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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新生报到须知 

本须知适用于 2019 年被我校盘锦校区录取的新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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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标准缴纳学费及住宿费（详见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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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年末按实际所修学分结算，学费及住宿费均在每学年注册

前缴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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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校区）本科生缴费方式说明》。 

三、新生报到时需缴纳下列款项（简称杂费），已包含在附表：《盘锦校区新生交费总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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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含结核菌素试验费 16 元，结核菌试验费 16 元体检时需学生

本人另外交至校区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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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按相关文件规定，所有学生均须投保“盘锦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70 元，其余部分盘锦市政策补助，按学

制一次交清，缴费期间享受盘锦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如遇盘锦市缴费标准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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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补充险

（自愿参保）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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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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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校承诺不会让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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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7-2631982（工作日 8:30-11:30，13:30-16:30）。 

五、考生自愿办理户口迁移。沈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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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安机关要求，学生落户需本人前往属地派出所现场采集头像及指纹。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考

生，报到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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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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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外新生户口迁移证上的信息必须清晰，户口迁移证必须加盖

当地派出所户口专用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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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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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关系迁往地为辽宁省盘锦市辽东湾新区大工路 2 号大连理工大学盘

锦校区，学校户籍所在派出所为辽宁省盘锦市公安局大洼分局荣滨派出所。户口迁移仅限入学当年办理，跨年

不予办理。户口迁移事宜咨询电话：校区总务部 0427-2631079。跨省异地高考者，需提供报考地区地市级招生

办公室的情况说明函。 

六、《录取通知书》、户口迁移证请自留复印件备用。 

七、盘锦校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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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邮

寄地址：辽宁省盘锦市辽东湾新区大工路 2 号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档案分馆 E01-307 室，刘老师收，电话：

0427-2631541，邮编：124221。自带的档案须密封，不得私自开封．．．．．．．．．．．．．．．。档案袋上须写明姓名、学院、专业，于新

生报到时交至所在学院。 

八、新生党员报到时请自带《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辽宁省内学生无需开具纸质版介绍信，直

接网上调转到“中共大连理工大学党委盘锦校区党工委”。辽宁省外的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抬头为“中共

辽宁省委教育工委”。省内新生党员到校后请到学院注册处报备信息，省外新生党员到校后请持党组织关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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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直接到各学院注册处办理转接手续（盘锦校区人力资源与党群工作部电话：0427-2631936）。团员组织关系转

接请自带团员证，到校后交至各学院注册处。 

九、请准备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头像标准证明照（一寸）7 张，要求：白色背景无边框，不着浅色上衣；

常戴眼镜者应佩戴眼镜（照片中眼镜无反光），不佩戴饰物；人物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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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或冲拍照片。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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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中外合作办学）、应用化学（中外合作办学）、数理基础科学（中外合作办学）

学生不参加。 

十一、建议乘坐火车来盘的新生以“随车行李”的方式托运行李（不要选择“随车包裹”的方式托运）。凭车票

随车办理中铁快递，务必注明到站站名，须与车票站名一致。学校统一领取托运行李，新生报到后在接待点领

取。“托运标记”上写清学生本人姓名、学号（查阅录取通知书）后贴于包裹两端。（为避免出现托运标记损毁后

行李不好查找的现象，请至少粘贴两个以上的托运标记，并用透明胶带覆盖保护）。所有证件不要在行李中托运，

行李不要提前托运，以免丢失。学校只负责盘锦火车站包裹的统一领取。（特别提示：到达营口东站车次不能办

理随车快件，包裹请随身携带） 

十二、新生可凭《录取通知书》购买半价火车票。在规定的报到日内，学校在盘锦火车站、营口东火车站

设有新生接待站（5:30—22:00）。自行来校者乘车方式：盘锦北站乘专线车到盘锦火车站（长途汽车客运站）下

车，换乘 30 路到终点下车，再换乘 2 路到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下车；营口东火车站乘 303 专线车到客运集团

站下车，换乘 501 路到辽滨变电所站下车，换乘 2 路到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下车，详见附图。提前到校者住

宿自理。 

十三、新生必须进行电子注册，登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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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报到流程、开通电子邮箱等。 

十四、新生一卡通充值及使用，请新生参照报到现场网信中心发放的《一卡通充值及使用手册》操作。 

附图：盘锦校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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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盘锦校区新生交费总额 

学院名称 专业（方向）名称 
学制

（年）
学费 

（元/年）
住宿费 

（元/年） 
杂费 
（元） 

交费总额 
（元） 

石油与化学工程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能源化学工程、
应用化学（工学）、资源循环科
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业生

物工程】 

四 5200 1200 1690 8090 

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 海洋技术 四 4600 1200 1690 7490 

食品与环境学院 
环境生态工程 四 4600 1200 1690 749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四 4600 1200 1690 7490 

生命与医药学院 

生物科学类 
【生物信息学、生物科学】

四 4600 1200 1690 7490 

药学 四 5200 1200 1690 8090 

文法学院 

商务英语 四 5200 1200 1690 8090 

运动康复 四 4600 1200 1690 7490 

运动训练 四 10000 1200 1690 12890 

商学院 

电子商务 四 4600 1200 1690 7490 

人力资源管理 四 4600 1200 1690 7490 

经济学 四 4600 1200 1690 7490 

知识产权学院 知识产权 四 4600 1200 1690 7490 

莱斯特国际学院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四 68000 1200 1690 70890 

化学类（中外合作办学） 
（应用化学（理学）） 

四 68000 1200 1690 70890 

数理基础科学 
（中外合作办学） 

四 68000 1200 1690 70890 

说明：交费总额＝学费＋住宿费＋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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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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校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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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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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辽滨支

行（盘锦校区西门向北 1 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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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锦校区财务办咨询电话：0427-2631992 

建行大连栾金支行：0411-88067681，0411-88067678 

建行盘锦辽滨支行：0427-3402380 

大连理工大学财务处 

二○一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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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书香力行”新生读书、社会实践活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了更好的开阔学生眼界、培养学生爱读书的良好品质，同时，

为提高和加强学生走进社会、体验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学生工作部

面向 2019 级全体新生开展“书香力行”读书、社会实践活动，活动共分为“品鉴书香”和“躬身力

行”两个部分，具体如下： 

“品鉴书香”2019 级新生暑期读书活动倡议 

亲爱的同学，你是否幻想过美好的大学生活？是否想提前感受一下真正的大学氛围？其实，

大学就是一本厚厚的书，是静静地坐在图书馆与香茗为伴的优雅；是在软软的草坪上与星夜为

友的静谧；亦是与更广阔世界、智慧先贤的对话。读书，品鉴。这是一份诚挚的邀请，可能不

够抒情，也可能不够华丽，但如果它让你真正行动起来，你就会发现阅读带来的巨大改变。寻

找，书香。这是一个真诚的期待，可能不够诱惑，也可能不够有力，但这个暑假，我们希望看

到你伴着书影，和你一起走进知识的殿堂。“品鉴书香”读书活动，我们一起行动，在这个夏天，

获取智慧的钥匙，开启品鉴书香的非凡之旅！ 

备注：请登录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招生网—招生快讯—“品鉴书香”2019 级新生读书活动

倡议书（http://pjzsjy.dlut.edu.cn/info/1062/2018.htm），并认真阅读通知，每位新生必须在新生入

学报到时上交至少 2 篇书评（读书感悟）。 

“躬身力行”2019 级新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倡议 

在这个炎炎夏日，经历了高考洗礼的你，即将迎来的是一个更为炫目多彩、无限宽广的世

界。大学和未来意味着历练与成长，意味着远离了父母无微不至的宠爱和呵护的你，每一件事

都要躬身力行地去实践。这个暑假将会是你走向更广阔天地的起点，亦是你肩挑责任继续成长

的开端。你是否亲近过远离城市喧嚣的大自然？体验过上班族一天忙碌的工作？感受过作为创

业者的艰辛与快乐？尝试过在农村劳作的辛苦与不易呢……这个暑假注定非比寻常，迈出你走

向社会实践的第一步吧！ 

备注：请登录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招生网—招生快讯—“躬身力行”2019 级新生社会实践

活动倡议书（http://pjzsjy.dlut.edu.cn/info/1062/2019.htm），并认真阅读通知，每位新生必须在新

生入学报到时上交至少 1 篇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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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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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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请各位同学入住寝室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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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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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请各位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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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请各位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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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请各位同学谨防电信网络诈骗，网购时须对网址加以甄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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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局等机构的电话时，警惕不法分子以银行卡安全升级等

理由要求你在 ATM 机进行汇款、验证等操作，防止被套取卡内现金。 

6．请各位同学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注意甄别并自觉抵制“校园贷”，增强网络金融安全

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7．请各位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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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位家长在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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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立即与成长导师或

校方进行沟通，切勿轻易汇款。 

9．校园内禁止传教，请各位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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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总务部反映。 

10．请各位同学及家长熟记成长导师和校区总务部联系方式，以便需要安全帮助时能及时

取得联系。紧急情况报警电话：110。 

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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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 学院、部门
联系电话

（学生工作）
新生QQ群

石油与化学工程学院 0427-2631825 615721823

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 0427-2631670 756821528

生命与医药学院 0427-2631410 615822234

食品与环境学院 0427-2631894 746069842

文法学院 0427-2631366 744511905

商学院 0427-2631266 665761376

知识产权学院 0427-2631191 467536318

莱斯特国际学院 0427-2631231 755739871

教学事务部（报到请假） 0427-2631950 ——

招生办公室 0427-2631678 ——

各学院相关部门联系方式

盘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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