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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 年新生网上预报到须知  

亲爱的新同学： 

欢迎你们转段进入北京联合大学学习！ 

为保证你们顺利入学，请同学们认真阅读预报到须知并确保按时执行。 

1. 网上预报到时间：2019 年 8 月 10—8 月 26 号（早 8:00-晚 19:00） 

2. 预报到网址：http://ybd.buu.edu.cn，   

登录名和密码均为身份证号（身份证号中如有 x 请小写） 

3. 预报到流程： 

8 月 26 日前登录预报到网址完成以下事项： 

①请先填写《新生问卷调查》，然后进入预报到环节。  

②填写是否报到、是否申请住宿等信息（由于身高、体重等身体原因不能住上铺的

请说明，以供参考）。  

③请上传本人近期免冠 1 寸彩色证件照片电子版做校园卡使用。 

④填写北京银行卡卡号。请持本人身份证到任何一家北京银行办理借记卡一张，本

人开卡并激活，在预报到系统内填写本人的北京银行卡卡号。 

⑤通过网上缴费方式预交伙食费。学校将为新生统一免费办理校园卡，供学生在校

期间就餐、借阅图书、医疗、上机等使用。建议各位新生在报到前预交伙食费 200 元，

此款将存入新生本人的校园卡中，便于报到后在校内使用。 

⑥有住宿需求的学生，请务必勾选住宿，开学报到时现场安排住宿，费用缴纳另行通知。

如有问题，学前教育（贯通高职）专业 请致电 师范学院宿管：010-64228423；小学教

育（贯通高职）请致电 北四环校区宿管：010-64909361 

⑦须填写并维护好常用联系手机号码,作为学校与本人联系的有效方式，同时学校将

相关信息推送到此号码。 

⑧补全预报到系统内的个人信息。 

注意：以上信息点击确认提交后如需修改，请 15 分钟后重新登录进行修改。如有使

用问题，请致电 010-64900607。 

4.新生可以从微信端进行预报到信息登记，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①请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北京联合大学微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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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请于关注半小时内进行身份验证，否则需要取消并重新关注。在“关注助手”中，点

击左下角“身份验证”-“新生认证”，输入考生号和身份证号提交，再输入微信号和手机号

进行绑定（微信号在微信个人信息中查看或设置）； 

③在微信通讯录的企业号中进入“北京联合大学微门户”，选择“新生预报到”，进行查

看通知、填写调查问卷、信息登记等操作； 

5.新生入校时，将开通学校电子邮箱，访问地址为 http://mail.buu.edu.cn，用户名为

本人学号@buu.edu.cn，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如含字母，则为去掉字母后的后六

位），第一次登录必须按提示修改密码。学校各类通知将通过此邮箱下发，学生可通过

此邮箱提交相关资料，未报到学生 9 月 14 日之后将被删除。 

 

相关问题咨询电话 

问题 联系方式 咨询时间 

预报到网站问题 010-64900607 

8 月 10—8 月 26 号 

（8:30-11:30） 

（13:30-16:30） 

宿管中心 北四环校区:010-64909361 外馆斜街校区：010-64228423 

户口迁移 010-64216777（师范学院） 

绿色通道 010-64900260、010-64909396 

 

二、2019 年新生收费一览表  

 

学院 专业名称 层次 住宿费（元/学年） 校园充值 
体检费  

(元/人） 

师范 

学院 

学前教育 贯通高职 750 元 

以实际缴费标准为准 
200 130 

小学教育 贯通高职 

说明：申请住宿的学生必须在网上报名填写家庭住址，学院将根据申请住宿人数和现有床位安排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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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生报到事宜  

（一）报到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 专业 所在校区 报到地点 

8 月 27 日

（周二） 

小学教育 

（贯通高职） 

北四环校区 

（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7 号） 

体育中心 

二层大厅和综合馆 

学前教育 

（贯通高职） 

外馆斜街校区 

（朝阳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 5 号） 
操场 

说明： 

1. 请按规定时间报到，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须及时联系学院并得到批准，逾期无故不报到者，将

被取消入学资格。 

2. 因学校停车位有限，学校内不能提供停车，可在学校周边停车场停放车辆，请学生和家长尽量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前来报到。 

（二）报到内容及携带材料 

1.在各学院接待处进行报到； 

2.办理住宿手续； 

3.报到当天领取校园卡，需持卡进行信息采集与确认，为后续在校的学习、生活准备

基础数据；对校园卡充值后可在校园内消费使用，新生可通过支付宝、现金等方式充值，

前期预充值的可以直接使用； 

4.报到携带材料 

(1) 转段录取通知信； 

(2) 身份证原件； 

(3) 新生个人档案； 

(4) 近期同版一寸蓝底免冠照片 8 张； 

(5) 党团组织关系：团员需带团员证； 

(6) 行李：行李，被褥等床上用品请自带，也可在报到当天购买（参考标准:上下木

板床，床的规格是 90cm*210cm）； 

如申请缓缴学费，携带材料请见《关于申请办理绿色通道或家庭经济困难生认定的

说明》；已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学生需携带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受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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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生如申请免缴北京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请携带免缴证明证件。 

 

（三）新生入学安排 

1. 开学典礼 

9 月 6 日，地点：北四环校区体育中心体育场 

2. 选课安排 

8 月 30 日-9 月 1 日，新生网上选课。 

3.军训安排 

2019 级新生军训时间拟安排在 2020 年 5 月 4 日-5 月 17 日 

（四）新生校园网使用方法 

我校学生宿舍区全部提供无线接入方式，安装好无线网卡后搜索“BUU”无线网络，

选择连接后即可接入校园网。访问任何 Internet 页面均会弹出认证界面，输入上网帐号和

密码，通过认证后即可访问。校园网网络故障申报与处理：64900618。 

新生入学后上网帐号将自动开通，用户名为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 6 位（如最

后一位为 X 则前移一位）。用户可从登录页面（http://10.11.7.40）自行修改初始密码。 

特别提示：根据《北京联合大学学生公寓管理规定》，宿舍上网时间为早 6：00——

晚 11：00。北四环校区宿舍可提供运营商宽带接入，报装与报修电话如下：  

男生宿舍：96007/13331004192（北京宽带通）女生宿舍：10050（中国移动） 

请同学们安全健康用网，严禁在宿舍内进行私拉网线、破坏网络设施、翻墙、发表

不良言论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高职生参加北京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须知  

根据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京政发〔2010〕38 号）的

精神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的《北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实施细

则》，高职学生自愿参加北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180 元。 

参保学生发生符合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和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

目录、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的医疗费用，由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 

参加北京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高职生，有以下证件之一的，可办理免缴费手续：

《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北京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6/ 13 

 

《北京市城市居民低收入救助证》、《北京市农村居民低收入救助证》、《北京市城市

居民生活困难补助金领取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第二代）。 

 

五、关于申请办理 “绿色通道 ”或家庭经济困难生认定的说明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申请办理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入学后申请家庭经济困难生

认定、国家助学贷款的新生须注意以下事宜： 

（一）需提供的证明材料（以下简称“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凡家庭持有《北京市城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或《北京市城市居

民生活困难补助金领取证》或《北京市低收入家庭救助证》、 

低收入农户等证件之一的学生或孤残学生； 

请持当地政府部门颁发的有效证件及《北京联合大学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表

格见附件）到校报到。调查表内信息要填写完整、准确，学生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

政部门必须加盖公章，否则无效。开学报到当天请携带原件及复印件 2 份。 

（二）新生入学“绿色通道” 

开学报到当天需缓交学费的学生在“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处提交“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的原件，以备查验审核。 

（三）困难生认定和国家助学贷款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作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依据。开学报

到当天，将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原件、复印件交学院学生管理部门。关注北京联合大学学

生个人门口网站 http://my.buu.edu.cn/，入学后按要求办理困难生认定和国家助学贷款手

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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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联 合 大 学 学 生 及 家 庭 情 况 调 查 表  

学院：                   专业/系：                        班级/学号： 

学
生
本
人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民 族  

身份证 

号码 
 

政治 

面貌 
 

入学前 

户口 
□城镇 □农村 

家庭人口
数 

 
毕业 

学校 
 家庭收入来源 

□务农  □固定工资 

□低保 □不固定工资 

孤 残 □是□否 
单  

亲 
□是□否 烈士子女 □是□否 

家庭通讯

信 息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区号）－ 

家
庭
成
员
情
况 

姓名 
年

龄 

与学

生 

关系 

工作（学习）单位 职业 月收入（元） 
健康 

状况 

       

       

       

       

影响家

庭经济 

状况有

关信息 

家庭月收入                 （元），家庭人均月收入                 （元）。学生本

学年已获资助情况                                                                                                           

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                                                        。

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                      。家庭成员因残疾、年迈而劳动能力弱情

况：                             。家庭成员失业情况：                         。

家庭欠债情况：                                                                。 

签 
 

章 

学生 
本人 

 

学生
家长
或监
护人 

 

学生家庭
所在地乡
镇或街道
民政部门 

 
经办人签字：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民政部

门信息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区号）－ 

注： 1. 此表由需申请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和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填写，其他学生不必填写。 

2. 本表填写完毕后，于每学年学生报到注册时上交至班主任、辅导员。 

3. 相关资助信息请到校学生处网站：http://ldxsc.buu.edu.cn 查询。 

 

http://ldxsc.bu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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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生体检相关事宜  

亲爱的新同学： 

欢迎你加入北京联合大学大家庭！校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在向你祝贺的同时，也承担

起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任务。为保护同学们身心健康地顺利完成学业，报到后校医

院（医务室）将组织入学体检、预防接种等工作: 

    1.入学体检：请按照各学院通知的具体时间参加体检。我们会对体检中发现的异常

结果进行复查，对严重疾病及时提出建议。体检结果将作为军训参考，请及时关注校医

院（医务室）、学院通知。 

        2.入学就医：初入大学校园，开始适应集体生活，如遇身体不适，请及时到校医院（医

务室）就医，医疗费用按北京市相关政策执行（具体就医流程将在新生健康教育课说明）。

咨询电话: 010- 64909381（北四环校区）、010-64217711-3105（外馆斜街校区） 

 

 

七、校园卡使用说明  

（一）校园卡启用 

校园卡在领取之后，无需激活即可使用。 

（二）校园卡密码 

校园卡默认查询以及消费的初始密码均为持卡人身份证后六位数字，末位编码是X

的密码为X前六位数字。 

查询密码用于持卡人对于校园卡内相关信息的查询（语音查询电话：

010-64900602；网站查询地址：http://card.buu.edu.cn），消费密码用于超出日累计消费限额时

的认证。 

校园卡密码可以通过语音电话（010-64900602）按提示进行修改；或者登陆网站

（http://card.buu.edu.cn）进行修改。 

（三）校园卡充值 

专业 日期 内容 地点 费用 地点 

小学教育（贯通高职） 9 月 5-9 日 新生体检 校医院 130 元/人 北四环校区 

学前教育（贯通高职） 待定 新生体检 师范学院 130 元/人 外馆斜街校区 

http://card.bu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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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机支付宝自助充值 

A.登陆手机支付宝APP，选择“教育公益”中的“大学生活”。 

 

B.选择“一卡通”。 

 

C.点击“立即充值”。 

 

D.学校选择“北京联合大学”，输入姓名，卡号（即学号），充值金额，点击“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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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金充值 

持校园卡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所在校区校园卡充值窗口办理。 

（四）挂失及解挂 

1.挂失 

校园卡丢失后，请及时挂失，挂失方式： 

电话挂失：010-64900602 

网站挂失：http://card.buu.edu.cn 

2.解挂 

持卡人找回已经挂失的校园卡，持本人持有效证件及校园卡到所在校区校园卡充值

窗口办理解挂。 

（五）补卡 

校园卡丢失或损坏需重新补办的，持本人有效证件到所在校区充值窗口或卡务中心

办理，补卡需交纳工本费20元。 

（六）校园卡充值、消费信息查询 

登陆http://card.buu.edu.cn查询。 

http://card.buu.edu.cn/
http://card.bu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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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全提示  

亲爱的同学： 

    欢迎你成为北京联合大学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平安快乐地度过大学

生活，校保卫处提醒你加强自我管理，增强自我防范意识，有效预防人身和财产的不法

侵害。为此，我们建议你做好以下防范措施：  

（一）报到旅途中的注意事项 

1. 妥善保管携带的行李，不要让携带的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 

2. 注意保护个人及家庭成员的信息，不要向陌生人透露。 

3. 上下车时不要拥挤，谨防财物被盗。 

4. 大额现金存入银行，并注意保管银行卡密码，不要用身份证号、生日、电话号码等

作为密码。 

（二）到校报到时的注意事项 

    1.学校在火车站设有专门接待站，迎新工作人员、车辆配有工作证、迎新标志，请注

意查看；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接站人，不要随意搭乘未经学校人员指引的接送车。 

    2.各种入学手续要由本人或家长直接办理，不要交付陌生人代办各种交费、存款等手

续。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不要让陌生人代管，以防钱财被骗。 

    3.选择自驾车来校报到的同学，要耐心听从现场保卫人员的指挥，物品堆放不占道，

把车停放在指定区域。 

    4.警惕推销，以防上当受骗。更换手机卡请到校园宣传点或者正规营业厅办理；购买

各种生活用品可到学校超市或周边大型超市购买。 

（三）大学生活中的注意事项 

1.如何防诈骗 

（1）只要一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掉；只要一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掉。 

（2）只要一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的，一律挂掉。 

（3）所有短信，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 

（4）微信不认识的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一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2.如何防盗窃 

（1）随手锁门关窗，贵重物品要放带锁的抽屉、橱柜等。 

（2）存折、银行卡不与身份证、学生证等共放。 

（3）遵守宿舍管理规定，不留宿外来人员。 

（4）保管好自己的钥匙，不要轻易借给他人。 

3.如何防火 

（1）注意用电安全，不违章用电，不乱拉电线，不使用禁用电器。 

（2）不使用蜡烛等明火照明用具。 

（3）不在教室、宿舍以及公共场所吸烟，不乱丢烟头、火种。 

（4）不得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禁止使用液化炉、酒精炉等灶具。 

（5）人走熄灯，关闭电扇、电脑等在用电器，正确使用各种充电器，不要超长时间

充电。切断电源，能彻底保证不发生用电火灾。 

（6）不在楼道堆放杂物，不焚烧垃圾，不乱扔未熄灭的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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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防人身侵害 

（1）外出时尽量结伴而行，晚归时避免单独行走。 

（2）不要轻信他人引诱，加入“帮派组织”寻求保护或敲诈勒索他人，以身试法，贻

误一生。 

（3）不要为一时冲动而与人争吵、斗殴，更不要出于“哥们义气”参与打群架。 

（4）不要沉浸于网吧和打游戏机，玩物丧志，影响身心。 

（5）不要轻易接受他人的食品、饮料，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迷魂药实施拐骗、抢

劫等。 

（6）不要告诉陌生人自己的家庭住址。家门钥匙要妥善保管，不要给陌生人。 

5.如何防范毒品 

（1）少去娱乐场所，拒绝陌生人赠送的香烟和饮料。 

（2）尽量不要结识有不良习惯的人。 

（3）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4）对任何形式的毒品，不要盲目的好奇和尝试。 

6.如何注意网络安全 

（1）不要随意点击不明邮件中的链接、图片和文件。 

（2）警惕中奖、修改网银密码的邮件、短信，不要轻易点击未经核实的陌生链接。 

（3）不要在网吧、宾馆等公共电脑上登录个人帐号或进行金融业务等。 

（4）当收到与个人信息及金钱有关（如中奖和集资等）的邮件时要提高警惕。 

（5）不在网络上造谣、传谣。 

7.如何注意交通安全 

（1）遵守交通法规，掌握基本交通安全知识。 

（2）遵守校园内交通管理规定，禁止在校园内骑车。 

（3）行走时注意力集中，不在路上看手机、进行球类等活动。 

（4）外出时不要乘坐非法营运的车辆，晚上不要单独外出，更不要到偏僻的地方散
步、游玩，以确保自身安全。 

8.如何注意食品卫生安全 

（1）尽量在学校的食堂就餐。 

（2）不吃来路不明的食物。 

（3）不吃街边、露天小摊等无证场所经营的食物。 

（4）如因食物中毒或细菌感染而引起腹痛、腹泻、呕吐等不良现象，应及时就医。 

9.如何报警 

（1）在校园内发生意外，发现或受到不法侵害时，应及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或拨
打 “110” 报警，并说明详细情况，注意收集证据，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 

（2）在校园外发生意外或受到不法侵害时，应保持镇定，稳住对方，伺机拨打 “110”

报警或向周围群众寻求帮助。 

学校各校区保卫部门 24 小时报警电话 

北四环校区：010-64900110、010-64900053      

外馆斜街校区：010-64216777 全面的校园安全服务，欢迎关注 BUU 平安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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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联系方式  

北四环校区 

（一）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7 号 

（二）乘车路线： 

公交：13、18、119、361、379、386、407、408、409、419、490、538、594、596、

658、660、674、684、696、740 内、740 外、905、928、944、983、特 9 内、特 9 外、

特 16、运通 101、运通 110、运通 113、运通 201 等惠新东桥站、育慧里站、育慧北里站

下车。 

地铁：地铁 5 号线惠新西街北口站下车，B 口出向东行至惠新东桥桥下，东北角即

是。 

（三）联系电话： 

宿舍办：010-64909361、64900214（男生）； 

010-64900423、64900152、64909259（女生） 

外馆斜街校区（师范学院） 

（一）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 5 号 

（二）乘车路线： 

公交：104、108、113、119、124、18、328、407、426、558、75、758、90、快速

公交 3 线、特 11 路蒋宅口站下车，往北往西(步行大约 10 分钟)；82、90、380、409、特

2 路鼓楼外大街北站下车，往东 200 米(步行大约 6 分钟)；300、302、361、367、387、

407、422、601、607、641、671、683、718、731、848、967、特 8、运通 101、运通 104、

运通 201 路安贞桥西站下车，由中国木偶剧院往南再往西(步行大约 8 分钟)；113、123

路外馆斜街站或安华西里站下车 (步行大约 3 分钟)。 

地铁：地铁 8 号线安华桥站下车出 D2 口往南再往东（步行大约 10 分钟）。 

（三）联系电话： 

010—64213054 （招生办公室）010—64249410 （学生处） 

010—64228423 （宿管中心）010—64216777 （保卫处） 

 

北京联合大学教务处招生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7 号 

咨询电话：010—64900915、64900013、64909337（传真） 

网址：https://zsxx.buu.edu.cn 

E-mail:ldzs@bu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