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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报到 
系科 专业名称 

专转本 

汉语言文学（专转本） 

会计学（专转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转本） 

环境设计（专转本） 

五年一贯制专转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五年一贯制专转本） 

人力资源管理（五年一贯制专转本） 

英语（五年一贯制专转本） 

机械电子工程（五年一贯制专转本） 

轨道交通工程系 

车辆工程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社会服务系 

劳动与社会保障 

档案学 

应用心理学 

电子信息工程系 

通信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信息工程 

 

9 月 14 日报到 
系科 专业名称 

文学与传播系 

汉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 

新闻学 

广告学 

播音与主持艺术 

工商管理系 

会计学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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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报到 
系科 专业名称 

机电工程系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外） 

光电与能源工程系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9 月 15 日报到 
系科 专业名称 

经济系 

金融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学（联培班） 

法政系 

法学 

人力资源管理 

城市管理 

外语系 

日语 

英语 

英语（联培班） 

计算机工程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工程（中外） 

艺术系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 

产品设计 

服装与服饰设计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备注：因录取批次时间原因，山西考生报到时间为 9 月 21 日。 



 

 

目   录 
一、2020 级新生报到须知 ............................................................................. 1 

二、新生报到前须准备的事项 .................................................................... 10 

三、2020 年新生收费一览表 ....................................................................... 11 

四、奖学金设置及帮困助学措施 ................................................................ 12 

五、后勤保障服务简介 ................................................................................ 13 

六、校园一卡通简介及领卡说明 ................................................................ 15 

七、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出国（出境）留学项目简介 ................................ 16 

八、2020 级新生生活用品订购说明 ........................................................... 18 

九、校园平面图 ............................................................................................ 19 

新生报到相关事宜咨询电话一览表 

事宜 部门 咨询电话 

 总值班 0512-66551901 

生活用品订购 后勤物业 0512-66316996 

党员组织关系接转等 党委办公室 0512-66510521 

财务缴费 财务处 0512-66578125 

出国出境项目咨询 国际交流处 0512-66552054 

保留入学资格、请假等 教务处 0512-66558062 

征兵、生源地助学贷款等 学生处 0512-66556468；0512-66576279 

档案接转 招生就业处 0512-66551901 

预报到系统 信息中心 0512-66554628 

户口迁移 保卫处 0512-66557027 

备注：咨询时间为工作日 9:00-11:30；14: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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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 级新生报到须知 

2020 级新生： 

你好！欢迎你就读苏州大学文正学院，请按照以下要求来校报到： 

一、报到时间 

以录取通知书内报到时间为准。 

请按照上述时间准时报到，原则上不予提前或者延后。 

报到时须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新生录取通知书》和本人二代身份证，按照规

定的时间来校报到，切勿提前或推迟（提前来校者恕不安排住宿，敬请谅解）。如有

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报到者，须及时向学院教务处请假，如因服兵役等情况不能报到

的，请在两周内来院办理保留入学资格等相关手续（联系方式：电话：0512—66558062，

QQ：1025439594，联系人：马老师），逾期两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专转本

学生入学后由班主任通知审验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毕业证书，并提交专科毕业证书

复印件一份。 

二、报到地点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大道 1188 号苏州大学文正

学院）。 

三、报到条件 

1.近 14 天身体健康，无发热、胸闷、乏力、干咳等症状，收到录取通知书当日

起，完成连续在同一地区居家填报每日健康，并持有“苏康码”绿码。 

2.收到录取通知书当日起，原则上在家庭所在地活动，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前

往中高风险地区和境外。 

3.报到前一个月未接触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 

4.报到前一个月无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旅居经历，未密切接触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返

乡人员。 

5.报到前 14 天无国（境）外旅居史或未接触过国（境）外人员。 

6.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返校时须向学校出示一周内的核酸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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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方式 

（一）学院接站方式 

在报到日当天，学院分别在以下站点设立接待站，负责把来校新生和陪送人员

接至学院： 

1．火车站：苏州站（6：00—20：00）； 

苏州北站（6：00—20：00）。 

2．汽车站：苏州北广场汽车客运站（7：00—18：00）； 

苏州南门汽车客运站（7：00—18：00）。 

（二）公共交通方式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校者，可按如下公交线路： 

（1）高铁苏州北站，可乘地铁 2 号线转地铁 4 号线转地铁 4 号支线到石湖莫舍

站下车，然后乘坐 503 路、62 路、55 路、54 路、快线 8 号公交至文正学院站； 

（2）苏州火车站或苏州北广场汽车站，可乘快线 8 号（南广场地下通道坐车）

公交至文正学院站；或乘地铁 4 号线转地铁 4 号支线到石湖莫舍站下车，然后乘坐

503 路、62 路、55 路、54 路、快线 8 号公交至文正学院站； 

（3）苏州南门汽车客运站，可乘 503、62、55 路至文正学院站，514 路至国际

教育园南区首末站。 

（三）自备交通方式 

自备交通工具到学院报到者，可参照以下行车路线：京沪高速、绕城高速、环

城高架（快速路），可经以下方式抵达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1）无锡方向新生于沪宁高速苏州新区出口下，沿苏州新区方向经西环快速路

（西环高架）顺行至友新快速路（友新高架），至吴中大道（西）出口下，沿吴中大

道西行 3 公里左右即可至文正学院。 

（2）昆山方向新生可至 G2/G42 沪宁高速苏州出口下，经东环快速路（东环高

架）转南环快速路（南环高架）再转友新快速路（友新高架）至吴中大道（西）出

口下，沿吴中大道西行 3 公里左右即可至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3）常熟方向新生可至 G15W 苏嘉杭高速苏州出口下，经南环快速路（南环高

架）再转友新快速路（友新高架）至吴中大道（西）出口下，沿吴中大道西行 3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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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左右即可至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五、报到前准备 

1.为了让新生更好的了解学院相关工作，请按照要求加入对应班级群。 

系科 班级 QQ 群号 

文学系 

20 汉语言 1124505395 

20 汉语国际教育 1124863125 

20 新闻 781661372 

20 广告 1125206803 

20 播音主持 1059565947 

外语系 

20 英语 1128653734 

20 英语(联培班) 1125109782 

20 日语 1033087805 

工商系 

20 工商 1124421749 

20 营销 1108658729 

20 会计 1109770605 

法政系 

20 法学 1 1073339218 

20 法学 2 297368178 

20 人力 1137226978 

20 城管 1146338777 

经济系 

20 金融 1137266727 

20 金融(联培班) 1135650892 

20 国贸 1035390743 

计算机系 

20 计算机 602171684 

20 物联网 1130161723 

20 物联网(中外合作)1 1023273523 

20 物联网(中外合作)2 1137198183 

社会系 

20 劳保 514422914 

20 档案 624449413 

20 心理 996294067 

艺术系 

20 视觉传达 1121784974 

20 环境设计 1121775820 

20 产品设计 1124219272 

20 服装设计 1137193542 

20 空乘 1109913327 

轨道系 

20 车辆 1121797852 

20 控制 692875736 

20 轨道信号 113627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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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系 

20 测控 261688292 

20 光电信息 450310466 

20 电子 1001214913 

20 能源材料 612757158 

机电系 

20 机械 1137839878 

20 机电 729042539 

20 电气 637759547 

20 电气(中外合作)1 547859635 

20 电气(中外合作)2 892735592 

电子系 

20 通信 833674447 

20 微电子 634495808 

20 信息 429893987 

专转本 

20 汉语言(Z) 1137474005 

20 国贸(W) 767198361 

20 会计(Z) 1134554907 

20 英语(W) 1109101659 

20 计算机(Z) 1125140418 

20 机电(W) 716992117 

20 环境设计(Z) 1124870549 

20 人力(W) 616701479 

入群后要求： 

（1）仅限学生本人常用的 1 个 QQ 账号申请入群。 

（2）申请入群时须备注真实的个人信息：学号、姓名、录取专业。 

2.按照防疫要求，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当日起，学生须主动申报个人信息（“一

表一码一查”）。具体方式请查阅《关于 2020 级新生填写每日健康、申领“苏康码”和

查询个人旅行轨迹的通知》  http://www.sdwz.cn/2020/0819/c400a37521/page.htm。 

“一表”是指报到前进行每日健康信息上报。 

“一码”是指“苏康码”二维码。 

“一查”是指个人旅行轨迹查询结果。 

3.生活用品准备 

充足的生活必需品、餐具、洗洁精、一定数量的口罩、所需的药品、洗手液或

肥皂、消毒湿巾等物品。有条件的学生可以自带体温计，一次性医用手套等。 

4.学费准备 

http://www.sdwz.cn/2020/0819/c400a37521/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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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规定时间内将足额学费打到学院发放的指定银行卡，报到当天尽量不带大

量现金。 

六、报到途中个人防护注意事项 

1.返校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

口罩，做好手卫生。 

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

离。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

手消毒剂等擦拭清洁处理。 

3.如返校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

如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

防疫管理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七、报到程序 

今年我院仍将采用数字迎新管理系统，考生须于收到录取通知书 3 日内凭自己

的学号和初始密码（学号见新生录取通知书，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 8 位数字）登录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迎新网站 http://yx.sdwz.cn 进行预报到，了解新生报到的相关信

息、注意事项。 

开学报到前三天务必完成缴费工作。按规定将足额学费、代办等费用存入寄发

的银行卡中（详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2020 年新生收费一览表》及《苏州大学文

正学院 2020 年新生使用建行银联龙卡通缴费操作指南》），完成缴费并成功扣费后第

二个工作日后可通过迎新系统查询缴费信息。 

预报到的方法为：登录迎新网站，点击导航菜单中的“预报到”即可进入预报到

系统，填写相关信息后保存即可。 

学院自报到当日 7：00 起办理报到手续，报到由学院南大门或者北二门进入，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学院实行相对封闭式管理，家长和车辆不得进入校园。报到时，

检测体温，实施“苏康码”绿色二维码和个人旅行轨迹查询，核对与检测无误后学生

本人带《新生录取通知书》和二代身份证进校进行接下来报到流程。体温（额温或

耳温）≥37.3℃的，由学院医疗防治工作组负责，按照学院防控工作流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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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到流程： 

3.报到当天会有相关志愿者协助学生行李搬运，报到，熟悉校园、宿舍等。 

八、报到后相关注意事项 

1.每天 8:40 前，学生完成每日健康信息上报。 

2.建立早、晚体温监测及报告制度。在校学生按相应要求每天测量体温 2 次，体

温异常者视病情及时就医。学生中一旦出现疑似症状，须第一时间报告。 

3.校园实行相对封闭式管理。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报到后实施校园相对封闭式管

理，学生报到进校后如需临时进出校园，需要履行出校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出校

园。 

九、重要提醒 

1.不得瞒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因瞒报造成严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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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不在学院同意报到名单内或不符合报到条件的学生，不得自行报到，否则按相

关规定处理。 

十、其它事项 

1．户籍属苏州大市范围（含所属县级市）的非集体户口新生一律不需迁户籍；

户籍非苏州大市范围内的新生根据本人意愿确定是否迁移户籍（保卫处建议：不在

苏州买房的同学最好不要把户籍迁至学院）。新生如需迁入户籍，可凭苏州大学文正

学院《新生录取通知书》到本人户籍所在辖区派出所办理户籍迁移证（迁入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大学文正学院或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大道 1188 号）。户籍迁

移证上的姓名应与身份证、《新生录取通知书》上的姓名相符。已领身份证的新生报

到时必须交验身份证；未领身份证者，应在户籍迁移证上注明并盖章。户籍迁入咨

询电话：0512-66557027 钱老师。 

2．新生须带材料：任意底色的一寸近期免冠正面证件照片 4 张、身份证复印件

1 张（将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 A4 纸的同一面，且书写仅用于开办建设银行借记卡之

用）、新生个人纸质档案（须经所属学校密封，档案收件信息：收件人：招生就业处，

电话：0512-66551901，单位名称：苏州大学文正学院招就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

吴中区吴中大道 1188 号，邮编：215104）、党组织关系材料（党员组织关系须经县

级以上党组织转出，江苏省内的党员，符合规范的，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中在

线接收转入；江苏省外的党员，需凭纸质介绍信转入，介绍信抬头一般应填写“中共

苏州市委组织部”，介绍信落款章必须由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准确加盖）及需要迁

入的户口迁移证，请妥善保管，在开学后以班级为单位统一集中收取。 

为了做好 2020 级学生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请各位新生团员在报到时必须整理

带好以下团员材料： 

1）团员证（信息完整）； 

2）入团志愿书（2017 年 1 月之后入团的团员，入团志愿书右上角必须要有 12

位的团员编号）； 

3）团组织关系转接介绍信（内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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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团员相关材料。注意：团组织关系转接以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线

上转接是通过智慧团建平台进行团组织关系转接，线下转接是团员凭团员证和团组

织关系介绍信转接团组织关系；如有需要，请各位团员关注微信公众号“苏大文正招

生”或者“苏大文正团委”回复“团组织关系转接”获取相关资讯。 

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学时请将《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交班主

任；经济困难的学生亦可在当地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办法另见相关文

件）。 

4．学院在学生活动中心设立院长接待处，有需要咨询相关情况的新生或家长可

前往咨询。 

5．报到后新生请勿离开学院，当天下午或晚间将有班主任、班主任助理员（学

院不会安排其他人员或组织前来走访，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到宿舍看望新同学，

并布置第二天的新生入学教育等事宜。新生报到凭条上有班主任和班主任助理员的

姓名和联系电话，新生有事可以打电话咨询或报备。 

十一、特别提醒 

根据我院的实际情况，请家长督促新生遵守以下入学要求： 

1．学生在校期间不得携带交通工具； 

2．学院不提倡新生自带电脑到校（学院有可供学生网络学习的多媒体教室）； 

3．在校期间不得将电饭煲、热得快、电水壶、电热杯、电冰箱、洗衣机等违章

电器带到学校； 

4．请及时索要并保存班主任联系电话，以便随时沟通； 

5．学生在校期间不允许吸烟、喝酒、赌博。 

十二、校园安全提示 

为了保护学生人身及财产安全，学院保卫处（及公安机关）特别提醒广大新生

及家长，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切实增强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防能力，避免

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1．妥善保管好贵重物品和现金、手机、银行卡等，离开宿舍时请随身保管；大

额现金一定要存入银行（设密码），离开宿舍时要锁好门（上好保险），关好阳台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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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 

2．如有貌似学长向你推销书籍、报刊、文具、生活用品等请不要购买。 

3．遇到有推销手机充值卡、上机卡等各类有价证卡的，请不要相信，绝不购买。 

4．如果有人以学生组织等名义前来收取各种费用，请坚决拒绝，及时报告班主

任老师。 

5．为保障校园交通安全，我院学生不允许自带交通工具（如自行车、电动车、

摩托车、汽车等）在校园内使用。 

6．谨防各类银行卡诈骗活动，接到陌生人来电、短信，无论何机关、何理由要

求转账、汇款、索要账号密码及其他使你无法分辨的信息，请高度警惕，并立即拨

打 110 咨询、举报。 

7．谨防各种类型的新型诈骗活动，注意保护个人及家庭重要信息不要泄露给陌

生人，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和家人、老师和同学商量处理，遇到可疑人员与你纠缠，

请及时拔打 66557027 或 110 求助。 

8．学生宿舍禁止使用违章电器；禁止使用管制刀具（菜刀、弹簧刀、匕首等）。 

9．新生自开学后要合理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不提倡现金消费，尽量在校园内使

用一卡通消费；更不要超前消费，盲目攀比并参与网络贷、高利贷等网络贷款行为。 

10．学生进出校园大门和宿舍楼须刷一卡通，学校大门开放时间：南大门、2 号

北门：周日至周四 6:00—22:30 周五至周六 6:00—23:00 如有开关门时间有所变动，

以学院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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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生报到前须准备的事项 

新生身份 事项 

所有新生 收到录取通知书三天内登录 http://yx.sdwz.cn 预报到 

需要者 登录 http://yx.sdwz.cn 订购生活用品，截止时间为新生报到日前三天 

所有新生 一寸近期免冠正面证件照片 4 张 

所有新生 
身份证复印件 1 张（将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 A4 纸的同一面，且书写仅用于开

办建设银行借记卡之用） 

所有新生 至生源中学或招办寄发（领取）密封后的个人纸质档案 

困难生 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 

需要者 经济困难的学生亦可在当地区县教育资助部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所有新生 
开学报到前三天务必完成缴费，带好身份证及龙卡到建行柜面激活随通知书寄

发的建行银联龙卡，将收费一览表中的学费转/存入自己的卡中 

党员/预备党员 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共青团员 

团组织关系转接，线下：团员证、入团志愿书和团组织关系介绍信等；线上：

通过智慧团建平台转接，发“团组织关系转接”至微信公众：sdwzzs 了解各

专业所对应的团组织全称 

转户籍 
户籍非苏州大市范围内的新生，可凭录取通知书到本人户籍所在辖区派出所办

理户籍迁移证 

所有新生 
开学前校内聚合支付实名认证，绑定身份 
http://xxzx.sdwz.cn/2019/0528/c356a33180/page.htm 

专转本新生 专科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应征入伍者 
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入伍通知，预征证明等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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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生收费一览表 文者文章  正者道德 

三、2020 年新生收费一览表 

收费类别 序号 类别 项目 单位 金额（元） 备注 

学校收费

部分 

1 
人文社科类 

专业 
学费 元/生.年 14000 

实行学分制收费，专业学费为每学

年 5000元，学分学费每学分 240元。 

2 
理工科类 

专业 
学费 元/生.年 15000 

实行学分制收费，专业学费为每学

年 6000元，学分学费每学分 240元。 

3 艺术类专业 学费 元/生.年 16500 
实行学分制收费，专业学费为每学

年 7500元，学分学费每学分 240元。 

4 
中外合作办学

专业 
学费 元/生.年 27600 每学年 27600 元。 

5 所有学生 住宿费 元/生.年 2000  

小 

计 

人文社科类专业 元/生.年 16000  

理工科类专业 元/生.年 17000  

艺术类专业 元/生.年 18500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元/生.年 29600  

新生代办

收费部分 

1 
普通本科新生 

教材费 元/生.年 
700 

每学年预收后按实结算，多退少补 
专转本新生 500 

2 所有新生 
入学   

体检费 
元/生 86 一次性代收 

3 
普通本科新生 军训   

服装费 
元/生 

93 
一次性代收 

专转本新生 0 

4 所有新生 
医疗   

保险费 
元/生 140 暂定，以 2020 年医保收费标准为准 

普通本科小计 1019 
 

专转本小计 726 

普通本科 

合计 

1 人文社科类专业 17019 

 
2 理工科类专业 18019 

3 艺术类专业 19519 

4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30619 

专转本 

合计 

1 人文社科类专业 16726 

 2 理工科类专业 17726 

3 艺术类专业 19226 

备注： 
1.学校收费部分为预收金额，每学年按实结算。 

2.缴费时间和汇款方式，详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2020 年新生使用建行银联龙卡通缴费操作指南》。 

 

3.专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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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类专业：法学、广告学、会计学、会计学(专转本）、日语、新闻学、英语、英语(五年一贯制专转

本）、工商管理、金融学、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专转本）、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五年一贯制专

转本）、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五年一贯制专转本）、劳动与社会保障、市场营销、城市管理、档案学、

汉语国际教育、金融学（高校中外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英语（高校中外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 

理工科类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转本）、通信工程、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机械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心理学、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机械电子工程(五年一

贯制专转本）、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城市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车辆

工程、物联网工程、物联网工程(专转本)、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艺术类专业：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环境设计(专转本)、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播音与主持艺术、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物联网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4.收费一览表中专转本、五年一贯制专转本统称为专转本。 

四、奖学金设置及帮困助学措施 

我院学生可参评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院还设立学习奖、捐赠奖学

金、学习进步奖、社会工作奖和院长特别奖等多类奖学金，每年获奖人次超过在校学生数的 30%。

通过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设立学生勤工助学岗位、学院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

专项补助、寒假路费补助、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求职创业补贴等，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和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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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障服务简介 文者文章  正者道德 

五、后勤保障服务简介 

1.公寓卫生管理要求 

（1）文明礼貌，整洁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讲究公共道德； 

（2）保持公寓和寝室的卫生，将垃圾、杂物等倒入一楼入口处垃圾箱内； 

（3）切勿将饭菜带入公寓内，请不要在公寓公共走道及活动场所堆放私人物品； 

（4）禁止在公寓楼室内外张贴广告、海报等宣传物品。 

2.公寓安全管理要求 

（1）不得私拉乱接电线，不得使用大功率灯泡或电器； 

（2）不得使用违章电器（指：电饭煲、热得快、电炉、电水壶、电暖锅等）； 

（3）不使用明火（指：点蜡烛、烧酒精炉、烧纸物等）,不得在公寓楼内吸烟； 

（4）不得将使用中或充电中的电器放在床褥上，离开房间时要关闭电器电源； 

（5）不接线连网聚众打电脑游戏，不聚众赌博、酗酒； 

（6）不参加法轮功、邪教等活动，不看黄色书刊、录像等； 

（7）不参加传销、推销等活动，发现形迹可疑人员迅速报警求助； 

（8）不留宿他人（指：家属、同学、朋友）在宿舍内过夜，会客时间不得超过 22:00，来访

人员请主动出示有效证件（身份证或学生证）到服务台进行登记； 

（9）贵重物品随身保管，大额现金存入银行，离开房间时关锁好门窗； 

（10）学生离校请关闭水阀、电阀，贵重物品随身携带； 

（11）特殊情况，请迅速与服务台管理员联系，或拨打报警求助电话：66554928、66553510

服务、治安投诉电话：66554928（24 小时保安监控室）、66558203（公寓管理办公室）、66317423

（吴中公安局内保大队驻校警务室）； 

（12）未遇火警严禁挪用消防器材、设施； 

（13）不得在宿舍内饲养宠物。 

3.公寓服务项目 

（1）洗衣服务：洗衣、脱水； 

（2）开水服务：楼下均设有开水炉，可使用一卡通泡水，泡水时间为：周一至周四 6:30—

22:30；周五至周日 6:30—23:00； 

（3）代售物品：蚊香盘、垃圾袋、皮老虎、挂锁、电池、洁厕灵等； 

（4）楼长服务：每幢楼有一名楼长，每周二、四晚 18：00—19:00 在一楼接待室值班，同

学们可以反映问题、对公寓服务提意见等； 

（5）其他：提供五金工具、针线包借用；提供天气预报服务；提供常用医药箱服务；提供

微波炉使用；提供牛奶、纯净水订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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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寓日常管理 

（1）公寓大门关门时间 

周日至周四   22:30—6:30（次日），周五至周六   23:00—6:30（次日） 

（2）电视节目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6:30—8:00，中午：11:30—13:30，晚上：16:30—22:30（周五延长至 23:00） 

周六  6:30—23:00，周日  6:30—22:30 

（3）洗澡热水供应时间 

上午：7:00—8:30（洗漱水） 

下午：周日至周四  17:00—22:00，周五至周六  17:00—22:30 

（4）宿舍电供应时间 

周日至周四：6:30—22:30，周五至周六：6:30—23:00 

最高气温在 28℃以上或最低气温在 3℃以下，夜间不断电（以苏州气象台天气预报为准） 

（5）公寓维修 

如宿舍内家具、电灯、卫生间设施等出现损坏情况，请登录网址：http://www.sdwz.cn/进行

报修，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绿升物业文正后勤”进行报修，或到服务台管理员处报修。如物品损

坏系人为因素造成的，将根据《维修价目表》的相关规定按实收取费用。 

维修时间：网上报修，正常情况下 24 小时内上门维修；若暂时无法维修，工程部会向学生

做出维修承诺。 

同学们在当天上午报修的，维修员将当天下午进行维修； 

同学们在当天下午报修的，维修员将次日下午进行维修。 

备注：报修时请务必确认提交成功，以免影响维修的进度；报修的宿舍请尽量下午保持宿舍

有人，以方便维修员尽快维修（工作人员单独一人尽量不进学生宿舍）。 

（6）公寓用电、热水、冷水使用规定 

根据江苏省物价局苏价费《省物价局关于苏州大学文正学生公寓有关收费问题的批复》的规

定，每人每年限冷水 40 吨、热水 12 吨、电 140 度，超额部分按冷水 3.5 元/吨、热水 16 元/吨、

电 0.583 元/度结算，价格如有变化，根据国家公布的标准进行调整。每月抄一次水电表，水电表

读数于次月 5-10 日在各楼公示，如有疑问可至学生 15 号公寓楼 125 办公室查询，超额水电费用

一学年结算一次。 

（7）后勤服务联络 

公寓管理部：15 号公寓楼 125 室，电话：66558203 

安全保卫部：综合楼 127 室，电话：66554928 

绿升物业文正服务中心综合办公室：后勤大楼 312 室，电话：66316996 

工程部：配电房值班室 电话：66556502 

楼宇管理部、物业客服：4 号教学楼 104 室，电话：6856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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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校园医务室地点及联系电话 

医务室地点：师生服务大楼一楼   电话：66558463； 晚间值班电话：18261434509 

（9）其它 

① 进出公寓和校门凭一卡通刷卡进出； 

② 爱护公物，禁止大声喧哗，影响他人休息； 

③ 不随意对调房间、床位，改变床位及书橱的位置； 

④ 不得随意将校外人员带入宿舍或留宿； 

⑤ 无特殊情况不得在公寓楼晚间关闭后私自离宿。 

六、校园一卡通简介及领卡说明 

校园一卡通简称校园卡（或一卡通），学生持该卡可以在校园内进行食堂就餐、超市购物、

机房上机、图书馆借书、校医务室就医、自助水电控、自助洗衣、通道门禁、考勤签到、网上小

额支付等操作，也可以作为电子通行证件在校内通行（进出校园大门和宿舍楼须刷一卡通）。 

目前我院一卡通已开通聚合支付功能，一卡通 POS 机支持校园卡实体卡、校园虚拟卡（二

维码）、微信付款码、支付宝付款码进行消费。 

校内聚合支付必须实名认证，绑定身份。 

具体绑定方法如下： 

登录苏州大学文正学院信息中心网站（http://xxzx.sdwz.cn），在“校园一卡通”栏目中阅读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校园一卡通简介及聚合支付相关使用说明”（或直接访问如下网址：

http://xxzx.sdwz.cn/2019/0528/c356a33180/page.htm），根据提示进行校园虚拟卡的领取及微信与支

付宝的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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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出国（出境）留学项目简介 

 

文者文章  正者道德 

七、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出国（出境）留学项目简介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学生在校期间将有各种机会赴国（境）外友好学

校学习交流，主要项目如下： 

1.联合培养项目（双学位项目） 

类型 国别 学校名称 备注 

1+2+1 美国 

鲍尔州立大学、北亚利桑那大学、特

洛伊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加利福尼

亚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 

除法学外均可 

2+2 或

3+1 

韩国 大真大学、大邱大学、又松大学 又松大学为轨道类专业 

2+1+1

或 3+1 

澳大利

亚 
邦德大学 商科类专业 

2+2.5 日本 
中京大学、北陆大学、神户国际大学、

长崎国际大学 

日语专业学生或日语能力二级以上的

非日语专业的学生 

2+2 爱尔兰 沃特福德理工学院 工科类、商科类专业 

3+1 法国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 商科类、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英文授课 

 

2.交换生项目（一年或半年） 

国别/ 

地区 
学校名称 备注 

日本 

中京大学、兵库县立大学、宫崎公立大

学、神户国际大学、长崎国际大学、国

士馆大学、开智大学等 

日语专业学生或日语能力二级以上的

非日语专业的学生 

台湾 台北商业大学、开南大学 相关专业 

韩国 又松大学、大真大学 
又松大学国际商学院（英文授课）其余

专业要有韩语基础或者去学韩语 

爱尔兰 沃特福德理工学院 工科类、商科类专业 

澳大利亚 邦德大学 商科类专业 

美国 
YES 项目（121 项目院校）鲍尔州立、

北亚利桑那等 
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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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出国（出境）留学项目简介 

 

文者文章  正者道德 

3.硕士研究生项目 

国别/ 

地区 
学校名称 备注 

澳大利亚 邦德大学 商科类、英语（Tesol）专业 

美国 底特律大学、121 项目相关院校 相关专业 

澳门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 相关专业 

韩国 大真大学、又松大学、大邱大学 具有一定韩语基础 

英国 威尔士大学、东伦敦大学、林肯大学 相关专业 

法国 雷恩高等商学院 英文授课，商科类、管理类专业 

日本 兵库县立大学、长崎国际大学 日语、商科类、管理类专业 

 

4.寒暑期项目（一至四周） 

项目 备注 

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台湾等地海外研修 所有专业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暑期英语口语强化课程 所有专业 

 

5.带薪实习项目 

美国三个月（6 月中旬-9 月中旬） 合作单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需通过面试 
日本三个月、半年（出发时间：冬季和夏季） 

 

注：暑期海外研修和自费交换生项目可申请“苏州大学文正学院海外交流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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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级新生生活用品订购说明 

 

文者文章  正者道德 

八、2020 级新生生活用品订购说明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您好！欢迎你来到江南水乡苏州，欢迎你进入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学习，开始你新的大学生活。

本着“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服务宗旨，也为了学生公寓的规范化管理，更是为了

减轻家长和新同学来苏的行程负担，学院为你们提供代办学生生活用品的服务。根据国家相关规

定，产品均由获得江苏省纤维检验所和江苏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共同颁发的学生公

寓床上用品质量 JST 商标的企业（全省 17 家）定点生产，以确保学生生活用品的质量和安全，

具体清单如下： 

品名 规格 单位数量 备注 

全棉双面印花被套 215×160cm 2 条 30×30/68×68 印花 

全棉印花床单 220×115cm 2 条 20×20/60×60 印花 

全棉印花枕套 68×36cm 2 只 30×30/68×68 印花 

全中空枕心 67×35cm 1 只  

全中空保暖被 210×150cm 1 条 3.2 斤 

夏被（空调被） 200×150cm 1 条 1.2 斤 

四级梳棉胎（盖） 210×150cm 1 条 4 斤 

全中空床垫 200×90cm 1 条 3.2 斤 

塑料脸盆 36cm 2 只 不含回塑 

热水瓶 5 磅 1 只 不含回塑、大盖子 

蒙古包蚊帐  1 顶  

草席（麻筋） 200×90cm 1 条 包边 

枕席（麻筋）  1 条 包边 

行李袋  1 只  

总价格  约 480 元  

如需订购者请在新生预报到系统（http://yx.sdwz.cn）中登记，如有疑问每天 9：00—15：

00 可致电 0512-66316996、18118131076 咨询。截止时间为新生报到日前三天。 

注：新生报到付款后，到指定地点领取生活用品。 

http://yx.sdw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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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校园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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