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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云学院校⻓、董事、党委副书记

教授

校⻓寄语

注�册�报�到�须�知

1、新⽣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在 前扫描下⽅⼆维码办理⽹上注册及缴费⼿续，具体操作指南⻅8⽉2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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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新⽣可在学校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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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如有不www.baiyu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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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录取通知书》，到校后交所在院系；
2、⾝份证原件及复印件3份，到校后交所在院系；
3、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2份，到校后交所在院系；
4、《教育部学历证书电⼦注册备案表》2份，到校后交所在院系；
5、近期免冠半⾝⼤⼀⼨彩照10张，背⾯⽤铅笔写上姓名和院系，到校后交所在院系；
6、学⽣档案
应届毕业⽣：到原专科毕业学校档案管理部⻔办理档案移交⼿续：通过中国邮政EMS特快专递（⾼校学⽣

档案专⽤）快递到我校；往届毕业⽣：（1）考⽣⾃⾏携带个⼈档案到我校；（2）凭录取通知书和调档函到个⼈档
案机构办理调档⼿续，在调档函上填好档案机构名称及个⼈相关信息。以上学⽣档案若⾃带到校，必须是密
封状态，报到后直接交到所在学院。

7、党员组织关系转⼊流程
（1）省内转移：原党组织关系所在地属于⼴东省内，必须由原组织关系所在的基层党委在党务信息管理

系统上发起转出。系统接收组织名称：⼴东⽩云学院党委。备注：22级专升本+录取学院名称。
如原组织关系所在基层党委尚未与⼴东省党务信息系统联⽹，必须由县（区）级党委或县（区）级党委组

织部⻔开具纸质版介绍信，介绍信抬头单位填写：“中共⼴东⽩云学院委员会”，接收单位填写：录取学院名
称，介绍信⼊校时统⼀交学院。

（2）省外转移：原党组织关系所在地属于外省，必须由地级市以上党委或党委组织部开具纸质版党组织
关系介绍信。介绍信抬头单位填写：“中共⼴东省委教育⼯作委员会”，接收单位填写：中共⼴东⽩云学院委员
会，介绍信⼊校时统⼀交学院。

（3）党员档案：党组织关系转⼊⼴东⽩云学院时，须将党员档案提交给所在学院，学院审核⽆误后统⼀接收。
（4）联系⼈：王⽼师；联系电话：020-89913856
8、《⼾⼝迁移证》：根据本⼈意愿，⼾⼝可以迁到学校。到校后迁⼾⼝的同学交《⼾⼝迁移证》到所在院系；

⼾⼝迁移地址：⼴州市⽩云区江⾼镇学苑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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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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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品格，勇于创新，用青春的智慧和风采，书写人生崭新

的篇章。

⼀、⽹上缴费注册时间及办法

⼆、携带的物品及资料

网上注册码 白云学院官微



附�件�⼀

三、收费标准及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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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市汽⻋客运站（省汽⻋客运站）→乘523路快线公交⻋（往江⾼⼩塘⽅向）→江⾼⼩塘总站下⻋

2、地铁⽅式： ⼴州地铁8号线→滘⼼站B出⼝→转乘“滘⼼—⽩云学院便⺠⻋”→到⽩云学院站下⻋
⼴州地铁2号线、3号线嘉⽲望岗站B出⼝→乘509路公交⻋→凤翔北路站下⻋
⼴州地铁3号线→⼈和地铁站C1出⼝→转乘843路公交⻋→到⽩云学院站下⻋

3、⾃驾⻋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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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线路：

⼴州地铁14号线（东⻛⽅向）→新和A出⼝→北校区
⼴州地铁14号线⽀线（镇⻰⽅向）→红卫站A出⼝→北校区
进⼊珠三⻆环线（新和出⼝）→九佛西路→九⻰⼤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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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所在院系报到
交档案、照⽚、⼾⼝迁移证、党组织关系、毕业证原件复印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注册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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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购校服、床上⽤品
报到当天，由服装企业在校内设点销售校服，供学⽣选购。同时企业在校内设点销售床上⽤品，供学⽣⾃愿选购。

四、报到流程

1、学费（按学校审批并公⽰标准按学年收费，收费标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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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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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3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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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卡初始密码为统⼀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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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缴费
关注⼴东⽩云学院官⽅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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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注册操作指南

扫描以下⼆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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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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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注册码

步骤⼀

步骤⼆

步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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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微信、

⽀付宝、银⾏卡等限额不能⼀次性缴费的，可⾃⾏修改缴费⾦额，可分多次、多天缴费。

步骤七

查询班级及辅导员信息，学⽣完成⽹上注册后， 起可在8⽉25⽇

⼴东⽩云学院官微或官⽹查询所在班级及辅导员信息。

使用 微信支付 使用 支付宝支付

注意：以上环节须在2022年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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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付宝⽀付时，

会提⽰使⽤浏览器打开

该⻚⾯，根据操作提⽰

跳转到⽀付宝⽀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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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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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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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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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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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超过22年。⼤学新⽣和

在校⽣可在开学前向⼾籍所在地县级学⽣资助管理部⻔

申请⽣源地信⽤助学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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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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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的新⽣向⼾籍所在地县级教育部⻔申请。

五、⼴东省少数⺠族聚居区少数⺠族⼤学⽣资助

资助对象是⼴东省少数⺠族聚居区⼾籍并在⼴东省少

数⺠族聚居区接受完整义务教育的全⽇制普通⾼校本专

科少数⺠族在校⼤学⽣，每⽣每年10000元，资助周期为本

专科就读期间。符合条件的少数⺠族⼤学⽣向⼊学前⼾籍

所在地的县(市、区）⺠族⼯作部⻔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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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全⽇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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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籍全⽇制残疾⼈⼤学⽣予以学费补助，补助标准为当地

物价部⻔核定的相应专业收费标准。符合条件的残疾⼈⼤学

⽣向⼊学前⼾籍所在地的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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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兵役的⾼校在校⽣、毕业

⽣及退役后复学的原⾼校在校⽣，直接招收为⼠官的⾼校

学⽣。国家对应征⼊伍服义务兵役和直接招收为⼠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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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的补助标准为本专

科⽣每⽣每年不超过12000元。

（⼆）国家退役⼠兵教育资助政策



对退役后，⾃主就业，通过全国统⼀⾼考或⾼职分类

招考⽅式考⼊⾼等学校并到校报到的⼊学新⽣实⾏学费

减免，学费减免标准为本专科⽣每⽣每年不超过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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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学历每⼈每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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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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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减免

全⽇制公办普通⾼校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法缴纳

学费的学⽣，特别是孤残学⽣、少数⺠族学⽣及烈⼠⼦

⼥、优抚家庭⼦⼥等，实⾏减免学费政策。具体办法由学

校制订。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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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奖学⾦由

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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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重点创新训练、创业训

练20000元/项，创业实践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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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信息请咨询：⼴东⽩云学院学⽣资助服务中⼼
资�助�服�务�热�线：020-36093489（⽇常）�������020-36093333（� 暑期7⽉7⽇-9⽉1⽇）

国家开发银⾏承办的⽣源地信⽤助学贷款
申�请�指�南（20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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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政 策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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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向⾼等教育阶段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含

预科⽣）发放的、在学⽣⼊学前⼾籍所在县（市、区）办理

的助学贷款。⽣源地贷款为信⽤贷款，学⽣和家⻓（或其

监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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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学

⽣、预科⽣）每⼈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12000元，不

低于1000元；全⽇制研究⽣（含硕⼠研究⽣、博⼠研究

⽣）每⼈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16000元，不低于

1000元。学⽣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优先⽤于⽀付在校期

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于弥补⽇常⽣活费。

学⽣应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额度。

3 贷款期限
最⻓贷款期限：剩余学制加15年、最⻓不超过22年。

4 利率如何确定？
执⾏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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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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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申 请 条 件

申请学⽣应同时满⾜以下条件：

具有中华⼈⺠共和国国籍；

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实施⾼等学历教育的全⽇制普通本科

⾼校、⾼等职业学校和⾼等专科学校（含⺠办⾼校和独⽴学院）、科研院

所、党校、⾏政学院、会计学院（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正式录

取，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制新⽣（含预科⽣）或⾼

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研究⽣和第⼆学⼠学⽣；

学⽣本⼈⼊学前⼾籍、其共同借款⼈⼾籍原则上均在本县（市、区）；诚

实守信，遵纪守法；

家庭经济困难，家庭所能获得收⼊不⾜以⽀持学⽣在校期间完成学业

所需的基本费⽤；

当年没有获得其他国家助学贷款。

2 共同借款⼈应符合哪些条件？

1.原则上应为借款学⽣的⽗⺟；

2.如果借款学⽣⽗⺟由于残疾、患病等特殊情况丧失劳动能⼒或⺠事

⾏为能⼒的，可由借款学⽣其他近亲属作为共同借款⼈；

3.如借款学⽣为孤⼉，共同借款⼈则为其监护⼈，或是⾃愿与借款学⽣

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具备完全⺠事⾏为能⼒的⾃然⼈；

如共同借款⼈不是学⽣⽗⺟或其监护⼈时，应为满18周岁具有完全⺠

事⾏为能⼒的⾃然⼈；

学⽣本⼈⼊学前⼾籍、其共同借款⼈⼾籍均在本县（市、区）；

1.未结清国家开发银⾏⽣源地信⽤助学贷款（或⾼校助学贷款）的借款

学⽣不能作为其他借款学⽣的共同借款⼈；

2.如借款学⽣申请助学贷款时未满16周岁，共同借款⼈应为其监护⼈。

此种情况下，办理贷款时需要提供相关监护关系的证明材料。如借款学

⽣与其监护⼈⼾籍不在同⼀县（市、区），应在学⽣⼾籍所在县级资助管

理部⻔办理。

5 什么时候开始还款，还本宽限期是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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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向县级学⽣资助管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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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不延⻓。

国家开发银⾏承办的⽣源地信⽤助学贷款

全国统⼀服务热线：95593
咨询时间：周⼀⾄周五8:30⾄17:30,受理⾼峰期
（7⽉18⽇到9⽉9⽇）周⼀⾄周⽇8:30⾄17:30

学⽣在线系统：

https:�//sls.cdb.com.cn

国籍

学籍

⼾籍
信⽤

家庭情况

其他

与借款学
⽣的关系

年龄

⼾籍

其他

条件类别 具体要求

条件类别 具体要求



4 现场续贷流程及申贷材料

注意事项：请每年登录学⽣在线系统不少于两次。

1.在前往县级学⽣资助管理部⻔办理续贷⼿续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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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本⼈的⾝份证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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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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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资助管理

部⻔现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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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请借款学⽣和共同借款⼈携带以下申贷材料，前往县级

学⽣资助管理部⻔办理⼿续。

�������借款学⽣与共同借款⼈各⾃的⾝份证原件、⼾⼝本原件；

�������录取通知书（或学⽣证）原件或学信⽹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 国家开发银⾏⽣源地信⽤助学贷款申请表》，未通过预申

请的学⽣还需要携带《家庭经济困难学⽣认定表》原件。

5.温馨提⽰

�����部分地区可能会要求提供⾝份证正反⾯复印件⼀份，

请提前向县级学⽣资助管理部⻔咨询，县级学⽣资助管

理部⻔可提供申贷材料扫描上传服务；

������如果借款学⽣及共同借款⼈⼾⼝不在同⼀本⼾⼝簿

上，需携带双⽅⼾⼝簿原件。

6.持县级学⽣资助管理部⻔《受理证明》前往⾼校报到，并

请⾼校学⽣资助管理部⻔⽼师于当年10⽉10⽇前录⼊电

⼦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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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申贷流程及申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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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救助供养学⽣，孤⼉、残疾学

⽣，残疾⼈⼦⼥，烈⼠⼦⼥，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以及

⾼中（含中职）、县级（或⾼校）学⽣资助管理部⻔认定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

2 在哪⼉可以申请贷款？

⽣源地信⽤助学贷款按借款合同的约定申请、发

放。⾸次贷款时，借款学⽣和共同借款⼈需要⼀起前往

双⽅⼾籍所在地的县级学⽣资助管理部⻔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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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学⽣资助管理部⻔办理。开办远程续贷的地区，借

款学⽣可通过学⽣在线系统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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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助学贷款的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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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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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贴 ⼠

如何登录学⽣在线系统

在浏览器中输⼊⽹址�https://sls.cdb.com.cn

如果系统提⽰该学⽣已经存在⽆法注册如何处理？

名学⽣只能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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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侧＂� 贷款申请＇＇�，�系统打开贷款申请概要信息⻚⾯。按照系统提⽰填写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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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择—条需要导出的贷款申请信息，�点

击“� 导出贷款申请表”�按钮�，�系统显⽰下�载信息⻚⾯�，�可以打开或者保存贷款申请表。未通过预申请的学⽣，还需

要根据系统提⽰导出并填写《认定表》。

注意事项： 每年请借款学⽣ 登录学⽣在线系统更新信息，�以便办理续贷和还款。

3 忘记学⽣在线系统密码怎么办？

⽅式—�：

⾃⼰找回密码

点击学⽣在线系统登录框下⽅�，�忘记密码＂�链接�，�可以选择“� 通过短信验证码重置密码”�，�或者选择“� 通过个

⼈信息重置密码＇＇�，�或者选择“� 通过密码保护问题重置密码，�并根据⻚⾯提⽰流程操作，�完成密码重置。

⽅式⼆�：

请县级学⽣资助管理部⻔经办⼈重置密码

致电县级学⽣资助管理部⻔，�谓经办⼈在助学贷款信息管理系统内重置密码。

⽅式三�：

拨打95593重置密码

致电国家开发银⾏承办的⽣源地信⽤助学贷款全国统—服务热线电话95593,�经⼯作⼈员核对相关信息后�，�在

线重罣密码。

4 如何使⽤助学贷款资⾦中超过年度学费、住宿费的部分？

您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在优先⽤于⽀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后超出部分可⽤于弥补⽇常⽣活费。

贷款资⾦发放后�，�您可以将您的助学贷款账⼾与您名下的任何⼀张I类银⾏卡绑定。绑定后�，�您可以将贷款⾦

额超过年度学费和住宿费部分提取到该银⾏卡。具体绑定⽅法请联系您的助学贷款代理结算机构。相关代理结算机

构的联系⽅式可致电国家开发银⾏助学贷款服务热线 获取。相关开⽴、绑定、关联和提取操作，不收取任何额95593

外费⽤。



城市 单位 电话
020-22083700
020-81936393
020-83520267
020-89185302
020-38622522
020-86374355
020-82111422
020-84641612
020-86898963
020-84986328
020-32197535
020-87922462
0756-2121835
0756-2121171
0756-2611303
0756-2782153
0756-7262296
0756-8841660
0756-8936236
0756-3629616
0754-88860215
0754-88643378
0754-88831207
0754-85856060
�0754-87250529
0754-88721939
0754-87793201
0754-86818113
0757-83357666
0757-82098593
0757-82341150
0757-86288489
0757-87701806
0757-22835800
0757-88282313
0751-6919671
0751-6927326
0751-6343782
0751-2818193
0751-6689723
0751-2253150
0751-3869500
0751-5369639
0751-5560532
0751-8898603
0751-8153372
0762-3388711
0762-3318157
0762-7823331
0762-6833963
0762-4331686
0762-5631039
0762-8832955
0753-2180929�

0753-2196543（贷款期间）
0753-2196840（平时）

0753-6105385
0753-2589079
0753-8898316
0753-7861669
0753-5520851
0753-6618630
0753-4437226

⼴州市教育局
荔湾区教育局
越秀区教育局
海珠区教育局
天河区教育局
⽩云区教育局
⻩埔区教育局
番禺区教育局
花都区教育局
南沙区教育局
增城区教育局
从化区教育局

珠海市教育局

⾹洲区教育局
⽃⻔区教育局
⾦湾区教育局

横琴新区社会事业局

⾼新区教育局
汕头市教育局
⾦平区教育局
⻰湖区教育局
澄海区教育局
濠江区教育局
潮阳区教育局
潮南区教育局
南澳县教育局
佛⼭市教育局

禅城区教育局

南海区教育局
三⽔区教育局
顺德区教育局
⾼明区教育局
韶关市教育局
始兴县教育局
仁化县教育局
翁源县教育局
曲江区教育局
新丰县教育局
南雄市教育局
乳源县教育局
乐昌市教育局
浈江区教育局
武江区教育局
河源市教育局
源城区教育局
紫⾦县教育局
⻰川县教育局
连平县教育局
和平县教育局
东源县教育局
梅州市教育局

梅江区教育局

兴宁市教育局
梅县区教育局
平远县教育局
蕉岭县教育局
⼤埔县教育局
丰顺县教育局
五华县教育局

⼴州市

珠海市

汕头市

佛⼭市

韶关市

河源市

梅州市

城市 单位 电话

惠州市

汕尾市

东莞市

阳江市

湛江市

茂名市

肇庆市

0752-2671910
0752-2260089
0752-2677423
0752-3826030�
0752-3826793
0752-8818113
0752—6622398
0752-7793931
0752-2609842
0752-5562165
0660-3390683
0660-3376502
0660-6691803
0660-8916339
0660-5663226
0769-28331223
0769-28331823
0662-3333823
0662-7658986
0662-3281598
0662-6383166
0662-5552075
0662-3881738
0662-3825232
0759-3336736
0759-8208361
0759-8208167
0759-2303589
0759-3973536
0759-2968286
0759-7751756
0759-7681978�
0759-4810173
0759-6671628
0759-5582398
0759-8855757
0759-8855299
0759-3587670
0668-3330989
0668-2825659
0668-5130130
0668-6601316
0668-6678025
0668-7220735
0668-8813655
0668-3969355
0668-5222059

0668-5222130七⽉中旬开通

0758-2821904
0758-2268948贷款期间

0758-2250547平时

0758-8397100贷款期间

0758-8393962平时

15728851686
0758-3115189

0758-8623173贷款期间

0758-8638873平时

0758-5520213
0758-6689150贷款期间

0758-6689893平时

0758-7863850贷款期间

0758-7788026平时

0758-3637228

惠州市教育局

惠城区教育局

惠阳区教育局

惠东县教育局
博罗县教育局
⻰⻔县教育局
仲恺区宣教办
⼤亚湾区宣教局
汕尾市教育局
城区教育局

海丰县教育局
陆丰市教育局
陆河县教育局

东莞市教育局

阳江市教育局
阳春市教育局
江城区教育局
阳东区教育局
阳西县教育局
海陵区教育局
⾼新区教育局
湛江市教育局

⾚坎区教育局

霞⼭区教育局
坡头区教育局（含原南三区）

开发区教育局

遂溪县教育局

徐闻县教育局
廉江市教育局
吴川市教育局

雷州市教育局

⿇章区教育局
茂名市教育局
茂南区教育局
电⽩区教育局

⾼州市教育局

化州市教育局
信宜市教育局
⾼新区教育局

滨海新区教育局

肇庆市教育局

端州区教育局

⾼要区教育局

⿍湖区教育局
四会市教育局

⼴宁县教育局

怀集县教育局

封开县教育局

德庆县教育局

⾼新区教育局

0760-89989202
0750-3503910
0750-3221200
0750-3861520
0750-3861640
0750-6623061
0750-5522302
0750-2286952
0750-8938620
0750-7822115
0750-7822116
0763-3368703
0763-3360756
0763-3366390
0763-5822163
0763-4299902
0763-2813090
0763-8660016
0763-6638390
0763-7806830
0763-8739916
0768-2801720
0768-7503411
0768-5811424
0768-2337872
0768-2926918
0663-8724403
0663-8656917
0663-3288118

0663-2122008

0663-5517158

0663-6652363

0663-5688776
0766-8830608
0766-8862302
0766-8820129
0766-8828269
0766-8638073
0766-7594002
0766-3735299
0766-2978221
0766-2978311
0755-82386753

中⼭市教育和体育局
江⻔市教育局
蓬江区教育局

江海区教育局

新会区教育局
台⼭市教育局
开平市教育局
鹤⼭市教育局

恩平市教育局

清远市教育局

清城区教育局
清新区教育局
佛冈县教育局
英德市教育局
连南县教育局
连州市教育局
阳⼭县教育局
连⼭县教育局
潮州市教育局
饶平县教育局
潮安区教育局
湘桥区教育局
枫溪区教育局�
揭阳市教育局
榕城区教育局
揭东区教育局
（含产业园区）
普宁市教育局
（含原普侨区）
揭西县教育局
惠来县教育局
(含原⼤南⼭区
原⼤南海区）

空港经济区教育局

云浮市教育局

云城区教育局

云安区教育局
郁南县教育局
罗定市教育局

新兴县教育局

深圳市教育局

城市 单位 电话
中⼭市

江⻔市

清远市

潮州市

揭阳市

云浮市

深圳市

注：⽣源地信⽤助学贷款均

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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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省2022年⽣源地信⽤助学贷款
咨�询�热�线

附�件�四

新⽣⼊学报到疫情防控要求
（⼀）在省内的新⽣，⾮必要不离粤，⾮必要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在粤期间做好⾃我健康监测。⼊学报到

时，持48⼩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粤康码、⾏程码“绿码”报到，并接受体温检测，体温正常⽅可⼊校。

（⼆）在省外的新⽣，抵粤后第⼀时间就近做1次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异常应继续做好14天⾃我健

康监测和管理。⼊学报到时，持48⼩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粤康码、⾏程码“绿码”报到，并接受体温检测，

体温正常⽅可⼊校。

（三）在⾼、中⻛险地区的新⽣，暂缓到校报到，待所在地区降为低⻛险地区后，另⾏通知安排⼊学报到，

并按规定做好健康管理。

（四）在⾼、中⻛险地区所在县（市、区）的其他低⻛险区来（返）粤新⽣，⾼、中⻛险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

（市、区）的低⻛险区的来（返）粤新⽣，有本⼟病例但未划定⻛险区的地市来（返）粤新⽣，按当时国内重点地

区来（返）粤⼈员健康管理规定进⾏健康管理。

（五）有发热、⼲咳、乏⼒、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的新⽣，暂缓到校报到⼊学，待治愈且取得疾

病诊断证明并经学校同意后⽅可⼊校报到。

（六）在境外的新⽣，⼊境后按属地防疫相关要求实施健康管理，经学校批准后⽅可⼊校报到。

（七）新⽣⼊学前，应尽早在居住地完成疫苗接种。

（⼋）新⽣做好⾃我健康监测，做好个⼈旅居史、健康史、接触史等相关信息管理⼯作，返校前14天连续做

好健康监测和管理。

（九）新⽣应学习掌握新冠肺炎防控相关知识，提前了解当地及⼴州市疫情防控规定，熟悉我校疫情防控

制度。来校报到前，持续关注我校官⽹（ ）和官⽅微信公众号（ ），及时知http://www.baiyunu.edu.cn gdbyxy

悉我校2022级新⽣⼊学及疫情防控最新安排。

（⼗）新⽣应提前准备必要的防护物资，选择安全、合适的出⾏⽅式来校报到，出⾏途中应做好个⼈防护，

全程正确佩戴⼝罩；注意保持个⼈卫⽣，减少接触交通⼯具的公共物品和部位，尽量避免接触其他⼈员；主动

配合各地疫情防控措施。如来校途中⾝体出现发热、⼲咳、乏⼒、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应当及时

到就近医院发热⻔诊就医，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家⻓和辅导员。

【 预 防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 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 预 防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 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 预 防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 众 志 成 城 抗 击 疫 情 】

校园防疫从我做起校园防疫从我做起校园防疫从我做起



普通⾼校新⽣应征⼊伍宣传单

⾸先，祝贺你收到⼤学录取通知书，即将成为⼀名⼤学⽣。

《中华⼈⺠共和国宪法》规定：“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兵组织是中华⼈⺠共和国公⺠的光荣义务”。部队是

⻘年学⽣成⻓成才的⼤学校，是砥砺品格、增强意志的好课堂，是施展才华、成就事业的⼤舞台。� 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迫切需要⼀⼤批有责任、敢担当的有志⻘年携笔从戎、报效祖国。为⿎励⼤学⽣应征⼊伍，国家出台了⼀

系列优惠政策，现寄上，供参考。

1.�应征地：⾼校新⽣应当在⼾籍所在地参加应征；⾼校应届毕业⽣和在校⽣可在学校所在地参加应征，也可在

⼊学前⼾籍所在地参加应征。

2.� 2�保留⼊学资格：⾼校新⽣⼊伍，⾼校为你保留⼊学资格，退伍后� 年内可⼊学。

3.� 国家资助学费：国家对应征⼊伍服义务兵役⾼校学⽣，在⼊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次性补偿

或⽤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实⾏代偿；对应征⼊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等学校就读的学⽣（含按国家招⽣规定录

取的⾼校新⽣），退役后⾃愿复学或⼊学的，实⾏学费减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的标准，本

专科⽣每⽣每年最⾼不超过� 元，研究⽣每⽣每年最⾼不超过� 元。12000� 16000�

4.�升学优惠：

（� 在部队荣⽴⼆等功以上，符合全国硕⼠研究⽣招⽣考试报考条件的，可申请免试（初试）攻读硕⼠研究⽣。1）

（ ⾼校学⽣应征⼊伍服现役退役，达到全国硕⼠研究⽣招⽣考试报考条件后， 年内参加全国硕⼠研究⽣招2） 3�

⽣考试，初试总分加�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10�

（ 国家设⽴“退役⼤学⽣⼠兵”专项硕⼠研究⽣招⽣计划，专⻔⾯向退役⼤学⽣⼠兵招⽣，由清华⼤学、北京3）

⼤学等� 余所普通⾼校承担。400�

（ ⾼职（专科）学⽣应征⼊伍，退役后在完成⾼职（专科）学业的前提下，可免⽂化课考试申请⼊读普通本科，4）

或根据意愿⼊读成⼈本科，⾃� 年专升本招⽣起执⾏。2022�

（ 经学校同意，退役⼊学可转⼊本校其他专业学习。5）

（ 退役复学后免修军事技能训练，可直接获得学分。6）

亲爱的同学：

携笔从戎筑⻓城

强军兴国担⼤任

体重符合下列条件：

任何⼀眼裸眼视⼒不低于4.5

�应征⼊伍条件

教����学生司

国��征兵办��

应征⼊伍流程

⽹上报名

⽹上报名� 初审初检 体格检查 政治考核 预定新兵� 批准⼊伍

学费减免申请流程：

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流程:

158cm以上

�

160cm�以上

国家资助办法

保
留
⼊
学
资
格
及
退
役
后
⼊
学
流
程

任何⼀眼裸眼视⼒低于4.8，需进⾏矫正视⼒检查，任何⼀眼矫正视⼒低于4.8或矫正度数超
过600度，不合格。
屈光不正经准分⼦激光⼿术（不含有晶体眼⼈⼯晶体植⼊术等其他术式）后半年以上，⽆并
发症，任何⼀眼裸眼视⼒达到4.8，眼底检查正常，除部分条件兵外合格。�
注：以上条件如有调整，以“全国征兵⽹”（www.gfbzb.gov.cn）和当地兵役机关公布信息为准。

男性：17.5≤BMI<30，其中：17.5≤男性⾝体条件兵BMI<27
⼥性：17≤BMI<24
BMI≥28须加查⾎液糖化⾎红蛋⽩检查项⽬。（BMI=体重（千克）除以⾝⾼（⽶）的平⽅）

国家对应征⼊伍服义务兵役的⾼校学⽣，在⼊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次性补

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代偿，退役后复学或⼊学的，实⾏学费减免。

男性⾼校新⽣为�18�⾄�

22�周岁（2000�年�1�⽉�1

⽇�⾄�2004�年�12⽉�31�

⽇出⽣）

⼥性⾼校新⽣为� 18�

⾄�22�周�岁（2000�年�1�

⽉� 1日 � 2004� 年 

12月 31�日�生）

符合当年征兵基本条件的⾼校新⽣在�8�⽉�10�⽇前（男兵：全年均可报名，上

半年报名截⽌时间为�2�⽉�10�⽇�18�时、下半年报名截⽌时间为�8�⽉�10�⽇�18�

时；

⼥兵：上半年为�1 ⽉�1 ⽇⾄�2 ⽉�10 ⽇�18 时，下半年为�7 ⽉�1 ⽇⾄�8 ⽉�10 ⽇18�

时），可登录“全国征兵⽹”（� www.gfbzb.gov.cn）进⾏报名。

在�8 ⽉�10 ⽇以后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应将⽹上报名学历“⾼中应届毕业⽣”

更改为“⾼校新⽣”。

男⼥⽣报名时间、流程略有不同，具体请登录“全国征兵⽹”了解。

（1）退役后⾃愿回校复学或⼊学的学⽣，到⾼校报到后向⾼校⼀次性提出学费减免申请，填

报《应征⼊伍服兵役⾼等学校学⽣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并提交退役证书复印件。

（2）⾼校学⽣资助管理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及时对学⽣申请资格进⾏审核。符合条件的，

及时办理学费减免⼿续。

（1）应征报名的⾼校学⽣登录“全国征兵⽹”，按要求在线填写打印《应征⼊伍服兵役⾼等学

校学⽣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以下简称“申请表Ⅰ”，⼀式两份）并提交⾼校学⽣资助管理

部⻔。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需同时提供《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复印件和本

⼈签字的⼀次性偿还贷款计划书。

（2）⾼校相关部⻔对《申请表Ⅰ》中学⽣的资助资格、标准、⾦额等相关信息审核⽆� 误后，在

《申请表Ⅰ》上加盖公章，⼀份留存，⼀份返还学⽣。

（3）学⽣在征兵报名时将《申请表Ⅰ》交⾄⼊伍所在地县（市、区）⼈⺠政府征兵办公室（以下

简称县级征兵办）。学⽣被批准⼊伍后，县级征兵办对《申请表Ⅰ》加盖公章并返还学⽣。

（4）学⽣将《申请表Ⅰ》原件和《⼊伍通知书》复印件，寄送⾄原就读⾼校学⽣资助管理部⻔。

（5）⾼校学⽣资助管理部⻔在收到学⽣寄送的《申请表Ⅰ》原件和《⼊伍通知书》复印件后，对

各项内容进⾏复核，符合条件的，及时向学⽣进⾏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校新⽣在“全国征兵⽹”登记报名时，� 填写

打印《应征⼊伍普通⾼等学校录取新⽣保留

⼊学资格申请表》（以下简称“保留⼊学资格

申请表”，⼀式两份），或到⼊伍地县级征兵办

领取并填写《保留⼊学资格申请表》。

县级征兵办将《保留⼊学资格申请表》加盖县

级征兵办公章后，连同相关材料寄送到⾼校

招⽣部⻔。

⾼校审核录取资格，办理保留⼊学资格⼿续，

出具《保留⼊学资格通知书》。《保留⼊学资格

申请表》审核加盖学校公章后，连同《保留⼊

学资格通知书》寄送⾄县级征兵办。

县级征兵办留存备案《保留⼊学资格申请

表》，将《保留⼊学资格通知书》送交⼊伍⾼校

新⽣。

⼊伍⾼校新⽣在退役后�2�年内，持《保留⼊学

资格通知书》和⾼校录取通知书，到录取⾼校

办理⼊学⼿续。



喜迎二十大，聚力强军梦。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强军之道，要在得人。2月

12日，王伟中省长发表征兵电视动员讲话，代表省委、省

政府、省军区号召全省优秀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积极投

身军营。

部队是培养人才的大学校，是锻炼人才的大熔炉，是

建功立业的大舞台；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一位公民

的神圣职责；依法服兵役，是青年学生的光荣义务；积极

报名应征，是爱国热情最直接的体现，是对国防和军队建

设最实际的支持。

参军入伍，终身受益。2022年秋季征兵工作已经拉开

帷幕，希望广大有志青年踊跃报名应征，接受祖国挑选，

把青春热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中，为巩固强大

国防、建设一流军队、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致⻘年学⽣的⼀封信
为⿎励⼤学⽣应征⼊伍，国家和省出台了⼀系列优惠政策。
1.保留⼊学资格：⼤学新⽣和在校⽣⼊伍，可保留⼊学资格，退役后2年内可复学。

2.国家资助学费：⼤学⽣服义务兵役享受学费补偿代偿，本专科⽣每⼈每年最⾼不超过
12000元。

3.享受经济补助：由地⽅政府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退役⼀次性安置补助⾦，到新疆、西
藏等边远艰苦地区服役的可获得更⾼补助。

4.复学转专业：除定向⽣、委培⽣外，⼤学⽣⼠兵退役后复学，优先转⼊本校其他专业学
习。复学后，免修体育、军事技能、军事理论等课程。

5.部队发展：
（1)⼊伍前为全⽇制本科以上毕业的，年度考核结果称职以上、历年个⼈军事训练成绩良

好以上的，可直接提⼲；其中党员、“双⼀流”⼤学毕业⽣、担任过学⽣⼲部的优先推荐。
（2)⼤学⽣新⽣、在校⽣，年度考核结果称职以上、历年个⼈军事训练成绩良好以上的，可

报考军校；其中“双⼀流”⼤学在校⽣军事公共科⽬考试优秀的，可免试⼊读军校。
（3)⼤学毕业⽣转改军⼠，上⼤学时间视为服役时间，专科毕业⽣直接套改为中⼠第⼀年，

本科毕业⽣直接套改为中⼠第⼆年。
6.升学优惠：
（1)在部队荣⽴⼆等功及以上的，符合研究⽣报名条件的可免试（指初试）攻读硕⼠研究⽣。
（2)普通⾼校应届毕业⽣应征⼊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研究⽣招⽣考

试，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3)拥有硕⼠研究⽣推免资格的⾼校，每年安排不低于2%的推免⽣招⽣计划，专⻔招收本

校应届毕业的退役⼤学⽣⼠兵免试攻读硕⼠研究⽣。
（4)⾼职（专科）学⽣应征⼊伍，退役后在完成⾼职（专科）学业的前提下，可免试⼊读普通

本科，或根据意愿⼊读成⼈本科，⾃2022年专升本招⽣起执⾏。
（5)⾼职（专科）学⽣⼊伍经历可作为毕业实习经历。
7.招录招聘优惠：
（1)⼴东省设⽴退役⼤学⽣⼠兵招录公务员专项计划，⾯向在省内⼊伍且服役两年以上的

退役⼤学⽣⼠兵招录。
（2)具有本科学历学⼠学位退役⼤学⽣⼠兵参加粤东西北乡镇事业单位专项公开招聘的，

可报考免笔试岗位，同等条件下优先聘⽤。
（3)义务兵退出现役报考公务员、应聘事业单位职位的，在军队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作

经历，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录⽤或者聘⽤。
8.落⼾政策：在⼴东省⼊伍的全⽇制⼤专以上学历的⼤学⽣，退役后⼀年内被⼊伍地接收

的，可在当地办理落⼾⼿续。
具体的优惠政策、应征条件和报名流程，可登陆⼴东省征兵办微信公众号查询。

⼤学⽣应征⼈伍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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