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2020 级新生入学指南

亲爱的新同学，祝贺你考入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在此，我们谨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和热烈的欢迎！请务必认真仔细阅

读入学指南，提前做好来校的各项准备，以便顺利报到入学。

一、报到安排

⒈报到时间及地点：

本科、预科报到时间：2020 年 9 月 20-21 日(毕节市外学生报到时间 20

日，毕节市学生报到时间 21 日），专升本报到时间：2020 年 8 月 29 日，

报到地点：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毕节市七星关区学院路）。

注：逾期一周不报到者，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学校将按相关规定

和程序取消学籍。

⒉新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入学手续，如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报到

者，应填写《新生请假申请单》（请假申请单在我校教务处网站文档下载

专区下载），新生本人、家长签字后，将请假申请单和有关证明材料通过

中国邮政特快专递邮寄至学校招生办公室（地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学院路，邮编：551700，收件人：吴家熠，电话 0857-8331317），也可将

请假申请单和有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发至邮箱 ggczkzx@163.com，请假受理

时间不超过 9月 28 日（特快专递以邮戳时间为准，邮箱以发件时间为准），

经学校批准后方可延长报到日期，未经我校同意逾期不报到者，视为自动

放弃入学资格。

注：请新生务必在规定的时段内报到，我校在毕节东客站和汽车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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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均设有新生接待站，建议不要提前到校。

⒊报到所需材料

（1）《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2020 年新生录取通知书》；

（2）身份证原件（必须与高考报名时所用身份证一致）；

（3）高考《准考证》；

（4）党团组织关系。

共青团员凭《录取通知书》到原就读学校基层团组织办理组织关系介

绍信，同时携带《入团志愿书》等档案材料，报到时交辅导员老师，由班

级统一收交学校团委。

党员手续转到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党委组织部。由新生本人持《组

织关系介绍信》及密封的档案材料到党委组织部接受审查，审查合格后出

具相关证明到各教学学院党总支继续接受培养、管理和教育。

（5）《贵州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承诺表》；

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务必如实填写，报到时交辅导员老师。

二、户籍档案办理

根据毕节市公安局毕公户（2005）19 号批复：

⒈省内新生均不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⒉省外新生按“自愿原则”办理，户口迁入地地址为：贵州工程应用

技术学院。

咨询电话：0857—8330268（保卫处）

暑期咨询时间：周二、周五 9:00—11:30，15:00—17:00

三、新生纸质档案移交



新生凭《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准考证》到本人纸质档案保

存单位（原就读中学）领取纸质档案（须由保存单位密封），按下列两种

方式办理：

⒈自带档案。新生到校报到时交辅导员老师统一收交学生处，在此之

前，请新生务必妥善保管档案，切勿遗失；

⒉邮寄。新生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将档案寄送至“贵州省毕节市七

星关区学院路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生处李琼镱老师”(联系电话

15085728626，邮政编码：551700)。请妥善保存邮政 EMS“寄件人存”收

据联，以备查询投递情况。办理档案邮寄时请务必在信封上注明“新生档

案”字样及录取专业。

咨询电话：0857—8330279（学生处）

暑期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1:30，15:00—17:00

四、交费须知

⒈实行微信交费和网上交费，现场只处理微信交费及网上交费中不能

处理的特殊情况。

2.银行卡已随通知书寄出，请持建行卡及本人身份证到当地建行网点

激活并开通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并于 9月 19 日 23 时前（专升本 8月 28

日 23 时前）完成交费，届时交费系统将关闭，会影响您的报到注册。

3. 交费注意事项

（1）申请助学贷款的同学，入学报道前通过关注贵州工程应用技术

学院计划财务处公众号微信缴费或指定的网上缴费方式进行缴费时，先填

写助学贷款信息，交费时会自动预抵扣相应费用，待助学贷款资金到账后



冲抵学费（学分学费、专业学费）和住宿费，多退少补。

（2）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可享受教育精准扶贫资助，入学报道前通过

关注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计划财务处公众号微信缴费或指定的网上缴

费方式进行缴费时，先填写精准扶贫信息，交费时会自动预抵扣相应费用，

待精准扶贫资金到账后冲抵学费（学分学费、专业学费），多退少补。

（3）申请助学贷款学生且是建档立卡贫困精准扶贫生，入学报道前

通过关注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计划财务处公众号微信缴费或指定的网

上缴费方式进行缴费时，先填写精准扶贫和助学贷款信息，交费时会自动

预抵扣相应费用，待助学贷款和精准扶贫资金到账后冲抵学费（学分学费、

专业学费），多退少补。

（4）没有申请助学贷款又不享受精准扶贫资助的学生，请报到前通

过微信或者网上交清学费（学分学费、专业学费）、住宿费。

（5）新生住宿费统一暂按 900 元交费（8人间标准），待入学安排住

宿后根据实际情况补交差额部分，多退少补。

4.交费方式

（1）微信交费（推荐），通过关注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计划财务

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如下。进入微信公众号后，点击“交费

服务”，进入登录页面，输入账号（新生默认为身份证号），输入密码（身

份证号六位），进入学生交费系统首页，点击“我要交费”，选中需要交

费的项目（建档立卡精准扶贫及助学贷款的学生，请务必先填写精准扶贫

和助学贷款信息，避免多交费），然后点击提交，按支付步骤操作交费即

可，交费后可查询。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计划财务处微信公众号

（2）网上交费系统交费（目前只支持建行卡）：

进入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计划财务处网站 http://jcc.gues.edu.cn/，点

击交费通道，或者进入中国建设银行官网 www.ccb.com进入“悦享生活”，

点击“应用服务”，选择左侧列表“教育服务”，点击“学杂费”，选择

省份（贵州省）、城市（毕节地区）、收费单位（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学费）、交费编号（输入学生身份证号），根据提示进行交费。

5. 学费、住宿费交费成功后，学生根据录取时提供的电话号码，可在

贵州省财政电子票据获取和查验网（http://fs.guizhou.gov.cn/billcheck)上，

根据收到的短信校验码，自行在网上打印《贵州省政府非税收入统一票据

（电子）》电子发票。

6. 本科学费标准：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专业学费 学分学费 合 计

文学、教育类 元/生/学年 740 3360 4100

理学、工学类 元/生/学年 840 3360 4200

艺术类 元/生/学年 5640 3360 9000

7. 预科学费标准：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学费



文 科 元/生/学年 3830

理 科 元/生/学年 3830

8. 住宿费标准：

类 型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备注

公寓 1-2 人间 元/生/学年 1400

公寓 4人间 元/生/学年 1200

公寓 6人间 元/生/学年 1100

公寓 8人间 元/生/学年 900

9. 其他：

（1）新生在报到时，请交一份身份证复印件到各学院报道点（复印

件上注明仅限建行毕节桂花支行办理开户使用），由各学院收齐后再统一

交给计财处，为学生办理银行账号补充资料。

（2）学校不会委托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代收以上费用，请各位同学

和家长注意资金安全。

（3）交费指南可在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计划财务处微信公众号以

及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计划财务处网站（http://jcc.gues.edu.cn/index.jsp）

“服务指南”下“新生报到”查看。

计划财务处咨询电话：0857—8330099

暑期咨询时间：周二、周五 9:00—11:30，15:00—17:00

五、学生资助体系

为了让每一位学子能安心完成学业，我校建成了融“奖、助、贷、勤、

补、减、免”等途径为一体的多元化资助体系，确保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从入学到毕业离校的全程资助。

1.绿色通道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如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可在开学报

到期间通过“绿色通道”先办理入学手续，入校后向学校申报家庭经济困

难情况，由学校核实认定后采取不同措施予以资助。

2.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可凭我校《录取通知书》等资料到所在县教育局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交学费和住

宿费。入学报到时，执该机构出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证明》到学

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确认后，即可正常办理其它手续。

3. 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

贵州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入学报名时，学校按本科 3830 元/生・年的

标准先行免除学费，学校只收取超出以上标准的部分。入学后按 1000 元/

生・年（每生每学期 500 元）的标准发放专项助学金。

4. 奖学金

为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旨在

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学校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院奖学

金、光华奖学金、兴华奖学金等奖学金。

5. 助学金

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地完成学业，主要用于资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学校设有国家助学金、无偿献血爱心帮扶基金、专项助学金等

资助项目。

6. 学费、住宿费减免及困难补助

由学校出资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给予学费、住宿费减免或特殊



困难补助，在校学习期间患重症疾病或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变故

致贫的学生可申请。

7.勤工助学

学校设立校内勤工助学岗位，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缓解生活压力，

培养学生自立自强精神，增强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勤工助学本着“自助助

人”的理念，各岗位优先录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8.驾驶技能培训费资助

为帮助学生提升就业竞争能力，在校学生参加驾驶技能培训时可享受

培训费减免。

咨询电话：0857-8338509（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暑期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1:30，15:00—17:00

六、住宿安排

1.新生入学前，学校为每名新生安排住宿床位，报到时由所在学院安

排入住。

2.住宿费将根据贵州省发改委、财政厅、教育厅联合印发的《贵州省

高等学校学生公寓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黔发改收费[2016]116 号）文件

规定收取。

七、新生军训安排

1.2020 级新生军训按学校规定时间在校内进行。

⒉军训期间，根据训练要求所有参训学生必须统一着装。学校对军训

装备采取统一招标，中标厂方可在校销售军训装备，价格根据当年的招标

价格进行销售。报到当天，学生在指定地点向供应商购买。



3.患有心脏病、哮喘、癫痫、身体残疾等不适宜参训的新生，本人必

须如实向学校武装部及院、班报告，并持二甲以上医院证明或残疾证到学

校武装部申请办理免训手续，伤病康复期、特异体质（紫外线过敏）生理

期等不适宜参训的新生需写出申请到校武装部办理缓训手续，严格杜绝新

生带病参训，对隐瞒不报的新生，如在军训中出现人生安全事故由本人负

责。

八、入学资格审查

新生入学时，学校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审查合格的办理入

学手续，予以注册学籍；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考生信息等证明材料，

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者有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的，取消入

学资格。

学生入学后，学校在 3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进行复查。复查中发

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形的，确定为复查不合格，取消学籍；

情节严重的，学校将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复查中如发现学生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

以上医院诊断，需要在家休养的，可以按规定申请保留入学资格。

九、大学新生应征入伍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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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内可复学。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可选择入学，也可以选择参军入伍。选

择参军入伍，需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户口簿）、高中阶段教育毕业证

书，到户籍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领取并填写《应征入

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一式两份），同时提醒



县（市、区）征兵办，按教育部和总参谋部教学[2013]8 号文件要求及时与

我校招生部门联系（联系人：吴家熠；联系电话：0857-8331317）办理保

留入学资格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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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役入学后按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标准进行资助，同时

可获得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抚金。

3.复学转专业：经学校同意，退役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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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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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成本科学业后 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生，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国家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每年专门向

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

高职（专科）学生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可免试转入同专业或相近专

业本科班学习。

十、新生QQ群

新同学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请你实名加入录取专业QQ群，便于相关

事宜办理。

序号 学院 班级 QQ 群号

1 经管学院
2020 人力/财管专升本 1125152314

2020 财务管理 1095768664



2020 人力资源管理 1095768664

2 师范学院

2020 级学生群 1108442135

20 级教育 1班 133405531

20 级教育 2班 865779873

20 级教育 3班 718150882

20 级教育 4班 467981068

20 级教育 5班 719379893

20 级教育专升本班 754527980

3 人文学院

2020 汉语言文学专业 925839592

2020 广播电视学专业 905399120

2020 预科 543486780

4 外语学院
2020 英语专业 935680521

2020 专升本 915749134

5 矿业学院

2020 级地质工程专业 719592850

2020 级测绘工程专业 681914229

2020 级安全工程专业 664785253

2020 级采矿工程专业 178971500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级思政新生群 951710275

7 机械学院
2020 机械类新生群 947750273

2020 专升本 865994207

8 体育学院

2020 体育教育专业 435799483

2020 社体专业 940566187

2020 专升本体育教育专业 494993821

9 化工学院
2020 级化工与制药类专业 892821449

2020 级化学专业 892380938

10 艺术学院

2020 视觉传达设计 743136110

2020 美术班 792154649

2020 舞蹈表演 897204156

2020 音乐 1141187482

专升本美术班 452342615

专升本音乐 2班 669353556

11 土建学院

2020 级土木工程 1班 1011135561

2020 级土木工程 2班 329089187

2020 级工程管理班 1006013476

2020 级专升本 776092526

12 生态学院

2020 级生物科学 1036015611

2020 级地理科学 1044402224

2020 级环境生态工程 721332054

13 理学院

2020 级电子信息 791106193

2020 级物理学 791899572

2020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 776389119



14 信息学院

2020 软件 952739221

2020 大数据本 984010169

2020 计科本 1141966395

专升本 915138185

十一、贵工程·易班登录说明

易班是集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教学、生活服务、文化娱乐为一体的

互动、开放、共享的校园网络平台。通过易班，可了解学校，认识辅导员、

班主任和新同学，开启您的大学生活。请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扫描右侧二

维码下载安装“易班”手机客户端，登录并完成相关操作。

第一阶段：预报到。请于 9月 10 日- 16 日期间完成如下操作

步骤一、手机登录：（图 a）选择“新用户注册”按提示完成注册认证后

登录

图（a） 图（b） 图（c） 图（d）

步骤二、进入本校易班首页，点击“个人头像”（图 b）

步骤三、进入“个人信息”点击校方认证，按提示完成学生认证（图 c -d）

校方认证码为录取编号，录取通知书右上角数字，如 20200001，详情请进



迎新QQ群：1141309607 ）;

步骤四、易班群选择“2020 级新生群”；

步骤五、进入本校易班首页，点击右上方的加号扫描下方的军训服选购二

维码，按提示完成军训服预定；

步骤六、结合实际，参与“开学典礼-最美发言人”（详情请联系管理员，

或在易班首页查看易班使用手册#寻找最美发言人）

图 1（军训服预定） 图 2（易班使用手册） 图 3（贵工程 2020 级迎新群）

第二阶段：现场报到。请于9月 20-21日在报到现场完成如下操作：点击“扫

一扫”，扫描迎新现场的报到二维码，完成现场报到。

联系方式：2020 迎新咨询群号码 1141309607（注：此群为唯一正式群，可

咨询管理员入学事宜）

联系地址：易班发展中心办公室（绣山图书馆负一楼）

QQ客服 1：2224253489 Q Q客服 2：2313687649

十一、智慧校园信息卡使用说明

1.各位新生开通智慧校园信息卡后方可到校内食堂消费、到图书馆借

阅、在开通的门禁处刷卡等。

2.智慧校园信息卡按承载介质分为手机卡或白卡，各位新生可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使用。手机卡承载方式不易丢失、携带方便、安全性更高。

3.智慧校园信息卡应由本人使用，不得转借。拾到他人卡应及时上交



或设法归还本人。拾卡不还且恶意支出、使用者，有关部门将追回相应的

经济损失并根据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

4.智慧校园信息卡若有遗失应及时到挂失机、查询机或到智慧校园信

息卡管理中心进行挂失。遗失卡者需提供有效证件（身份证、学生证），

到管理结算中心注销原卡，申办新卡。

5.智慧校园信息卡遗失后，手机卡首次补卡免费，二次补卡根据相关

规定收费，白卡补卡需交工本费 20 元。

十二、温馨提示

⒈新生来校途中，务必保管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尤其是录取通知书、

户口迁移证、身份证、银行卡、档案等重要材料；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

以免被盗或丢失；不要将行李物品交给陌生人看管。

⒉新生来校途中，务必要乘坐有正规营业执照的交通工具，在车、船、

飞机上，切忌把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家庭电话及亲属情况等透露给陌

生人，不要食用陌生人提供的食品和饮料，遵守交通规则，保证顺利安全

到达学校。若没有家长陪同，途中要及时向家人汇报行程情况。

⒊请各位新生路途中务必注意安全，小心谨慎，切勿上当受骗。如需

帮助，请及时与警察联系。

⒋新生可自带行李，也可到校后在学校附近超市自行购买（每套行李

价格 300 元左右）。

⒌缴费收据是缴纳费用及领取各类物品的依据，请务必妥善保管。

⒍入学体检安排在报到后进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预祝新同学一路安全、顺利！我们期待你们的到来！

十三、联系我们

各学院联系电话

序号 学院 办公电话

1 人文学院 0857-8330265

2 马克思主义教学部 0857-8331315

3 师范学院 15721755559

4 经济与管理学院 0857-2198890

5 外国语学院 0857-2216373

6 艺术学院 0857-2198891

7 体育学院 0857-2212553

8 信息工程学院 17588869867

9 理学院 0857-2215156

10 化学工程学院 0857-2209981

11 生态工程学院 0857-2212932

12 矿业工程学院 0857-2219085

13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0857-2215271

14 机械工程学院 0857-2198226

学校官网：http://www.gues.edu.cn/

学院位置示意图



学校地处毕节市七星关区学院路 1号，交通便利，离毕节飞雄机场 16.8

公里，毕节高铁站 11.3 公里，汽车东客站 1.5 公里，新生到达后可以选择

乘坐的士车或公交车到达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