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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同学的一封信
亲爱的新同学：

校训

厚德 求真

砺学

笃行

校风

团结 勤奋

求实

创新

西电精神

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 求真务实 爱国为民

祝贺你在高考中金榜题名，更祝贺你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西
电人”。中国著名电子高等学府——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欢迎你!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是以信息与电子学科为主，工、理、管、文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直属教育部，是国家“优势学科
创新平台”项目和“211工程”项目重点建设高校之一、国家双创
示范基地之一、首批35所示范性软件学院、首批9所示范性微电子
学院、首批9所获批设立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基地和首批一流网络安全
学院建设示范项目的高校之一。2017年学校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学校前身是1931年诞
生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
手创建的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她就以“西
军电”之称蜚声海内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坐落在历史文化名城西安。两个校区占地
3800余亩，北校区毗邻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历史风物熏陶与
现代科技教育交相辉映；南校区位于峻拔秀丽的终南山脚下，现代
化大学设计理念与人文精神完美融合。几十年来，莘莘西电学子为
学校赢得了“学在西电”的美誉。
亲爱的新同学，你的大学生活将在这里开始，你人生中最有激
情、最富活力的青春年华将在这里徐徐展开——厚德，求真，砺
学，笃行；叩问理想，思索人生，追求真理，刻苦学习，强健体
魄，健全人格，知行合一，崇尚创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丰满
你人生腾飞的羽翼，夯实你事业征程的根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
辉煌与未来也期待着你来续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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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生入学须知
为了保证您能顺利地完成报到手续，请您来校报到前务必注意以下事项，并
做好相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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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相关部门联系电话：
招生办公室电话：029-88202335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029-81891099
迎新系统使用技术支持：029-88201250
电子邮箱：zsb@mail.xidian.edu.cn

党委学生工作部电话：029-81891097
迎新系统账号密码问题：029-88201650
财务缴费相关问题：029-81891002

二、入学复查
新生入学三个月内，要进行资格和身体复查，凡不符合条件者按照有关规定取消其入学资格。为方便新
生办理相关证件手续，请准备近期一寸免冠照片8张。根据学校统一安排按时体检，入学体检前禁食8小时，
禁饮水6小时，体检时自带体检表、身份证、一寸免冠照片1张。

三、党、团关系办理
党组织关系转接，分为省（系统）内转接和跨省（系统）转接两种方式。
陕西省（系统）内的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由所在单位党组织在“基层党组织党员信息更新系统”中
进行无纸化操作。转接类型为“省（系统）内转接”，在接收党组织中查找并选择“中国共产党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本科生院书院委员会”。
陕西省（系统）外的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由所在单位党组织开具纸质“中
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介绍信抬头和拟接收党组织填写“中国共产党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生院书院委员会”。开学报到后将介绍信交本科生院书院党
委，统一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手续。
已列为入党积极分子或发展对象的，应当及时报告原党组织。由原党组织将入
党申请书、培养教育考察登记表和党组织的意见等有关材料，密封后盖章并及时转
交本科生院书院党委，接续做好培养教育工作。
团组织关系转接：2021级新生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包括线上与线下两个环
节。线上团组织关系转接依托智慧团建系统展开，新生团员应及时发起团组织关系
转接申请。线下团员档案核查于入学报到后由各学院（书院）统一组织开展。具体
内容及要求请登录网址（https://tw.xidian.edu.cn），进入“通知公示”栏，查看
《关于开展2021级本科生、研究生新生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的通知》。
如在团组织关系转接过程中有相关疑问，可以扫描右方二维码添加管理员进入
2021级新生团组织关系转接答疑群。团组织关系转接后续工作请关注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团委官方微信公众号：西电青年。

2021级新生团组织
关系转接答疑群管理员

西电青年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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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户口手续办理

报到流程如下：

① 登录新生接待专题网站：http://xdyx.xidian.edu.cn，点击右上角“用户登录”进入迎新系统。

1.根据西安市有关户籍政策规定，新生是否迁移户口由新生本人决定，采取转户自愿的原则。
2.需要转户同学，请注意以下几点：
①户口迁移证上“姓名”必须与入学通知书"姓名"完全一致；
②户口迁移证上“出生地”和“籍贯”必须详细到“省市（县）”；
③户口迁移证上迁移原因必须为“大中专招生”或“升学（上学）”等与上学有关的词；
④户口迁移证上迁往地址填写“西安市雁塔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⑤户口迁移证上“户口专用章”加盖必须清晰可见；
⑥户口迁移证必须由电脑打印内容，手写无效；
⑦转户口的新生请于入校前在当地化验好自己的血型。
户籍咨询电话：029-88202961、81891111
②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入迎新系统，用户名为新生学号（见录取通知书），密码为身份证
号后六位（用户登录问题请咨询029-88201650）。

五、新生能力测试和试点班选拔
为了了解学生学习和身体状态，更好地安排教学活动，学校将组织新
生能力测试，建立学生状态数据库。能力测试包括数学、英语（含听
力）、物理（仅针对非高考改革省份理科考生及高考改革省份选考物理科
目考生）三个科目及身体素质测试。数学、英语（含听力）、物理测试安
排在2021年9月5日进行。其中数学、英语成绩将作为各教学试点班（包
括拔尖班、教改班、卓越班、图灵班等）选拔笔试成绩。
关于试点班选拔更多信息请扫描右边二维码了解。

试点班信息二维码

特别提醒：新生能力测试英语有听力部分，请学生自备头戴式调频一体耳机完成听力考试（频段86.6MHz）。

六、新工科一流人才引领计划创新实验班学生分流
③ 进入迎新系统后按照流程依次完成各个环节的操作，所有环节都办理后即可完成网上报到。

通过高考直接录取到电子信息类（新工科一流人才引领计划创新实验
班）和计算机类（新工科一流人才引领计划创新实验班）的学生将在入学

2．学校将在8月5日后，开放“学在西电”平台，通过平台发布迎新相关通知。所有新生须提前激活账号，

第一周开展实验班分流，按照成绩为主、尊重志愿的基本原则，根据笔试

登录后及时查看最新通知（途径1：登陆https://learning.xidian.edu.cn，进入个人空间，选择本学期课程，进入

（新生能力测试考试数学和英语成绩的平均分）和面试成绩综合排名确定

相应的课程内查看通知；途径2：手机下载“学在西电”app，进入“我的课程”或“消息”内查看通知）。

具体录取的试点班。
关于实验班分流更多信息请扫描右边二维码了解。

实验班分流信息二维码

七、新生接待
1．为了向广大新生提供方便、快捷的报到服务，方便同学们全面了解学校情况及入学报到相关事宜，
学校将于8月5日开通迎新系统，报到手续全程线上办理，要求所有新生务必登录网站完成网上报到工作。
02

3．2021级新生均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学习和生活，由于南校区离市区较远，请您严格按照规定时间
来校报到，提前来校者，学校无法接待，请谅解。具体接站安排请参考迎新网和“学在西电”平台相关通知。
4．学校为2021级新生开设网上前置教育微课，课程包括安全教育、校纪校规、校史校情三部分内
容，同学们登录迎新系统，通过线上完成大学第一门课程的学习。
5．学校将根据属地疫情防控要求，确定报到时新生家长是否可以入校，并提前在迎新网和“学在西
电”平台上发布相关通知。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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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祝福同学们踏上新的人生征程，旅途一帆风顺，平安到达学校。新生来校途中请严密做好个人防

护工作；来校途中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来校后及时、亲自到学校指定地点办理入学手续，切勿将钱
物交给陌生人代办；大额现金请及时存入银行。

3．教材供应中心通过正规途径订购教材，保证正版；若发现所领教材有质量问题（如：缺页、印刷
不清、倒装、光盘丢失等），教材供应中心将无条件予以退换。
4．教材供应中心办公地址：
南校区：竹园公寓四号楼一层大厅

办公电话：029-81892375

7．为保障新生入学安全，学校将根据属地疫情防控要求优化新生报名

流程，请新生及时关注学校迎新网站、“学在西电”平台和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学工处官方微信公众号：西电学工，获取最新新生报名流程信息。

十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学工处官方微信公众号

八、新生入学缴费、网上选宿舍、选购公寓用品
学生公寓床上用品，建议采购学校统一代购的有质量保障的物品，或学生自行从正规商家购买的物
品，防止黑心棉影响学生利益。
具体内容和操作方式详见新生接待专题网站，网址：http://xdyx.xidian.edu.cn，请学生登录后按照
步骤完成操作。

学校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将解困与育人相结合，建立健全涵盖“奖、贷、助、补、勤、
减、偿”等多项措施的精准化学生资助工作体系，主要包括：
1．绿色通道：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开设绿色通道；
2．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8000元/人/年；
3．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标准为5000元/人/年；
4．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3300元/人/年；
5．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本科生最高限额为每年8000元；

九、新生兵役登记
1．已在全国征兵网进行登记的，请复印兵役登记证或在全国兵役登记网站自行下载打印兵役登记
证，来校报到由书院辅导员统一收取。
2．未在全国征兵网进行登记的，来校以后要及时在网上下载打印兵役登记证，打印好后，交辅导员。

6．学费补偿与贷款代偿：为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直招士官、退役复学以及毕业后到国家规定的中西
部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学生补偿减免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最高限额为每年8000元；
7．学校奖学金：学校设立本科生校长奖、综合发展奖学金、单项奖学金、毕业生奖学金等四类学校
奖学金；
8．校内无息助学贷款：资助标准为2000元/人/年；
9．困难补助：包括春季困难补助、冬寒补助、临时困难补助和隐形资助；

十、关于新生邮政及网络和校园一卡通事项的说明
1．关于邮政事项：学校在E栋教学楼一层设有“中国邮政”营业大厅，开展信函包裹邮寄、邮政储
蓄等业务，需要的同学可自行前往办理。
2．关于网络：学校宿舍上网使用的是由学校信息网络技术中心统一提供的网络服务，账号为学号，
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使用PPPOE宽带拨号实名认证。

10．社会奖助学金：达50余项，主要包括华为奖学金、小米奖助学金、汇顶奖学金、感恩中国近现
代科学家奖助学金、CASC奖学金、维谛奖学金、河北商会爱心助学金等。根据学校（学院）与捐赠单
位签订的协议确定名额与额度；
11．勤工助学：学校开设勤工助学岗位，包括长期岗位（最高500元/人/月）、临时岗位和团队岗
位，鼓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积极报名；

等功能，请各位同学在迎新系统中根据要求上传照片，新生一卡通在新生报到时统一发放。

12．发展型资助：从2020级新生开始将普惠性资助（生活补助）转变为发展型资助，将补助经费用
于实施学生发展型资助项目。依据学生发展需求，开展未来适应能力培训计划（“FAST”计划），举办
逻辑、哲学、管理、写作、礼仪等培训，提升学生通识能力。

十一、购买教材说明

学校保证，决不让任何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学校秉承“经济资助，能力帮助”的双助理
念，面向学生成长需求，从多维度对学生开展未来适应能力培训，全面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素质和能力
提升，努力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3．关于一卡通：学生在校期间统一使用校园一卡通，具有学生身份认定、生活消费服务、图书借阅

（*如遇政策调整，以新政策文件为准执行）

根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教学教材订购及
发行管理办法》，学生教材由校教材供应中心统一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电话：029-81891099

订购和发行，现将教材发行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1．新生入学报到时需通过学校迎新系统统一
预交教材费，金额为900元/人；由辅导员或班干
部负责集体办理领书手续，待教材发放结束后，
实际教材费用按优惠价多退少补结算。
2．教材供应中心按教务处下达的教学计划配
发所开课程教材。
04

“西电学生奖助”微信公众号

资助管理中心致准西电er的一封信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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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校园报警电话
南校区：029-81891110

大学生医保相关政策

北校区：029-88201110

驻地派出所报警电话：
兴隆派出所 ：029-85849110

白沙路派出所 ：029-89620019

大学生医保相关政策

十四、学校地址及方位图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校区位于太白南路2号，学校北门位于南二环路西段，学校南门位于光华路；

西安市已于2009年全面启动了大学生医疗保险，为了让学生更多了解医保政策，现将西安市
大学生医保的有关政策作如下简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位于西沣路兴隆段266号，学校东门位于西沣路。

咸阳国际机场
桃园南路

沣惠南路

环城南路

一、大学生医保的参保范围

环城南路

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类全日制普通高校（包括民办院校、独立院校、成人院校）、科研院所中接
火车站

高

友谊西路

友谊西路

新
太

西门

路

路

南

沙

北校区

钟楼

东门

南门

南二环

1日至次年的12月31日。

南二环

2．2020年1月1日起根据陕西省和西安市最新的城乡居民医保政策，每人每年只能参加一种国

北校区

西

家实施的基本医疗保险险种，不得重复参保及重复享受待遇。

沣

沣

路

西

小寨西路

二、大学生医保的参保缴费及享受期
1．大学生在就读高校办理手续。缴费期为每年9月1日至12月31日。待遇享受期为次年的1月

白

白

路

西 二 环

高

路

环

北门
长 安 路

一

二

含 光 路

新

南

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大专科生、全日制研究生，均可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范围。

路

3． 大学生参保缴费后，在医保待遇享受期内转学、休学、退学的，其医疗保险待遇不受影
南校区

N

N

两校间相距13.5公里

南校区

响，可继续享受完当年度的医疗保险待遇。转学的大学生在第二年应参加转入高校的大学生医保，
休学的大学生还应在本校继续缴纳医保费。对于各种原因被取消学籍办理退学的大学生，在享受完
当年度的医疗待遇后，高校不再为其办理参保缴费。

如果你初次来到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校区附近的酒店宾馆将便于你的出行。

4．未在本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参保大学生个人负担，统筹基金不予支付，
但因急诊抢救发生的医疗费用按照住院规定进行报销。
5．大学生医保基金不予支付的医疗费用：（1）基本医疗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标准

附近的酒店宾馆有：

06

以外的费用。（2）健康体检、计划免疫、预防保健、艰苦教育等公共卫生服务的费用。（3）未办

西电宾馆

汉庭快捷科技路新店

地址：北校区南家属区内

地址：高新区雁塔科技园融鑫路1号

理转诊转院审批备案手续，自行外出就医的医疗费用。（4）整形、美容、酗酒、吸毒、打架斗

电话：029-88202716

电话：029-88231122

殴、自杀、自残、自焚及违法犯罪行为所致的医疗费用，以及因医疗事故所增加的医疗费用。

好家商务酒店未来城店

全季酒店

（5）按有关规定不予支付的其他费用。

地址：南二环太白路立交西北侧

地址：雁塔区太白南路363号广电网络大厦内

电话：029-81777388

电话：029-81049999

07

2021级

新生入学须知

新生入学告知

三、大学生医保保障范围及医疗待遇支付标准
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为：门诊治疗特殊病种、门诊治疗慢性病和住院治疗。
1．门诊治疗特殊病种：包括恶性肿瘤放化疗、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门诊血液透析、人体器官
移植术后服用抗排斥药。大学生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治疗上述疾病时，统筹基金按60%比例支付。
2．门诊治疗慢性病：病种范围按我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相关规定执行。在定点医疗机构发
生的门诊慢性病医疗费用年度累计超过350元的，超出部分由统筹基金按照65%的标准支付，最高
支付限额因病种而异。
3．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政策规定的住院费用，设定统筹基金起付

新生入校前：
1． 登 录 http://ybtjxt. xidian. edu. cn/网 址 ， 或 通 过 “ 西 安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医 院 ” 官 网
https://xyy.xidian.edu.cn进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医院医保及体检管理系统”。
2．阅读《校医院医保及体检管理系统操作手册》，按照手册提示的流程进行个人信息填写、
医保、体检、预防接种的申请及缴费操作。填写个人信息时，必须选择为所在书院（海棠一号书院
或海棠二号书院）。
3．打印体检表（A4纸双面打印）、化验单、结核病流行调查表、出血热疫苗接种卡、出血热
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低保重残申请表、弃保承诺书等资料，并妥善保管。

标准和年度累计最高支付限额。
(1) 三级特等医院起付2000元，报销50％；三级医院起付1200元，报销60％；二级医院起付
400元，报销70％；一级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起付150元，报销80%。
(2) 一个年度内统筹基金累计最高支付限额（包括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种、住院治疗的费
用）为20万元。患白血病、再障、恶心淋巴瘤和先心病的年度最高支付25万元。

开学后：
1．参加体检时，请携带体检表、化验单、结核病流行调查表。接种出血热疫苗时，请携带身
份证、出血热疫苗接种卡、出血热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
2．医保审核时，低保重残学生请携带低保重残申请表及证明材料原件，新生弃保请携带弃保
承诺书前往校医院医保办公室。
医保及体检管理系统开放时间：2021年8月--2021年12月

西安市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证使用方法
一、门诊
1．校医院门诊：挂号时，请出示身份证，直接享受医保待遇。
2．西安市内转诊：首选校医院就诊，因病情需要转诊的，由医生开具转诊单，按转诊单上指
定的医院和内容就诊。费用先自行垫付，到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具体时间请看校医院网站或医
院门口通知），携带身份证、转诊单、门诊发票、门诊病历、检查报告单、费用明细清单（口腔
科）到医保办办理报销。(注意：门诊费用每个年度医保最高可报销500元。当年的门诊发票收
据，最晚可在次年的第一季度即3月份医保集中报销时报销，否则过期后发票作废。)

二、住院
1．西安市内居民定点医院住院（含校医院）：办理入院手续时，携带身份证办理医保手续。出
院结账时，只付个人自付的部分费用，统筹支付部分（医保报销部分）直接在所住医院挂账报销。
2．异地住院：大学生因假期或休学、实习期间在异地住院的，住院费用先自行垫付，同时保
留好票据及相关资料，回校后可申请医保报销。学期之内只能在西安市定点医院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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