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级本科新生入学须知 
 

2017 级新同学： 

欢迎你到哈尔滨商业大学学习。在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之前，我们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新生须持我校签发的《2017 年录取通知书》，按学校有关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到学校报到并办理相

关入学手续。 

二、新生党团组织关系由本人随身携带。党的组织关系由地方县级以上党委开至中共黑龙江省委高校工委

组织部；团的组织关系应携带团员证及其相关材料，入学后直接到学院办理。 

三、根据黑龙江省公安厅有关户口迁移的规定，黑龙江省内生源考入省内高等学校的学生不再办理户口迁

移手续；黑龙江省外生源考入黑龙江省内高等学校的学生自愿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学生入学报到须随身携带本

人二代身份证，未办理二代身份证的要及时在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办理。 

迁移户口的黑龙江省外生源的学生须随身携带本人户口迁移证、居民身份证。户口迁移证必须加盖省级公

安机关和当地派出所户口专用章；户口迁移证的姓名必须与录取通知书的姓名一致；出生年、月、日、民族、

血型、身份证号码等项目必须填写全面，不得遗漏和涂改。 

户口迁移地址：授课地点为北校区的填写哈尔滨市公安局松北分局中源大街派出所 ；授课地点为南校区

的填写哈尔滨市公安局道里分局共乐街派出所。 

四、根据“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及培养方案的要求，依据新生高考英语成绩，分为 A、B两个等级教学班进

行教学。 

五、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新生入学后学校要对其进行入学资格和体检复查。复查

合格者予以注册，取得学籍；复查不合格者，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六、我校按照国家和黑龙江省的有关规定进行收费，新生须按规定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 

     1．住宿费根据学生公寓标准不同为 600～1100 元/年不等（新生住宿由学校按照所学专业隶属的学院统一

进行安排，新生可按公寓标准的上限 1100 元/年存入银行卡内）。 

     2．为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学生上课应必备教材。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学校统一预收教材款，本科生四年

共计 2000 元。新生教材由签约教材供应商按招标合同规定的折扣价格统一供应，教材款由学校按多退少补的原

则在学生毕业前统一结算。 

3．为适应学生宿舍标准化管理，学校为在校新生的床上用品提供统一、有偿洗涤服务。洗涤费用四年共

缴纳 150 元，在新生入学报到时一次性收取。 

     4．根据外语学习的要求，外语听力需要无线耳机，新生可自备或自愿购买。 

以上费用第一学年在入学时缴纳，请全部存入学校发的银行卡中，其它学年按学校规定方式缴纳学杂费后

方可办理注册。新生中途退学，学费按照黑龙江省有关规定执行。 

七、根据有关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原则上不得在学校外居住。新生床上制品具体要求详见《2017 级新生到

校购买床上制品须知》执行。 

八、为了方便新生及便于学校管理，学校实行使用“银行卡”收缴学杂费，银行卡随《2017 年录取通知书》

一同邮寄。新生在接到《2017 年录取通知书》后，必须在 8 月 20 日前持学校寄给的建设银行卡到所在地银行

办理存款手续，具体事宜详见《关于使用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借记卡”缴纳学杂费的通知》。 

九、新生报到时间为：8 月 26 日至 8 月 27 日。届时我校将在哈尔滨西站、哈尔滨东站提供接站服务。 

因哈尔滨站正在维修改造，能否提供接站服务需视哈站改造进展情况而定。如能接站，学校将及时在哈商

大迎新微信平台及时发布信息，请大家随时关注。 

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应当向学校招生办公室请假（电话、传真 0451-84865257），请假一般不得超过一周，

且须提前来信或来电说明原因。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十、学生在校期间，本着自愿的原则可参加学生医疗保险。 

哈尔滨商业大学校址：北校区：哈尔滨市松北区学海街 1号                 邮政编码：150028 

南校区：哈尔滨市道里区通达街 138 号               邮政编码：150076 

报到期间联系电话：0451-84865287       

备注：1.务必及时关注哈商大迎新微信公众平台（扫描本页右上角二维码），了解入学报到的相关信息。 

  2.不报到的同学须将《2017 年录取通知书》及“龙卡借记卡”返还寄回学校招生办公室，否则不予办理

省级招生部门的退档手续。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7 年 7 月 
 

 

关注哈商大迎新平台 

了解入学报到相关信息 



 
 

 
 

 
 

各专业所在学院、学费标准及授课地点  
序 专业名称 所在学院 学费标准（元 / 年） 授课地点 

1 经济学 经济学院 3500 北校区 

2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院 4200 北校区 

3 统计学 经济学院 3300 北校区 

4 贸易经济 经济学院 4500 北校区 

5 经济统计学 经济学院 3300 北校区 

6 商务经济学 经济学院 5000 北校区 

7 财政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3500 北校区 

8 行政管理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3300 北校区 

9 劳动与社会保障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3300 北校区 

10 税收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4500 北校区 

11 金融学 金融学院 3500 北校区 

12 投资学 金融学院 4500 北校区 

13 金融工程 金融学院 4200 北校区 

14 保险学 金融学院 4500 北校区 

15 工商管理 管理学院 3500 北校区 

16 市场营销 管理学院 3850 北校区 

17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院 3500 北校区 

18 会展经济与管理 管理学院 4500 北校区 

19 质量管理工程 管理学院 5000 北校区 

20 物流管理 管理学院 3500 北校区 

21 物流工程 管理学院 5000 北校区 

22 物联网工程 管理学院 5000 北校区 

23 会计学 会计学院 3500 北校区 

24 财务管理 会计学院 3500 北校区 

25 审计学 会计学院 4600 北校区 

26 法学 法学院 4000 北校区 

27 社会工作 法学院 4000 北校区 

28 英语 外语学院 4000 北校区 

29 商务英语 外语学院 5000 北校区 

30 俄语 外语学院 4500 北校区 

31 新闻学 基础科学学院 8000 北校区 

32 汉语言文学 基础科学学院 4000 北校区 

33 数学与应用数学 基础科学学院 3500 北校区 

3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轻工学院 3500 北校区 

 



 
 

 
 

 
 

各专业所在学院、学费标准及授课地点 

序 专业名称 所在学院 学费标准（元 / 年） 授课地点 

35 包装工程 轻工学院 3500 北校区 

36 印刷工程 轻工学院 3500 北校区 

37 工业工程 轻工学院 3500 北校区 

3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4800 北校区 

39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3500 北校区 

40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4400 北校区 

41 电子商务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3500 北校区 

42 软件工程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5500 北校区 

43 土木工程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院 4000 北校区 

44 工程管理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院 3500 北校区 

45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院 4500 北校区 

46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院 4000 北校区 

47 油气储运工程 能源与建筑工程学院 4500 北校区 

48 体育经济与管理 体育学院 5000 北校区 

49 工商管理类 英才学院 3500 北校区 

50 金融学类 英才学院 4200 北校区 

51 能源动力类 英才学院 4500 北校区 

52 化工与制药类 英才学院 4000 北校区 

53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英才学院 3500 北校区 

54 机械类 英才学院 3500 北校区 

55 视觉传达设计 设计艺术学院 9000 北校区 

56 产品设计 设计艺术学院 9000 北校区 

57 环境设计 设计艺术学院 9000 北校区 

58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工程学院 3500 南校区 

59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品工程学院 4200 南校区 

60 生物工程 食品工程学院 4500 南校区 

61 环境工程 食品工程学院 3500 南校区 

62 制药工程 药学院 4000 南校区 

63 药学 药学院 4500 南校区 

64 中药学 药学院 4500 南校区 

65 旅游管理 旅游烹饪学院 3500 南校区 

66 烹饪与营养教育 旅游烹饪学院 4500 南校区 

67 酒店管理 旅游烹饪学院 4500 南校区 

备注：新生入学报到收费时学费执行标准以物价、财政、教育三部门批复标准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