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院 2017 级本科新生入学教育日程安排表
时 间

容

参加人员

地

全体新生

点

武东路校区金融学院毓秀楼

备注
1、出示录取通知书、留下联络方式
2、领取材料袋和新生服装
3、党员同学提交党组织关系介绍信

7:00-17:00

学院报到

8:00-17:00

“绿色通道”及国家助
学贷款办理，申请网络
帐号、宿舍空调租赁、
校园卡充值、行李领取
等（详见新生服务平台）

部分有需要新生

武东路校区学生活动中心一楼大厅

16:00-18:00

新生家长座谈会

学院领导、辅导员，
新生家长自愿参加

武东路校区同德楼一楼报告厅

18:00-20:00

学院领导、辅导员
走访寝室

全体新生

新生寝室

1、出入寝室需刷校园卡
2、注意保管好个人财物
3、对上门推销等行为保持警惕性

报到后

网上查看选课通知
及课程信息

全体新生

网上查询

登录“上财门户——我的首页——通知公告”
查看 2017 级本科新生选课通知及课程信息
1、 请统一穿着学院服装、软底鞋，女生不要
穿高跟鞋
2、 7:20 到毓秀楼前集合。以班级为单位，两
路纵队，每队 30 人，统一入场
3、 7：50 前就坐完毕

9月7日
（周四)

9月8日
（周五）

内

8:00-9:40

新生开学典礼

学校、学院领导、辅导
员、教师代表、全体新
生等

国定路校区综合体育馆

10:15-12:15

英语分级考试

全体新生

国定路校区第一、二教学楼

13:30-16:00

新生选课指导等

全体新生

武东路校区同德楼一楼报告厅

18:00-20:30

学生机构招新宣讲会

全体新生

武川路校区创业中心一楼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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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通道准备材料：本人、父、母身份证
复印件各一份、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一份、《家
庭经济情况调查表》一份，详见新生服务平台
2、未缴费新生请到武东校区学生服务中心现
金缴纳，或至国定校区生乐餐厅处的综合楼刷
卡缴纳
该报告厅可容纳 160 人左右

详见表后注意事项 1
1、 请带好《本科教学一览》和《第一学期选
课手册》、水笔等
2、 13:30-14:30 国金、保险专业全体新生；
15:00-16:00 金融专业全体新生
学院团学联等学生机构展示及招新

8:00-10:00

班会

全体新生

国定路校区第二教学楼
305 307 309 310 311 313 315

1、 请将自行带来学校的全部材料带至会场
2、 详见表后注意事项 2
3、 金融 1 班：305；金融 2 班：307；金融 3
班：309；国金 1 班：310；国金 2 班：311；
保险 1 班：313；保险 2 班：315

10:30-12:00

学院领导、教师与本科
新生见面会暨专业教育

全体新生

国定路校区行政楼二楼报告厅

请统一穿着学院服装

缴费地点

领取地点

武东路校区
毓秀楼 114、120

国定路校区
教材服务中心
前门

9月9日
（周六）

9 月 10 日
（周日）

9 月 11 日
（周一）

9 月 19 日
（周二）

13:00-17:00

购买教材

全体新生
（自愿购买）

8:00-9:30

新生体检

全体新生

国定路校区医疗健康服务中心

9:00-20:00

新生选课

全体新生

网上选课

8:00

开始上课

全体新生

18:00—19:00
或
19:30—20:30

青春起航——迎新专场
演出

全体新生

国定路校区学生艺术中心

12:00 - 13:30

疫苗接种

全体新生

国定路校区医疗健康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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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用估计：金融学 500 元、银行与国际金
融（中外）450 元、保险学 500 元、保险
精算 450 元
2、 缴费地点：国金 1 班、2 班；保险 1 班、2
班，毓秀楼 114 室；金融 1、2、3 班，毓
秀楼 120 室
3、 申请助学贷款的同学请主动跟辅导员联
系，学院出具证明后可先领教材，待贷款
发下后补缴
4、未在指定时间内购买教材同学，可直接去
教材服务中心缴费、购书
详见表后注意事项 3
登录“上财门户——应用中心——选课”进行
网上选课，新生第一轮要抢课，请务必重视

1、 届时根据学校安排，确定具体场次
2、 请穿学院服装，以班级为单位集合，统一
入场
3、 发放入场券，对号入座，提前十分钟就座
完毕
1、 疫苗产品：麻疹类减毒活疫苗。
2、 接种前请从新生服务平台下载并仔细阅
读《预防接种第一类疫苗须知》。接种当
日填好回执并携带校园卡及填好的回执
至医疗健康服务中心接种。

14:00 - 17:00

新生入学综合教育

全体新生

武川路校区创业中心一楼报告厅

新生诚信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

9 月下旬

待定

参观校史馆、博物馆

全体新生

国定路校区育衡楼

10 月

待定

新生心理健康测试
暨信息录入、易班注册

全体新生

国定路教育技术中心机房

届时根据学校安排，另行通知

待定

待定

新生安全专题教育

全体新生

国定路校区学生艺术中心

届时根据学校安排，另行通知

届时另行通知

☆注意事项
1、英语分级考试


学生可登录“上财门户——应用中心——教学服务——考试安排”查询考场安排。



考试注意事项： 请务必准备以下物品(1)身份证；(2)带<FM>调频收音机(收音机质量必须保证，否则接收效果会直接影响听力成绩；不得使用 MP3 或
其他电子产品);(3)2B 铅笔；(4)钢笔、圆珠笔等文具，并请记住自己的学号(考试时需要填涂)



教室号举例：1301 为第一教学楼三楼 01 教室，2314 为第二教学楼三楼 14 教室，以此类推。



每位考生到考场后请核对自己的座位号。

2、班会携带材料


带黑色水笔、铅笔、小刀、固体胶棒、6 张 1 寸彩色免冠证件照（放入小信封，信封及照片背面注明班级、姓名、学号）
；



个人档案材料（如在自己手中）
；



党团组织关系材料（团员证、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等）；



户口迁移证（外省市同学）
、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在同一页面的复印件两份，并裁剪好）
；



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如需申请助学贷款、助学金）
；



兵役证（证明）或登记号（年满 18 周岁男生）
；



粮油关系（如有）



新生调研问卷、新生情况深度调查表（开学时发放）

关于《户口迁移证》说明（外省市新生自愿办理户籍迁转手续，生源地与户籍地不同的学生被本市普通高校录取后不予以办理户籍迁转手续）
：
（1）必须加盖当地派出所的户口专用章；必须全部机打，如有手写，需另附说明或在备注中说明不能机打的原因，并加盖“户口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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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户口迁移证》中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身份证号码等不得涂改。户口迁移证中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同入学通知书、学籍档案、身份证中
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必须一致，不得涂改。如出现不一致，必须由学生本人负责到原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更正。
（3）
《户口迁移证》中的“出生地”和“籍贯”两项，须规范填写为 XX 省 XX（市）县，如若缺项，应及时退回原户口迁出地予以更正。
（4）
《户口迁移证》中的“迁往地地址”应有“上海市国定路 777 号”
，如若地址错误，应及时退回原户口迁出地予以更正。
（5）学生本人需在《户口迁移证》的右上角用水笔填写本人的院系、学号、联系方式、身高、血型；背面粘贴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裁剪至身份证大
小粘贴）
，同时需本人手写注明“身份证与户口迁移证信息核对无误”并签名、注明日期。
（6）录取通知书复印件粘贴在户口迁移证背面。
（7）班会时统一提交。
3、体检注意事项（校医疗健康服务中心咨询电话：021-65903682、65904083）
（1）体检当日每位新生必须携带校园卡先在体检“出入口”处登记信息后方可参加体检。
（2）请每位新生于 9 月 8 日前登录“迎新服务平台”，务必如实填写“入校前病史采集”、是否参加“大学生居民医保”“大学生补充医保”信息征询，并
确认提交，否则将不能参加体检。
（3）抽血当日无需空腹，清淡饮食，近视同学请带好眼镜。
（4）摄胸片时请勿穿胸前有各种金、银图案的服饰及胸前勿佩戴任何挂件。
（5）体检所有项目检查结束后请务必到体检“出入口”处确认体检完成。
4、请务必于开学前在新生服务平台完成信息录入，体检相关要求 8 号前必须完成。
5、报到当日已在网上查询到自己宿舍的新生直接到所在宿舍楼刷卡注册，未安排入住宿舍的新生到国定校区公共服务中心或武东校区学生中心刷卡注册。

新生入学教育是本科阶段学习的重要环节，各项事宜希望各位同学仔细阅读并认真执行！
2017 级本科新生 QQ 群： 580464976 （群名：上财金融 2017 级新生群）
2017 级本科生辅导员：陈阳曲老师; 办公电话：021-65908185;手机：18762670762; 邮箱：chen.yangqu@mail.shufe.edu.cn 办公室：毓秀楼 105 室

金融学院
20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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