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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学年春季学期迎新手册

亲爱的新同学，欢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请大家根据 2021学年春季学期迎

新手册内容进行报到注册准备。如因疫情导致报到安排变更，请以北京师范大学

留学生办公室官方网站最新通知为准。

一、境内新生重要须知

符合入校条件的境内新生，请于 2021年 2月 2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东门入校。

入校需持本人护照、录取通知书及审批盖章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入校申请表》。

 入校人员均需做好每日体温记录工作，入校时需提供近 14 天体温记录，查

验后方可入校。

 入校前，请填写附件 1《北京师范大学入校申请表》并发送至学部院系联系

人邮箱，学部院系邮箱见第 25项。审批后的文件将通过院系发送至学生，学生

打印后携带入校。

 中国境内低风险地区的学生需持健康通行码“绿码”加返校前 3日内核酸检

测结果入校。入校前的核酸检测费用可以向学校申请报销。如需要报销，请填写

附件 2《核酸检测报销银行卡信息表》并发送至 isp@bnu.edu.cn。线下报到时请

提交核酸检测发票（盖有公章）。注：学校将统一进行核酸检测报销，提交材料

后请耐心等待报销结果。报销款将打至学生提交《信息表》的银行卡中。

 中国境内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暂不入校。

如果因为特殊原因无法按时报到，请提前联系学部院系告知并履行请假手

续，经批准后可延期报到。

如因疫情、签证等原因不能按期来校报到的，请提前和学部院系联系，开展

在线学习或申请保留入学资格。学部院系联系方式见第 25项。

二、境外新生重要须知

（一）入境前准备

1. 签证要求

境外新生必须持有学习签证（X1或 X2）方可入境学习；未持有学习签证者，

不予办理注册报到手续（请咨询中国驻外使、领馆及签证办理机构，确定是否可

以办理学习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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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驻外使、领馆及签证办理机构已开放学习签证申请，国际学生需向学部院

系留学生联系人（学部院系邮箱见第 25项）告知入境日期、入境地点及入境航

班信息。学部院系留学生联系人需将入境学生信息及时报告国际处留学生办公

室，同时将《签证信息申请表》发送给学生填写。学生填写后将表格发送至学部

院系留学生联系人，同时抄送 isp@bnu.edu.cn邮箱。审核通过后，留学生办公室

将给学生邮寄纸质版《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1/JW202表）用

于签证办理。

2. 中国政府及北京市政府防疫要求

根据 2021年 1月 19日北京市第 214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的最新

政策，对于境外入境进京人员，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分类实施“14+7+7”健康

管理措施：

●北京口岸入境人员：在 14天集中隔离期满后，继续开展 7天居家或集中隔离，

期满后再进行 7天健康监测。

●国内其他口岸入境人员：隔离观察满 21天方可进京，进京后补足 7天健康监

测，未满 21天已进京的补足 7天居家或集中隔离、7天健康监测。

3. 学校要求

学生入境后需在“每日上报”系统进行打卡，上报每日体温情况。具体流程如下：

（1）使用微信客户端扫描下方认证二维码，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官方企业号，并

根据页面提示完善信息进行认证;

（2）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信息填报系统，完善更新“基本信息”、填写“每日

上报”， 最后点击“提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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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通过微信无法填报，可以打开手机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s://onewechat.bnu.edu.cn/ncov/wap/default/index，通过学校统一身份认证

登录，完成每日填报。切记需要在有定位功能的设备上登录。用户名密码默

认为学号。

（二）入境后 14 天集中隔离

根据中国政府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境外人员入境后就地集中隔离 14 天，费

用自理。

境外入境的学生在结束 14 天集中隔离观察后，向学部院系留学生联系人

（学部院系邮箱见第 25项）提供 14 天集中隔离观察证明、3日内核酸检测阴

性结果证明、居家隔离地址等信息的电子版留存。

（三）7 天+7 天隔离监测

根据中国政府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北京口岸入境的学生解除 14天集中隔离

后，应继续开展 7天居家或集中隔离，期满后再进行 7天健康监测。国内其他口

岸入境的学生满 21天后方可进京，进京后补足 7天健康监测。未满 21天已进京

的补足 7天居家或集中隔离、7天健康监测。

选择居家隔离的学生应提前与社区取得联系，根据社区要求准备相应材料并

在社区按时报到。

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学生可提出昌平校园监测申请。学生需联系学部院系

留学生联系人（学部院系邮箱见第 25项），提供 14 天集中隔离观察证明和核

酸阴性结果证明并告知预计抵达昌平校园时间。留学生联系人需与昌平校园联系

人联系并安排学生在昌平校园健康观测相关事宜。

隔离及健康监测期间内，学生需坚持每日自测体温，出现异常症状向社区、

学校报告并及时就诊治疗。隔离监测结束后进行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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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校申请

学生入校（北太平庄校区）报到前，需向学部院系留学生联系人（学部院系

邮箱见第 25项）提交《北京师范大学入校申请表》及相关材料。申请表见附件

1。 学部院系审核申请和证明材料后，由学校防疫工作小组审批通过后， 学生

可按申请入校日期入校。

申请入校时需向学部院系提交以下证明文件：

1. 14 天集中隔离期满的证明文件

2. 7 天+7天的隔离或健康监测证明

3. 入校日期前（含入校当日）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4. 填写申请当日个人健康码截图

学生入校当日，需携带已审批通过的《北京师范大学入校申请表》、护照、

录取通知书及当日个人健康码入校。

三、交纳学费

学校已启用在线系统交纳学费，请所有新生（除已获得奖学金涵盖学费的奖

学金生及交换生）于 2月 18日至 2月 20日登录“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http://apply.bnu.edu.cn/），在首页查看预交纳学费的信息，点击链接交纳学费。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一）登录“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apply.bnu.edu.cn/。

注：账号是申请北京师范大学时所使用的邮箱地址。

如忘记密码，可点击“忘记密码”进行重新设置。

（二）登录后，可在首页看到预交纳学费信息，点击链接即可交纳学费。系统支

持带有银联、Visa、MasterCard标识的银行卡进行支付，也支持通过微信、支付

宝扫描二维码支付。

（三）交费状态可自行在系统首页“在线支付”中查询。

 国际学生学费管理规定，请登陆留学生办公室官方网站查询：

 http://iso.bnu.edu.cn/cn/article/detail?cid=167&detail=82&pid=29。

四、购买保险

所有已在中国境内的国际学生，请于 2月 18日至 2月 20日登录留学保险网

http://www.lxbx.net在线购买来华留学生团体保险。保险有效期限可选择 6个月

http://www.lxbx.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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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12个月，保险有效期应与申请签证的有效期一致；

支付教程：http://iso.bnu.edu.cn/cn/pages?cid=77&pid=28。

请保存“在线支付成功凭证”页面用于验证。

此项来华留学生保险的最终解释权归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所有。

 本学期在中国境外接受线上教学的国际学生可暂不购买保险，来华入境时需

购买。

五、线上注册报到流程

请所有新生于 2月 18日至 2月 20日内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留学助手”

手机 APP完成注册流程，具体操作方式请查看附件 3。如无法使用手机 APP注

册，可发送邮件至 isp@bnu.edu.cn咨询。

六、入住校内公寓

疫情期校园实行校门管控，学校将统一分配国际学生宿舍，请于 2月 21日

入校后直接前往相应公寓前台按照学校分配的公寓办理入住手续。宿舍费可以通

过现金、微信和支付宝支付。

（一）奖学金提供宿舍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孔子学院奖学金生及部分免宿交换

生：留学生第三公寓前台；

（二）自费生及其他类型奖学金生：新松公寓前台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相关管理规定，住在校内公寓的同学到公寓服务前台办理

入住手续，并取得《临时住宿登记表》。改变住址或者原有《临时住宿登记表》

到期的同学，在入住后 24小时内办理新的临时住宿登记表，更新后需在 3日内

向留学生办公室出示新的临时住宿登记表和中国境内联系电话。办理签证期间，

请不要搬家，否则将无法获取新签证。签证延长或更新后，住在校外的同学请于

24小时内持护照到辖地派出所更新《临时住宿登记表》，否则将被处以处罚。

公寓联系邮箱是 wsfwqt@sina.com，第三公寓前台联系电话：58805151，新

huang
附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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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公寓联系电话：58807890。

七、领取新生证卡及迎新礼包

新生入校报到后，前往入住的国际学生宿舍前台领取新生迎新礼包，待完成

线下身份信息核查后，现场发放新生证卡。

（一）新生迎新礼包具体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外国留学生手册、北京师范大学纪

念文化 T恤、北京师范大学校徽、北京师范大学社团介绍手册和校园地图。

（二）新生证卡具体包括：学生证及学生卡。

八、线下报到核实身份信息

为最大程度减少排队和聚集，线下报到采取线上预约制。新生可于 2月 21

日不同时段进行线下报到核实身份信息手续。请于 2月 18日至 2月 20日通过

https://bnuiso.com/mobile#/，输入学号、生日后选择所在地，办理预约，并在预

约的时间段内到达指定报到点办理相应手续。系统使用说明参照附件 4。

新生需携带护照、《临时住宿登记表》、录取通知书、《外国留学人员来华

签证表》（JW201/JW202表）等材料原件报到。

九、外国人体格检查

（一）入境后需要换发签证的同学，请在入校前自行向北京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

心预约办理体检或验证。根据 2021年国家法定节假日安排，2月 11日至 17日

放假调休，共 7天。2月 7日（星期日）、2月 20日（星期六）上班。如需办理

体检或验证，请避开假期。请关注“海关总署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微信公众

号后点击“我要预约”或登录网站预约（http://111.202.228.178) 办理体格检查并

查询所需材料。预约成功后，凭预约短信在约定时间前往办理体检。到达后须在

取号机取号，按取号顺序等候办理。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20号。

（二）根据目前的新冠疫情防控防疫管理措施要求，进入中国境内需接受指定时

间段的健康观察及检测，为避免延误办理换发中国境内的学习居留许可证件，学

习期限超过一年（含）的学生，务必在中国境外完成体格检查，入境时携带所有

体格检查材料的原件，入境后由北京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对其材料进行验证。

十、签证办理

（一）根据 2021年国家法定节假日安排，北京市出入境接待大厅于 2月 11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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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放假调休，共 7天。2月 7日（星期日）、2月 20日（星期六）上班。如

因个人事由办理签证手续，请避开此段时间。请于 2021年 1月 26日以后入境，

否则可能面临签证过期的风险。

（二）为避免人员聚集，国际学生在完成线上报到注册手续后，需通过线上预约

的方式分批次办理签证材料申请。请于 2月 18日至 2月 20日通过

https://bnuiso.com/mobile#/办理预约，预约后在 2月 21日指定的时间段内到指定

地点办理。具体时间地点请参照预约记录。

（三）新生需要携带护照、录取通知书、《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表》(JW202

表或 JW201表)、《临时住宿登记表》、一张白底照片、体检报告及签证费等。

（四）已完成预约并取得签证申请表后的学生，可选择自行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外

国人出入境管理总队或委托签证代办公司（需缴纳服务费）申请办理签证手续。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地址是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 2号，联系电话：

64047799

（五）已恢复办理来华学习签证国家的境外国际学生，请联系所在学部院系办理

申请签证材料。学部院系联络方式见第 25项。

十一、学部院系报到

完成所有注册报到后，入校的新生须携带学生证前往学部院系办公室或指定

报到点报到（具体以学部院系通知为准）。学部院系联络方式见第 25项。

暂时无法来华的中国境外国际新生，需通过在线方式与所在学部院系保持联

系，完成学部院系指定的相关注册手续。

十二、汉语文化学院进修生分班考试

根据教学培养方案的要求，汉语文化学院进修生新生需参加在线分班考试。

在线分班考试时间为 2月 22日至 2月 23日，测试链接将通过邮件发送。分

班结果及班级微信群将于 2月 27日前通过邮件发送，请扫码加入班级群。汉语

文化学院的课程开始时间是 3月 1日，第一周为调班期。如需调班或更换教材，

请联系学院老师办理。汉语文化学院老师联系方式见第 25项。

十三、选课及上课

报到注册后，各院系学生（除汉语文化学院以外）可通过学校信息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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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ne.bnu.edu.cn）进入教务管理系统进行选课，信息门户的用户名和初始密

码为学号，具体课程为线上或线下授课需咨询各院系老师。学部院系老师联系方

式见第 25项。

2021年春季学期汉语文化学院进修生课程为线上授课，分班考试结果出来

后可联系学院教务老师进行选课，如有问题，可联系学部院系老师寻求帮助。

校际交换生及院际交换生可以免费选择一门汉语文化学院的汉语课，请交换

生于 3月 1日至 3月 5日期间发送邮件至汉语文化学院李老师邮箱进行报名。联

系方式见第 25 项。其余学生如果希望自费选修汉语课，也可以通过

ichinese@bnu.edu.cn进行咨询报名。

十四、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子信箱

北京师范大学为每位留学生提供了一个免费邮箱。请登陆

http://mail.bnu.edu.cn/index.html使用邮箱。邮箱将在注册报到完成后启用。如你

的学号为 202153090001 ，那你的邮箱账号是 202153090001，默认密码是你的 8

位生日（yyyymmdd）。进入邮箱后可修改密码。

十五、出入校园申请流程

学校在疫情期间采取相对封闭的校园管理政策，如住在校内但有申请出校办

理的事务，需提前经所在学部院系同意后出入校。具体流程可咨询学部院系老师，

联系方式见 25项。

十六、银行卡办理

（一）办理银行开户及银行卡需要携带什么证件？

护照原件、北京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及《临时住宿登记表》。

（二）可以去哪些银行办理？

中国银行北京文慧园支行可为同学们免费开立一张长城电子借记卡，也可选择其

他银行办理开户及申请银联卡。

注：每月领取生活费的奖学金生和部分校级交换生必须办理中国银行银行卡。

中国银行北京文慧园支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4号（北京师范大学加

油站南侧一层）

（三）如何办理银行开户及银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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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银行要求操作，并索取《客户回单》，客户回单须包含姓名、护照号码和银

行卡号的信息。

注：奖学金生银行卡在柜台激活后，需将客户回单照片发至 isp@bnu.edu.cn存档，

用于在校期间生活费、奖学金的发放等用途。

（四）该办理什么样的银行卡？

在开立账户时，申请一张与本人账户关联的银联卡。银联卡在中国普遍使用，功

能与借记卡相同，可以将汇款直接转账到收款人的账户。

（五）可否先注册再办银行卡？

强烈建议先前往银行办理开户及银行卡，再到学校办理注册手续。注册期间，需

将护照送至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签证手续，大约需要 30天左右才能

完成。在此期间将暂时无法取回护照。办理银行开户必须持本人护照原件办理，

所以建议先办理银行卡，再办理注册。

十七、兑换外币

由于申请银行卡、发放奖学金生活费均需要时间，请奖学金生提前准备至少

三个月的生活费，即人民币 1万元以上。

注意：银行周末不能办理外币兑换人民币业务，如在周末抵达，且没有提前准备

人民币现金，建议在机场兑换部分人民币，以备不时之需。

十八、校园卡使用及网络开通

（一）北京师范大学校园一卡通（校园卡）

你在报到时领取到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一卡通”，是你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

“电子身份证”，请妥善保管。校园卡充值后可以在餐厅使用，可以开通网络并

缴纳网费、也可以到图书馆阅览图书。校园卡初始密码为 666666。

校园卡丢失需持学生证到信息网络综合服务大厅办理挂失，并交纳工本费重新办

理新卡。

（二）校园卡现金充值地点和工作时间

员工食堂：每周一、三、五 11:00-13:00

新乐群食堂：每周一到周五 10:30-13:30

信息网络综合服务大厅：每周一到周五 9:00-13:00；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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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通网络

校园内网络默认开通，默认资费套餐为 60元/月。校园卡网络用户名为学号，初

始密码为 8位生日（yyyymmdd）。如需使用，请提前在校园卡中充值网费。

网络费使用校园卡在圈存机上转帐。在圈存机上依次选择“校园卡自助业务”—

—“其他业务”——“网络费”。详细信息请点击：

http://info.bnu.edu.cn/eng/index.html 查看。

如在留学生公寓开通网络，请咨询各公寓前台。

（四）通过银行卡向校园卡转账

留学生可通过圈存机把银行卡上的钱转到校园卡上面，圈存机可以查询银行卡余

额和校园卡余额，挂失和解挂校园卡，设置校园卡消费限额，缴纳网络费等。

（五）信息网络综合服务大厅服务项目包括网络开通、电子邮件、校园一卡通等

业务。

综合服务大厅办公地点：学十六楼一层（南门）

综合服务大厅办公时间： 8:00—12:30 & 14:00—17:00

综合服务大厅办公电话：58808113（语音提示后按“0”为人工服务）

校园一卡通自助语音电话：58807474

关于自助服务方式详情请访问：http://info.bnu.edu.cn

十九、穆斯林餐卡办理

如需在学校清真食堂就餐，请登录网站获取《清真食堂用餐申请书》

（http://iso.bnu.edu.cn/cn/download/download?id=16）并于 2月 26日之前提交至

isp@bnu.edu.cn。

注：申请清真食堂就餐后，在学校食堂就餐需支付 15% 的管理费。

二十、医院

校园内设有学校医院，具体位置请参看校园地图。距学校最近的医院是“火

箭军总医院”，坐落在京师大厦路口对面。在中国看病要先到医院的挂号处挂号，

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挂“急诊”号。身体不舒服或者情绪出现问题的同学请及时向

同学、老师、宿舍的服务人员求助。遇到紧急情况时，请拨打电话 120。

http://info.bnu.edu.cn/eng/index.html
http://info.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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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常用地址和电话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 2 号（雍和宫以东）

64047799

 市内查号台 —114

 火警—119

 匪警—110

 急救—120

 北京市公安局外国人签证咨询—84015300、84015191

二十二、保留入学资格

如果您决定暂缓自己的学习计划，可申请保留入学资格（最长期限一年）。

如申请保留入学资格，请登录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办公室网站下载表格

（http://iso.bnu.edu.cn/cn/download?cid=499&pid=29&page=5），填写后于 2021

年 2月 20日至 2月 28日发送至院系老师邮箱，联系方式可参照第 2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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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校园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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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校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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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校内相关联系方式

 学部院系联系方式

院系 负责人 邮箱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Business School 谢老师 xiejia@bnu.edu.cn

体育与运动学院
College of Athletics and

Sport

张老师 zhangxuan1220@bnu.edu.cn

许老师 hanbingxu@bnu.edu.cn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College of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冉老师 ranxin@bnu.edu.cn

物理学系 Department of Physics 谢老师 xietian@bnu.edu.cn

社会学院 School of Sociology

王老师

（研究生）
wangke@bnu.edu.cn

张老师

（本科生）
z1470@163.com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

院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董老师 ssdpp-ia@bnu.edu.cn

地理科学学部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章老师 zhangwenjuan@bnu.edu.cn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s
张老师 zhangliqing@bnu.edu.cn

心理学部 Faculty of Psychology

崔老师

（本科生）
psy-benke@bnu.edu.cn

李老师

（研究生）
psy-shuobo@bnu.edu.cn

生命科学学院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窦老师 douf@bnu.edu.cn

环境学院 School of Environment 易老师 susan@bnu.edu.cn

天文系 Department of Astronomy 张老师 linzhang@bnu.edu.cn

人工智能学院
Schoo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奚老师 xiqi@bnu.edu.cn

巩老师 gongzz@bnu.edu.cn

mailto:xiejia@bnu.edu.cn
mailto:zhangxuan1220@bnu.edu.cn
mailto:hanbingxu@bnu.edu.cn
mailto:ranxin@bnu.edu.cn
mailto:xietian@bnu.edu.cn
mailto:wangke@bnu.edu.cn
mailto:z1470@163.com
mailto:ssdpp-ia@bnu.edu.cn
mailto:zhangxy@bnu.edu.cn
mailto:psy-benke@bnu.edu.cn
mailto:psy-shuobo@bnu.edu.cn
mailto:douf@bnu.edu.cn
mailto:susan@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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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龚老师 gongxiaojie@bnu.edu.cn

肖老师 xiaohan@bnu.edu.cn

赵老师

（博士）
zhaorui@bnu.edu.cn

赵老师

（硕士）
zx8276@163.com

李老师

（本科生）
limin@bnu.edu.cn

法学院 School of Law
张老师 lilyzhang0808@163.com

钟老师 zhonglily1115@qq.com

哲学学院 College of Philosophy 付老师 fuhualai@bnu.edu.cn

教育学部 Faculty of Education 关老师 fegraduate@126.com

新闻传播学院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李老师 lhx@bnu.edu.cn

政府管理学院 School of Government
果老师 guojiabnu@bnu.edu.cn

褚老师 670262547@qq.com

化学学院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贺老师 heyong@bnu.edu.cn

历史学院 College of History

刘老师

（本科生）
liuyao@bnu.edu.cn

臧老师

（研究生）
zangwx@bnu.edu.cn

艺术与传媒学院 College of Art

曹老师

（本科生）
caodongzhu41810108@163.com

刘老师 albee3001@163.com

数学科学学院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
潘老师 11112017055@bnu.edu.cn

汉语文化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李老师

（本科生、

非学历生）

lihuan@bnu.edu.cn

洪老师

（研究生）
pyhong@bnu.edu.cn

mailto:gongxiaojie@bnu.edu.cn
mailto:zhaorui@bnu.edu.cn
mailto:zx8276@163.com
mailto:gongxiaojie@bnu.edu.cn
mailto:lilyzhang0808@163.com
mailto:zhonglily1115@qq.com
mailto:fuhualai@bnu.edu.cn
mailto:fegraduate@126.com
mailto:lhx@bnu.edu.cn
mailto:guojiabnu@bnu.edu.cn
mailto:670262547@qq.com
mailto:liuyao@bnu.edu.cn
mailto:zangwx@bnu.edu.cn
mailto:caodongzhu41810108@163.com
mailto:11112017055@bnu.edu.cn
mailto:pyhong@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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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联系方式

北京师范大学网址：https://www.bnu.edu.cn/

北京师范大学微信公众号：bnuweixi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号 100875

 学校机关部处联系方式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留学生办公室：留学生办公室是学校外国留学生事务的

综合管理和服务部门，负责各类外国留学生(学历生和非学历生)的日常管理、学

生活动、签证事务、数据统计等工作,负责起草和制订与留学生招生和培养相关

的战略规划和管理制度，以及其它与留学生相关的涉外管理和服务工作。

网站：http://iso.bnu.edu.cn

微信公众号：BNUISO

综合咨询：isp@bnu.edu.cn

本科生在学管理：benke@bnu.edu.cn

研究生在学管理：yjs@bnu.edu.cn

非学历生在学管理：chinese@bnu.edu.cn

 教务部培养办公室：负责本科、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和修订，课程建设与教

材管理工作；负责本科、研究生教学运行，实践教学工作；负责研究生学籍管理

工作；负责本科、研究生国际教育工作；负责协同管理学校“三育”中心。

网站：http://jwb.bnu.edu.cn/tab/jgsz_py

本科联系邮箱：pdqi@bnu.edu.cn

研究生联系邮箱：dongjin@bnu.edu.cn

 教务部招生办公室：负责境内全日制本科生招生工作，负责境内全日制、非

全日制研究生招生工作，负责境外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招生工作，负责境外短

期国际学生的招生工作。

非学历生招生邮箱：nondegree@bnu.edu.cn/

本科生招生邮箱：benke@bnu.edu.cn

研究生招生邮箱：egp@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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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师范大学入校申请表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一、学生基本信息

护照姓名 学部/院系

学号
院系学生联系人姓
名、联系方式

护照号码 是否在校住宿 □是 □否

国内手机号 在京住址

当前所在地（省
/市）

申请入校日期

入境行程信息

入境出发地 入境抵达时间

入境抵达地
入境航班

及座位号

14 日集中隔离信息

隔离地点 隔离起止日期

7 日居家或集中隔离信息

隔离地点 隔离起止日期

7 日健康监测

健康监测地点 健康监测起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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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健康信息

14 日内是否有体温大于 37.3℃ □是 □否

14 日内是否有到过或经停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14 日内身体是否有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症状 □是 □否

14 日内是否有接触过疑似或确诊人员 □是 □否

14 日内是否有确诊感染或疑似感染 □是 □否

14 日内是否有处于观察期 □是 □否

三、审批意见（由学校相关单位填写）

部院系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防控领导小组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四、证明文件（可另附页）

1. 填写申请当日个人健康码截图

2. 14 天集中隔离期满的证明文件及核酸阴性结果证明

3. 7 日+7 日隔离及健康观测证明

4. 3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3日内核酸检测报告的时间按取样

时间计算，即返校日期（含当天）前 3日内取样的核酸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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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银行卡信息

序号 学号

银行卡户名

（必须与银行

确认单顺序一

致，英文填写）

银行卡号码
银行名

（中文）

支行

（中文）
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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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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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 进入系统预约界面，可以选择中文或英文界面。输入学号和生日

2.选择是否在中国境内（只有在中国境内的学生才可以预约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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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办理签证

4.预约时间

选择一个时间，如 2020 年 9 月 16 日下午 15:00-15:30。1/5 表示该时段最多可

预约 5人，已有 1人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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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预约时间后确认。（请注意，每个人只有两次机会修改预约时间）

6.预约成功通知如下，请注意准备签证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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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需要修改，在本人预约界面中选择“修改预约”

8.重新选择日期，如 9月 17 日 15: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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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确认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