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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生的一封信

亲爱的 2019 级新同学：

你好！

祝贺你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合作教育中心录取，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员。

同时，也感谢你选择华东师范大学，相信这所人文气息浓厚的“双一流”高校必将

带给你不一样的大学生活。

华东师范大学是全国首批 16 所重点大学之一，继承前身光华大学、大夏大

学以及圣约翰大学九十载风采，致力于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以

在优雅学府中培养栋梁学子”为治学目标。在这里，你将遇到治学严谨的中外良

师；在这里，你将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在这里，你可以继续追逐自己的理

想和兴趣，参与学校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在这里，你还会发现一群为你的学

习和生活提供无私帮助和支持的辅导老师。总之，大学是人生旅途和梦想起飞的

重要阶段，人生发展所需的诸多能力都在这里打下基础。亲爱的同学，希望你在

这里能够发现自我、挑战自我、成就自我。

也请你记住，你选择的是一条国际求学之路，除了要学好专业知识与技能外，

还要具备良好的英语语言沟通能力，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批判性思维。大学的时光

是短暂而美好的，希望你能在大学里学会结交两个朋友——图书馆和运动场；培

养两种功夫——做人的本分和做事的本领；插上两个翅膀——理想和毅力。

海外高校求学之路，就从华东师范大学起航！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合作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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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行李托运

新生需将行李托运到校的，务必将行李标签不干胶贴在行李包外面，并在

行李托运单上注明院系、班级、姓名，以防遗失。

例如：开放教育学院+中澳/中英班+张三

已将行李托运到校的新生，报到后可到干训楼 119 室凭相关证件领取。

托运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干训楼 119 室

电话：021—62233497

 报到时间和地点

新生 9 月 1 日（周日）上午 9：00 至 12：00 准时到中山北路校区大门口

报到处报到。

请学生按录取通知书上注明的报到地点准时到校报到。学生当晚可安排住

宿。如提早到校，需自行安排住宿。

新生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到校报到者，必须向中心招生办公室请假，请

假一般不得超过一周。未经请假或请假后逾期不到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学校地址与交通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3663 号

交通：公交线路有 67、69、224、754、765、829、856、309、909 路；

轨道三、四、十三号线金沙江路站。

 报到必带物品一览表

1. 录取通知书原件

2. 身份证（原件）

3. 一寸白底或蓝底证件照八张（背面写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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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相关服务注意事项

1. 关于公共数据库系统：

公共数据库系统地址为：http://idc.ecnu.edu.cn。新生入学后，该系统会为

其生成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为学号，初始密码为证件号后 6 位。

2. 关于校园卡：

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卡（以下简称“校园卡”）是一张非接触式 IC 卡，存储芯

片和感应线圈置于卡内，可以不需要接触机具而读写信息，读写距离最远可达

5-8 厘米。可作为校内各部门所需要的电子证件和方便消费的电子钱包，同时，

在卡片表面印刷了部分个人信息。

校园卡办理：8 月 16 号之前把本人的电子版照片（蓝底或者白底）作为附

件发送至以下邮箱：hnd@cce.ecnu.edu.cn 附件文件名命名格式如下：“姓名+

身份证号”；例如“张三 310101200108010010”

校园卡充值的方式如下：

1）现金充值，校园卡用户可以于就餐时段在各个食堂的充值点充值，详

细时间请参见食堂内说明。

2）微信充值，通过微信充值服务平台“校园宝”充值。

3）支付宝充值，支付宝 APP 全部应用中选择“校园生活”并点击进入，点击

界面中的“校园一卡通”应用模块直接进入，即可开始向我校“校园一卡通”所属

账号充值。

 大一年级课程不涉及电脑使用，原则上不建议携带电脑

（照片大小不低于50K）

mailto:hnd@cce.ecnu.edu.cn
use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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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级新生开学报到流程

报到

寝室
随访

领取
安排

新生从中山北路 3663 号门进入校园，找到中英、中澳项目报到台报到

新生在报到处领取报到资料袋（包括入学教育周事项安排，学费发票，校园卡，

住宿门禁卡和房卡，水、电卡（预充 50 元）），由学导引领到住宿公寓。住宿

公寓内各类卡押金总额 100 元，校园卡 20 元。

注册
手续

学生根据房间号找到自己的床位（各床位上贴有名字），布置房间（贵重物品及

现金建议随身带着）。另每间房间住宿公寓会收取 130 元/月的网络使用费及垃圾

清运费。

新生
家长会

报到当天下午 1:30 召开家长会（因场地有限，每位同学限一至两名家长参加）

班级辅导员随访学生宿舍进行安全检查并交代相关后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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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到校交通

一、 机场到沪交通指南

虹桥国际机场

前往中北校区：

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至中山公园站换乘轨道交通 3、4 号线，至金沙江

路站出站，步行可达。

浦东国际机场

前往中北校区：

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至中山公园站换乘轨道交通 3、4 号线，至金沙江

路站出站，步行可达。

二、 列车到沪交通指南

上海站到站 虹桥火车站到站

乘坐轨道交通 3、4 号线

到金沙江路站出站

步行前往中山北路校区

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

至

中山公园站出站

换乘轨道交通 3、4 号线

至

金沙江路站出站

步行前往中山北路校区
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

到金沙江路站出站

步行前往中山北路校区

上海南站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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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平面地图（点击可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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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床上用品订购需求征询单

为了方便新生生活，购买放心产品，本着自愿的原则，学校搭建平台，引进

上海高校后勤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来我校现场出售床上用品，合计 500 元。如需购

买，请扫一扫下图的二维码，按照提示进行操作。

咨询方式：韩老师，021-53075683

王老师，021-53075493

2019 年学生床上用品价目表（供参考）

品名 数量 金额（元）

塑料保温瓶 1 只 16.00

塑料面盆 2 只（34cm 和 36cm 各 1 只） 15.00

涤纶蚊帐 1 项 16.50

草席 1 条 17.00

枕席 1 条 5.00

枕芯 1 只 13.00

三件套 2 套 200.00

棉盖胎 2 条（25 斤、35 斤各一条） 134.00

中空床垫 1 条（3.5 斤） 63.00

用品包 1 只 20.50

合计 500 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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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ECNU图书馆

亲爱的新同学：

祝贺你加入华东师大这个温暖有爱的大家庭。从成为 ECNUER 那一刻起，你

便拥有了一座值得你骄傲的图书馆。我们期待你的到来，欢迎成为图书馆未来的

“泡馆达人”！

这里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

截止 2017 年底，拥有实体文献总量 463.80 万余册、各类电子文献数据库 144

个（含子库 433 个）。此外，还拥有跨洋越海的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能力。

这里有温馨怡人的阅览环境

宽敞明亮、四季如春的阅览环境，个人研究室、小组讨论室、天堂电影院、

星光小剧场、苹果电脑、图文工作站、自助文印一体机、文化展厅、学术报告厅、

丽娃文库、数字留声机、朗读亭、咖吧、WIFI、亲近自然的室外庭院、舒服到你

想入睡的各式沙发，甚至还有可一边学习一边运动的脚踏车阅览坐席……

这里有贴心周到的服务

周一至周日每天 8:00 到 22:00 你随时可来。

咨询和帮助服务、培训讲座和课程、异地调阅、资源荐购、馆际互借……

你需要的服务我们尽力提供。

这里有丰富多彩的活动

迎新季：跟着老师畅游图书馆、学习利用图书馆的第一课、新鲜人主题书展、

迎新影视欣赏、时光胶囊、新生大礼包……丰富多彩的迎新系列活动，帮助新同

学快速熟悉并学会利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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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校园记忆之图书馆生活、毕业留念活动，为毕业同学增添一分美好

的记忆。

书香嘉年华：每年世界读书日前后开展为期一个多月的精彩系列活动，讲座、

展览、文化体验、读书沙龙、影视欣赏、竞赛、征文……

阅读与文化推广活动：除了浩瀚的书籍，图书馆还有包罗万象的展览、讲座

与文化体验活动。在这里，你可以书写迎接新年的春联、倾听美妙的闭馆音乐、

见识“中有太古音”的丝弦琴、品茶抚琴绘牡丹……在源源不断地获得知识的同时，

与潜移默化间接受文化的熏陶。

新生报到划重点

维护“我的借阅账户”：请登录图书馆网站（http;//www.lib.ecnu.edu.cn），进

入右上角“我的借阅账户”，使用“公共数据库账号”登录后，选择“修改个人资料”，

务必将邮箱修改为您的常用邮箱。

关注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你的大学生活必将更精彩

图书馆主页：http;//www.lib.ecnu.edu.cn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ecnulib

华东师范大学微信企业号之图书馆

图书馆微博：http://weibo.com/ecnu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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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校园实行垃圾分类的说明

上海市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行垃圾分类。

一、上海市有哪些政策法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

系 13 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为加强上海

市生活垃圾管理，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维护生态安全，保障经济社 会可

持续发展。2019 年 1 月 31 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市生

活 垃圾管理条例》。《条例》规定：产生生活垃圾的个人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

应当将 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的收集容器。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实行“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的四分类标准。 各

行业也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案，如上海市旅游住宿业：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

不 主动提供：一次性牙刷、梳子、浴擦、剃须刀、指甲锉、鞋擦；上海市餐饮服务单位：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筷子、一次性调羹、一次性叉子、一次性刀。

二、在校园里如何实行垃圾分类呢？

2019年5月21日，学校印发了《华东师范大学校园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以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建立健全校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

分类 运输、分类处置的全过程分类体系。

学校对各单位垃圾分类工作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和定期考评，对于工作效果突出的单位和

个人 给予表彰，对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不积极的单位进行处罚。对于随意倾倒生活垃圾的个

人，第一次 通报所在单位，第二次全校通报，第三次按照《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要

求，将材料报送有 关政府部门处置。对于不正确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个人，前两次指导、

教育，第三次通报至所在 单位，第四次全校通报，第五次按照《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要求，将材料报送有关政府部 门处置。

对于生活垃圾产生较多的宿舍区，实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各位同学需要在房间

内 将垃圾分类放置，在指定时间段内，分类投放至指定区域。

生态校园，不混青年。读书混日子？打游戏混时间？NO!青春不能混，垃圾更不能混。

请自觉遵守上海和学校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共创美丽上海，共建生态校园。

华东师范大学 后勤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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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常见物品分类列举

类别 实物列举

废纸张：纸板箱、报纸、废弃书本、快递纸袋、打印纸、信封、广告单、纸塑铝

复合包装（利乐包） ……

废塑料：食品与日用品塑料瓶罐及瓶盖（饮料瓶、奶瓶、洗发水瓶）、食 品油

桶、塑料碗（盆）、塑料盒子（食品保鲜盒、收纳盒）、塑料玩具、塑料衣架、

施工塑料卡片、密胺餐具、KT 板、泡沫（泡沫塑料、水果网套）……废玻璃制

品：食品及日用品玻璃瓶罐（调料瓶、酒瓶、化妆品瓶）、玻璃 杯、窗玻璃、

碎玻璃 ……

废金属：金属瓶罐（易拉罐、食品罐/桶）、金属厨具（菜刀、锅）、金属工具

（指甲剪、螺丝刀）、金属制品（铁钉、铁皮、铝箔） ……

废织物：旧衣服、床单、枕被、皮鞋、毛绒玩具、棉袄、包、皮带、丝绸

制品……

其它：电路板（主板、内存条）、充电宝、电线、插头、木制品 ……

废镍镉电池和氧化汞 ：充电电池、镉镍电池、铅酸电池、蓄电池、纽扣电池

废荧光灯管：荧光（日光）灯管、卤素灯 ;

废药品及其包装物：过期药物、药物胶囊、药片、药品内包装 ;

废油漆和溶剂及其包装物 ：废油漆桶、染发剂壳、过期的指甲油、洗甲水; 废矿

物油及其包装物 ;

废含汞温度计、废含汞血压计 ：水银血压计、水银体温计、水银温度计 ;

废杀虫剂及其包装：老鼠药（毒鼠强）、杀虫喷雾罐 ;

废胶片及废相纸：x 光片等感光胶片、相片底片 ……

食材废料：谷物及其加工食品（米、米饭、面、面包、豆类）、肉蛋及其加

工食品（鸡、猪、牛、羊肉、蛋、动物内脏、腊肉、午餐肉、蛋壳）、水产

及其加工食品、蔬菜（绿叶菜、根茎蔬菜、菌菇）、调料、酱料 ……

剩菜剩饭：火锅汤底（沥干后）、鱼骨、碎骨、茶叶渣、咖啡渣 ……

过期食品：糕饼、糖果、风干食品（肉干、红枣、中药材）、粉末类食品

（冲泡饮料、面粉）、宠物饲料 ……

瓜皮果核：水果果肉（椰子肉）、水果果皮（西瓜皮、桔子皮、苹果皮）、水果

茎枝（葡萄枝）、果实（西瓜籽） ……

花卉植物：家养绿植、花卉、花瓣、枝叶 ……中药药渣

指：不在上述三种类别内的垃圾，如：

餐巾纸、卫生间用纸、尿不湿、猫砂、狗尿垫、污损纸张、烟蒂、干燥剂、

污损塑料、尼龙制品、编织袋、防碎气泡膜；

大骨头、硬贝壳、硬果壳（椰子壳、榴莲壳、核桃壳、玉米衣、甘蔗皮）、

硬果实（榴莲核、菠萝蜜核）毛发、灰土、炉渣、橡皮泥、太空沙、带胶制

品（胶水、胶带）、花盆、毛巾；

一次性餐具、镜子、陶瓷制品、竹制品（竹篮、竹筷、牙签） 成分复杂的制

品（伞、笔、眼镜、打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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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学体检、住宿公寓押金及参加商保的相关说明

一、新生入学健康体检

新生需参加新生入学健康体检。具体体检时间以校医院通知为准。

二、如涉及住院治疗，学生自费承担的医疗费比例较高，建议学生自愿参加中国

人寿保险公司的“团体补充商业医疗保险计划”（简称“商保”）。

1）缴费标准：

每生每年 100 元，按学制收取

2）缴费方式：现金

3）缴费时间：入学教育周由辅导员统一收取

三、住宿公寓相关押金及收费标准

1）房卡、门禁卡、水卡、电卡；每张 25 元

2）校园卡；20 元每张

3）住宿公寓网络信息费 100 元/间

4）垃圾清运费 30 元/月.间

5）电费 1.2 元/度

6）冷水费 6 元/吨；热水费 4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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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报到季防范提醒

欢迎各位同学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为保证大家在入校期间有一个良好的学

习和生活环境，我们郑重提醒大家注意如下提示：

新生开学时段是高校案件高发阶段。犯罪分子利用新生初来乍到，人生地

疏，疏于防范，使用各种手段侵财侵物；其中针对新生的诈骗案件尤为突出，

希望各位同学提高警惕！

常见案件有如下十类：

陷阱一：谎称学生遇意外骗得家长汇款

陷阱二：推销人员真钞换假币

陷阱三：谎称帮忙趁机偷走行李

陷阱四：以找人为名义借机入室偷盗

陷阱五：假冒老师或后勤等职能部门名义骗取钱款

陷阱六：谎称家中变故骗钱财

陷阱七：借用银行卡为名掉包

陷阱八：推销为名卖假货

陷阱九：网上购物陷阱骗取钱财

陷阱十：订报事假，骗钱是真（冒充学生会或团委等部门老师）

请各位同学牢记，在新生报到期间，学校任何部门、任何个人不会上门收

取与现金有关的费用和介绍任何产品让大家购买，包括书刊等学习用品。

如发现有人上门推销此类，必是诈骗行为，请同学们第一时间拨打校园报

警电话：（中北）62238110，或直接与辅导员老师联系。

保卫处官方网站：bwc.ecnu.edu.cn

保卫处官方微信：平安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