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境内研究生新生入学须知

亲爱的 2018 级新同学：
欢迎你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攻读研究生！为顺利做好入学各项工作，请注意下列事
项：
一、报到时间：2018 年 9 月 1 日（星期六）8：30～16：30（良乡校区）
2018 年 9 月 2 日（星期日）8：30～16：30（和平街校区）
2018 年 9 月 2 日（星期日）8：30～16：30 （望京校区）
二、报到地点
（一）良乡校区
良乡校区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阳光南大街与白杨东路交叉口东北角
报到地点：良乡校区教学楼北侧
良乡校区报到人员：
硕士研究生：中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中药学院、针灸推拿学院、护理学院硕
士研究生请到良乡校区报到。
博士研究生：中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中药学院、针灸推拿学院博士研究生请
到良乡校区报到。
（二）和平街校区
和平街校区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报到地点：管理学院会议室 319 室、人文学院会议室 211 室
和平街校区报到人员：
硕士研究生：管理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请到和平街校区报到。
（三）望京校区
望京校区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 6 号
报到地点：望京校区主楼大厅
硕士研究生：临床医学院（东直门医院）、临床医学院（东方医院）、临床医学院
（第三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学院（广安门医院）、临床
医学院（西苑医院）、临床医学院（北京中医医院）、临床医学院（望京医院）硕士研
究生请到望京校区报到。

博士研究生：临床医学院（东直门医院）、临床医学院（东方医院）、临床医学院
（第三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学院（广安门医院）、临床
医学院（西苑医院）、临床医学院（北京中医医院）、临床医学院（望京医院）博士研
究生请到望京校区报到。
三、新生凭签发的《录取通知书》报到，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报到者，在报到日之
前以书面形式向学校请假。无故逾期半个月不报到者，将取消入学资格。
四、报到时应携带以下材料：
1、博士研究生：硕士学历证书及学位证书原件；英语六级合格证书或日语四级证
书原件并交复印件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正反面需复印在同一页 A4 纸上）。
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证书原件及学士学位证书原件；英语四、六级合格证书
或日语四级证书原件并交复印件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正反面需复印在同一页 A4
纸上）
。
2、组织关系
（一）党组织关系
下表所列录取学院从京内转入的研究生，报到之前请确保原单位已将党组织关
系在“党员 E 先锋”平台（http://106.38.59.216/dj/）中转出至北京中医药大学 XX
学院。
下表所列录取学院从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及其下属单位，或从京外转入的研究
生，入学报到当天务必携带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到“组织部”报到处办理组织关系转入
手续。请勿将介绍信随人事档案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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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所列录取学院不采用网上接转，需要携带纸质介绍信逐级接转：报到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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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所列录取学院，按表格所示接转组织关系。请勿将介绍信随人事档案寄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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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个人人事档案密封前，请务必确认入党材料是否齐全、完整。
（二）团组织关系
直接介绍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团委，并携带团员证。
3、户口迁移
①新生入学时自愿选择是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②户口迁移手续仅限新生入学时办理（报到时交到户籍科），新生入学报到时若
不迁移户籍，入学后将视为自动放弃，逾期不再受理。学生学籍在校期间不办理户口
的迁入、迁出；
③新生为农业户口，若要迁移户口需要将户口性质变更为非农业户口后方可迁移
户口；
④办理户口迁移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家庭户口本到当地公安机
关办理《户口迁移证》，户口迁移证一律填写“北京市朝阳区北京中医药大学”。请
认真核对迁移证上所有个人信息，所迁户口姓名、身份证号必须与报考时所填写的姓
名、身份证号一致；

⑤《户口迁移证》上的出生地和籍贯要写至 xx 省 xx 市/县。迁移证上字迹必须
打印的清晰可辨。
注意事项：
①《户口迁移证》“原住址”一栏中如出现“（乡村）”字样不予办理落户；
②定向就业、北京市户口者不办理户口迁移；
③若迁移户籍需严格审查迁移证信息，如不符合要求，自行回原籍变更；《户口
迁移证》上的信息不完整或者有误不予办理落户；
④《户口迁移证》请自留一份复印件，以备不时之需。
五、行李及卧具
1、请新生随身携带并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托运的行李物品，学校不统一代领。
此外，火车站可办理托运行李送达学校服务，费用由新生自付。请将“行李标签”贴于
行李两端，前往良乡校区报到的学生需要使用黄色“行李标签”。前往和平街校区报到
的学生需要使用粉色“行李标签”。前往望京校区报到的学生需要使用蓝色“行李标签”。
温馨提示：由于铁路托运行李送达学校时间相对较晚，有急需行李物品者建议随
身携带或直接到托运站口自行领取。
2、按照规定，学校不统一为新生购置卧具。为方便新生，学校已联系经市质监局
监控并具备生产资质的卧具生产厂家，在报到期间来校内为学生提供床上用品购置服
务，新生可自愿选购。
温馨提示①：厂家提供卧具为 12 件套（全套参考价 479 元左右，以现场实际价
格为准）
，包括棉被 1 件、褥子 1 件、硬质棉垫 1 件、枕芯 1 件、蚊帐 1 件、凉被 1
件、床单 2 件、被罩 2 件、枕套 2 件。技术指标：自然棉花为三级梳棉，4 斤重棉
胎，拉网、外包、机器行缝，里、面均为纯棉布。
温馨提示②：为方便学生，卧具生产厂家提供网上选型、预定、支付及送达服

务，欢迎自愿选择。客服电话：4001661030,61056088；微信二维码

。

温馨提示③：因学生床为上床下桌式家具，为保证学生的住宿安全，请学生不
要使用弹簧软垫。学生床铺的外型规格尺寸为：0.9m×2.05m，供新生参考。
六、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
意见》文件要求，研究生须按学年缴纳学费。如不按时足额交纳学费，学生将不能进行

新学期注册。2018 年的缴费工作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1、从银行卡里扣取学费和住宿费
使用此缴费方式的学生必须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之前将应缴费用存入学校统一办
理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中。
2、微信缴费
使用此缴费方式的学生请于 8 月 27 日 9:00-8 月 28 日 16:00 期间通过微信缴纳
学费（仅在此时段内有缴费数据显示）。缴费方式：微信关注北京中医药大学财务处公
众号（微信号:bucmcwc）--进入公众号—业务办理—缴费业务—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用
户名和密码均为本人学号—缴费即可。注意：因为微信缴费部分学生（II 类卡）上限
1 万元，因此学宿费总额大于 1 万元的学生务必提前两天分次将学宿费预存至微信零钱
中，以便足额付款成功。
3、支付宝缴费
使用此缴费方式的学生请于 8 月 27 日 9:00-8 月 28 日 16:00 期间（仅在此时段
内有缴费数据显示）登录网址 jiaofei.bucm.edu.cn，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和密
码均为本人学号），办理缴费即可。
学费标准：
硕士：学术型：￥8,000/年，专业学位：￥10,000/年；
博士：学术型：￥10,000/年，专业学位：￥12,000/年；
住宿费标准：
良乡校区：女研究生￥900/年，男研究生￥1200/年
和平街校区：女研究生￥900/年，男研究生￥900/年
望京校区：女研究生￥900/年，男研究生￥900/年
七、备注：
1、学校不再设置现场收费等其他收费形式。
2、根据人民银行统一规定，自 2018 年起学校统一发放的农行卡为银行 II 类账
户借记卡。日累计收、付上限各 1 万元，年累计收、付上限各 20 万元。故采用银行卡
统一扣取学宿费的学生中使用 II 类账户借记卡且学费、住宿费累计高于 1 万元的学生，
请于 8 月 22 日前分两次存入足额学费、住宿费，单笔存入低于 1 万元。
3、采用银行卡统一扣取学宿费的学生且学费、住宿费累计高于 1 万元的学生，学
校将于 8 月 23 日扣除 1 万元，8 月 24 日扣除一万元以上部分的金额。所持银行卡为

II 类卡的学生，务必保证 8 月 23 日本卡无其他消费支出。
4、应缴费用包括学费和住宿费，相关说明如下：1）按学费标准不同存入足额学
费。 2）按住宿标准不同存入住宿费 900 元或 1200 元。
5、请确保在扣除应缴学费和住宿费之后，银行卡内仍有 10 元以上余额，否则扣
款不能成功，且将会影响学生本人的注册。

祝各位同学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生活愉快、学业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