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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级新生入学须知 

 

一、报到准备 

1.提取《考生档案》。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到高考报名所在区县

招生办(或高考报名点)提取本人的纸质《考生档案》（档案严禁自

行拆封），报到时交辅导员或班主任。若当地招生办公室或毕业中

学统一寄送档案的，邮寄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北城大道 2020号，收

件人：重庆市长寿区新市街道北城大道 2020号重庆工信职业学院党

委学生工作部（电话：023-87651015）。自带档案来校的新生请随

身携来，不得通过邮寄至学校。 

2.报到前须准备一寸免冠彩色照片六张，身份证和本人户口页

复印件各一份，报到时交辅导员或班主任。 

3.户口迁移（自愿办理） 

(1) 新生自愿迁移户口，有迁移户口意愿的新生，入学后根据

属地派出所的要求自行办理（操作办法可到党委学生工作部咨询，

电话 023-87651015）。学生在校就读期间均可办理户口迁移。 

(2)非重庆籍新生在办理《户口迁移证》时须注意：① 所办理

的《户口迁移证》和《居民身份证》上的姓名必须与录取通知书上

的姓名完全一致；② 户口迁入地填写“重庆工信职业学院”。 

4.新生入伍保留入学资格办理流程 

入伍新生到入伍地县（市、区）征兵办公室领取并填写《保留

入学资格申请表》，由当地征兵办公室统一寄送或自行携带到学校

招生就业处办理入学资格保留手续。入伍新生应提前致电（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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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51001、87651002）告知学校招生就业处，及时登记并办理保留

入学资格信息。入伍新生退役后，可根据国家应征入伍政策到学校

招生就业处办理入学手续。 

5.转移团组织关系 

线上：新生团员登陆智慧团建系统（https://zhtj.youth.cn/zhtj/），

进入页面点击“关系转接”菜单，认真填写并核实个人信息，申请

转入路径为:二级学院团总支-团支部。提交申请后等待组织审批

（集中审批时间为开学报到前一周）。待组织审批通过后，新生团

员顺利进入我校团组织，转接流程结束。 

线下：新生团员将自己的团员组织关系相关材料入学报到后交

辅导员即可，校团委后期会统一收取。 

注：智慧团建系统操作流程可查看学校迎新网中《2022级新生

党团组织关系转移》。 

二、报到规定 

1.新生凭《录取通知书》于 2022年 9月 3日～4日到校报到

（如遇疫情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报到时间的，学校将另行通知，敬

请关注学校官网），报到地点：重庆工信职业学院（长寿校区），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北城大道 2020号。 

报到资料：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及身份证复印件 1份、经新生

和家长签字确认的《军训事项告知书》、《安全信息告知书》、

《疫情防控告知书》、《新生入学健康承诺书》、学生档案、党团

组织关系转移材料、生活用品等。 

报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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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上报到： 时间：2022年 8月 20日 9:00至 2022年 9月

2 日 18:00。网址：重庆工信职业学院迎新网（http://yx.cqiss.com/）。

方式：查询学号 -> 帐号激活 -> 填写相关信息。新生登陆重庆工信

职业学院迎新网，在迎新网上点击“学号查询” 然后登录统一身份

认证平台激活账号，账号激活之后，重新登录统进入“一站式服务

大厅”，完成信息填报、缴费、宿舍查询、人脸采集、军训服装尺

码选择等信息内容，完成网上报到。 

钉钉是我校师生使用的移动校园“门户”，为方便新生在校学

习生活以及师生日常沟通，请务必在手机上安装使用。必须使用统

一身份认证平台绑定的手机号进行注册/登录钉钉，届时将会收到重

庆工信职业学院组织邀请，同意加入即可。特别提醒：请在迎新网

上参考相关操作说明。 

（2）健康填报： 时间：来校报到前 7天，每天均需填报。方

式：微信小程序搜索【重庆校园疫情防控】，点击进入小程序，

【选择学校】为“重庆工信职业学院”，点击【确定】按钮登录，

在主界面根据需要完成“核酸登记”和“疫苗登记”，并从入校前

7 天开始，每天在小程序中完成“打卡”操作。 

（3）现场报到： 时间：2022年 9月 3日～4日。报到地址：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长寿校区内（重庆市长寿高新区北城大道 2020

号）。 

2.如因故不能按时来校报到者，须提前联系重庆工信职业学院

招生就业处(联系电话：023-87651001、87651002)，提交相关材料

申请延期报到。 

http://yx.cqi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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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凡在报到截止日期两周后，仍无故不报到且未办理保留入学

资格手续者，学校视为本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不予注册。 

4.新生报到各项事宜于 8 月 20 日在学校官网上查询。 

5.新生接待站。为方便学生来校报到，我校将于 2022年 9月 3

日～4日 8:30-18:00在重庆长寿北火车站安排接站志愿者及车辆，

引导新生来校报到。自行来校的新生请注意学校名称及地址（乘车

路线详见学校迎新网）。 

特别注意：2022级新生采用网上报到和现场报到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新生必须先完成网上报到后，才能到校完成现场报到。按疫

情防控规定，新生须在来校报到前 7天进行健康打卡，并完成网上

报到采集相关身份信息激活门禁脸部识别系统方可入校。  

三、收费标准 

1.专业学费。学费 7300 元/学年（每个专业学费标准待物价部门

备案后在学校官网招生就业栏目中公布）。 

2.住宿费。1000 元/学年。 

3.代收费。录取费 30 元/生，上交重庆市教育考试院。 

4.教材费：到校报到后以班为单位统一自行购买。 

四、 缴费方式 

（一）在线缴费 

1.移动端缴费流程 

①微信公众号 

关注重庆工信职业学院微信公众号。 

在底部菜单栏依次选择【在线缴费】→【缴费大厅】，用户名



-5- 
 

为学号，密码为身份证后 6位。 

  

成功登录之后，选择【财政缴费】，查看欠费明细，点击右下

角缴费按钮即可。 

  

②钉钉 

在钉钉工作台里面依次选择【工信服务】→【校园服务大厅】

→【支付平台】→【财政缴费】即可完成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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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成功后，可在【订单查询】里面查看缴费结果，缴费成功

或失败的记录都存在里边，也可以在【已缴费查询】里面查看缴费

明细以及发票信息。 

注：若缴费失败,请先查询是否已扣款,如果已扣款，系统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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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工作日处理该订单,切勿重复交费！ 

 

 

2.PC端缴费流程 

电脑浏览器登录统一身份认证平台（http://ehall.cqi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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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新服务里面选择【支付平台】 

 

然后点击顶部菜单栏中的【学费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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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财政项目缴费】 

 

按操作提示点击下一步完成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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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子发票查看方式 

请缴费半小时后再进行查询 

（1）手机端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在线缴费】→【电子票夹】查

询，或者通过钉钉进入【校园支付平台】→【已缴费查询】→点击

【查询电子票据】 

（2）PC端通过校园门户进入查看 

点击【交易查询】→【已缴费信息】→【费用类型】为学费交

费，找到学费缴费项目→点击【票据查询】，查看电子票即可。 

缴费注意事项 

①申请有贷款的学生，缴扣除贷款金额后剩余部分（如：应缴

费金额为 8800元，生源地贷款 8000元，缴费时只需缴 800元）。 

②缴费后学校将出示正式缴费收据。 

③财务处联系电话： 023-63314041（渝中校区）、

87651018(长寿校区) 

五、生源地贷款办理流程 

1.需要办理生源地贷款的家庭困难新生在暑假期间（具体办理

时间需咨询当地学生资助中心，一般为每年的 8 月-9 月中旬）与共

同借款人（即学生家长）向家庭所在县(市、区)的教委下属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提出生源地贷款申请。 

2.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对学生提交的申请进行资格初

审，并协助申请人在生源地贷款网站填写申请表格。 

3.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同贷款申请人签订合同，出具贷款回

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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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借款学生持借款回执到校报到，并将贷款回执统一交本班辅

导员或班主任处。由辅导员或班主任统一收齐本班回执后交回二级

学院再汇总上报学校学生资助中心。 

5.学生在网上缴纳除贷款金额剩余部分学杂费。 

6.学校学生资助中心对学生生源地贷款回执单进行确认，由当

地资助中心统一打款到学校账户，完成贷款。 

7.贷款办理材料： 

（1）高校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 

（2）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3）学生及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学校开户行名称、账号及开户行 

户名、账号、开户行：（详见学校官网公告） 

（5）高校家庭困难情况调查表及其他家庭困难材料 

（6）当地资助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六、军训和体检 

1.军训 

据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制定的《学生军事训练工

作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以及重庆市相关部门的

文件要求，2022级新生入学后将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内军训，军训时

间为期 18天。 

军训分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及安全教育课学习，其中军事

技能训练占 2个学分，军事理论课及安全教育学习占 2个学分。凡

未取得相应学分者，均应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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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应认真阅读《2022级学生军训事项告知书》（详见学校迎

新网），并将告知书于入学报到时提交辅导员处。如因身体不适，

不适合参加军事技能训练的学生，按告知书的要求执行。 

2.体检 

根据《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新生报到后，学校将组织对学生

进行体检复查。新生入学体检费用执行重庆市物价局、市卫生计生

委《重庆市医疗服务价格手册》规定，体检费用约 90 元/人（具体

以现场医院标准为准），由学生个人承担，由体检单位直接收取并

开具正式票据。 

说明：根据上级部门要求，未体检学生不得参加军训。 

七、温馨提示 

1.学生自行购买床上用品 

根据重庆市教委文件精神，学校以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了新生床

上用品供货商，产品价格符合重庆学校物资招标采购限价标准，质

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新生报到时可自行前往校内指定地点自愿采

购。价格大约在 300元/套左右（以厂家实际销售价格为准）。 

序号 物 品 数量及规格 序号 物品 数量及规格 

1 盖絮 2 床（2 斤、3斤） 5 枕巾 1 张 

2 垫絮 1 床（4 斤） 6 枕芯 1 个 

3 被套 1 床 7 枕套 1 个 

4 床单 1 条 8 凉席 1 床 

2.学生自行购买重庆市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大学生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实行自愿参保原则，标准按

照当年重庆市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执行。 

学生意外伤害险：100元/人/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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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行到校报到者乘车指南 

（1）乘火车   重庆火车北站（龙头寺）或西站（上桥）坐高

铁到长寿火车北站（许多地区均有直达长寿的高速列车，快捷、便

宜、安全）（约需 20分钟，每天 20多班次） ，长寿北火车站下车

后乘坐 108 路公交车在“重庆工信职业学院”站下车即可。 

          （2）自驾路线 渝长复线高速在长寿新市下道，下道后往长寿

新市街道方向（中科未来城）方向行驶 3公里即到。 

温馨提示：长寿区离重庆主城较近，交通极为方便，最安全、

最快捷、最舒适、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为列车，重庆火车北站（西

站、）每天 20多班列车到长寿，时间仅需要 20分钟左右，其它许

多地区均有直达（或中转）到长寿列车，许多区县都有直达到长寿

的汽车，学校距离长寿动车站仅 3公里。 

注：使用高德、百度等地图软件，直接搜索“重庆工信职业学

院（长寿校区）（提示地址为长寿区北城大道 2020号即可）。 

4.根据我校疫情防控及“智慧校园”管理要求，入学新生需办

理一卡通。请参照本通知要求，在收到通知后三日内完成相关操

作。 

(1)一卡通账户的用途 

①用于防疫行程码、渝康码的关联，新生报道时将按新注册账

号检查，确认行程轨迹； 

②注册开通使用校园 WIFI网络； 

③登记并办理入学手续。 

（2）校园 WIFI注册流程（到校后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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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到校后凭此一卡通卡号及本人身份证至学校指定服务现场进

行 wifi功能录入开通。 

（3）一卡通通信套餐资费（中国联通） 

校园卡 WiFi套餐（中国联通） 

月套餐 
手机通话
分钟数 

手机流量 WiFi带宽 套餐外资费 

59 套餐 

300 分钟/
月 

20GB 通用流量 
30GB 定向流量
240GB校内流量 
（合计 290GB/

月） 

100M 
语音 0.1元/
分钟，短彩信
0.1元/条，日
租宝 1GB/元。 

79 套餐 200M 

99 套餐 300M 

首次充值优惠：首次充值 100元享 519元大礼包，首次到账 100

元，首月套餐 59免费，每月赠送 10元，赠送 36个月。 

（4）一卡通开通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完成开通（收到通知后

的三日内完成）。 

①首先微信扫描激活二维码，输入联

通号码验证 

②照完整清晰的身份证照上传 

③上传清楚的视频（视频背景不能出

现其它人头像或带有人头像的图片） 

④点开用户开户协议 

⑤勾选同意协议并签激活人的名字

（是哪个身份证激活就签哪个的名字），确认提交。 

5.其他 

①为方便学生，校园内设置有中国农业银行自助存取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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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入住学生公寓的学生，每生每月定额供应电 5度、水 2吨、气

5立方米（房间安装有燃气热水器），超出定额供应部分按国家规定

价格向学生收取。 

八、疫情防控（如报到时有新的要求，以最新要求为准） 

在学校迎新网《2022级新生疫情防控指南》一文中下载附件

《2022级新生疫情防控告知书》及《新生入学健康承诺书》，进行

纸质打印，由新生及家长签字后，于报到当日交给辅导员。 

九、安全提示 16条 

为保证您在到校途中及报到入学期间的安全，学校特作以下安

全提示： 

（一）路途安全 

1.不要向任何陌生人透露和借用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

手机号及现金。 

2.不要乘坐无营业资格证的车辆；保管好车票及保险单据。 

3.不接受陌生人的钱财、食品等，不接受陌生人的邀请同行或

做客，与陌生人交谈要提高警惕。 

4.衣着要朴素，不戴名牌手表和贵重饰物，不炫耀自己家庭的

富有。携带的钱物要妥善保存，不委托陌生人代为照看自己携带的

行李物品。 

5.不要向陌生人泄露家庭成员、亲戚、朋友的姓名、住址、联

系方式等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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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要参与路途中遇到的各种形式的赌博。 

7.不要轻易的施舍、同情任何方式的捐赠，以免上当受骗。 

8.确定接待站是我校工作人员（全部佩戴有效工作证）才能跟

随前往。 

（二）报到入学 

1.不要轻信冒充学校领导或工作人员可以代交学费行骗伎俩；

到学校设立的收费处交纳学费。 

2.要保管好自己的现金、银行卡、身份证、电脑、手机及其他

贵重物品，不要轻易借给他人。 

3.到校及时办理报到入学、缴费、住宿、登记、注册等手续，

以免钱物丢失。 

4.不要到校外采购黑心棉。 

5.到校后及时向家人报平安。 

6.不要参与各种名义的老乡会。 

7.不要听信推销人员的花言巧语。 

8.遇到困难或问题时要及时与辅导员（或班主任）、公寓管理

老师反映，也可直接与学校学生工作部取得联系。 

十、 新生网上报到操作指南 

新生可访问我校迎新网（http://yx.cqiss.com）随时了解新生

报到的相关资讯。网上报到流程 

（一）账号激活 

1.学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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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新网站上点击【学号查询】，按照提示查询学号，请牢记

自己的学号，在校期间会经常使用。 

 

 

 

2.账号激活 

在迎新网站上点击【账号激活】或访问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http://ehall.cqi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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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账号激活】，按照引导完成账号激活，注意激活过程中

需要绑定手机号。 

 

手机号必须是本人手机号。若日后忘记密码，可通过手机短信

找回，若更换了手机号，也需要及时重新进行绑定。 

3.下载钉钉 

钉钉是我校师生使用的移动校园“门户”，为方便新生在校学

习生活以及师生日常沟通，请务必在手机上安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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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使用在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激活账号时，绑定的手机号进行

注册/登录钉钉，届时将会收到重庆工信职业学院组织邀请，同意加

入即可。 

若注册/登录钉钉的手机号不是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激活绑定的手

机号，将不能进入到重庆工信职业学院钉钉组织。 

（二）个人信息采集和宿舍查询 

在钉钉工作台里面依次选择【工信服务】→【校园服务大厅】完

成迎新相关信息的采集和查询。 

十一、联系方式（区号 023） 

1.招生就业处       87651001、87651002 

2.学生工作部        87651015（资助、档案、宿舍）87651011

（户口） 

3.教务处        87651027（学籍） 

学校官方网址：http://www.cqiss.com 

学校地址：长寿校区：重庆市长寿区北城大道 2020号 

招生就业处地址：重庆工信职业学院（长寿校区）  

邮政编码（长寿校区）：401233 

http://www.cqis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