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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新同学： 

祝贺您被我校录取，热忱欢迎您来我校学习！在报到之前，请仔

细阅读入学须知：

一、入学报到

（一）时间：以录取通知书开学时间为准。

（二）地点：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甘肃省合作市知合玛路 233 号）

（三）报到流程：

（四）报到须持材料：报到时须交验身份证、准考证、录取通知书（请

复印备用）、专科毕业证书、本人学籍档案、党团关系、2 寸近期彩色

免冠照片若干张、完整的家庭户口本复印件 1 份。各种证件上的姓名

必须一致（不能用同音异体字），否则不予报到。

（五）建档立卡户学生须提交县乡两级证明材料。

温馨提示：

● 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到校报到者，须向我校招生办公室（0941-

8253168）及所在院系部履行请假手续，各院系部联系电话：

系别 电话 系别 电话

汉语系 8252404 历史文化系 8252187

藏语系 8252400 藏汉双语理科系 8252109 

体育系 8252993 音乐舞蹈系 8252859 

外语系 8252885 预科部 8252116

数学系 8252422   经济与社会发展系 8252466   

美术系 8253086 化学与生命科学系 8252906

计算机系 8252024 物理与水电工程系 8253099 

教育科学系 8252668 马克思主义学院 8250700

            

自行前往甘肃民族师范
学院中门

按照学校和合作市相关
要求提交健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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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公寓入住手续购买
公寓用品

办理缴费相关手续（提交
缴费证明、贷款证明等）

前往各院系部领取报到
单办理相关报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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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费、住宿费及缴款方式

（一）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文件精神，我

校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规定收费，具体收费标准按照甘肃省物价局核

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 逾期一周无故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 我校从未委托任何中介组织参与迎新工作，请务必注意，避免

上当。

● 合作市地处高原，温差较大，九月气温约为摄氏 5-20 度左右，请各

位同学注意保暖工作。

● 来校报到时，请妥善保管本人的身份证、录取通知书、档案等

重要证件及贵重物品，以免遗失。

● 我校未委托任何通信运营商向考生发布信息或办理业务。

● 根据省教育厅、教育考试院有关要求，入校三个月内，学校按

规定进行政治、文化、健康体检复查，不合格及弄虚作假者按有关规定

取消入学资格。

● 男生需向学校提交《男性公民兵役登记 / 应征登记表》。

● 前往学校途中请备好足够的防疫物品，做好个人防护工作。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专升本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

序号 各系 专业名称 收费标准 住宿费 备注

1

教育科学系

小学教育（科学与数学） 4000 900

2 小学教育（中文与社会） 3800 900

3 学前教育 3800 900

4 汉语系 文化产业管理 3800 900

5 化学与生命科学系 生物科学 4000 900

6 经济与社会发展系 电子商务 4000 900

7 历史文化系 酒店管理 3800 900

8 外语系 英语（旅游英语方向） 4300 900

9 物理与水电工程系 水利水电工程 4000 900

（二）缴费方式

根据财政相关政策规定，学费、住宿费为直缴方式，即款项直接

缴纳进入甘肃省非税专户；学校不再收取现金或银行刷卡。为了避免大



家排队等候缴费、打票，学校特开通学生线上缴费方式，鼓励大家通过

线上方式进行费用缴纳。收费方式及票据打印操作方法如下：

第一步：关注学校公众号

第二步：登录线上缴费系统

方法1：

可以通过扫描以下二维码添加：

方法1：

可以通过扫描以下二维码添加：

方法 2:

通过手机，在微信中查找并关注“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公众号；

方法1：

1.关注成功后，点击右
下方“校园服务”—“
学生线上缴费”，进入
缴费平台：



第三步：核对手机号码（有问题修改）

第四步：学生线上缴费

核对手机号码，
要修改点击“修
改手机号”；

输入新的正确或
新的手机号码，点
击“确定修改”；

1.成功进入系统后，会显示当
前学生信息及可操作界面，如
果该学生有应缴未缴费项目，
在“可选缴费项目”中，会列
出所有未缴款项； 点击要缴
费的“缴费”选项；

2.确实缴费信息无
误后，点击 “立
即缴费”进行付款
操作；

3.调起支付页面后，选择
正确的支付方式，进行支
付。因为费用为直缴，
所以页面显示为“甘肃财
政”；

注：因为每个人手机网络速度不同，请在缴费后，一定等待“缴费成功”后，再退出页面。
　　缴费成功后即可查看电子票据或根据“第六步”操作查看。

2.输入学生
姓 名 及 证
件号码（学
号或身份证
号），点击
登录：

3、点击“登录”
后，首次进入系统
时，系统中未录入
手机号码的同学，
会提示补录手机号
码，请输入正确的
手机号码：

注：使用支付宝缴费的同学
请按登录界面文字提示操作，
微信不支持支付宝支付。

注：因为缴费成功后会收到短
信，登录后首先核对自己的手
机号码，如果系统已录入的手
机号码有误或手机号码有变
更，一定在缴费前进行修改。



1 . 返 回 登 录 页
面，点击“缴费
记录”；

2.缴费历史中会
列出所有应缴费
用的未缴费、已
缴清记录；

电子票据查询

发票打印

1.在缴费记录中
点击“已缴清”
记录；

2 . 点 击 “ 查 看
电子票据”；

方法1：

如需打印发票，可长按系统中查询到的电子发票保存图片到手

机或者按以下 4 中的方法在电脑端打印；

方法2：

1.确保费用缴纳完成后，打开 “甘肃政务
服务网”，网址为http://www.gszwfw.
gov.cn/；

2.点击“统一支付平台”，选择查询（
打印）页签，点击“票据查询打印”；

第五步：缴费历史查询

第六步：电子票据查询及打印



三、其他服务性、代收性收费项目

（一）入学体检

专升本新生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入学体检，体检费标准为 80 元左

右（体检时间由校医务室在入学后另行通知）。

（二）商业保险

保险公司为我校学生提供学生平安保险附加意外伤害险和医疗保

险，采用集体投保形式，参保费每生每年 50 年，专升本同学共需缴纳

100 元。

注意事项：

● 登录时，请保证移动或 WiFi 网络顺畅，推荐使用移动网络进行缴费

支付；

● 由于部分学生信息有误，如果输入正确的姓名和学号或身份证号仍

未登录成功，请携带身份证、学生证（大二及以上学生）到财务处收费中心（综

B101 室）进行核对；

● 如果扣款成功，并短信收到财政 20 位缴款码，但系统中仍然显示“未

缴费”，请不要重复缴费！耐心等待，系统会每天定时与财政同步数据，第

二天再查看会显示正常，如果没有，请带好缴费成功短信和微信或支付宝扣

款记录前往收费中心查询；

● 只有通过线上缴费系统缴纳的费用才有电子票据，之前显示的已缴

费记录查询不到电子票据；

● 缴费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前往财务处收费中心咨询。

3.输入缴款码（手机短信收到的20位缴
款码）、缴款人、验证码，点击下一
步；

4.对查询到的票据进行打印即可。

注：甘肃政务服务网票据只能打印一次，请妥善使用。



（三）教材费

各专业按照实际用书进行收费。

（四）学生公寓用品

学校为保障学生的健康和利益，便于集中、统一、规范管理，根

据省教育厅集中采购相关文件精神，选择产品质量合格、售后服务完善、

符合采购要求的床上用品，学生可自愿选购。

（温馨提示：为了自身健康，杜绝黑心棉流入学生公寓，请勿在

校园内外无证小摊点购置卧具）

四、贷款办理

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同学，请将贷款材料（国

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证明）带到学校（学校咨询电话：

0941-8252320），报到时办理贷款相关手续。

五、党（团）组织关系

● 甘肃省内转接党员组织关系，应通过“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

进行，网上转入到“中共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XX 系党总支学生支部委员

会”。报到时应主动向辅导员或学生支部书记报告党员组织关系网上

转接事宜，院系部系登记汇总后再由学校党委组织部进行集中审核。

甘肃省外转接党员组织关系，目前不能通过网上转接，报到时须

持原所在党委部门开具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介绍

信抬头为“中共甘南州委组织部”，去往单位为“中共甘肃民族师范

学院 XX 系党总支学生支部委员会”并且打印“党员信息采集表”，同

学党员报到时一并交给本学院（系部）支部书记。

● 团员请将团员材料（入团志愿书、入团申请书、团员证）在报

到时交至录取院系团总支，各院系团总支审核汇总后，统一录入“智

慧团建”系统。

六、户口迁移

入学报到时，自愿选择是否将户口转迁至学校。选择迁户的同学

须在开学一个礼拜之内将户口转移材料交办公楼保卫处办公室（办公

楼 A111）。

户口迁移地址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知合玛路 233 号



保卫处办公室电话：0941-8237387

七、档案移交

为了规范档案管理，凡纸质档案由考生所在毕业院校统一邮寄的

同学，请持录取通知书落实纸质档案，并按时邮寄到我校（单位名称：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 邮寄地址：甘肃省合作市知合玛路 233

号 邮编：747000 电话：0941-8252377，0941-8253168）。

凡由本人携带纸质档案的同学，入学报到时，统一交所在院系部。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欢迎您！





联 系 电 话：0941-8253168 8252377
传    　　真：0941-8253168
E - m a i l ：gsmyzsb@163.com
学 校 网 址：http://www.gnun.edu.cn
招生办网址：http://zsc.gnun.edu.cn

和合大美
自强不息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官方微信平台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官方微博

甘肃民院招生就业
信息平台

以阳光品质  办阳光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