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大 2022 级研究生新生入学常见问题
解答

为了使 2022 级研究生新生入校、报到、选课和生活更

加安全、便利，提前了解学校的各项工作要求，我们汇总整

理了一些新生入校常见问题并作解答，请研究生新生仔细阅

读，认真执行。

一、入校篇

1.问：研究生新生入学前需要做什么？

答：（1）仔细阅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2 级研究生

新 生 入 学 疫 情 防 控 相 关 要 求 》（ 链 接 ：

https://gradschool.ustc.edu.cn/article/2701），确保符合报到条

件。

（2）开学之前，登录“研究生信息平台”（网址：

http://yjs.ustc.edu.cn），与迎新联络员联系；熟悉报到流程，

备齐所需材料；网上查询住宿、预约体检日期；填写学籍信

息、进行网上选课。

（3）入校前，登录“中国科大健康打卡平台”，确认所

提交的“返校申请”已通过班主任、学院负责人、学校三级

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入校；审批不通过的，不可入校。

（4）时刻关注迎新联络员的服务信息，按照信息要求

办理具体事项。



2.问：研究生新生入校具体时间是什么？

答：校本部、高新校区：9月 1-2日 8:00-18:00，为期两

天。

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生新生遵照国金院具体要求执行。

3.问：研究生新生入校基本要求是什么？

答：遵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2 级研究生新生入学

疫情防控相关要求》执行。

4.问：研究生新生家长、亲友及车辆可以随同进校吗？

答：不可以。研究生新生家长、亲友及车辆不得进入校

本部各校区。

5.问：研究生新生从哪个校区入校？

答：请提前通过研究生信息平台查询本人宿舍具体信息。

（1）校本部。新生宿舍在校本部哪个校区，就从哪个

校区进入校园。

校本部各校区地址：

东区：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号中国科大东区。

西区：安徽省合肥市黄山路 443号中国科大西区。

南区：安徽省合肥市徽州大道 1129号中国科大南区。

北区：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与黄山路交口中国科大北区。

中区：安徽省合肥市黄山路 373号中国科大中区。

（2）高新校区。遵照高新校区要求入校。



高新校区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复兴路 100号。

（3）国际金融研究院。遵照国际金融研究院要求入校。

国际金融研究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广西路

1789号。

6.问：研究生新生从宿舍所在校区的哪个校门进入校

园？

答：（1）校本部。

东区：金寨路西门；

西区：黄山路北门东侧通道；

南区：水阳江路西南门；

北区：黄山路门；

中区：黄山路北门。

（2）高新校区。请从复兴路南门、石莲南路西门进入。

（3）国际金融研究院。请从烟墩路北门进入。

7.进入校本部校园后需要做什么？

答：研究生新生完成入校和住宿事项后，需到所在院系

报到。

（1）携带录取通知书到宿舍楼管理室领取房间钥匙，

办理入住手续。

（2）办理完住宿手续并到所在院系报到后，安心待在

宿舍楼所在校区内，未完成核酸检测“3天 2检”并获得阴



性报告前，不要随意出入所在校区或到其他校区。

二、报到篇

1.问：研究生新生报到具体时间是什么？

答：校本部、高新校区：9月 1-2日 8:00-18:00，为期两

天。

9 月 1-2 日为校本部、高新校区专门报到时间，请研究

生新生在此时间段内到所在院系报到。部分院系有特殊安排

的，以院系通知为准。

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生新生遵照国金院具体要求执行。

2.问：研究生新生到哪里报到？

答：研究生入校后到所在院系办理入学报到手续、领取

相关材料。

请住宿地点与报到地点不在同一校区的研究生，优先选

择乘坐校园巴士前往报到，避免二次核验入校资料。

表 校本部、高新校区、国金院报到地点信息

序

号
单位 院系 报到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数学学院
校本部东区管理科研

楼16 层1623 室
黄稚新 0551-63601006

2 物理学院

工程与应用物理系

校本部东区物质科研

楼B楼一楼大厅

李雯 0551-63601164
光学与光学工程系

张永生

张义红
13215695525
0551-63600462

近代物理系

天文学系

物理系

紫金山天文台

杜秋生

刘怡

胡方浩

13770724195
13813849358
13776695466

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 丁丽媛 13851946963
3 化学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1）高新校区体育 虞正亮 0551-63601297



序

号
单位 院系 报到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馆羽毛球馆（硕，9月
1日）；

（2）校本部东区环境

资源楼学术报告厅

（博，9月 2日）

周小东 13955106969
0551-63607494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

化学物理系

化学系

应用化学系

苏州纳米所
高新校区体育馆羽毛

球馆

罗袆

王安秋
13584850435
15962140820

稀土研究院
高新校区体育馆羽毛

球馆
郭宏霞 13614475711

长春应化所
高新校区体育馆羽毛

球馆
邢晶 13843088423

金属所
高新校区体育馆羽毛

球馆
张涛 16688202754

4 地空学院
校本部东区教学行政

楼721室
钱军红

胡银玉
0551-63601385

5 工程学院

近代力学系

（1）高新校区体育馆

羽毛球馆（硕）；

（2）校本部西区力学

二楼 302室(博)

硕：李子然

汪铭

博：赵凯

张钰萌

13093409605
13675655591
18956098061
15656949069

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系

（1）高新校区体育馆

羽毛球馆（硕）；

（2）校本部西区力学

二楼 302室(博)

硕：骆念武

张倩倩

博：黄超玲

蒋谟东

李家文

13965010705
17398385749
15056979303
17805609117
13866181606

热科学和能源工程系

（1）高新校区体育馆

羽毛球馆（硕）；

（2）校本部西区力学

五楼 801会议室（博）

硕：刘志峰

博：焦冬生

胡芃

13855157156
13637084205
13645603284

能源科学与技术学院
高新校区体育馆羽毛

球馆

洪晓萍

叶桃红
13826404102
13966707461

6 公共事务

学院

MPA中心
校本部东区管理科研

楼 1108室 张轶敏 13856007459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校本部东区管理科研

楼1108室 宋小燕
0551-63607760
13966698401公共事务学院

7 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 校本部东区管理科研

楼一楼第三、第四教

室

彭政思 13966668982
统计与金融系

8 国金院

MBA中心

国金院 6号楼报告厅

茅丹琴 13866114068
EMBA中心 张钰 18905690133
MF中心 李晓燕 13866799606

项目管理中心 唐娜 13385690546

9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校本部西区国家同步

辐射实验室三号楼大

厅

邱友凤 13965061029

10 合肥物质研究院

校本部西区学生活动

中心一楼报告厅
闫超 13956969732

高新校区体育馆羽毛

球馆
朱利君 13866140350



序

号
单位 院系 报到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1 环境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
校本部西区学生活动

中心一楼报告厅
徐伟 13805605832

12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校本部西区特种楼

209会议室
祝玉泉 13033067992

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校本部东区地空楼

211室 颜惠箭 18811761190

14 人文学院

科技传播系
校本部北区融合楼

308室 纪娇娇 15651681236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校本部南区人文学院

118室

付邦红 15922421358
外语系 李献伟 18256922233

科技哲学系 吕凌峰 15155119406

15 软件学院

软件学院（合肥）
校本部南区软件学院

楼103室 沈茜
15555425613
0551-63492015

软件学院（苏州）
高新校区体育馆羽毛

球馆
刘闫 18606201440

16 生医学部

生命科学与医学部（生

物学、生态学、生物与

医药）

校本部西区生命学院

一楼报告厅

侯文韬 13225756110

陈聚涛 13505698899

附属第一医院（临床医

学）

校本部西区生命学院

一楼报告厅
杜杰 17730227018

苏州医工所
校本部西区生科院礼

堂
邢浩 13506210765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1）校本部西区生医

学部大礼堂（9 月 1
日 14:00-17:00）；
（2）苏州高等研究院

思贤楼一楼（9月 3日
9:00-17:00）

巩思嘉 18115680152

17 微尺度国家研究中心

（1）校本部东区物质

科研大楼 BC 连廊 3
楼会议室；

（2）高新校区体育馆

羽毛球馆

孙梅

赵茹

马苗苗

张凤

姜娟

13385690576
13515669900
18956058186
13385600822
15021224957

18 先进技术研究院

（1）高新校区体育馆

羽毛球馆；

（2）校本部西区三教

3A105教室

赵萍

代晓辉
13365519289
13088981762

19 信智学部

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系
（1）高新校区体育馆

羽毛球馆（9月 1日）；

（2）校本部西区电二

楼 110室（9月 2日）

卢汉成

张玉颖
13637097425
0551-63600124

自动化系
匡森

杨福荣
13866721637
0551-63602835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1）高新校区体育馆

羽毛球馆(9月 1日)；
（2）校本部西区电四

楼 401室（9月 2日）

李卫海

李少雅

13155128733
0551-63601611
18516742692

微电子学院

（1）高新校区体育馆

羽毛球馆（9月 1日）；

（2）校本部西区电二

朱云浩

邵青

13339280079
17721094561
0551-63606143



序

号
单位 院系 报到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楼 303室(9月 2日）

大数据学院

（1）高新校区体育馆

羽毛球馆(9月 1日)；
（2）校本部西区科技

实验楼东714室(9月2
日）

陈淇 0551-6360344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1）高新校区体育馆

羽毛球馆(9月 1日)；
（2）校本部西区电三

楼 626室(9月 2日）

张荣

李胜柏

13955169114
0551-63600853
0551-63601552

20 纳米学院
苏州高等研究院思贤

楼一楼
袁春香 13812672069

21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校本部东区计算小楼

302会议室
乔珍

18919609604
0551-63601745

22 核学院

等离子体物理与聚变

工程系 校本部西区科技实验

楼东附楼 1604 室
贺明杨 0551-63603982

核科学与工程系

23 未来技术学院

（1）校本部东区物质

科研大楼 BC 连廊 3
楼会议室；

（2）高新校区体育馆

的羽毛球馆

孙梅

赵茹

马苗苗

张凤

姜娟

13385690576
13515669900
18956058186
13385600822
15021224957

3.问：哪些研究生新生需要到校本部、高新校区、国际

金融研究院报到？

答：在校本部和高新校区上课住宿的 2022级研究生新

生、2022级代培研究生、科教融合学院 2022 级研究生新生；

在国际金融研究院上课住宿的 2022 级研究生新生。

4.问：不在校本部、高新校区和国际金融研究院上课住

宿的研究生到哪里报到？

答：不在校本部、高新校区、国际金融研究院上课住宿

的科教融合学院、苏州高等研究院、纳米学院、上海研究院

的 2022 级研究生新生直接到所在学院（研究院）报到，入



学方案由以上单位单独制定。

5.问：研究生新生到本人所在院系报到需要携带什么材

料？

答：需携带身份证、录取通知书、毕业证书原件（硕士

新生）、学位证书原件（博士新生）、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安康码（绿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校园一卡通到

所在院系领取材料并办理其他手续。

6.问：研究生新生报到程序是什么？

答：（1）携带身份证，通过图像采集终端采集人脸信息，

完成身份复核；

（2）核验毕业证书原件（硕士研究生新生）、学位证书

原件（博士研究生新生）；

（3）领取入学登记表、校徽、学生证芯等。请如实填

写，张贴照片；

（4）领取防疫物品等其他材料；

（5）前往核酸轮检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

7.问：研究生新生何时到哪里进行核酸检测？

答：（1）校本部。

中区：9月 1-4日 9:00-15:00，中区体育馆外南侧走廊；

西区：9月 1-4 日 10:00-16:00，西区师生活动中心一楼

报告厅。



（2）高新校区：9月 1-4日 8:30-18:00，高新校区体育

馆篮球馆。

（3）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生新生遵照国金院具体要求

执行。

8.问：研究生新生如何办理缴费？

答：财务处负责收取研究生学费、住宿费。研究生应于

9 月 30 日前缴清学杂费。具体方案为：（1）8 月 30 日和 9

月中下旬（具体日期待定）委托中国银行蜀山支行代扣学杂

费。（2）通过网上缴费系统（https://cwjf.ustc.edu.cn/payment/）

缴纳。（3）在校本部东区师生活动中心财务处学费收缴窗口

现场缴纳。通过缴费系统缴费和在现场缴费均支持微信、支

付宝。联系电话：0551-63602939。

9.问：研究生新生如何办理户籍迁移？

答：保卫与校园管理处负责办理户籍迁移手续。需要将

户口迁入学校的研究生新生，需在入学报到后 15 日内将入

户材料交至接收点。校本部：东区学生服务中心 410室，电

话：0551-63602311；高新校区：人才公寓（图教中心北侧）

一楼 106室，电话：0551-63606909。户口不迁入学校的新生

无需办理手续。

10.问：研究生新生如何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答：研究生党员的组织关系办理由各院级党组织负责，



安徽省内的研究生党员组织关系（包括校内考取本校的研究

生党员）通过网上党员信息系统直接转接，不需要纸质介绍

信；安徽省外的研究生党员组织关系先由原单位党组织进行

网上转接，若转接不成功或在系统内不能搜索到，需经学校

院级党委或党委组织部门出具介绍信，介绍信抬头为“中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委员会”，去向为各院级党组织，入学报

到时到学院办理。各院级党组织统一收取研究生党员纸质介

绍信，汇总后于 9 月 30 日前到 218 楼 113 房间交党委组织

部留存（联系电话：0551-63607786）；个别院级党组织是党

总支，没有权限转接办理的，将纸质介绍信和回执统一收取

汇总交给党委组织部办理。

11.问：研究生新生如何办理或咨询国家助学贷款？

答：已成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新生，请务必于 9月 20

日前登陆“学工一体化”系统（http://xgyth.ustc.edu.cn），在

“助学贷款信息管理”模块中完成回执校验码等信息填写；

计划入学后办理校园地贷款的同学请查看《中国银行国家助

学 贷 款 申 请 指 南 》 （ 链 接 ：

http://stuhome.ustc.edu.cn/2022/0823/c2305a565611/page.htm）。

办理了助学贷款的新生可以暂缓交学费，贷款到学校账户并

统一扣除学费后，剩余款项会退回到学校发放给研究生的银

行卡。助学贷款咨询电话：0551-63602793。



12.问：研究生新生体检日程安排是什么？

答：体检日期：9月 8-23日（工作日）。

体检时间：上午 8:00-10:00；下午 14:00-16:00

抽血时间：上午 8:00-9:00；下午 14:00-15:00。

13.问：哪些研究生新生需要体检？

答：在校本部、高新校区、国际金融研究院报到的全体

博士生（转博、招考、直博）；全体学术型硕士生（推免、

统考）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全日制、非全日制）；全体代培

博士生和代培硕士生。

不包括外地单位、园区研究生新生。

14.问：校本部研究生新生如何预约体检？

答：研究生新生体检前须通过“研究生信息平台”进行

网络预约并自行打印体检指引单、抽血检查单及放射检查单，

自行到校医院开展体检。

15.问：高新校区、国金院研究生新生如何体检？

答：校医院安排专门时间用于高新校区（含信智学部、

化学学院、工程学院、先研院）和国金院研究生新生集中体

检，要求上述单位新生通过“研究生信息平台”在本单位指

定体检日期内进行网络预约。

三、选课篇

1.问：研究生新生怎么知道应选哪些课？



答：研究生应根据所在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培养方案，

以及与导师共同制定的培养计划进行选课。

2.问：在哪里查看培养方案？

答 ： 研 究 生 院 网 站 “ 培 养 ” 栏 目 （ 链 接 ：

https://gradschool.ustc.edu.cn/column/3）已公布全校学术学位

研 究 生 培 养 方 案 ，“ 专 业 学 位 ” 栏 目 （ 链 接 ：

https://gradschool.ustc.edu.cn/column/205）已公布全校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3.问：对培养方案内容不理解，应咨询谁？

答：请向所在院系教学秘书咨询。

4.问：教学秘书的联系方式在哪里？

答：研究生院网站“培养”栏目已公布《院系所研究生

教育通讯录》（链接：https://gradschool.ustc.edu.cn/column/96）。

5.问：英语免修条件和申请办法是什么？

答 ： 见 《 研 究 生 英 语 课 免 修 规 定 》（ 链 接 ：

https://gradschool.ustc.edu.cn/article/1630）。

6.问：已经申请免修的英语课还需要再选么？

答：不需要。

7.问：选课过程中发现自己要选的课找不到怎么办？

答：每学期选课只能选择当学期开设的课程，在选课系

统里找不到的课程是本学期不开的。



8.问：要选的课程这学期不开，下学期会开吗？

答：请咨询开课院系。

9.问：要选的课程已经选满了怎么办？

答：公共英语和政治课由研究生院统一安排，硕士生公

共英语和政治课两个学期都会开，总量会满足所有需求，第

一学期没选上的学生可以第二学期上。博士生公共政治课只

在秋季学期开，如果选满了请和开课系联系，开课系会增加

课程供应。专业课由各系开设，如遇选课满员，可以向开课

系咨询是否会增大班级规模或增开平行课堂。

10.问：选课过程提示不符合选课条件组的要求怎么办？

答：开课院系在开课的时候会针对不同的课堂设置不同

的限选条件，具体每门课的限选条件请查看选课备注。如对

选课限制有疑问，请向开课院系咨询。

11.问：要选的两门课时间冲突怎么办？

答：同一时间只能选一门课，可以和导师协商修改培养

计划或者下次再选另外一门课。

12.问：2022年秋季学期哪天开始上课？

答：2022年秋季学期研究生课程从 9月 5日开始。具体

每门课的开始时间，应查看选课界面的起止周，对照学校教

学日历进行确定。

四、生活篇



1.问：校园一卡通怎么使用？如何充值？

答：一卡通可用于校园消费和身份识别。购买学习生活

用品和进出校园均需要使用一卡通，请务必携带好。

充值方式有两种：

（1）在一卡通综合柜员机上扫码充值。支持微信、支

付宝和建设银行扫码充值。柜员机安装位置：校本部东区师

生活动中心自助大厅、中区桃李苑餐厅、西区研究生餐厅、

西区本科生餐厅、南区餐厅；高新校区餐厅；国金院餐厅。

（2）通过支付宝 APP远程充值。在支付宝 APP“校园”

应用中输入一卡通的 GID和姓名即可充值，充值到账后需到

餐厅刷卡圈存进卡或到一卡通综合柜员机圈存进卡。

2.问：宿舍内空调怎么使用？出现问题或故障怎么解

决？

答：学生公寓空调采用预先缴费购电使用方式，空调电

能卡已提前充值，新生可以免充值即开即用。如遇问题或故

障请 拨打空 调维 修热线 ，校本 部报 修联系 电话：

0551-63601444，13305693597；高新校区 1-3#楼报修电话：

13856900114；4-8#楼报修电话：13705600588；如遇充值和

收费问题请拨打服务热线：0551-63602406。

3.问：宿舍内浴室怎么使用？出现故障怎么解决？

答：校本部宿舍内的热水系统需利用校园一卡通才可正



常使用，使用前将一卡通在转账机上转账，热水计费控制器

才 可 识 别 ， 如 遇 故 障 可 拨 打 维 修 电 话 ：

0551-63601444/63603949。高新校区学生如遇宿舍上述问题

或故障，请同学们及时去一楼大厅服务台报修。

4.问：公寓楼内洗衣机怎么使用？

答：校本部公寓楼内设有洗衣机，使用校园一卡通刷卡

即可使用。高新校区公寓楼内设有洗衣机，详细使用操作指

南，厂家都张贴在每台洗衣机边上，请同学们仔细阅读，按

规定操作即可。

5.问：到食堂就餐需要注意什么？

答：到食堂就餐，需提前戴好口罩，体温正常者方可进

入食堂。

6.问：如何乘坐校园班车？

答：学校网站已公布校本部“校园班车运行时刻表”（链

接：https://www.ustc.edu.cn/info/1029/16689.htm）。

高新校区班车运行时刻表，待新生选课情况确定后，另

行公布。

7.问：身体不适，到哪里就医？

答：校内就医请到东区校医院（首诊医院），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 8:00-11:45；14:00-17:30。急诊患者可乘坐电梯

到医院五楼就医，急诊时间:11:45-14:00；17:30-次日 8:00。



校医院急诊值班电话：0551-63600120（24小时）、校医院医

保办电话：0551-63607801。

校本部西区设有医务室（西区学生活动中心一楼），就

诊时间：周一至周五（工作日）8:00-11:45；14:00-17:30，西

区医务室电话：0551-63602506。

高新校区设有医务室（人才公寓一楼西侧），就诊时间：

周一至周日 9:00-17:00，高新校区医务室电话：0551-6360718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2022年 8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