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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生家长一封信

尊敬的2021级新生家长：

热烈欢迎您的孩子来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习！经过您多年的辛勤培育，孩子不负众望，

顺利迈进了大学校门，开启了更高更广的征程。大学是启人心智、铸人灵魂的殿堂,是个人成

长成才的重要阶段。积极引导学生朝着正确、健康的人生道路前进，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

有用之才，这是我们的共同使命。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为使同学和家长全面了解学校有关规章制度，我们编印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手

册》。新生入学后人手一册，请您务必仔细阅读重点关注，并提醒孩子重点了解学生学籍管理

规定、学位授予规定、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各类奖学金评定办法、转专业管理办法等，希望每

学期结束后您能关心孩子的期末成绩，并给予及时必要的提醒和督促。

二、开学初，我校将组织英语、物理和化学课程的测试。其中，理工类学生测试英语、物

理和化学三门课程；经管类、人文类、农学类学生测试英语一门课程。

学校将根据英语成绩确定学生的大学英语分层次教育。

根据英语、物理和化学的测试成绩确定学生是否进入相应的预科班学习。对测试成绩未达

要求者，必须参加学校安排的相应预科学分必修课程的学习。预科学分必修课程将影响学生最

终的学习成绩平均绩点。

请您在安排好孩子假期生活的同时，督促学生对相关课程进行复习。

三、学生在校应以学业为主，孩子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我们都不希望孩子受其他因素

的影响造成精力分散、荒废学业。故而，我们希望您能经常提醒孩子，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

同时也提倡孩子生活朴素节约，不奢侈浪费，不互相攀比，不沉迷于网络游戏。

四、游子行千里，父母心上牵。您的孩子来到学校后，学校老师会在思想、学习、生活、

工作上给予其全面的培养、教育与帮助。希望您也能经常与我们保持联系，尤其是与您孩子所

属学院的辅导员老师、班导师联系，密切关注其身心成长，也希望您能把对学校各方面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我们，我们愿为您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家长朋友们：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未来的他（她）

定能拥有辉煌的前程和幸福的人生。衷心希望能得到广大家长的支持，您的支持不仅是我们工

作的坚强后盾和助推器，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有力认可，更是感动的源泉。

最后，衷心祝愿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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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21年新生入学须知

亲爱的新同学：

祝贺您被我校录取！我校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一所上海市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学校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兼办高职（高专）。欢迎您

来我校学习，请您仔细阅读本须知，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准时来校报到。

一、报到时间、地点与开学时间
（学校建议：①.学生可提前在学校信息门户的迎新系统上查询自己住宿信息，先到宿舍

楼安放好行李再去办理报到手续。②.为了您的方便考虑，建议不要提前到校。）

（一）2021级新生（本科新生、少数民族预科生）

时间 事项 地点

9月3日（周五）08:30至16:00 外省市新生报到 奉贤校区：体育馆

徐汇校区：图文信息楼大厅9月4日（周六）08:30至16:00 上海市新生报到

9月3日-9月4日08:30至16:00 购买军训服装
奉贤校区：体育馆篮球馆

徐汇校区：图文信息楼大厅

9月3日-9月4日08:30至16:00 购买教材
奉贤校区：学生活动中心大厅

徐汇校区：图文信息楼大厅

9月5日-9月18日 军训、入学教育 军训场地、指定教室

9月18日（周五）08:30 军训汇报阅兵仪式 奉贤校区西体育场

9月18日（周五）13:00 2021级新生开学典礼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体育馆综合馆

（注：艺术学院新生报到在徐汇校区，其他学院新生报到在奉贤校区。待军训结束后艺术学院

特教班新生搬回奉贤校区。）

（二）2021级专升本（高本贯通）新生

时间 事项 地点

9月4日（周六）08:30至16:00 专升本（高本贯通）新生报到
奉贤校区：体育馆

徐汇校区：图文信息楼大厅

9月4日（周六）08:30至16:00 购买教材
奉贤校区：学生活动中心大厅

徐汇校区：图文信息楼大厅

9月5日（周日）8:30-16:00 专升本（高本贯通）新生入学教育 图书馆B101（徐汇校区网络

直播）

9月6日（周一） 专升本（高本贯通）新生正式上课 按指定地点

（注：艺术学院专升本新生报到在徐汇校区，其他学院专升本（高本贯通）新生报到在奉贤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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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21级新生入学（奉贤校区）事项办理清单

序号 报到事项 必要性 办理部门 办理时限 完成情况

0-1 登录迎新系统 必须办理 学生处

入学前

0-2 易班注册 必须办理 学生处

0-3 费用预存 必须办理 财务处

0-4
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
自愿办理

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

（市、区）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

1 测体温、核验健康码 必须办理 保卫处 进校

2 住宿手续 必须办理 宿舍管理员 报到当天

3 财务缴费 未扣款者 财务处 报到当天

4 电子报到 必须办理 各学院报到点 报到当天

5
专升本验证、领取录

取通知书
必须办理 招生办

当天学院报

到前

6 验核录取通知书原件 必须办理 各学院报到点 报到当天

7 领取校园一卡通 必须办理 各学院报到点 报到当天

8 领取学院入学资料 必须办理 各学院报到点 报到当天

9 购买教材 必须办理 指定地点 报到当天

10 大学生城镇医疗保险 自愿办理 校门诊部 报到后

11 补充商业医疗保险 按需办理 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报到后

12 办理绿色通道 自愿办理 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报到当天

13 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按需办理 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报到后

14 一卡通照片补拍

限一卡通上无照片者

（先购买教材再办理此

项）

信息化技术中心 报到当天

15 办理集体户口 自愿办理，限外地生源 保卫处
报到当天及

报到后

16 办理户籍农转非 自愿办理，限上海生源 招生办 报到后

17 党组织关系转移 限党员，统一交辅导员 组织部 报到后

18 团组织关系转移 限团员，统一交辅导员 团委 报到后

19 提交本人档案
自提档案者，统一交辅

导员
档案馆 报到后

20 高考加分材料复印件
享受加分政策的学生，统

一交辅导员
各学院收齐交招生办 报到当天

21 提交兵役证
限上海男生，统一交辅

导员
由各学院自行保管 报到后

22 军训服装购置 自选，军训需统一服装 军训服供应商 报到当天

23 生活用品购置 自选按需 生活用品供应商 报到当天

24 新生军训 必须参加 军训领导小组 报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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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新生学生手册考试 必须参加 学生处 报到后

26 新生开学典礼 必须参加 学生处 报到后

27 新生入学考试

必须参加（专升本（高

本贯通）,艺术、外语专

业除外）

教务处 报到后

28 新生入学教育 必须参加 各学院 报到后

备注：完成事项请打勾“√”确认

二、新生缴费及票据获取

为保障您顺利完成缴费，学校为每位同学申请办理了“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该卡包含您

的个人身份信息，是您在校期间每年缴付学费、领取生活补贴、奖助学金等的专用账户。收到

该卡后，请及时至任何一家农行网点修改密码、激活后使用。同时为方便学生激活银行卡，.在

新生报到当天，农行也在校内特设柜台办理银行卡激活等业务。

（一）缴费方式

1. 委托银行扣款

新生须在2021年8月23日之前把应缴纳费用存入“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中。

2. 微信缴费

新生也可微信缴费，关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选择“全日制”，输入

“学号姓名”或者输入“身份证号姓名”，生成订单后直接网上缴费，缴费成功后截屏保留。

凡通过银行扣款成功和微信缴费成功的同学，新生报到注册当天可以直接去所属学院等相关

部门办理报到手续。

3. 无卡学生缴费方式：

无卡学生可选择微信缴费，也可以采取现场缴费，现场缴费可以现金，也可银行卡、信用

卡进行POS机缴费。（因现场缴费需要排队等候，敬请谅解，并请您注意资金安全。）

新生未收到学校统一办理农行金穗卡的原因主要是：

（1）因个人身份信息错误等因素导致开卡不成功；

（2）学生已办理过一类农行借记卡，致使其不能再开设一类借记卡。

因上述原因导致无卡的学生，为了您日后在上海就读使用方便考虑，建议入学后凭本人身

份证到上海市的任何农业银行营业网点申请办理即可，然后入校后尽快把农业银行卡号报知学

校财务处。已办理过一类农行借记卡的新生入校后应尽快到财务处登记农行卡信息，以便今后

的津贴补贴发放和学费扣缴。财务处登记地址：奉贤校区行政楼210室或徐汇校区36号办公楼

12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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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缴费明细

类

别

序

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收费

时限

收费

对象
收费形式 备注

卡内

1 学费

5000元/学
年

沪价行[2000]120号、

沪教委财[2000]027号
按年

普通本

科专业

银行卡统一

扣款

10000元/学
年

沪价行[2000]120号、

沪教委财[2000]027号
按年

艺术类

专业

银行卡统一

扣款

15000元/学
年

沪教委财[2003]029号、

030号、057号、沪府教

卫（1994）050号

按年
中外合

作专业

银行卡统一

扣款

2 住宿费

1200元/学
年

沪价费[2003]56号

沪财预[2003]93号
按年

奉贤校

区

银行卡统一

扣款

1200元/学
年

沪价费[2003]56号

沪财预[2003]93号
按年

徐汇校

区（按

实收.

取）

银行卡统一

扣款

徐汇校区：6、8、

10号楼1000元/

年；16、18号楼

1200元/年；48号楼

800元/年；52号楼

620元/年。

3 校园一卡通 预存100元
卡内预存，方便报

到当天即可使用

全体大

一新生

银行卡统一

扣款

友情提醒：建议卡内预存金额大于上述三项合计数，以便扣款后卡内仍有少量余额

新生报到后，学生可到指定地点根据自身的需求现场自愿购买教材、大学生补充商业医疗保险、大学生城镇

医疗保险、生活用品、军训及实习服装，具体价格见下表：

1 教材费
全套约

700元/学

年

按需购买 按学期
全体大

一新生
现场购买 报到后按需购买

2

大学生补充

商业医疗保

险（自愿购

买）

120元/一年 详见附件 按年
全体学

生
详见附件 报到后按需购买

3
大学生城镇

医疗保险

（代办）

按医保局

规定每年

收取

详见附件 按年
全体大

一新生
详见附件

按医保局规定时

间收取

4

生活用品费

（自愿购

买）

538元/套或

713元/套
详见附件 2021年

全体大

一新生

二维码支.

付，报到当

天领取

奉贤校区：

二维码支付，报

到当天领取

5 生活用品费

（自愿购

买）

538元/套或

713元/套
详见附件 2021年

全体大

一新生

二维码支.

付，报到当

天领取

徐汇校区：

二维码支付，报

到当天领取

6
军训及实习

服装费

（自愿购

买）

96元/套 按厂家市场价格 2021年
全体大

一新生
现场购买

购买地点：奉贤校

区体育馆A109篮
球馆内

财务处学生缴费咨询电话：021-60873396；021-6494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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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票据获取

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政府非税收入电子票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沪

财库【2015】29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试点应用政府非税收入电子票据的通知》，上

海应用技术大学作为政府非税收入电子票据改革试点单位，自2017年起启用非税收入电子票据，

不再使用纸质非税收入票据。

学生缴费成功后可以登录学校网站（http://my.sit.edu.cn）的财务业务模块，凭学号和密码

在2021年10月8日后查询或下载打印电子票据信息。

三、报到手续办理（须携带以下材料到所在学院办理的事项）
1. 凭《录取通知书》原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高考加分材料（少数民族加分可提供户

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到学院办理报到手续。报到时请学院辅导员将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和本

人进行身份信息仔细核对后，身份证复印件交辅导员归入学生档案，高考加分材料复印件由辅

导员收齐后统一交招生办。

2.新生档案本人自带的，请在报到当天交所在学院辅导员；如新生档案邮寄的，须于9月

18日前通过中国邮政EMS邮寄到校，地址为：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120号，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招生办收。

3.党、团员应带好组织关系转移证明及团员证；党、团员组织关系材料在新生报到后交所

在学院辅导员，集中办理转入手续。

4.外省市新生户口是否迁入学校集体户口，由本人自行决定。迁入学校的新生，需带户口

迁移证和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

5.上海户籍男生，报到时须带好本人兵役证复印件，交所在学院学生辅导员；遗失证件者，

可到户籍所在街道武装部补办；外省市男生无需上交兵役证。

四、户籍办理相关说明
上海市新生（含非沪籍上海生源、梅山、大屯等考生），户口不迁入学校。上海农业户口

新生，开学后凭《录取通知书》和户口本原件到招生办，开具《上海市普通高校录取新生农转

非证明》，然后到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警署）办理“就地农转非”手续。

外省市新生，可自愿选择是否将户口迁入学校。选择迁入学校的，原户籍地址须与参加高

考省市一致方可迁出户口，出具的户口迁移证上的落户地址为：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121号或

上海市徐汇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按照公安部门户籍管理最新规定，在录入户口迁移证信息时，须先录入人像信息（拍照）。

户口需要迁入学校的新生报到后三周内，须本人持身份证和户口迁移证到海湾旅游区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奉贤区新海街18号）（工作日8:30-11:00；13:30-16:00）（可乘奉贤9路到奉

炮公路人民塘路下）或田林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徐汇区宜山路655弄3号）（工作日

8:30-11:00；13:30-16:00）拍照。拍照时应穿着深色有领服装，不可戴首饰、不化浓妆，不可

戴美瞳。拍照后，将户口迁移证（右上空白处写上“已拍照”）和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于

10月15日前交安全保卫处户籍科，电话：64941271（徐汇）；60873076（奉贤）。

（注：此次拍照为户口信息录入使用，如有身份证需补办、换发，须持辅导员开具的在校

证明，到安全保卫处户籍科开具户口信息页，再到海湾旅游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或田林街

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

迁入学校集体户口的同学只有退学、转学、毕业，户口方可迁出。

安全保卫处办理地址：奉贤校区基建楼一楼（小白楼旁）户籍科或徐汇校区36号楼119室。



2021年新生入学须知

7

五、入学后课程测试说明
1.理工类学生测试英语、物理和化学三门课程；经管类、人文类、农学类学生测试英语一

门课程。（艺术、外语专业不测试）

2.学校将根据英语、物理、化学的测试成绩确定学生是否进入相应的预科班学习，根据英

语的测试成绩确定学生的大学英语分层次教育。

3.新生需自备一个外语听力调频（FM）接收器（一般袖珍半导体收音机）。

4.入学课程测试仅限本科新生，专升本学生没有入学相关课程测试。

六、交通路线
（一）奉贤校区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海泉路100号，邮编：201418

（二）徐汇校区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120号，邮编：200235

（三）前往奉贤校区的交通路线（仅供参考）

1.短驳巴士：为方便新生入学报到，9月3日、4日当天学校安排接送新生及家长往返“奉贤

新城地铁站-奉贤校区”的大巴车（上海申飞），从地铁5号线奉贤新城站直达奉贤校区，8:00-

16:00间隔60分钟发一班车（满座即发），票价5元。

2.自行前来奉贤校区的新生和家长，请参考以下路线：

（1）驾车由S4沪金高速公路至海湾路出口处下，沿海湾路直行至海湾路海泉路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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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海泉路左转行至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海泉路500号，西南门）即可。

（2）乘公交车前往的新生及家长：

a.乘车到奉贤区南桥汽车站后，转乘南桥9路到达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东门）站下车；或者

南桥18路至海泉路海湾路站下即可到达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西南门）。

b.在莘庄地铁站南广场乘莘海线至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站下即可。

c.乘地铁8号线到终点站沈杜公路站下车，然后出站步行5分钟至沈杜公路地铁站公交车站

换乘海沈线或海航专线至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站下即可。

d.乘奉卫线至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站下即可。

（3）乘火车到沪的新生及家长，请参考以下路线：

a.乘火车到上海站或上海南站后，可乘坐地铁一号线→到达莘庄站→转乘地铁5号线——

达到奉贤新城站→出站乘坐奉贤20路、海沈线公交车或乘坐出租车到海泉路500号上海应用技

术大学西南门。

b.乘火车到上海站或上海南站后，可乘坐地铁1号线→到达莘庄站→莘庄地铁站南广场→

莘海专线公交车→到达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站；也可在莘庄站→莘庄地铁站南广场→莘南高速→

南桥汽车站（换成南桥9路或南桥18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站。

c.乘火车到上海虹桥火车站后，可转乘地铁10号线至老西门站，换乘地铁8号线至沈杜公路

站下车，出站步行5分钟至沈杜公路地铁站公交车站换乘海沈线至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站下车，

或出站步行5分钟至沈杜公路地铁站公交车站换乘海航专线至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站下车。

3.乘坐出租车前来奉贤校区（参考费用）

上海火车站-奉贤校区（费用约200元，时间大约需90分钟，里程56公里）

上海南站-奉贤校区（费用约150元，时间大约需50分钟，里程43公里）

虹桥机场-奉贤校区（费用约180元，时间大约需60分钟，里程46公里）

浦东机场-奉贤校区（费用约250元，时间大约需75分钟，里程68公里）

（四）前往徐汇校区的交通路线（仅供参考）

乘火车到上海站或上海南站后，可乘坐地铁1号线→到达漕宝路站→转乘地铁12号线→达

到桂林公园站→出站步行200米可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徐汇校区（漕宝路120号）南门。（从上

海站乘坐出租车费用约50元，从上海南站乘坐出租车费用约20元。）

乘飞机到虹桥机场后，可乘坐地铁10号线→到陕西南路站→转乘地铁12号线→达到桂林公

园站→出站步行200米可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徐汇校区（漕宝路120号）南门。（乘坐出租车费

用约50元。）

乘飞机到浦东机场后，可乘坐地铁2号线→到南京西路站→转乘地铁12号线→达到桂林公

园站→出站步行200米可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徐汇校区（漕宝路120号）南门。（乘坐出租车费

用约180元。）

七、注意事项
1.新生若因故不能按时报到，须提前向所属学院辅导员请假，无故逾期两周不报到者，根

据有关规定，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2.主动放弃入学资格者或申请保留入学资格者，请至我校招生网（https://adm.sit.edu.cn）
下载《放弃入学资格申请表》或《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并传真（021-64081509）或邮寄至

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120号，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招生办。

3.学生入学后享受上海市大学生生活补贴，外省市和上海生源学生生活补贴均为每人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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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0元，可在农业银行卡上查到。

4.生活用品购买领取：奉贤校区领取地点在各宿舍楼一楼值班室；徐汇校区购买和领取地

点在各宿舍楼一楼值班室。

5.为使同学和家长全面了解学校有关规章制度，学校编印了《学生手册》，学生入学后人

手一册，请认真学习，重点了解学士学位的授予条件、教学管理规定、各类评奖评优、奖学金

评定标准、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奖助勤贷补等有关条款。

6.因学校接待能力有限，陪送新生人员的住宿问题请自行解决，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八、咨询服务
学校迎新工作的网上志愿者可以为您提供在线咨询服务，请于2021年8月23日起注册登录

学校“易班”网络社区，即可得到各类资讯的服务，学校“易班”的注册登录地址：

http://www.yiban.cn/。请勿轻信各类非官方QQ、微信等群聊发布的消息，以免上当受骗。

（1）奉贤校区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海泉路100号，邮编：201418

（2）徐汇校区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120号，邮编：200235

（3）学校主页网址：www.sit.edu.cn

负责部门 咨询内容 咨询电话

学生处 贷款、住宿、报到等事宜 021-61601085

招生办

录取专业、通知书查询、放弃和保留入学资格

申请、档案转接等事宜 021-64941403

财务处 银行卡、缴费等事宜
021-60873396

021-64941179

保卫处 户口迁移办理等事宜
021-60873075

021-6087307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易班（微信号：sityiban）是学校官方认证的微信公众号，易班将全天候

为2021级新生提供入学咨询服务，为您提供最及时、最权威、最全面的校园资讯。

“上应微学工”是我校学工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将为同学们提供最新的迎新资讯、政策解读，

助您入学无忧；最及时、最权威的学工速递、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特辑、敏锐的时事热点解读，

将伴随您入学后四年的大学青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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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迎新系统使用说明

2021级普通本科生、专升本新生、少数民族预科生自2021年8月20日零点起可登录使用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迎新系统，具体步骤如下：

1.进入VPN客户端下载页面 https://www.sit.edu.cn/xxfw/list.htm（见图1），根据电脑类

型下载对应安装包并安装（见图2）。双击运行电脑桌面上的“EasyConnect”，配置服务器地址：

vpn1.sit.edu.cn（见图3），点击连接，待sslvpn组件安装完成后，输入用户名和初始密码点击登

录。若出现安全提示，点击允许（见图4）。在自动弹出的统一身份认证页面上再次输入用户名和

密码，点击登录（见图5），自动跳转至迎新系统界面(首次登录统一身份认证页面，系统会建议修

改密码,密码最低复杂度要求：8位或8位以上字母+数字混合组成，建议增加字母大小写、特殊字符。

禁止采用简单的有规律的数字、字母及单词)。

注意：若在登录VPN后未弹出统一身份认证页面，可自行在浏览器输入地址：my.sit.edu.cn ，

进入登录页面登录。

用户名：本科生（含预科转入）、预科生使用14位高考报名号，专升本（高本贯通）新生使用

身份证号。

初始密码：身份证（18位）倒数第7位至倒数第2位数字（共6位），例如身份证号码

310101234567890123，则密码是789012。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2.成功登录后，将出现以下欢迎界面（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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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图8

进入迎新系统后，在页面的左侧服务菜单（见图7），点击“个人信息”（见图8），可以看到

专业、班级、学号、宿舍楼层床位信息、学生辅导员姓名和联系方式等，在入学报到过程中遇到问

题，可以提前与辅导员电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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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班注册邀请函

亲爱的2021级新同学：你好！

此时此刻，相信你的心情一定很激动，当你在对大学新生活无比憧憬和热切期盼的同时，

脑海里也会闪现许多问题：学校的住宿、餐饮和交通情况如何？小伙伴们都来自哪里？我的专

业要学些什么呢？课程到底难不难？入学前要做点什么准备？校园里有哪些文化娱乐活动……

快来易班吧！因为，解决这些都不是问题！易班是集教育教学、生活服务、文化娱乐为一

体的大学生网络互动社区。在这里，你可以提前了解自己的学校，联系大学第一位老师——你

的辅导员，可以通过易班和学长学姐们在线交流，在了解学校详细信息的同时认识更多同学，

提前学习专业课程视频，参与新生主题活动，还可以通过易班了解全国高校的最新校园动态，

在这里，你可以进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21级新生课群，在线学习入学教育课程，所有对大学

的疑问都变成浮云！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易班工作站的学长学姐已经迫不及待，要为你提供最优质的入学服务和

不间断的在线咨询！

你可以加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大家庭，进入属于你的学院机构群，加入属于你的班级公共

群，找到你的大学辅导员，获取更多入学资讯从加入易班开始！

等不及了吧？马上注册你的易班账号，你的新朋友正在等着你哦！请在8月23日后，登陆

网址http://www.yiban.cn，注册和认证你的易班账号，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易班与你相约！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易班发展中心

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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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级新生易班注册使用指南

一、2021新生注册认证流程

二、账号注册

打开易班网址：http://www.yiban.cn，进入网页后点击右上角“注册”按钮，在跳转界面中填

写基本信息：输入手机号、图形验证码、获取验证码、填写密码。（其中获取验证码会以短信

的形式发送至您的手机号，若没有收到可拨打语音获取验证码）

请务必牢记您的易班账号和密码，更换手机号码后可在【安全中心】更换绑定号码。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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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下载易班客户端进行注册。点击【没有账号】，进入注册→输入手机号，点击

【获取验证码】→输入图形验证码后，手机收到验证码短信→输入验证码，点击【下一步】进

入完善资料页面→马上进行校方认证→已加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机构号。

三、加入班级

新生注册用户填写学校姓名、学号，通过校方认证后，都将自动加入到学校机构号和2021.

新生学院机构群。全校所有易班新用户进入2021新生学院后，申请校方认证成功用户可加入学

院机构群，关注带班辅导员可加入所在班级公共群。

四、易班新生咨询

易班学生工作站整理了新生应知的学校各类信息，包括学校周边交通、辅导员介绍、专业

学习、名师课程、生活服务、学生组织、校园活动等，发布在“2021新生班级”。新生可以在

“2021新生班级”中提出问题，届时会有相关的老师和同学来帮你解答。

易班客户端下载二维码

2021年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易班官方新生QQ群：14723993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易班官方微信订阅号：sityiban

新浪微博：上应易班（http://weibo.com/sityizhan）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处官方抖音号：SITyiban

在开学报到前下载易班手机客户端并完成易班注册，可在新生注册当天在易班迎新服务点

领取易班新生入学大礼包一个，更多精彩活动在易班礼包里等着你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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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床上用品征询通知

根据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学生校

服及床上用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沪质技监【2012】514号）的要求和精神，确保学生

床上用品质量，为方便新生实时入住，本校委托上海高校后勤配货管理中心提供经抽检合格的

新生床上用品，供学生自愿购买。

 订购方式：

1.新生可通过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3651乐生活”公众号，关注

后点击“新生入学”完成实名认证，根据自愿购买的原则，在“生活用品”界

面中进行购买，在线支付配套款项，学校备货，开学时凭在线支付凭证入

住楼宇提货。如有缺损可调换，恕不退货。微信订购开放时间：8月10

日—8月27日。

2.学校在现场也提供整套现货购买（数量有限）。谢谢各位学生和家长的配合！

套餐一：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21年学生公寓用品价目表

适用于奉贤校区和徐汇校区（学生床的尺寸：190cm×90cm）

编号 品名 规格 单位 单价（元）

1-4-1 保温瓶 5磅连底平盖 个 17

2-5-1 塑料面盆 34cm 个 7

2-5-3 塑料面盆 38cm 个 8

3-4-2 蚊帐 普通 170，双丝 顶 20.5

4-3-1 帐钩 塑料 个 1.5

5-4-3 草席 布榻间 90 条 18

6-4-1 枕席 本草加密 条 4.5

9-3-1 枕芯 中空 1.2 斤 个 14

10-3-3 三件套 40 支 AB 版 套 108

10-3-3 三件套 40 支 AB 版 套 108

11-3 棉胎（盖胎） 4斤 条 72

12-3 纱套（盖胎） 涤棉 条 7

17-2-5 被芯（化纤被芯） 2.5 斤 条 54

18-3-6 床垫 榻榻米 5斤 条 78

19-2-2 用品袋 600D 个 20.5

合计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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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21年学生公寓用品价目表（后勤）

适用于奉贤校区和徐汇校区（学生床的尺寸：190cm×90cm）

编号 品名 规格 单位 单价（元）

1-4-2 保温瓶 8磅 个 22

2-5-1 塑料面盆 34cm 个 7

2-5-3 塑料面盆 38cm 个 8

3-4-2 蚊帐 普通 170 顶 20.5

5-4-6 竹席 90*195cm 条 46

6-4-2 冰丝枕席 72*46cm 条 6

9-3-2 枕芯（护颈款） 中空 63*43cm 个 19.5

10-3-5 全棉三件套 色织 32支 套 157

10-3-5 全棉三件套 色织 32支 套 157

15-2-3 被芯（棉被芯） 3斤 条 67

15-2-8 被芯（棉被芯） 5斤 条 103

18-3-6 床垫（榻榻米） 5斤 条 78

19-2-3 用品袋（加大） 大规格 个 22

合计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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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大学生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告知书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范围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08〕119 号）、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医疗保险办公室

印发《关于做好本市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沪人社医发〔2016〕42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医保局等三部门关于完善本市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医疗

保障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规〔2020〕14 号）文件精神，上海市各类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中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科学生、高职高专学生以及非在职

研究生（以下统称“大学生”）将纳入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大学生基

本医疗保险待遇。

大学生实行每年度个人缴费，缴费标准按照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小学生标

准执行，并随上海市居民医保中小学生标准同步调整。2020 年度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185 元（2021 年度缴费标准待上海市医保局发文确定）。

根据规定，参保大学生的保障待遇如下：在医疗待遇方面，大学生医疗待遇与居民医

保中小学生待遇接轨，并随居民医保中小学生待遇同步调整。

2021 年大学生享受的城乡基本医保待遇如下：

1.校内门诊医务室就诊，个人自负比例 10%，学校承担 90%。

2.校外就诊报销比例见下图（具体细则请参看《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手册》中的

《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障管理及实施办法》）：

普通门急诊 住院

起付线（当年累积） 个人自负比例 起付线（每次） 个人自负比例

300元

一级医院：30% 一级医院：50元 一级医院：20%

二级医院：40% 二级医院：100元 二级医院：25%

三级医院：50% 三级医院：300元 三级医院：40%

特别说明：大学生基本医保是上海市政府为大学生提供基本医疗保障而实施的一项惠

民政策，学校希望每位学生在自愿参保的原则下积极参加。根据市医保局要求，每年

11 月集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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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大学生补充商业医疗保险计划购买告知书

亲爱的新同学：

您好！为了使我校学生发生疾病和意外时，能够及时得到经济补偿，我校参加了

中国人寿为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提供的一份保费低、保障全、与医疗保障制度相配套

的上海市大学生补充商业医疗保险计划，详情见附件。

历年来我校新生投保率均在95%以上，每月花10元，即可获得20多万元的保障，为

了您和您家人，建议您为自己投一份保，为家庭多一份保障。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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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上海市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

 悠久的历史，雄厚的实力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寿险行业的龙头企业，总部位于北京,注册资本

282.65亿元人民币。作为《财富》世界500强和世界品牌500强企业——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的核心成员，公司以悠久的历史、雄厚的实力、专业领先的竞争优势及
世界知名的品牌赢得了社会广泛客户的信赖，始终占据国内保险市场领导者的地位，
被誉为中国保险业的“中流砥柱”。

 业内学生保险的权威机构
中国人寿的学生保险，多年来始终本着回馈社会、服务学校的原则。自1989年开

始，中国人寿已经在上海高校开展学生保险三十多年。2012年我司参与了上海市大学
生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实施方案的设计工作，并在2013年配合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制定
了《上海市大学生补充商业医疗保险指导意见》（沪保同业公会[2013]第005号）。同
年5月，市教委等5部门联合发文，在沪教委体〔2013〕9号文件中明确了大学生补充商
业医疗保险的居保补充地位，并要求各高校积极配合做好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工作。

 中国人寿大学生保险答疑

问1：高校学生享受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居保”）后是否有必要

再参加中国人寿大学生保险？

答：十分有必要参加，居保与大学生保险是互补关系。居保仅承担大学生住院医

疗费用居保范围内的部分费用，学生自己还需承担居保范围内40%的医疗费用及居保范

围外的医疗费用。中国人寿大学生保险不仅全额承担（扣除起付线后）居保范围内大

学生个人承担部分，还承担居保范围外的大部分，并包含了疾病身故、意外伤害、住

院补贴等保障，极大减轻学生家庭的压力。

问2：中国人寿大学生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有何不同？

答：中国人寿大学生保险是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投保参加的中国人寿中小幼学生

保险的延续，作为上海市居保的必要补充，由学校统一选择保险方案、大学生自愿参

加。与市场上基本的个人商业保险相比，中国人寿大学生保险不仅价格低廉，保障全

面，还能有效依托学校平台享受更优质、快捷的服务。市场上基本的个人商业保险，

保险责任基本无法全方位覆盖疾病、住院医疗费用的补偿（特别是居保范围外费用），

且收费价格比较高。

 中国人寿大学生保险责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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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名称 大学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国寿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

保险费及交费方
式

180元/人/年，每年交费
120元/人/年，按学制交费

赔付方式 保险金额

疾病或意外身故
保障 无

一次性赔付 10万元

意外伤残保障 根据伤残等级按比例赔付 10万元

住院医
疗

费用保

障

居保范围
内

扣除起付标准（备注①）后按三

级医院60%、二级医院70%、一级
医院80%比例赔付

每次住院扣除大学生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支付部分和免赔额50元以

后100%赔付

20万元

居保范围
外

无 按50%赔付,累计金额不超过10万元

大病门诊医疗费

用（备注②）保
障

同普通门急诊

对于大学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范围内发生大病门诊医疗费用，在
扣除居保大病应支付部分后，按

100%赔付

特定重大疾病医
疗费用

（备注③）保障

无 100%赔付

罕见病（备注
④）

治疗费用保障

无 100%赔付
10万元（其中，苯丙酮尿

症2万元）

住院定额补助保
障

无
20元/天，其中大病住院40元/天，

最高赔付180天/年
7200元

备注：
1 大学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起付标准：三级医院 300 元，二级医院 100 元，一级医院 50元；
2 本方案所述大病是指：尿毒症、恶性肿瘤、精神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
3 特定重大疾病医疗费用是指：因患白血病、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恶性肿瘤进行符合规定的造血干细

胞移植术，肾、肝移植等手术及术后抗排异药物费用，接受肾透析的住院医疗费用；
4 本方案所述罕见病是指：法布雷病、戈谢氏病、粘多糖病、糖原累积病Ⅱ病和苯丙酮尿症。

 中国人寿大学生保险理赔分享

1、大学生张某，2016年9月投保大学生保险。该生在2017年3月因运动受伤导致左

踝三角韧带损伤、左下肢韧带损伤，左足踝外伤骨折，于上海市徐汇区第六人民医院

治疗。费用高达65217.3元，其中自费项目42531.9元，给学生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极大

压力。与校方及学生家长沟通后，考虑到该学生的家境，本着公益性质的初心，我公

司于2017年4月赔付该学生住院治疗期间部分医药费合计32716.5元。其中部分内容不

属于医保报销范畴，我公司按照一定比例为学生进行赔付。

2、大学生刘某，2019年9月投保大学生保险，2019年11月该生因阑尾炎在上海市

第一人民医院入院治疗并进行手术，住院费用为12748.3元。在接到报案后，中国人寿

积极与学校及学生沟通，并在当月赔付该学生住院治疗期间部分医疗费用合计6651.2

元。解决学生家庭的经济压力。本公司希望带给学生有效的帮助。

3、大学生陆某，2018年9月投保大学生保险。该生在2019年11月因左输尿管下段

多发结石在上海第一医院入院治疗，其中住院医疗费为28216.3元，我公司接到报案后

立即与学生进行沟通，随后第一时间为学生处理。当月我公司赔付学生住院期间部分

医疗费用合计13978.1元。我公司会用最快的时效为学生处理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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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学生赵某，2018年9月投保大学生保险。该生在2019年2月因右侧小脑出血在

上海第一医院入院治疗，其中住院医疗费为15721.6元，我公司接到报案后立即与学生

进行沟通，第一时间为学生处理。2019年2月底我公司赔付学生住院期间部分医疗费用

合计6998.8元。我公司会最大程度为学生带来安心的保障。

5、大学生陈某，2019年9月投保大学生保险。该生在2020年11月因右甲状腺恶性

肿瘤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其中首次发现病情时，该生住院治疗医疗费为12103.3

元，我公司接到报案后立即与学生进行沟通，2020年12月底我公司赔付学生住院期间

部分医疗费用合计6021.5元。随后该生又经过长期的门诊治疗，治疗费用为8635.1元，

我公司为该生进行了3910.5元的理赔。我公司将为每一位学生提供贴心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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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扫码关注“中国人寿”公众号了解有关详细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MDY0MzQ2Ng==&mid=2247483758&idx=2

&sn=2878494862ad41e8c3d4c0ae5d8e8313&chksm=ebb4138bdcc39a9d691b1b3837c8badfd

4e2c01407e74081853532484277065cf675b4530af8&token=539810438&lang=zh_CN#rd

学生也可进入网址了解后续理赔相关流程。

*特别说明

在自愿参保的原则下尽可能积极参加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开学后辅导员将通知

统一集中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