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0 级新生入学报到事宜的通知 

亲爱的 2020 级新生： 

秋风送爽，在这个成熟与丰收并存，清凉与恬淡同在的

时节里，北京联合大学的新同学们，你们来了，带着父母的

殷切期望，载着亲友们的深情嘱托，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北京

联合大学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首先祝贺同学们正式成为一名

新联大人，你们的到来，为学校注入了新的激情和活力。我

们全体联大师生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从踏入校

门的那一刻开始，你们就开启了美好的大学生活，希望你们

能在接下来的每时每刻都能把握好自己的航向，在未来的疆

场上纵横驰骋，挥洒豪情，飞扬壮志！ 

目前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但是国际上疫

情仍然严峻，疫情防控进入了常态化，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危

险依然存在，我们学校也是将同学们的安全放到了所有工作

的首位，为了迎接各位新生的到来，学校党委按照上级防疫

要求对新生报到进行了详细的布置，按照“分校区、分学院、

分批次、分时段、错峰”方式，分批次完成新生报到工作。

具体新生报到事宜通知如下： 

一、 新生网上报到时间 

各位新生请于 9 月 14 日—9 月 25 日期间登陆学校预报

到系统进行网上预报到，网址为 https://ybd.buu.edu.cn，登录

名为考生号，密码为身份证号（如有 x 为小写）。(退役士兵

免试高职升本科新生和贯通培养项目转段高职新生可到北

京联合大学招生官网的相应的“高招录取查询”栏目下查询



自己考生号) 

二、新生报到时间地点 

2020 级本科学生、高职升本科学生、贯通项目转段高职

学生、在境内的港澳台新生定于 9 月 25、26 日到校报到，

对于高职升本科新生和第二学士学位新生中需要随高年级

班级插班上课的学生，于 9月 3日到校报到，由各学院单独

通知。在境外的港澳台学生由各学院单独另行通知。报到时

间安排，详见下表：  
报到 

时间 
学院 校区 报到地点 

9 月 25 日 

旅游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与物流学院 

俄交大联合交通学院 

艺术学院 

北四环校区（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7 号） 
北四环校区体育中心 

二层大厅和综合馆 

机器人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实验班）： 

北四环校区（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7 号） 

北四环校区体育中心 

二层大厅和综合馆 

应用文理学院 学院路校区（海淀区北土城西路 197 号） 
学院路校区广场及 

教学楼一层 

师范学院 
科学教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音乐学、学前教育专业： 

外馆斜街校区（朝阳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 5 号） 
外馆斜街校区操场 

9 月 26 日 

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英语、应用心理学专业: 

北四环校区（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7 号） 

北四环校区体育中心 

二层大厅和综合馆 

汉语言文学专业： 

学院路校区（海淀区北土城西路 197 号） 

学院路校区广场及教

学楼一层 

商务学院 红领巾桥校区（朝阳区延静东里甲 3 号） 
红领巾桥校区 

学生服务中心大厅 

生物化学工程学院 垡头校区（朝阳区垡头西里三区 18 号） 
垡头校区北院 

学生事务中心 

智慧城市学院 北四环校区（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7 号） 
北四环校区体育中心 

二层大厅和综合馆 

机器人学院 
软件工程、自动化、机械工程、机器人工程专业： 

工体北路校区（朝阳区白家庄西里 12 号） 

工体北路校区 

图书馆前广场   

特殊教育学院 蒲黄榆校区（丰台区永定门外蒲黄榆二巷甲 1 号） 
蒲黄榆校区综合楼一

层大厅 

管理学院 北四环校区（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7 号） 
北四环校区体育中心 

二层大厅和综合馆 



说明： 

1. 应用科技学院新生，按照规定时间完成网上报到，10月 18日到校（北苑校区）。 

2. 请按规定时间报到，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须及时联系学院并得到批准，逾期无故不

报到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3. 因学校停车位有限，学校内不能提供停车，可在学校周边停车场停放车辆，请学生和

家长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来报到。 

4. 新生报到工作是在疫情背景下开展的，为做好校园疫情防控，报到当日家长不随新生

进入校园，希望同学们和家长能够积极配合。 

三、新生报到条件 

1.京外低风险地区新生，持健康“绿码”和 7 日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到校报到。今年 6 月份以来做过核酸检测，且

一直未离京的新生，持健康“绿码”和前期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可到校报到；暑期出过京的新生须持健康“绿码”及 7 日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到校报到。 

2.中风险地区新生，须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 14 天后，持

健康“绿码”及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到校报到。 

3.高风险地区新生，暂不到校报到。（对于中高风险地区

的认定是动态的，以微信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疫情风险查询

结果为准。） 

4.近期从境外返回的新生，严格落实境外返京人员管控

措施，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

健康“绿码”到校报到。 

5.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

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的，暂不到校报到。 

6.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

阳性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的，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和健康“绿码”到校报到。 

7.有发热、咳嗽、腹泻等症状且排除新冠病毒感染的新



生，暂不到校，待治疗无症状，报学校批准后可到校报到。 

8.新生要立足当地进行核酸检测。如学生所在地不具备

核酸检测条件，需先报告学院辅导员，经学校同意后可先持

健康“绿码”到校，入住学校健康观察点，经核酸检测阴性

后转入正常学习生活，学生核酸检测费用由学校支付。 

四、到校前健康监测要求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学校对全体师生的体温、健

康状况等进行监测。新生到校报到前 14 天即 9 月 11 日开始

（插班上课高职升本科新生和第二学士学位新生听从学院

安排），每日早 8:00 主动在“北京联合大学微门户”平台中

的 “北京联合大学疫情防控”中填报 “返校前每日健康监测”，

完成健康监测打卡。 

具体操作方式： 

微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北京联合大学微门户，关注后在

“小助手”的左下角“身份验证”中选“新生认证”，分别

输入考号、身份证号、与微信关联的手机号进行身份绑定，

之后每天在“北京联合大学疫情防控”的“返校前每日健康监

测”栏目下进行信息填报。 

 

五、新生到校注意事项 

1.思想上不放松 

虽然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但感染病例仍有发生，加之



新冠肺炎病毒的易感染性，请同学们要切实认识到新冠肺炎

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思想上做到不放松、不松懈。 

2.遵守防疫政策 

按照北京市防疫要求，学生到校后学校仍然实行校园封

闭管理，请同学们做好到校后长期防疫的准备，在校内不聚

集、不扎推、不出门，没有特殊原因不离校，如离校要遵守

请假手续。 

3.注重科学防疫 

（1）到校前 

学校实行健康信息摸排和每日晨午晚报制度，请大家积

极配合，如实填报个人信息，不瞒报、不误报、不漏报、不

迟报，到校前如有个人信息间断将不能入校；在接到学校到

校通知后，按照学校规定时间到校；继续约束自己及家人不

走亲访友、不聚会、不到人聚集的地方去。 

（2）到校途中 

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

品，全程佩戴好口罩，做好手卫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尽量

减少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

尽量避免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

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等擦拭清洁处理；如返校途中身

体出现发热、干咳、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应当及时就近

就医，如在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应当主动配合乘

务等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防疫管理等措施，并及时将有

关情况报告学校。 

（3）到校时 

在校门口核验健康绿码，进行体温检查，核酸检测报告

检查，入学通知书，校验合格后入校，签署疫情防控承诺书；



健康检查合格者在宿舍入口处登记个人信息，凭入学通知书

进入宿舍。 

（4）到校后  

按要求将每日三次体温上报，体温异常者和有疑似症状

者需尽快报校医院和学院辅导员老师，及时到学校健康观察

点隔离，按照学校疫情应急预案进行病情检测。校园实行相

对封闭管理，倡导“非必须不出校”，加强外出管理，严格

实行审批报备制度，力争实现“外界接触最少化”。 

同学们，属于你们的大学生活即将开始，我们相信，疫

情终将过去，我们相信，道阻且长，未来可期，那个热闹欢

腾、人声鼎沸的联大校园即将重现，让我们一起加油，共同

期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全面胜利！北京联合大学欢迎你

们的到来！ 

 

附件：2020 年秋季开学新生报到旅途防护指南 

 

北京联合大学 

2020 年 8 月 26 日 

  



附件 1： 

2020 年秋季开学新生报到旅途防护指南 

 

根据市教委《北京高校做好 2020年秋季开学期间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建议》的统一要求，符合返校条件并经学

校同意返校的学生要认真做好旅途及返校时的个人防护。 

1.合理安排行程：应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行程路线，避

免在人员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逗留，尽量缩短在候车室的

停留时间，到达目的地后，应尽快离开车站。应妥善保存旅

行票据信息，记录乘车时间和登车地点，以配合必要时密切

接触者调查。 

2.做好健康监测：旅途中，自感发热时要主动测量体温，

若出现可疑症状，尽量避免接触其他人员，取消行程及时就

近就医，报告学校并暂缓返校。 

3.全程佩戴口罩：应随身携带足量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

用外科口罩并全程佩戴，尤其是在候车室、车厢、机舱等密

闭空间里；途中如果口罩有破损、污染、潮湿等情况，要及

时更换。 

4.保持手部卫生：旅途中需随时保持手卫生，避免用手

接触口、鼻、眼，尽量不要直接接触交通工具的公共物品或

部位；接触公共物品、咳嗽手捂之后、饭前便后，可用免洗

洗手液擦拭消毒，条件允许最好用洗手液或肥皂在流水下洗

手。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或手肘衣服遮住口鼻；分泌物要

用纸巾包好，扔在垃圾箱内；打喷嚏后，要尽快洗手。 



5.减少交谈及走动：旅途中尽量分散候车、分散就座，

减少车厢内走动；不和邻座或者陌生人过多攀谈，更不要互

相交换食物。尚需留意周围旅客状况，避免与可疑人员近距

离接触。发现身边出现可疑症状者及时报告乘务人员。 

6.最好不在车上吃东西：尽量不要在火车上进食。如果

要吃东西，建议在进食之前用肥皂或消毒液做好手部清洁，

减少接触传染。 

7.下车返校注意消毒：返校后要立即洗手消毒，之后再

办理校内事务。尽量保持宿舍通风良好，可更换出行外套衣

物，将外套、行李等尽量存放于通风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