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高职扩招新生入学须知

4、退役军人考生：除了以上 1、3 材料之一，还须携带本人退役证（或复员证、
退伍证）；
5、免试考生：除了以上 1、2、3 材料之一，还须携带相关免试材料（如技能证书

亲爱的新同学：
衷心祝贺你成为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新学子！现将入学注册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通过学校智能校务平台（http:// ica.gdcp.cn，用户名：身份
证号码，密码：身份证后六位）进行网上预注册、缴费并上传个人近期免冠电子证件相片，
并及时办理入学相关手续。

或相关获奖证明等）；
6、现代学徒制试点录取新生：除以上所需材料外，还须携带劳动合同的原件和复
印件。

四、缴纳学费
（一）收费标准

一、入学报到时间：
报到时间：11 月 6 日至 7 日（具体以录取通知书报到时间为准）
在规定时间内未办理注册手续的，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学校将按广东省招
生办的统一安排办理注销入学资格手续。如有特殊情况，务必提前与招生办公室联系。

具体见以下专业表。符合条件的学生，可按《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 <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 的通知》（财科
教〔2019〕19 号）等文件精神申请资助。
（二）缴纳学费方法

二、学校智能校务平台注册指南

可登陆手机或电脑用微信支付缴费。具体缴费方法步骤如下：

（一）运行环境：目前该系统仅在 PC（电脑）端上进行，主要以谷歌（Chrome）

方法一：手机缴费

浏览器或除 IE 浏览器外的浏览器极速模式下登录系统操作。

首次使用请先用手机扫下方图片二维码关注公众号或添加广
东交院财务缴费平台（微信号：gdcppay）公众号。

（二）登录步骤
首先准备好个人近期免冠一寸电子证件照片（蓝底），然后打开 PC（电脑）端打

首次进入公众号后，需要按要求绑定自己的学号，然后选择下方“缴费查询”菜单，

开谷歌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ica.gdcp.cn 进入学校智能校务平台，输入账号密码登

进入后选择待缴信息就可以看到需要缴费的项目，选择需要缴费的项目进行缴费。初始

录（账号：身份证号码，密码：身份证号码后 6 位）。
第一步：学生凭身份证号登录，密码：身份证后六位
第二步：第一次登录阅读须知

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 ( 最后一位为字母的，推前一位 )。
（三）方法二：电脑缴费
登录学院收费门户网页：http://sf.gdcp.cn:3310/index.html

第三步：修改密码、输入手机号

用户名为：学生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含字母）。点“交费业务”

第四步：完善个人信息，上传电子照片

可勾选缴纳各项费用（“本期应缴费金额”可以修改）：

第五步：选择缴费方式
第六步：完成预注册

三、新生报到携带材料
（一）新生《录取通知书》；
（二）新生纸质档案（应届毕业生）；
（三）报考相关材料（出示原件，上交复印件）
1、广东省户籍考生：本人身份证、户口簿、高中阶段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证明；
2、港澳台考生：本人香港或澳门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
澳居民居住证》、高中阶段学校毕业证书原件或同等学力证明，台湾省籍考生携带本人
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台湾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高

点合并付款，支付方式选择微信，扫码支付。

中阶段学校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证明；

点“订单记录”可查询缴费情况。

3、外省户籍在粤工作人员：本人身份证、高中阶段学校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证明、
本人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本人累计在粤满一年的参保证明；
1

缴费后，核查扣款是否成功，扣款成功即为缴费完成。
注：如广东省高校学费标准有变动，按最新文件规定执行。
2

五、报到地点（按专业所对应教学点进行报到）

505

社会人员学历提升计划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教学地点名称

报到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商务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清 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中宿路
胡老师
远校区
34 号

506

智能工程机械运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天
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789 号
用技术
河校区

蒋老师

507

道路与桥梁工程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天
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790 号
技术
河校区

郭老师
罗老师

0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广州市白云区添翼教育培训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东路 131 号
中心
明珠家居广场三楼 [ 蓝缘教育 ]

郑老师

508

002

数字媒体技术

广州市白云区添翼教育培训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东路 131 号
中心
明珠家居广场三楼 [ 蓝缘教育 ]

郑老师

509 物联网应用技术 广州市保伦电子有限公司

003

电子商务

广州市白云区添翼教育培训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东路 131 号
中心
明珠家居广场三楼 [ 蓝缘教育 ]

郑老师

004

电子商务

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005

电子商务

广州中孚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 120 号
公司
团结写字楼二楼

007

大数据与会计 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海布村光明
陈老师
路5号

008

广州市黄埔区萝岗街萝岗社区荔
大数据与会计 广州远智科技教育有限公司
肖老师
红一路 10 号科晟广场 A 座三楼

009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新塘大道西
智能工程机械运
广州联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21 号 环宇国际机械城 C 栋 3 林老师
用技术
楼 1-15 号

010

建筑工程技术

广州中孚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 120 号
公司
团结写字楼二楼

（填报方式另行通知）。
2、加强个人自我管理，注意合理作息，均衡营养，加强锻炼，确保身体状况良好。
3、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报到时须出示一周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其中来自高
风险地区的学生须隔离观察 14 天后方可参加教学活动。
4、报到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全程佩戴好口
罩，做好手卫生。
5、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黄老师

电子商务

012

电子商务

广州市白云区添翼教育培训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东路 131 号
中心
明珠家居广场三楼 [ 蓝缘教育 ]

013

电子商务

广州远智科技教育有限公司

011

进行连续 14 天每日体温测量，记录健康状况和活动轨迹，并通过“企业微信”如实填报

韦老师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海布村光明
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陈老师
路5号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
等擦拭清洁处理。
6、如报到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

郑老师

如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

广州市黄埔区萝岗街萝岗社区荔
肖老师
红一路 12 号科晟广场 A 座三楼

管理等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学校。
7、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报到的，应妥善保存返校票据信息，以配合可能相关的密切

现代学徒制试点
专业
代码
501

专业名称

教学地点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广东城建职业教育集团

报到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东艺路金山谷意
张老师
库产业园 13 栋

1、新生报到前完成 ICA 系统新生预注册，如实填报个人信息。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黄老师

广州市从化区环市东路 166 号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花
广州市花都区工业大道 11 号 叶老师
都校区

六、疫情防控须知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海布村光明
陈老师
路5号

006 计算机网络技术 广州城建技工学校

航海技术

联系人

广州市从化区环市东路 166 号 韦老师

502 机电一体化技术 深圳市职工继续教育学院 深圳市坪山区创景南路 13 号 方老师

联系电话

接触者调查。
8、严格按照学校通知要求时间报到，各批次学生不得在本批次规定的报到时间前提
前报到。
9、境外学生（包括人在境外的中国大陆籍学生）未接到学校通知一律不返校，返校
时按照有关要求向学校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5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深圳市职工继续教育学院 深圳市坪山区创景南路 13 号 方老师

10、到校时，按照学校划定的入校通道进入校园和宿舍。进校门时必须接受工作人

504 物联网应用技术 深圳市职工继续教育学院 深圳市坪山区创景南路 13 号 方老师

员的体温检测、身份及健康码核验，无发烧等症状，健康码为“绿码”方可进入，对存

3

4

在体温异常等症状的，由校医室复查体温，并根据具体情况由校医室按照有关规定做好

（二）花都校区：广州市花都区工业大道 11 号

隔离、送医院检查等分类处理。未经批准学生家长及车辆禁止进入校园。

1、地铁路线：乘坐 9 号线至广州北站 A 出口下，

11、在校期间，自觉按照学校规定进行健康监测，每日早午晚三次上报体温。学生
自备口罩，若出现发烧、干咳等症状应立即佩戴口罩。
12、注意用眼用手卫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宿舍卫生清洁，做好个人卫生，
定期晾晒、洗涤被褥及个人衣物。学生在宿舍区不聚集、不串门，宿舍要勤通风、勤打扫，
保持厕所清洁卫生，做好垃圾处理和宿舍区域的消毒。
13、遵守校园管理规定。出入校门严格审批，做到学习、生活空间相对固定，避免
到人群聚集尤其是空气流动性差的场所，在公共场所保持社交距离。在校园内的学生和
授课老师，可不戴口罩。如学生入学后需要频繁出入校园，建议先注册后办理请假手续，
待个人事项结束后再入校学习。
14、学生本人若体温发热（腋温≥ 37.3℃）或有不适症状，应及时到医务室就诊并
立即上报二级学院指定的辅导员或班主任，班长 / 宿舍长加强督促检查，发现同班同学 /
同宿舍同学有发热、咳嗽、乏力等相关症状的，应及时报告班主任及二级学院，做好后

步行 15 分钟到达。
2、 公 交 路 线：1） 天 河 客 运 站 出 发， 可 乘
126 路公交到庆丰广场站转 705 路公交到钟村站
下，步行 5 分钟到达；2）广州火车东站出发，可乘
841 路到滘心村站转 705 路公交到钟村站下，可乘
283 路公交到富力半岛花园站转 705 路公交到钟村
站下，步行 5 分钟到达。
（三）清远校区：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中宿
路 34 号（广东省级职教基地）
1、武广高铁（清远站）到校，距离约 22km：
乘坐 116 路（西门塘方向）至太阳岛下车，转乘 201 路（牛鱼嘴方向）、202 路（黄
金布方向）至金鸡岩站下车，向东步行 200m 即可到达。
2、清远市源潭站（火车站）到校，距离约 32km：乘坐 213 路（西门塘方向）至

续跟踪并配合相关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15、学校所在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等级发生变化，应当按照当地疫情防控要求执行。

松岗市场下车，步行至清城国税转乘 206 路（升平方向）、201 路（牛鱼嘴方向）、
202 路（黄金布方向），至金鸡
岩站下车，向东步行 200m 即可

七、交通指南
( 一）天河校区：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789 号
1、从广州火车站、广东省汽车客运站、广州市汽车客运站到校：乘 30 路到科学院站，
过马路向西行 150 米 。

到达。
3、清远市新城汽车客运站到
校， 距 离 约 11km： 步 行 174m
至华冠大酒店乘坐 123A 路（清

2、从天河汽车客运站到校：过马

远工贸学校方向），东城油站换

路转乘 28、30、39、83、84、84A、

乘 206 路（升平方向），至金鸡岩站下车，向东步行 200m 即可到达。

B12、494、535、564 路 公 交 车 到 科

4、清远市城北汽车客运站到校，距离约 15km：城北客运站乘坐 131 路、109 路，

学院站，过马路向西行 150 米；

到怡富广场换乘 201 路（牛鱼嘴方向）、202 路（黄金布方向），至金鸡岩站下车，

3、从广州南站、广州火车东站到

向东步行 200m 即可到达。

校：乘地铁 3 号线（往机场南方向），

（二）自驾车指引

到燕塘站转乘 6 号线，到长湴站 C 出口，

高德地图导航“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或“清远市金鸡岩”即可到达。

东行约 800 米。

以上为我校天河校区、花都校区及清远校区交通指南，其他教学点出行方式请咨
询相关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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