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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新同学：你好！ 

祝贺你已被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录取，学校拟定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周六）来校报到，视疫情

情况，如有变化将另行通知。开学前若有情况不能按时报到的，需致电招办老师请假。对其他相关信息有

疑问需要咨询的，请联系各相关系部。同时附上学校各院系的新生交流 QQ 群，欢迎各位 2021 级新生加

入自己的组织！也请关注“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信息。 

 

 

一、报到须知 
（一）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符合新冠疫苗接种条件的新生建议在开学报到之前在所在地完成接种，如有特殊情况请及时联系招办老师。 

在目前国家常态化防控形势下，新生在假期应做好自我防护，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尽量避免参加聚会和集

体活动，原则上不前往国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不跨省域长途旅行。 

新 生 开 学 报 到 防 控 要 求 ， 将 根 据 国 家 疫 情 发 展 形 势 适 时 调 整 ， 并 通 过 学 校 招 生 网

（http://zhaosheng.sicp.edu.cn）和“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发布。 

（二）进校注意事项及要求 

1.学生务必戴好口罩、出示健康码、体温测量正常才可入校； 

2.务必按照“一米线”的安全距离有序排队和报到； 

3.乘坐私家车、出租车等来校的学生，统一到学校南门停车点下车。学生依次间隔 1 米以上排队进行身

份核验、接受体温检测，体温正常方可进校； 

4.体温检测出现异常的学生，要耐心等待、主动配合学校进行体温复测。 

5.如有变化，按最新的防控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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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系（院）及部门联系方式 
 

大唐信息技术学院 
包括专业有：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 

联系电话：13611699695 联系人：李老师 新生 QQ 群：1018987335 

商务与管理系 

包括专业有：电子商务、国际商务 (跨境贸易)、大数据与会计（助理会计师、涉外会计）、会

展策划与管理 

联系电话：13524129651 联系人：杨老师 新生 QQ 群：637323682 

餐旅服务学院及空

中乘务、护理 

包括专业有：餐饮智能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护理、空中乘务专业 

联系电话：18721782161 联系人：马老师 新生 QQ 群：333412091 

机电工程系 

包括专业有：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数控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电一体化

技术（中英合作） 

联系电话：13916163529 联系人：安老师 新生 QQ 群：762503725 

汽车工程系 

包括专业有：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方向）、新能源汽车检测

与维修技术（高本贯通） 

联系电话：15821331819 联系人：刘老师 新生 QQ 群：784831851 

艺术设计系 
包括专业有：广告艺术设计、室内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联系电话：15021010167 联系人：张老师 新生 QQ 群：567625679 

教育学院 
包括专业有：学前教育、商务英语、商务日语 

联系电话：13611870243 联系人：许老师 新生 QQ 群：815421236 

珠宝系 
包括专业有：宝玉石鉴定与加工、首饰设计与工艺、珠宝首饰技术与管理 

联系电话：18621807353 联系人：肖老师 新生 QQ 群：651219890 

招办 联系电话：15618623306 联系人：龚老师  

学工部（处） 
联系电话：17887940719 联系人：张老师 咨询有关资助事宜 

联系电话：18001901733 联系人：陆老师 咨询有关档案事宜 

团委 联系电话：13611684945 联系人：胡老师 咨询团员关系转移事宜 

武装部 联系电话：13761639903 联系人：王老师 咨询有关征兵等事宜 

教务处 联系电话：15900909086 联系人：吕老师 咨询有关学籍事宜 

财务处 联系电话：17717646026 联系人：顾老师 咨询有关学费缴费事宜 

后勤

服务 

嘉定校区 联系电话：19821815256 联系人：陈老师 
咨询有关宿舍安排、购买生活用品等事宜 

青浦校区 联系电话：18606255671 联系人：刘老师 

户口迁移 联系电话：15021078684 联系人：王老师 咨询有关户口迁移问题 

国际交流处 联系电话：15800818147 联系人：陈老师 咨询有关出国专升本、专升硕事宜 

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电话：17317957717 联系人：吴老师 咨询自考专升本、英语四级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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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到时携带材料 
 

1. 录取通知书原件 

2. 本人身份证原件 

3. 学费及其它费用（详见“2021 年新生缴纳学杂费相关事项”，本市已报到，并已缴纳学杂费的学生除

外。） 

4. 学籍档案（如有党、团关系材料请由原所在学校放进学生档案）由新生原学校或单位寄送 EMS 机要文

件至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工部（处）办公室 陆老师，联系电话：021-60675958-1033。地址：上海

市嘉定区外冈恒荣路 200 号，邮编 201806。也可以由学生自行携带（不得私自拆开、损毁档案封条），于

报到时交至本班级辅导员。 

5. 一寸照片一张 

6. 防疫防控要求的相关注意事项，请于开学前关注学校招生网“http://zhaosheng.sicp.edu.cn/”及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众号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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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区分布及交通 

学校有两个校区：嘉定校区和青浦校区。 

嘉定校区设有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高本贯通）、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智能

网联汽车方向）、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数控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技术（中

英合作）、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物联网应

用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珠宝首饰技术与管理、首饰设计与工艺、广告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和学前教育专业； 

青浦校区设有餐饮智能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空中乘务、商务英语、商务日语、大数据与会

计（助理会计师、涉外会计）、电子商务、国际商务（跨境贸易）、会展策划与管理、护理专业。 

（一）嘉定校区       

校区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恒荣路 200 号  

报到当天 8:30-14:30 在轨道交通 11 号线嘉定西站 3 号口有校车接送。 

1. 主要公交线路： 

（1）轨道交通 11 号线嘉定新城站下 1 号口出，即到达公交站乘坐 53 路至外钱公路外青松公路站

下车，步行 770 米至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嘉定校区。 

（2）轨道交通 11 号线（嘉定北方向）嘉定西站下，步行至公交嘉定西站乘坐嘉定 21 路至冈南桥

站（嘉北郊野公园 2 号门）下车，步行 450 米至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嘉定校区。 

人民广场出发的新生可乘坐沪嘉专线（成都北路近南京西路）至嘉定南门公交站（终点站）下车，

南门公交站内乘坐嘉定 55 路（原嘉安线）至新侨学院站下车，步行 350 米至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嘉

定校区。 

浦东机场出发的新生可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至江苏路站换乘 11 号线，再参考（1）（2）中的线路。 

虹桥机场/高铁站出发的新生可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浦东国际机场方向）至江苏路站换乘 11 号

线，再参考（1）（2）中的线路。 

上海火车站出发的新生可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上海南站方向）至曹杨路站换乘 11 号线，再参考

（1）（2）中的线路。 

上海南站出发的新生可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至曹杨路站换乘 11 号线，再参考（1）（2）中的线路。 

2. 开车主要线路： 

    （1）人民广场→南北高架→中环路（G2）→沪嘉高速（S5）→上海绕城高速公路安亭方向

（G1501）→嘉松北路出口下（左转）→嘉松北路（左转）→石泥泾路（右转）→外青松公路（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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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荣路 

    （2）徐家汇→沪闵高架→中环路（G2）→沪嘉高速（S5）→上海绕城高速公路安亭方向

（G1501）→嘉松北路出口下（左转）→嘉松北路（左转）→石泥泾路（右转）→外青松公路（右转）

→恒荣路 

    （3）中山公园天山路→中环路→沪嘉高速（S5）→上海绕城高速公路安亭方向（G1501）→嘉松北

路出口下（左转）→嘉松北路（左转）→石泥泾路（右转）→外青松公路（右转）→恒荣路 

 

（二）青浦校区 

校区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新凤北路 565 号 

报到当天 8:30-14:30 在虹桥高铁站 1F 西停车场有校车接送。 

1. 主要公交线路： 

（1）轨道交通 2 号线徐泾东站下 9 号口出，步行至徐泾东公交站乘坐白徐线至华新镇（即新凤北路

口）下车步行约 320 米至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青浦校区。 

（2）轨道交通 2 号线徐泾东站下 9 号口出，步行至徐泾东公交站乘坐 773 路或 197 路至华强街新凤

北路下车步行约 980 米至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青浦校区。 

（3）轨道交通 3 号线或 4 号线虹桥路站换乘 10 号线（虹桥火车站方向），至虹桥火车站换乘 17 号

线（东方绿舟方向），至蟠龙路站下 2 号口出，步行至崧泽大道蟠龙路公交站乘坐白徐线至华新镇（即新

凤北路口）下车步行 320 米至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青浦校区。 

人民广场出发、浦东机场出发、虹桥机场/高铁站出发的新生都可参考（1）（2）中的线路 

上海火车站出发、上海南站出发的新生可参考（3）中的线路 

2. 开车主要线路： 

（1）人民广场→延安路高架→沪青平高速公路（G50）→沈海高速(G15) →华新镇出口（右转）→新

府路到底（左转）→纪鹤公路（右转）→新凤北路 565 号。 

    （2）人民广场→南北高架中环线（G2）→沪宁高速嘉松中路出口下（左转）→嘉松中路（左转）→

纪鹤公路（左转）→新凤北路 565 号 

    （3）徐家汇→内环线高架延安路高架（S20）→外环线（G2）→沪宁高速嘉松中路出口下（左转）→

嘉松中路（左转）→纪鹤公路（左转）→新凤北路 565 号 

（4）中山公园长宁路天山路哈密路→中环线（G2）→沪宁高速嘉松中路出口下（左转）→嘉松中路

（左转）→纪鹤公路（左转）→新凤北路 56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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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1 年新生缴纳学杂费相关事项 
 

（一）缴费方式 

为了更加方便缴纳学杂费，以三种方式办理： 

1. Pos 机(银行刷卡机)刷银行卡缴费； 

2. 支付宝或微信现场扫码支付； 

3. 银行汇款：可通过当地任何银行汇款（请保留好银行汇款单，在报到注册当天凭银行汇款单注册。汇

款时请一定写明：学生姓名、专业名称）。 

注意：如汇款请往就读的校区地银行汇款 

1.在嘉定校区就读的按以下信息汇款： 

收款单位名称：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收款银行：建设银行上海外冈支行 

收款银行账号：3100 1976 2500 5000 5210  

2.在青浦校区就读的按以下信息汇款： 

收款单位名称：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收款银行：农业银行上海华新支行 

收款银行账号：0385 9200 0400 54910 

 

（二）收费标准：   

1. 学费标准      

专业名称 
收费标准 

（元/学年） 

机电一体化技术、数控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电子商务、国际商务（跨境贸易）、大数据与会计（助理会计师、

涉外会计）、会展策划与管理、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高本贯通）、工业机器人

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商务日语、商务英

语、学前教育、空中乘务、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方向）、酒店管理与

数字化运营、珠宝首饰技术与管理、护理 

艺术类：室内艺术设计、广告艺术设计、首饰设计与工艺 

18000 

艺术类：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000 

餐饮智能管理 20000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英合作） 24000 

（沪教委财【2014】85 号、沪教委民【201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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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住宿费标准：嘉定校区：3000 元/年（5 人/间），青浦校区：3500 元/年（5 人/间） 

3. 书杂费标准：餐饮智能管理 2800 元/学年，其余专业 1200 元/学年。 

注:书杂费是预收，每学年结算 1 次，多退少补，选择汇款的学生请将学费、住宿费、书杂费三项费用一

并汇入。 

 

 

（三）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 

根据《关于做好本市大学生医保过渡期结束后有关工作的通知》（沪人社医发【2014】37 号）文件精

神，为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医疗保障水平，国家鼓励大学生缴纳基本医疗保险外，参加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

凡在校就读期间因病住院或发生意外产生的医疗费用均可进行理赔，每年 120 元，大学三年一次性缴纳合

计 360 元，在新生报到时自愿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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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活用品 
整齐美观的宿舍环境是和谐的集体生活的基础，为了规范管理，维护洁、齐、美的寝室环境，要求学

生寝室内的卧具和生活用品尽可能整齐划一。同时，为了免除新生报到自带行李过多不便，作为历年来方

便新生入校的服务项目之一，今年学校仍将委托上海高校后勤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招商、师生评议、

集团采购、质监部门全程质量监控等环节，以低于同等货品市场价的优惠价格，为住宿新生代为购置宿舍

内卧具和部分生活用品，提供两种套餐供学生选择（A 套：520 元、B 套：780 元）。为切实落实国家教育

部关于规范高校收费工作的有关精神，学校重申将严格坚持在此工作中以“以服务学生为本、不强制、‘平

进平出’不加价、不以营利为目的”等为原则。 

附学生公寓生活用品清单： 

 

 

 

 

 

 

 

 

 

 

 

 

 

 

 

 

 

 

 

 

 

 

 

注：学生公寓床铺规格 190CM*90CM 

订购方式：扫一扫右边的“学生公寓生活用品订购系统”二维码，关注“3651 乐生活”公众

号，关注后点击“新生入学”项，完成“实名认证”（按实际情况填写）。然后点击“生活用品

购买”，并通过微信支付完成付款，付款成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兑换码，新生到校后凭兑换码

领取上述卧具及生活用品（请妥善保管好兑换码）。 

 

A 套 

序号 产品名称 质量规格 数量 单价 

1 保温瓶 5 磅平盖 1 17 

2 塑料面盆 PE；36cm 1 7.5 

3 塑料面盆 PE；38cm 1 8 

4 普通草席 85*195 1 17 

5 普通枕席 60*45 1 4.5 

6 普通蚊帐 
400g；涤纶双丝；

200*90*160 
1 20 

7 帐钩 塑料 1 1.5 

8 枕芯 中空 1.2 斤；43*63cm 1 14 

9 全棉三件套 

纯棉斜纹 40 支，被套

160*210cm；床单

115*215cm；枕套

45*65cm 

2 115 

10 棉胎（盖胎） 2.5 斤；150*200cm 1 45 

11 纱套（盖胎） 155*205cm 1 7 

12 棉胎（盖胎） 3 斤；150*200cm 1 56 

13 纱套（盖胎） 155*205cm 1 6 

14 床垫 中空高弹 4 斤；88*195cm 1 68 

15 用品包 420D 牛津布 1 18.5 

优惠价   520 

 

 

B 套 

序号 产品名称 质量规格 数量 价格 

1 保温瓶 8 磅提环平盖 1 22 

2 塑料面盆 PE；36cm 1 7.5 

3 塑料面盆 PE；38cm 1 8 

4 普通蚊帐 涤纶双丝；200*90*170 1 22 

5 帐钩 塑料 1 1.5 

6 竹席 85*190 1 45 

7 枕芯（加大） 

聚酯纤维面料，填充聚

酯纤维 800g；44×

74cm 

1 28 

8 
全棉三件套（加

大） 

纯棉斜纹 40 支；枕套飞

边工艺；被套 190×

230；床单 130×230；

枕套 88×58 

2 158 

9 被芯（棉被芯） 

聚酯纤维面料，填充棉

胎 2000g；180×

220cm 

1 135 

10 
被芯（化纤被

芯） 

聚酯纤维面料，填充聚

酯纤维 400g,机包边；

180×220cm 

1 75 

11 
床垫（加厚榻榻

米） 

聚酯纤维面料，填充聚

酯纤维 1700g，机包

边；88×195cm 

1 95 

12 用品袋（加大） 600d 牛津包 1 25 

优惠价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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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生专用保管箱租赁说明 
 

为加强高校校园安全防范，营造一个和谐平安的学习、生活环境，上海柯冉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结合高

校学生公寓及大学生的特点，专门设计开发了可放置 17 寸（含 17 寸）笔记本电脑等贵重物品的专用保管

箱。在高校推广使用以后，取得了明显的防盗、防窃效果，得到公安部门肯定，也受到广大学生和家长的

好评。 

我院在创建平安校园活动中，根据市教委《关于加强本市高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的通知》指示，

建议所有入校学生办理租赁《学生专用保管箱》。仅收租金 150 元，从新生入寝室开始到退寝室结束，无

特殊理由不予退还（除特殊情况以外）。 

租赁保管箱的学生，在寝室里若保管箱失窃或财物被撬，上海柯冉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承诺，在第一时

间先行垫赔学生 5000 元（公安机关立案），等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如三个月没结果，按实际金额赔付。 

欢迎每位学生租用保管箱，提高防范意识，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财物损失。 

具体请学生到校住宿时集中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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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生入伍保留入学资格（或保留学籍） 

及退伍后恢复学籍办理流程 

 

 

                            

 

 

 

                              

 

  

 

 

 

 

 

 

 

 

 

 

 

 

 

 

 

 

 

 

 

 

 

 

 

  

 

 

 

按要求填写《学籍变动审批表》（入伍

保留学籍）一式四份+入伍通知书复印

件 

学生本人或委托家长到教务处办理相关

审核手续 

手续完成后，教务处将《学籍变动审批

表》（入伍保留学籍）一份交学生保存 

邮寄信息：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恒荣路

200 号 教务处 学籍办公室收 

邮编：201806 

电话：021-60675958 转 7001 

 

在当年 9 月 27 日前将以下材料邮寄

至教务处。材料：《应征入伍普通高

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

表》（征兵办盖章，一式两份）、录取

通知书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各一份，

另附当地征兵办回邮信息（收件人姓

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手续完成后，教务处将一份《应征入

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

格申请表》及《应征入伍新生保留入

学资格通知书》寄送至新生入伍当地

征兵办公室保存 

 

新生应征入伍 

未报到（办理保留入学资格） 已报到（办理保留学籍） 

当地征兵办领取并填写《应征入伍

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

格申请表》（一式两份，信息填写完

整，贴 2 寸彩色照片） 

在学校官网首页---行政机构---教务处-

--学生下载中下载《学籍变动审批表》

（勾选“入伍保留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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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后恢复学籍 

办理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 办理保留学籍的学生 

在退役后 2 年内，持录取通知书原

件、身份证原件、退伍证原件在当

年新生报到时一起报到，具体报到

时间及地点可咨询教务处老师 

咨询电话：021-60675958 转

7001 
在学校官网首页---组织机构---

行政部门---教务处---下载专区

中下载《学籍变动审批表》（勾选

“复学”） 

咨询电话：021-60675958 转

7001 

 

报到、缴费完毕后，到班级报到 

审批、缴费完成后，到班级报到 

在退役后 2 年内，持退伍证原件

和复印件到教务处办理复学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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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关于开通电子发票的通知 

全体同学： 

我院已开通学杂费电子发票通道，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学校不再提供纸质发票，学生本人可以登

录学校“CRP”平台自行查询和打印。 

注意： 

1. 新生报到时现场缴费的同学，交款时收到的“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缴费凭据”（没有票据号），

不作为正式发票，仅为学生缴费证明。 

2. 如需查询缴费信息或打印电子发票，须在正式报到 5 个工作日后，进入校园信息平台查询。 

3. 单独缴纳书籍代办费不能开具电子发票，可开具缴费凭据。 

 

查询或打印电子发票流程如下： 

1.首先登入学校 智慧校园平台（http://www.sicp.edu.cn/html/906/)，输入自己的学号(9 位)、密

码（初始密码 123456）。（推荐使用火狐浏览器） 

 

 

2. 登入后页面，选择“学杂费电子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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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缴费查询 

 

4. 选择“缴费记录” 

 

5. 选择“发票下载” 

 

6. 选择“打印”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