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贵州师范⼤学致����级新⽣的⼀封信……………………………�

贵州师范⼤学致����级新⽣家⻓的⼀封信………………………�

贵州师范⼤学����级新⽣⼊学须知………………………………�

贵州师范⼤学����级新⽣开学疫情防控须知……………………�

贵州师范⼤学����级新⽣报到流程……………………………��

贵州师范⼤学����级新⽣缴费须知……………………………��

贵州师范⼤学中国农业银⾏联名银⾏卡⽤卡须知……………��

贵州师范⼤学����年学⽣资助体系简介……………………��

贵州师范⼤学关于学⽣保险事宜的告知书…………………��

贵州师范⼤学新⽣⼾籍迁⼊注意事项…………………………��

贵州师范⼤学后勤服务简介………………………………………��

贵州师范⼤学乘⻋指南……………………………………………��

贵州师范⼤学����级新⽣⼊学学院咨询电话…………………��

�

贵州师范⼤学致2020级新⽣的⼀封信

亲爱的新同学：
       恭喜你成为贵州师范⼤学的⼀员！
       贵州师范⼤学是⼀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学⻛优良、⻛景优美的具有教师
教育特⾊的⾼⽔平教学研究型师范⼤学，其前⾝是成⽴于����年的“国⽴贵阳
师范学院”；新中国成⽴后更名为“贵阳师范学院”；����年改名为“贵州师范⼤
学”；����年被贵州省⼈⺠政府确定为省属重点⼤学；����年成为教育部与贵
州省⼈⺠政府共建的⾼等学校；����年成为贵州率先进⼊教育部/国家外专局

“���计划”的⾼校，����年获批博⼠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学）。
       学校现有�个贵州省国内⼀流建设学科、�个贵州省区域内⼀流建设学科、
�个贵州省“世界⼀流建设学科II类学科（群）”、�个贵州省“国内⼀流建设学科
I类学科（群）”、�个⼀级学科博⼠学位授权点（覆盖��个⼆级学科）、��个⼀级学
科硕⼠学位授权点（覆盖���个⼆级学科）、�个独⽴⼆级学科硕⼠学位授权点，
�个⾃主设置⼆级学科硕⼠学位授权点，�个硕⼠专业学位类别（领域）授权点，
��个本科专业，具备应届本科⽣攻读硕⼠学位推免权。有��个国家级⼀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个省级⼀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有�个全国⾼校本科特⾊专业建
设点、�个国家级本科专业综合改⾰试点项⽬、�个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改⾰项
⽬、�个教育部卓越中学教师培养项⽬、��个省级本科专业综合改⾰试点项⽬、
�个省级卓越⼈才培养计划项⽬、�个省级⼤学⽣创新创业训练中⼼、��个省级
特⾊重点学科、��个省级重点学科、��个省级⾼校⽰范性本科专业（特⾊专
业），学科专业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学、历史学、理学、⼯学、农学、
管理学、艺术学等��个学科⻔类，形成了以教师教育为特⾊的综合性学科布局。
学校历经七⼗余年⻛⾬，代代贵师学⼈以振兴国家、⺠族为⼰任，修⾝治学，殚
精竭虑，形成了特有的学⼈品质和学校品格，熔铸了“爱国、奉献、敬业、⾃强”的
⼤学精神，凝练了“慎思笃⾏、博学致新”的校训，为社会各⾏各业培养了⼤量优
秀的⼈才，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贵州基础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
献。
       ⼤学是⼈⽣的⼀个新的起点，是磨练意志、练就品格、丰富学识、提升能⼒
的⼀个关键阶段。为了让你尽快了解⼤学、融⼊⼤学新的环境，我们将有关事宜
温馨提⽰如下：

�



组织你参加宗教活动时，这很有可能是境内外⾮法组织在⾮法传教；当有⼈告
诉你“参与����⼯程，拉下线能赚����万”时，这有可能是⾮法传销组织在拉
拢你，当你遇到这些情况，请尽快报案。
       ⼤学阶段是⼈⽣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最为绚丽多彩、值得回味的阶
段。相信在学校厚重⽂化的熏陶感染下、众多⽼师的谆谆教诲下、⾝边同学的砥
砺互勉下以及学校科研和服务平台的坚强⽀撑下，必定成就你⼀个美好的未来。
       祝你度过⼀个愉快的暑假，贵州师范⼤学3万余名师⽣共同期待你的到来！

扫⼀扫：贵州师范⼤学微信⼆维码 扫⼀扫：贵州师范⼤学学⼯部
（贵师学⼯）微信⼆维码

扫⼀扫：贵州师范⼤学校团委
微信⼆维码

扫⼀扫：平安贵师⼤微信⼆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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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请仔细阅读《贵州师范⼤学����级新⽣⼊学报到
指南》的内容，作好⼊学前的各项准备⼯作。将《贵州师范⼤学致家⻓⼀封信》交
由家⻓查阅，并将回执带回学校提交。
       ⼆、在⼊学之前，请登录https://www.gznu.edu.cn/进⼊贵州师范⼤学
主⻚，了解学校相关情况。同时，也请登录http://xgb.gznu.edu.cn/进⼊贵州
师范⼤学学⼯部主⻚，全⾯了解学校学⽣管理、评优评奖、保险保障等⽅⾯的规
章制度和具体事宜。
       三、在⼊学之前，请添加贵州师范⼤学、贵州师范⼤学学⼯部（贵师学⼯）、
贵州师范⼤学团委、贵州师范⼤学保卫处（平安贵师⼤）微信公众号（⼆维码附
后），随时关注校园动态，全⾯了解校园信息，让⾃已更快融⼊⼤学的⽣活。
       四、在规定的时间内，凭《录取通知书》等⼿续到学校指定的校区报到（⽆需
提前到校）。到校后请及时到所在学院报到并办理⼊学⼿续。
       五、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学前须⾃觉在当前居住地进⾏⾃我医学
观察，避免接触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境外⼈员及密切接触者等，不到中⾼⻛险
地区旅居。如有前述情况，请及时联系学校并推迟报到。
       六、⼊学前请认真学习新冠肺炎科学防护知识，正确佩戴口罩，正确洗⼿消
毒，正确⼼理调适。准备好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和餐具等个⼈必备⾏李物品。
       七、⼊学途中要提⾼安全意识，加强⾃我保护，拒绝乘坐“⿊⻋”、超载⻋，注
意⼈⾝财产安全。到校后不要轻信各种个⼈的推销活动，以免上当受骗，遵守校
规校纪，不在寝室使⽤⼤功率电器；保管好笔记本电脑、⼿机等贵重物品，离开
寝室锁好⻔窗。
       ⼋、请远离“校园贷”、“套路贷”。在⽣活中树⽴正确的价值观，不攀⽐消
费，不追逐虚荣，当你在创新创业、学习培训⽅⾯有资⾦需求时，请与家⻓协商
并到正规银⾏贷款，不要轻信所谓的“低息”、“⽆抵押”、“快速放款”等噱头，这
是不良⽹贷的陷阱，⼀旦你轻信他们，他们会⽤“⾼额砍头息”、“虚增债务”、

“制造流⽔”、“转单平账”、“虚假诉讼”等⼿段造成你违约、垒⾼你的债务，甚⾄
会采取软暴⼒或暴⼒⽅式追债。如果发现相关线索，请⽴即向公安机关举报。举
报内容⼀旦查证属实，花溪⼤学城党⼯委管委会会给予现⾦奖励。
       九、提⾼防范意识，当有⼈告诉你“参与刷单，坐着就能赚钱”、“包裹丢失，
现在要向你理赔”，这是不法分⼦在向你实施诈骗；当有⼈向你传播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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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学致����级新⽣家⻓的⼀封信

尊敬的新⽣家⻓：
       恭喜您的孩⼦成为贵州师范⼤学的⼀员!
       您孩⼦在贵州师范⼤学的学习⽣活中，衷⼼希望得到您对我校各项⼯作的
关注，我们⼯作的顺利进⾏离不开您的⽀持与配合。
       当下，不良⽹贷正在校园⾥不断蔓延，渐渐吞噬每⼀个孩⼦成才之梦。为了
营造良好的学习和⽣活环境、加强对学⽣的管理与保护，我校根据现在⼤学⽣
的⽹贷现状做了深⼊的调查与研究，现概括归纳如下，希望⼴⼤新⽣家⻓认真
阅读，引起重视，提前给予您孩⼦正确的引导。
       ⼀、请远离“校园贷”、“套路贷”。在⽣活中树⽴正确的价值观，不攀⽐消
费，不追逐虚荣，当学⽣在创新创业、学习培训⽅⾯有资⾦需求时，可由家⻓协
助到正规银⾏贷款，不要轻信所谓的“低息”、“⽆抵押”、“快速放款”等噱头，这
是不良⽹贷的陷阱，⼀旦轻信他们，他们会⽤“⾼额砍头息”、“虚增债务”、“制造
流⽔”、“转单平账”、“虚假诉讼”等⼿段造成您孩⼦违约、垒⾼您孩⼦的债务，
甚⾄会采取软暴⼒或暴⼒⽅式追债。如果发现相关线索，请⽴即向公安机关举
报。举报内容⼀旦查证属实，贵安⼤学城党⼯委管委会会给予现⾦奖励。
       ⼆、提⾼防范意识，当有⼈告诉您及孩⼦“参与刷单，坐着就能赚钱”、“包
裹丢失，现在要向你理赔”，这是不法分⼦在实施诈骗；当有⼈向您及孩⼦传播
宗教思想，组织参加宗教活动时，这很有可能是境内外⾮法组织在⾮法传教；当
有⼈告诉您及孩⼦“参与����⼯程，拉下线能赚����万”时，这有可能是⾮法传
销组织在拉拢您及孩⼦，当遇到这些情况，请尽快报案。
       三、提⾼安全意识。请告知您孩⼦，遵守校规校纪，不在寝室使⽤⼤功率电
器；保管好笔记本电脑、⼿机等贵重物品，离开寝室锁好⻔窗；出⾏遵守交通秩
序，拒绝乘坐“⿊⻋”、超载⻋。
       为预防即将踏⼊⼤学校⻔的新⽣上当受骗或走上歧途，我们诚恳的希望您
能配合学校做好孩⼦的思想⼯作，及时掌握孩⼦⼼理动态，帮助您的孩⼦认清
不良⽹贷的真⾯⽬，树⽴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觉抵制不良⽹贷，不要给⾮
法分⼦提供可乘之机。
       为此我校特向每⼀位新⽣家⻓致信⼀封，希望您于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关
注您孩⼦的消费及⽹贷相关情况，及时给予您孩⼦宝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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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现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希望您在假期中帮助孩⼦学习科学
防护知识，准备必要防护物资，⼊学前须⾃觉在当前居住地进⾏⾃我医学观察，
避免接触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境外⼈员及密切接触者等，不到中⾼⻛险地区旅
居。如有前述情况，请及时联系学校并推迟报到。
       最后衷⼼感谢您对学校⼯作的理解、⽀持与配合！

《致����级新⽣家⻓的⼀封信》回执单
贵州师范⼤学：

       贵校《致2020级新⽣家⻓的⼀封信》已收阅，我们⼀定响应学

校倡议，切实担负起家⻓职责，做好孩⼦教育管理⼯作。

       学⽣姓名：            

       学       院：       

       专       业：      

       家⻓签名：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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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档案寄送
        新⽣持《录取通知书》、⾝份证和⾼考准考证到县(市、区)招⽣办办理档案
寄送⼿续，请务必在档案袋上注明录取专业,档案请⽤邮政EMS邮寄。
        档案寄送地址：贵州省贵安新区花溪⼤学城贵州师范⼤学招⽣与就业指
导处,邮政编码：������,联系电话：����-��������、��������。

        四、其它
        �.⼊学报到时学校在⽕⻋站（贵阳站、贵阳北站、贵阳东站）、客⻋站（⾦阳
客站、客运东站）均设有新⽣接待处，接待处有学校迎新专⻋迎接新⽣到校报到。
        �.新⽣缴费办法详⻅第��⻚《贵州师范⼤学����级新⽣缴费须知》，缴费
凭据是新⽣⼊学报到后领取各类物品和书籍讲义的依据，请妥善保管。
        �.新⽣⼊学体检安排在军训结束后进⾏，具体时间另⾏通知。
        �.定向西藏就业的学⽣⼊学报到时先到招⽣与就业指导处签订《定向西
藏就业协议书》，否则不予以办理新⽣报到和注册⼿续。
        �.因故不能按期报到者必须先向学院请假，报到时附请假事由的相关证
明。假期⼀般不超过�周。未请假或请假后逾期�周不报到者，除因不可抗⼒等
正当事由外，视为放弃⼊学资格。
        �.新⽣⼊学后，学校在三个⽉内按照国家招⽣规定对其进⾏复查，复查合
格者予以注册，取得学籍；复查不合格者，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处理，直⾄
取消⼊学资格。

         温 馨 提 ⽰ ：请 新 同 学 注 意 妥 善 保 管 好 ⾏ 李 、财 物 及 重 要 证 件 ，
不 要 轻 易 相 信 陌 ⽣ ⼈ ，以 防 被 盗 、被 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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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学����级新⽣⼊学须知

亲爱的同学：
        祝贺您成为贵州师范⼤学2020级新⽣！请仔细阅读本须知，并按有关要求
做好⼊学准备。

        ⼀、报到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
        专升本：����年�⽉��⽇
        普通本科：����年��⽉�⽇
        少数⺠族预科：����年��⽉��⽇
        �.报到地点：
        贵州师范⼤学花溪校区：⽂学院、法学院、历史与政治学院、经济与管理学
院、国际旅游⽂化学院、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理学院、数学科学学院、⼤数
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物理与电⼦科学学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命科学学
院、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机械与电⽓⼯程学院、材料与建筑⼯程学院、传媒
学院、体育学院（运动训练⾜球专项）。
        贵州师范⼤学宝⼭校区：⾳乐学院、美术学院、体育学院（运动训练⾜球
专项除外）、国际教育学院。
        �.专升本上课时间为�⽉��⽇，⼊学后进⼊����级相关专业学习。
        �.少数⺠族预科新⽣在贵州⺠族⼤学花溪⼗⾥河滩校区（⽼校区）报到
和就读，具体要求详⻅贵州⺠族⼤学⼊学报到须知。

        ⼆、报到时所需材料
        �.录取通知书、⾝份证、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
        �.⼾口迁移证(详⻅第��⻚《贵州师范⼤学新⽣⼾籍迁⼊注意事项》)；
        �.党团组织关系及介绍信（党组织关系须县以上党组织部⻔盖章）；
        �.正⾯⼀⼨免冠⽩底彩⾊照⽚�张；
        �.助学贷款材料(详⻅第��⻚《贵州师范⼤学学⽣资助体系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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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学����级新⽣开学
疫情防控须知

各位����级新同学，你好！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前国内疫情已进⼊常态化防控阶段，为
确保����级新同学安全、顺利到校，根据国家卫⽣健康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
厅联合印发的《⾼等学校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案（更新版）》，结合贵
州省委、省政府和相关教育主管部⻔疫情防控要求及学校⼯作实际，现就开学
疫情防控有关提⽰如下：
        ⼀、开学前��天，如⾮必须，不要前往疫情中⾼⻛险地区，不离境旅游，居
家⾃我监测体温情况，每⽇登录健康打卡系统登记本⼈体温、所在地、⾏程变化
等情况（具体操作⽅法可登录http://hello.gznu.edu.cn查看），及时了解学校
最新疫情防控要求等信息。
        ⼆、开学前��天有国内疫情中⾼⻛险地区、国（境）外地区旅居史或出现过
发热、咳嗽、乏⼒、⿐塞、流涕等症状的，主动联系专业所在学院（各学院联系电
话详⻅��⻚），确认报到具体安排。
        三、居家观察期间，要保持居住环境卫⽣清洁，做好个⼈卫⽣，定期晾晒、
洗涤被褥及个⼈⾐物。随时保持⼿卫⽣，餐前、便前便后、外出归来、触摸眼睛等

“易感”部位前、使⽤公⽤物品后、接触垃圾后、接触动物后、接触可疑污染物品
后，均要按照正确洗⼿⽅法⽤流动⽔和洗⼿液（肥皂）洗⼿，或⽤速⼲⼿消毒剂
揉搓双⼿。要避免到⼈群聚集尤其是空⽓流动性差的场所。
        四、报到途中，要全程佩戴口罩，记录详细到校⾏程信息（含⻋次、⻋牌号
等）。在乘坐公共交通⼯具时尽量减少与其他⼈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
量保持距离。尽量避免直接触摸⻔把⼿、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及时洗⼿
或⽤速⼲⼿消毒剂等擦拭清洁处理。
        五、如国家、贵州省疫情防控有新的要求，按新的要求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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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学����级新⽣报到流程

         ⼀、所在学院接待。新⽣到校后，在学校迎新⼯作⼈员的引导下，及时到所
在学院迎新接待点报到。
        （ ⼀）认识班级辅导员⽼师，并记住辅导员⽼师电话。
        （ ⼆） 校验新⽣《录取通知书》，学院收取“录取通知书报到联”。
        （ 三）办理⼊学缴费⼿续
         �.已按照《贵州师范⼤学����级新⽣⼊学报到指南》上要求的任意⼀种缴
费⽅式成功缴纳学费的新⽣，直接进⼊校园⼀卡通、⼾口迁移等办理流程。
         �.报到时，属于我省农村建档⽴卡贫困⼾家庭的学⽣,可享受贵州省教育
精准扶贫政策。在办理缴费⼿续时，暂缓缴纳����元学费，只缴纳超出标准部
分学费。（正式⼿续开学后办理，学校根据“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信息系统”查询
结果确定受资助对象名单，学校按照名单免除学⽣����元学费，只收超出部分学
费；如未在“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系统”中查询到结果，则需补缴����元学费。）
         �.已办理⽣源地贷款的，学院收取“⽣源地贷款受理证明”。
         �.来⾃未开通⽣源地贷款的省份且需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同学，持相关
材料到“绿⾊通道”办理处办理相关⼿续。
         �.⽆需办理⽣源地贷款和⾼校国家助学贷款，且未成功缴费的新⽣，到计
财处现场接待点办理缴费⼿续。
        （ 四）学院安排新⽣住宿并发放宿舍钥匙。
        （ 五）领取校园⼀卡通。⼀卡通在学院接待点领取,新⽣领卡后，使⽤⼿机，
⾃⾏通过微信企业号-贵师微校园、⽀付宝等办理⽣活费预存。⼀卡通使⽤介绍
详⻅https://ecard.gznu.edu.cn
        （ 六）到军训服发放点缴纳军训服装费并领取服装。
        （ 七）到保卫处接待点办理⼾口迁移⼿续，保卫处收取《⼾口迁移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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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学����级新⽣缴费须知

新同学：
        您好！为使您便捷缴费、顺利⼊学，现将有关缴费
事宜通知如下：
        ⼀、请直接扫⼆维码关注贵州师范⼤学计划财务
处微信号，获取最新新⽣⼊学缴费相关信息。
        ⼆、⼊学缴纳费⽤

贵州师范大学2020级新生入学缴费一览表

层次 专业 学费

住宿费 书费
第一年学
杂费合计

以后每年
学杂费合

计
(按年预收) (代、预收)

本科 园艺、园林、历史学 3830 1200 2200 7230 5030

本科 4100 1200 2200 7500 5300

本科 4200 1200 2200 7600 5400

本科
音乐表演、音乐学、舞蹈学、动画、美术学、绘画、摄影、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书法学

9000 600 2200 11800 9600

本科 播音与主持艺术 9000 1200 2200 12400 10200

本科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0000 1200 2200 13400 11200

本科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训练、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
与管理

4100 600 2200 6900 4700

本科
市场营销（国际通识教育课程）、旅游管理（国际通识教育
课程）

22000 600 3000 25600 22600

本科 19000 600 3000 22600 19600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法学、电子商务、旅游管理、学前教育、酒店
管理、市场营销、汉语国际教育

4100 1200 800 6100 5300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造价、机械
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4200 1200 800 6200 5400

注：学⽣保险费，开学后通过微信⽀付宝直接缴纳，具体缴费⽇期和标准以学⽣⼯作部具体通知为准。

物理学类、化学、材料化学、应用化学、地理信息科学、

应用心理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类、物联网工程、土木工程、环境科学、工程管

理、工程造价、地理科学、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

工程、生物技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通信工程、数学

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统计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工作、教育技术学、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广播电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电子商务、文化产业管理、公共事

业管理、土地资源管理、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汉语言

文学、旅游管理、酒店管理、英语、日语、俄语、传播学

旅游管理(3加1模式)、计算机科学与技术（3加1模式）

��

         ⼆、⼊住学⽣宿舍。根据学院告知的宿舍栋数、楼层数、房间号等，到宿舍
值班室办理⼊住⼿续。
         三、学校组织体检。具体事宜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进⾏安排。

温馨提⽰：
         1.新⽣报到请在学校迎新⼯作⼈员的引导下进⾏；如遇特殊情况，请到新
⽣咨询点咨询；遇到问题请及时与学院和辅导员联系。
         2.如属于我省农村建档⽴卡贫困学⽣，在办理缴费⼿续时，如不能正常办
理3830元学费缓缴⼿续，请及时与绿⾊通道办理点（学⽣资助管理中⼼）⽼师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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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缴费⽅式
        ⽅式⼀、微信缴费。打开微信APP，扫描上述⼆维
码关注“贵州师范⼤学计划财务处”微信公众号，点击

“业务办理----微信绑定”进⾏绑定，⽤⼾名是您的学
号，初始密码为字⺟Xm加⾝份证后六位数字共⼋个
字符，然后点击“业务办理----缴费服务----学费缴费”
进⾏缴费(学号信息将于开学前在贵州师范⼤学⽹站
http://hello.gznu.edu.cn公布，届时请登录⽹站查
询学号）。缴费时务必核对清楚姓名学号等信息，缴费
时请勾选����年度。由于微信缴费每⽇限额�万元，学
杂费超过限额的同学请分两天缴费。
        ⽅式⼆、⽀付宝缴费。⼿机下载⽀付宝APP，扫⼆维码或者在搜索栏中输⼊

“贵州师范⼤学计划财务处”，点击关注⽣活号，选择“缴费⼤厅---学费”进⾏绑
定，⽤⼾名是您的学号，初始密码为字⺟Xm加⾝份证后六位数字共⼋个字符，
然后点击“学费缴费”进⾏缴费(学号信息将于开学前在贵州师范⼤学⽹站
http://hello.gznu.edu.cn公布，届时请登录⽹站查询学号）。缴费时务必核对
清楚姓名学号等信息，缴费时请勾选����年度。
        两种缴费⽅式均不收取⼿续费。
        ※助学贷款的同学，请扣除贷款⾦额后缴费。
        ※教育精准扶贫学⽣资助的新⽣，请扣除����元后缴费，如经上级有关部
⻔审核未通过仍须补交����元的学费。
        四、电⼦收据
        我校学费收据为财政电⼦票据，为确保同学们及时准确接收缴费电⼦票
据，请同学们务必及时完善或修正个⼈⼿机号信息。修改步骤：财务处微信或⽀
付宝输⼊学号密码后，在新界⾯点击左上⻆“菜单”按钮，然后点击“我的”，接着
选择“信息维护”最后输⼊⼿机号码后点击“修改”。
        您的贵州师范⼤学中国农业银⾏联名卡与您的⾝份证号和学号建⽴了⼀

��

⼀对应关系，请仔细阅读《贵州师范⼤学中国农业银⾏联名银⾏卡⽤卡须知》。
        ※为防⽌诈骗，新⽣请提⾼警惕,我处只有唯⼀微信公众号即:�贵州师范
⼤学计划财务处�微信公众号及唯⼀⽀付宝⽣活号即：�贵州师范⼤学计划财务
处�⽣活号,切勿点击其他链接或⽹站以免上当受骗,如对缴费有疑问，可先联系
我们然后再缴费,联系电话如下:
        农⾏收费咨询投诉电话：����-�����  
        贵州师范⼤学计划财务处收费咨询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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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

        学校为每位贵州师范⼤学学⽣均配发⼀张中国农业银⾏与贵州师范⼤学

合作发⾏的联名银⾏卡（免开卡费），我们已将该银⾏卡与您的⾝份证号和⼊学

后的学号（校园⼀卡通号）建⽴了⼀⼀对应关系，今后学校发放的各类奖助学⾦

及毕业⽣应退书费等将直接划⼊此卡中，敬请务必妥善保管。

        ⼀、联名卡密码的修改与挂失

        联名卡的初始密码为������。为保证您的资⾦安全，请在收到卡后持本⼈

⾝份证到全国的中国农业银⾏任⼀⽹点激活卡⽚并进⾏密码修改。激活后如需

再次修改密码，可到农⾏⾃助设备进⾏修改，修改后的密码也应为�位数的阿拉

伯数字。

        如忘记联名卡密码，请持本⼈⾝份证及联名卡到中国农业银⾏国内的任⼀

营业⽹点进⾏密码挂失及重置。

        您的密码是确保您资⾦安全的重要信息，请勿向包括银⾏⼯作⼈员在内的

任何⼈透露！！！。

        ⼆、联名卡遗失补办程序

        �、联名卡挂失。可拨打电话����-�����进⾏口头挂失或持本⼈⾝份证到

中国农业银⾏贵阳市辖区的营业⽹点办理口头挂失⼿续。正式挂失须持本⼈⾝

份证到中国农业银⾏贵阳市师⼤⽀⾏和中国农业银⾏贵阳市⽩云⽀⾏营业室

两个营业⽹点办理。

贵州师范⼤学中国农业银⾏联名银⾏卡
⽤卡须知

        �、及时补办新卡。为使学校发放的各类奖学⾦、助学⾦等补助能正常转⼊

您的账⼾，请在挂失后及时补办新卡。注意：补办新卡只能在中国农业银⾏贵阳

市师⼤⽀⾏（宝⼭校区正⼤⻔）和中国农业银⾏贵阳市⽩云⽀⾏营业室（⽩云区

同⼼路上）两个营业⽹点办理，且须持本⼈⾝份证和贵州师范⼤学校园⼀卡通

（确定学号），并声明要求银⾏为您的新联名卡与您的⾝份证号和学号重新建⽴

准确的对应关系。

        中国农业银⾏贵州省分⾏客⼾服务热线（咨询、投诉电话）：����-�����

        农⾏师⼤⽀⾏咨询电话：����-��������                   

        温馨提⽰：银⾏卡未激活前不能进⾏消费和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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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资助对象已享受政府、学校组织提供的相同资助项⽬，不应再重复享受
相应的教育精准扶贫学⽣资助项⽬，如免费师范⽣、免费定向⽣不再享受免

（补）学费。资助标准本科����元（其中����元学费免补，����元专项助学⾦）。
        ����年⼊学的贵州省农村⼾籍建档⽴卡贫困⼾学⽣，可享受“本科����元
/⽣·年的标准免除学费,学校只收超出以上标准的部分学费”资助政策，具体流
程如下：
        申请程序：报到时告知学校财务处家庭状况（是否属于农村建档⽴卡贫困
⼾⼦⼥）→暂缓缴纳����元学费→学校根据“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信息系统”
查询结果确定受资助对象名单→学校按照名单免除学⽣����元学费，只收超
出部分学费。
        ⽣源地信⽤助学贷款  是指国家开发银⾏等⾦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
济困难的普通⾼校新⽣和在校⽣发放的、在学⽣⼊学前⼾籍所在县（市、区）办
理的助学贷款。原则上全⽇制普通本科学⽣、预科⽣贷款额度不超过����元/学
年，全⽇制研究⽣（含硕⼠研究⽣、博⼠研究⽣）贷款额度不超过�����元/学年。
⽣源地贷款为信⽤助学贷款，不需要担保或抵押，学⽣和家⻓（或其他法定监护
⼈）为共同借款⼈，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源地信⽤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审批
和发放，凡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均可申请。申请⽣源地信⽤助学贷款程序及
所需材料：
        学⽣和共同借款⼈可通过⽣源地助学贷款学⽣在线服务系统（⽹址：
https://sls.cdb.com.cn/）在线申请，申请流程和所需材料如下：
        �．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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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建⽴了以国家资助为主体，包含“奖、助、贷、勤、减、免、补”多元⼀体的
全⽅位资助体系。学⽣资助管理中⼼负责全校学⽣国家奖学⾦、国家励志奖学
⾦、国家助学⾦、教育精准扶贫学⽣资助、⽣源地信⽤助学贷款、学费减免、临时
困难补助、勤⼯助学、社会资助等的评选、审核、管理和发放⼯作。
        学⽣申请各项资助，必须先经过学校组织的家庭经济困难学⽣认定。学校
每年�⽉定期开展⼀次家庭经济困难学⽣认定⼯作，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
学⽣，必须认真如实填写《贵州省家庭经济困难学⽣认定申请承诺表》。⼊学后，
由学校根据学⽣提交的《贵州省家庭经济困难学⽣认定申请承诺表》，按相关规
定进⾏认定。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程序：个⼈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并填写《贵州省家庭经济
困难学⽣认定申请承诺表》→学院初审、公⽰→学⽣资助管理中⼼审核→学校
审定→报教育厅备案。
        国家奖学⾦  是由中央政府出资设⽴的、奖励特别优秀学⽣的奖学⾦，奖励
标准是每⼈每年����元。
        申请程序：个⼈申请并填写《国家奖学⾦申请审批表》→学院初审、公⽰→
学⽣资助管理中⼼审核→学校资助⼯作领导小组组织校级评审→报学校领导
集体研究审定后、公⽰→报教育厅审核→教育部审批。
        国家励志奖学⾦  是奖励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的奖学⾦，奖励标
准是每⼈每年����元。
        申请程序：个⼈申请并填写《贵州省⾼等学校国家励志奖学⾦申请表》→学
院初审、公⽰→学⽣资助管理中⼼审核→报学校领导集体研究通过后、公⽰→
报教育厅审批。
        国家助学⾦  是⽤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制普通本科在校学⽣的助学
⾦，资助标准为平均每⼈每年����元。
        申请程序：个⼈申请并填写《贵州省家庭经济困难学⽣认定申请承诺表》→
学院初审、公⽰→学⽣资助管理中⼼审核→报学校领导集体研究通过后、公⽰
→报教育厅备案。
        教育精准扶贫学⽣资助  资助在普通⾼校（不含研究⽣阶段）就读，具有全
⽇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省农村⼾籍建档⽴卡贫困⼾⼦⼥。 

贵州师范⼤学����年学⽣资助体系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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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材料：借款学⽣与共同借款⼈⾝份证原件及⾝份证正反⾯复印件�份；
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份；《申请表》原件。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
⾦融⼿段完善我国普通⾼校资助政策体系，加⼤对普通⾼校经济困难学⽣资助
⼒度所采取的⼀项重⼤措施。发放对象为我校全⽇制本专科⽣、第⼆学⼠学位
学⽣以及研究⽣中家庭经济困难，且⽣源地省份未开展⽣源地信⽤助学贷款业
务的学⽣。助学贷款原则上仅⽤于学费和住宿费，且本专科学⽣贷款额度不超
过����元/学年，研究⽣贷款额度不超过�����元/学年。申请办理校园地国家助
学贷款需提交以下材料：
        �．学⽣本⼈有效⾝份证、《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式两份；
        �．《贵州省家庭经济困难学⽣认定申请承诺表》；
        �．《贵州省⾼校家庭经济困难学⽣国家助学贷款申请书》⼀式两份（开学后
填写）；
        �．学⽣⽗⺟（或监护⼈）⾝份证或⼾口簿复印件⼀式两份；
        �.由亲属所在地盖章确认的《贵州省⾼校助学贷款贫困学⽣亲属联系表》
⼀式两份。
        勤⼯助学  是指学⽣在学校学⽣资助管理中⼼的组织下利⽤课余时间，通
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于改善学习和⽣活条件的实践活动。新⽣可在⼊学后
向学⽣资助管理中⼼申请。
        社会捐资奖、助学⾦ 学⽣资助管理中⼼在管理好、落实好国家和学校资
助资⾦的同时，还积极联系社会各界爱⼼⼈⼠⾯向全校设⽴奖、助学⾦。⽬前我
校设⽴的奖、助学⾦有：宽泛助学⾦、应善良助学⾦、叶圣陶奖学⾦、⼥⼦升⼤计
划助学⾦、⻢云乡村师范⽣计划等。
        绿⾊通道 在新⽣⼊学期间，学⽣资助管理中⼼设⽴�绿⾊通道�，以便家
庭经济困难学⽣优先办理⼊学⼿续，⼊校后再根据核实后的情况，采取不同的
办法给予资助。
        具体程序：已经申请获得⽣源地助学贷款的新⽣，⼊学报到时，持《贷款授
理证明》直接到学院确认后即可先办理⼊学⼿续；未开办⽣源地助学贷款省份
的家庭经济困难新⽣，持《贵州省家庭经济困难学⽣认定申请承诺表》到学校�绿
⾊通道�办理处进⾏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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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
        �．开办⽣源地信⽤助学贷款省份的新⽣，务必在⼾籍所在地县级教育⾏政
部⻔申请⽣源地助学贷款。
        �．获得⽣源地贷款的学⽣，到校报到后将《贷款受理证明》交学院，由学院
收⻬后统⼀交学⽣资助管理中⼼,以便学⽣资助管理中⼼录⼊电⼦回执。
        �．《贵州省家庭经济困难学⽣认定申请承诺表》是我校家庭经济困难认定、
各类奖、助学⾦评选等⼯作的重要依据之⼀，请同学们如实、认真填写。

��



贵州师范⼤学关于学⽣保险事宜的告知书
        亲爱的同学：

        恭喜你成为贵州师范⼤学的⼀员！

        ⼤学⽣是朝⽓蓬勃的群体，思维活跃，富有活⼒，积极向上。为了缓解学⽣

在校期间因患病或遭受意外伤害而带来的家庭经济负担，确保学⽣健康成⻓

和顺利完成学业，学校结合实际，为学⽣推出了三种保险，最⼤范围地减轻学

⽣因为患病或遭受意外伤害给⾃⼰学习、⽣活带来的影响。

        ⼀、校⽅责任保险。校⽅责任保险是贯彻落实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保监会

《关于推⾏校⽅责任保险完善校园伤害事故⻛险管理机制的通知》（教体艺

﹝����﹞�号）和贵州省教育厅、贵州保监局《关于在普通⾼等学校中等职业学

校普通⾼中幼⼉园全⾯推⾏校⽅责任保险管理⼯作的通知》（黔教安稳发

﹝����﹞���号）⽂件精神而设⽴的险种，是解决学⽣意外伤害⻛险对学校教

育教学影响，防范和妥善化解各类校园安全事故责任⻛险，提⾼学校⻛险管理

及⻛险事故处理能⼒，维护校园安全和谐稳定，促进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校⽅责任险覆盖全校所有学⽣，保费由学校统⼀⽀付，不需学⽣本⼈缴纳。

        ⼆、城镇居⺠基本医疗保险。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学⽣全部纳⼊城镇居⺠

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是党和政府实施的⼀项惠及⼤学⽣的德政⼯程，是减轻患

病学⽣家庭医疗费⽤负担、保护⼤学⽣⾝⼼健康的⼀项爱⼼⼯程。城镇居⺠基

本医疗保险保费标准为普通⼤学⽣每⼈每年250元。开学后等待学校通知，微

信上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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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平安保险。学⽣平安保险是⼀种商业保险，是在校⽅责任险和城镇

居⺠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由保险公司针对我校学⽣实际情况而设计的个性

化险种，⽬的是为了弥补当前城镇居⺠基本医疗保险赔付范围窄、赔付周期⻓、

赔付⾦额低等⽅⾯的局限，保费每⼈每学年��元，四年制学⽣⼀次性缴纳���元，

专升本学⽣⼀次性缴纳���元。⼊开学后等待学校通知，微信上统⼀⽀付。学⽣

如发⽣疾病或意外伤害，经过城镇居⺠基本医疗保险和学平险赔付后，可最⼤

限度地减轻学⽣的医疗经济负担。

“学⽣平安保险”保险内容

序号 保险内容 保险金额

1 意外身故保险
共用保额人民币 1 万元

2 疾病身故保险

3 意外残疾保险 人民币 1 万元

4 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人民币 4 千元

5 意外、疾病住院医疗保险 人民币 6 万元

6 交通意外伤害保险
火车、轮船:人民币 4 万元；

营运性汽车:人民币 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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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学新⽣⼾籍迁⼊注意事项
⼀、本地⼾籍

�、原⼾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口迁移证》；

�、《居⺠⾝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份；

�、⼀⼨⽩底彩⾊照⽚⼀张。

⼆、外省⼾籍

�、原⼾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口迁移证》；

�、《居⺠⾝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份；

�、贵州省公安厅⾝份证照⽚回执单原件（贵州省范围内⾝份证照相馆均可）。

三、⼾籍迁⼊地址

花溪校区：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花溪⼤学城贵州师范⼤学

联系电话：����-��������

宝⼭校区：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宝⼭北路���号贵州师范⼤学

联系电话：����-��������

备 注：

        �、⼊学新⽣可⾃愿选择⼊学时是否办理⼾口迁移⼿续，需办理⼾籍迁移的

同学，请在⼊学当年按保卫处⼾籍室要求，于规定时间内提供相关材料，逾期不

予办理。

        �、农业⼾口的学⽣如将⼾口迁⼊本校，毕业后⼾口将不能恢复为农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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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学后勤服务简介
       “ 贵州师范⼤学后勤服务集团”是学校的教学辅助单位，负责学校各校区的
后勤服务保障⼯作。集团下设“饮⻝服务中⼼”、“学⽣住宿管理服务中⼼”等��个
部⻔，为同学们提供餐饮、住宿、洗浴、购物等⽅⾯的服务。
        饮⻝⽅⾯，为了满⾜同学们多样化的饮⻝需求，吃到健康放⼼、物美价廉的
餐⻝，学校⾃主管理着三个校区九个⾮盈利性学⽣⻝堂，并拥有全省建筑单体
最⼤、软硬件⼀流、可容纳万余⼈就餐的“A级⻝堂”�花溪校区第⼀学⽣⻝
堂。饮⻝服务中⼼现有特级厨师�名、⼀级厨师��余名。学⽣⻝堂统⼀采⽤⼀卡
通刷卡就餐，也可使⽤微信、⽀付宝等⽅式⽀付，⻝堂使⽤统⼀消毒餐具，每顿
正餐为同学们提供��余个⾼、中、低不同档次、不同口味的南北菜肴和各种主
⻝，并设有“⺠族餐厅”和“⽆辣椒窗口”，部分⻝堂每天从�:��到��:��不间断地
为同学们提供就餐服务。
        住宿⽅⾯，学校宝⼭校区和花溪校区共有学⽣宿舍��栋，除⾳乐、体育、美
术、国际教育四个学院新⽣⼊住宝⼭校区外，其余学院新⽣将⼊住花溪校区。学
⽣公寓分四⼈间(����元/⼈/学年)、六⼈间(���元/⼈/学年)和⼋⼈间(���元/⼈/学
年)。公寓内提供有⾃助洗⾐、直饮⽔、洗浴等服务，具体服务操作流程请关注贵
州师范⼤学后勤服务集团微信公众号。
        贵州师范⼤学后勤服务集团常年设置各类勤⼯助学岗位，欢迎⼴⼤新⽣同
学踊跃报名。同学们⼊校后可咨询贵州师范⼤学学⽣⼯作部奖助学管理科（电
话：����-��������）、贵州师范⼤学后勤服务集团⼈⼒资源部（电话：����-
��������）。

附：贵州师范⼤学后勤服务集团微信公众号
（请⽤微信扫描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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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学����级新⽣⼊学学院咨询电话

学院 咨询电话

文学院 17385482487

法学院 0851-83227226

历史与政治学院 0851-83227244

经济与管理学院 0851-83227253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0851-83227449

外国语学院 0851-83227272

教育学院 0851-83227284

心理学院 18785156730

数学科学学院 0851-83227519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0851-83227318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851-83227324/83227325/83227328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0851-83227341

生命科学学院 0851-83227346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0851-83227363

音乐学院 0851-86702115

美术学院 0851-86702492

体育学院 0851-86751983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0851-83227431

材料与建筑工程学院 0851-83227441

国际教育学院 0851-86700348/86700476

传媒学院 0851-83227556/8322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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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学乘⻋指南

校区 出发站点 公交线路

宝山校区

火车站

（贵阳站）
乘 17 路或 253 路公交车至师大（宝山）站。

火车站

（贵阳北站）
乘 262 路公交车至师大（宝山）站。

火车站

（贵阳东站）

乘 K271 路大站快车至中天花园路口公交站后

转乘 253 路\17 路\86 路\79 路至师大公交站。

客车站

（金阳客站）
乘 28 路或 229 路公交车至师大（宝山）站。

客车站

（客运东站）
乘 229 路或 262 路公交车至师大（宝山）站。

花溪校区

火车站

（贵阳站）

乘 255 路公交车至栋青南路口公交站后步行到

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

火车站

（贵阳北站）

乘地铁 1 号线至北京路地铁站后乘 806 路公交

车至思雅路公交站步行到贵州师范大学（花溪

校区）。

火车站

（贵阳东站）

乘 K271 路大站快车至北京路公交站转乘 806

路公交车至思雅路公交站步行到贵州师范大学

（花溪校区）。

客车站

（金阳客站）

乘金阳客站至大学城专线至大学城站后步行到

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

客车站

（客运东站）

乘花溪 9 路在中曹司公交站换乘 207 路公交车

至思雅路公交站后步行到贵州师范大学（花溪

校区）。

公交车乘坐路线详见下表：

亲爱的同学：
        祝贺你成为贵州师范⼤学����级新⽣！报到当⽇，学校在贵阳⽕⻋站（贵
阳站、贵阳北站、贵阳东站）、客⻋站（⾦阳客站、客运东站）、贵阳⻰洞堡机场均
设有新⽣接待处，接待处有学校迎新专⻋迎接新⽣到校报到。
        乘坐出租⻋⾃⾏到校的同学，请务必乘坐正规出租⻋，要求出租⻋司机打
表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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