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缴费须知

二、缴费时间
2020 年 9 月 21 日至 9 月 28 日

一、学费与代管费
学校严格按照浙江省物价部门批文和相关规定进行收费管理。新生缴
费总额 = 录取专业对应的学费 + 住宿费 + 代管费
1．学费：新生学费标准见附表
2．住宿费：第一学年预收 1600 元
3．代管费 1417 元（五年制为 1477 元）。代管费明细：预交书籍
费 600 元；床上用品代购费 517 元；体检费 60 元；大学生基本医保（详
见医保须知）240 元（60 元 / 年，五年制本科共 300 元）；床上用品的
说明：每套床上用品包括蚊帐 1 顶、被套 2 条、床单 2 条、枕套 2 只、
枕芯 1 只、竹席 1 条、云丝被 1 条、棉絮 2 条（一盖一垫）、棉絮套
2 条（一盖一垫）、蚊帐钩 2 只，每套价格为 517 元。床上用品的生产
厂家由学校招投标确定，学生也可自行采购（学生公寓床规格：长 × 宽
=1.98m×0.9m）。自行采购床上用品的同学请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
登录 www.rdhqfw.zjut.edu.cn/ypdj 网站 , 取消床上用品代购登记；无上
网条件的同学请于 2020 年 8 月 29 日 -9 月 2 日（8:30-11:00；13:0016:00）致电 0571-88320171，请工作人员帮助取消登记。
附表：浙江工业大学普通本科学费标准（第一学年预收）
录取专业

学费标准

健行学院实验班、化工与制药类（化学工程类）、安全工程、
药学类（2011 计划创新实验区）、材料类、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6000 元
生物工程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机械类、机器人工程、电气
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教育学类（师范）
数学类、物理学类（物理与光电信息类）、工商管理类、管理
科学与工程类、经济与贸易类、应用心理学、外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类、法学类、公共管理类

5300 元

建筑类、土木类、工业设计

6900 元

设计学类、播音与主持艺术

10350 元

软件工程（中外合作）

25000 元

土木工程（中外合作）

28000 元

专业类内有专业学费标准差异的，按专业确认后的专业学费标准执行。
健行学院学生选专业后按所属专业学费标准执行

入学事务相关咨询联系电话（工作日：9:00-11:00，14:00-16:30）：
学生处咨询电话：0571-85290885
容大后勤集团值班电话：0571-88320000
学校招生办公室电话：0571-88320032
缴费问题咨询电话：0571-88320786（学校）0571-85304851（银行）
户籍问题咨询电话：0571-88320110
浙江工业大学本科招生网：http://zs.zjut.edu.cn/
浙江工业大学学生工作部网：http://www.xgb.zjut.edu.cn/

三、缴费方式
为方便同学们缴费，学校提供以下缴费方式 :
缴费方式一：支付宝缴费（适用于全部学生）
通过手机支付宝客户端直接扫描下附二维码，或登陆
手机支付宝客户端搜索浙江工业大学——关注“浙江工业
大学”并进入浙江工业大学支付宝缴费大厅。 点击“教
育缴费——学费”，右上角城市选“杭州市”，学校一栏
选择“浙江工业大学（学费）”，“身份证号或学号”一
栏输入身份证号码（字母大写），“姓名”一栏请输入学生姓名，勾选“同
意《支付宝自助缴费协议》”，点击“查询账单”——勾选缴费项目——
点击“缴费”，根据支付宝支付流程完成后续付款。
目前有些银行对支付宝快捷支付有交易额的限制（例如日交易额最高
5000 元等），建议各位同学分几日将资金从银行卡转入支付宝，保证支
付宝余额大于缴费金额，再通过支付宝余额进行缴费。支付宝客服电话：
0571—95188
注意：为避免重复支付，若在支付宝缴费支付后提示“处理中”等信息，
请先确认支付结果（最好等到次日）后再确定是否发起再次支付。
缴费方式二 : 通过个人网银缴费（适用于开通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网银
全国所有用户）
登陆 (http://www.icbc.com.cn/icbc/) 工商银行主页（请务必仔细核
对网址），进入“个人网上银行登陆”页面 , 登录后选择“e 缴费”，【切
换城市】选“浙江杭州”，然后选择教育医疗——学杂费，搜索“浙江工
业大学”，选中“浙江工业大学学杂费”——“立即缴费”, “学号”一
栏输入身份证号（字母大写），会显示应缴费用总额，再按提示操作。
缴费方式三：工商银行柜台缴费（仅适用浙江省内学生）
学生凭“身份证号（字母大写）”到浙江省内任何一家工商银行柜台
缴费，缴费时请到柜台填写“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现金收费凭条”。
银行人员操作步骤：输入 8621 交易码，选业务编号 12010015 浙江学费，
选子业务编号 12020711 浙江工业大学，再输入“身份证号（字母大写）”，
应收总额可以修改。工商银行咨询电话：0571-85304851。
缴费方式四：微信缴费（适用于全部学生）
微信扫描下附二维码，关注“浙江工业大学计财处”
微信公众号（微信号：zjut-jcc），进入微信公众号“财·办
理——缴费平台”，用户名：身份证号码（字母大写），
初始密码：Zgd123456（初始密码第一个字母大写；密
码修改可通过电脑登录浙江工业大学缴费平台 http://pay.
zjut.edu.cn/payment/ 进行修改），选择费用（部分项目可以修改金额），
点击支付，按微信支付流程完成后续付款。微信缴费支付记录可通过微信
公众号“财·办理——缴费历史”查询。
四、其他说明
1．代管费按自愿的原则收取。
2．缴费票据到校后学校在一定时间内统一发放。
3．为简化报到手续，请各位同学务必在规定的时间(9 月 21 日 -9 月 28 日 )
内完成缴费。
特别提示：除学校提供的缴费方式和账号外，请同学们务必不要将款
项汇入其他任何账号。
4．新生报到时，学校校园卡中心将统一发放校园卡（饭
卡），并预先充值 50 元餐费，待报到后统一从新生校园卡
内扣取返还。另外新生还可以通过微信号向校园卡内充值，
扫描二维码，进入【容大后勤集团】官微——点击右下角【校
园服务】——选择【校园卡充值】——姓名一栏请输入“学
生姓名”，学号一栏请输入“学生学号”，选择充值金额即可进行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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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注册与预报到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请于 9 月 7 日 -11 日，在手
机端下载安装“易班”APP，使用手机号注册，完成校
方认证，进入 APP 完成以下事项：1、完成预报到，在
APP 首页点击“数字迎新”，进入“智慧学工系统”页面，
输入账号（身份证号码）以及密码（身份证号码后八位，
字母小写），完善个人资料、填写报到事项；2、完成 下载易班 AAP
二维码
网上课程学习，在 APP 首页点击“精品课程”，点击
页面下方“课群”→“添加课群”→输入课群邀请码：LQ8RAD9K，进
入“浙江工业大学 2020 新生学院（健行书院）”课群，完成新生入学教
育相关课程和健行书院线上通识教育先修课程学习及考试。请仔细阅读易
班 APP 首页轮播图中的《易班操作指南》。新生班主任介绍请关注学生
线官方微信公众号“精小弘在线”（jxhzjut）了解相关信息。
二、报到日期
2020 年 10 月 5 日（周一）、6 日（周二）报到
三、报到地点和户口迁移
报到校区

录取专业

机械类、机器人工程、电气类、电子信息类、
计算机类、土木类、数学类、物理学类（物
朝晖校区 理与光电信息类）、工商管理类、管理科学
（杭州市下 与工程类、经济与贸易类、应用心理学、外
城区潮王路 国语言文学类、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类、
16 号） 建筑类、工业设计、法学类、公共管理类、
软件工程 ( 中外合作办学 )、土木工程 ( 中外
合作办学 )、教育学类（师范）、设计学类
健行学院实验班、播音与主持艺术
屏峰校区
（杭州市西 化工与制药类（化学工程类）、安全工程、
湖区留和路 药学类（2011 计划创新实验区）、材料类、
288 号）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生物工程类、环境科学
与工程类

户口迁入地址

请写：杭州市
西湖区留和路
288 号浙江工
业大学

请写：杭州市
下城区潮王路
16 号浙江工业
大学

新生入学时，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将户口迁往学校。办理户口迁移的新
生可以凭我校录取通知书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办理时
请注意检查迁移证上的姓名、民族、出生地、籍贯、身份证号码等，户口
迁移证不准涂改。
四、随带材料
1. 证件和照片
新生须携带我校录取通知书、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需
要正反面复印，报到时交所在学院），本人近期免冠正面平光一寸彩照八
张（同一底片）。
2. 党、团员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或团员证
党员：
浙江省内考生组织关系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发起网上转接，
目标党组织：中共浙江工业大学健行学院、健行书院总支部委员会；浙江
省外（除安徽省）考生通过纸质介绍信转接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填写“中
共浙江工业大学委员会”；去往党组织栏填写“浙江工业大学健行学院、
健行书院党总支”。入学时请将介绍信交至健行书院。
安徽省考生：目前浙江、安徽两省作为试点单位已实现两省间跨省党
员组织关系转接的全流程线上审批。安徽省考生的党员组织关系，请通过
“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上转接，具体接收党组织名称参照上文
浙江省内考生。
特别注意：转出党组织在系统提交上传业务数据交换区后，会生成唯
一查询码，请考生记录好查询码，在报到时向健行书院报告查询码，以便
查收；为保证组织关系的顺利接转，请在网上转接的同时也按省外考生要
求开具纸质介绍信，入学时交至健行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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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党建材料（如入党申请书、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入党
志愿书、政审材料、思想汇报等）请由高中党组织归入学生档案随转，或
寄送健行书院，或由高中党组织密封本人随带转交健行书院。
团员：
团组织关系转至“共青团浙江工业大学委员会”，介绍信抬头请填写“共
青团浙江工业大学委员会”，开学后交至所在学院团委。团员证须经原单
位团委转出组织关系，团组织档案材料（入团申请书、入团志愿书、思想
汇报等）随学生人事档案转至所在学院，同时在入学以后，在网上“智慧
团建”系统（www.zhtj.youth.cn/zhtj）将团组织关系转至所在学院 2020
级新生团总支。
3. 学生纸质档案
学生纸质档案由本人在入学时携带至学校，入学报到后两周内交给所
在学院，取得并保管好纸质档案签收单。学生在上交纸质档案至所在学院
之前，务必确保其完整性，不可自行拆封或损坏（毁），否则所在学院可
拒绝接收纸质档案。
五、困难资助
学校制订了“奖、助、贷、勤、补、免、保、拓”八位一体的学生资
助政策体系，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家庭经济确实
困难无法按时缴纳学费的新生可通过我校报到现场开设的“绿色通道”，
缓缴学费先报到。学生还可通过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缴纳学费，生源地助学
贷款学生可向入学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或金融机构申
请办理；就读地助学贷款学生可凭当年度家庭经济困难材料入校后办理。
请家庭经济确实困难需要申请各类资助的新生认真阅读填写《浙江工业大
学绿色成长方案》( 随本须知一起寄送 )，准备提交相关材料，入学后经学
校资助管理中心审核认定，将给予相应资助。
六、心理咨询
为使新同学更好地适应新环境，迎接新挑战，学校向广大同学提供专
业的心理支持服务。无论什么原因，如果你发现自己持续两周以上出现情
绪低落、心情烦躁等感受，请务必拨打学校心理健康中心的预约电话：屏
峰校区（0571-85290313）、朝晖校区（0571-88320833），与心理
咨询师相约，减缓心理压力。学校提供的心理咨询全程免费，并严格遵循
保密原则，不必担心自己所谈问题会被泄露。请记住，每个人难免心理困扰，
寻求专业帮助永远是最智慧的选择。如刻意隐瞒身心疾病或出现心理危机
未及时向学校相关部门求助而导致出现不良后果，将视为个人责任，请认
真对待。
七、资格审查
按照《浙江工业大学关于新生入学资格的审查办法》，新生入学后，
在三个月内接受包括政审、身体健康、专业复查等方面的入学资格审查，
审查合格者予以注册，取得学籍。不合格者，由学校根据情况，予以相应
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凡属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者，一经查实，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取消
其学籍。情节严重的，由国家有关部门查究。
八、报到时限
请在规定时间内报到注册，不要提前或迟到。由于特殊原因不能按时
来校报到注册的，必须由本人提交书面说明，并附所在乡镇、街道或相关
单位证明，向学校招生办公室申请延期报到，无故逾期两周不报到者，视
为“放弃入学资格”。
各位新生在来校报到途中注意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减少现金携带。学
校附近银行网点、ATM 机充足，新生生活费等现金建议存入银行卡，来
校后按需支取。不要轻易汇款给陌生人。
九、交通路线
2020 年 10 月 5 日 8:00 至 20:00，我校在杭州火车站（城站）、杭
州火车东站东区、杭州客运中心站（九堡）设有新生接待点，有校车接至
朝晖、屏峰校区。乘坐公共交通前往我校的学生请注意全程做好个人防护，

部分公交线路及运行时间如下：

屏峰 请在“水口
校区 站”下车

请在“浙江
工业大学站”
下车（南门）
请在“石灰
坝站”下车
朝晖 （西门）
校区
请在“德胜
新村南站”
下车（北门）

K193

06:00—19:00

K310

05:30—19:10

黄龙公交站始发
骆家庄南站始发

K213

19:00—00:00

武林小广场站始发
汽车西站始发

K136

07:00—17:30

B支7

06:00—20:00

环北新村始发

K101

06:00—19:00

汽车客运中心站始发

K86

05:45—21:45

景芳小区站始发

K3

05:00—23:50

城站火车站始发

K33

06:00—22:00

火车东站西始发

K43

06:00—19:50

火车东站西始发

K69

05:20—21:10

汽车客运中心站、
汽车北站始发

K93

05:30—21:15

火车东站东始发

十、行李托运
新 生 行 李 可 按 规 定 托 运， 所 带 箱 子 尺 寸 长 × 宽 × 高 不 得 超 过
75cm×45cm×30cm。行李标签分为朝晖、屏峰两校区 ，请用圆珠笔填
写好姓名、专业，连同公、铁路的标签分别挂在行李上，并根据路程远近
提前 3-7 天托运行李包裹。终点站为杭州火车站（城站）的学生行李由学
校统一提取，新生到学校领取即可。终点站为其他站点或由货运列车作慢
件托运及长途汽车托运的行李，请自行提取。
十一、疫情防控相关事宜
根据疫情防控相关要求，报到前请及时真实准确报告个人健康情况，
并提前申领杭州健康码，如有任何问题可第一时间联系学院。报到前 14
天起，需在浙江工业大学（微信）微门户上“学生战疫”平台连续开展每
日健康打卡，并线上提交报到申请，真实准确报告个人健康情况和旅行史。
来校途中请做好个人防护，应全程佩戴口罩、勤洗手、慎揉眼，尽量远离
人群集聚处。学校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会随属地疫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学校会及时公布通知，请实时关注并积极配合。

裁剪线

浙江工业大学 2020 级新生入学须知（存根）
本入学须知用于告知 2020 级新生入学相关要求，涉及各个栏
目，主要包括新生报到、困难资助、心理咨询、资格审查等内容。
若您和您的家长对于以上信息已经清楚，请在下面签名，报到时
将存根带回学校存档。谢谢！
所在学院：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浙江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年

月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