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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理工学院二○二二级本科新生入学须知

一、报到时间

2022 级新生（含专升本）于 9月 3日（07:30—20:00）报到，具体详见《录取

通知书》。

新生须持厦门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按规定时间到校办理入学报到手续。

因故不能按期报到者，应提前以书面形式并附有关证明向所在学院请假（一般不得

超过 2周），经同意后方可延期报到，未经请假或请假逾期的，视为放弃入学资

格。

二、报到地点

集美校区集美苑学生公寓（地址：厦门市集美区天马路 381号）

三、新生接待站

报到当天学校在各主要交通站点设立新生接待站，新生也可自行前往学校报

到。

接待站一：厦门北站 (07:30—20:00)

接待站二：厦门机场 (08:00—20:00)

四、报到程序

到校后，按学校迎新工作人员的引导，办理入学手续。

五、注意事项

1.档案材料

新生个人档案的转接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招生办的相关规定办理，自行携

带的要妥善保管，密封、签章完整。

2.党员组织关系

新生党员组织关系接收工作采用“厦门党建 e家”平台进行。电脑端登录厦门

党建 e家网站 www.xmdjej.gov.cn，点击右侧的组织关系转入，按步骤转入。或手

机微信关注“厦门党建 e家”微信公众号，点击“微服务”—“转移组织关系”，

按步骤提示操作，提交申请后，等待逐级审核。（党员组织关系属于福建省内的，

可通过“党员 e家”直接转入，接收党组织名称为“中共厦门理工学院委员会”，

拟转入支部名称具体咨询学院组织员；党员组织关系属于福建省外的，需开具纸质

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介绍信须经具有预备党员审批权限的党组织开具，党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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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介绍信抬头为“中共厦门理工学院委员会”，去向写“厦门理工学院**学院党

委”。）

3.团员组织关系

    新生团员的团籍档案（团员证、入团申请书、入团志愿书），由各班团支部收

齐汇总后，到各学院团委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手续。“智慧团建”系统上的团组织关

系转接，按照“智慧团建”系统的转出、转入要求进行操作，如有疑问可咨询所在

二级学院的新生辅导员老师、二级学院的团委老师。

4.户口迁移

(1) 根据《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户口管理办法》的规定，

福建省生源的学生、非福建生源的学生自愿办理，如一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在校

期间不得迁出，必须待毕业时统一迁回原籍或根据就业地区和就业单位出具的手

续，将户口迁移到工作所在地落户。学校属地公安机关建议无特殊情况，可不必办

理户口迁移手续，如在校期间需用到户口时，可办理居住证。

（2）福建生源的学生选择将户口迁往学校集体户的，不提交《户口迁移

证》，一律按网上迁移办理。

办理户口迁移需提供以下材料：①原籍《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户口簿首页

和当事人户口页复印在同一张 A4纸上）②录取通知书（注册联）；③本人身份证

原件；④人口信息采集表、省内新生户口迁入声明（表格可上学校保卫处网站下

载，自己填写）； ⑤已婚的还需要提供《结婚证》复印件。

(3) 非福建生源若需要迁移户口，必须统一落在学校学生集体户内（迁入地址

为：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理工路 600 号，属地派出所为：厦门市公安局集美

学村派出所）。

办理户口迁移需提供以下材料：①有迁出地派出所盖章的户口迁移证；②录取

通知书（注册联）；③本人身份证原件；④人口信息采集表（表格可上学校保卫处

网站下载，自己填写）。

(4) 户口已迁入我省院校学生集体户的省外生源学生，在省内院校应届毕业

后，继续在本市其他院校就读的，需提交《录取通知书》办理户口网上迁移手续。

温馨提醒：

①“迁移证”中的出生地和籍贯要填写到省市（县）区；

②“迁移证”中右下角的印制年限 2015 年后印制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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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身份证遗失的学生，可到就近派出所办理挂失。

④新生报到后，将以上户口材料交给本学院辅导员，由辅导员统一交到保卫处

办理；

⑤办理户口迁入截止时间：2022年 10 月 30日（若有变动，另行通知），咨询

电话：0592-6291513。

5.各专业学费、住宿费的标准及缴交方式

入学注册时，须按以下列表缴纳相关费用，学校将委托银行进行统一代扣，请

新生务必按银行的有关提示，于 9月 3日前将应缴款项足额（至少多存入 20元）

存入随寄的银行卡，以便及时成功扣缴（未收到我校寄发银行卡者请到建行学府支

行（杏林湾路 1649 号）办理建行卡,并到行政楼 201财务处资金科进行卡号登

记）。

专业名称
学费标准

（元/学年）
备注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460

车辆工程 5460

汽车服务工程 5460

交通运输 5040

智能制造工程 546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5460

材料科学与工程 5460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5460

电子封装技术 5460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546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460

自动化 5460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5460

人工智能 5460

电子信息工程 5460

通信工程 5460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460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04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460

网络工程 5460

物联网工程 5460

软件工程 5460 一、二学年 5460；三、四学年 1600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460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5460

测绘工程 5040

建筑学 5040

土木工程 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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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 5040

工程力学 5040

港口航道路与海岸工程 5040

环境工程 5040

环境生态工程 5040

水务工程 5040

信息与计算科学 5040

应用统计学 5040

英语 5040

日语 5040

汉语国际教育 5040

少数民族预科 5040

财务管理 5040

投资学 5040

电子商务 5040

国际商务 5040

金融工程 504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40

物流管理 5040

知识产权 5040

工业工程 5040

文化产业管理 5040

工商管理 5040

酒店管理 5040

会展经济与管理 5040

城市管理 5040

视觉传达设计 8640

环境设计 8640

产品设计 8640

服装与服饰设计 8640

数字媒体艺术 8640

网络与新媒体 5040

播音与主持艺术 8640

表演 8640

影视摄影与制作 8640

电子信息工程 20000 国际教育学院（中外合作）

财务管理 28000 国际教育学院（国际课程教育项目）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8000 国际教育学院（国际课程教育项目）

财务管理（闽台合作） 15000 海峡商贸学院

电子商务（闽台合作） 15000 海峡商贸学院

国际商务（闽台合作） 15000 海峡商贸学院

金融工程（闽台合作） 15000 海峡商贸学院

软件工程 16000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5460 专升本

工程管理 5040 专升本

汽车服务工程 5460 专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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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费：根据相关规定，我校住宿费标准从 2022年秋季起发生调整，6人间公

寓收费标准：970元/生/学年

备注：收费标准如有调整，按价格管理部门核定标准执行。

6.其他费用

（1）新生军训服：系学生军训必需品，由学生直接向商家缴费购买。经过学

校 2022年公开招标确定商家和费用，每人 196元（2套服装），具体购买方式和时

间待新生报到后通知。

   （2）医疗保险费：2022年下半年缴费标准约为每人 200元。（具体按厦门市

相关文件标准执行）

（3）学生意外保险：学生自愿参与，该保险用于弥补医保自付部分的医疗费

用及发生重大意外事故时的经济补偿。

     备注：以上费用均非学校统一收费，而是由学生直接向商家缴费购买。

六、其他事项

1.新生入学后，学校将按教育部招生规定及招生体检标准对新生进行入学资格

和身体情况复查。

2.住宿安排：2022级新生（全部）入住集美校区集美苑学生公寓，原则上大三

上学期时搬入校内公寓。

3.新生使用图书馆须知：请新生在入学后，前往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或在校园网

环境下参加新生入馆考试（ http://210.34.212.108/WebLibrary/NewLogin.aspx

或关注我馆微信公众号“厦门理工图书馆”进入“我->新生栏目”），通过后方可

开通借阅权限。

4.新生课表查询、课程教材领取、体育和选课等教学事宜，请新生于开学后到

教务处主页（http://jwc.xmut.edu.cn/）查阅相关通知。

5.新生因应征入伍或因病等原因可申请办理保留入学资格。应征入伍新生，按

征兵办提供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附入伍通知书复印件，联系录取专业所在学院教

学秘书办理，可保留入学资格至退役后 2年；其他因病等，填写学校教务处下载中

心《厦门理工学院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附相关证明材料，联系录取专业所

在学院教学秘书办理，可保留入学资格 1年。相关事宜可咨询教务处学务管理科，

联系电话：0592-629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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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生参加实验室安全考试须知：请新生在入学后，进入学校实验室安全教育

网参加实验室安全知识学习及安全考试，（考试通知见：

https://zsc.xmut.edu.cn/info/1039/1693.htm），通过考试并签订实验室安全承

诺书后方可进入实验室学习。

7.厦门理工学院 IT服务（微信号：xmutnic）：发布厦门理工学院信息化相关

信息，为师生提供信息化综合服务。用户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办理网上业务（如新生

入学住宿信息查询、图书借阅查询、门户密码初始化、个人无线上网管理等）。

七、报到咨询

如有不明事项，请向所在学院辅导员或相关部门咨询：

1.党员组织关系——组织部：0592-6291906

2.团员组织关系——团委：0592-6291699

3.教学方面相关信息——教务处：0592-6291357

4.助学贷款、资助工作——学工处：0592-6291698

5.办理缴费事项——财务处：0592-6291556

6.办理户口迁移——保卫处：0592-6291513

7.办理 E通卡——信息中心：0592-6291800

8.开通图书馆权限——图书馆：0592-6291255

9.学生住宿相关问题——公寓服务中心/宿舍区物业

公寓服务中心 0592-6291538；集美苑公寓物业 6291091。       

10.生病、受伤等——医务室：0592-6291120

我校未授权任何单位、个人等第三方发布招生及迎新信息，我校招生及迎新安

排，均以我校招生网官方主页或“厦理工 e 起来”官方微信平台发布的信息为准。

我校也将通过“厦理工 e起来”官方微信平台，向您和家长推荐各二级学院的官方

微信或 QQ 联络群。除此之外，请不要加入或参与其他不明的微信、QQ等网络群

组，以免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

厦门理工学院招生网：http://zsb.xmut.edu.cn/

厦门理工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厦理工 e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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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招生办官方抖音号）                  （校官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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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馨   提   示

欢迎加入厦门理工学院大家庭！这一份期待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将开启你

崭新的人生道路，请你带着长辈的殷切期望，带着自己的梦想，向含辛茹苦养育你

近二十年的父母道声珍重，背上你的行囊准备出发！

为提前做好新生开学报到等准备工作，请你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第一时

间加入所在学院的新生 QQ 群（详情附后），配合学校做好相关工作安排。如遇特

殊情况，也可与辅导员老师咨询联系。

出发之前，学校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份温馨提示，请根据我们的提示，做好行前

准备。

一、报到准备：请往你的行囊里装入

1.防疫物品：如口罩、免手洗消毒液等。

2.身份证：须妥善保管，谨防遗失。

3.录取通知书：沿虚线撕开，页面下方标注“珍藏”的一半自己收藏；标注

“注册”的一半请随身携带，报到时需提供给学校。

4.档案材料：严格密封，切勿拆封。

5.党团关系：准备好相关材料，到校后办理转移手续。

6.户口迁移相关材料：福建省生源无需准备；外省生源依个人意愿准备。

7.入学费用：及时修改银行卡的原始密码，提前将学费、住宿费等存入录取通

知书随附的银行卡中。如未收到银行卡，可携带个人卡到校后办理缴费。

8.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如果家庭经济困难需要申请助学贷款或助学

金，请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入学后可提交所在学院辅导员。

9.日用品、床上用品等自备，也可到校后购买。为确保购买质量，请找正规商

家。同时，谢绝一切上门推销人员，不参与任何推销活动，以防上当受骗。

二、报到全程：请牢记安全第一

疫情未结束，思想不松懈。新生报到前 14天要减少不必要外出，原则上不得

前往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不跨省域长途旅行。提前准备口罩等防护用品，做

好日常体温监测，配合学校做好相关疫情防控工作。来校前要认真确认体温，如有

发热等身体不适症状，应暂缓到校报到。来校途中，全程佩戴口罩，做好自我防

护，手机上提前申领“八闽健康码”、“大数据行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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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交通安全，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财物。不要随便同陌生人交谈，更不要将自

己及家人、亲友的有关信息告诉他人，谨防各种形式的诈骗，远离各种不良校园贷

陷阱，若遇到异常情况请立即报警。

1.网络刷信誉赚佣金、网络兼职？            （100%是诈骗！不要做！）

2.QQ、微信、电话称好友、领导、老师借钱？（小心骗子冒名！不要转！）

3.短信、网络各种中奖、退税、奖学金？          （是陷阱！不要贪！）

4.公检法电话称你涉案、找你办案要你转账？     （是诈骗！不要怕！）

5.网上代办信用卡、提高信用卡额度？银行会做亏本生意？  （不要信！）

6.QQ、微信美女裸聊按摩陪睡？  （不是钱被骗就是嫖娼被关！不要色！）

7.网上各种销售低价手机、车辆、演唱会门票？    （想得美！不要梦！）

8.别人要你银行卡号、验证码？                 （骗你钱！不要给！）

9.不明链接指名道姓发给你？                  （有病毒！不要链！）

10.“客服”通知积分兑换现金？                 （伪基站！不要回！）

11.不熟悉的 wifi、微信红包？                   （不靠谱！不要点！）

12.淘宝客服自称商品质量退货、机票改签退票？   （风险大！不要退！）

13.网上购买游戏装备、账号？                 （玩物丧志！不要玩！）

三、报到接待：请找到有厦门理工学院标识的站点

报到当天我校共设 2处接待站：厦门北站、厦门机场。

到站后，请认准佩有厦门理工学院迎新标识的工作人员，不可轻易相信甚至跟

随陌生人。

若乘坐公交车自行前往我校，可登录公交查询网查询公交车乘坐路线，集美校

区集美苑宿舍站点名称为“工商旅游学校站”。

若自驾车前往我校：可设置导航地点为“厦门理工学院三期宿舍”。

四、新生入学相关安排

1.新生报到：详见《录取通知书》

到校后，按照工作人员指引到所在学院报到点办理报到手续。

→手机扫码报到

→扫码领取宿舍钥匙

→安顿行李、整理宿舍

2.班级建制：9 月 4日（暂定）

http://xiamen.8684.cn/
http://xiamen.8684.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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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到教学楼的指定教室（待通知）参加“班级建制”，按照要求上交相关材

料。

②提交《录取通知书》（注册联）

③商业保险费：50元/人/年

3.开学典礼：9 月 5日（暂定）

4.新生军训：9 月 5日-9月 18日（暂定）

因为信任，我们彼此选择共同组成厦门理工大家庭；

因为爱，我们将以无限的热情呵护每一位学生；

因为责任，我们期待与您们共同成长！

热   点   解   读

一、奖学制度

1、除政府类的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外，学校还设有优秀学生奖学

金、学科竞赛奖学金，社会各界单位和人士在校内设立的各类奖学金等，用以奖励

品学兼优的学生。

2、学校设有学生出国奖学金，为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提供资助金。

二、贷、助学制度

1.家庭经济困难且符合贷款条件的学生可向生源地银行或信用社申请生源地国

家助学贷款，（申请所需相关信息：户名：厦门理工学院，帐号：

35101547001059000888，开户行：建行厦门学府支行）；也可入学后向校园地合作

银行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2.延伸“绿色通道”，搭建“绿色长廊”。学校拨出专款用于补助家庭经济特

别困难新生到校报到所用路费和学期初的基本生活费。

3.国家助学金，特殊困难补助，毕业生就业困难资助金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完

成学业。

4.勤工助学基金，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

5.社会各界单位和人士在校内设立的各种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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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辅修制度

为更好地整合教学资源，培养跨学科专门人才，自 2009年开始，推行主辅修

教育。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在第二学年开始修读主辅修，在规定的时间内学生已取

得主修专业毕业资格，若完成辅修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部分课程可颁发辅修专业证

书（35学分左右）；完成辅修专业的全部课程（60学分左右）并通过辅修专业毕

业设计（论文）答辩，可获得标明辅修专业学士学位的主修专业学士学位证书。

四、转专业制度

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结合学校现有教学资源条件，制定转专业的相关政

策，新生在大一下学期可以根据学校公布的转专业接收专业目录及计划接收学生人

数,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申请转专业。

五、校际人才联合培养项目

学校联合瑞士苏黎世大学、澳大利亚西西澳大学、爱尔兰科克大学、澳门科技

大学等多所名校，面向各专业在校生开设跨文化研学、交换生、本硕联合培养、硕

士直通等项目。学校设有“留学教育服务中心”,为学生提供上述项目配套的语言

培训、留学申请、签证服务等一站式留学教育服务，助你实现名校求学梦想。

详见网页：http://ice.xmut.edu.cn/，或咨询电话：0592-6291003，0592-

6291589。

http://ice.xmu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