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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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都校区：广州市花都区工业大道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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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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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满 18 岁的广东籍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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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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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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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缴费指南
（一）缴费项目

1、学费：前三年按中职标准 3800 元 / 学年收费（农村户口和城市低保生源可免学费），后 2 年

按高职标准 6410 元 / 学年收费，入学后根据通知缴纳。

2、住宿费：报到后按实际入住宿舍收取（根据省物价部门审批的住宿费标准：600 至 1500 元 / 年）。

3、代收费：2022 年度广州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363 元

（二） 缴费金额

应缴费用金额 =  住宿费 ＋ 代收费：学生登录校务平台（http://ica.gdc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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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待入学后根据通知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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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班级名称 学制 班主任及联系电话 新生交流群

1 航海技术班 5 徐朋 18651419170
972669853

2 轮机工程技术班 5 王林 18585741699

二、各专业班级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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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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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成功后根据通知领用收费票据；

5、缴费账号及工行银行卡使用：学生的缴费账号及广州市工商银行借记卡银行卡，主要用于在

校期间缴交学宿费；银行卡具备借记卡的所有功能，还可用于校园卡自助充值。若不慎遗失或未有银

行卡，请及时到广州工商银行重新开立借记卡，并将新卡号报学校财务室及一卡通中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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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加强未成年学生的安全管理，报到日现场由班主任统一安排宿舍和床位，宿舍楼配有

学生工作室。

2、根据学校有关规定，新生一年级不允许携带电脑进入学生宿舍。

五、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活用品及军训用品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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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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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2021级新生报到手册 2021级新生报到手册

六、学校资助项目

因全国资助系统截至申请时间为 9 月 22 日，请所有同学均需用学生手机微信关注“广东省中职资助”

公众号，并进行个人实名注册认证，并在 9 月 22 日前根据个人情况在小程序中申请免学费或助学金，

同时提交以下相关资料进行资助资格审核，经学校审核通过后则为资助申请成功。

（一）国家免学费

1、国家免学费资助范围：

享受免学费资格的学生必须是我校中职生的一、二、三年级的在校生，且符合以下任意一个条件：

（1）具有农村（含县镇非农）户籍

具有以下其中一个条件可认定为农村（含县镇）学生： 

①户籍类型中有“农业”字样、户籍地址为“XXX 村委会” 

②根据广州市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户口簿内页最下方“何

时由何地迁来本址”栏目中印有“2010 年 5 月 1 日起统称居民户口”字样的是原农业户口人员；

③如户别是“家庭户”、“居民户”等不能确认是否属于免学费，需要当地派出所出具证明，证明是“农

业户籍”；

④县镇非农户籍：a、广东省县镇非农享受免学费的行政区域划分（详见附件 1）。b、外省

学生以“区”和“县”来定县镇非农享受免学费，籍贯住址确定为“xx 县”的能享受县镇非农免学费。

（2）建档立卡户学生

家里持有《广东省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贫困户帮扶记录簿》（简称：建档立卡）。

（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持有广州市民政部门核发的有效《广州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广州市农村村民

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广州市城镇低收入困难家庭证》、《广州市农村低收入困难家庭证》、《五

保供养证》、市总工会核发的有效《特困职工证》（简称“六类证”）以上证件之一的家庭学生。

2、免学费所需资料                         

（1）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2 份（纸质版），小一寸大头照 2 张（背面写班级 + 名字）；

（2）户口本复印件 2 份（需户主与学生本人在同一 A4 纸上，纸质版）；

（3）《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国家免学费申请表》（纸质版与电子版 , 双面打印于一张纸上）；

（4）其他辅助材料 :(1) 农村户口需准备户籍证明（户口本复印件）；（2）城市户口需准备相关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如《广州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广州市农村村民最低生活保障

金领取证》、《广州市城镇低收入困难家庭证》、《广州市农村低收入困难家庭证》、《五保供养证》、

市总工会核发的有效《特困职工证》复印件（纸质版）；

（5）《家庭经济信息采集表》、《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及《免学费资助名单》《免学费申请

表录入名单》（电子版）； 

（6）《免学费申请名单确认表》（纸质版）

附件 1：县镇非农区域划分，户口本在以下地区的都可以享受免学费

市级 区域

广州
增城市

从化市

韶关

始兴县

仁化县

翁源县

乳源瑶族自治县

新丰县

乐昌市

南雄市

汕头 南澳县

江门

台山市

开平市

鹤山市

恩平市

湛江

遂溪县

徐闻县

廉江市

雷州市

吴川市

茂名

电白县

高州市

化州市

信宜市

肇庆

广宁县

怀集县

封开县

德庆县

高要市

四会市

惠州

博罗县

惠东县

龙门县

市级 区域

汕尾
海丰县
陆河县
陆丰市

河源

紫金县
龙川县
连平县
和平县
东源县

阳江
阳西县
阳东县
阳春市

清远

佛冈县
阳山县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连南瑶族自治县

清新县
英德市
连州市

潮州
潮安县
饶平县

揭阳

揭东县
揭西县
惠来县
普宁市

云浮

新兴县
郁南县
云安县
罗定市

梅州

梅县
大埔县
丰顺县
五华县
平远县
蕉岭县
兴宁市

广东省县镇非农享受免学费的行政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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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助学贷款

1. 国家助学贷款需提供的证明材料清单

如需申请助学贷款，请在开学时带齐如下材料：

(1) 申请贷款学生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复印件（未满 18 周岁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未成年人，须提供其法定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及书面同意书）； 

(2) 借款学生本人签字的《申请表原件》

(3) 广东省学生助学工作管理办公室及国家开发银行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以文件规定为准。

审批与发放结果以省助学办及国开行广东省分行审批公布名单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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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平台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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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家助学金

享受助学金资格的学生必须是我校拥有中等生学籍的一、二年级的经济困难在校生。

1、助学金资助范围

（1）孤残学生、烈士子女

个人持有国家《残疾证》、《烈士子女证》等；

（2）贫困县学生

户籍所在地为全国 680 贫困县学生，贫困县名单详见国家扶贫办网页公布名单；

（3）建档立卡户学生

家里持有《广东省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贫困户帮扶记录簿》（简称：建档立卡）；

（4）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家庭遭受重大灾害或变故、无劳动力、家庭经济收入低下的学生。持有民政部门核发的有效《最

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低收入困难家庭证》、《五保供养证》或地市级总工会核发的有效《特困

职工证》等贫困证件的学生。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不超过在校人数 10%。

2、国家助学金所需资料

（1）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2 份（纸质版），小一寸大头照 2 张（背面写名字 + 班级）；

（2）户口本复印件 2 份（需户主与学生本人在同一 A4 纸上，纸质版）；

（3）《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国家助学金申请表》（纸质版与电子版）；

（4）其他辅助材料，如《残疾证》、《扶贫手册》等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复印件（纸质版）；

（5）《家庭经济信息采集表》、《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及《中职助学金资助名单》《中职资

助卡开卡模板》、《助学金申请录入名单》（电子版）

（四）建档立卡

广东省建档立卡学生仅限于珠三角 7 市外的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阳江、湛江、

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 14 个地级市的农村户籍学生。

建档立卡学生可享受免学费和生活费补助，中职：免学费（不含住宿费）补助标准为实际缴纳学

费金额，生活费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 3000 元。

※ 建档立卡学生入学后提交“2016-2018 年广东省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贫困户帮扶记录簿”等

相关资料的复印件（加盖村、镇扶贫办公章或镇人民政府公章，相关负责人签名、签日期）。

特别说明：上述所需材料或有关资助事项咨询可添加 QQ 群：613420830 获取资讯。如果是已

经申请成功国家免学费或广东省建档立卡的学生，不需要缴纳学费，请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学校智能教

务平台进行预注册并在缴费方式中选择免学费或广东省建档立卡模块。

七 、新生活动安排（报到前）

( 一 ) 学校统一活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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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家长会：开学日（ 10 月 10 日）召开新生家长会，请家长陪同孩子

一起报到，家长会邀请函将提前通过短信发给家长们。

3、海事学院：即将来到海事学院大家庭的新同学们，是否会对充满故事的芙蓉号满怀情思？是

否会对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充满想象？现在，请你写一封“致大学五年后的自己”。用书信格式抒写自

己对生活的真实感悟，展开想象描绘未来，字数在 800 字以内。电子稿发送至 gdcphs@163.com，

投稿作品将评选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优秀奖若干名，获奖作品将通过“海事天地”

微信公众号发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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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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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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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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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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交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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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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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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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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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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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