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同学:

祝贺你被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录取!

为确保你报到顺利,请仔细阅读以下报到须知:

一、新生组织关系、个人档案、户口及助学贷款办理流程

（一）党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1. 湖北省外：凭纸质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转接，介绍信抬头：中共湖北省委教育

工作委员会，具体党组织名称：中共湖北经济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2. 湖北省内：无需开具纸质介绍信，一律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内完成转接，介绍信

抬头：中共湖北经济学院委员会，具体党组织名称如下：

中共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学生第一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会计系学生第一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金融系学生第一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系学生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传媒与艺术设计系学生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文法系学生支部委员会

中共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信息管理与工程系学生支部委员会

（二）团组织关系：

团员信息及组织关系已经在“智慧团建”系统中的团员，2021 年 9 月开学后可由团员本人或

高中（专科学校）所在团组织通过“智慧团建”系统发起转接，转入所在团支部，例如：湖北经济

学院法商学院团委——XX系团总支——2021级 XX专业X班团支部。

由新生本人将已办理转出的“团员证”或者“团组织关系介绍信”自行带到学校，入学后以团

支部为单位集中办理。对于没有任何材料的团员身份不予认定（入团志愿书等团员档案已放入学籍

档案的除外）。

（三）新生档案

如新生档案由新生本人入学时自带，须经当地招生主管部门或中学盖章密封后，入学报到后交

辅导员；如由当地招生主管部门或中学邮寄给我校，邮寄地址为：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杨桥

湖大道 8号，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招生办公室；邮编：430205；电话：027-81973723。

（四）户口迁移

根据武汉市公安局对新生入户的有关要求,新生须配合学校办理以下入户手续:

1. 武汉市内、市郊新生户口不迁入学校。

2. 外地新生户口迁移采取自愿原则,可迁入学校也可不迁入学校。

3. 户口迁移办理要求：

省内新生户口迁移：到校后填报新生入户申请表、录取通知书原件、身份证复印件交各系。

省外新生户口迁移：到校后填报新生入户申请表、录取通知书原件、身份证复印件、户口迁移

证、电子相片（jpg 格式，30k 以内证件照）交各系。

以上材料由各系汇总后统一交学生工作部办理新生入户。

新生迁移地址填报: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杨桥湖大道 8号。

4. 新生入户申请表见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学工动态栏。

5. 新生户口受理日期:截止到入学当年的9月30日,过期公安机关不予受理,请各位同学在规定

时间内交齐资料办理入户手续,以免证件丢失或过期,影响正常入户。



6. 户籍科咨询电话:027-81977032。

（五）助学贷款

办理手续见随通知书寄发的《国家资助助你飞翔——高校本专科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资助和生源地助学贷款咨询电话：027-81977082。

二、新生报到须知防疫要求

为了保证学校公共卫生健康安全，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巩固学校疫情防控成效，新生报到前应

避免前往新冠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按照“应接尽接”要求积极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并在报到时向班

主任报告疫苗接种情况。新生及陪同人员来校报到前应密切关注学校有关新生报到的防疫要求和注

意事项，做好来校途中个人防护。

三、新生入学报到时间及流程

新生报到分为网上报到和现场报到两个环节:

(一)网上报到

1. 网上报到时间:8月 20日- 9 月 9日。

2. 网上报到流程:

①登录湖北经济学院官网办事大厅(网址为:http://ehall.hbue.edu.cn/new/index.html),登录名为

考生号,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新生也可以手机登录学校微信公众号(湖北经济学院),进入“迎新

服务”中完善信息。

第一步:在“学工服务”中的“迎新服务”栏中进行个人信息填写和照片采集,此项为新生报到

重要依据,填写信息务必准确、详实。

第二步:武汉市外的新生,可在“到校登记”环节中查看各种到校方式的情况,并登记个人的到校

信息。

第三步:在迎新系统中下载《学生返校健康安全承诺书》,8 月 23日起,每日如实填写个人健康

状况。

第四步:9月 9日后在“现场报到单”中查看各项环节具体情况,包括辅导员（班主任）信息及

联系方式、宿舍信息、网上报到环节完成情况等。

(二)现场报到

1. 现场报到时间:9月 12日。

2. 现场报到地点:在入住宿舍门口扫码报到。

3. 现场报到流程:

①现场报到:在湖北经济学院微信公众号“迎新服务”中出示“我的二维码”,宿舍管理员扫码

后,完成报到确认环节。领取资料袋,内含寝室入住单、校园卡 (刷卡可以进入学生寝室),领取公共财

产确认表,并于所住寝室清点物品,确认无误后填写公共财产确认表并签名后将表交回宿舍管理员

处。

②入住寝室:学生前往寝室,刷卡进入,安置行李。

③绿色通道:办理了生源地贷款的学生到“绿色通道”接待点交贷款回执,绿色通道办理地点设

在学校西区体育休闲广场（桂苑路口）。

4. 新生入学报到疫情防控要求,由学校另行通知。



四、新生报到时须带的材料

1. 录取通知书。

2. 纸质档案。

3. 有户口迁移需求的同学按要求提交材料。

4. 照片(近期一寸、二寸彩色登记照片各 4张左右,以备急需)。

5.《学生返校健康安全承诺书》

以上材料必须齐备,填写清楚、准确,所有证件上填写的姓名必须与录取通知书上姓名一致,否则

不予报到。

五、缴费标准、方式查询

（一）普通专升本缴费标准

1. 学费：按学年收取，请对照录取通知书上的录取专业查询。

2. 教材费：专升本学生教材预收 800 元。由湖北经贸书刊发行站以银行代收方式预收，据实

结算，毕业时多退少补。

3. 住宿费：4人间：1320 元/学年（含安装空调增加住宿费 120 元/学年）；5人间：1080 元/

学年（含安装空调增加住宿费 80 元/学年）。报到时统一预收 1320 元，入校后根据安排的宿舍情

况核定，多余退回。

4. 代收费：体检费 89 元/生，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暂定 320元/年（最终以武汉市医保部门发

专业
学费

(元/年)

预收教材费

(元/年)

预收住宿费

(元/年)

代收款

合计体检

(元/人)

大学生居民

医保(元/年)

金融学 20000 800 1320 89 320 22529

会计学 20000 800 1320 89 320 22529

市场营销 20000 800 1320 89 320 22529

烹饪与营养教育 16000 800 1320 89 320 18529

电子商务 18000 800 1320 89 320 20529

商务英语 18000 800 1320 89 320 20529

工程管理 18000 800 1320 89 320 2052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000 800 1320 89 320 20529

法学 18000 800 1320 89 320 20529

视觉传达设计 22000 800 1320 89 320 24529



布的标准为准）。

（二）缴费方式

网上缴费：请各位同学通过学校财务部网站登录“数字化校园财务办公平台”

http://www.hbfs.edu.cn/jgfw/szhxy，详细阅读平台说明，核对身份证及银行卡号，并修改完善个人

“联系方式”，通过“统一支付平台”在非银行代收期间自行网上缴费。（有生源地贷款的学生自行

修改缴费金额缴费）

学生学费网上缴费成功或代收扣款成功后，缴费收据会以电子发票的形式于五个工作日内通过

“数字化校园财务办公平台”联系方式推送，收到电子发票请及时下载保存。

（三）网上缴费操作指南

网上缴费操作指南及收费问题解答详见财务部网站 http://www.hbfs.edu.cn/jgfw“办事指南—

学生收费”中《新生入学缴费常见问题解答》《学生网上缴费操作指南》。

登录用户名：准考证号，密码：身份证后六位（“X“为大写）

（四）银行卡、校园卡相关事项说明

1．随录取通知书收到的银行卡，是学校为学生开具的在校期间所

用银行卡。使用银行卡存款前，请前往学生所在地“银行柜台”核对

收到的银行卡的户名及身份证号,并在银行柜台“激活”银行卡、及时

修改密码。具体使用方法见录取通知书信函中《银行致新生的一封信》。

2. 校园卡、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发放的银行卡在学校一卡通等系统

中已经默认关联。向校园卡充值前，请先在该银行卡预存个人生活费。使用“掌上经院”APP(二

维码附后)进行转款或到校后在圈存机上转款到校园卡，校园卡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码后六位,如身

份证最后一位是 X的,去掉 X,向前顺延一位。学生可以通过访问网址: http://app.hbue.edu.cn,

或用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掌上经院”APP,该应用可用于校园卡在线转款或查询。校

园卡使用须知详情请访问网址 http://nec.hbue.edu.cn/syxz/list.htm。

(五) 除上述通过银行代收的费用外, 新生报到时自愿购买有关物品,内容如下:听音器材(含后续

维护费用):45 元。

六、关于新生生活用品

新生生活用品可以自带,也可以到校后自行购买。

七、图书馆致新生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学们：

“十年寒窗苦泛舟，终得梅花扑鼻香”。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各位新同学们从全国各地、怀

着各自的期待和梦想，来到书香满园的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向各位同学们

表示衷心地祝贺和热烈地欢迎！

同学们，大学阶段是人生中激扬文字最宝贵的时间段。“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我馆是大家读

书治学的好地方，是大家博览群书、汲取知识、自主学习的重要阵地，我们要多读书、读好书，脚

踏实地，志存高远。我馆于 2002 年 9 月随三校合并，由三所高校图书馆合并组建而成。图书馆安

装有中央空调，冬暖夏凉，各类设施齐全，无线网络全馆覆盖，阅览学习环境十分舒适惬意，图书

馆不仅收藏有 240 余万册纸质图书、1000 多种中外文报刊，中外数据库 30 余种，还拥有电子图

书、电子报刊、随书光盘、学位论文、研究报告等多种类型资源，在充分保障阅读需求的同时，助

http://www.hbfs.edu.cn/jgfw/szhxy
http://nec.hbue.edu.cn/syxz/list.htm


力大家进行科学研究。

为了帮助大家尽快熟悉图书馆，图书馆开展了“知识闯关”活动，通过图书馆主页

（http://tsg.hbue.edu.cn/）或者图书馆官方微信的“新生专栏—知识闯关”即可参与，相信闯关过

后同学们都会变成利用图书馆的小行家，而且努力闯关或许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为了更好地使用图书馆，请记得关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抖音平台，你能够第一时间了

解图书馆最新资讯和活动通知，查询个人借阅情况、预约座位等功能。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站在新的起点，希望各位同学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与服

务，勤学好问，带走满腹经纶。祝愿同学们能够在图书馆结交良师益友，享受学习的快乐，感受成

长的真谛，在最美好的年华，追求最美好的事物，谱写最美好的青春篇章！

八、学生公寓生活服务设施使用说明

学生公寓为同学们提供热水洗浴、开水饮水、吹风机、洗衣、洗鞋、烘干等生活服务，请在应

用商店或扫码下载安装住理 APP，注册登录，充值后即可使用消费。

扫二维码直接下载住理 APP

手机消费（洗浴、洗衣、饮水、吹风）

步骤一：首次消费需要使用住理APP扫描设备上的二维码。

步骤二：再次消费无需扫码，可直接点击洗浴。

步骤三：依次按设备屏幕下的箭头按钮可结算洗浴，或者 APP

上点击结算，消费金额从手机账户中扣除。

刷卡消费(洗浴、饮水、吹风）

步骤一：通过住理APP 和绑卡机绑定校园卡（绑卡机位于东区桔 7、西区竹 4校园卡充值机

旁）

步骤二：插卡消费

步骤一：拔卡结算

绑定后的校园卡只是使用媒介，消费金额从手机账户中扣除，与校园卡内金额无关。若校园卡

遗失，请及时在住理 APP中解绑，避免造成损失。

按键消费（洗浴）

在设备上输入住理APP的登录账号密码，即可开启消费，依次按屏幕下的箭头按钮可结算洗

http://tsg.hbue.edu.cn/


浴，或者在APP上点击结算。

咨询电话：027-81296108

九、来校乘车路线

1. 在规定的现场报到日期内,学校在武汉火车站、武昌火车站、汉口火车站、武昌宏基长途汽

车站、武昌付家坡长途汽车站设有新生接待点。新生在规定的现场报到日期内乘汽车或火车在以上

站点下车,可到学校接待点联系乘车到校,勿与非正规接待点联系。

2. 自己乘车到校路线

乘坐武汉市内公共交通工具:乘坐地铁 2号线至终点站-佛祖岭,换乘 758路或 781路公交车到湖北

经济学院法商学院。

3. 武汉市内自驾车来校路线

市内自驾车考生家长驾车沿光谷大道高架往京珠沪渝高速凤凰山收费站方向行驶,或沿关山大道往

庙山方向行驶左转进入汤逊湖北路,往藏龙大道方向行驶。

4. 武汉市外自驾车来校路线:

(1)黄石、鄂州方向 由武黄高速转武汉绕城高速,行驶 12公里左右,靠右在凤凰山、关山出口下

高速,沿光谷二路前行 100 米左右,左转进入光谷大道,前行 2.5 公里左右即到。

(2)咸宁、宜昌、十堰方向 转至沪渝高速(上海、黄石方向)在凤凰山、关山出口下高速,沿光谷

二路前行 100米左右,左转进入光谷大道,前行 2.5 公里左右即到。

十、防疫要求

为了保证学校公共卫生健康安全，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巩固学校疫情防控成效，新生报到前应

避免前往新冠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按照“应接尽接”要求积极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并在报到时向班

主任报告疫苗接种情况。新生及陪同人员来校报到前应密切关注学校有关新生报到的防疫要求和注

意事项，做好来校途中个人防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