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级新生入学须知

一、报到准备

1.新生开学报到时间：2022 年 9 月 13 日

2.提取《考生档案》。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到高考报名所在区县招生办提取本人的纸质《考

生档案》（档案严禁自行拆封），报到时交辅导员（班主任）。

3.团员组织关系转移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上转移通过团中央“智慧团建”系统进行。

线下转移采取开具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团员证标注信息的方式进行。如无特殊情况，不得

以线下团员组织关系转移代替线上转移手续。生源地为北京、广东、福建的新生团员，需登

录本地线上共青团系统，按照本地团组织的具体要求进行转接。

4.近期正面 1 寸免冠照片 5 张报到时交辅导员（班主任）。

5.凡我校录取的新生均可凭录取通知书自愿将户口迁至学校（迁入地：湖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户口登记卡或户口迁移证和 1 张 1 寸照片入学报到时交学校保卫处（湖南省内迁

移户口的新生上交户口登记卡，省外迁移户口的新生上交户口迁移证）。迁至学校的户口属

长沙市非农业学生集体户口。

6.新生将户口迁至学校后，户口在学校可保留至毕业以后 1 年，毕业后 1 年内毕业生必

须将户口迁往工作单位或生源地派出所。

7.全国各地户口（除新疆、西藏等个别地区）办理身份证，可凭本人户口在长沙市公安

局办理。落户我校的学生户口归口长沙市岳麓分局含浦派出所管理，身份证凭本人户口可在

含浦派出所或微信公众号“便民服务桥 96111”上办理。

二、报到规定

①网上报到

网上报到可以实现学生信息采集、照片采集、到站登记、绿色通道、校园通信卡、军训

服装、财务缴费查询等移动端办理，避免排队等待。

(1)新生自接到通知书后，即可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今日校园”APP 并安装，安装完毕

后，完成首次登录。



(2)首次登录，选择“学工号”，随后搜索选择“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登录账号为本人准考证号（见录取通知书准考证号码），初始化密码为 HNGY+本人

身份证号后三位（若最后一位字母，字母须为大写）。



(4)进入 app，点击上方“我的大学”页面，进入“移动迎新”模块，按步骤完成网上报到流

程。



(5)网上报到系统开放时间：2022 年 8 月 30 日起

(6)在使用过程中，如有问题，可登录学院官网（http://www.hunangy.com）查询。

②学校报到

(1)学生完成“网上报到”流程后须在学校新生开学报到时间（9 月 13 日）来校报到，入

校后，请先前往二级学院报到点扫码签到，办理班级报到事宜后由二级学院迎新志愿者根据

学生需要陪同前往学生宿舍楼领取寝室钥匙，即可入住学生宿舍。如学生未在到达学校前完

成“网上报到”流程，请入校后先自行完成“网上报到”流程并前往录取学院报到点扫码签到。

(2)如因故不能按时来校报到者，请联系学校招生就业处办理请假手续，请假一般不得

超过两周，未经请假或请假逾期不报到者（不可抗力原因除外），学校视为学生本人自动放

弃入学资格。

(3)为方便学校安排学生宿舍，使学生在到校前知晓自己的住宿楼栋、寝室号及床位号，

请学生接到学校录取通知书后于 8 月 30 日开始及时通过网上报到系统完成“入学须知、信息

采集、网上缴费、军训服装”等必办流程的办理，相关信息可在网上报到系统中查询。

(4)学校于 9 月 13 日（早上 8:00-晚上 20:30）在长沙火车站、长沙火车南站设有“迎新

站”接待新生。



(5)新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包括线下团员档案的收取和线上团组织关系的转接。线上团

组织关系转接需登陆“智慧团建”系统进行。团员档案（包括入团志愿书、团员介绍信等）报

到时交辅导员。团员证转接采用集中统一处理的方式，由各支部收齐至团委办理注册、转接

手续。

(6)学校相关部门、二级学院在校内设有“迎新咨询点”，学校团委、学生会、易班学生工

作站等团学组织在校内不同区域设有“迎新志愿服务点”，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咨询与服务工

作。

三、收费标准

1.招生专业及学费标准

2.其他收费标准



说明：学生学杂费按学年收取，包括学费（根据不同录取专业标准收取），住宿费（含

空调使用及维护费）和代收费中的书籍费，代收费中的军训服装费、体检费和床上用品按第

一学年一次性收取，大学生医疗保险费按三年一次性收取。

四、缴费方式

1.网上缴费（微信和支付宝，两种缴费方式，请二者选其一）

(1)微信缴费平台（方式一）

步骤 1：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非税”或扫下图微信湖南非税公众号二维码；

步骤 2：点击“在线缴费”；



步骤 3：点击“教育缴费”

步骤 4：进入湖南非税征管服务平台（地区：湖南省，湖南省本级；学校：湖南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号码类型：身份证件号；填写学生基本信息（身份证号码、姓名等）；输入验

证码。

步骤 5：核实缴费信息无误后，点击“去缴款”；

步骤 6：缴费完毕，可查看缴费情况。

(2)支付宝缴费平台（方式二）



步骤 1：支付宝首页搜索生活号“湖南非税”或通过“扫一扫”支付宝湖南非税生活号二维

码

步骤 2：点击“湖南非税”；

步骤 3：点击“教育缴费”；



步骤 4：进入湖南非税征管服务平台（地区：湖南省，湖南省本级；学校：湖南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号码类型：身份证件号；填写学生基本信息（身份证号码、姓名等）；输入验

证码。

步骤 5：核实缴费信息无误后，点击“去缴款”；



步骤 6：缴费完毕可查看缴费情况。

缴费注意事项：

①因家庭经济困难需要申请绿色通道入学的学生，可待到校后办理绿色通道手续。

②湖南科技大学本科班学生，可到校办理完相关手续后进行缴费。

③通过网络缴纳学杂费的缴费票据（湖南省非税收据），学校统一打印后，由各二级学

院以班级为单位发给学生个人，现场不打印正式收据。

④若有缴费问题可与财务处联系，联系人：刘老师、贺老师，联系电话：0731-82946132。

五、学生资助

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学生，请在入校前准备如下证明材料（助学金评定支撑材料）：

(1)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学生本人需在申请表下方手写书面诚信承诺。

(2)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残学

生、烈士子女需提供相应支撑材料。



(3)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一年内家庭遭遇突发事件的学生，需提供户籍所在地县级民政

部门出具的受灾证明。

2.生源地助学贷款

(1)需要办理生源地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请在 2022 年 10 月前与共同借款人（即学

生家长）向家庭所在县(市、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生源地贷款申请。

(2)县(市、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学生提交的申请进行资格初审，并协助申请人

在生源地贷款网站填写申请表格。

(3)县(市、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同贷款申请人签订合同，出具贷款回执。

(4)借款学生需在学校迎新报到系统“绿色通道”中提交生源地贷款回执码并上传回执单，

学校审核通过后可不办理迎新报到系统中的“缴费流程”，学生到校报到后再通过网络缴费系

统或前往学校财务处缴费中心缴纳剩余部分的学杂费。

(5)学生到校报到后，请于 2022 年 10 月前到学校学生资助中心（学生公寓内学校教育

阳光服务中心 103 办公室）对学生生源地贷款回执单进行确认，由当地资助中心统一打款

到学校账户，完成贷款。

(6)贷款办理所需材料：

①高校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

②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③学生及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④学校开户行名称、账号及学费收费标准

开户银行：长沙市交通银行湘湖支行

户名：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账号：431632000012015019885

交行湘湖支行开户行行号：301551000114

⑤当地资助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3、绿色通道

学生家庭经济能力暂时难以满足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基本支出的，学生可待到校后申

请办理绿色通道手续。

六、军训和体检

1.军训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规定，我校军训时间详见学校官网，为期 14

天。训练内容包括条令学习、单个军人队列动作、单兵战术动作训练、宿舍内务整理；在入

学教育阶段主要安排了爱国主义、理想信念、国防军工、卫生健康、防灾自救、人民防空和

校史校情等内容的培训。



2.体检

根据《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及《湖南省入学新生肺结核筛查工作实施方案》（湘卫疾控

发[2018]4 号），新生报到后，学校将组织对学生进行入学体检，体检费用 100 元/人，由学

生个人承担，由学校统一代收支付给体检单位。

七、温馨提示

1.床上用品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落实学生床上用品集团购买质量监控制度的通

知》(国质检执联〔2014〕475 号)文件要求，学校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从湖南省教育后勤协

会发布的学生床上用品供应准入企业中选定供货商。中标价为价格一 340/套，价格二 342/

套，费用由学校统一代收代付，新生自愿购买。

2.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参加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根据关于印发《2021 年度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方案》的通知长

医保发[2020]63 号，2021 年参保高校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一般人员 280 元/人·年；困难大学

生 210 元/人·年，其中个人缴费差额部分由财政补助；低保人员、特困人员、建档立卡贫困

人员、重度残疾人员（1-2 级）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全额补助。大学生医疗保险属于长沙市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为学生在校期间的身体健康提供较好保障，建议学生积极参保，

根据政策要求学校将统一为入学新生办理参保手续。为方便学校管理和简化新生缴费流程，

学校先按 280 元/人·年标准三年一次性收取 840 元，自愿放弃参保、经审核享受政府财政补

助的类型，学校将会统一退付至学生个人银行卡。

八、安全提示

为保证您在到校途中及报到入学期间的安全，学校特作以下安全提示：

（一）路途安全

1.不要向任何陌生人透露和借用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及现金。

2.不要乘坐无营业资格证的车辆；保管好车票及保险单据。

3.不接受陌生人的钱财、食品等，不接受陌生人的邀请同行或做客，与陌生人交谈要提

高警惕。

4.衣着要朴素，不戴名牌手表和贵重饰物。携带的钱物要妥善保存，不委托陌生人代为

照看自己携带的行李物品。

5.不要向陌生人泄露家庭成员、亲戚、朋友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

6.不要参与路途中遇到的各种形式的赌博。

7.确定接待站是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人员（全部佩戴有效工作证）才能跟随前往。



（二）报到入学

1.不要轻信冒充学校领导或工作人员可以代交学费行骗伎俩，按照“新生入学须知”公布

的缴费标准、缴费方式缴纳学费。

2.要保管好自己的现金、银行卡、身份证、电脑、手机及其他贵重物品，不要轻易借给

他人。

3.到校及时办理报到入学、住宿、登记、注册等手续，以免钱物丢失。

4.不要到校外采购黑心棉。

5.到校后及时向家人报平安。

6.不要参与各种名义的老乡会。

7.不要接受任何人上门推销的物品及轻信非校方发布的信息。

8.遇到困难或问题时要及时与辅导员（班主任）、公寓管理老师，也可直接与学校学生

处、保卫处取得联系。

长沙火车站

①乘坐地铁 3 号线至中南大学站，再步行 300 米转乘 235 路公共汽车至湖南工业职院

东门站，或步行 500 米转乘 239 路公共汽车至湖南工业职院东门站。

②乘坐 3 号地铁至阳光 100 站，转 912 路、908 路、276 路、256 路、38 路公共汽车至

湖南工业职院东门站。

③乘坐 225 路公共汽车至雅礼中学站，再转乘 38 路或 239 路公共汽车至湖南工业职院

东门站。

④乘坐立珊专线至腌鱼塘站，再换乘 235 路公共汽车至湖南工业职院东门站。

长沙南站（高铁站）

①乘坐地铁 4 号线至黄土岭站，再步行 300 米转乘 38 路公共汽车至湖南工业职院东门

站。

②乘坐 63 路公共汽车至浦沅南站，再转乘 38 路公共汽车至湖南工业职院东门站。

长沙黄花机场

①乘坐磁浮机场站至磁浮高铁站，步行 300 米到长沙火车南站，再转乘地铁 4 号线至

黄土岭站，步行 300 米转乘 38 路公共汽车至湖南工业职院东门站。

②乘坐磁浮机场站至磁浮高铁站，步行 300 米到长沙火车南站，再转乘 276 路公共汽

车至云栖路含浦大道口站，然后步行 828 米即到。

③乘坐机场快线火车站线至沙湾路口站，再转乘 912 路公共汽车至云栖路含浦大道口

站，然后步行 828 米即到。



汽 车 东 站

①乘坐 502 路公共汽车至石马铺站，换乘 276 路公共汽车至云栖路含浦大道口站，然

后步行 828 米即到。

②乘坐 X103 路、114 路、10 路、362 路公共汽车至杨家山西站，换乘 912 路公共汽车

至含浦大道口站，然后步行 828 米即到。

③乘坐 802 路公共汽车至万家丽路石坝路口站，步 300 米至砂子塘新世界小学北门站，

转乘 276 路公共汽车至云栖路含浦大道口站，然后步行 828 米即到。

汽 车 南 站

①乘坐 23 路公共汽车至联丰路含浦大道口站，前行 810 米即到。

②乘坐 17 路或 152 路公共汽车至浦沅南站，再换乘 38 路公共汽车到湖南工业职院东

门站。

③乘坐 141 路或 140 路公共汽车站至竹塘路口站，再步行 300 米至浦沅南站乘坐 38 路

公共汽车至湖南工业职院东门站。

汽 车 西 站

①乘坐 418 路公共汽车直达湖南工职院东门站。或乘坐 359 路、382 路、372 路、269

路、W106 路、356 路、319 路公共汽车至望城坡南站转 418 路、909 路公共汽车到湖南工

职院东门站。

②乘坐 68 路、17 路至沙泥塘站转乘 235 路、418 路、909 路、239 路至湖南工职院东

门站。

汽 车 北 站

①乘坐地铁 1 号线至黄土岭站，然后步行两百米转乘 38 路公共汽车至湖南工业职院东

门站。

②乘坐 417 路公共汽车至学堂坡站，再转乘 356 路公共汽车至云栖路含浦大道口站，

前行 831 米即到。

自驾来校: 长沙南（李家塘）收费站出口绕城高速至学士收费站出口前行 1 公里即到。

京珠高速: 转长潭西高速至终点学士收费站出口前行 1 公里即到。

上瑞高速: 到长沙后转绕城高速至学士收费站出口前行 1 公里即到，从长沙西出口后走

西二环。

长张高速:往含浦方向（右转）1 公里即到。



联系我们

相关部门、二级学院院联系电话：

400-678-4358 0731-82946177 （招生就业处）

0731-82946132（财务处）

0731-82946149（学生资助中心）

0731-82946110 82946119（保卫处）

0731-82946181（教务处）

0731-82946230/6229（机械工程学院学管办公室/学院办公室）

0731-82946196/6189（汽车工程学院学管办公室/学院办公室）

0731-82946209/6208（电气工程学院学管办公室/学院办公室）

0731-82946242/6241（信息工程学院学管办公室/学院办公室）

0731-82946216/6219（经济管理学院学管办公室/学院办公室）

0731-82946205/6203（商务贸易学院学管办公室/学院办公室）

0731-82946226/6223（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学管办公室/学院办公室）

学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含浦大道 139 号

邮 编：410208

邮 箱：hngyzsjyc@163.com

学院网址：http://www.hunang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