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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 级新生入学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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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注册与缴费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在报到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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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入学报到时间：以录取通知书报到时间为准

2021 年 10 月 10 日 24:00 前未办理注册手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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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提前与班主任或招生办公室联系。

（三）报到地点（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天河校区：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789 号；

花都校区：广州市花都区工业大道 11 号；

清远校区：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中宿路 34 号（广东省职业教育城）；

华侨校区（集团办学）：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街道迎龙路 481 号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

科技校区（集团办学）：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818 号广东省科技职业技术学校；

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高职专业学院）：广东省英德市英城街道浈阳西 175 号。

（四）报到流程：登陆学校智能校务平台查看注册、报到流程。

（五）新生入学须携带材料

1、新生《录取通知书》；

2、党、团员组织关系；

3、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相片 5 张；

4、新生档案（凭录取通知书到所在中学或所在地县（区）招办领取，不得拆封损坏）；

5、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 份（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在同一 A4 纸 , 其中 1 份注明“本人同意

办理批量办卡”并签署本人姓名 ）；

6、办理户口迁移证（自愿迁移）;

7、《广东省公民兵役证》原件（广东籍男生）。

（六）户口迁移：根据广公（户）字 [2003]186 号文的精神，就读我省高校的新生，入学时可自愿选

择是否将户口迁到学校。将户口迁到我校的新生，凭录取通知书于 9 月 20 日前到当地派出所办理户

口迁移证，户口迁入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789 号”。根据有关入户管理规定，入学报到后“户

口迁移证”应在 1 个月内交到迁入地公安办证机关。学生入学报到时将户口迁移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

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交给班主任，再由各二级学院汇总制表报学校安全保卫处办理入户手续。

另，依照户籍管理机关规定：凡户口迁入学校的，除退学外，中途不能迁出；毕业后原则上按非

农户口迁出。

（七）查验适龄公民《广东省公民兵役证》。按照粤征 [2012]6 号文的要求，新生入学后要查验广东

省籍 18-24 周岁适龄男性公民的《广东省公民兵役证》（在新生户籍所在地兵役机关办理）。如新生

应征入伍，须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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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信息表

二级学院 专业名称
学费

（元 /学年）

土木工程学院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与五邑大学三二分段培养 )

6410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6410
工程测量技术 6410
建筑工程技术 6410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6410
工程造价 6410

道路工程检测技术 6410

运输与经济
管理学院

交通运营管理 6410
现代物流管理 5250
关务与外贸服务 5250
关务与外贸服务

(与肇庆学院三二分段培养 )
5250

连锁经营与管理 5250
采购与供应管理 5250
大数据与会计 5250
会展策划与管理 5250
国际经济与贸易 5250

电子商务 5250
金融科技应用 5250

轨道交通学院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6410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三二分段培养 )
6410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6410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

(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三二分段培养 )
641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6410
智能交通技术 6410
动车组检修技术 6410

海事学院

航海技术 6410
轮机工程技术 6410

船舶电气工程技术 6410
港口与航运管理 6410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6410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6410
电气自动化技术 6410
智能控制技术 6410
工业机器人技术 6410

二级学院 专业名称
学费

（元 /学年）

机电工程学院 制冷与空调技术 6410
智能机电技术 6410

汽车与工程
机械学院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与肇庆学院三二分段培养 )

6410

汽车制造类 6410
汽车电子技术

(与岭南师范学院三二分段培养 )
641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6410
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6410

新能源汽车技术 6410
新能源汽车技术

(与肇庆学院三二分段培养 )
6410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6410
汽车智能技术 6410

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制造与维护 6410

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6410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三二分段培养 )
641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三二分段培养 )

641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6410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6410
物联网应用技术 6410

物联网应用技术 (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三二分段培养 )

6410

数字媒体技术 6410
计算机网络技术 6410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6410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6410

华侨校区 
（集团办学）

电子商务 5250
大数据与会计 5250
国际经济与贸易 5250
数字媒体技术 6410
机电一体化技术 6410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5250
学前教育 5250

科技校区 
（集团办学）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6410
计算机网络技术 6410

高职专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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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咨询电话（学工处、财务部）

新生注册：020-37231762  黄老师：16620457292   钟老师：18676620747

新生缴费：020-85684935  谢老师：15521097241   王老师：13660217293

招生政策：020-37236028  陈老师：13229944334   郑老师：13229977952

个人所在班级、学号、班主任、班级 QQ 群等信息可在智能校务平台中查知，通过加入班级 QQ

群或咨询班主任了解本专业情况，有关缴费、宿舍安排、医疗保险、奖助贷勤等说明及要求参见各页。

二、学校智能校务平台注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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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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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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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修改密码、输入手机号

第四步：完善个人信息，上传电子照片

第五步：选择缴费方式

第六步：完成注册

第七步：按时间节点查询班级、学号、

宿舍分配等信息情况（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学校

APP 客户端查询）

三、缴费指南
（一）缴费项目

1、学费：因专业而异，分为 5250 元 / 学年或 6410 元 / 学年，具体请参照各专业信息表。

2、住宿费：报到后按实际入住宿舍级别收取（根据省物价部门审批的住宿费标准：600 至 1500

元 / 学年）。华侨校区（集团办学）住宿费 1350 元 / 学年；科技校区（集团办学）住宿费 700 元 / 学年；

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高职专业学院）住宿费 1000 元 / 学年。

3、代收费：2022 年度广州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363 元

2022 年度清远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2021 年标准为 280 元），2022 年标准以清远市公

布为准。

天河校区、 花都校区、清远校区学生以上项目由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收取，华侨校区（集团

办学）、科技校区（集团办学）、英德职校（高职专业学院）学费由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收取，住

宿费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分别由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集团办学）、广东省科技职业技术学

校（集团办学）、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高职专业学院）收取。

（二） 缴费金额

应缴费用金额 = 学费 ＋ 住宿费 ＋ 代收费：

进入学生注册系统，在系统内选择各缴费项目后，系统自动生成应缴纳的学宿费及代收费总金额。  

建档立卡、贷款、新生入伍及退伍的学生按政策实行减免学费，暂不需缴纳学费，报到后按要求

办理相关手续。

（三）缴费时间及方式

缴费时间： 2021 年 10 月 11 日前

缴费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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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一：手机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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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院缴费平台

（微信号：gdcppay）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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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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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 ( 最后一位为字母的，推前一位 )。

方法二：电脑缴费

登录学院收费门户网页：http://sf.gdcp.cn:331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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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勾选缴纳各项

费用（“本期应缴费金额”可以修改）：

点合并付款，支付方式选择微信，扫码支付。

点“订单记录”可查询缴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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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校区（集团办学）收取的项目采用以下方式缴费：
步骤一：使用微信扫描并识别右图二维码；
步骤二：输入学生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点击查询；
步骤三：核对个人信息和金额；
步骤四：选择支付方式，支持微信支付或建设银行龙支付，系统提示交易成功即
完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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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校区（集团办学）收取的项目采用以下方式缴费：

用支付宝扫右图二维码领卡，领卡后按以下步骤缴费：

卡包→校园卡→缴费系统→选择缴费项目→输入应交金额→备注班级姓名

→点击“我要缴费”→完成

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高职专业学院）代收的项目采用以下方式缴费：

新生报到当天，在班主任的指引下通过微信、支付宝、现金等方式完成校园卡充值及代收费的缴交（代

收费包括住宿费 1000 元 / 学年、教材费 500 元 / 学年（多退少补）。

（四）其他事项

1、教材费在学生入学后按班级缴交，预计每年 500 元左右；

2、军训服费用由学生报到后向服务商购买；

3、上述方式缴费不成功的，请在系统选择现场办理，于报到当天携带银行卡缴费；

4、收费票据：缴费成功后，报到时到班主任处领取缴费收据，并请妥善保管，遗失不补。

（五 ) 温馨提示

各位同学：

为方便 2021 级新生缴纳学费，新生入学后，我校将统一为各位同学办理一张工商银行储蓄卡。

该银行卡无初始密码，须学生持本人身份证去工商银行网点激活并设置密码。该张银行卡拟订的主要

用途：缴纳学费和住宿费、饭卡充值、发放奖助学金，以及其他一些劳务补贴等。

感谢各位同学的理解和支持 !

四、宿舍安排和报到入住要求

1、9 月 20 日前已完成网上预注册的新生，可于 10 月 6 日起在电脑或者手机登录学校智能校务

平台（网址：http:// ica.gdcp.cn）查询宿舍分配情况。

2、9 月 20 日后完成预注册的新生，到校后由班主任或物业中心具体安排。

3、来校报到时，凭入住信息（学校智能校务平台识别码）直接到各学生公寓小区值班室办理入

住及领取钥匙。

4、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高职专业学院）：新生报到当天，宿舍由班主任具体安排。

类型 级别 项目 内容 备注

奖学金

国家级 国家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
8000 元 / 年 / 生
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 元 / 年 / 生

评选对象：二年级（含二年级）以上符合
申请条件的在校生，其中国家励志奖学金
评选对象须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校级

新生奖学金
一等奖：5000
二等奖：3000
三等奖：2000

评选对象：第一志愿填报我校的各招生类
型考生，按照比例、分类别设立奖学金。

学院奖学金
一等奖：2000
二等奖：1500
三等奖：1000

按学生的综合成绩

企业级 企业奖学金 按企业公布细则评定 共十多项，每项分为一二三等奖

( 一 ) 学校奖、助、贷、勤项目

五、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活用品及军训用品

( 一 )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广州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2022 年度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在校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 363 元 / 人（学校代收，多退少补），

相关医保待遇按政策执行，新生待遇期为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困难生如申请政策

内困难免缴待遇后可退回参保费；如此前有参加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的学生，请自行到街道或穗好办

app（办事 - 医保 - 城乡居民医保停保减员）办理减员手续，否则将无法办理在校生医保参保手续。

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高职专业学院）学生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事宜请咨询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医

务室。

( 二 ) 生活用品 

为方便新生轻装入学，报到当天学生可在学校附近商场或学校超市自行购买相关生活用品。

( 三 ) 军训用品

军训用品：按国家规定组织新生军训，军训所需服装包含迷彩服一套、迷彩帽一顶、外腰带一条、

迷彩鞋一双、迷彩汗衫一件、肩章一副，学生于报到之日自愿自费向厂方购买（学校采用公开评标方

式招标引进供应商 1 家）。

六、学校奖、助、贷、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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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办理流程及申贷材料

国家助学贷款包括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助学贷款。贷款对象是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

全日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贷款金额原则上本专科生每生每学年最高申请金额不超过 8000 元，我省

已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向学生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申请）和校园地助学贷

款 ( 向学生就读高校申请 )，学生可自行选择办理（相关信息登录学校智能校务平台查看）。

1. 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www.csls.cdb.com.cn，完成注册并填写个人及共同借款人基本信息，

提出贷款申请，导出并打印《申请表》。

2. 系统提示通过预申请的，打印《申请表》并签字后，按系统提示上传申贷材料。

3. 未进行预申请，但确因家庭经济困难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同学，可前往县级资助中心咨

询办理预申请或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作为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依据申

办贷款。

4. 申贷材料：

· 借款学生与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

· 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未通过预申请的还要携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申请表》原件

5. 持《受理证明》前往高校报到，并请高校老师于当年 10 月 10 日前录入电子回执。

（三）其他说明：如果已经成功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学生，不需要缴纳学费，请在规定时间内登陆

学校智能校务平台进行预注册并在缴费方式中选择助学贷款模块。

七、新生应征入伍保留入学资格手续

根据教育部、总参谋部关于印发《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及退役后入学办

法（试行）》的通知（教学〔2013〕8 号）要求，入伍新生须保留入学资格。请入伍新生登录学校智

能校务平台进行预注册并在缴费方式中选择现场办理 - 新生入伍模块，同时在 10 月 30 日前寄送保留

入学资格材料给班主任，逾期不办理保留入学资格而被取消入学资格，后果自负。

保留入学资格材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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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盖征兵办公章

2、入伍通知书复印件

3、新生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4、身份证复印件

八、公共基础课程教学说明

根据学校教学安排，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等公共基础课在新生报到第一周实行入学测试，具体

说明见学校智能校务平台、招生信息网，请各位新生做好准备。

1、英语：按高考英语成绩分提高班和普通班，入学后参加水平测试，考试成绩作为提高班和普

通班分班的参考。

2、计算机应用基础：已获得学校所规定计算机应用证书的同学，可申请课程免修；计算机应用

能力较强的同学可申请参加免学测试，测试通过者可课程免学。   

类型 级别 项目 内容 备注

助学金

国家级 国家助学金
按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划分：

2000-4000 元 / 年 / 生 评选对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校级 学院助学金 2000 元 / 年 / 生

企业级 企业助学金 按企业公布细则评定 学生自行申请

助学贷款

生源地助学贷款

最高限额：8000 元 / 年 / 生

通过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

生助学管理机构申请办理

校园地助学贷款
通过学校学生资助部门向经办银

行申请办理

勤工俭学 学校统一招聘 732 元 / 月 / 生 学生自行申请

九 、新生活动安排（报到前）

( 一 ) 学校统一活动

1、如果你想要开启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如果你想提前熟悉校园和同学、如果你对志愿服务感兴趣，

感受学校的关怀，那么请加入我们！学校开展“以新迎新”志愿者服务活动， 向 2021 级新生发出招募，

欢迎各位新同学加入到迎新志愿者的行列中来。通过关注“广交青年”公众微信号或直接扫描下方报名

二维码，期待你的加入！

广交青年 志愿者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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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同学“悦享时刻”：收到通知书那一刻的喜悦，与谁分享？可通

过发“笑脸照片（录像）+ 感言”或者“笑脸 + 大学期待”等资料到学校招生办邮

箱 306973007@qq.com，你将有机会入选广交招生微信，分享成为广交学子

的心声！ 

（二 ) 二级学院活动

1、土木工程学院：分享桥梁文化，敲开专业之门；欣赏建筑之美，理解美的真谛。中国的文化

离不开水，有水的地方就有桥。桥梁，不只是一种接驳两岸的工具，它也是一种人文景观，一种文化

思维。建筑设计需要有审美情感 , 并把美的情愫融入到建筑的一砖一瓦中 , 给城市和乡村带来画面 , 给

后代留下作品。欢迎新同学加入土木大家庭，将家乡桥梁文化或建筑文化以“照片 + 文字介绍”的形式，

于 10 月 10 日前发送到学院指定邮箱 gdcptm@ qq.com。本次活动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

奖 3 名，获奖作品将通过“广交院土木青春石”微信公众号发布。

2、运输与经济管理学院：共享民俗文化，增进家校情谊。“广交，我在 **（家乡）遇见你！”

欢迎新同学将家乡民俗文化以“照片 + 文字介绍”的形式，于 10 月 10 日前发送到 2665746819@

qq.com。让广交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你们！让我们共享不同文化的繁荣！将在微信公众号和校园网

择优发布。

3、轨道交通学院：微言轨道，粤 young 悦我：亲爱的同学，欢迎您搭乘开往广交的青春梦想号

列车！即日起，加入公布在官网的新生 QQ 群，通过各种群社交媒体平台，上传自拍微视频，视频时

长不超过 30 秒。新生在视频中讲述自我感受和录取心情，并附对未来的期望和祝福。

微视频将剪辑成为微电影参加学校比赛，并作为 2021 级学生毕业典礼材料。你的三年，我们从

现在开始点滴记录！活动即日开始，10 月 10 日截止。微言轨道，粤 young 悦我！展现独一无二的你，

用你的靓声靓影，装点大学生活！

4、海事学院：关注微信公众号“海事天地”，参加海事学院 2021 级“萌新爆照”迎新活动，就有机

会领取海事学院吉祥物“易小海”定制羊城通。迎新活动可以给学生一个平台展示自己，快速混脸熟，

提前跟同学们打成一片。

5、机电工程学院：三行诗，是一种三行内、不超过 30 字的微型诗，最宜表达收到通知书那一

刻的激动和对大学的向往。欢迎新同学以“广交，我来了”为主题，撰写三行诗，配上与通知书的合影，

发送至 2475146347@qq.com。我们将在微信公众号择优发布，并开展投票活动。

6、汽车与工程机械学院：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在天安门广场，更落在每位青年大学生的心中。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广交汽车学院大家庭也迎来了 2021 级新同学，是你们的选择亦是我

们的缘分，你们心中对大学生活的憧憬是什么样的？

请以“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作为主题，结合个人的大学的规划，写 50 字左右的感想并附上个人

照片于 10 月 10 日前发到指定邮箱 409234858@qq.com，我们将会在学院微

信公众号上分享部分优秀作品并赠予有纪念价值的小礼品，快来投稿吧！努力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华彩篇章！

7、信息学院： 《我与录取通知书的故事》录取通知书里有你埋头学习的

背影、有你孜孜不倦的汗水、有家人的期待…它带着热烈的红色冲到你的视线里，

刺激着你的感官和心跳，那就是在告诉你：欢迎你成为信息学院 20 级新生！

（1）作品要求 :

①照片。请新生手持录取通知书在胸前拍摄一张清晰的高像素照片，并写 300 字左右配文，作品

以 Word 文档格式提交。

②短视频。新生可手持录取通知书，发表不超过 1 分钟的录取感言可从人文、“科技创新 "、“思想”

等方面表达与广交院的故事，作品以视频格式提交。

（2）电子档稿件发到学院指定邮箱 (dxy2013msc@163cm) 时间截到 2021 年 10 月 10 日。

（3）作品名为“姓名、班级与联系方式“命名。

（4）本次活动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6 名、优秀奖 10 名，获奖作品将通过信息

之家 " 芯动 E 家 " 微信公众号发布。

8、华侨职校（集团办学）：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生“展示新变化、传

递正能量、传承好家风”社会调查活动。通过走访调查、查阅资料，用文字或照片对比、视频访谈等方式，

反映、展示家乡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变化，传递身边人的正能量。例如与家里的长辈座谈交流，了解他

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良好家风；听长辈讲故事、讲智慧箴言，我的祖训等寻访整理活动；身边人的防疫、

抗疫行动故事访谈等。

作品可采用微视频、微信推文、漫画、图片等形式。作品要求：视频文件时长控制在 5 分钟之内；

漫画、图片要配文字说明，力求简洁、明了；微信推文以 word 文件方式上交。请在 10 月 10 日之前

发送到邮箱 120428932@qq.com，活动结束将进行评选并在微信公众号择优发布。

9、科技职校（集团办学）： 立足今日，展望未来。为了让 2021 级新生更好地融入到学校的氛围中，

科技校区开展了“蜗牛慢递”活动，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寄一封信或一张生活照给未来的自己，让新生

展望未来，带着憧憬与热情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活动内容：新生在开学前准备好一封信或一张生活照给未来的自己，装好信封，信封上写上班级、

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开学时交由班主任保存。三年后，由班主任交回给学生。

10、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高职专业学院）：

亲爱的同学，在入学之前，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呢？（1）了解学校和专业：通过官方网站等方

式了解广交院和英德职校，自己专业的学习要求、就业去向和发展路径等情况。（2）重建人生目标：

在中高对接政策落地时，很多人在报读中职时，曾把上大学作为目标，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应该要

重建新的目标。欢迎新同学以“广交，我准备好了”为主题，书写求学的心路历程，制定新的人生目标，

配上与通知书的合影，用文本的形式，以姓名为命名，发送至 19716073@qq.com。

广交汽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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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入学安全提示

1、不要轻信冒充学校领导或工作人员可以代交学费行骗伎俩；请使用学校公布的方式交费。

2、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拒绝“师兄师姐”、“社团组织”等入室推销、组织“活动”等行为；及时办理

报到入学缴费、注册等手续，贵重物品放在安全地方并上锁，以免钱物丢失。

3、警惕网络诈骗，慎重开通手机移动支付。

4、新生报到后请不要单独外出，有事外出最好结伴，或告诉同寝室其他同学自己的去向。

5、不要参与各种名义的老乡会。

6、注意用电安全。在寝室内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私接乱拉电线，谨防火灾事故发生。

7、遇到异常情况，有困难或问题时要及时与班主任（或辅导员）、公寓管理老师反映，也可直

接与学校安全保卫处取得联系。

8、报到当天必须将本人的电话、QQ 等联系方式报备给班主任，并将班主任电话告知家长方便

联系，到校后及时向家人报平安。

学校安全保卫处及当地派出所电话   

天河校区：020-87025951     天河区元岗派出所报警电话：020-87087595

花都校区：020-86862209     花都区站前派出所报警电话：020-86866005

清远校区：020-87025951     清城区东城派出所报警电话：0763-3920195

华侨校区（集团办学）：020-29165319     天河区龙洞派出所报警电话：020-87028656

科技校区（集团办学）：020-87024320     天河区长兴派出所报警电话：020-87239696

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高职专业学院）：0763—2272085     

英德市英城镇城西派出所：0763—2286555

十一 、疫情防控须知

1、全体新生于 9 月 20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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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学前（9 月 25 日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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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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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前确保身体状况良好。

3、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返校时须向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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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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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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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返校途中身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就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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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的，应妥善保存返校票据信息，以配合可能相关的密切接触者调查。

8、严格按照学校通知要求时间返校，各批次学生不得在本批次规定的返校时间前提前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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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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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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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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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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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从天河汽车客运站到校：过马路转乘 28、30、

39、83、84、84A、B12、494、535、564 路公交

车到科学院站，过马路向西行 150 米；

3、从广州南站、广州火车东站到校：乘地铁 3 号线（往

机场南方向），到燕塘站转乘 6 号线，到长湴站 C

出口，东行约 8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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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都校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工业大道 11 号

1、从广州市内到花都汽车客运站：1）在广州市汽车客运站西

区（省汽车站斜对面）乘坐到花都的 237 路公交车；2）

在广州市中山八路乘坐到花都的 705 路公交车；3）在机

场路电车总站乘坐 702 路公交车。

2、乘长途汽车到花都长途汽车客运站下车。

3、乘坐地铁路线：乘坐 9 号线至广州北站下，乘坐花 7 路、

花 4 路到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下车。

4、乘火车到广州：

1）直接在广州北站（即花都站）下车；2）在广州南站乘

高铁，到达广州北站（即花都站）下车；3）在广州火

车站下车，到广州市汽车客运站西区（省汽车站斜对面）

乘237路公交车到花都客运站；4）在广州火车东站下车，

转乘地铁 3 号线，再转 9 路线，在广州北地铁站下车，转乘 7 路公共汽车在学校门口下车。

5、花都区内各站场到花都校区乘车指引：

花都汽车客运站、广州北站、花都长途汽车站：乘坐 7 路公共汽车， 到学校门口下车。

6. 在广州市内任何有地铁的地方，都可乘坐地铁转 9 号线至广州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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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 240 路 ( 省职教城东方向）至交通学院财贸学院（金鸡岩）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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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到达。

3、清远市新城汽车客运站到校，乘坐 238 路 ( 省职教城东方向）至交通学院财贸学院（金鸡岩）

站下车。

4、清远市城北汽车客运站到校，乘坐

202 路（黄金布方向）至交通学院

财贸学院（金鸡岩）站下车

（二）自驾车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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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华侨校区（集团办学）：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街道

          迎龙路 481 号

1、公交车 28 路（天平架－龙洞）

     到龙眼洞森林公园站下车；

2、公交车 30 路（广州火车站－龙洞）

     到龙眼洞森林公园站下车；

3、公交车 39 路（天河公交场－龙洞）

     到龙眼洞森林公园站下车

4、地铁植物园站（6 号线）、天河客

运站（3、6 号线）可转以上三条公交车线路。

（五）科技校区（集团办学）：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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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到科学院站下车即到校门口。

2. 从天河汽车客运站到校：过马路转乘 28、30、39、83、84、

84A、B12、494、494A、535、564 路公交车到科学院站下

车即到校门口。

3. 从广州南站、广州火车东站到校：乘地铁 3 号线（往机场北方

向），到燕塘站转乘 6 号线，到长湴站 A 出口，东行（可乘

公交 2 站到科学院站下）约 800 米即到校门口。

（六）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高职专业学院）：广东省英德市英城街道浈阳西 175 号（0763-2281724）

1. 从英德火车站到校：乘 2 路、5 路车到城西客运站下车，往南 200 米。或坐出租车到校（约 6.6 公里）。

2. 从英德西站（高铁站）到校：乘 4 路、11 路车到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站下车即到校门口。或坐出

租车到校（约 6 公里）

3. 从英德粤运汽车站到校：乘 3 路、4 路车到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站下车即到校门口。或坐出租车

到校（约 3 公里）

4. 自驾车到校：导航“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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