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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2022 级新生入学须知

2022 级新同学：

欢迎你加入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为方便你顺利办理入学报到手续，特告知以下注意事项，

请仔细阅看：

一、报到时间

报到日：2022 年 9 月 1 日，一天。

新生请于报到日凭《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

院录取通知书》来校报到，请勿提前或迟到报到时间。因故不

能按时报到者，应在报到截止日期前以书面函件（附所在街道、

乡镇证明）向班主任请假；请假时间超过两周者，应申请办理

保留入学资格手续。未请假或请假逾期者，除因不可抗力等特

殊原因外，视为考生本人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地点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地址：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街道学院路 99 号

三、交验材料

1.2022 新生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原件，录取通知书、身份

证复印件各 2 份。

2.党、团组织关系介绍信。党员组织关系由毕业学校党组

织转入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党委组织部，团

员组织关系由毕业学校团委迁入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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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院各二级学院分团委（智慧团建）。

3.学生档案。新生纸质档案由本人在入学时携带至学校（需

加盖原保管部门密封章），确保其完整性，严禁自行拆封。

4.本人近期一寸蓝底彩色免冠照片 8 张（备用）。

5.关于户口迁移：鉴于各地户籍政策改革情况，建议新生

不迁移户口；如本人要求迁入户口，凭新生入学通知书到当地

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后勤保卫处统一办理迁入手续。

四、交通路线

1.公共交通工具。

大巴：新生可乘大巴至普陀长途客运中心，9 月 1 日 9：

00 至 18：00 学校统一在普陀长途客运中心迎接新同学；

高铁：可乘坐高铁或动车至宁波火车站后，在宁波转车，

即在宁波汽车南站、东站、北站转乘开往舟山（普陀、沈家门）

的汽车抵达普陀长途客运中心（宁波汽车南站就在宁波火车站

旁，15 分钟左右一班）。

切记，在普陀站下车，不要在定海站或新城公交总站提前

下车。

2.自备交通工具。

自驾车来校可行驶 G9211 甬舟高速直达舟山。

3．入学途中，请各位新生及家长注意自我防范，保管好证

件、钱物、包裹等物件。

五、疫情防控

（一）报到前，做好健康信息报备

1.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不断变化，新生暑期居家应保持

良好作息，遵从属地疫情防控指引，做好个人防护，减少长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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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在中高风险地区的同学，

暂缓报到。开学前 14 天，学校将组织同学们每日通过“易校园”

APP 进行健康报告。

2.新生请于 9 月 1 日前做好“舟山健康码”申领，同时于

8 月 31 日前填报附件 1《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

院 2022 级新生健康申报表》，电子版交所在二级学院班主任审

核，填报时请一定要基于诚信如实报告健康信息和流行病学史

等，根据省教育厅要求，一旦发现有作假和不实填报，将按校

纪校规和法律法规严肃处理。绿码新生可来校报到，红码、黄

码、橙码以及有发热或疑似症状的学生请推迟来校、就地留观。

被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新生，隔离期满后要有相关机构提

供的解除隔离证明方可来校；凡出现发热、咳嗽、乏力、咽痛、

腹泻等身体症状体征者，应及时就医，待症状体征消失、身体

痊愈、符合要求后方可来校。

3.新生请提前接种新冠疫苗并持 48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方

可入校。请符合新冠疫苗接种条件的同学在来校之前接种，并

将接种证明电子版或拍照于8月31日前上交所在二级学院班主

任。如有不符合接种条件的学生，请出示医院相关证明，同时

提供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4.为顺利组织好开学报到，学校安排专车在普陀长途客运

中心接站，请同学们于 8 月 30 日前将到站信息报知所在二级学

院班主任，以便学校科学合理做出安排。具体接站地点和方式

会提前进行发布，请同学们关注。

（二）报到途中，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1.提倡有条件的同学以自驾车形式前往学校，降低途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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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传染风险。自驾车来校的同学，陪同人员一律不能进校，学

校会安排志愿者引导帮助同学们，请家长理解。

2.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同学请做好个人防护工作，全程

佩戴口罩，妥善保存旅行票据信息，以配合可能的相关密切接

触者调查，请同学们自备开学初期使用口罩。

（三）报到后，做好日常健康防护

1.报到当天，学校将组织进行“一对一”体温检测和流行

病学史复核。

2.请同学们注意用餐卫生，食堂排队保持安全距离。

3.学校会对公共场所每日定时进行消毒，希望同学们养成

良好的健康卫生习惯，勤洗手，保持衣服、被褥等纺织物清洁，

应定期洗涤、消毒处理。室内物品摆放整齐有序，地面清洁，

室外勿乱堆乱放，室内要勤通风、勤开窗。寝室内少聚集，寝

室之间、楼幢之间少串门。

（四）报到日前后的疫情防控具体要求，学校可能根据形

势发展和舟山市要求做相应调整，请关注官方信息。

六、学费及住宿费

新生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学费及住宿费，具体缴费方法

见附件 2《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2022 级新生

缴费须知》。

七.其它事项

1. 教材费用由新生在发放教材前三天通过微信公众号教

材付款方式支付于中标单位，由教务处具体通知。

2.军训服装收费 80 元/套，同学们办理报到手续时现场领

取，直接将费用支付于中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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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内生活缴费通过“易校园 APP”进行。请同学们阅读

附件 3《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易校园电子校

园卡操作手册》下载 APP。

4.体检费待开学后在体检前另行收取，费用约 90 元。另外，

为进一步加强肺结核的防治工作，在常规体检的基础上，对入

学新生进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费用 40 元/人。

5.经济困难专项资助需要申请家庭经济困难专项资助经费

的新生，填写附件 4 《浙江省学生资助对象认定申请表》（低

保户、烈士家庭、五保户、残疾学生等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报到时，可通过“绿色通道”直接办理入学手续，缓交学费。

入学后，根据《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学生资

助办法》，对家庭经济困难同学进行资格认定，被认定为家庭

经济困难同学可能申请办理助学贷款、困难补助勤工助学等事

宜。不申请资助的新生不需要填写该表。为方便，建议缴费困

难学生于入校前，在生源所在地办理生源地贷款。

6.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已将大学生纳入舟山市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的参保范围。根据往年情况，个人约承担 533 元（包

括 2022 年 9-12 月 133 元，2023 年 1-12 月 400 元）。另外，

参保现场还设有补充保险项目，价格为 150 元，保期为一年。

同学们有符合免缴条件的，在参保登记时请提供审验有效的残

疾等级在二级及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原件和复

印件一式 2 份。学校强烈建议学生两种保险均购买，为今后的

学习生活提供保障，如放弃保险，则填写附件 5《浙江舟山群

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自愿放弃购买医疗保险承诺书》。

7.床上用品（包括被套、床单、枕套、枕芯、盖棉胎、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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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胎、 蚊帐、草席），由浙江省教育厅定点厂家在新生报到现

场设点直供，价格由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公开招标确定，

每套价格约 395 元，其质量由浙江省质监局跟踪,可自愿购买。

建议同学们到学校厂家供应点或者正规大商场购买床上用品，

请不要到个人推销或小摊贩处购买。具体可参阅附件 6《浙江

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2022 级新生床上用品购买

事项》。

8.生活用品（包括热水瓶、脸盆、口杯、牙膏、牙刷、毛

巾、香皂、洗衣皂、衣架、裤架），可在校内超市或附近商场

直接购买。

八、特别提醒

1.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校将在新生入

学后三个月内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复查。复查合格者予以注册，

取得学籍；复查不合格者，由学校区别情况，予以处理，直至

取消入学资格。新生入学两周之内无故不缴纳学费，学校将不

予注册。

2.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新生所需物品，请到正规商场、超

市购买, 不要购买个人上门推销的任何物品；需现金缴纳费用

的，务必由本人确认后办理。

3.应征入伍的同学，若要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请仔细

阅读附件 7《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2022 级新

生办理入伍保留入学资格流程》，不明之处，可拨打招生办公

室电话进行咨询。

4.学校严查外卖进校园。请勿将外卖餐食带入教学楼、实

训楼、图书馆等区域，发现后将按照相关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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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相关规定和通知精神，为进

一步加强住宿安全管理，原则上不允许学生外宿，请同学们理

解和配合。

6.学校不统一办理手机卡，学校已覆盖移动无线网络，同

学们可扫描下方二维码直接办理。

舟山移动二维码 2022 移动业务咨询 QQ 群

舟山联通二维码 2022 联通业务咨询 QQ 群

5.为防止电信和网络诈骗，学校的信息只在学校招生办微

信公众号(zslyzsb)、招生信息网(http://zs. zsthc. com)发

布，其他渠道的信息请勿轻信。

九、相关事宜联系方式

2022 级新生入学工作各部门联系方式

部门 工作人员 联系方式

招生办公室 胡光/曹皓然 0580-6660000

教务处 陆凤凤/孟宁 0580-3660321

http://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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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部

学生处
杜江月 0580-3660750

计划财务处 朱婕 0580-3660475

后勤保卫处 王雪雷 0580-3665068

旅游学院 戚梦瑜/徐思巧 0580-3661930

健康学院 林弋凯/毛雨婷 0580-3662672

商务学院 袁盈/蒋丹丹 0580-3662114

附件 1：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2022 级新

生健康申报表

附件 2：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2022 级新

生缴费须知

附件 3：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易校园电

子校园卡操作手册

附件 4：浙江省学生资助对象认定申请表

附件 5：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自愿放弃

购买医疗保险承诺书

附件 6：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2022 级新

生床上用品购买事项

附件 7：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2022 级新

生办理入伍保留入学资格流程

附件 8：学校各二级学院官方新生群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二○二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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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2022 级新生健康申报表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所在班级

现住地址

本人目前健康状况 ，健康码是 码，

本人及家庭成员是否为新冠肺炎确症病人或疑似病人
如是，是否能提供诊治医院康复证明

☐是 ☐否

☐是 ☐否

是否已经接种新冠疫苗 ☐是 ☐否

流

行

病

学

史

返校前 14 天，您是否有以下情况（打√表示）

1.返校前 14 天，有没有接触确诊和疑似新冠肺炎病例 ☐是 ☐否

2.返校前 14 天，有没有境外行程史或者密切接触入境人员 ☐是 ☐否

3.返校前 14 天，有没有去过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4.返校前 14 天有无发热、胸闷、乏力、干咳等症状 ☐是 ☐否

5.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是否有“红码”或“黄码”的情况 ☐是 ☐否

在此，本人郑重承诺：

1.以上填写的所有信息均真实准确，无瞒报、谎报情况；

2.严格遵守舟山市委市政府及学校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

3.返校后严格遵守校纪校规和疫情防控校园管理规定；

4.返校后积极配合学校体温监测工作。出现乏力、咳嗽、鼻涕、气促等不适症状，

及时主动向学校报告；

5.服从学校安排，配合做好消毒、卫生清扫、通风和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保证办公

室、会议室等公共区域卫生状况良好。

本人承诺以上情况属实，若有不实，愿意承担校纪校规的处理意见，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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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2022 级新生缴费须知

一、缴费日期

缴费自收到短信之日起，在开学报到前完成缴费。

二、缴费标准

标准

专业
学费(元/学年) 住宿费(元/学年) 收款合计(元)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6000 960 6960

导游 6000 960 6960

护理 7500 960 8460

助产 6600 960 7560

健康管理 6000 960 6960

健康管理（中外合作） 20000 960 20960

大数据与会计 6000 960 6960

电子商务 6000 960 6960

跨境电子商务 6000 960 6960

大数据技术 6000 960 6960

说明：

1.新生学费按照浙价费（2014） 240 号文件规定收取。

2.2022-2023 学年学生住宿费统一先按 6 人间标准（960 元/学年/生）收取，

学生入住后，部分入住 4人间（4人间标准：1600 元/学年/生）的学生另补缴差额

640 元。

三、缴费方式

1.下载支付宝 APP

2.在首页搜索“城市服务”，然后选择“市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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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后，先在页面左上角选择一个浙江省内的城市，再在空白搜索栏框内输入

公共支付

1. 进入后，选择“按缴款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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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缴款单号，点击下一步

6. 请仔细核对缴款单里的内容，确认无误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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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再次核对缴款金额，确认无误后点击下一步，选择下图任意一种付款方式并

完成支付。

四、其他

请同学们仔细核对自己的姓名、班级、缴款单号、需缴金额，确定无误后完成

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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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易校园电子校园卡操作手册

一、手机安装“易校园电子校园卡”APP

方法一：通过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市场 - 查找“易校园”- 安装。

方法二：扫描以下二维码进行下载安装。

二、注册并绑卡

步骤一：输入手机号码获取验证码完成注册。

步骤二：进入首页，直接点击右上角的绑定校园卡，输入搜索“浙江舟山群岛

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点击确认，然后输入“姓名”、“学号/工号”进行校园

卡绑定，绑卡成功后可以开始具体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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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值

绑卡成功后，点击首页“卡充值”，或者点击校园卡页面“充值”，输入金额完

成支付（目前开通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成功后校园卡余额即到账，可在“余额查

询”中查询校园卡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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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校园卡界面“明细查询”，可查看校园卡充值和消费记录。

四、 虚拟卡消费。

首页点击付款码，输入 6 位交易密码激活虚拟卡。（首次激活默认密码为学生

学号后六位，学号将于 8月 30 日前发至班级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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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寝室电费缴纳

首页选择“缴电费”模块，选择自己对应的楼栋、楼层、房间信息，进入对应

房间输入充值金额，完成房间电费缴纳。

六、校园卡挂失

点击校园卡界面“卡挂失”，输入一卡通交易密码，可挂失校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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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浙江省学生资助对象认定申请表
（适用高校学生）

学生

基本

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学校 院系 专业及班级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户口所在地

家庭

成员

信息

姓名 称谓 工作（学习）单位 联系方式

家庭

经济

情况

家庭年总收入：

元

类型

特殊群体

 城市低保家庭学生  特困供养学生 孤儿  烈士子女

持证残疾学生城市低保边缘家庭学生 低收入农户家庭学生 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

其他群体
遭受自然灾害遭受突发意外事件 遭受重大疾病

其他情况：

申请

资助

项目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 学费减免 国家助学贷款

勤工助学 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其他资助项目：

承诺

1.本人保证申报材料全部真实有效。本人及家庭成员若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学生资助资格的，愿意接受

管理审批部门按规定给予的处罚。

2.本人及家庭成员同意授权自愿接受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对各项收入和财产信息的收集、查询、核对等并配合工作人

员入户调查，如实提供材料；同意按相关规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

以上是本人自愿作出的承诺，愿自觉信守、忠实履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学生本人或监护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注：1.请在合适选项前的“”内打“√”；

2.学生申请时可按需提供相关说明材料（如医疗单据复印件等）；

3.未成年学生申请资助，须由其监护人签字（签章）承诺；

4.此表为省定标准表，各地各校可结合工作需要适当增加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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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自愿放弃购买医疗保险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 ，系浙江舟山

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学生。本人已充分知晓学校、保险公司关

于舟山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舟旅健补充险的相关政策。按照自愿

购买保险的原则，自愿放弃购买学校建议的学生投保的

（请填舟山医保、舟旅健补充险）。

本人在校期间所发生的任何疾病或意外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均由自

己本人及家庭承担。

班级： 学生（签名）：

家长签字： 家长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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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2022 级新生床上用品购买事项

学校提供床上用品代办服务项目，学生自愿购买。床上用品由学校公开招标中

标企业宁波博泰家纺服饰有限公司提供，其质量由政府市场监管部门跟踪。同学们

可通过以下方式购买，购买成功后，凭支付截图可到学校指定地点领取，也可报到

当天在指定地点购买。

温馨提示：强烈建议学生请勿到个人推销或校外摊贩处购买床上用品。

床上用品线上购买流程

第一步：用微信、支付宝或农行掌银扫描以下二维码

第二步：在学生姓名处填入学生姓名

在联系电话处填入收件人手机号

*填入信息后请仔细核对！

第三步：点击“下一步”，在付费页面点击缴费，完成支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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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级新生床上用品价格清单

序号 品名 规格 数量 备注

1 被套 210*155 1

2 床垫 210*110 1

3 枕套 70*40 1

4 枕芯 64*40 1

5

二合一纯棉被

（2KG，1KG 字

母被）

206*150 1

6 垫棉胎(带套) 195*85 1

7 蚊帐
200*850*16

0
1

8 单人草席 195*85 1

9 牛筋包 58*38*48 1

10 凉枕套 42*67 1

合计： 395 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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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2022 级新生办理入伍保留入学资格流程

本人或委托其他人持征兵办盖章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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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通知书复印件、高校录取通知书，到学校招生

办公室进行录取资格审核，办理“保留入学资格”相关手续。

（如若是由县区征兵办将《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入伍通知书》复印件等资料

直接邮寄到招生办公室的，招生办公室在收到后会及时办理完相应手续，并将相

关资料再次回寄给县区征兵办，由县区征兵办将相关资料转交给入伍高校新生或

受委托人保管。）

录取资格审核合格的学生，学校教务处出具《应征入伍学生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

教务处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个人信息中标注“参军入伍”。

《应征入伍学生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由学生本人留存。《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

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学校盖章后，一份学校留存备案，一份入伍地

征兵办公室留存备案。

学生退役后 2 年内,可以在退役当年或者第 2 年高校新生入学期间,持退伍证、《应

征入伍学生保留入学资格通知书》和高考录取通知书,到录取高校办理入学手续。

入伍新生持高校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户口薄）、高中阶段教育毕业证，到入伍

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领取并填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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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公章。

备注： 请 2022 年录取的新生于 2022 年 10 月 23 日前到招生办办理新生入伍

保留入学资格手续，通过当地征兵办邮寄材料的，务必于 10 月 23 日前将材料邮寄

至学校招生办，逾期者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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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各学院官方新生群

请大家入群前先备注学院、姓名，并随时留意群内通知，后期

相关重要信息将在群内统一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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