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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报到

一、报到时间 :2018 年 9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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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至燕山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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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院、外国语学院、

艺术学院、国际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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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学院新生军训后迁至舜耕校区；艺术学院新生军训后迁至

燕山校区。

3. 商经学院（莱芜校区）经济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经济统计学、旅游管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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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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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字确认的《委托银行代扣代缴协议书》一式二份，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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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到程序

1. 交录取通知书

2. 交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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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签字确认的《委托银行代扣代缴协议书》一式二份，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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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学院学工办联系电话表（济南区号：0531）

学院名称

经济学院

金融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体育学院

外国语学院

统计学院

艺术学院

商经学院（莱芜校区）

联系电话

67809201
82911090

67809210
82911086

67809215
88525963

88525945
89707131

88583103
89707139

82911941

82911109

88525952
67809225

88525983

联系电话

67809207
67809205

67809337
82917379

88525969 
89707134

89707006
82911097

67809265
82911120

67809299

67809230
82911143

67809235
88596232

88198933
82617750

学院名称

财政税务学院

保险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会计学院

法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0634-5878680    
178063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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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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未成功开卡的已附说明告知），

并附《致大学生一封信》一份、《委托银行代扣代缴协议书》一式三份（该协议书请一定妥

善保管，并于报到时带回，入学后由学校统一收回），随入学通知书等一并邮寄给新生。请

务必仔细阅读《致大学生一封信》，内容中详细说明了为您所开立的银行卡的具体情况，请

务必按照操作说明使用您的银行卡，以减少入学报到时不必要的麻烦。银行卡是学生在校学

习期间专用账户，新生务必在 8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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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银行自8月31日起分批次扣缴，报到前扣缴完毕，请耐心等待。扣款成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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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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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持该银行卡 ( 或卡号和身份证 ) 到就近的农业银行网点直接办理存

款手续，也可以通过其他银行卡转账至该农行账户。收款方信息填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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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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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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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缴费标准
新生缴费标准一览表 ( 单位：元 )

四、补充说明

1. 学费暂按学年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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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中其他项目为代收公寓用品费、军训用品费、保险费等，其中保险费是按学年收取，

公寓用品属自愿购买，自带被褥者待新生入学后予以退还所扣款项。

4.《委托银行代扣代缴协议书》一式二份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需在报到时交所在学院，

收齐后转财务处收费科。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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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费

5200

5100

5000

4900

4400

4300

8800

26000

8800

9000

专 业 名 称 住宿费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其 他

930.73

930.73

930.73

930.73

930.73

930.73

930.73

930.73

930.73

930.73

合 计

7330.73

7230.73

7130.73

7030.73

6530.73

6430.73

10930.73

28130.73

10930.73

111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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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管理、数字媒体技术、市场营销、国际商务、资产评估、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物流管理、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电子商务、旅游管理、精算学、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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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学、新闻学、法语、日语、商
务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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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外包方向、金融大数据方向）

校企合作办学（金融信息化方向）

其他缴费项 930.73 元包括：学生公寓用品 608.73 元，军训用品 162 元，济南市城镇居民医疗保
险 1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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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户口

根据山东省公安厅《关于调整驻鲁普通高等学校录取省内新生户口迁移政策的通知》要

求，考入我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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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生源新生如果将户口迁至学校，需持户口簿中的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原件和

录取通知书到学校报到。

二、山东省以外生源学生如果将户口迁至学校，需要去当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

（一）、户口迁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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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学院、体育学院的新生户口迁移地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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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的新生户口迁移地址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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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身份证号码完全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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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盖有签发地派出

所变更章，私自涂改迁移证作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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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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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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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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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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种 20 件）

购置价格为 6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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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学生公寓用品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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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0102
棉 被

0201
棉 褥

0304
夏凉被

0402
床 单

0502
被 套

0601
枕 套

0701
枕 芯

总重量 g

2800

1950

900

-

-

-

650 

规格尺寸

2.1×1.48

2.0×0.9

2.0×1.42

2.3×1.2

2.20×1.55

0.65×0.40

0.60×0.38  

数量

1

1

1

1

1

1

1  

质量标准

二级（梳棉胎），原白
纯棉坯布 (平纹 )

二级（梳棉胎），原白
纯棉坯布 (平纹 )

纯棉印花布（平纹），
填充 100％三维卷曲涤

纶絮片

纯棉印花布（平纹 )

纯棉印花布

纯棉印染布（淡蓝色）

纯棉面料或针刺棉复合
涤纶面料（填充 100％
三维卷曲涤纶短纤维）

合计
金额

433.35

序号

1
B68 卧
具包



凡自备床上用品的学生请务必按照《学生公寓用品明细表》中床上用品规格准备，保证

自备物品符合省质检局、纤维检验局质量及检疫标准，以免给本人或他人的健康带来影响。

0902 硬质
棉床垫

1101
毛巾

1201
枕 巾

1401
蚊 帐

1601
竹凉席

1701
卧具包

0402
床 单

0502
被 套

1201
枕 巾

塑胶脸盆 D

暖瓶 A

挂 锁

公牛插座

合 计

2290
(2440)

90

120

≥ 380

1700

≥ 230

-

-

120

-

-

-

-

1.95×0.90)

-

0.75×0.46

2.0×0.9×1.70

1.90×0.85

0.88×0.46×0.50

2.3×1.2

2.20×1.55

0.75×0.46

上口外径37.5mm

3.2L-8p

-

GN-31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涤纶烫花无纺布（填充
物表面为涤纶，夹层采
用热熔工艺，涤纶 50％
羊毛 50％混合毡状）

棉 100％

棉 100％ ，提花

涤纶 100％（50D）

竹材（采用头青竹条）

涤纶 100％ ,PA 防水涂
层 ,不渗水 .

纯棉印花布（平纹 )

纯棉印花布

棉 100％，提花

全新树脂 (学生专用塑
胶脸盆，盆边缘有凹槽)

注塑工艺塑料外壳 ,玻
璃内胆保温瓶

过载保护，3米导线

433.35

24.00

45.00

8.30

10.00

26.08

4.00

58.00

608.73

1
B68 卧
具包

   

2

3

4

5

6

7

8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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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价格及质
量标准根据《关于做好山东省 2018 年高校学生床上用品集团采购工作的通
知》、《关于公布山东省2018年高校学生床上用品集团采购结果的通知》和《山
东省 2018 年高校学生公寓用具集团采购技术参数》等文件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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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



2018 年

入学须知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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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50、K107 路车，至燕山立交桥下车转乘 K916 路车，至山东财经

大学圣井校区站下车即到。

2.从火车站乘34路车，至省体育中心下车转乘K301路车，至山东财经大学圣井校区站；

或从火车站乘 49、K50 路车，至燕山立交桥下车转乘 K916 路车，至山东财经大学圣井校区

下车即到。

3. 从济南西站乘 K911、K202 路车，至燕山立交桥东转乘 K301 路或 K916 路，至山东财

经大学圣井校区站下车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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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50、K107 路车，至燕山立交桥下车转乘 K916 路车，至山东凯文

学院站下车；或从长途汽车总站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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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车站乘49、K50路车，至燕山立交桥下车转乘K916路车，至山东凯文学院站下车；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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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山东凯文学院到山东财经大学明水校区。

3. 从济南西站乘 K911、K202 路车，至燕山立交桥东转乘 K301 路或 K916 路，至山东凯

文学院站下车，穿过山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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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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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西站停车场（流水发车）

2. 引导地点：济南飞机场接机大厅

3. 时间安排：9月 9日 8:00—18: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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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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7 日，登录 http://yx.sdufe.edu.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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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系统启用后

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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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迎新系统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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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实填充学工系统中的各项个人信息和扩展信息 , 尽量将所有基本信息填充完整，以助于在

校期间“奖、助、贷、补”等事项的评定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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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伍政策及流程附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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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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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底前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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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 4

号教学楼 4201 室，张老师），并注明入伍部队和地址。



大学新生应征入伍宣传单

亲爱的同学 :

首先，祝贺你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成为—名大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的光荣义务”。部队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大学校，是砥砺品格、增强意志的好课堂，

是施展才华、成就事业的大舞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有责任、 敢担

当的有志青年携笔从戎、报效祖国。为鼓励大学生应征入伍，国家出台了—系列优惠政策，

现寄上，供参考。

1. 保留入学资格 ：大学新生入伍，高校为你保留入学资格，退役后 2 年内可入学。

2. 国家资助学费：大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实行学费减免，本专科学生每人

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同时， 可获得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抚金。

3.入学转专业：经学校同意，退役入学可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免修军事技能训练，

可直接获得学分。

4. 升学优惠：

（1）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符合研究生报名条件可免试（指初试）攻读硕士研

究生。

（2）在完成本科学业后 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3）国家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每年专门面向退役大学

生士兵招生。

（4）高职（专科）学生参加普通本科专升本考试，实行计划单列，录取比例达到30%以上。

（5）高职（专科）学生入伍经历可作为毕业实习经历，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免试入

读普通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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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就像一把伞
——致 2018 级新同学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学 :

  你好！祝贺你即将跨入山财大的校园，欢迎你来到美丽的山财大！

  接到通知书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很多材料要看，很多手续要办。但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本指南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希望你能静下心来仔细看。这是我们在你即将离开家，奔赴梦想大

学的人生旅途中，送给你的“一把伞”。

  当离开家时,父母至亲那千叮咛万嘱咐都是对你的一丝丝牵挂!为了让他们少些牵挂,多些放心,

必须自己为自己撑起安全这把伞。

《校园安全指南》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的 , 在你的学习、生活中应特别注意的安全的十个

方面 , 希望你能仔细阅读 , 并牢记。无论你做什么 , 首先评估是否安全 , 怎样做安全 , 有哪些环节存

在安全隐患 , 该怎样克服和避免 , 等等。逐渐养成这样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 , 形成自觉的安全

意识，实实在在用好这把伞。

《校园安全指南》的十个方面仅仅是众多安全中的一部分。在你收到通知书后 , 还可能遇到像徐

玉玉一样或类似的助学贷款电信诈骗 ; 在报到旅途中 , 可能会有小偷或骗子盯上你的钱财 ; 到达火车

站或汽车站 , 可能会有不法分子冒充“迎新”人员骗取钱财或被揽客住宿 ; 报到时 , 也可能有不法分

子假冒老师或学生干部 , 向你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 ; 到达寝室 , 说不定有人花言巧语向你推销廉价文

具、化妆品和英语学习资料等。更有可恨的犯罪分子利用你的善良和同情心 ,骗取你的银行卡“汇款”

或直接借钱 ; 盗取或骗取你和家人信息 , 利用各种理由和借口蒙骗家长或亲友向其汇款。以上这些情

况虽不常见 , 但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 , 在此提醒你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 助学贷款都有严格的手续和专

门的机构办理 ; 学校在火车站或汽车站安排专人接站 , 路途不远不用住宿 ; 各种费用学校财务部门统

一转账收取 ; 购买学习和生活用品 , 校内、校外有大小超市 , 很方便。等你慢慢熟悉了校园环境 , 再

逐步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总之 ,用好安全这把伞。

安全是天。无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国家,它关系到生命、幸福、和谐和稳定。安全很重要,

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真心希望你用好安全这把伞,健康、安全的学习和生活,衷心地祝福你每天都平安,

我们一起看日出日落 ,让人生如花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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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安全应注意的主要方面

一、人身安全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 生命是顽强的 , 也是脆弱的。无论

何时何地 , 都应当高度重视人身安全 , 注意防范暴力侵害类

违法犯罪活动。夜晚避免独自在校园的偏僻区域行走 , 尽量

在人员多和光线明亮的区域和道路上活动。夜间 12 点以后 ,

你独自一人在校园行走时可以向校园 110 求助 , 安全的把你

送到校内目的地。

二、财产安全

 财产安全是你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基础保障 , 也是最普遍、最多发的安全问题。特别注意防范电

信诈骗、上门推销诈骗,坚持“不听、不信、

不贪心、不转账、不汇款、不给钱”的六不原则。

保管好你的现金、银行卡和个人证件 , 以及

手机、笔记本电脑等贵重物品。注意防范盗窃、

抢劫抢夺、诈骗和敲诈勒索等侵财性案件。

记下你重要物品的编号或序列号。注意不要

使用自己的生日、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做密

码。

三、消防安全

 学校人员密集 ,是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为此 ,学校制定了《山东财经大学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鲁

财大政保 [2012]2 号 ) 等一系列消防安全规定、制度和操作规程 ,希望认真学习 ,严格遵守。

在校园 , 宿舍是最易发生火灾的区域 , 必须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必须熟记工作、学习和生活区域

的环境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要及时报警,并迅速逃离危险区域,

如火灾发生时 ,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应对火

灾 ,可以使用配备在建筑物内的灭火器等灭火器材扑救初期火灾。

 配备在建筑物内的灭火器、消防水带和消防水枪头、报警按钮等 ,

是报警和扑救火灾 , 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 , 日常要注意爱护 ,

严禁移动位置、带走和随意使用、触发。对于影响消防安全的行为或存

在的安全隐患 , 你可以向所在校区的安全管理部门报警或通过“平安山

财大” 微信公众号的相关模块上报。

四、交通安全

 《山东财经大学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 鲁财大政保 [2014]2 号 ) 对校园交通安全做了详

细的要求 , 校园道路也为你正确行驶和行走设置了标志和标线 , 希望认真学习 , 严格遵守。需要注意

的是在校园驾驶须遵守行人优先通行的原则 , 禁止鸣笛、超速、超车、并行和逆行。校园中部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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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为自行车和行人专设道路 , 所以骑车和步行的师生员工和

来宾要格外注意 , 请尽量靠右侧行走。特别注意的是 : 无论走

在哪里 , 都不要低头玩手机 ! 横穿马路必须走人行横道 ! 校园

是不允许随意停放车辆的 ,随意停放是不文明行为。让我们“停

车不随意 ,做中国好司机”。

五、文体活动安全

 大学里的各项文体活动非常多 , 但不是无序的。举办文体活动时一定要

提前申请 , 批准后方可举办。无论你举办还是参与文体活动 , 都要严格遵守

《山东财经大学大型活动安全管理规定》（鲁财大党发 [2012]16 号）的各项

内容。如遇活动现场发生火灾 , 爆炸等突发事件 , 不要惊慌 , 在安全人员的

指挥和引导下有序离开活动场地。

六、宿舍安全

 宿舍是在校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 , 也是人员高度密集的场所 , 历来都是校园安全的重中之重。

宿舍安全涉及的内容很多 ,你应当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用电安全。根据学校消防和宿舍管理的有关规定 ,宿舍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烧水、做饭、取暖、

美发 ; 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和使用无 3C 认证的劣质电器设备。这些规定是基于生命和财产安全做

出的 ,可能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不便 ,但是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 ,请你严格遵守！

2、禁止吸烟。吸烟不仅有害健康 , 而且是火灾隐患。学校倡导无烟校园 , 为了你和他人的健康与

安全 ,禁止在宿舍等公共场所吸烟。

3、注意防盗。养成随手关门、锁门的习惯 ; 保管好自己的钥匙 ,

不随意乱放或借给他人 ;不留宿外人。

七、教室安全

 教室座位是公共资源 , 占座是不文明行为。教室占座非常容易引

起纠纷 , 甚至斗殴 , 请不要“霸占”公共资源。特别不要用自己的贵

重物品或学习用具占座 ,以免丢失，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

八、实验室安全

 实验室是进行实践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重要场所 , 学校对实验室安全

和各项实验操作规程都做了严格规定 , 要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这些制度

和规定 , 不可掉以轻心！如果遇到突发情

况 , 应按照应急预案处置。

九、会议室、礼堂等场所安全

 会议室、礼堂等场所是重要的人员密集

场所 , 也许你是第一次到学校参加会议或活动 , 不熟悉会议室、礼堂等

场所周边的环境。所以 , 会前或活动一定仔细阅读印制的会议指南或安



2018 年

入学须知

21

亲爱的同学，请关注以下微信公众号，帮你增长安全知识。

扫描上方二维码，关注平安山财大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的安全知识，并进入“安全课堂”

模块进行测试，这是必须的。

另外 , 校园的各执勤点和巡逻车都有义务向你

提供保护和帮助 , 你可以向他 ( 她 ) 们招手呼喊 ,

也可使用校园内的报警柱求助。

希望你留存本指南 , 记住以上紧急求助电话 ,

如果你已经记住本指南的所有内容 , 希望你把它传

给需要它的同学和朋友 , 或者送回学校各校区安全

管理部门。当然 , 你也可以告诉你的同学和朋友到

安全管理处网站（http://bwb.sdufe.edu.cn）观

看或下载本指南。谢谢你为平安校园做出的努力！

校园紧急求助联系方式

不论昼夜 , 校园都拥有良好的治安 , 校园 110 不间断的在校园巡逻 , 为师生员工提供帮助。当你

遇到危险或需要帮助的时候 ,请拨打以下紧急求助电话：

舜耕校区：82911110（71110）  燕山校区：88583110（63110）

圣井校区：67808110（78110） 明水校区：89707110（67110）

莱芜校区：0634-5873110

全疏散示意图，牢记你所在区域的疏散方向和安全出口。

十、办公场所安全

 办公场所是处理公务 , 提供服务的地方 , 不适合存放个人大额现金、信

用卡和贵重物品。上班后,最好把背包、手提包等锁在柜子或办公桌的抽屉里。

当你离开办公室,即使是很短的时间,也要锁好门。办公室电器设备比较多,

还要注意防火 ,电源附近不要放置可燃物和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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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与研究中心服务指南

□中心介绍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是为了适应高

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适应未来社会挑战，全

面提升学生全方位素质而设置的专门机构，主要面

向我校全体师生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辅导与咨

询、心理测评等服务。中心挂靠学生工作处，宗旨

是增进学生心理健康，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帮助学

生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心理问题，发展学生个人

潜能，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专职教师介绍

中心现有专职教师7名，其中心理学博士4名，心理学硕士3名，均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与预约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在五个校区均设有个体咨询室、团体辅导室等功能部门，

环境温馨幽雅。个体咨询室可提供面对面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服务方式，同时设有

暖心邮箱，定期回复咨询邮件。为了方便同学们通过心理辅导和咨询及时解决学习、生活中

的各种心理困扰，现将预约咨询的地点、预约电话和时间等公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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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约方式：

1、各校区统一预约咨询电话为：（0531）88596211。

2、工作日期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11:30,14:30-17：30。国庆、元旦等法定节假日

以学校放假安排为准。

3、各校区个体心理咨询室一般于每学期开学第二周起开始安排值班，具体值班表将提

前通过网络等方式公布，可关注心理中心微信公账号（“SDUFE 暖心坊”）查询相关内容。

如需咨询服务的同学请提前电话预约或现场预约。

4、暖心邮箱：xinlizixunsdufe@126.com

倾诉你的烦恼，助力你的成长！收到邮件后我们将在一周内回复。

（二）个体咨询室地点：

燕山校区：四号教学楼 4217#           咨询室电话：88596211

舜耕校区：学生公寓 21 号楼一层 101#   咨询室电话：82619052

明水校区：四号教学楼 4213#           咨询室电话：89707129

圣井校区：明德楼 1123#               咨询室电话：67809136

莱芜校区：2号教学楼 2212#

所有的心理咨询老师都将严格奉行保密的原则为您服务！

 

□教育活动

心理中心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重视发挥学生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和支持校

院两级心理社团积极主动开展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服务广大学生。由心理中心组织开

展的“冬日 暖心”等活动逐渐形成品牌。其中“传递手中的温暖”、“心随影动”、“假

面舞会”等活动都有很高的学生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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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5·25”大学生心理健康节开展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月活动，至今年已举办至

第十五届，每年都有不同形式的活动创新。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已连续举办至第七届，学生

自己构思、自己写剧本、自己编排表演以、自己后期制作，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培养

了学生的原创意识。从征集遴选剧本到各校区初赛、五校区总决赛，大赛形成的影响力每年

吸引着各学院逾千名同学直接参与。在我省历年大学生心理健康节活动中，我校获得了多次

“优秀组织单位”、“十佳心理社团”，先后多次荣获心理剧 DV 大赛一、二、三等奖等。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致力营造校园心灵港湾，助力学子健康成长！中心的全

体心理咨询老师坚持对来访学生高度负责的职业态度，将全心全意为您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心理中心微信公众号：SDUFE 暖心坊）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

                                                      201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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