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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报到注意事项

欢迎您到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

建学校、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国家“双一流”建设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就读。为使您顺利到学校报到，请认真阅读“新生报到注意

事项”。

请您检查学校所寄材料是否齐全，材料包括：

（1）《录取通知书》；（2）《新生入学指南》。

一、报到须知

1．报到日期　2021年…9…月5日

　　　　　　……2021年7月19日网络报到，新生入学手续等学校另行

　　　　　　……通知（教育硕士中的非全日制学生）

　　　　　　……2021年7月17日网络报到，新生入学手续等学校另行

　　　　　　……通知（体育硕士中的非全日制学生）

请按规定时间报到，切勿提前或延误。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

须提前向学院请假，未经请假或者请假逾期不报到者，按自动放弃入学资

格处理。

2．报到地点

请新生直接到被录取专业所在校区和学院报到。

3．报到需携带的资料和物品

（1）新生凭我校签发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原件和本人身份证原件

报到；

（2）应届本科毕业生录取为硕士生交本科毕业证复印件一份（验原

件）；…

（3）户口迁移证原件一份及复印件两份，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两份，已

婚者还需结婚证复印件一份（办理入户用，定向就业生和不迁户口者不用

交）；

（4）党（团）组织关系介绍信：请参见后续第四点“党（团）组织关系

转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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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备小一寸免冠彩色照片6张（办理各种证件用）；

（6）定向就业生需交诚信承诺书一份；

（7）学生自备生活用品（包括棉被、毛巾被、蚊帐、枕头、枕巾、被

套、草席及日用品等），可自带，也可到学校后再购买。

二、缴费事项 

1．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包括学费及住宿费，收费标准详见下表：

（1）学费标准：…

收 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元/生 ·学年）
学制

（1）全日制学术型硕士 8000 三年

（2）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语文） 20000 两年

（3）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语文） 18000 三年

（4）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英语） 20000 三年

（5）非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英语） 22000 三年

（6）全日制教育硕士（教育管理） 20000 两年

（7）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教育管理） 20000 三年

（8）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数学） 20000 两年

（9）全日制教育硕士（教育管理、学科教学·

英语、学科教学·语文、学科教学·数学除外）
18000 两年

（10）非全日制教育硕士（教育管理、学科教

学·英语除外）
18000 三年

（11）非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MBA） 60000 三年

（12）全日制艺术硕士（美术） 28000 三年

（13）全日制艺术硕士（音乐） 28000 三年

（14）非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MPA） 30000 三年

（15）非全日制工程管理硕士（MEM） 18000 三年

（16）全日制应用心理硕士 22500 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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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收 费 项 目
收费标准

（元/生 ·学年）
学制

（17）非全日制应用心理硕士（MAP） 48000 三年

（18）全日制体育硕士 18000 两年

（19）非全日制体育硕士 18000 三年

（20）全日制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18000 两年

（21）全日制法律硕士 17000 三年

（22）全日制新闻与传播硕士 21000 两年

（23）全日制金融硕士 35000 两年

（24）非全日制旅游管理硕士 26000 三年

（25）全日制翻译硕士 28000 两年

（26）全日制会计硕士 35000 两年

（27）全日制国际商务硕士 22500 两年

（28）全日制社会工作硕士 15000 两年

（29）非全日制社会工作硕士 18000 三年

（30）全日制出版硕士 22000 两年

（31）全日制电子信息硕士 16000 三年

（32）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 35000 两年

（33）全日制艺术硕士（舞蹈） 28000 三年

（34）全日制艺术硕士（艺术设计） 28000 三年

…（2）…住宿费收费标准:最高1600元/生·学年。具体收费标准按学校后

勤管理处安排的宿舍所对应的标准执行。

2．缴费方式（网上自助缴费）

①登录华南师范大学校园统一支付平台（网址： http://hscwxf.scnu.edu.

cn/）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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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注“华南师范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微信号：scnu_cwc）进行

缴费。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3．缴费时间

2021年7月24日—7月30日，系统在每天0点至23点开放。

4．注意事项

（1）缴费指南

扫描下方二维码或登录华南师范大学财务处官网“办事指南”查看

《华南师范大学校园统一支付平台使用说明》。

（扫码查看缴费指南）

…（2）…网上自助缴费包括学费及住宿费两部分。不需要在校住宿的学生

可先不缴交住宿费，但需在2021年9月13日前到所在校区的宿舍管理部门

办理退宿手续。未按规定时间办理退宿手续的，视同住宿，需缴交住宿费。

（3）收费票据的查询和打印：新生通过统一支付平台交费后，可以下

载保存或打印电子收费票据，学校不再提供纸质票据。

（4）…由于学校发放各类奖助学金等须采集学生个人名下的建设银行储

蓄卡号。请新生于迎新系统开放后，查看关于银行卡号登记或代开新卡的

相关通知，并根据相应流程登记银行卡号或委托学校到建设银行代开新卡。

（5）…如登记的银行卡不慎遗失或损坏，请及时向建设银行申请挂失和

补办，并登录“华南师范大学校园统一支付平台”更新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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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入学前已办理生源地贷款的缴费说明：如学生办理的贷款金额等

于或大于学宿费的，无需进行网上缴费操作。若贷款金额不足支付学宿费，

请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拆分方式缴交学宿费与贷款金额两者的差额。（如

贷款金额为12000元，实际学宿费为19500元，点击“操作列”中的“修

改”按钮，将款项拆分成12000元和7500元，通过校园统一支付平台缴纳

其中的7500元。）

温馨提示：若学生及家长接到电话、短信、邮件，要求采用本通知

外的任何缴费方式的，均属不法行为，谨防上当受骗。

三、户籍办理

根据相关规定，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根据国

家招生计划招收录取的全日制普通学历教育的学生，可以自愿申请迁入学

校学生集体户口。被录取为定向生的，不办理户口迁移。选择户口迁移的

新生，请在入学时准备好户口迁移相关材料，由学院收集后交由保卫处户

籍科统一办理入户手续，入户手续不跨年办理。

（一）入学时需向学院提交以下材料

1．原户籍在省外的必须提交“户口迁移证”，原户籍在省内的可选

择提交“户口迁移证”或户口本（卡）本人页与地址页，原件及复印件各

一份；

2．录取通知书复印件1份；

3．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注：已婚的新生需交结婚证复印件1份。

（二）提交材料说明

1．如提供材料为户口迁移证：“姓名”一栏必须和录取通知书姓名一

致，性别、民族、出生年月、身份证号、婚姻状况、迁移原因、原住址、

迁往地址等项目必须齐全；出生地、籍贯项目要具体到省、市或县（只有

省没有注明市或县不能办理入户），户口迁移证须盖迁出地公安派出所户口

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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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户口迁移证应当电脑打印。如特殊情况需要手写，应用正楷字

体规范填写，在手写处加盖公安派出所户口专用章，在备注栏注明打印

机故障。

2．如提供户口本（卡）：“姓名”一栏必须和录取通知书姓名一致，性

别、民族、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等项目必须齐全；出生地、籍贯项目要具

体到省、市或县（只有省没有注明市或县不能办理入户），户口本（卡）须

盖公安派出所户口专用章。

（三）户口迁移地址（请新生根据被录取的学院填写户口迁移地址）

1．录取到石牌校区和南海校区的，户口迁移证迁往地址为：广东省广

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55号华南师范大学。学院包括：哲学与社会发展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外国语言文化

学院、美术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数学科学学院、地理科学学院、生命科

学学院、计算机学院、生物光子学研究院、半导体科学技术研究院、国际

文化学院、心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部、脑科学与康复医学研究院、国际商

学院、城市文化学院、软件学院、职业教育学院、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

学院。

录取到大学城校区的，户口迁移证迁往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378号华南师范大学。学院包括：经济与管理学院、法

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体育科学学院、文学院、音乐学院、物理与

电信工程学院、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化学学院、旅游管理学院、环境学

院、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量子物质研究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

（四）注意事项

1．原户口为省外的学生，于入学前在原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办理

“户口迁移证”，报到时交到学院，所交迁移证逾期不影响申请入户。

2．原户口为省内的学生，最好选择开“户口迁移证”，如果原派出所

只办理一站式迁移，可以选择提交户口本（卡）本人页与地址页即可。

3．申请入户时，广州市公安局需收取学生身份证原件录入信息，入学

时身份证遗失或失效的学生请及时在原公安局派出所补办或换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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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党（团）组织关系转移 

党组织关系转入说明：（1）广东省外转入的，需开具纸质版党组织关

系介绍信（介绍信抬头写“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具体去向写“华南师

范大学XX学院”），并审查党员档案合格后，以学院为单位收集党组织关

系介绍信，指派专人到华南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统一办理转接手续。（2）广

东省内转入的，在审查党员档案合格后，通过《广东省党务信息管理系统》

线上转接。省内转入分两种情况：第一、如果需要转入的是华南师范大学

某二级党委（如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则在《广东省党务信息管理系

统》中选择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下拉框的二级党委（注意：不用转入“华南

师范大学党委”，无二级党委选项则表明为二级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第

二、如果需要转入的是华南师范大学某二级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如国际

文化学院党总支），需先转入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党总支和直属党支部没

有接收权），再由华南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操作转至具体去向的党总支/直

属党支部。同时请在转接时备注栏说明转至具体哪个二级党总支/直属党支

部，否则华南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无法转接到相应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团组织关系转入说明：根据团省委通知规定：升学毕业生团员的组织

关系暂时保留在原就读学校，可以在转入新学校（学习单位）后30个自然

日内，将组织关系转接到新学校（学习单位）的团组织。我校集中在9月份

开展新生团员组织关系转入工作。9月份新生入学后，在广东“智慧团建”

系统内统一建立新生团支部，再由各学院团委通知新生团员进行转接。省

内已报到的，线上转入所在新生团支部；省内未报到的/省外的，在线上向

所在新生团支部报到。……

五、迎新网站相关事宜 

1．学校迎新网站网址： http：//yx.scnu.edu.cn…或http：//welcome.scnu.

edu.cn；

2．迎新网站将于8月25日前后正式对2021级新生开通服务，个人系

统账号为录取通知书上的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最后一位X大

写）或护照号前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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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生应尽早登录迎新网站，查看个人信息和学校相关通知、公告、

学习新生教育材料，并按要求填写相关资料。

4．由于学校发放各类奖助学金等须采集学生个人名下的建设银行储蓄

卡号。请新生登录网站后，务必按要求登记银行卡号或委托学校到建设银

行代开新卡。

5．系统操作及其它问题请留意迎新网站上公布的联系电话。

六、交通指引

请新生直接到所在校区和学院报到（可按以下指引乘车，仅供参考）。…

1．前往石牌校区：

（1）白云国际机场—石牌校区

①乘坐空港快线2B线，在华师大厦下车（此酒店在石牌校区校园内）。

②从机场北站或机场南站，乘坐地铁3号线北延段（体育西路方向），

在体育西路站下车，转乘地铁3号线（天河客运站方向），在华师站下车（E

口出），右转步行约100米至华南师范大学西门。

（2）广州火车站—石牌校区

①从广州火车站公交车总站，乘坐B2（或者B2A），在师大暨大站下

车，步行约100米至华南师范大学正门。

②乘坐地铁5号线（文冲方向），在珠江新城站下，转乘地铁3号线

（天河客运站方向），在华师站下车（E口出），右转步行约100米至华南师

范大学西门。

（3）广州火车东站—石牌校区

①从广州火车东站公交车总站，乘坐B20，在师大暨大站下车，步行

约100米至华南师范大学正门。

②乘坐地铁3号线北延段（体育西路方向），（或地铁1号线〔西朗方

向〕），在体育西路站下车，转乘地铁3号线（天河客运站方向），在华师站

下车（E口出），右转步行约100米至华南师范大学西门。

（4）广东省汽车客运站—石牌校区

①步行至广州火车站公交车总站，乘坐B2（或者B2A），在师大暨大站

下车，步行约100米至华南师范大学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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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步行至广州火车站，乘坐地铁5号线（文冲方向），在珠江新城站下

车，转乘地铁3号线（天河客运站方向），在华师站下车（E口出），右转步

行100米至华南师范大学西门。

（5）天河客运站—石牌校区

①从天河客运站总站乘坐B12路公交车（车陂总站方向），在师大暨大

公交站下车，转乘B20公交车，在师大暨大站下车，步行约100米至华南师

范大学正门。

②乘坐地铁3号线（番禺广场方向），在华师站下车（E口出），右转步

行约100米至华南师范大学西门。

（6）广州火车南站—石牌校区

步行至广州南站地铁站，乘坐地铁7号线（大学城南方向），在汉溪长

隆站下车，转乘地铁3号线（天河客运站方向），在华师站下车（E口出），

右转步行约100米至华南师范大学西门。

2．前往大学城校区

（1）白云国际机场—大学城校区

从机场北站或机场南站，乘坐地铁3号线北延段（体育西路方向），在

体育西路站下车，转乘地铁3号线（番禺广场方向），在珠江新城站下车，

转乘地铁5号线（文冲方向），在车陂南站下车，转乘地铁4号线（南沙客

运港方向），在大学城北站下车（B口出），步行约1公里至华南师范大学。

（2）广州火车站—大学城校区

乘坐地铁5号线（文冲方向），在车陂南站下车，转乘地铁4号线（南

沙客运港方向），在大学城北站下车（B口出），步行约1公里至华南师范

大学。

（3）广州火车东站—大学城校区

①乘坐地铁3号线北延段（体育西路方向）（或地铁1号线〔西朗方

向〕），在体育西路站下车，转乘地铁3号线（番禺广场方向），在珠江新城

站下车，转乘地铁5号线（文冲方向），在车陂南站下车，转乘地铁4号线

（南沙客运港方向），在大学城北站下车（B口出），步行约1公里至华南师

范大学。

②从广州火车东站公交车总站乘坐B17，在车陂南站下车，转乘地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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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线（南沙客运港方向），在大学城北站下车（B口出），步行约1公里至华

南师范大学。

（4）广东省汽车客运站—大学城校区

步行至广州火车站，乘坐地铁5号线（文冲方向），在车陂南站下车，

转乘地铁4号线（南沙客运港方向），在大学城北站下车（B口出），步行约

1公里至华南师范大学。

（5）天河客运站—大学城校区

乘坐地铁3号线（番禺广场方向），在珠江新城站下车，转乘地铁5号

线（文冲方向），在车陂南站下车，转乘地铁4号线（南沙客运港方向），在

大学城北站下车（B口出），步行约1公里至华南师范大学。

（6）广州火车南站—大学城校区

步行至广州南站地铁站，乘坐地铁7号线（大学城南方向），在大学城

南站下车，转乘地铁4号线（黄村方向），在大学城北站下车（B口出），步

行约1公里至华南师范大学。

3．前往南海校区

（1）白云国际机场—南海校区

从机场北站或机场南站，乘坐地铁3号线北延段（体育西路方向），在

嘉禾望岗站下车，转乘地铁2号线（广州南站方向），在公园前站下车，转

乘地铁1号线（西塱方向），在西塱站转乘地铁广佛线（新城东方向）到龙

溪站下车（C口出），转乘佛275路公交车到南海校区。

（2）广州火车站—南海校区

乘坐地铁2号线（广州南站方向），在公园前站下车，转乘地铁1号线

（西朗方向），在西塱站转乘地铁广佛线（新城东方向）到龙溪站下车（C口

出），转乘佛山275路公交车到南海校区。

（3）广州火车东站—南海校区

乘坐地铁1号线（西朗方向），在西塱站转乘地铁广佛线（新城东方向）

到龙溪站下车（C口出），转乘佛山275路公交车到南海校区。

（4）广东省汽车客运站—南海校区

步行至广州火车站，乘坐地铁2号线（广州南站方向），在公园前站下

车，转乘地铁1号线（西朗方向），在西塱站转乘地铁广佛线（新城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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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龙溪站下车（C口出），转乘佛山275路公交车到南海校区。

（5）天河客运站—南海校区

乘坐地铁3号线（番禺广场方向），在体育西路站下车，转乘地铁1号

线（西朗方向），在西塱站转乘地铁广佛线（新城东方向）到龙溪站下车（C

口出），转乘佛山275路公交车到南海校区。

（6）广州火车南站—南海校区

步行至广州南站，乘坐地铁2号线（嘉禾望岗方向），在公园前站下

车，转乘地铁1号线（西朗方向），在西塱站转乘地铁广佛线（新城东方向）

到龙溪站下车（C口出），转乘佛山275路公交车到南海校区。

温馨提示：新生务必增强安全意识，保管好随身所带物品，谨防上

当受骗。

七、关于学生在校期间的医保说明 

根据《关于将在广东省就读的大学生以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技工学

校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试点范围的通知》（粤府办〔2009〕56号）、《广州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办法的通知》（穗

府办规〔2017〕24号）的有关规定，我校学生已纳入广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并选择广州地区大中专院校学生普通门（急）诊医疗费限额管理模

式。入读我校的学生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才可以享受相关医疗待遇。

为了保障学生在校期间健康和安全，建议您参加广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

依照《关于我省各类学校科研院所托幼机构代收城镇居民基本医疗费

的通知》（粤人社发〔2010〕243），将大学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纳入

学校代收费项目；按照《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市财政局关于

公布2021年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的通知》，2022年广州市城乡居

民医保在校学生个人缴费标准预计为363元/人（实际收费以医保局通知为

准）。请同学们在入学后按照学校“关于全校学生参加广州市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的通知”进行报名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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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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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奖助学金

奖励项目 比例 奖励金额 备注

国家奖学金 按教育部文件执行

20000元/人

（硕士）

30000元/人

（博士）

国家助学金

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

计划的全日制脱产研

究生（有固定工资收

入的除外）…

6000元/年/

人（硕士）

13000元/年

/人（博士）

一年按 10 个月发

放，硕士生每人每

月600元；博士每

人每月1300元。

学业奖学金
非定向就业学生80%

覆盖

5000—

15000元/年

所有推免生及第

一志愿报考我校

的“双一流”建设

高校本科毕业生第

一学年优先获评硕

士一等学业奖学金

（比例不超过40%）

“ 曾 永 裕 ”

奖学金
应届毕业生100名 600元/人

奖励优秀应届毕业

研究生。

“ 三 助 ” 岗

位酬金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学

生15%

根据岗位设

定

“三助”指助教、

助管、兼职辅导

员。

“时代地产”

自强助学金
按通知执行 3000元/人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

的优秀学生。

备注：根据《关于加强全日制学生学杂费收缴工作的通知》（华师

〔2009〕146号文），欠费学生不得享有各种评优、评奖和推荐资格。如有变

动，以学校最新发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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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组织介绍

华南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士生宣讲团

华南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士生宣讲团（简

称“博士生宣讲团”）成立于2019年11月，旨在通过在校内外围绕党的创

新理论、党史国史、国家战略、发展成就、形势政策等方面内容举办理论

学习、专题讲座、政策解读、事迹宣传等活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用广大青年学生易于接受的

话语体系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让广大学生真学、真懂、真信、

真用，激励和引导学生真正在内心深处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形成“学以致用、讲学互动、以讲促学”的博士

生自我教育和浸润成长成才长效机制，培养一批政治坚定、理想远大、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富有大局意识、担当精神和创新能力、堪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目前学校已从各学院遴选出25名在读博士作为宣讲团成员，同时选聘

了9位身处学科前沿、具有较高政治理论水平的专业教师担任宣讲团指导教

师。通过整合相关资源，现已形成以学校领导任总顾问提供顶层设计，研

究生工作部统筹协调，马克思主义学院做专业指导和支撑，导师团队做具

体指导，硕士志愿服务队做后方支撑，地方政府、企业、社区、学校积极

参与的全方位、立体化宣讲实践育人新格局。

华南师范大学青年领袖训练营

华南师范大学青年领袖训练营是一个面向研究生群体、旨在培养未

来精英人才的培训项目，它兼顾领袖品德修炼和能力技术训练。训练营以

“理想·实践·创新”为主题，“立领袖之志，创时代先锋”为口号，面向全

校优秀学生党员、团员及少数优秀的非党团员学生选录招收约100名营员，

根据学生能力发展方向设立教育营、行政营和企业营三个分营，针对未来

精英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及领导力进行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培养和强化，

打造研究生青年领袖的孵化平台。

青年领袖训练营自2010年以来已连续开展了11期活动，深受研究生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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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成效较为显著，从青训营结业的营员们后来陆续担任各级研究生会主

席、常委或担任社团、协会主要负责人的岗位，并逐渐成长为我校科研创

新、文艺活动、体育活动、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精英；毕业的营员一部分进

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知名大企业工作，已成长为单位的业务骨干。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会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会（简称“校研究生会”，英文译名为“The…

Graduate…Union…of…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成立于1983年，是在中共

华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共青团华南师范大学委员会和华南师范

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的指导下，以“竭诚奉献，服务全体研究生”为宗

旨，以“团结·真诚·专注·担当”为理念，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的全校研

究生群众性自治组织。通过组织各类与研究生生活、学习相关的活动，积

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和学校的民主管理，努力维护广大研究生的权益，深

受同学喜爱，在校内外拥有较高知名度，曾获“广东省优秀学生会”称号。

● 聚焦学术，求索真理

“勷勤论坛”研究生学术节：以“启迪智慧，求真创新”为宗旨，为我

校师生搭建起高水平、宽领域、学科交融的学术互动平台。创业创新大赛：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提升学生创新创业的激情与能力，引导学生敢于创业、

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明日之师”研究生授课技能大赛：深入贯彻课程思

政教育理念，发挥我校师范特色，为研究生提供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展

示平台，增强学生的教育教学技能。“我最喜爱的导师”、研究生“四好”

导学团队评选活动：积极响应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研究

生教育培养和导师队伍建设，发挥我校优秀导师的典型示范作用，全面落

实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发挥导学育人共同体引领示范效应，营造师生共进、

教学相长的校园文化氛围。

● 文艺体育，活跃氛围

校园歌手大赛：由本科生和研究生共同参与，以其高端定位和新颖形

式吸引众多研究生参与，丰富了研究生们的校园生活。研究生篮球联赛：

全校各学院、各级研究生共同参与其中，有利于加强院际交流，增进友谊，

同时也营造了和谐、健康、团结的校园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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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益维护，关注需求

权益调研：以线上问卷调研，线下走访相结合的形式，深入了解研究

生学习生活需求。提案征集大赛：提案大赛紧跟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双

一流”建设的步伐，以为校园建设建言献策为目的，吸引了广大师生的广

泛关注。

● 用心服务，助力就业

校内外专场招聘会：校园招聘季通过研究生会官方公众号发布大学城

十校宣讲会信息，组织研究生参与校外招聘会。

就业指导活动：为了使研究生更好地适应就业市场的需要，开展了一

系列就业指导活动，其中包括南方公务员讲座、优秀毕业生就业经验交流

会、校际模拟招聘大赛等。

● 宣传到位，展现风采

通过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在线（http://yjszx.scnu.edu.cn/）、华南师范大

学研究生会微博（http://weibo.com/scnuyh?topnav=1&wvr=4&topsug=1）、华南

师范大学研究生会微信公众号推送学术活动、就业咨询、校园动态等相关

信息，致力于打造广东省研究生层面最具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平台。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传媒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传媒中心（简称“传媒中心”）成立于2018年6

月（前身为成立于2002年的《华师研究生》报），由我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主管主办，是我校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研究生校园媒体。传媒中心秉承

“引领学生思想、回应学生关切、跟踪校园热点、反思社会现象”的宗旨，

致力于华师研究生思想价值引领和学术科技创新，在弘扬主流价值观、传

递校园好声音、传播青春正能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逐渐成长为在广东

省乃至全国广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研究生校园媒体。

旗下独立运营“华师研究生”微信公众号，统筹管理面向各学院的华

师研究生传媒微信联盟，发行《华师研究生》报及附属刊物《紫荆风》副

刊，运营附属工作室——蒲公英研究生传媒工作室，协助维护“华南师范

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并建设有连接各学院新闻系统的研究生通讯联络站，

形成了“一号、一盟、一报、一室、一网、一站”为主体的运营格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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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打造以“研究生传媒中心（微信公众号）”为主体、《华师研究生报》和

《紫荆风》为支撑“一体两翼”的研究生校园融媒体品牌。旗下发行子刊物

包括《华师研究生》报、《紫荆风》副刊、《桃李春风——研究生优秀学术

论文集》、《华师研究生十五周年优秀文集（2003-2018）》。旗下主办的品

牌活动包括记者训练营、传媒大讲堂、成果展以及主题征文、主题摄影等。

十多年的发展与积淀，《华师研究生》品牌不仅成为广东省高校研究

生媒体中的佼佼者，而且在全国高校研究生媒体群体中备受认可。在2015

年举行的“中国研究生校园媒体联席会议”中，华师研究生传媒凭借《当

读研遇上“大众创业潮”》这一报道荣获“深度报道”奖，并于…2010…年、

2012…年举行的“中国研究生校园媒体联席会议”中，连续两次荣获“优秀

研究生校园媒体”、“优秀专刊”提名奖。截至目前，共计20多篇稿件被转

载至《中国研究生》杂志。在2019年举行的“中国研究生校园媒体联席会

议”中，在来自各高校的近100张海报的投票评选环节，荣获“媒体嘉年

华优秀竞展奖”，并获得“最佳人物报道提名奖”、“最佳服务指南提名奖”

以及“最佳读者互动提名奖”。在2020年“中国研究生”主题宣传活动中，

荣获优秀组织奖称号。

欢迎各位对校园媒体工作感兴趣的同学加入2021级华师研究生传媒交

流QQ群（711685040）：

（图为“华师研究生”公众号二维码，扫码关注华师研究生动态）

华南师范大学心语轩工作室

华南师范大学心语轩工作室，成立于2009年，是华南师范大学党委研

究生工作部的下属服务部门，工作室设有常委团、咨询员团队及5个职能部

门，分别为秘书部、宣传部、实践部、培训部、活动部。

心语轩工作室以“学以致用、助人自助”为宗旨，致力于发挥华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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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优势学科的特色，主要由心理学院研究生组成，负责我校研究生心

理健康辅导工作的开展。…

每年，我们会面向全校研究生开展多场团体辅导、新生心理测评与走

访、成长小组、心理健康专题校园巡回讲座、心理健康活动月等一系列活

动，并利用公众号“华师心语轩”宣传趣味心理知识及心理主题活动预告。

工作室内部也有极其丰富的实践与培训机会，在此也诚挚邀请各位心理学

院研究生加入我们的团队。

同时，今年也是心语轩工作室开设个案心理咨询辅导的五周年！当你

需要时请记得，心语轩就在这里。目前，心理咨询预约方式有线上、线下

两种渠道：

线上：关注心语轩微信公众号“华师心语轩”进行预约；

线下：周一至周六19:00-21:00现场预约咨询，工作室位于石牌校区沁

园宿舍一楼（沁园SC103）。

（图为“华师心语轩”公众号二维码，长按识别加关注，“研”途有我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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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生活便利设施

一、学生宿舍

学校后勤管理处是学生住宿管理的职能部门，新生报到并注册后，由

学校统一安排宿舍。石牌校区的学生宿舍管理由学生宿舍管理服务中心负

责。大学城校区的学生宿舍管理由大学城校区后勤管理办公室负责，由学

校委托专业物业管理公司进行日常管理和服务。南海校区的学生宿舍管理

由南海校区后勤管理办公室负责，由学校委托专业物业管理公司进行日常

管理和服务。

石牌校区：学生宿舍大致分为东区、西区共22栋，博士研究生为2-3

人/间，硕士研究生为4人/间，本科生为4-6人/间，学生床铺的尺寸为

90㎝×190㎝。宿舍配套齐全，全部安装了空调，实行统一分时段刷卡供应

热水，有桶装饮用水供应（由学生自主选择）。办公电话：020-85211153。

大学城校区：分南、北生活区，共有学生公寓19栋，博士研究生为

2-3人/间，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均为4人/间，均有独立卫生间，学生床铺

的尺寸为90㎝×190㎝。公寓配套齐全，全部安装了空调，实行统一分时

段刷卡供应热水，有桶装饮用水供应（由学生自主选择）。办公电话：020-

39310032

南海校区：共有学生公寓8栋，为4-5人/间，均有独立卫生间，学生

床铺的尺寸为90㎝×190㎝。公寓配套齐全，全部安装了空调，实行统一

分时段刷卡供应热水，有桶装饮用水供应（由学生自主选择）。办公电话：

0757-86687321

想要了解更多后勤服务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华师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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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楼

石牌校区：学生上课主要集中在第一课室大楼，该教学楼建筑面积

33587平方米，教室宽敞明亮，多媒体等教学设备齐全，为同学们的上课提

供了便利。

大学城校区：教学楼建筑面积55545平方米，共有课室174…间、学生座

位15000…位，教室全建成多媒体课室，所有课室和实验室都与国际互联网

连接。

南海校区：教学大楼建筑面积1.76…万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5500名学

生一起上课；多媒体教室内计算机、投影机、实物投影仪、话筒等先进设

备齐全。

三、图书馆 

图书馆现有四个校区馆，分别是石牌校区馆、大学城校区馆、南海校

区馆和建设中的汕尾校区馆。四个校区馆实现了文献资源的共建和共享，

并以丰富的馆藏资源、先进的管理模式、优质的读者服务、浓郁的文化气

息，为我校教学、科研及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与保障。

石牌校区馆：1998年9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该

馆现有纸质文献资源212多万册（件），国内外各种刊报3000…余种，面向全

校各校区开放的各种中外文电子资源及多媒体教学资源等数据库120多个，

阅览座位2000多个，周开放时间110小时以上。此外，石牌校区馆开辟了

知识共享空间、阅读分享空间和党员学习空间，在知识交流、阅读分享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为读者提供相应的空间服务。

石牌馆内设8个业务部门，热情为广大师生提供各种文献、咨询、学

科及知识交流服务。

联系电话：（020）85211400

大学城校区馆：2004年9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面积3.9万平方米。

该馆现有纸质文献资源136多万册（件），国内外各种刊报3000余种，阅览

座位2300多个。实行总门禁系统、一卡通管理，总借还服务、直落式开放，

每周开放时间达100小时以上。该馆按学科进行资源的整合，把同一学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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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资源集中在一个学科馆里，使读者在学科馆里就能查阅本学科的所有

资源。该馆建筑采用大开间设计，为广大师生营造了一个安静而舒适的阅

读环境。

联系电话：（020）39310136

南海校区馆：2002年4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阅

览室座位1000多个，现有纸质文献资源65.5多万册（件），周开放时间98

小时。该馆开设有书刊阅览区、新书展示区、

经济学共享空间、多媒体资料中心、电影院、

展览厅、学术研讨室、咖啡厅和读者休息室等，

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全开放的借、阅、欣赏

和交流的温馨学习空间。

联系电话：（0757）86687213

如要更详细了解掌握图书馆资源及服务，

请关注图书馆主页与微信公众号。

四、食堂

学校食堂服务项目多样，菜式品种丰富，食品安全、卫生、实惠，就

餐环境舒适，素有“吃在华师”的美誉，在广东省乃至全国高校有一定的

影响力。华师食堂一直由学校饮食服务中心自主经营管理，致力为广大师

生提供优质、热情、贴心的饮食服务。食堂早、午、晚餐的服务时间为：

早餐6:30-9:00，午餐11:00-13:00，晚餐17:00-19:00。（另有单独注明供餐时

间的以注明的时间为准）

石牌校区：石牌校区有陶园、沁园和雍园三座食堂及西六美食坊，供

应两万多师生用餐。

陶园，位于东区，共两层，提供早、午、晚餐和宵夜，主要服务项目

有特色套餐、大众快餐、自选风味、广式烧腊、南北风味小吃、汤品、糖

水、中西式包点、清真风味餐厅、中餐厅及周末早茶。其中：

一楼北面的风味窗口，早、午、晚分时段供应广式烧腊、拉肠粉、粥

粉面、小笼包、蒸饺、各式煎饼、老火靓汤、糖水、鸡扒饭、涮涮煮、铁

板意粉、特色炒饭、螺蛳粉、紫菜汤饺、大骨面、牛腩粉等，服务时间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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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22:00；

一楼北面的西边设有生活服务部和西饼屋，供应各类包装食品、饮品

及中西包点、生日蛋糕、风味小吃，服务时间6:30-22:00。

一楼东面，早餐供应各式粥粉面、中西包点，午晚餐供应商务套餐、

拌面、卤水饭、汤品、糖水、大众餐等；

一楼南面除供应大众餐外，还设有民族风味餐厅；

食堂二楼南面为风味自选专区，供应午、晚餐；

食堂二楼北面设有中餐厅，提供宴客筵席服务。午市、晚市的服务时

间分别为11:00-14:00、17:00-21:00；餐厅逢周六日还提供早茶服务（节假

日、寒暑假除外），周六日早茶服务时间为7:00-10:00。订餐电话：020-

85211175。

食堂联系电话：020-85211176

雍园，位于西区宿舍生活区，共两层，提供早、午、晚餐服务，主要

经营项目有特色套餐、大众快餐、自选美食、南北风味小吃、早餐点心等。

其中：

一楼以大众各式粤菜为主，辅以特色风味菜、川湘辣菜、素菜、卤菜

以及大众汤水、糖水等；同时提供大众早餐各类精美点心、炒粉面、汤粉

面、粥等；南北小吃供应特色螺丝粉、现炒菠萝饭、砂钵土豆粉、现煮汤

粉面、麻辣烫、各式小吃。

二楼自选专区提供西式套餐、烧腊套餐、照烧饭、素菜、汤菜、老火

靓汤、特制炖汤、糖水、钵仔菜、现煎鸡扒、大盆菜及轻食简餐。

食堂联系电话：020-85211170

沁园，位于东区东十学生宿舍东侧，共两层，供应早、午、晚餐，主

要服务项目为大众快餐、经济套餐、自选美食、南北方风味小吃及西餐等。

其中：

一楼供应早、午、晚餐，主要服务项目为各式早餐和大众快餐，大众

快餐以粤菜为主、辅以川湘菜、卤菜、素菜、汤菜等。

二楼供应午、晚餐，主要服务项目有自选美食、经济套餐、卤水套餐、

风味小吃、麻辣烫、汤粉面、拉面、刀削面、广式拉肠、笼仔饭、蛋浇饭、

煲仔饭、扒饭、锅仔菜、各式煎饼、营养靓汤及糖水甜品等。此外，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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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设有“绿云岛”西餐厅，就餐环境舒适、幽雅，供应中式经济套餐、

各类西式套餐（意式、法式、美式）、扒类、意粉、咖啡、鲜榨果汁、沙

律、甜品、自制雪糕、冷饮冰沙等。每年10月至次年4月还供应自选火锅。

服务时间为11:00-13:30、17:00-20:30。

食堂负一层设有蔬果服务部，供应各种鲜果、蔬菜、粮油、副食品、

饮料、自制西饼、面包、蛋糕、奶茶、鲜榨果汁、手工饺子、云吞、关东

煮特色小吃及各类日常生活用品，让师生足不出校就能满足日常生活的需

要。服务时间为7:30-22:00（周六日服务时间为7:30-21:30）。

食堂联系电话：020-85214722

西六美食坊，位于西六学生宿舍首层，提供早、午、晚餐和宵夜，主

要服务项目有中西包点、特色汤粉面、手工拉肠粉、传统小吃、营养烫菜，

重庆小面、四川老麻抄手、老火靓汤、各类铁板现煎扒饭、烧卤套餐、锡

纸焗饭、铁板现炒粉面饭、商务套餐、寻香缘螺丝粉、韩式碗碗饭和鲜榨

果汁。服务时间7:00-22:00。

联系电话：18925116279

大学城校区：大学城校区有楠园和翰园两座食堂及教学楼6栋的勷园

餐厅，供应近两万人用餐。

楠园，位于生活南区，共四层（三楼暂未开放），提供早、午、晚餐和

宵夜，主要服务项目有特色套餐、大众快餐、自选美食、粤式烧腊、南北

风味小吃、中西美点、营养靓汤、糖水及提供筵席服务。其中：

一楼设有风味食街和服务部，风味食街提供早、中、晚餐和宵夜服务，

主要服务项目有风味套餐、老火例汤、炖汤、糖水、卤水套餐、汤粉面、

小笼包、蒸煮水饺、拉肠、煲仔菜、煲仔饭、照烧饭、汤饭、营养粥、现

烫菜、螺蛳粉、麻辣烫等特色地方小食；服务部供应各类包装食品、饮品

及精美点心。服务部服务时间7:00-22:30，宵夜服务时间19:30-22:30。

二楼提供早、午、晚餐，主要服务项目有粤菜、川湘菜、凉菜、大众

快餐、自选美食、各式中西包点、炒粉面、豆浆、营养粥等。服务时间：

早餐7:00-9:00，午餐10:30-13:00，晚餐16:30-19:00。

四楼提供午、晚餐，主要服务项目有广式烧腊、风味拌面、现煎扒饭、

营养烫菜，铁板现炒粉面饭、韩式料理饭、现蒸套餐、特色汤粉面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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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餐厅，提供宴客筵席服务。

食堂联系电话：020-39310203

翰园，位于生活北区，共三层，提供早、午、晚餐和宵夜，主要服务

项目有特色套餐、大众快餐、自选美食、南北风味小吃、中西美点、清真

风味等。其中：

一楼供应早餐，午晚餐以粤菜为主，辅以川湘菜、凉菜、卤菜、例汤、

糖水等；并设有服务部，供应各种饮料以及自制西点、南北小吃、粥粉面

以、麻辣烫，服务时间7:00-21:00。

二楼为自选专区，提供经济套餐、素菜、汤菜、老火汤、炖汤、钵仔

菜、现煎鸡扒、各式小炒和酸菜鱼。

三楼风味食街供应中西风味套餐、老火例汤、糖水、烧卤套餐、汤粉

面、拉肠、煲仔菜、煲仔饭、照烧饭、农家饭、营养粥、手抓饼、东北水

饺、台湾包饭和现烫菜；另设有西北风味餐厅，主营盖浇饭、风味套餐、

凉面、拉面和西北风味小吃。

食堂联系电话：020-39310170

勷园，位于教学楼6栋首层，提供早、午、晚三餐，内设咖啡厅、中

西餐厅和便利店，提供各式精美中西式套餐、扒类套餐、蒸菜套餐、咖啡

饮品、风味小吃、饮料和副食品等。中西餐厅及咖啡厅的服务时间为：早

餐7:00-9:00，午餐10:40-13:00，晚餐16:30-19:00；便利店服务时间为7:00-

22:00。

联系电话：18620150894

南海校区：南海校区熹园食堂与校园商业街相连，共三层，可供应约

7000名师生用餐，提供早、午、晚餐和宵夜，主要服务项目有大众快餐、

特色套餐、南北风味小吃、中西美点、营养靓汤、糖水等。其中：

食堂一楼供应早、午、晚餐及宵夜，提供特色套餐，各式卤水、烧卤

碟头饭、西式扒饭、蒸菜、笼仔饭、煲仔饭、特色铁板照烧饭、特色生滚

粥、广式拉肠粉、老火靓汤、滋补炖品、各式粗粮及糖水等；一楼还设有

服务部，供应各种牛奶饮品、饮料、自制中西美点、定制生日蛋糕。

食堂二楼供应早、午、晚餐，提供各类自制中西包点、汤水、糖水、

炒粉面、经济套餐和各式以粤菜为主、川湘菜、凉菜为辅的大众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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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三楼设有餐厅，承接各类宴客筵席服务。

各餐服务时间为：早餐7:00-8:30，午餐10:30-13:00，晚餐16:30-

19:00，宵夜19:00-21:30。

食堂联系电话：0757-86687766…

想要了解更多校内供餐服务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食在华师”。

五、校园网络

石牌校区、大学城校区和南海校区的学生宿舍均可免费开通校园网，

每月使用费30元/月，若按年交费，300元/年，不限流量。…

六、学校医院

学校医院设在石牌校区，大学城校区和南海校区均设有门诊室，24小

时为同学提供治疗服务，如有需要可由校医院转到校外医院就诊。

七、银行

石牌校区：在东九学生宿舍首层有建设银行；校园附近各大银行林立，

正门与西门附近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和邮政储蓄等银行。

大学城校区：学南一栋首层设有自助工商银行，北区后勤综合大楼二

楼设有自助建设银行。

南海校区：在学生公寓B座楼下设有工商银行自动取款机，商业街二

楼设有建设银行的人工服务厅和自动存款机。

八、邮政服务

石牌校区：校区收发室可收取信件、邮件、报刊和杂志等。

大学城校区：校区收发室可收取信件、邮件、报刊和杂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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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校区：其他邮递业务（快递）可在报亭办理。

三校区内均有各大快递公司的收发点。

九、一卡通

一卡通校园卡可在我校各校区用于身份识别、饭堂消费、学生所住宿

舍楼门禁出入、热水、商店消费、图书借阅、银行圈存和自助服务，极其

重要，因此刚进华师时，同学们要尽快学会使用一卡通。

一卡通的充值方式有手机线上充值和自助机充值（24小时服务）。请

关注“华南师大校园一卡通与信息化服务”微信公众号和“华南师大校园

一卡通”小程序，输入学号/一卡通卡号和初始密码（身份证号后六位/

一卡通卡号后六位/888888）进行绑定，绑定成功后，领取个人一卡通虚

拟卡。

收到一卡通后，同学们务必更改初始密码并妥善保管密码，微信公众

号和小程序在绑定个人信息后即可进行微信充值、查询、挂失/解挂、密码

修改、热水充值、代人充值等功能，充值后即可进行饭堂消费等。宿舍需

要刷一卡通使用热水，热水功能属于一卡通小钱包应用，需要在公众号进

行“水控小钱包”缴费充值后，再到校内的一卡通领款机上读卡领款才能

进行热水消费使用，热水小钱包属于独立小额消费，丢失不补，请务必少

量充值（如10元/次）。若丢失一卡通，凭一卡通密码在微信公众号、自助

机上进行挂失，或凭本人有效证件（如身份证、学生证等）到一卡通服务大

厅人工办理挂失补办手续。

在2021年8月底9月初，新生一卡通虚拟卡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领

取并绑定使用了，新生可在报到之前就提前熟悉校园一卡通的线上功能。

以下是校园一卡通的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和小程序码，请扫码关注。一卡通

更详细地使用指南将于开学之季通过迎新网和“华南师大校园一卡通与信

息化服务”微信公众号推文宣传。

备注：本《新生入学指南》中如涉及到政策性的内容，均以具体的

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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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常用应急电话及学校相关部门和各
学院联系电话

1．常用应急及查询电话

火警……119………………　　匪警……110……………………　　……急救……120

交通事故……122………………公交查询……96900………………号码查询……114

2．石牌校区（区号：020）

序号 单位 电话 备注

1 校长办公室 85211547

2 纪检监察处 85211016 85211015（FAX）

3 招生考试处 85213863 85213484（FAX）

4 学生工作部（处） 85215801

5 校团委 85211036

6 校学生会 85211448

7 研究生处 85210469

8 教务处 85211091

9 社科处 85211099

10 科技处
85215053

85217435

11 财务处 85211128

12 保卫处 85211138

13 后勤管理处 85211150

14 校友工作办公室 85217420

15 保卫处户籍室 85211139 户口迁移咨询

16 校内治安 85211110

17 校内消防 85211119

18 校内急救（校医院）
85211120

8521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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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电话 备注

19 校内号码查询 85211114

20 学生处勤工助学管理中心 85213390 Qzrscnu@163.com

21 学生宿舍管理服务中心
85211153

85216893

22 饮食服务中心
85211165

85213252

23 华师粤海酒店（华师大厦） 85216888 住宿

24 计算机学院
办公室 85211352-691

研究生工作 85211353-108

25
教育信息技术学

院

办公室 85211391

研究生工作 85216460

26 生命科学学院
办公室 85211372

研究生工作 85215535

27
外国语言文化

学院

办公室 85211329

研究生工作 85215121

28 数学科学学院
办公室 85213482

研究生工作 85210809

29
哲学与社会

发展学院

办公室 85211312

研究生工作 85211425

30 教育科学学院
办公室 85211325

研究生工作 85211326

31 美术学院
办公室 85211338

研究生工作 83625339

32 地理科学学院
办公室 85211380

研究生工作 85214766

33 历史文化学院
办公室 85214408

研究生工作 85216409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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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电话 备注

34 心理学院
办公室 85216771

研究生工作 85216483

35 教师教育学部
办公室 85217737

研究生工作 85211707

36
半导体科学

技术研究院

办公室 85215603-802

研究生工作 85215603-802

37 国际文化学院
办公室 85215390

研究生工作 85217031

38
生物光子学

研究院

办公室 85211438-8103

研究生工作 85211436-8104

39 马克思主义学院
办公室 85211677

研究生工作 85210042

40
脑科学与康复

医学研究院

办公室 85212160

研究生工作 85212160

41
粤港澳大湾区教

师教育学院

办公室 85215387

研究生工作 85215387

3．大学城校区（区号：020）

序号 单位 电话 备注

1 综合管理办公室 39310168

2 研究生工作管理办公室 39310082

3 学生工作办公室 39310040

4 教学管理办公室 39310022

5 财务管理办公室 39310011

6 后勤管理办公室 39310031

7 校团委 39310050

8 校学生会 39310099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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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电话 备注

9 校内治安（保卫办）
39310110

39310119

10 校内消防 39310119

11 校内急救（校医院） 39310120

12 校内查号台 85211114

13 学生处勤工助学管理中心
39310399

39310612
Qzrscnu@163.com

14 宿舍管理科 39310032

15 大学城校区招待所 39310419

16
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

办公室 39310319

研究生工作 39310586

17
信息光电子

科技学院

办公室 39310309

研究生工作 39310311

18 文学院
办公室 39310065

研究生工作 39310283

19 音乐学院
办公室 39310035

研究生工作 39310126

20 经济与管理学院

办公室 39310072

研究生工作
39310352

39310722（MBA）

21
物理与电信

工程学院

办公室 39310066

研究生工作 39310372

22 体育科学学院
办公室 39310230

研究生工作 39310272-8811

23 法学院
办公室 39312156

研究生工作 39310085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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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电话 备注

24 化学学院
办公室 39310187

研究生工作 39310380

25
华南先进光电子

研究院

办公室 39343181

研究生工作 39313713

26 环境学院
办公室 39310986

研究生工作 39313366

27 旅游管理学院
办公室 85210010

研究生工作 39311060

28 量子物质研究院
办公室 39337116

研究生工作 39310372

29
科学技术与社会

研究院

办公室 39310373

研究生工作 39310373

4．南海校区（区号：0757）

序号 单位 电话 备注

1 综合管理办公室 86687222

2 学生工作办公室 86687881

3 后勤管理办公室 86687338

4 财务管理办公室 86687385

5 教学管理办公室 86687168

6 勤工助学管理中心
86687367

86687395

7 团工委 86687160

8 学生会 86687261

9 招待所 86687380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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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电话 备注

10 保安队

86687110

86687111

安保办公室

86687688

安保办公室

11 医务室 86687291

12 软件学院
办公室 86687082

研究生工作 86687735

13 国际商学院
办公室 86687772

研究生工作 86687323

14 城市文化学院
办公室 86687629

研究生工作 86687306

15 职业教育学院
办公室 86687709

研究生工作 86687324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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