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 2021 年研究生
新生报到须知

凡本年度被录取的博士生（秋季入学）、硕士生均于报到当天

5. 党（团）员转移党（团）组织关系：

凭校园一卡通到指定校区办理报到注册手续。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

江苏省内党组织关系由现单位基层党委通过全国党员系统进行

时报到，应在东南大学迎新网站（https://yingxin.seu.edu.cn/）

接转，转入单位应具体到拟录取学院党委的具体党支部。江苏省外

“迎新服务”中提交请假申请，请假不得超过两周，逾期不报到注

党组织关系应由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通过全国党员系统转出，并开

册者将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具纸质介绍信转至中共东南大学委员会组织部，组织关系去向需具

如因疫情影响，新生报到时间和有关事项将依据上级主管部门
及地方政府相关要求进行相应调整，届时将提前通知各位新生。

体到拟录取学院党委。
团组织关系通过“智慧团建”系统进行转接，学院团组织将于
新生入学后 1 个月内，在“智慧

一、报到注册时间：2021 年 9 月 9 日全天

团建”系统上建立新生所属团组织，原就读学校团组织和团员
本人，可在新生团组织建立后，申请将团组织关系转出至东南大学
拟录取学院团委。

二、报到校区情况
（实际住宿情况以迎新网上分配的校区为准）
1. 丁家桥校区：公共卫生学院、医学院；

注：基层党组织名称特殊的有：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
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党委；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党委。
6. 随录取通知书发放的校园一卡通。

2. 九龙湖校区：机械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土木工
程学院、数学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物理学院、材料科学

四、研究生交费的相关情况

与工程学院、人文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体育系、化

1. 学费：2021 级研究生学费标准详见东南大学研究生招生网信

学化工学院、交通学院、法学院、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网

息公开栏（ https://yzb.seu.edu.cn/2020/0922/c29931a347344/

络空间安全学院；

page.htm)；

3. 四牌楼校区：除上述学院以外的其他研究生培养单位。

2. 住宿费：每生每年 600 元 -1200 元（视宿舍具体情况而定）；

注：无锡分校、苏州校区的研究生分别根据无锡分校、苏州校

3. 体检费用：每生 86 元。体检前通过网上平台缴费；

区的报到须知办理入学报到。

4. 医疗保险费：全日制新生自愿参加南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个人缴费 150 元 / 人·年。入学时一次性缴清学制年限内保

三、报到时须带以下材料

费的个人部分。参保后享受的医保待遇等可详见《大学生医保指南》。

1.《新生录取通知书》；

个人通过网上平台缴费；

2. 学历、学位证明原件：
（1）硕士生：携带本科毕业证书原件，获得学士学位者需携带
学位证书原件；
（2）博士生：携带硕士学位证书原件，有硕士学历者需携带毕
业证书原件；
（3）推荐免试研究生（含本科直博生）：携带本科毕业证书和

5. 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申请流程详
见迎新网站。入学时无法缴清学费的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可以申
请“绿色通道”，暂缓缴纳学费，办理流程详见迎新网站；
6. 学 费 和 住 宿 费 通 过 东 南 大 学 缴 费 平 台 缴 纳（http://
caiwuchu.seu.edu.cn, 初始密码为本人身份证后 6 位，如登录有问
题请及时拨打电话 025-83790808 咨询）。

学士学位证书原件。
注：未答辩的硕博连读生：凭办结的硕博连读生离校通知单办
理入学报到。

五、住宿申请及公寓物品
1. 需要在校住宿的 2021 级全日制研究生新生（南京市各单位

3. 本人身份证原件；

定向的全日制研究生除外），务必于 7 月 15 日至 7 月 31 日登录迎

4. 户口迁移相关材料：

新网站在“迎新服务”中提出申请，否则视作自动放弃。学校将根

全日制研究生自愿办理户口迁移。不办理户口迁移的研究生到

据实际房源情况分配宿舍。9 月 7 日起可在迎新网站上查询所分配的

校后须办理居住证。户口迁移请登录 https://bwc.seu.edu.cn 按

宿舍。9 月 9 日报到当天起，已申请并分配宿舍的新生可入住宿舍，

照《新生入学办理户口服务指南》办理，请提前准备好户口迁移所

学校不安排提前到校新生住宿！

需的材料。

2. 本校硕博连读已有宿舍的新生原则上暂在原宿舍住宿，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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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如需调整请于 10 月 10 日后在线申请；
3. 学校通过招标准入一个厂家在迎新现场提供公寓物品，学生

切勿托寄“慢件”。行李请勿提前托运，以免遗失或因超期存放被
车站扣罚 ;

自愿购买，报到当天，有需要者现场购买。九龙湖桃园 9-10 舍、

4. 新生如需发快递，建议选用邮政、顺丰、德邦、京东、韵达；

四牌楼文昌 12 舍床铺尺寸 195×95（厘米），其他宿舍床铺尺寸为

5. 我校不予办理参加过工作的新生的公积金、失业金、养老金，

195×85（厘米）如自带请按此尺寸准备。

请放在原单位或人才交流中心代管。

六、交通

九、报到期间联系电话：（南京区号 025）

1. 前往丁家桥校区：①从南京火车站和南京汽车客运站（小红

1. 住宿咨询：83792789（四牌楼、丁家桥 )

山汽车站），可乘 32 路公交车到青石村下车；②从南京南站可乘坐
地铁 1 号线，在玄武门站下车；

52090478（九龙湖）
2. 行李咨询：83795131（九龙湖）

2. 前往四牌楼校区：①从南京火车站东侧乘坐 44 路公交车 ; ②

83793126（四牌楼 )

从南京火车站、南京汽车客运站和南京南站乘坐地铁 3 号线。以上

3. 户口咨询：83792086（四牌楼 )

均在鸡鸣寺站下车 ;

52091209（九龙湖）

3. 前往九龙湖校区：①从南京火车站和南京汽车客运站均乘坐

83272461（丁家桥）

地铁 3 号线（秣周东路方向）到东大九龙湖校区站（2 号出口）下车；

4. 学费标准咨询：83792462

②从南京火车南站乘坐地铁 3 号线（秣周东路方向）到东大九龙湖

交费情况咨询：83793583

校区站（2 号出口）下车。出站后至“东南大学接驳车乘车点”乘车

5. 医疗保险咨询：52365532

接送至校内各站点；

6. 校园一卡通咨询：83795043、52090295

4. 如有特殊情况无法自行前往各校区的，请及时与所在学院联
系。

7. 选课咨询：83792529、83795969
8. 学籍管理：52090209

七、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无法办理报到注册手续

十、温馨提醒

1. 各种证件上姓名及出生日期不一致；

1. 在报到途中应注意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应特别注意证件、材

2. 未按要求携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3. 推免生被取消推免资格；
4. 未按要求缴清研究生学杂费且未申请绿色通道。

料及贵重物品的保管，以防遗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东大财务”, 缴费业务的详细说明请参看“服
务指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东南大学研究生”，及时获取校内资讯；

八、其他注意事项
1. 根据国务院关于《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个人办理银行

4. 关注微信公众号“东大信息化”或下载“东大信息化”APP，
移动端办理迎新手续。

账户需登记个人相关信息，学校委托中国银行统一开立银行卡用于
学生缴纳学杂费和学校发放相关奖助学金等。请各位新生务必于 7

东南大学 2021 年迎新网址：

月 31 日前，关注“中国银行江苏分行”微信公众号，输入“东南大学”

https://yingxin.seu.edu.cn/(2021 年 7 月 15 日开通 )

提交申请、登记信息。中国银行将统一办理借记卡，入学报到时在
所在学院领取，借记卡激活事宜另行通知。中国银行南京玄武支行
服务热线：18260031991（微信同号）或 025-83353786；

东南大学研究生院
二○二一年六月

2. 入住九龙湖校区（除桃园 9-10 舍外）新生的行李箱长、宽、
高尺寸不应大于 75×50×25（厘米），入住其他校区、九龙湖桃 9-10
舍新生的行李箱长、宽、高尺寸不应大于 78×52×40（厘米），以
便能放入家具箱柜。蚊帐、衣、被等生活必需品及学习用品自备；
3. 若经火车托运行李，请使用“快件”，并寄“南京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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