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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报到

一、报到时间 :2016 年 8 月 28 日

二、报到地点

1. 经济学院、财政税务学院、金融学院、保险学院、国际经

贸学院、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统计学院、

法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新生到圣井校区报到，校区地址：

济南市经十东路 18602 号。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

业新生军训后迁回燕山校区。

2. 会计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公共管

理学院新生、体育学院、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到明水校区报到，校区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东首大

学路 1686 号。体育学院、外国语学院、国际交流学院新生军训后

迁回舜耕校区；艺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新生军训后迁回燕山校区。

3. 莱芜校区经济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经济统计学

专业新生到莱芜校区报到，校区地址：莱芜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山财

大街 5号。

三、报到所需材料清单

1. 录取通知书

2. 准考证

3. 户口迁移证（注：山东省生源录取新生不再办理户口迁移

手续，山东省外生源学生可自愿选择是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4. 团员证及团组织关系材料或党组织关系材料

5. 本人高中档案材料

6. 本人 1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 10 张

7. 银行汇款单（如果采取银行汇款）

四、报到程序

1. 交录取通知书

2. 交准考证

2



2016 新生报到须知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3. 交户口迁移证

4. 党员交党组织材料，团员交团员证及团组织关系材料

5. 交本人高中档案材料

6. 交本人照片

7.领取交款通知单（注：通过银行付款还须交验银行汇款单）

8. 住宿安排及其他手续

五、请假要求

因病或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报到者，请于规定报到时间前一周以

书面形式向新生所在学院学工办请假，经同意方可延期报到。对未

经同意逾期一周不到学校报到者，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学院名称	 	联系电话					学院名称																联系电话

经济学院	 	82911090					财政税务学院	 									82911076

金融学院	 	82911086					保险学院	 									82917379

国际经贸学院	 	88525963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88525969

工商管理学院	 	88525945					会计学院	 									82911097

公共管理学院	 	88583103					法学院	 																82911120

体育学院	 	88525922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82617622

外国语学院	 	82911109					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	 		82911143

统计学院	 	8852595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88596232

艺术学院	 	88525983					国际交流学院												82617750

国际教育学院	 	88198933					莱芜校区管理办公室					15315599988

各学院学工办联系电话表（济南区号：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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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缴费

一、缴费方式

学校为每位新生在农业银行开立一张银行卡，并附《委托银行

代扣代缴协议书》一式三份，随入学通知书等一并邮寄给新生。银

行卡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专用账户，新生务必在 8 月 20 日前将至

少多于应缴学杂费总额 10 元的款项存入或汇入该银行卡中，由银

行集中批量扣缴。扣款成功后，财务处将缴费成功的学生信息，导

入学校迎新系统。这样您报到的缴费环节能提前完成，无需现场排

队缴费，即可办理其他报到手续。通过绿色通道报到的同学，需先

经学校相关部门确认，除学费、住宿费可缓交以外，其余费用必须

全部缴纳，现场缴费后再办理其他报到手续。

我校学生在校期间，学校与学生发生的学杂费扣缴、奖助学金

的发放均以此农业银行的银行卡为载体。同时，日常生活费存取也

可以使用此账户，请妥善保管。

二、银行卡使用说明

1. 您收到的银行卡初始支付密码为“151551”，接到卡后请

本人持身份证到农业银行柜台办理银行卡激活（激活交易20219）。银

行卡激活需修改密码（请牢记新密码！）。

2. 修改密码的方法：一是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任何农行网

点柜台办理 ; 二是通过农行自助设备（如自动取款机 ATM、查询机

BCM、超级柜台）修改。

3. 存款缴费：您可以持银行卡 ( 或卡号和身份证 ) 到最近的

农业银行网点直接办理存款手续，也可以使用网银或到其他银行办

理电汇手续，汇款时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汇款单的填写如下：

收款人：学生本人姓名

收款人账号：学生本人银行卡号

汇入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

汇入行名称：中国农业银行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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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用途：学费

4. 关于银行卡减免年费问题：根据服务价格管理办法规定，

银行根据持卡人本人申请为其提供一个免年费账户，因此银行卡持

卡人可持本人身份证到任何农行网点柜台申请减免 10 元年费，未

申请减免 10 元年费的学生请在存足学杂费的同时多存年费 10 元。

5. 如果您在银行卡的使用和缴费过程中存在疑问，请拨打中

国农业银行客服电话 95599，也可拨打农行济南高新开发区支行咨

询电话：0531-62310712，0531-62310707，0531-62310706。	

三、缴费标准

新生缴费标准一览表       单位：元

专	业	名	称	 			学	费		住宿费	教材费		其	他				合	计		

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
金融工程、保险学、会
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工商管理、财务管理

经济统计学、税收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投
资学、审计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金融数学、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信用管
理、网络工程、工程管理、
数字媒体技术、市场营
销、会展经济与管理、
国际商务、资产评估、
农村区域发展、公共事
业管理、行政管理、劳
动与社会保障、城市管
理、物流管理、房地产
开发与管理、电子商务、
旅游管理

5200

5100

5000

1200

1200

1200

700

700

700

762.52

762.52

762.52

7862.52

7762.52

766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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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补充说明

1. 学费暂按学年缴纳。

2. 住宿费按学年缴纳。由于各类公寓收费标准不同，暂按每

生每年 1200 元标准预存，待入学后，视实际入住情况扣款。

3. 教材费按学年分次缴纳，据实结算，多退少补。

4.收费中其他项目为代收公寓用品费、军训用品费、查体费、

保险费等，其中保险费是按学年收取，公寓用品费属自愿购买，自

带被褥者待新生入学后予以退还所扣款项。

5.《委托银行代扣代缴协议书》两份需在报到时交所在学院。

6. 由于集中报到时取现困难，请各位同学务必按照上述要求

的时间将学杂费存入银行卡中，通过银行集中批量扣款，以减少不

必要的麻烦。

贸易经济、数学与应用
数学、统计学、体育经
济与管理、管理科学、
文化产业管理、社会体
育指导与管理

法学、英语

社会工作、汉语国际教
育、汉语言文学、新闻学、
法语、日语、商务英语、
德语

美术学、数字媒体艺术、
视觉传达设计

中外合作办学

校企合作办学

其他缴费项包括：学生公寓用品 507.52 元，军训用品 115 元，查体费
60 元，保险费 80 元。

4900

4400

4300

8800

18750

88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62.52

762.52

762.52

762.52

762.52

762.52

7562.52

7062.52

6962.52

11462.52

21412.52

1146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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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户口

根据鲁公发 [2007]289 号文件，山东省生源录取新生不再办理

户口迁移手续，山东省以外生源学生可自愿选择是否办理户口迁移

手续（迁与不迁都自愿，但入校时不迁者，以后不再单独办理落户

手续）。

一、如果将户口迁至学校，需要去当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

证”，迁移地址分别为：

1. 经济学院、财政税务学院、金融学院、保险学院、国际经

贸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体育学院的新生：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 40

号舜玉路派出所。

2. 会计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公共管

理学院、统计学院、法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

院、艺术学院的新生：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二环东路 7366 号。

二、新生“户口迁移证”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必须与“录取通知书”上的姓名（所用汉字）完全一致，

否则不予落户。

2. 右下角应盖有迁出地派出所的户口专用章，备注栏内应标

注户口所在地性质：“城镇”或“乡村”。

3. 骑缝线上应填有编号并加盖骑缝章。

4. 不得有任何涂改，凡填写有误的，要重新更换新的“户口

迁移证”，私自涂改迁移证作废。

5.所填写的居民身份证号码中表示年龄的8位数与填写的“出

生日期”必须完全一致。

6. 必须是打印的，如果是手工填写的，必须注明原因，否则

将不予办理落户。

7



2016 新生报到须知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第四部分  组织关系

党员自带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团员要持团员证及团员档案材料

来校结转组织关系。

第五部分  住宿

学校实行公寓化管理。为方便学生，保证质量，便于公寓管理，

防止“黑心棉”和“流行性病疫”流入学校，根据教育部和山东省

教育厅的相关文件精神，2016 年学生公寓用品由山东省教育技术

装备服务中心统一招标采购，全省统一定价。学校本着服务学生、

便于管理的原则，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进行了统一订购，学生自

愿购买。整套用品（15 种 18 件）购置价格为 507.52 元。按照鲁

质监办发 [2008]103 号文件规定，“不得将劣质及没有经过卫生防

疫检测的床上用品带入宿舍”，请学生及家长入校时不要购买校外

的床上用品。

为保持公寓内宽敞、整洁，学生携带的箱子不得超过以下尺寸：

长 80 厘米、宽 50 厘米、高 45 厘米。

按学校规定，学生在校内不准使用热得快、电炉子、电饭锅	

、电热杯、电熨斗、电热毯、电吹风、电热夹等发热电器，不准使

用油气炉、酒精炉、蜡烛。请新生不要将上述用品带入学校，并自

觉遵守学生公寓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维护公共财产安全，若损坏

需照价赔偿。

2016 年学生公寓用品明细表

品名			规格尺寸 (m)	总重量 (g) 数量		单价				合计							质量标准				

2.1×1.48				2800					1			82.00				82.000102 棉被
二级（梳棉胎）纯棉
坯布 (平纹 )

2.0×0.9					1950					1			57.00				57.000201 棉褥
二级（梳棉胎）纯棉
坯布 (平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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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					900						1			35.00			35.00

2.3×1.2								-						2			21.80			43.60

2.2×1.55							-						2			41.00			82.00

0.65×0.4							-						1			5.60				5.60

0.60×0.38				1850					1			13.92			13.92

1.95×0.9														1			52.00			52.00

0.75×0.46					120					2			7.00				14.00

2.0×0.9×1.7		≥ 380					1			18.80			18.80

0.88×0.46×0.5			≥ 230				1				18.00			18.00

上口外径 375mm						-						1				8.50				8.50

3.2-8p									-							1			23.60			23.60

					-									-							1			3.50				3.50

GN-311									-							1			50.00			50.00

507.52

0303
夏凉被

0402 床单

0502 被套

0601 枕套

0701 枕芯

0901 硬质
棉床垫

1201 枕巾

1401 蚊帐

1601
卧具包

塑胶
脸盆 D

暖	瓶

挂	锁

公牛插座

合	计

备	注

学生床上用品是山东省教育技术装备服务中心统一招标采购，物品价
格及质量标准根据《关于做好山东省 2016 年高校学生床上用品集团
采购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公布山东省 2016 年高校学生床上用品集
团采购结果的通知》文件执行。为维护您的利益，请不要到无质量保
证的校内外摊点购置以上用品，以免给您的生活带来不便。

100％三维卷曲涤纶絮
片 ,100％涤纶印花布

纯棉印花布（平纹 )

纯棉印花布（平纹
或 2/1 斜纹）

纯棉印染布（淡蓝色）

针刺棉复合涤纶面料
（填充物稻壳）

涤纶纤维 100％面料
纯涤纶或混纺坯布

棉 100％提花

涤纶 100％（50D）

涤纶 100％ ,PA 防水
涂层 ,不渗水

全新树脂

注塑工艺塑料外壳
玻璃内胆保温瓶

过载保护 3米导线

2040
(2190)

凡自备床上用品的学生请务必按照《学生公寓用品明细表》中

床上用品规格颜色准备，保证自备物品符合省质检局标准，并于报

到时报所在学院登记备案，以备省质检局和教育厅检验。发现涉嫌

有质量问题的坚决依法查处，请各位同学务必注意，以免给您的生

活带来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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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乘车及接站

一、乘车路线

（一）圣井校区：济南市经十东路 18602 号

1. 从长途汽车总站乘 32 路车，至省体育中心站下车转乘 K301

路车，至鸡山村站下车向东步行 800 米至山东财经大学圣井校区。

2. 从火车站乘 34 路车，至省体育中心下车转乘 K301 路车，

至鸡山村站下车向东步行 800 米至山东财经大学圣井校区。

3. 从济南西客站乘 K157 路车，至经十路转乘 K56 路车至省体

育中心站下车转乘 K301 路车，至鸡山村站下车向东步行 800 米至

山东财经大学圣井校区。

4. 从飞机场乘车向南至邢村立交桥，沿经十东路向东 15 公里

至山东财经大学圣井校区。

（二）明水校区：济南市经十东路东首大学路 1686 号

1. 从长途汽车总站乘 112路车，至山大路南口转乘 K301路车，

至山东凯文学院站下车，穿过凯文学院到山东财经大学明水校区。

2. 从火车站到天桥南乘 15 路车，至省体育中心站下车转乘

K301 路车，至山东凯文学院站下车，穿过凯文学院到山东财经大

学明水校区。

3. 从济南西客站乘 K157 路车，至经十路转乘 K56 路车至省体

育中心站下车转乘 K301 路车，至山东凯文学院站下车，穿过凯文

学院到山东财经大学明水校区。

4. 从飞机场乘车向南至邢村立交桥，沿经十东路向东 25 公里

至山东财经大学明水校区。

（三）莱芜校区：莱芜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山财大街 5号

1. 乘坐长途汽车到达莱芜长途汽车站，转乘 101 路公交车可

直达山东财经大学莱芜校区。

2. 自驾车从 G2 京沪高速莱芜高新区立交出口下高速，左转进

入凤凰路，行驶 1.5 公里右转进入山财大街，直行 700 米到达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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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大学莱芜校区。

二、接站及引导安排

1. 接站地点：济南火车站广场、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停车场、

济南西客站停车场（流水发车）

2. 引导地点：飞机场接机大厅

3. 时间安排：8月 28 日 8:00—18:00

第七部分  迎新系统和学工系统使用说明

为方便新生报到及入学后的学习与生活，学校启用迎新系统和

学工系统。

1. 登录迎新系统：启用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20 日，启用前请

在山东财经大学“数字迎新网”首页的栏目中查看与新生相关的通

知和要求。登录http://yx.sdufe.edu.cn/（即“迎新系统”入口），

在“登录入口”处输入用户名（高考准考证号）和密码（身份证号

后六位，如号码中有 X 请大小写都输入试一试），登录系统后浏览

和确认相关信息。

2. 登录学工系统：成功登录迎新系统后，请务必在迎新系统

中查看并牢记个人的学号，利用学号登录 http://my.sdufe.edu.

cn/（即山东财经大学“服务门户”入口），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

位（如身份证号码中有 X 请大小写都输入试一试），登录后请及时

修改密码并牢记，如实填充个人信息和扩展信息（带有红色叹号的

为必填项，不带红色叹号的为选填项），请尽量将所有基本信息填

充完整，以助于在校期间“奖、惩、助、贷、补”等事项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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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新生应征入伍注意事项

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作为新时代

的大学生，携笔从戎，保家卫国也是当代大学生的光荣使命。近年

来，国家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应征入伍（入伍政策及流

程另附），我校入伍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多。如果您拿到学校录取通

知书后决定入伍，请注意：	

1. 请于新生报到日（8 月 28 日）或之前务必通知学生所录取

的学院，告之学生入伍信息。

2.9 月底前将《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在县级征兵办盖好章后

邮送至山东财经大学教务处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地址：济南市

历下区二环东路7366号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办公楼5楼学籍科。

联系人：李老师。逾期未办理者视为自动放弃学籍，不再保留并取

消入学资格。

3.学生入伍后，请于 9月 30日前将《大学生预征对象登记表》

复印件及“入伍通知书”复印件一起寄至（或送至）学校武装部，（地

址：济南市历下区二环东路7366号山东财经大学学生处，张老师，

电话：13793185961），并注明入伍部队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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