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缴费方式

1、随录取通知书下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银行卡。新生可将缴费金额足额存

入银行卡，报到时可用银行卡刷卡缴费；

2、若没有存入银行卡中，报到时可用现金缴费。

二、收费项目及标准

2016 级新生的缴费项目有：

1、学费：参照《2016 级本科、专科新生入学报到时间及各专业收费标准》；

2、住宿费：700-1200 元 / 年（根据入住房间人数收取费用）；

3、教材预收费：本科 2000 元（四年）、专科 1200 元（三年），多退少补。

4、各类代收款：参加哈尔滨市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费：本科 200 元，专科

150 元（50 元 / 年）；参加大学生平安保险：本科 400 元，专科 300 元（100

元 / 年）；军训服装费：80 元 / 人；运动服费：95 元 / 人；无线耳机费：40 元 /

人；卧具费：380 元 / 人。

三、银行卡使用须知

欢迎您使用邮储银行银行卡。银行卡初始密码为卡号后六位数字，请您在收

到银行卡后本人持身份证到任意邮储银行网点，通过柜面修改银行卡密码完成银

行卡激活，再将您的学杂费、生活费等存入该卡，免去您携带现金的不便。特别

注意银行卡密码一定要修改，否则到校报到时无法刷卡交费。

开户行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利民支行

开户行电话：0451-56831267

分院名称 专业名称 层次 学制
学费标准

（元 / 学年）

机器人学院

电子信息类（含电子信息工

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本科 四年 14000

计算机类（含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软件工程）
本科 四年 14000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专科 三年 8000

机电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四年 14000

机械类（含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本科 四年 14000

工业工程 本科 四年 13000

机械设计与制造 专科 三年 8000

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本科 四年 14000

物流工程 本科 四年 14000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专科 三年 8000

土木与建筑工程

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四年 13000

土木工程 本科 四年 14000

建设工程管理 专科 三年 8000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本科 四年 13500

财务管理 本科 四年 13000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四年 13000

市场营销 本科 四年 13000

会计 专科 三年 7500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科 三年 7500

国际教育学院
朝鲜语 本科 四年 13000

汉语言文学 本科 四年 13000

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四年 15000

环境设计 本科 四年 15000

产品设计 本科 四年 14000

备注： ★ 实际收费以物价、财政、教育三部门批复标准为准（多退少补）。

★ 本科专业 9 月 3 日报到，专科专业 9 月 4 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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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学须
知

2016 级新生报到流程

9 月 3 日、4 日在哈尔滨

火车站、哈尔滨西站接站，

送达学院迎新总站

新生自行乘车

到学院迎新总站

学院迎新人员将新生领至各分院迎新站，签到并办理以下手续：

1、领取“入校手续通知单”2、上交新生档案及相关组织关系

新生本人凭《录取通知书》及“入校手续通知单”

到艺体馆报到缴费

到相应公寓（A 栋、B 栋、C 栋、D 栋、

外教综合楼、拔尖人才培养中心）安排住宿

新生到分院迎新处查看寝室号后到图书馆 1 楼领取新生生活用品

报到手续办理完毕，请将“入校手续通知单”交所在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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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新同学：

首先，祝贺你们从激烈的高考竞争中脱颖而出，走进充满青春与梦

想的大学殿堂。同时，衷心地欢迎你们来到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在这

里你们将度过人生中最为美好的大学时光。

大学不仅是我们学习知识、锻炼能力的重要阶段，更是我们修养品

德、弘毅励志的关键时期。一所好的大学不在于它华丽的外表和响亮的

名号，而在于它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相信，远东理工

学院将是你们无悔于青春的选择。

远东理工学院从建院之初就坚持以学生为本，提出了“教知识、教

能力、更教做人”的教育口号，多年以来，学院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

对人才的需求，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国际化开放办学，以建设现代

化大学制度为目标，开拓进取、追求卓越，以稳步提升的质量和鲜明的

办学特色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质人才。

尤其近两年，学院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以提高就业质量、就业率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了教学综合改革，提出了

“分类教学、因材施教、人人成才”的改革目标，构建了“拔尖创新人

才、卓越人才和合格人才”三种人才培养模式，并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

三支师资队伍，成立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教研部，为考研和专升本

的学生提供最有力的保障。经过师生不懈努力，学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取得了显著成效，考研率、专升本录取率连年提升。2015 年，学院考

研过线率 26.47％，专升本录取率 41.32%，2016 年，学院考研过线

率 40.23％，专升本录取率 43.51%。帮助了众多学子顺利实现继续深

造学习的美好愿望。学院坚持国际化开放办学，目前已与世界上多个国造学习的美好愿望。学院坚持国际化开放办学，目前已与世界上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几十所大学建立了良好的校际交流关系，每年有几百名学生

通过学院走向国外知名学府。

学院实行“人才强校”战略，高度重视师资队伍与管理队伍建设，

聘请国内外知名院校院士、专家、学者、教授讲学、指导、授课。已形

为了使你做好来校的准备工作并了解入学报到手续，请你仔细阅读本《新生入

学须知》，并按要求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一、凭《录取通知书》按规定日期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

报到，必须向招生办公室请假说明情况；无故未报到者，学院将按教育部规定，自

动取消入学资格（招生办公室电话：0451-82473106）。所有新生来校前应办好

如下几件事：

1、按有关规定办理好党、团员组织关系转移手续。团员在办理组织关系转移

手续时一定要注意要在《团员证》上加盖转出单位的公章。入团志愿书等团员档案

不得自行拆封，开学后将团员档案交至所在班团支部。团的组织关系转至：共青团

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委员会；党员和预备党员的组织关系材料请直接转至：黑龙江

省委高校工委组织部。

2、准备好个人近期一寸蓝底免冠半身正面照片十二张。

3、携带学生本人二代身份证。

4、根据黑龙江省公安厅文件精神，黑龙江省省内生源考入省内高等院校的新

生不再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省外考入我院的新生可自愿办理户口迁移手续（集体户

口）。

5、新生住宿实行公寓化管理，学校根据黑龙江省教育厅和黑龙江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的要求和规定，为每一位新生统一配备了已质检和备案的优质生活用品（清

单附后，价格 380 元 / 套），新生报到时无需自带。

附：统一为 2016 级新生配备的生活用品清单：

棉被 1 床 棉褥 1 床 床单 2 床 被罩 2 床

枕巾 2 个 枕芯 1 个 枕套 1 个 脸盆 1 个

合计 共 11 件

二、根据各省（市、区）招生委员会的安排，凡要求自带纸质介质档案省份的二、根据各省（市、区）招生委员会的安排，凡要求自带纸质介质档案省份的

新生，请务必在报到时交于所在分院辅导员老师；由生源地招生委员会邮寄到学院

的，新生可凭通知书到招生办公室领取（教学楼 A112 室）。

三、根据国家铁路部门规定，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到指定火车站购买火车票

享受半价优惠。学院在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西站设有新生接待站，接站车服务时

间为：早 6:00——晚 7:00。在哈尔滨东站下车可乘坐（地铁 1 号线、6 路）到哈

尔滨火车站新生接待站（打出租车约 20 元），乘坐飞机的学生可乘坐机场大巴 1

成了以教授、副教授为主体，结构合理、

专兼职结合的优秀师资队伍。

学院支撑保障体系完备：拥有完善

的实习实训条件，设有网络教学中心、

实践教学中心、机器人文化展示中心、

专业仿真实验室等 90 余个实验场馆，并

与黑龙江龙运集团，上海太敬集团等国

内知名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协同育人基地，

为开展实验、实训教学提供了良好条件。

学院图书馆藏丰富，拥有先进的电子阅

览室和文献资料检索数据库，极大地提

高了学习效率和扩大了学生的知识视野。

学院设有田径运动场、篮球馆、羽毛球馆、

乒乓球馆、艺术体操馆、健身房等场馆，

功能完备，保证你们业余生活充实丰富。

学院资助体系助你求学无忧。学生入学后享有“奖、贷、勤、助”

等国家和学院的各项相关资助，国家奖学金 8000 元／年；国家励志奖

学金 5000 元／年；国家一等助学金 4000 元／年；二等助学金 3000

元／年；三等奖学金 2000 元／年；学生享受生源地贷款，贷款金额按

照当地教育局标准分为 5000-8000 元不等。学院设有勤工助学专门机

构，每月可安排一定数量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提供有效资助，除此，学院还设有学院奖学金等各类鼓励学生进步成长

的十几种集体和个人奖项。

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全体师生员工热忱欢迎你的到来，欢迎你成为

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的一员，在这里你将博学多能、放飞梦想！

                             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院长：  

                                        2016 年 7 月

号线到哈尔滨火车站新生接待站，乘坐汽车的学生可到学院路站下车。个人单独

来校时，可在哈尔滨火车站乘坐 14 路公交车至公路大桥换乘 213 路公交车到哈

尔滨远东理工学院下车。

四、我院有健全的资助体系，确保不让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勤奋学习、

锐意进取、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可申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

学金。家庭困难无力缴纳全额学费的学生，可通过生源地助学贷款解决学费问题。

学院设有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岗位，用于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问题。

我院大学生资助中心电话：0451-82473298，联系人蔡老师。

为了确保学生能够获得各项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必须在报到前认真填写

《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中的附表“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一

式两份），并按照要求到相关部门盖章。

需要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学生，相关事宜可查阅《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

简介》，同时可咨询学生所在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学生在办理过程中，需要学

校提供的资料如下：

（1）我院生源地助学贷款用户名：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

（2）学院账号： 1260101301149981           

（3）学院开户行：哈尔滨银行动力支行        

（4）学院地址：哈尔滨利民开发区学院路时代大街 158 号

（5）生源地助学贷款

         联系人：蔡老师    联系电话：0451-82473298

五、新生报到后，学院统一组织体检复查。体检复查不合格者，可以保留入

学资格一年，但不具有学籍。在保留入学资格期间，经治疗康复，可向学院提出

入学申请，经学院复查合格后，方可办理入学手续；复查不合格或逾期不办理入

学手续者，取消入学资格。

六、随《入学须知》寄新生入伍政策材料和《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请阅知。请阅知。

新生报到时间为：本科新生：9 月 3 日；专科新生：9 月 4 日。新生按规定

时间报到，乘车到校后先在校内迎新站各分院迎新点凭《录取通知书》领取《新

生办理入校手续通知单》。然后凭录取通知书由学生本人到艺体馆办理报到手续

（报到流程详见《2016 级新生报到流程》）。特别提醒：请新生一定要按时报到，

提前或推迟报到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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