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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华厦学院是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本

科层次的普通高校，于1993年由厦门市

原政协主席蔡望怀等知名人士集社会力量

捐资创办，是一所有着20多年办学历

史，特色鲜明、社会声誉良好的应用技术

大学。学校地处著名海上花园城市——厦

门，毗邻沿海高铁枢纽站——厦门北站，

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汇聚。

 【办学规模】
学校占地面积600余亩，是一个集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后勤

服务楼、行政办公楼和体育运动场于一体的现代化校园。校内实验（实

训）室127个，校外实习基地115个，工学专业教学实习工厂4个。

【学科专业】
学校设有检验科学与技术系、健康管理系、信息与机电工程系、财

会金融系、商贸管理系、商务外语系、人文创意系7个系。目前拥有43

个本、专科招生专业。

【教学科研】
学校扎实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承担国家级教改课题2项、省市级教改

项目6项，建成省级示范专业2个、市级重点专业2个，省级精品课程5

门、市级精品课程2门；省级以上教育教学成果奖4项；正式出版著作、

教材52部，自编校本教材127部。

学校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积极开展科研创新平台建设和社

会服务。

◆教育部-中兴通讯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

◆福建省科技厅“福建省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检测试剂与仪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华厦学院大气环境研究中心”

◆厦门科技局“厦门市应用技术研究院”、“厦门市食品药品重点

实验室”、“厦门市环境监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厦门市教育局“厦门市高校物流专业师资培训基地”、“教育信

息化推广中心”

◆中国物流学会产学研基地

学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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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徽释义：

1、展翅飞翔的白鹭构成华厦缩写字母

“HX”，寓意蓬勃向上的校园文化。

2、“1993”代表华厦建校时间。

3、圆圈内由创校名誉董事长蔡望怀先生

题字与英文校名构成，代表创办者对学校发展

寄予殷切期望，并积极开拓与国际合作交流的

办学特色。
校训释义：

勤学：就是要珍惜国家繁荣发展创造的优良学习条件，面对信息

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更加勤勉、开放的姿态迎接知识时代的挑

战。习近平同志以“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说明“勤学”对成

长成才之重要，并以“一物不知，深以为耻”表达了对勤学的高度重

视。 

修德：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克服各种利益诱惑，坚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道德风

尚。习近平同志引北大原校长蔡元培的话“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

达，适足助其为恶”，来论述“修德”之必要。 

明辨：就是面对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中的深刻

矛盾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境外意识形态的冲击，如何做到始

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

制度自信。习近平同志引刘禹锡的诗“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说明了“明辨”之要义。 

笃实：就是要做到求真务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积极

投身社会实践。也只有深入基层群众，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民

意，才能真正增长才干、为国奉献。习近平同志引用《礼记》中的“博

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论述“笃实”之重要。

校旗释义：

1、校旗以沉稳的卡色为主

要色调。卡色是地球母亲的颜

色，体现着广泛存在于自然界

的真实与和谐，代表着旺盛的

生 命 力 。 校 旗 采 用 卡 色 的 基

调，寓意着学校领导以坚强的

毅力引领全校师生迈着坚实的

步伐，不畏艰难，不断进取。

2、学校中文校名为创校名誉董事长蔡望怀先生题词，字体刚劲有力，饱

含了对学校发展寄予的殷切希望。下方添加学校英文校名，体现了学校注重与

世界接轨，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具有前瞻性。

3、学校校名采用纯白色，与主色调卡色搭配，进一步突出了活力，象征

着学校发展充满蓬勃生机，全校师生共建和谐、向上的校园，携手迈向光明美

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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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简介

厦门华厦学院图书馆始建于1993年，2010年迁入现址。现有建

筑面积17072.68m2，阅览座位1600席，设有图书阅览区、期刊阅览

区、电子阅览区、密集书库、外文书库、特藏室、阳光讨论区、温馨

阅读区、参考咨询室、专业研讨区、珍贵文献陈列室、学生作品展示

区、休闲区、影音播放厅、图书漂流架等15个功能服务区，并与厦

门市图书馆合作开设了富有特色的“厦门市图书馆华厦学院分馆”。

截止2014年9月底，馆藏各类图书总计141万册，其中纸质图书66万

册，电子图书折合约75万册，订购报刊杂志800余种。电子阅览室配

备200个信息点，可用数据库资源62个。

图书馆使用ILASⅡ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文献的采编、流通和检

索等工作全面实现了自动化管理，并配置有现代化的图书检测系统及

安全监控系统。现实行藏、借、阅一体化的大流通模式，文献全开架

浏览和借阅。开放时间每周95小时，确保为读者提供不间断开放的

服务。除传统的文献借阅、电子阅览等服务外，另提供文献推荐、文

献代查、数据拷贝、读者培训等多项服务，加入了CALIS、CASHL

等全国文献保障系统，开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建立了重点专

业信息导航平台。此外还有研讨室读书沙龙，经典纪录片滚动播放、

休闲咖啡屋等特色服务，满足读者综合需求。

在完善馆藏建设、服务教学工作的同时，图书馆还始终以推进校园文

化建设为己任，每年举办读书周活动，开展了“真人图书馆”、“寻书大

赛”、“创意书签大赛”、“阅读征文比赛”、“读书沙龙”、“图书漂

流”等精彩纷呈、讲究实效的读书活动，让读者们感受文字之美、体验读

书之乐，提高人文素养；全力营造学习氛围，推进学校学风建设。

经过多年建设，图书馆已成为学校一个综合性的文献信息中心与知识

传播平台，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良好的文献保障服务，在我校人才培养

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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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材塗学生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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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中心简介

二、活动室

由爱国华侨庄炳生先生捐资、学校配套资金建设的庄材塗学生活动

中心于2013年6月落成，占地1万多平方米。该活动中心由学生创业园

区、羽毛球场、网球场、社团活动室和学生生活休闲区组成。

3个校内学生创业项目于2013年首批入驻创业园区。2014年9月，

创业园区正式命名为“校企创业培育基地”，得到校长基金的专项扶

持。

与移动、电信、人寿、向阳坊、顺丰速运、众信旅游等知名企业合

作，学生创业项目涉及信息工程、金融服务、财务核算、检验检疫、现

代流通、商务服务、企管运营和创意设计等诸多领域。

街舞社

使用社团：街舞社、鼓艺团

舞蹈坊

使用社团：民族舞协会、交
谊舞协会、模特队

学生之家

使用社团：学生会办公室、
陶韵社、模拟联合国协会

茶韵墨香

使用社团：茶艺社、书画协
会、民族乐队

彩妆间

使用社团：团委办公室、女
生部、国旗护卫队、各协会

排练房

使用社团：话剧社、合唱
队、跆拳道协会

音乐空间

使用社团：歌手队、吉
他协会、B-box协会

绿易公社

使用社团：环保协会、
市场营销协会


















09
10

“厦门移动·华厦”校园创业

   孵化中心

  创业团队：商贸管理系学生

三、创业店面（生活休闲店面）

“向阳坊·华厦”烘焙创业实践中心

创业团队：检验科学与技术系学生

简介：检验科学与技术系与向阳坊
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的烘焙创业实践
基地，秉持“专业、安全、优质、向
阳”的理念，致力于为社会提供优质的
烘焙产品与体验，结合《食品工艺学》
等专业实践课程教学，推广普及食品工
艺专业技能，坚持安全、原生态的制作
工艺，追求知行合一、生活向阳。

简介：该中心以“助力成长，精彩我
的大学”为主题，面向在校生提供旅行
社、酒店、会展、景区、邮轮等各种旅游
企业的顶岗实习机会，同时依托旅游管理
专业的校外实践基地，提供旅游咨询，销
售各类旅游产品、优惠门票，预订旅游用
车、机票、酒店等各类旅游服务。

简介：我校与中国移动共同打
造，集营业厅业务办理、校园4G体
验展示、客户培育与推广、大学生
创业为一体，依托移动互联网信息
化平台，推广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
业模式。

简介：人文创意系省级数字媒体
文化创意实训基地的扩充项目，承接
专业教学、实训、毕业设计及全校性
的公选陶艺课程，面向社会提供手工
陶塑DIY、陶瓷彩绘DIY等有偿培训，
批量创意陶瓷礼品及用具设计制作。

快递创业实践中心

创业团队：商贸管理系学生

东瓦陶艺工作室

创业团队：人文创意系学生

简介：我校与顺丰速运集团有限
公司、厦门慧家物流有限公司共建的
校内创业与实践基地，派送和收取校
内以及周边服务区的快件，经营管理
“华厦顺丰店”；同时引进慧家物流
的智能快递终端，通过数字化技术和
智能设备处理快件，培养学生的信息
处理能力。

“国寿·华厦”学生创业实践中心

创业团队：财会金融系学生

华厦商旅服务中心

创业团队：旅游管理专业学生

简介：我校与中国人寿共同打造的
校企合作示范性学生创业实践中心和保
险人才培养基地校，采取企业扶持资
金，校企合作共创的形式，从事中国人
寿保险产品营销，承接保险代理人培训
等业务。

公司
校内
内以
“华
的智
智能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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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体验中心：中国电信支持

通信专业学生创业项目芮·image工作室

创业团队：人文创意系学生

简介：人文创意系与图书馆合作推
出的以阅读为主，平面、影像为辅的综
合性校内实训基地，采取工作室协作形
式，面向社会承接人像写真、产品拍
摄、VI设计、书籍销售、展会策划等业
务。

简介：信息与机电工程系张斌、
林泽坤同学共同创立，经营项目为传
媒行业。

I  SMILE

创业团队：I smile 华厦

青年乐活汇学生

华韵琴行：由原华厦A-Bomb

乐队贝斯手与厦门市爱乐乐团

老师合作开办

8090咖啡吧：以80和90代学生

命名的休闲咖啡吧

发缘地：美发店铺

九号店铺：小型超市

膜言大师

创业团队：信息与机电工程系学生

奇点创业工作室

创业团队：张斌等学生

简介：我校与厦门平原初晓纳米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校企合作示范性
校内实训基地，采取自筹资金合作共创
的形式，由在校生兼职经营，提供手机
防水处理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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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由老师投资，一群
乐享生活，积极阳光的华厦青
年创办的休闲餐吧。



设立创新创业专项基金，扶持优秀学生创业团队

依托校企创业培育基地，开展创新创业实践

建设创业推广中心，提供创新创业基地

创新创业班

培养目标

建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创新创业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

1 2 3 4

建设创新创业

课程体系

培养创新创业

人才

扶持创新创业

团队

做出创新创业

特色

开发开设创新创业必修课、

选修课，纳入学分管理

课程
体系

调整专业课程设置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课程学分认定

备注：针对本科学生开设。

组建学生创业团队  

推行团队导师制度

校园卡
使用指南

一、校园卡的功能
电子消费和身份识别

的功能。目前主要应用在
宿舍区、图书馆、食堂等
地方。

1、充值：校园
卡与学校统一办理的
建行卡绑定，用户可
在 圈 存 机 上 转 账 充
值。

4、补办：校园
卡 丢 失 后 应 立 即 挂
失；挂失一周后确认
已丢失，本人持有效
证件至校园卡中心补
办。

5、帐号和密码
帐号：即学号。初

始密码：初始密码为本
人身份证后6位，如 后
一位是英文字母，用数
字“0”代替。

密码修改：圈存机
上自行操作。

2、挂失：圈存
机上自助挂失。

3、解挂：持本
人有效证件至校园卡
中心办理。

二、校园卡的使用

6、其他
（1）圈存机位置：校

区明志楼、食堂，宿舍区。
（2）校园卡中心办公

地点：宿舍区一号楼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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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现场公告栏查明自己所在专业、班级、宿舍（已通过银行代扣成功

缴费者可查询宿舍号，未缴费者入校后再安排宿舍）等信息。

到各系(班级)确认学费、住宿费等费用是否已通过银行代扣方式成功缴

费，成功缴费的同学直接在“报到第一步”班主任处查找宿舍号，将宿舍号填

写在“报到第三步”楼栋号及宿舍号栏内。提交档案、户口迁移证（省外学

生）及个人一寸彩色照片（8张，并在个人照片背面写明专业班级和姓名）。

未成功缴费的同学请按“报到第二步”要求到缴费处办理缴费手续。缴

费手续办完后凭缴费单到“报到第三步”各系辅导员处安排宿舍。

2015级新生统一入住学生公寓，严禁外宿。请到本系辅导员处安排宿

舍，领取宿舍钥匙和新生临时校园卡。

党团组织关系转接手续于新生入学教育周内由班主任收齐，并到团委和

组织人事处等部门统一办理。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到当地学生资助中心和经办银行申请“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学校开辟新生绿色通道，学生可持《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

查表》（见《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P10-11）到学生处学生资助中心

现场办理点办理。

学生证、校徽、学生保险、校园卡等校园证卡及外省学生办理户口迁移

等手续在入学报到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办理。具体安排由班主任通知。

2015级新生入学报到手续单
美国阿肯色大学小石城分校合作培养项目

提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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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美国阿肯色大学小石城分校(简称

UALR)成立于1927年，是一所四年制

的公立大学。学校位于阿肯色州的小

石城，占地面积150英亩，拥有40幢

建筑。学校周围设施齐全，方便学生

生活、学习和工作。2014年3月，我

校与UALR签订合作交流协议书，为

学生出国留学搭建良好平台。

【特色优势】

1、专业优势：UALR有100多个专

业学位，其中包括60多个研究生项

目。本科专业课程涉及科学技术与应

用、商科、医药保健学、计算机技术

与数学、艺术、工程与技术、法律、

社会学及传媒通讯等领域。此外，我

校部分专业课程学分、实习实训学分

已被对方认可。

2、师资水平：UALR92%的教师

拥有博士或其各自专业领域的 高级

别学位，其中包括许多世界一流的研

究人员和教授。

3、就业实训：UALR拥有众多重

要的商业资源，校企合作方面成绩突

出，合作企业有知名的沃尔玛总部、

世界500强企业泰森食品总部、全美

大物流公司JBHunt总部等。UALR

也同属阿肯色大学教学系统，在教学

资源、校企合作等重要领域达到资源

共享，这为学生提供了巨大的就业资

源和实训基地。

4、入学门槛：学生无需考托福或

雅思，直接通过UALR的校内语言考

试（IELP考试）即可攻读学位课程。

5、入学准备：我校针对新生设立

出国预科班，对有意向出国的学生在

课程选修、实习实训等方面进行指

导，并成立语言培训中心进行专门的

语言辅导，帮助学生做充分的留学准

备。

6、签证指导：UALR会出具邀请

函给每一位出国学生，并去信驻华大

使馆，强调这是一个校际合作项目。

同时对方签证专员会通过网络对出国

学生进行签证辅导。

7、海外生活：我校设有海外指导

教师，全面指导学生在美的学习和生

活。

8、学费优势：校际合作项目，本

科阶段享受协议学费。

【授予证书】

厦门华厦学院毕业证书和阿肯色

大学小石城分校本科毕业证书。

【招生对象】

本校在校生及往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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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阿肯色大学小石城分校合作培养项目预报名回执单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录取专业：

你是否愿意赴美国阿肯色大学小石城分校交流学习，并获得本科学位证

书？是（）否（）

注：欲报名者请详细填写预报名回执单并在选项后的括号上打“√”。

请将报名回执单于报到当日交致远楼一楼文印服务中心。

请沿此虚线剪下

创新创业班预报名回执单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录取专业：

你是否愿意加入创新创业班？是（）否（）

注：欲报名者请详细填写预报名回执单并在选项后的括号上打“√”。

2015年集美大学自考专升本衔接项目预报名回执单

请沿此虚线剪下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本人电话：                        家长电话：

专科录取专业：

拟报考的本科专业：

系：                               专业：                                  姓名：

报到第一步

1、各系（班级）报到

2、确认是否成功缴费

3、提交户籍档案材料

班主任签章：

2015年9月  日

报到第二步

学费、住宿费缴交

（已成功缴费者可直接在

班主任处查找宿舍号）

财务处签章：

2015年9月  日

报到第三步

安排宿舍

楼栋号：

宿舍号：

      

辅导员签章：

2015年9月  日

2015级新生报到手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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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专升本衔接考试是2011年省考委、省教育厅推出的一种针对高职

生专升本新政策，我校是全省首批批准进入衔接试点的民办院校。学生可

在读专科专业的同时，利用三年在校课余时间完成自考本科衔接专业课程

的学习、考试（部分课程纳入日常教学体系）。只要按照学校安排认真学

习，多数参加衔接考试的专科学生在专科毕业时能完成本科的课程，可获

得集美大学自考本科毕业证书，符合条件的学生还可申请学士学位证书。

截至2015年7月，共有128名学生获得本科毕业证书，73名学生获得学士学

位证书。

今年我校与集美大学合作自考专升本衔接专业招生计划详见下表：

2015年我校与集美大学合作自考专升本衔接项目

2015年我校与集美大学合作自考专升本衔接专业招生计划表

本科专业 主考院校 招生人数 收费标准 可报考的专科专业

会计

金融

国际贸易

工商企业管理

物流管理

电子商务

计算机网络

数控技术

艺术设计

商务英语

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

7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每学年4000元

（只收两年），教

材费、报考费、毕

业论文指导及学士

学位申请等费用按

照省自考处和主考

院校的规定另外缴

交。

财务会计类、

财政金融类、语言

文 化 类 、 旅 游 管

理、港口运输类、

工商管理类

电子信息类、

自动化类

艺术设计类

语言文化类

同上

同上

同上



2015级新生入学须知

一、入学报到

1.报到时间：9月10日，不要提前或推迟。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

者，需提前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批同意后方可延期报到，否则视为

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2.报到地点：厦门华厦学院（厦门市集美文教区天马路288号）。

3.携带材料：新生录取通知书、高考准考证、党（团）组织关系、户

口迁移证、居民身份证原件、银行卡、一寸白底彩照8张（背面注明姓名、

年级、专业）等。

4.请务必于接到此须知后的5天内，登录“福建省学生服务平台”进行

预注册预报到（平台网址：http://xsfw.fjedu.gov.cn  登录账号：身份证号

码  密码：身份证号后六位）。

二、党（团）组织关系

1.团组织关系须经所在中学团委（团总支）转到共青团厦门华厦学院

委员会（根据团章规定，新生中团员都必须凭入团志愿书和团员证转接组

织关系，不得装入档案）；团员资料遗失的，必须经所在中学开具遗失证

明（或介绍信），方可办理团组织关系。

为简化注册流程，今年团组织关系在入学教育周期间办理。各系新生

以宿舍为单位由一位成员收齐本宿舍所有团员的入团志愿书和团员证（或

介绍信）后，统一在指定的时间到学校宿舍区公寓办办理（具体办理时间

另行通知），混合宿舍按系分开前往办理。

2.党员组织关系在福建省内的，开具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时须经所在

中学上级党委组织部门直接转移至厦门华厦学院党委（即介绍信抬头填写

为“厦门华厦学院党委”）。

3.党员组织关系在部队或福建省外的，须经过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转

移至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即介绍信抬头填写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去

往单位填写厦门华厦学院党委）。在办理入学手续期间，本人持党员组织关

系介绍信、党员档案直接到厦门华厦学院组织人事处办理转入手续。

三、档案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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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纸质档案自带（不准私自拆封、不得邮寄），入学报到时交至班

主任处。

四、户口迁移

1.对象：福建生源，根据相关规定，不办理户口迁移；非福建生源，

根据个人意愿选择是否迁移户口。学校属地公安机关建议，非福建生源无

特殊情况，报到时不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如在校期间需用户口时，可在

校办理暂住证；若需迁移户口，必须统一落在学校学生集体户内（迁入地

址为：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天马路288号，属地派出所为厦门市公

安局集美分局学村派出所），在校期间不得迁出，待毕业时统一迁回原

籍；另根据就业地区和就业单位出具的相关手续，将户口迁至工作所在

地。

2.手续：办理户口迁移者，须在2015年10月30日（若有变动，另行通

知）前将以下材料：①户口迁移证；②身份证原件；③录取通知书（注册

联）；④人口信息采集表（学校保卫处网站自行下载，并填写完整）提交

至保卫处，逾期不再办理。咨询电话：0592-6276208。

注：①户口迁移证必须加盖有户口迁出地派出所的户口专用章，籍贯

一栏分别填写到省、市（区/县），直辖市填写到市、区（县）。逐项填

写，字迹清晰整洁，不能涂改。②户口迁移证、录取通知书与身份证上的

姓名、性别、民族、身份证号必须一致。

五、交费

（一）交费项目

根据福建省物价等相关部门核定，我校2015级新生收费项目如下：

1.学费收费标准如下：

【本科学费】

食品质量与安全、环境科学与工程、通信工程：学费为17000元/学

年；

物流工程、财务管理：学费为16000元/学年。

备注：具体金额以物价局批复为准。

【专科学费】

（1）药品质量检测技术、社区康复、应用电子技术、计算机网络技

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学费为

主任

根据

特殊

校办校办

址为

安局

籍；

地。

知）

联）

至保

一栏

写，

姓名

年；

术、



8500元/学年；

（2）会计、会计与统计核算、会计与审计、财务管理、金融管理与实

务、保险实务、物流管理、工商企业管理、电子商务、旅游管理、商务英

语、文秘：学费为9000元/学年；

（3）视觉设计、数字媒体技术、环境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学费为

10000元/学年。

2.住宿费收费标准：1400元/学年。

（二）交费方式

银行卡代扣交费：2015年9月1日前将应交的费用（学年学费+住宿费+

异地或跨行手续费50元+20元），足额存入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达的中国

建设银行龙卡储蓄卡（可登录新生服务平台确认卡号），由我校委托开户

银行按收费标准代扣。注：为保障代扣成功，在代扣完后卡内至少应留有

2 0 元 余 额 。 例 ： 一 名 福 州 市 “ 会 计 ” 专 业 新 生 其 应 交 学 杂 费 总 数

（10400）=学费（9000）+住宿费（1400），其应存入中国建设银行龙卡

储蓄卡的金额至少应为10470元=10400+50（异地、跨行存款手续费）

+20（余额）。

此卡是学生的个人卡，以后每学期（年）还将通过此卡代扣学费、住

宿费等。学生收到卡后应由学生本人凭身份证到建行柜台激活并修改密

码，后存入款项，并妥善保管。一旦丢失应及时挂失并补办此卡，学生在 

校期间卡号若有变更应及时到财务处修改代扣学费的备存卡号。

备注：1.生源地贷款的同学，请将贷款学费直接汇至学校账号，报到当

天持银行回单至财务处缴交余款，单位名称：厦门华厦学院（温馨提醒：因

升本科，学校正在更改校名，请办理生源地贷款前务必与学校确认银行户

名，电话：0592-6276222、6279222）；账号：35101547001059001188；开

户行：厦门建行学府支行。银行卡代扣未成功的同学，入学报到时，请务必

带建行卡（其他卡不能使用）到现场刷卡缴费。（携带学校银行卡的同学请

务必先修改密码，否则到现场无法刷卡。）

2.开学后财务处会统一发放缴费票据，请务必妥善保管好票据。退

学、休学涉及到退费的情况，应提供缴费票据原件。

六、体检与军训

1.根据《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要求，新生必须参加学

校组织的复检，自行缴纳体检费28元。

2.按照教育部规定，新生必须参加军训（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军训

服装由学校根据相关规定招标确定，中标厂家按照中标价格直接发售给受

训学生。具体金额以我校与相关单位的实际结算为准。

七、医疗、意外伤害保险

学生意外伤害保险每年50元，专科学生三年保费一次性交清，总计150

元；本科学生四年保费一次性交清，共计200元。在入学报到后另行通知

安排办理。厦门市大学生医疗保险每年130元，按年收费，在入学报到后

另行通知安排办理。

八、新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与新生绿色通道

我校系福建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纳入高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同时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请查看《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九、报到方式

1.校方接送：厦门北站、厦门站、集美长途汽车站、梧村汽车站、枋

湖长途汽车站、湖滨南汽车站均设有接待站，所有迎新工作人员均佩戴工

作证件。

2.自驾车：从天马路向厦门北站方向行车，在跨沈海高速公路的高架

桥下调头，即可到达学校。

3.公共交通：（1）公交：690路、692路、790路、792路、890路、

901路、905路、907路、923路、943路、949路、950路、953路、957

路，工商旅游学校站下；（2）BRT（快速公交）：厦门北站下车，换乘公

交车，一站路，工商旅游学校站下。

4.动车：厦门北站下车，换乘公交车，一站路，工商旅游学校站下。

十、温馨提示

1.我校从未委托任何中介组织参与迎新工作，所有迎新工作人员均佩

戴工作证件，请务必注意。

2.来校途中请随身携带并妥善保管贵重物品（为保障安全，学费请提

前存入银行卡），学习、日杂及御寒用品可自备或来校后自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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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路：厦门北站(东广场)——同安城东工业区

692路：厦门北站(东广场)——泉舜东海学院

790路：厦门北站(东广场)——厦大翔安校区

792路：厦门北站(东广场)——内厝车场

890路：厦门北站(东广场)——海沧街道

901路：厦门北站(东广场)——龙舟池公交场站

905路：兴才学院——龙舟池公交场站

907路：集美区人才市场——厦门北站(东广场)

923路：岩内村——龙舟池公交场站

943路快运：厦门北站(东广场)——厦大

949路：国贸新城——厦门北站(东广场)

950路：理工学院思明校区——厦门北站(东广场)

953路快运：梧村汽车站地下站——厦门北站(东广场)

957路快运：思北公交场站——厦门北站(东广场)

掌上公交查询：用户登录厦门无线城市掌上公交（wap . x i a-

mentd.com），下载无线城市掌上公交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查询所乘公交

车的实时位置以及最优公交线路。

　

快1线：第一码头枢纽站←→厦门北站

停靠站点：第一码头枢纽站←→开禾路口站←→思北站←→斗西路

口站←→二市站←→文灶站←→火车站←→ 莲坂站←→龙山桥站←→卧

龙晓城站←→东芳山庄站←→蔡塘站←→金山站←→市行政服务中心站

←→双十中学站←→县后站(机场)←→高崎T4候机楼站 ←→嘉庚体育馆

站←→诚毅学院站←→华侨大学站←→中科院站←→厦门北站 

运营时间：第一码头枢纽站 05:45-22:15    厦门北站06:10-22:50

快2线：第一码头枢纽站←→同安枢纽站

停靠站点：第一码头枢纽站←→ 开禾路口站←→ 思北站←→斗西路

口站←→二市站←→文灶站←→火车站←→ 莲坂站←→龙山桥站 ←→卧

龙晓城站←→东芳山庄站←→蔡塘站←→金山站←→市行政服务中心站

←→双十中学站←→县后站(机场)←→高崎T4候机楼站←→ 凤林站 ←→ 

东垵站←→后田站←→ 东亭站←→美峰站←→ 蔡店站←→潘涂站←→ 

滨海新城(西柯)枢纽站←→官浔站←→轻工食品园站←→四口圳站←→

工业集中区站←→第三医院站←→城南站←→同安枢纽站

运营时间：第一码头枢纽站 06:10-21:15    同安枢纽站06:10-21:15

快3线：第一码头枢纽站←→前埔枢纽站

停靠站点：第一码头枢纽站 ←→ 开禾路口站←→ 思北站←→斗西

路口站←→二市站←→文灶站←→火车站←→莲坂站←→龙山桥站 ←→

卧龙晓城站←→东芳山庄站←→洪文站←→ 前埔枢纽站

运营时间：第一码头枢纽站 06:10-22:30    前埔枢纽站06:10-22:30

厦门公交机场专线：第一码头枢纽站←→高崎T4候机楼站

停靠站点：第一码头枢纽站←→鹭江道站←→文屏路站←→谊爱路

站←→吕岭路站←→仙岳路站←→金湖路站←→安兜站←→高崎T3候机

楼站←→高崎T4候机楼站

运营时间：第一码头枢纽站8:30-18:00    高崎T4候机楼（机场）站

8:30-18:00

公交车

快速公交（BRT）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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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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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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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是一座美丽的港口风景城市，获得了“国际花园城市”、“国

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和“全国优秀

旅游城市”等称号。厦门风景秀丽、气候宜人、2004年被联合国授予

“联合国人居奖”，成为世界上第四个“ 适合人居城市”。

厦门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总面积1565平方公里，人口204万，是中

国的五个经济特区和中国 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国际招商口岸之一。

厦门特区经过20年的改革与发展，现已形成了经济特区、台商投资区、

保税区、经济开放区等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厦门市有鼓浪屿、南普陀、万石岩、集美4个主要游览区和1条海上

游览线等风景名胜。鼓浪屿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岛西南有一个岩

洞，因涨潮时浪涛撞击发出如鼓响声而得名；闽南著名古刹南普陀寺位

于市区东南五老峰下，寺以奉祀观音为主，又在浙江普陀山之南，故

名。

厦门是中国十大港口之一，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个港口通

航；厦门也是中国华东地区主要的航空枢纽之一，已开辟至新加坡、马

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日本、韩国、香港、澳门等地的国内外航线

121条；厦门还拥有各种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对外通讯十分便捷。

厦门市位于福建省的南部，台湾海峡西岸，距离台湾省高雄市仅

165海里。这座风光秀丽的海滨城市，也是我国著名的侨乡和台胞祖籍

地，旅居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同胞达40万人。厦台间有着史源久、地缘

近、血缘亲、语缘同的特殊关系，成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厦门与世界各地16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关系，是外商投资

的热点城市之一，目前已有柯达、戴尔、通用电气、可口可乐、太古、

林德、NEC、松下电器、ABB、TDK、花旗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

行、大华银行等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厦门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

厦门也是中国著名的会议展览中心城市之一，有各类星级酒店93

家，新建成的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是中国设施

齐全、功能 先进的场馆之一，为举办各种国际会展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已成为厦门响誉世界的国际化

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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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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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是一座风姿绰约的“海上花园”。岛、礁、岩、寺、花、木相互

映衬，侨乡风情、闽台习俗、海滨美食、异国建筑融为一体，四季如春的

气候更为厦门的魅力锦上添花。

    鼓浪屿

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中国 美五大城区之首”，素有“海上花园”

的美称。岛上完好地保留着许多具有中外建筑风格的建筑物，有“万国建

筑博览会”之誉。屿上居民喜爱音乐，钢琴拥有密度高，被赞为琴岛。主

要旅游景点有：日光岩、菽庄花园、海滨浴场、郑成功纪念馆等。每年有

数以百万计的中外游人来此观光游览。

     南普陀

位于厦门岛南部五老峰下，面临碧澄海港。始建于唐代，称为泗洲

寺，元代时被废寺，于明代重建，改称为普照寺，并迁建于今址。因其供

奉观世音菩萨，与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类似，又在普陀山以南而得名，为

闽南佛教胜地之一。

南普陀素饼荣获过《中国名点》金鼎奖，是厦门著名特产。素菜以其

清纯素雅的独特风味更是扬名中外。

厦门旅游全攻略

  万石植物园

厦门园林植物园俗称“万石植物

园”，是一座围绕万石岩水库精心设计

的植物园林，位于厦门市中心，背靠五

老峰南普陀寺、厦门大学，紧邻中山路

商圈。万石植物园萃集了厦门大小八景

的“天界晓钟”、“高读琴洞”、“万

石锁云”、“中岩玉笏”、“太平石

笑”诸景点，且有百十余处摩岩石刻。

植物园四季都适合旅游，各个景点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景致，春天

可以感受百花厅的百花争妍，夏天可以在万石林中穿梭探幽，秋高气爽时

在新碑林的 高点俯看大半个厦门岛。

   环岛路

环岛路全程43公里，是厦门国际马拉松赛的主赛道，被国际誉为世界

美的马拉松赛道。路间的绿化镶嵌有《鼓浪屿之波》的乐谱，路旁有马

拉松塑像，红色道路只限行人通行。绕着环岛路骑行，聆听海浪，轻拂海

风，也是一种享受。

  侨乡集美

集美是我国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故乡，也是著名的侨乡。

陈嘉庚先生早年倾资兴学，创办了著名的集美学村。这里有陈嘉庚先生故

居、鳌园、李林园、龙舟池、鳄鱼园、万宝山观光果园、学村建筑群，独

具闽南风韵的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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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小吃全攻略
有名和 普遍的厦门小吃有：厦门春卷、厦门土笋冻、厦门烧肉

粽、鱼丸、五香、芋包、韭菜盒、芋枣、章鱼、油葱馃、厦门卤豆干、

厦门卤鸭、蚝仔粥、面线糊、炸枣、糖葱饼、薄饼、沙茶面、鱼丸、厦

门蚝仔煎、麻籽、贡鱿鱼、“翻煎”豆干、加滋螺、花螺、芋馃炸、厦

门海蛎煎、厦门马蹄酥、炒馃条、面茶、虾面、烧豆花、花生汤、厦门

炒面线、炒米粉、豆包仔馃等。

沙茶面

沙茶面其妙处在于沙茶酱的制作，用

沙茶酱再制作汤头。沙茶酱主料由虾干，

鱼干，葱头，蒜头，老姜等十几种食材构

成，经油炸香酥再研磨细，制成待用。

韭菜盒

韭菜盒系用面粉拌猪油做皮，以猪腿肉、

虾仁、扁鱼、孛荠、韭菜、香菇做馅。包成一

个个像小盒子一样的饼，边沿捏成波浪形放进

油锅炸熟，食之馅鲜美，皮香脆。

五香条

将瘦猪肉配上青葱、扁鱼、荸荠、薯粉、

鸭蛋、味精、上等酱油、白糖和五香粉，搅拌

均匀，用豆皮包成卷，入油锅炸熟，切成小

块；吃时要配上沙茶辣、红辣酱、芥辣、萝卜

酸、芫荽、甜酱等佐料，味道可谓鲜美无比。

花生汤

厦门花生汤用料简单，煮法却考究。花生

米先剔去疵粒，用开水浸泡后去膜，加水置砂

锅内以文火熬煮，等花生熟了才能放糖，续熬

至花生仁烂透为止。然后食用时可配佐甜咸点

心，如油条、炸枣、韭菜盒、肉包、甜包、糯

米炸等。

面线糊

营养又易消化的面线，与猪血、葱头油、海

鲜等煮成面线汤，清而不浊，糊而不烂，滑而不

腻。

薄饼

又叫春卷。每逢春节、清明、三月节，厦门的许多居民都有吃薄饼

的习俗。烹制薄饼一是菜料，二是饼皮。先将猪肉、豆干丝、虾仁、海

蛎等放入油里炒熟，再将切成细丝的冬笋、红萝卜、高丽菜、鲜蒜白等

倒入热油锅炒几分钟，加入骨汤焖熟后与炒熟的猪肉等加上调料拌好，

用薄而软的饼皮把菜包卷成筒状。吃的时候抹上辣椒酱、蒜泥。

土笋冻

厦门小吃中 有代表性的一种。“土

笋”学名“星虫”产于海滩泥沙中，做法是

把鲜活土笋去掉肚肠泥沙，反复洗净，用文

火炖至溶入汤中，分装小蛊，冷却后凝成一

块块玲珑剔透小圆块。食时冰凉爽口。

海蛎煎

牡蛎，方言称“蚝仔”。厦门沿海盛

产海蛎。用新鲜的海蛎和番薯粉、鸡蛋搅

拌，加入适量酱油，在平底锅中加油煎至

酥脆，食用时配上辣椒酱、芫荽，香气扑

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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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逛街购物全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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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不仅拥有旖旎迷人的优美景色，而且汇聚了丰饶宏富的宝贵物

产，如厦门馅饼、黄胜记肉松肉干等。厦门不乏名牌商场，各类家电、

高级时装，金银玉器、珠宝首饰，工艺珍品、古玩字画等商品琳琅满

目。一些特色商店、街边小摊、夜市和平价超市，也将带给你意想不到

的惊喜。

中山路

有着“中华十大名街”称号的中山路是厦门传统的繁华商业区。沿

街的上百家商场一字排开，商品众多，蔚为壮观。中山路上的建筑形态

各异，巧妙地融合了欧式建筑风格与海滨城市特色，别具情趣。另外，

这条百年老街是厦门惟一直通大海的商业街，购物之余还可饱览鼓浪屿

的风景。与中山路相邻的思明南路、思明北路、思明西路、思明东路、

局口街等几条街道，也是购物的好去处，可以顺便一游。

鼓浪屿龙头路

龙头路是鼓浪屿的主要商业街，也是上岛游客的必经之路。街道两

侧开设了许多工艺品店和字画店，即有本地产的工艺品如珠绣、漆线

雕、彩扎、彩塑、彩瓷等，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玩、玉石、字画和瓷

器等。同时还开设了不少南国干货店，更适合游客采购带回馈赠亲朋好

友。

罗宾森

罗宾森广场处于厦门繁华的市中心地段，背倚禾祥东路，远眺金榜

公园，比邻东坪山森林，是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等为一体的大型

时尚购物中心，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品牌商家入驻。另外，罗宾森广场与

对面的世贸商城和梧村汽车站地下商城相连接，是厦门岛内 大的购物

交汇点。

禾祥西路

禾祥西路没有大型的购物广场，除了比较大的两个超市之外，都是

一个个小小的却很精致的店面。这里有服装店，有音像制品，有精品

屋，当然，也有很多美食店穿插其中。这里是厦门当地人很喜欢的购物

一条街，拿出半天或一天的时间，慢慢逛下来，相信一定收获颇多。

SM城市广场

厦门SM购物广场浓缩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各种内容，融大卖场、百

货、专卖店、精品店于一体，引领厦门“一站式”购物、娱乐、美食新

潮流，全面呈现精致生活。SM新生活广场更加注重消费者对各种生活方

式的精神享受与追求，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已的Lifestyle。

集美万达广场

集美万达广场是集美区首个商业综合体，更是厦门北部、厦门岛外

的首个大型商业项目，对于整个大厦门的商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其辐

射集美、同安、岛内湖里等厦门北部区域，成为该区域首座集购物、餐

饮、文化、娱乐、商务、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空间。成为

厦门北部迄今为止规模 大、规划 佳、业态 齐全、品牌 优、辐射

广的商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