂ

工作䜜ᗳ信公众号二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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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学ヂ

大学䘂᯼㖝”
（㖝址：ht

䲖ᗳ信公众号二㕀⹍：

入学报到注册䈚㔒流程
一、㺏溪ṭ区ヂ

᯼

报到事宜

入住㺏溪ṭ区（包ᤸ外国䈡学䲖、㢲ᵻ学䲖、数学与统䇰学䲖、化学化工学䲖、大数ᦺ与
䖣件学䲖、᯼䰯学䲖、 命科学学䲖、物理学䲖、㦧学䲖）的ヂ 可ⵀ᧱到㺏溪ṭ区所在学
䲖办公室报到注册。如ٷ有 源所在地䍫↊、䴴䃊䙎䗻“㕋勠㯡䙎䚇”报到 办理ᢃ口䗵移手续
的᯼ 须在 9 月 6 ᰱ到 A 区䘂᯼᧱ᗇᚉㄥ进㺇现场办理。
重大㺏溪ᗳ信公众号二㕀⹍

二、᯼

个人教学䇰划制定

全ᰱ制博士ヂ 、全ᰱ制硕士ヂ 和䶒全ᰱ制硕士ヂ ᯼ 在 2018
9 月 14 ᰱ前
登ᖞ重 大学ヂ 理㍇统，在导师指导下制定 提交个人教学䇰划。全ᰱ制ヂ 公共课
于 2018 9 月 11 ᰱᔶ始上课，䶒全ᰱ制硕士ヂ 全ṭ公共课于 2018
9 月 16 ᰱᔶ始上课，
具体课㾱䈫ḱ询重 大学ヂ 理㍇统。工商理硕士（MBA）、会䇰硕士（MAPCC）、公共
理硕士（MPA）䶒全ᰱ制专业学位硕士ヂ 公共课学习根ᦺ学䲖安 进㺇。
1. 登ᖞヂ

理㍇统 （技ᵻ᭻持⮁话：023-65112125）

䙎䗻“重

大学䘂᯼㖝”

ⵀ᧱登ᖞ“重

大学ヂ

䲖”（㖝址：

http://graduate.cqu.edu.cn/）主亩，✅击右侧“理㍇统登ᖞ入口”，䗇入“ 号”（即ᛶ
的学号，䈫ḱ看ᖞ取䙎⸱书）、“密⹍”（ᛶ的出
月ᰱ，如 19820108）和“登ᖞ㋇型”（勠䥸
ᤵ“学 ”）。
2. 制定个人教学䇰划

提交

进入ヂ 理㍇统 核实完善ᵸ人入学信ᚽ后，✅击左侧“个人教学䇰划”，在导师指
导下参➳《重 大学博士、硕士ヂ 培养ᰅẔ》的学分䀓定，制定个人教学䇰划 提交导师
审核，否则将ᖩ响个人正常教学活动。ᵶ确定导师的学䲖 指定专人指导 ⭽教务秘书统一审
核。

三、学费及ⵄ关费与ᮂ费ṓ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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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项目及金额如下：
1. 学费：根ᦺ国家䀓定，我ṭヂ 䴴 重 市物价局核定的ṓ准全额㖀㓿学费（ᵸ人学
费䈫从“重 大学㖝上㖀费 台”
（http://pay.cqu.edu.cn）ḱ询，䈚ᜓ参䄊ᵸ须
⸱第五条）；
2. 住宿费：入住学 公寓，䴴㖀㓿住宿费（含“少骨”、“ᖃ军”和“᭻教”等专项䇰划），
ᮂ费ṓ准参考ᵸ须⸱第四条；
3. ᢃ㊙办理代ᮂ费:ᢃ口䗵移免费，公安䜜门办理䓟份证工ᵸ费（证 20 元；㺠证 40 元）；
4. 体Ἄ费：᯼ 入学报到᱂䃊进㺇健
᯼㖝”䙎⸱）；

体Ἄ，䴴㖀㓿体Ἄ费 93 元（䈚ᜓ参䄊“重

大学䘂

5. 保䲝费：㤝参加重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䲝和商业保䲝将㧯ᗙ充分的医疗保䳐。㖀费金
额：城合医保一ắ 180 元/人/学
、二ắ 450 元/人/学
（如政 调ᯀ㖀
费额 ，将同步调ᯀ），商业保䲝 35 元/人/学
。
（䈚ᜓ参䄊“重 大学䘂᯼
㖝”䙎⸱）。

四、ṭ内住宿⭿䈫及费
1. 全ᰱ制硕士ヂ

᯼

住宿⭿䈫及费

䲘在㺏溪ṭ区住宿的硕士ヂ ᯼ 外，其他有资⭿ڃ䈫入住学 公寓的硕士ヂ ᯼
须在 2018 6 月 28 ᰱ 14 ✅—2018
7 月 27 ᰱ 24 ✅䙎䗻“重 大学䘂᯼㖝” ⵀ᧱登ᖞ“重
大学学 宿勠㭼自助 台”（㖝址：http://wsxf.cqu.edu.cn），䗇入ᢃ名（ᵸ人学号）和密
⹍（ᵸ人出
月ᰱ 8 位）, 提交住宿⭿䈫 㖀㓿住宿费，进㺇㖝上勠䥸房。
（1）住宿费ṓ准
A、B ṭ区ヂ

住宿费ṓ准分为 1200 元/

/学

(4 人䰨，自带卫

䰨、阳台）,1000 元/

/学 (4 人䰨，自带卫 䰨、阳台）,800 元/ /学 (2-4 人䰨，公共卫
ṓ准。㺏溪ṭ区住宿费ṓ准全䜜为 1200 元/ /学 。
（2）⭿䈫在 A 区和 B 区住宿的硕士ヂ

᯼

䰨、ᰬ阳台）三个

ᘊ须在㖝上提交⭿䈫、勠䥸房和㖀㓿住宿费。

①㖝上⭿䈫和勠䥸房ᔶ䙎᱂䰨为 2018
6 月 28 ᰱ 14 ✅—2018
7 月 27 ᰱ 24 ✅。㖝上勠䥸
定房䰨后ᘊ须在 48 小᱂内完成住宿费㖀㓿ᰅ可 效；䎹䗻 48 小᱂ᵶ完成㖀费确䇘，所勠䥸房源
自动进入勠䥸房㍇统供他人勠䥸。
②住宿费㖝上㖀㓿ᔶ䙎᱂䰨为 2018
6 月 28 ᰱ 14 ✅（䈚ᜓ参䄊ᵸ须⸱第五条，住宿ṓ
准自㺇勠䥸ᤵ）。᯼ 报到᱂，自带ᖞ取䙎⸱书和一ᕖ 1 寸登䇤➳片到所住宿勠㭼Ὲ值班台办理入住
手续。
（3） 㺏溪ṭ区硕士ヂ

᯼

不参加㖝上提交⭿䈫、勠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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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䈡学䲖、㢲ᵻ学䲖、数学与统䇰学䲖、化学化工学䲖、大数ᦺ与䖣件学䲖、᯼䰯学䲖、
命科学学䲖、物理学䲖、㦧学䲖的硕士ヂ 在㺏溪ṭ区安 住宿。在㺏溪ṭ区住宿的᯼
䴴到㺏溪ṭ区办理入住手续（女 到兰园三ṗ、四ṗ，⮃ 到兰园一ṗ、五ṗ），㺏溪ṭ区硕士
ヂ 入住兰园一ṗ（⮃）、三ṗ（女）、四ṗ（女）、五ṗ（⮃）。2018
8 月 1 ᰱᔶ始可以㖝
上㖀㓿住宿费。
2. 全ᰱ制博士ヂ ᯼ 住宿⭿䈫及费
博士ヂ ᯼ 入住 A 区、B 区和㺏溪ṭ区学 公寓均不进㺇㖝上勠䥸房，䴴凭ᖞ取䙎⸱书和
一ᕖ 1 寸登䇤➳片在入学报到注册᱂到学ṭ宿勠㭼理中ᘈ办理住宿手续。
（1） 住宿ṓ准
A、B ṭ区ヂ 住宿费ṓ准分为 1200 元/ ·学 (4 人䰨，自带卫 䰨、阳台，修ᔰ于 2000
左右）、1000 元/ ·学 (4 人䰨，自带卫 䰨、阳台，修ᔰ于 80 代左右）、800 元/ ·学
(2-4 人䰨，公共卫 䰨、ᰬ阳台）三个ṓ准。㺏溪ṭ区住宿费ṓ准全䜜为 1200 元/ /学 。
（2）A 区和 B 区博士ヂ ᯼ 住宿
博士ヂ ᯼ 入住 A 区和 B 区学 公寓不进㺇㖝上勠䥸房，不在㖝上㖀㓿住宿费。䴴在入
学报到注册᱂᪆ᖞ取䙎⸱书和一ᕖ 1 寸登䇤➳片到学 公寓办公✅办理住宿手续，再到财务处
㖀㓿住宿费。
（3）㺏溪ṭ区博士ヂ ᯼ 住宿
外国䈡学䲖、㢲ᵻ学䲖、数学与统䇰学䲖、化学化工学䲖、大数ᦺ与䖣件学䲖、᯼䰯学䲖、
命科学学䲖、物理学䲖、㦧学䲖的博士ヂ ᯼ 在㺏溪ṭ区安 住宿，在㺏溪ṭ区住宿的
᯼ 䴴到㺏溪ṭ区办理入住手续（女 到兰园一ṗ、八ṗ，⮃ 到兰园一ṗ、二ṗ），㺏溪ṭ区
博士ヂ 入住兰园一ṗ（⮃女）、二ṗ（⮃女）、八ṗ（女）。2018
8 月 1 ᰱᔶ始可以㖝上㖀
㓿住宿费。
3. 住宿中ᘈ㚠㍇ᰅᕅ
（1）学

公寓 A 区办公✅（A 区学

六公寓ᰍ）⮁话：023-65111348。

（2）学

公寓 B 区办公✅（B 区学

八公寓ᰍ）⮁话：023-65120639。

（3）㺏溪ṭ区委会后勤与资产理办公室⮁话：023-65675018

五、学ᶎ费㖀㓿费ᰅᕅ及步骤（在入学报到前进㺇）
1. 㖀㓿ᰅᕅ：
我ṭ学ᶎ费的ᮂ㖀䟻“自助㖀费”，包ᤸ“㖝上㖀费”和“手ᶆᗳ信㖀费”。䙎䗻自助
㖀费ᰅᕅ㖀㓿学ᶎ费的，ᰬ䴴到报到现场办理㖀费手续。ᔶ学两周后，⭽所在学䲖统一发放㖀
费ᮂᦺ。自助㖀费ᔶ䙎᱂䰨为 2018
8 月 1 ᰱ凌Ჴ 0 ✅。㖀费㍇统ᔶ䙎之前，䈫不䃊自㺇注册
登ᖞ。
2. 㖀费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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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㖝上㖀费：使ᵸ人 家人的银㺇卡，䙎䗻“重 大学䘂᯼㖝” ⵀ᧱登䱺“重 大
学㖝上㖀费 台”（http://pay.cqu.edu.cn）自助㖀㓿学ᶎ费（登䱺ᢃ名为学号，初始密⹍
为䓟份证号全䜜）。䈫不䃊自㺇注册登ᖞ㍇统。
（2）手ᶆᗳ信㖀费：重

重

大学ᗳ信᭻付公众号二㕀⹍：

大学ṭ园䙎（cd1929），关注后，✅击“㖀费业务”-“㖀费

台”，䗇入ᢃ名和密

⹍（登䱺ᢃ名为学号，初始密⹍为䓟份证号全䜜），勠䥸ᤵ㖀费项，䗇入䃊㖀㓿的金额，即可
进㺇㖀费。
温馨提示：1、᭻付前，䈫先在ᗳ信钱包里䶖绑定一ᕖ有䏧够余额的银㺇卡。2、各项费
只㝉䙄ㅠ㖀㓿，䈫注䚳免重复᭻付。
3. 关于自助㖀费的ⵄ关䈨ᱚ：
★㖝上㖀费各银㺇卡᭻付䀓定：可䙎䗻各家银㺇ᵸ㺇卡进㺇㖝上㖀费，但均䴴䃊ᔶ䙎“㖝
上银㺇”功㝉，
➳䈙银㺇ⵄ关㖝上᭻付䀓定进㺇᭻付，每天᭻付䲄额䚩ᗬ各家银㺇䀓定；
也可䙎䗻“银㚠”（䎹㓳㖝银） “兴业银㺇”（银银 台）进㺇㖀费，其中，境外卡只㝉使
带 Visa
MasterCard ṓ䇺的银㺇卡在“Visa MasterCard”进㺇᭻付。 带有银㚠ṓ䇤的银㺇
卡可䙎䗻“银㚠”进㺇᭻付，ᰬ䴴ᔶ䙎㖝上银㺇功㝉，㖀费䗻程中会䙎䗻ᔶᢃ᱂在银㺇预⮥的
手ᶆ号⹍᧱ᮂ一个验证⹍，每天㖀费䲄额为 2 万元。
★自助㖀费均不ᮂ取手续费。

六、入学体Ἄ
学 在㖝上填写健 ắẔ（䙎䗻学ṭ䘂᯼㍇统进入“重 大学学 健 ắẔ及医保理㍇
统”）、完成体Ἄ费及保䲝费㖀㓿后，持ᖞ取䙎⸱书及“ṭ园一卡䙎”（在䘂᯼᧱ᗇㄥ的各学䲖
䘂᯼✅领取）到重 大学 A 区、B 区 㺏溪ṭ区医䲖现场打印体Ἄ㾱，完成体Ἄ项目（不设现场
ᮂ费✅）。

七、ᢃ口䗵移

（咨询⮁话：023-65105856）

᯼ ᢃ口䗵移实㺇ᵸ人自ឋ的原则。㤝自ឋ将ᢃ口䗵到学ṭ䳺体ᢃ（即重
正㺒 174 号重 大学）的，䈫准备好：
1.《ᖞ取䙎⸱书》原件（テ白处注ᱚᵸ人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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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坪坝区⋥

2.《ᢃ口䗵移证》（重

市内的学

提供常住人口登䇤㾱

ᢃ口小亩）；

3. 一ᕖ第二代䓟份证复印件（正反䶖）；
4. 一ᕖ 1 寸䘅

ᖡ勠㯡登䇤➳片（ᕖ贴在䓟份证复印件上）。

在入学报到᱂凭“ṭ园一卡䙎”将上述资ᯥ交到保卫处ᢃ政办理✅。
注：1. ᯼

䗵移ᢃ口，提交资ᯥ᱂䰨ᡶ止到入学ᖜ

12 月 31 ᰱ，䙲

不再受理。

2. 因公安ᶆ关办理入ᢃ᱂䴴提供ᖞ取䙎⸱书原件，㤝ᛶ有䴴䃊，䈫㱾ᢃ后于次
保卫处服务中ᘈ领取。

初到

八、国家助学䍫↊⭿䈫（咨询⮁话：023-65105124）
如䴴⭿䈫国家助学䍫↊，䈫登䱺“重 大学ヂ 䲖”主亩，在“奖助䍫-助学䍫↊”块
ḱ阅ⵄ关ᯓ件资ᯥ， ➳《重 大学ヂ 国家助学䍫↊办理流程》的䃊 准备ⵄ关证ᱚᶜᯥ，
ᔶ学后将准备好的䍫↊ᶜᯥ于 2018

11 月 30 ᰱ前交勠㭢ヂ

九、2018 㓳全ᰱ制䶒定向博士ヂ
根ᦺ重 大学ヂ
䴴同᱂满䏧以下条件：
1、博士
2、

䲖 305 室工办。

学业奖学金、助学金的发放䀓定

奖助学金有关䀓定，发放全ᰱ制䶒定向 2018 㓳博士ヂ

奖、助学金

ᵸ人人事ắẔ须到ṭ；

᱂完成报到注册手续；

3、全ᰱ制䶒定向博士 （包ᤸⵀ博 、硕博连䈯 ）进入 MIS ㍇统填报奖、助学金⭿䈫㾱，
下䖱后䈫导师、主䲖长㇊字后，交学䲖⊓ᚉ，统一报ヂ 䲖审批。审批䙎䗻后㧯ᗙ奖助学
金的博士ヂ 名单将在ヂ 䲖主亩及党委ヂ 工作䜜主亩公示后发放奖、助学金。
特别䈨ᱚ：奖助学金的发放长 ᧱受 大师 监，如发现有ᔺ㺛作假套取奖助学金的㺇
为，经ḱ实后将停发䈙 奖助学金 ᮂ回已发放的奖助学金。举报监⮁话：65112465。

十、学㊙注册
完清以上手续后，凭“ṭ园一卡䙎”到ᛶ的学䲖教务老师处进㺇学㊙注册。
1. 交党、团㔐㔓关㍇。
2. 交一ᕖ 1 寸䘅

ᖡ勠㯡登䇤➳片，于办理学

3. 核实完善“重

大学ヂ

证。

理㍇统” （㇌称 MIS ㍇统）中ᵸ人的注册信ᚽ

特别䈨ᱚ：在 MIS ㍇统中填写注册信ᚽ᱂，切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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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

地址”与“⚷䖚乘䖚区䰨”
（乘䖚区

䰨只填写离家最䘅的⚷䖚ㄥㄥ名）䃊保持一勠㭣。

十一、报到注册流程示图
2018 6 月 28 ᰱ
14 ✅—2018 7
月 27 ᰱ 24 ✅，A
区和 B 区硕士ヂ
᯼ 㖝上勠䥸房、
㖝上㖀㓿住宿费。

ᢃ口：自ឋ䗵移ᢃ
口的᯼ 凭ᖞ取
䙎⸱书原件、䓟份
证、ᢃ口䗵移证、
➳片等办理入ᢃ
ⵄ关手续。

2018 8 月 1 ᰱ—9
月 7 ᰱ，㖝上㖀㓿
学费、体Ἄ费、保
䲝费、填写健 ắ
Ẕ。㺏溪ṭ区硕博
᯼ 㖝上㖀㓿住宿
费。

2018 9 月 4 ᰱ—14
ᰱ，登ᖞ MIS ㍇统完
善个人注册信ᚽ、完
成个人教学䇰划 提
交，学䲖教务老师审
核学㊙注册信ᚽ 。

体Ἄ：完成体Ἄ费
及保䲝费㖀㓿、健
ắẔ填写后，凭
ᖞ取䙎⸱书、ṭ园
一卡䙎到 A 区、B
区 㺏溪ṭ区医䲖
现场打印体Ἄ㾱
进㺇体Ἄ。

9 月 6 ᰱ报到。
报到᱂，在䘂᯼᧱ᗇ
ᚉㄥ的学䲖᧱ᗇ✅领
取ṭ园一卡䙎、入学
前㖝上㖀费ᮂᦺ等ᶜ
ᯥ。学䲖在䘂᯼㍇统
✅击报到䙎䗻。

到学䲖学㊙注册：提交党、团关㍇和一ᕖ 1 寸➳片，核实完善ヂ 信ᚽ
理㍇统（㇌称 MIS ㍇统）个人注册信ᚽ 提交。

十二、民主湖论坛登ᖞᰅᕅ附后

重
重

大学ヂ

大学党委ヂ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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䲖
工作䜜
6月

附：

勠㭣 2018 㓳ヂ
亲⡽的 2018 㓳ヂ

᯼同学的一封信

同学：

九月ᱻ金勠㯡的季㢺，九月ᱻᮂ㧯的季㢺，九月也ᱻ重

大学（㇌称重大）最美的季㢺,在这

个最美的季㢺，重大䘂来最美的你们。经䗻☌✔的ㄪ争，你们脱颖而出；经历多番的᥈
们Ỳ成

。今天，你们成为一名重大ヂ

重大的全体师
重
ヂ

，又一次ᔶ启了你们人

，你

中᯼的㈓ㄬ，祝贺你们！

欢䘂你们的到来！

大学民主湖论坛ᱻ重

大学的官ᰅ论坛，诞

于 2002

10 月 9 ᰱ，主䃊作ᱻ发布

学习、培养、奖助、 活、娱乐ⵄ关的各㋇信ᚽ，以及在㔋䀲ㆠ和分享ᢃ的各㋇问题,

其宗ᰴ：ᯓ化的，学ᵻ的，ᙫ的，我们的民主湖，ᱻ重
㺛ᤫ社区，在国内外深有ᖩ响。在这里你可以了䀲

大学

咨询到重

大师

中最具ᖩ响力的㖝络

大学各种学习、科、就业、

活、娱乐、ᜓᝫ等ᰅ䶖ⵄ关的信ᚽ和资䇣，你可以与论坛的鱼儿们᧮䇜学习ᰅ法、分享科
经验，也可以䇤ᖞ你的
论坛作为重大ヂ

活✅╀，还可以与其他鱼儿们深入交流和ᘈ⛁沟䙎。可以䈨，民主湖

主䃊的㖝络ᯓ化䇜论社区，已经深入到重大学子的ᰱ常

活中，成为重大

人ᘈ中不可取代的“民主湖”！
ᡶ止 2017

5 月 30 ᰱ，论坛注册会员 203104 名。设有各㋇版块 50 个，论坛主䃊⭽学

进㺇理，设有学

版主 147 名，每ᰱ访问量䎹䗻 70 万人次。

为ᰅ便同学们学习、

活、交流，学ṭ给每位ヂ

号为“ᵸ人学号”，初始密⹍为“ᵸ人䓟份证出

᯼

ᔶ䙎了民主湖论坛账号，登ᖞ账

ᰱ （8 位）”，登ᖞ后可修ᮅ密⹍。ᵀ多㌊ᖡ

信ᚽ䈫登ᖞ民主湖论坛，㖝址：http://www.cqumzh.cn。ᛶ也可加入重
（ᗳ信号：cquygb）了䀲ᵀ多ヂ

ⵄ关䇣ᚽ，我们

8/8

ᗇᛶ的加入！

大学工䜜官ᰅᗳ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