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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白云学院校长、董事、党委副书记

教授

校长寄语

注 册 报 到 须 知

一、网上缴费注册时间及办法

1、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扫描下方学校官方微信和官方网站二维码。并在 前通过“8月25日 广

东白云学院官微 学院官网”或者登录“ ”办理网上注册及缴费手续，具体操作指南见“附件”。

2、学校将根据网上注册的数据安排班级、宿舍、征订教材、制作校园卡等工作。 起新生可在8月28日

学校官微和学校官网（ ）上查询所在班级、辅导员信息。学生在网上注册缴费过www.baiyunu.edu.cn

程中如有不明之处，请与学校财务处或招生办联系。

联系电话：020-36093990  020-36093333（财务处） （招生办）

二、携带的物品及资料

1、《新生录取通知书》

2、身份证及复印件3份

3、《考生档案》

4、党、团组织关系

5、近期免冠半身大一寸彩照10张（背面用铅笔写上姓名及专业，到校后交所在院系）

6、《户口迁移证》（新生根据本人意愿，户口可以迁到学校，也可以留在原籍。需办理户口迁移的

新生到校后将《户口迁移证》交到所在院系；户口迁移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学苑路1号）

三、收费项目及标准

1、学费（按学校审批并公示标准按学年收费，收费标准见附件一）；

2、住宿费：北校区3000元/年，西校区1500元/年；

3、网络信息费300元/年；

4、代收费1513元，其中

1）教材资料费650元/年（多退少补）；

2）新生须参加广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363元/年；

3）为方便新生入学后能及时在校园内消费，缴费成功后统一将预存500元生活费转入学生的校园

卡。校园卡初始密码统一为6个“0”。

5、学生可自愿购买意外伤害保险50元/年，由保险公司到校为学生提供购买服务。

【温馨提示】

根据国家教育部规定，对不按时报到的新生，将在报到结束后注销入学资格，请新生务必按时办理缴费注册

手续和按时到校报到，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到校报到，请及时与学校招生办联系，办理请假手续。

联系电话：020-36093333

亲爱的新同学：

又是一年秋韵美，又是一载丰收时。在广东白云学院全力建设

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的重要时期，欢迎你成为白云的新主人，加入

温馨的白云大家庭！在此，我代表全校师生向你和你的家人致以衷

心的祝贺！

大学不是奋斗的终点，而是生命历程中一条新的起跑线。在这

个广阔自由的天地里，似水年华正等待着你书写精彩的人生，如歌

岁月正期盼着你奏响青春的乐章。未来四年，机遇与挑战并存，你

将面临学业的新要求、目标的新定位、观念的新交融。希望你志存

高远，勤奋学习，抵砺品格，勇于创新，用青春的智慧和风采，书

写人生崭新的篇章。

白云学院 官微
gdbyxy

白云学院 官网 
www.baiyunu.edu.cn



附 件 一

四、报到流程

已通过“网络”缴费的新生 到缴费处交费

尚未通过“网络”缴费的新生

选取军训服（校服）

新生军训要求统一着装，新生报到当天，由服装企业在校内设点，供学生选取。

选购床上用品

为减轻新生来校报到行李过多的负担，企业在校内设有床上用品销售点，供学生自愿选购。

到住宿接待处办理入住手续

学生公寓设有独立卫生间和浴室，装有空调、热水器、接通宽带网；每人配有衣柜、电脑桌、书架；

学生公寓区配有专职管理员，实行24小时管理和服务。

到所在院系接待处报到

1）交档案、照片、户口迁移证、党组织关系；

2）填写《2021级新生注册情况登记表》；

3）领取《新生活动安排表》；

4）领取校园卡。

注：校园卡初始密码统一为000000（6个“0”），学生可在校内任何营业窗机或自助充值机上修改密码。

备注：新生扫描二维码可免费

申领白云学院校园通讯卡五、来校路线

西校区（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学苑路1号）

1、公交方式 广州市汽车客运站（省汽车客运站）→乘523路快线公交车（往江高小塘方向）→江高小塘总站下车

2、地铁方式 广州地铁8号线→滘心站B出口→转乘“滘心—白云学院便民车”→到白云学院站下车

广州地铁2号线、3号线嘉禾望岗站B出口→乘509路公交车→凤翔北路站下车

广州地铁3号线→人和地铁站C1出口→转乘843路公交车→到白云学院站下车

3、自驾车线路 进入许广高速公路→江高出口→广东白云学院

北校区（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九佛西路280号）

1、地铁方式

2、自驾车线路

广州地铁14号线（东风方向）→新和A出口→北校区

广州地铁14号线支线（镇龙方向）→红卫站A出口→北校区

进入珠三角环线（新和出口）→九佛西路→九龙大道→广东白云学院北校区

>      全程有学生志愿者为您提供帮助      <

学费及住宿费标准



本科新生网上注册操作指南

步骤一

扫描广东白云学院官微二维码

步骤二

输入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点击“登录”，进入后点击“ ”，进入自助办理广东白云学院自助迎新

环节界面：

步骤三

点击网上注册，核对个人身份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注册”。

注意：广东白云学院自助

迎新界面（各环节只在规

定的时间段内办理并显

示，未到办理日期或逾期

则不会显示，其中标明

“自助”的环节，可以由

学生自助办理，标明为

“现场”的环节则只能在

现场办理。）

广东白云学院

官方微信公众号

gdbyxy

2021本科网上注册

2021本科录取查询

2021录取时间表

附 件二



步骤四

上传照片上传证件照（图片像素不能低于 600*600 ) ，点击“确认并下一步”。

注：请务必保证照片真实有效。

步骤五

生源地助贷（可选项）

已在当地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同学，将《生源地贷款回执单》上传至系统：

样 式

步骤六

缴费：点击“学杂费”查看个人收费标准，选择付款方式并填写个人联系手机号码提交，进入付款界面。

步骤七

查询班级及辅导员信息，学生完成网上注册后， 起8月28日

可在广东白云学院官微或官网查询 及 。所在班级 辅导员信息

使用 微信支付 使用 支付宝支付

使用支付宝支付时，会提示

使用浏览器打开该页面，根

据操作提示跳转到支付宝支

付页面（如果选择支付宝支

付，手机必须已安装支付宝

APP），并完成支付。

注意：以上环节须在2021年8月25日前完成，在操作过程中如有疑问请致电

咨询电话 020-36093333

缴费专线 020-36093990

技术专线（邓老师） 020-36093225



广东白云学院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附 件三

我省在高等教育阶段建立了以国家奖学金、国家励

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为主，学费补

偿、助学贷款代偿、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社会资助和

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的“绿色通道”制度等

多形式、多渠道的资助政策体系，确保每一位大学生不

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入学时，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如暂时筹集不齐

学费和住宿费，可在开学报到的当天通过学校开设的

“绿色通道”报到注册，入校后再向学校申报家庭经济

困难，由学校核实认定后采取不同措施给予资助。高等

学校学生资助政策中，解决学费、住宿费问题，以国家

助学贷款为主，以国家励志奖学金等为辅；解决生活费

问题，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以勤工助学等为辅。

一、绿色通道

为切实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教育部等

部门规定各全日制普通高校都必须建立“绿色通道”制

度。对被录取入学，家庭经济确实困难、无法缴纳学费

的新生，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核实后的情

况，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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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

贷款对象是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生

（含预科生）。贷款金额原则上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

申请金额不超过8000元。2020年1月1日起，新签订的

助学贷款合同利率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减30个基点执行。贷款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国

家助学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贷款学生毕业后的前

五年内可只需偿还利息不需还本金，自毕业第六年起开

始偿还本金和利息，助学贷款年限可为学制加15年，最

长不超过22年。大学新生和在校生可在开学前向户籍所

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已申请高校校园地助学贷款的学生也可向就读高校申请

续贷。

三、国家奖助学金

（一）国家奖学金

奖励对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二年级及以上优

秀在校学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8000元。

（二）国家励志奖学金

奖励对象是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二年级及以

上的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

年5000元。

（三）国家助学金

资助对象是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

学生（含预科生），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300元。

四、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资助

资助对象是当年考入全日制普通高校、广东省户籍

的家庭经济困难本专科一年级新生，每人最高不超过

6000元。考入省内高校的新生开学时向学校申请，考

入省外高校的新生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教育部门申请。

五、广东省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大学生资助

资助对象是广东省少数民族聚居区户籍并在广东省

少数民族聚居区接受完整义务教育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

专科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每生每年10000元，资助周

期为本专科就读期间。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向入

学前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民族工作部门提出申请。

六、南粤扶残助学工程

资助对象是当年考入普通高校的广东省户籍全日制

残疾人在校大学生，专科生、本科生分别一次性每人资

助10000元、15000元。对省内高校特殊教育大专班招

收的广东省户籍全日制残疾人大学生予以学费补助，补

助标准为当地物价部门核定的相应专业收费标准。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大学生向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县（市、

区）级残联提出申请。

七、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

（一）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兵役学费补偿和国家助

学贷款代偿及退役复学后学费减免政策

补助对象是应征入伍服兵役的高校在校生、毕业生

及退役后复学的原高校在校生。国家对应征入伍服兵役

的高校学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补偿、对在校期间

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含校园地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实行代偿，退役后复学的原高校在校生实行学

费减免。补助标准为本专科生每生每年不超过8000

元，每学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低于

8000元的，可按照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两者就高的原

则，实行补偿或代偿。

（二）国家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

资助对象是退役一年以上、自主就业，通过全国统

一高考或高职单招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包括全日

制本科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院）并报到的

入学新生，实行学费减免，学费减免标准为每生每年不

超过8000元。

（三）“三支一扶”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广东省高校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

教、支医和扶贫工作，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继续在经济欠

发达地区基层工作满1年以上，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国家

助学贷款本息，可申请财政代偿。

（四）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

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及暂缓就业的专科以上学历

（学位）毕业生，或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

大学生到农村从教，符合《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的实施办法》

（粤教师〔2018〕9号）基本条件和范围的可享受农

村教师上岗退费政策。上岗退费标准按照本科学历（学

士学位）每人每年8000元，其中艺术类（音乐、美

术、舞蹈）、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并担任对应学科的教师

每人每年12000元，退费年限为4年。

八、学校其他资助措施

（一）勤工助学

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通过自己的

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学生参

加勤工助学的时间原则上每周不超过8小时，每月不超

过40小时。最低小时工资不低于高校按所在地当年的

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二）校内奖助学金资助

1.学校奖学金

奖励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而设立的奖学

金，分为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奖励

标准分别为1500元、800元、500元。

2.单项奖励金

奖励在科技、学术、文体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表

现突出的学生而设立的奖励金，分为科技创新奖、竞赛

成果奖、精神文明奖。奖励标准按奖励等级给予奖励，

分别为800元、600元、400元、200元。

3.社会奖助学金

社会企事业单位或热心教育的人士，为支持我校的

教育、鼓励学生努力学习而设立的奖学金，分为专项奖

学金、公益奖学金。专项奖学金由提供奖学金的单位或

个人在符合评优评奖资格的学生中推荐评选，目前有新

能源优秀学生奖学金、创新创业奖学金、电信奖学金、

自强之星奖学金等，资助奖励标准为500-5000元；公

益奖学金我校有已故优秀教师李志红出资设立，旨在表

彰学年度在公益事业中做出表率的优秀学生，奖励标准

为800元。

4.创新创业资助

为强化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

善于质疑、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和敢闯会创的意志品

格，均免费提供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供学生实习和实

践。获得校级以上项目立项的并予以奖励：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训 练 计 划 项 目 ： 校 级 立 项 ：

3000元/项；省级立项：创新训练、创业训练5000元

/项，创业实践25000元/项；国家级立项：创新训

练、创业训练10000元/项，创业实践50000元/项。

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国家级：金奖3000元，银

奖2500元，铜奖2000元；省级：金奖1500元，银奖

1000元，铜奖500元。

广东白云学院学生资助服务中心

020-36093489（日常） 020-36093333（暑期7月7日-9月1日）

更多信息请咨询：

资 助 服 务 热 线 ：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申 请 指 南

一、政策介绍

1.什么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含预科生）

和在校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的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家长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2.贷款额度及用途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高专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8000

元，不低于1000元；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于8000元的，贷款额度按照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确定；年

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高于8000元的，按照8000元确定。全日制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申请

贷款额度上限为12000元，其他规定同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

注：如遇国家政策调整，将按最新政策执行。

3.贷款期限

最长贷款期限：剩余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图例如下）

4.利率如何确定

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期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5Y-30个基点

（即LPR5Y-0.3%）。每年12月21日根据最新LPR5Y调整一次。

5.什么时候开始还款，还本宽限期是多长时间

在读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后不再继续攻读学位时，自毕业当年起开始自付利息，在5年还本宽限

期内只需偿还利息，如毕业后剩余贷款期限小于5年，则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计划还款。毕业后，在还款

期内继续攻读学位的借款学生应及时向县级资助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供书面证明，审核通过后，可继续享受贴息

和5年还本宽限期，但贷款期限不延长。

二、申请条件

最长贷款期限

剩余在校时间 15年

（2021版）

三、申贷流程及申贷材料

1.高中预申请

就读于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的学生，若其家庭的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其大学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基本支出的

均可进行预申请，包括但不限于：高中阶段（含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任一学年曾获得过国家助学金的学生

（含应届毕业生和复读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脱贫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家庭

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

等学生以及高中（含中职）、县级（或高校）资助中心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在哪儿可以办理申贷手续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审批和发放。首次贷款的时候，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需要一起前往双方

户籍所在地的县级资助中心办理。续贷的时候，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任何一方持相关材料到原县级资助中心

办理。开办远程续贷的地区，借款学生可通过学生在线系统根据提示办理。

3.首次申请办理流程及申贷材料

①登录学生在线系统，完成注册并填写个人及共同借款人基本信息，提交贷款申请，打印《申请表》并签

字。②系统提示通过预申请的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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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申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同学，可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表》，作为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依据申办贷款。④请您和共同借款人携带以下申贷材料，前往县级资助中心办理

手续；1）借款学生与共同借款人各自的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2）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或学信网

学籍在线验证报告；3）《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未通过预申请的同学还要携带《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认定表》原件。⑤温馨提示1）部分地区可能会要求提供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份，请提前向县级资

助中心咨询，县级资助中心也提供申贷材料扫描上传服务；2）如果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不在同一本户口簿

上，需携带双方户口簿原件。⑥持县级资助中心《受理证明》前往高校报到，并请高校资助中心老师于当年

10月10日前录入电子回执。

4、现场续贷办理流程及申贷材料

注意事项：请每年登录学生在线系统不少于两次。①在前往县级资助中心办理续贷手续前，请先登录学生在

线系统更新个人及共同借款人相关信息，再提出续贷申请。按照系统提示填写续贷声明后，打印《申请表》并

签字。②续贷材料：1）办理人本人的身份证原件；2）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签字的《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申请表》原件；3）注意事项：如果需要更换新的共同借款人办理续贷，学生需要和新的共同借款人

一同前往县级资助中心先办理共同借款人变更手续，再进行续贷申请。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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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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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贴士

1.如何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www.csls.cdb.com.cn或者在搜索引擎中搜索“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信息网”。

①访问时，网页提示“安全证书”错误怎么办？

点击“继续浏览此网址”即可（IE浏览器版本不同提示会稍有区别）。

②如果系统提示该学生已经存在无法注册如何处理？

同一名学生只能注册一次，可以使用学生身份证号直接登录系统。

2.如何导出《申请表》、《认定表》

登录学生在线系统，点击首页左侧“贷款申请”，系统打开贷款申请概要信息页面。按照系统提示填写学生

和共同借款人基本信息并进行贷款申请。在贷款申请概要信息页面中选择一条需要导岀的贷款申请信息，点击

“导出贷款申请表”按钮，系统显示下载信息页面，可以打开或者保存贷款申请表。未通过预申请的同学，还

需要根据系统提示导出并填写《认定表》。

注意事项

请同学们每年登录学生在线系统更新信息，以便办理续贷和还款。

3.密码找回小技巧

有3个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密码请牢记，分别是学生在线服务系统登录密码、支付宝登录密码和支付宝支付

密码。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分别使用不同的密码以确保信息安全。

①忘记学生在线服务系统密码怎么办?

方式一：自己找回密码

点击学生在线服务系统登录页面右下角的“忘了密码，您可以通过密码提示问题重设密码”超链接。选择

“回答系统问题找回密码”，录入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号、系统预留的QQ号和一份合同号，输入新密码并确认，

或者选择“根据密码提示问题找回密码”，输入正确的提示问题答案后，输入新密码并确认。

方式二：请县级资助中心经办人重置密码

致电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请经办人在助学贷款信息管理系统内重置密码。

方式三：拨打助学贷款呼叫中心电话95593重置密码

致电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呼叫中心热线电话95593，经工作人员核对相关信息后，在线重置密码。

②忘记支付宝密码怎么办？

如果没有修改过支付宝登录密码，在《受理证明》下方可以找到初始密码。

如果无法使用初始密码登录支付宝，可以使用支付宝提供的“安全保护问题”、“证件号码＋电子邮箱”等

方式尝试找回密码。如果支付宝网站上提供的几种找回方式都无效，请联系支付宝助学贷款专线客服进行密码

重置（此种方式不能实时重置，需要学生上传证件并通过相关审核后完成密码重置）。

支付宝咨询电话：95188

如果您在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过程中需要帮助，可以致电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95593，或拨打省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电话（咨询时间：周一至周日8:30至17:30）。

广东省2021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咨 询 热 线

备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均在本人户籍

所在县区教育局办理，省、市两级不负责

办理具体业务，深圳、东莞、中山三市由

市级统筹办理。



当前境外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扩散，特别是德尔塔变异株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任务艰巨。学校为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将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通知如下，请

遵照执行。

一、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及时关注国家、省、市、区和学校疫情防控通告，持续强化防护意识，做好个人防护。加强个人保护

和卫生习惯的养成，科学佩戴口罩，不聚集、勤洗手、常通风、用公筷、遵守一米线，做好新生报到日前

14天个人健康监测，并及时上报给所在班级辅导员。

二、加强假期出行管理

非必要不到境外，不到中高风险地区，如果在新生报到日前14天曾经到过中高风险地区或境外，请及

时上报给所在班级辅导员，并需要提供到校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三、完成疫苗接种工作

按照属地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政策，积极到街道或社区进行接种，确保“应接尽接、应种尽种”，在新

生报到日前完成疫苗接种工作，到校后及时提供接种证明和上报接种情况，共同构建校园免疫屏障。

四、遵守校园管控措施

暑假期间，学校实行封闭管理，新生报到日前不得提前到学校。新生报到日当天，配合做好核验身

份、测量体温、扫码登记之后方可进入校园。

五、及时上报涉疫信息

如果是新冠肺炎确诊人员，必须马上上报所在班级辅导员。如果是密切接触者或次密切接触者，必须

提供解除隔离证明和到校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经学校审核后方能到学校报到。如果出现迟报、

漏报、瞒报涉疫情信息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近年来，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持续高发，多为冒充公检

法、网络购物、网络贷款、冒充好友、网络刷单、“资助”“奖学金”等各类电信诈骗手段。为切实维护

白云学子利益，有效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生，在此学校提醒各位新生和家长：

1、不要将个人有效证件借给他人，以防被冒用。

2、不要将个人信息资料如存折（金融卡）密码、住址、电话、手机、QQ和微信等轻意告诉他人，以

防被人利用。

3、不要为小利诱惑参与买卖银行卡、手机卡等违法犯罪活动。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加强自我防范、远离电信诈骗

附 件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