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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类新生报到须知 
 

本须知适用于 2019 年被我校录取的以下类别考生：普通录取、保送生、自主招生、筑梦计划、高水平运动

队、艺术类、国家专项计划、西藏班、新疆班、中外合作办学等，具体内容如下。 

一、新生持《录取通知书》、二代身份证及有关证件，于 8．月．31．．日．、．9．月．1．日．到校报到。因故不能按时报

到者，请在 2019 年 8 月 28 日—9 月 4 日期间登录“大连理工大学迎新网”，在“请假申请”模块进行请假申请，请

假期限最多不超过 2 周（9 月 2 日—9 月 15 日）；到校报到后需登录“大连理工大学迎新网”在“请假申请”模块进

行销假。未经学校同意逾期不报到者，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二、新生报到时请按辽宁省物价局批准的标准交纳学费及住宿费（详见《普通类新生报到须知》中的附表

《普通类新生交费总额》）。我校实行按学分收费办法，新生报到时缴纳学费按专业学费标准收取，学期末按实

际所修学分结算。实行大类招生的学费收费标准，待学生专业确定后，按所在专业调整。 

我校学生通过“大连理工大学统一支付平台”自主缴费，目前，已开通建行银联缴费、微信缴费和支付宝缴

费结算方式。具体缴费要求详见大连理工大学本科生缴费方式说明。 

三、新生报到时交纳下列款项（简称杂费），已包含在附表：《普通类新生交费总额》中，请于 9．月．30．．日前．．

通过“统一支付平台”缴费。 

 

序号 交费项目 交费金额（元） 备注 

1 住宿用品 420 

学生宿舍实行公寓化管理，寝室内为每人备有衣柜。学校为学生准备

了住宿所需用品：被、褥、被罩（两套）、床单（两套）、枕头、枕

套（两件）、枕巾（两件）、被蒙、夏凉被及蚊帐。以上用品均订购

自经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教育厅联合考察认证确定的我省高校

学生公寓棉织品供货合格厂家，供应的物品均为出厂价格，经学校采

购与招标管理中心组织公开招标，确定价格总计 420 元/套。学生报到

时自愿购买；不需要者，入学报到时可办理退货。 

2 体检费 60  

3 
军训服 

代购费 
90 军训服以学校公开招标确定的价格为准，多退少补。 

4 
教材 

预收款 
600 第一学年结束前按班结算，多退少补。 

5 
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 
880/1100 

按相关文件规定，所有学生均须投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标准为个人缴纳 220 元，其余部分大连市政府补助，按学制一次交清。

四年制学生合计 880 元，五年制学生合计 1100 元，如遇大连市缴费标

准调整，多退少补。请于 9 月 1 日之前通过“统一支付平台”自主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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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费项目 交费金额（元） 备注 

6 
商业补充保险 

（自愿参保） 
240/300 

商业补充保险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保障范围涵盖意

外门诊以及疾病住院基本医疗保险理赔核销后的部分。学校积极引进

质优价廉的商保险种供学生自愿参保。四年制学生合计 240 元，五年

制学生合计 300 元（该金额为保费金额上限，实际保费金额会因学生

自主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同而有所变化，最终保费金额多退少补）。 

为确保补充医疗保险及时生效，请于 9 月 1 日前自助缴费完成投保，

具体缴费流程请参考大连理工大学迎新网（http：//yx.dlut.edu.cn）2019

年本科生医疗保险自助缴费流程。 

合计 

（不含商业补充保险） 
2290 五年制杂费为 2570 元。 

 

四、学校承诺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原因而失学。新生家庭经济困难者，请详细阅读随通知书一起寄送

的《2019 级本科新生资助政策早知道》和《国家资助 助你飞翔——高校本专科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国家和学

校出台多项资助政策，为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提供支持和保障。其中，可申请“援梦专列”

解决到校路费，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解决学费、住宿费，可申请勤工助学、助学金等解决基本生活费。请认真

如实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学校资助服务热线 0411-84706273、0411-84708317（工作日 8:30-11:30，

13:30-16:30）。 

五、户口在大连市（包括市内四区和旅顺口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长海县）的新生不得将户

口迁入我校学生集体户口，其他省市的新生可自愿将户口迁入我校学生集体户口。目前，大连市可异地办理身

份证、护照、签证等，不建议学生将户口迁入我校。新生落户工作预计于 2020 年初完成，在此之前无法使用户

口；在校期间不得迁出户口，毕业离校必须迁出户口。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学生，报到前请务必在迎新系统

中填写相关信息，目前辽宁省内迁移户口采取“省内一地办结”的政策，省内新生如需迁移户口，不需要到原

籍派出所打印户口迁移证，只需在报到时带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不得使用户口迁移证）、录取通知书原件、居

民身份证复印件，由院系收齐后统一上交至保卫处户籍科。省外新生迁移户口需到原籍派出所打印户口迁移证，

报到时带户口迁移证原件、录取通知书原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由院系收齐后统一上交至保卫处户籍科。省

外新生户口迁移证上的信息必须清晰，出生地和籍贯栏必须具体到ⅹⅹ省ⅹⅹ市（县），“婚姻状况”必须填写，

不能空白，迁移原因为“大中专招生”，在迁移证左下方空白处用铅笔写上身高、学号及联系电话，背面填写父

母姓名、联系电话及身份证号。省外学生请务必自留“户口迁移证”复印件备用。户籍关系迁往地为“大连市

甘井子区凌工路 2 号大连理工大学”。户口迁移事宜咨询电话：校保卫处 0411-84708732、0411-84708730。 

六、新生的中学纸质档案，按当地招生部门的规定，自带（开发区校区可先交给辅导员，再统一交存档案

馆）或由当地招办等相关部门统一寄到档案馆（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 2 号大连理工大学档案馆

113 室，邮编：116024）。自带的档案须密封．．（由所在中学或当地招生部门封口，并在骑缝处加盖公章或密封章），

不得私自开封．．．．．．（未密封的档案，档案馆拒收）。档案袋上须写明姓名、学部（学院）、专业。 

七、新生党员报到前在迎新系统中填写相关信息，入学前必须到原党组织办理转移党员组织关系手续。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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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省内新生党员，可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上进行无纸化转移操作，接收单位须细化至具体党工委、二级党

组织；辽宁省外的新生党员，须开具《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为“中共辽宁省委教育工委”。新

生党员入学后务必持介绍信直接到各党工委、二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或确认系统无纸化转移操作成功（大连

理工大学基层党组织联系方式详见下表或网址链接：http://zuzhibu.dlut.edu.cn/info/2022/6416.htm）。团员组织关

系接转请自带团员证，到校后由学部（学院）团委统一办理。 

八、请准备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头像标准证明照（一寸）4 张，要求：白色背景无边框，不着浅色上衣；

常戴眼镜者应配戴眼镜（照片中眼镜无反光），不佩戴饰物；人像清晰、面部无遮挡、神态自然、头部显示完整

并占照片尺寸的 2/3；照片无明显畸变，无水印。请务必到专业机构拍摄，不能使用自拍照片、美颜照片、扫描

照片或重拍照片。 

九、新生入学后将进行德、智、体全面复查，不合格者将按有关规定处理。新生入学后将进行英语分级考

试，其中金融学类、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日语强化）、金属材料工程（日语强化）、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

英班）、应用物理学（王大珩物理科学班）、化工与制药类创新实验班、电子信息类创新实验班、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创新实验班、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应用物理学（中外合作办学）、工程力学（中

外合作办学）、软件工程（含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含电子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

成系统）、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学）等专业学生不参加。 

十、新生包裹请凭火车票办理随车快件（务必注明到站为：大连站）。“托运标记”上写清姓名和学部（院）

后贴于包裹两端。要求字迹工整、粘贴牢固，最好用透明．．塑料布作外包装。包裹由学校统一领取，包裹中请不．．．．．

要夹带个人证件．．．．．．．。 

十一、新生可凭《录取通知书》购买半价火车票。在规定的报到时间内，学校在大连火车站、大连北站和

大连港设有新生接待站（5：30—22：00）。自行到校者可直接到西山学生生活区学校迎新点报到。 

十二、软件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立命馆大学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以下简称为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和微

电子学院在大连理工大学开发区校区办学，报到地点在开发区校区。在规定时间内报到者，请到学校统一新生

接待站乘车，在开发区校区生活区报到。其他时间报到者，软件学院学生到开发区校区综合楼四楼 425 房间软

件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报到，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学生到开发区校区信息楼三楼 316 房间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

学生工作办公室报到，微电子学院学生到开发区校区信息楼二楼 204 房间微电子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报到。除

在规定时间报到的统一接站车外，到达大连理工大学开发区校区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1、由大连火车站北门出

口轻轨站旁乘中巴（大连—大连大学）到“大工软件学院”站下车；2、从大连火车站北门出口乘轻轨到“开发区”

站下车，再转乘 5 路公共汽车到“开发区一中”站下车或乘轻轨到“保税区”站下车，再转乘 2 路公共汽车到“开发

区一中”站下车；3、从大连北站南出口过马路到对面乘中巴（大连—大连大学）到“大工软件学院”站下车；

4、自驾报到者，可由沈大高速（G15）并入大窑湾疏港高速（G23），从大窑湾出口驶出，约 10 公里到达开发

区校区，或锁定导航地址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图强路 321 号。 

十三、新生必须进行电子注册，登录大连理工大学迎新网（．．．．．．．．．．．．．．．．．．．．．．．http://yx.dlut.edu.cn．．．．．．．．．．．．．．．．．．．．．）上传校园卡照片．．．．．．．．、填写相．．．

关信息．．．，具体要求详见《新生电子注册须知》．．．．．．．．．．．．．．．．。 

十四、请新生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报到，提前到校者住宿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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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类新生交费总额 

学部（学院） 招生大类或专业 
学制

（年）

学费 

（元/年） 

住宿费 

（元/年） 

杂费

（元）

交费总额

（元）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 

电子信息类【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英语强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实验班）】
四 5200 1200 2290 8690 

电子信息类（创新实验班）【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实验班）】 
四 5200 1200 2290 8690 

建设工程学部 
土木类【含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国际班）、工程管理、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

工程、交通工程】 
四 4800 1200 2290 8290 

设工程学部 水利类【含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四 4600 1200 2290 8090 

  

公共事业管理 四 4600 1200 2290 8090 

新闻传播学类【含汉语言文学、广播电视学】 四 4600 1200 2290 8090 

哲学 四 3800 1200 2290 7290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 

船舶与海洋工程 四 4600 1200 2290 8090 

工程力学【含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四 4600 1200 2290 8090 

车辆工程（英语强化） 四 4800 1200 2290 8290 

工程力学（钱令希力学创新实验班） 四 4600 1200 2290 809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含金属材料工程、功能材料、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四 4600 1200 2290 8090 

金属材料工程（日语强化） 五 4800 1200 2570 8570 

光电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含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 四 4800 1200 2290 8290 

化工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程与工艺（国际班）、制药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四 4800 1200 2290 8290 

应用化学（理学） 四 4600 1200 2290 8090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含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 四 4600 1200 2290 8090 

化工与制药类（创新实验班）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四 4800 1200 2290 8290 

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四 4800 1200 2290 8290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四 4800 1200 2290 829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 

（大连理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联合项目） 
四 68000 1200 2290 7149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日语强化） 五 4800 1200 2570 857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创新实验班） 四 4800 1200 2290 8290 

建筑与艺术学院 

建筑类【含建筑学、城乡规划】 五 5200 1200 2570 8970 

雕塑 四 10000 1200 2290 13490 

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四 10000 1200 2290 13490 

工业设计 四 5200 1200 2290 8690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含工商管理、物流管理】 四 4600 1200 2290 809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四 4800 1200 2290 8290 

金融学类【含金融学（英语强化）、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强化）】 四 4800 1200 2290 8290 

能源与动力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四 4600 1200 2290 8090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含软件工程、网络工程】 四 5200/16000 1200 2290 8690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四 4800 1200 2290 8290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类【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华罗庚班】 四 4800 1200 2290 8290 

外国语学院 

英语【含英语、翻译】 四 5200 1200 2290 8690 

日语 四 5200 1200 2290 8690 

俄语 四 5200 1200 2290 8690 

微电子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含电子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四 5200 1200 2290 8690 

物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王大珩物理科学班） 四 4600 1200 2290 8090 

应用物理学 四 4600 1200 2290 8090 

张大煜学院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班）（理学） 四 4600 1200 2290 8090 

大连理工大学白俄罗斯国立

大学联合学院 

应用物理学（中外合作办学） 四 40000 1200 2290 43490 

工程力学（中外合作办学） 四 40000 1200 2290 43490 

大连理工大学-立命馆大学 

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 
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学）【含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四 62000 1200 2290 65490 

说明：交费金额=学费+住宿费+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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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侨新生报到须知 

本须知适用于 2019 年被我校录取的港澳台侨考生，具体内容如下。 

一、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及有关证件，于 8．月．31．．日．、．9．月．1．日．到校报到。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请在 2019

年 8 月 28 日—9 月 4 日期间登录“大连理工大学迎新网”，在“请假申请”模块进行请假申请，请假期限最多不超

过 2 周（9 月 2 日—9 月 15 日）；到校报到后需登录“大连理工大学迎新网”在“请假申请”模块进行销假。未经学

校同意逾期不报到者，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二、新生报到时请按辽宁省物价局批准的标准交纳学费及住宿费（详见《普通类新生报到须知》中的附表

《普通类新生交费总额》）。我校实行按学分收费办法，新生报到时缴纳学费按专业学费标准收取，学期末按实

际所修学分结算。实行大类招生的学费收费标准，待学生专业确定后，按所在专业调整。 

我校学生通过“大连理工大学统一支付平台”自主缴费，目前，已开通建行银联缴费、微信缴费和支付宝缴

费结算方式，具体缴费要求详见大连理工大学本科生缴费方式说明。 

三、新生报到时交纳下列款项（简称杂费），已包含在附表：《普通类新生交费总额》中，请于 9．月．30．．日前．．

通过“统一支付平台”缴费。 

 

序号 交费项目 交费金额（元） 备注 

1 住宿用品 420 

学生宿舍实行公寓化管理，寝室内为每人备有衣柜。学校为学生准备了住

宿所需用品：被、褥、被罩（两套）、床单（两套）、枕头、枕套（两件）、

枕巾（两件）、被蒙、夏凉被及蚊帐。以上用品均订购自经辽宁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省教育厅联合考察认证确定的我省高校学生公寓棉织品供货合

格厂家，供应的物品均为出厂价格，经学校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组织公开

招标，确定价格总计 420 元/套。学生报到时自愿购买；不需要者，入学报

到时可办理退货。 

2 体检费 60  

3 
军训服 

代购费 
90 军训服自愿购买，以学校公开招标确定的价格为准，多退少补。 

4 
教材 

预收款 
600 第一学年结束前按班结算，多退少补。 

5 
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 
880/1100 

按相关文件规定，所有学生均须投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

个人缴纳 220 元，其余部分大连市政府补助，按学制一次交清。四年制学

生合计 880 元，五年制学生合计 1100 元，如遇大连市缴费标准调整，多退

少补。请于 9 月 1 日之前通过“统一支付平台”自主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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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费项目 交费金额（元） 备注 

6 
商业补充保险

（自愿参保） 
240/300 

商业补充保险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保障范围涵盖意外门

诊以及疾病住院基本医疗保险理赔核销后的部分。学校积极引进质优价廉

的商保险种供学生自愿参保。四年制学生合计 240 元，五年制学生合计 300

元（该金额为保费金额上限，实际保费金额会因学生自主选择的保险公司

不同而有所变化，最终保费金额多退少补）。 

为确保补充医疗保险及时生效，请于 9 月 1 日前自助缴费完成投保，具体

缴费流程请参考大连理工大学迎新网（http：//yx.dlut.edu.cn）2019 年本科

生医疗保险自助缴费流程。 

合计 

（不含商业补充保险） 
2290 五年制杂费为 2570 元。 

四、请准备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头像标准证明照（一寸）4 张，要求：白色背景无边框，不着浅色上衣；

常戴眼镜者应配戴眼镜（照片中眼镜无反光），不佩戴饰物；人像清晰、面部无遮挡、神态自然、头部显示完整

并占照片尺寸的 2/3；照片无明显畸变，无水印。请务必到专业机构拍摄，不能使用自拍照片、美颜照片、扫描

照片或重拍照片。 

五、新生入学后将进行德、智、体全面复查，不合格者将按有关规定处理。新生入学后将进行英语分级考

试，其中金融学类、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日语强化）、金属材料工程（日语强化）、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

英班）、应用物理学（王大珩物理科学班）、化工与制药类创新实验班、电子信息类创新实验班、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创新实验班、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应用物理学（中外合作办学）、工程力学（中

外合作办学）、软件工程（含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含电子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

成系统）、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学）等专业学生不参加。 

六、新生可凭《录取通知书》购买半价火车票。在规定的报到时间内，学校在大连火车站、大连北站和大

连港设有新生接待站（5：30—22：00）。自行到校者可直接到西山学生生活区学校迎新点报到。 

七、新生必须进行电子注册，登录大连理工大学迎新网（．．．．．．．．．．．．．．．．．．．．．．．http://yx.dlut.edu.cn．．．．．．．．．．．．．．．．．．．．．）上传校园卡照片．．．．．．．．、填写相关．．．．

信息．．，具体要求详见《新生电子注册须知》．．．．．．．．．．．．．．．．。 

八、请新生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报到，提前到校者住宿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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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生新生报到须知 
  

本须知适用于 2019 年被我校录取的预科生，具体内容如下。 

一、新生持《录取通知书》、二代身份证及有关证件，于 8．月．31．．日．、．9．月．1．日．到校报到。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请在 2019

年 8 月 28 日—9 月 4 日期间登录“大连理工大学迎新网”，在“请假申请”模块进行请假申请，请假期限最多不超过 2 周（9 月

2 日—9 月 15 日）；到校报到后需登录“大连理工大学迎新网”在“请假申请”模块进行销假。未经学校同意逾期不报到者，将

被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二、新生报到时请按辽宁省物价局批准的标准交纳学费及住宿费（详见《普通类新生报到须知》中的附表《普通类新生

交费总额》）。我校实行按学分收费办法，新生报到时缴纳学费按专业学费标准收取，学期末按实际所修学分结算。实行大类

招生的学费收费标准，待学生专业确定后，按所在专业调整。 

我校学生通过“大连理工大学统一支付平台”自主缴费，目前，已开通建行银联缴费、微信缴费和支付宝缴费结算方式，

具体缴费要求详见大连理工大学本科生缴费方式说明。 

三、新生报到时交纳下列款项（简称杂费），已包含在附表：《预科生新生交费总额》中，请于 9．月．30．．日前．．通过“统一支

付平台”缴费。 

序号 交费项目 交费金额（元） 备注 

1 住宿用品 420 

学生宿舍实行公寓化管理，寝室内为每人备有衣柜。学校为学生准备了

住宿所需用品：被、褥、被罩（两套）、床单（两套）、枕头、枕套（两

件）、枕巾（两件）、被蒙、夏凉被及蚊帐。以上用品均订购自经辽宁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教育厅联合考察认证确定的我省高校学生公寓棉

织品供货合格厂家，供应的物品均为出厂价格，经学校采购与招标管理

中心组织公开招标，确定价格总计 420 元/套。学生报到时自愿购买；不

需要者，入学报到时可办理退货。 

2 体检费 60  

3 
军训服 

代购费 
90 军训服以学校公开招标确定的价格为准，多退少补。 

4 
教材 

预收款 
600 第一学年结束前按班结算，多退少补。 

5 
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 
1100 

按相关文件规定，所有学生均须投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

准为个人缴纳 220 元，其余部分大连市政府补助，按学制一次交清。预

科生按五年制缴纳，合计 1100 元。如遇大连市缴费标准调整，多退少

补。请于 9 月 1 日之前通过“统一支付平台”自主缴费。 

6 
商业补充保险

（自愿参保） 
240/300 

商业补充保险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保障范围涵盖意外

门诊以及疾病住院基本医疗保险理赔核销后的部分。学校积极引进质优

价廉的商保险种供学生自愿参保。四年制学生合计 240 元，五年制学生

合计 300 元（该金额为保费金额上限，实际保费金额会因学生自主选择

的保险公司不同而有所变化，最终保费金额多退少补）。 

为确保补充医疗保险及时生效，请于 9 月 1 日前自助缴费完成投保，具

体缴费流程请参考大连理工大学迎新网（http：//yx.dlut.edu.cn）2019

年本科生医疗保险自助缴费流程。 

合计 

（不含商业补充保险） 
2570  

四、学校承诺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原因而失学。新生家庭经济困难者，请详细阅读随通知书一起寄送的《2019 级

本科新生资助政策早知道》和《国家资助 助你飞翔——高校本专科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国家和学校出台多项资助政策，为

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提供支持和保障。其中，可申请“援梦专列”解决到校路费，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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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学费、住宿费，可申请勤工助学、助学金等解决基本生活费。请认真如实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学校资

助服务热线 0411-84706273、0411-84708317（工作日 8:30-11:30，13:30-16:30）。 

五、户口在大连市（包括市内四区和旅顺口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长海县）的新生不得将户口迁入我校学

生集体户口，其他省市的新生可自愿将户口迁入我校学生集体户口。目前，大连市可异地办理身份证、护照、签证等，不

建议学生将户口迁入我校。新生落户工作预计于 2020 年初完成，在此之前无法使用户口；在校期间不得迁出户口，毕业离

校必须迁出户口。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学生，报到前请务必在迎新系统中填写相关信息，目前辽宁省内迁移户口采取

“省内一地办结”的政策，省内新生如需迁移户口，不需要到原籍派出所打印户口迁移证，只需在报到时带户口本原件和

复印件（不得使用户口迁移证）、录取通知书原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由院系收齐后统一上交至保卫处户籍科。省外新生

迁移户口需到原籍派出所打印户口迁移证，报到时带户口迁移证原件、录取通知书原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由院系收齐

后统一上交至保卫处户籍科。省外新生户口迁移证上的信息必须清晰，出生地和籍贯栏必须具体到ⅹⅹ省ⅹⅹ市（县），

“婚姻状况”必须填写，不能空白，迁移原因为“大中专招生”，在迁移证左下方空白处用铅笔写上身高、学号及联系电

话，背面填写父母姓名、联系电话及身份证号。省外学生请务必自留“户口迁移证”复印件备用。户籍关系迁往地为“大

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 2 号大连理工大学”。户口迁移事宜咨询电话：校保卫处 0411-84708732、0411-84708730。 

六、新生的中学纸质档案，按当地招生部门的规定，自带或由当地招办等相关部门统一寄到档案馆（地址：辽宁省大连

市甘井子区凌工路 2号大连理工大学档案馆 113室，邮编：116024）。自带的档案须密封．．（由所在中学或当地招生部门封口，

并在骑缝处加盖公章或密封章），不得私自开封．．．．．．（未密封的档案，档案馆拒收）。档案袋上须写明姓名、学部（学院）、专

业。 

七、新生党员报到前在迎新系统中填写相关信息，入学前必须到原党组织办理转移党员组织关系手续。辽宁省内新生党

员，可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上进行无纸化转移操作，接收单位须细化至具体党工委、二级党组织；辽宁省外的新生党员，

须开具《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为“中共辽宁省委教育工委”。新生党员入学后务必持介绍信直接到各党工

委、二级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或确认系统无纸化转移操作成功（大连理工大学基层党组织联系方式网址链接：

http://zuzhibu.dlut.edu.cn/info/2022/6416.htm）。团员组织关系接转请自带团员证，到校后由学部（学院）团委统一办理。 

八、请准备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头像标准证明照（一寸）4 张，要求：白色背景无边框，不着浅色上衣；常戴眼镜者

应配戴眼镜（照片中眼镜无反光），不佩戴饰物；人像清晰、面部无遮挡、神态自然、头部显示完整并占照片尺寸的 2/3；照

片无明显畸变，无水印。请务必到专业机构拍摄，不能使用自拍照片、美颜照片、扫描照片或重拍照片。 

九、新生入学后将进行德、智、体全面复查，不合格者将按有关规定处理。新生入学后将参加英语分级考试。 

十、新生包裹请凭火车票办理随车快件（务必注明到站为：大连站）。“托运标记”上写清姓名和“化工学院预科”字样后，

贴于包裹两端。要求字迹工整、粘贴牢固，最好用透明．．塑料布作外包装。包裹由学校统一领取，包裹中请不要夹带个人证．．．．．．．．．．．

件．。 

十一、新生可凭《录取通知书》购买半价火车票。在规定的报到时间内，学校在大连火车站、大连北站和大连港设有新

生接待站（5：30—22：00）。自行到校者可直接到西山学生生活区学校迎新点报到。 

十二、少数民族预科生在预科学习阶段由化工学院代管，新生到化工学院报到。学校将派出少数民族预科班辅导员赴新

疆开展迎新家长座谈会，欢迎学生和家长参加。联系方式为 0411-84986025；Email：zhjj@dlut.edu.cn。 

十三、新生必须进行电子注册，登录大连理工大学迎新网（．．．．．．．．．．．．．．．．．．．．．．．http://yx.dlut.edu.cn．．．．．．．．．．．．．．．．．．．．．）上传校园卡照片、填写相关信息，具．．．．．．．．．．．．．．．．．

体要求详见《新生电子注册须知》．．．．．．．．．．．．．．．。 

十四、请新生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报到，提前到校者住宿自理。 

附表： 

预科生新生交费总额 

少数民族预科班 

（杂费含本科阶段） 

学制（年） 计划形式 学费（元/年） 住宿费（元/年） 杂费（元） 交费总额（元）

一 定向 2400 1200 2570 6170 

说明： 1、交费总额＝学费＋住宿费＋杂费。 

2、学费：预科学习期间学费为每人每年 2400 元；升入本科后，根据所学专业标准缴纳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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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电子注册须知 

所有新生必须登录“大连理工大学迎新网”（http://yx.dlut.edu.cn/）中的“迎新

系统”进行照片采集和电子注册，否则无法办理入学手续，具体要求如下： 

（迎新系统开放时间暂定 2019 年 8 月 7 日，如有调整请关注迎新网上的说

明。请使用学号和统一身份认证密码登录系统，统一身份认证的初始密码为“身

份证件号后八位”，证件号不足八位则初始密码为“证件号”，若包含字母请使用

大写，若没有证件号或证件号中含中文，则初始密码为“12345678”。若已通过“i

大工”APP 或校园门户修改了密码，请用修改后密码登录） 

一、校园卡照片采集（2019 年 8 月 12 日 8 点前完成） 

校园卡是学生在校内就餐、洗浴、借书、购物、门禁、健身、缴费等活动

必须使用的身份识别和消费卡片。 

1.上传方式：登录迎新系统按要求上传照片。 

2.照片要求：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头像标准证明照，白色背景无边框，不

着浅色上衣；常戴眼镜者应配戴眼镜（照片中眼镜无反光），不佩戴饰物；人

像清晰、面部无遮挡、神态自然、头部显示完整并占照片尺寸的 2/3；照片无明

显畸变，无水印；电子照片 480 像素（宽）*640 像素（高），分辨率不低于 350dpi，

照片大小不超过 2M，照片文件格式为 JPG 格式，照片名称以学号命名（如：

201902008.jpg）。 

3.照片将用于校园卡的制作和校园生活人脸识别场景的应用，建议到专业机

构拍摄，一定不能使用自拍照片、美颜照片、扫描照片或重拍照片等不符合要

求照片。如未在规定期限上传照片将不能在报到时领取校园卡，会影响入学手

续的办理和人脸识别场所的出入；如因上传照片不合格导致所制成校园卡作废

的，需要由本人承担校园卡制作费用。 

二、新生电子注册（2019 年 8 月 7 日-8 月 20 日） 

新生必须进行电子注册。访问迎新网，登录迎新系统，按要求详细填写每

项信息。不涉及的内容也要选“否”后保存，如个人信息不按要求注册，会影响入

学手续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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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本科生缴费方式说明 

一、缴费内容 

我校 2019 年录取的本科生入学后应缴纳学费、住宿费、代收款（住宿用品、体检费、军

训服代购费、教材预收款、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二、缴费方式 

我校学生通过“大连理工大学统一支付平台”自主缴费，目前，已开通建行银联缴费、微

信缴费和支付宝缴费结算方式。 

三、缴费说明 

下列所有自主缴费平台的用户名为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 6 位，登录缴费后可自行

修改密码。 

所有学生应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登录大连理工大学校园统一支付平台（网址

http://pay.dlut.edu.cn）进行缴费。 

1、统一支付平台缴费 

登录“大连理

工大学”主页
点击

“学校概况”

点击

“组织机构”

点击
“财务处（内
控办公室”

是否使用

校园网

点击
“校园统一支付
平台（校内）”

点击
“校园统一支付
平台（校外）”

是

否

 

首次使用此平台前，请点击“学校介绍”页面，下载并认真阅读“使用说明”。在使用期间，

请注意查看“重要提示”、“系统公告”页面，在本系统发布公告关闭期间统一支付平台将停止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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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付宝缴费 

进入支付宝界面搜索“大连理工大学”，进入“大连理工大学”生活号登录后，点击“我要缴

费”进行学杂费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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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信缴费 

搜索公众号“大连理工大学财务平台”，点击“寻帮助-个人信息”进行注册登录，登录成功

后点击“查询缴费-学生收费”进行学杂费缴费。 

 

4、大连理工大学迎新系统缴费 

登录迎新系统后点击“要缴费”完成学杂费缴费。 

四、建行“龙卡储蓄卡”使用说明 

1、“龙卡储蓄卡”随《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您所收到的银行卡为建设银行一类账户，

用于缴纳学费及日常生活使用，初始密码统一设置为：955330 

2、目前银行卡账户状态为“不收不付”，您可携带身份证、银行卡到当地建行办理银行卡

激活及密码修改业务，激活后方可正常使用。按照人民银行现行制度，一类账户无存取限额

限制，可正常签约电子银行产品。 

3、“龙卡储蓄卡”作为我校学生发放奖学金、助学金等各类补贴专用卡，请妥善保管；学

生在校学习期间如有龙卡丢失、换卡等，需本人持学生证和身份证到建设银行栾金支行（学

校西便门口）办理挂失和重新办理龙卡。 

4、学生应按时足额交纳学费，对无故晚交、拒交学费的学生，学校将按《大连理工大学

关于收缴学费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咨询电话 

校园统一支付平台系统操作问题咨询电话：0411-84708000 

学费缴费业务问题咨询电话：0411-84707702 

建行理工大学支行（北门）：0411-88068403、0411-88068401、0411-88068402 

建行栾金支行（西门）：0411-88067681，0411-88067678 

大连理工大学财务处 

二〇一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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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玉兰卡充值说明 

一、“i 大工”App 充值： 

新生安装“i 大工”移动 App 可以进行校园玉兰卡充值（关注迎新网 yx.dlut.edu.cn，扫描二维码安装）。安装

后登陆的用户名为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八位。登录后选择“服务”，在列表中找到“玉兰卡”并点击“添加”

按钮把一卡通服务添加到“首页”；从“首页”点击玉兰卡图标，进入服务页面点击“玉兰卡充值”。 

二、微信公众号“玉兰卡”充值： 

关注微信公众号“玉兰卡”，选择“玉兰卡”－“玉兰卡充值”－输入“充值金额”。 

三、银校转账充值： 

新生入校后可以在自助终端机上进行充值（学校各食堂、宿舍等均有自助终端机）。将玉兰卡放至自助终

端机读卡区，选择“银行服务”－“银行卡转一卡通”－输入“充值金额”及“玉兰卡密码”（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

充值金额直接到玉兰卡中。 

四、现金充值： 

网信中心服务大厅的现金充值机可以进行现金充值（100 元面值）。因考虑现金安全问题，只在网信中心

服务大厅设置了现金充值机。网信中心服务大厅业务办理时间为周一至周五（8:00－15:00）。 

五、支付宝充值： 

登录手机支付宝 APP；首页选择“更多”－“教育公益”－“校园生活”－“一卡通”－“立即充值”－选择“大连理

工大学”－输入“姓名及学号”－输入“充值金额”－点击确认“充值”。 

六、建行悦生活充值： 

1．建行微信银行充值： 

关注“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公众号；选择“悦生活”－“生活缴费”－“点击这里，立即缴费”－“教育服务”－“校

园卡充值”－“选择城市与缴费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一卡通充值”－输入“姓名及学号”－输入“缴费金额”－填写

支付信息－获取短信验证码－缴费成功。 

2．建行网上银行充值: 

登录建行悦生活（http://life.ccb.com）；选择”辽宁省大连市”－“生活服务应用”－“教育服务”－“校园卡充值”

－“大连理工大学一卡通充值”。 

3．建行手机银行充值： 

通过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中国建设银行”App；选择“悦享生活”－选择大连市－“教育服务”－“校园卡充值”－

“大连理工大学一卡通充值”－输入“姓名及学号”－输入“缴费金额”。 

注：建行卡要与手机号绑定后使用。 

温馨提示： 

（1）新生入学在报到现场才能领取校园玉兰卡； 

（2）充值成功后，新生在食堂 POS 机刷卡消费的时候充值金额会自动领取到卡上；或者到自助终端机上

手动领取（选择“充值领取”－“领取充值金额”）； 

（3）个别新生玉兰卡可能因特殊原因没有和建行卡绑定，新生入校后可以携带玉兰卡、大连市建行卡、身

份证到网络与信息化中心服务大厅或者大连理工大学西门建行进行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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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提醒 
亲爱的 2019 级新同学： 

    金色九月充满着成功的喜悦，同学们即将来到大连理工大学开

启人生新的旅程。对于刚离开父母呵护的你们，大学是一个新鲜而

陌生的环境，社会上各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也可能纷至沓来，危害

同学们的人身财产安全。我们衷心希望同学们能够牢固树立安全防

范意识，切实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共享大学校园的和谐美好。在此，

我们向全体 2019 级同学们发出如下安全提醒： 

1．请您谨防电信网络诈骗，不要随意在网上找“刷信誉”等兼职；在接到自称公检法或银行、

邮局、教育局等机构的电话时，警惕不法分子以银行卡安全升级、发放升学助学金等理由要求

你在 ATM 机进行收款、提供验证密码等操作，实施诈骗。 

2．请您及家长在报到期间切勿购买自称“老师”或“学长”推销的如上网卡、参考用书、洗漱

用品等生活用品，谨防上当受骗。 

3．请您入住寝室后，及时检查箱柜、插座等设施的完好情况。学生公寓内严禁使用大功率

电器，请同学们及家长不要购买和使用。注意妥善保管自身贵重物品，注意防火、防盗，离开

寝室时关好门窗、停水断电、拔下电源插头。 

4．请您在学习生活中注意随身物品安全，不要随意将手机、钱包等放在教室、食堂、体育

场馆等公共场所，切忌用贵重物品占座，谨防丢失。 

5．请您掌握基本的消防知识和防火技能，学会使用灭火器，掌握基本的逃生技能，进入公

共场所应首先了解场所的逃生通道。 

6．请您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注意甄别并自觉抵制“校园贷”、“美容贷”等贷款套路，预防

各类欺诈性贷款，增强网络金融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7．请您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交通秩序，牢固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在外出时，不乘坐超载、超

员车辆，不搭乘非法营运的“黑车”。 

8．如果家长在短信、微信、QQ 等通讯工具上接到“孩子”的特殊汇款要求时，无论任何理

由，请与子女本人取得直接联系，确定其真实性；如一时联系不上，请立即与辅导员或校方进

行沟通，切勿轻易汇款。 

9．校园内禁止传教，请您警惕并拒绝任何以学生或者校外人员身份进行的一切非法传教行

为，如发现此类情况可向学校保卫部门反映。 

10．请您及家长熟记辅导员老师和学校保卫处联系方式，以便需要安全帮助时能及时取得

联系。“校园 110”24 小时报警电话：大连凌水主校区 0411-84708110，开发区校区 0411-62274490。 

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保卫部（保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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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部（院）相关部门联系方式 

网络联系方式．．．．．．：新生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可访问易班网（www.yiban.cn），

通过“校园一卡通登陆”方式登陆（方法参照《新生家长指南》易班网简介及活动

指南），与自己的辅导员及新同学在线交流。 
 

校区 学部（院）、部门 
联系电话 

（学生工作） 

凌水主校区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 0411-84709950 

建设工程学部 0411-84708506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0411-84708556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 0411-8470767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411-84708436 

光电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0411-84706013 

化工学院 0411-84986025 

环境学院 0411-84706107 

机械工程学院 0411-84708416 

建筑与艺术学院 0411-84706090 

经济与管理学院 0411-84707731 

能源与动力学院 0411-84708466 

生物工程学院 0411-84706144 

数学科学学院 0411-84708356 

外国语学院 0411-84708566 

物理学院 0411-84708376 

张大煜学院 0411-84706208 

大连理工大学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联合学院 
0411-84706615 

开发区校区 

软件学院 0411-62274471 

微电子学院 0411-84706649 

大连理工大学-立命馆大学 

国际信息与软件学院 
0411-65919192 

教务处（报到请假） 0411-84708542 

招生办公室 0411-8470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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