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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9 级研究生入学报到须知 
1．报到时间：2019年 9 月 3日 8：00-16：00 

2．报到地点：北京大学医学部西门会议中心 205-206（第一医院、人民医院、口腔医院、肿瘤医院、各教学医院） 

基础医学院：      医学部生化楼一层大厅 

药学院：          医学部药学楼二层 241 会议室 

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楼二层 238 会议室 

护理学院：        医学部护理楼一层 117 室 

医学人文学院：    医学部逸夫教学楼 7 层 713 室 

北医三院：        北医三院教学科研楼一层 125 教室 

精神卫生研究所：  行政楼一层会议室 

3.报到程序：（1）新生到校后应先到所属学院进行资格审核，审核合格后学院发给新生“入学手续单”，

新生持手续单进行下一步报到。 

第一医院、人民医院、口腔医院、肿瘤医院新生在医学部西门会议中心二层各所属学院

审核报到； 

各教学医院（积水潭医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世纪坛医院、航天中心医院、首

儿所、民航总医院、深圳医学中心/医院、首钢医院、地坛医院、302 医院、306 医院、回龙

观医院、西苑医院、国际医院）统一在会议中心二层研究生院报到处报到； 

基础医学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护理学院、医学人文学院、北医三院、精神卫生

研究所的新生先到上面列出的学院地址报到审核，领取“入学手续单”后再到会议中心、部

医院办理其它事项。 

           （2）新生应依据“入学手续单”提示办理各报到事项（住医学部本部的同学可先行办理住宿）。 

           （3）“入学手续单”列明事项全部办理完成后，将手续单交回领取学院。 

           （4）只在报到当天办理报到手续，不提前办理。不能在当天报到的同学应提前向所属学院请

假，获得同意后可延期报到。 

           （5）报到当天 16:00 后到校的新生可先行凭录取通知书办理住宿，第二天到学院办理报到审

核，新生可提前在医学部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学籍信息”-“联系方式”页面查看

住宿信息（系统登陆详见第五条学籍信息校对）。 

4．报到时需携带： 

（1）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已办未发或丢失由当地派出所在户口迁移证上注明身份证号码。 

（2）录取通知书、最后学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原件、本人近期一寸彩色照片 6张。 

（3）档案不转入学校的研究生报到时还须提交最后学历《毕业登记表》复印件并加盖档案保管部门公章。 

（4）核对无误、本人签名的学籍登记卡 2份。 

（5）党组织关系：基础医学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护理学院、医学人文学院、第一医院、人民医

院、北医三院、口腔医院、肿瘤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这 11家单位的新生党员请到各

自学院（医院）党办办理组织关系转入，如本人携带党员材料，请一并在办理组织关

系转入时交至学院（医院）党办，认真审核完毕后交至研究生院；其他教学医院的新

生党员请到医学部学生工作部（教学医院学生党总支）（跃进厅 559室）办理，如本人

携带党员材料，交到学生工作部（教学医院学生党总支）。所有组织关系接转工作请于

9月 26日前办理完毕（各学院负责党员转接电话及联系人见附 1 表）。 

（6）户口迁移证：《户口迁移证》由本人携带，入学报到时在保卫处展台办理户籍相关手续，错过报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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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到保卫处户籍室办理。 

注意： 

①档案不转入学校的学生（含非全日制）和北京地区生源的学生不迁户口。 

②非北京生源的新生可根据个人情况，自愿决定是否迁入户口。 

非北京生源决定不迁入户口的新生，均须提前填写《新生自愿不迁户口申请表》（下载路径一：登录

北京大学医学部官网-保卫处-下载专区-《新生自愿不迁户口申请表》 网址：

http://bwch.bjmu.edu.cn/xzzq/187914.htm ；下载路径二：关注“平安北医和谐校园”微信公众号，点

击“安全服务”-“综合篇”-下载《新生自愿不迁户口申请表》），由保卫处在入学报到时统一收取。因公

安机关对新生入学迁户要求一次性集体迁入，之后不再办理补迁，请各位同学慎重考虑。 

③户口迁移的学生，报到时需上交《户口迁移证》。 

户口为京外的，需交《户口迁移证》；户口为京内其他高校学生集体户的，需交《常住人口登记卡》。 

④《户口迁移证》上信息必须清晰，如有不清晰项目，请当地派出所重新打印。字迹不清晰的《户口

迁移证》视为无效，无法办理落户。《户口迁移证》各项信息严禁个人涂改、添加任何字迹。 

“出生地及籍贯”要求填写到××省××市或县。 

“原住址”要求填写清楚省、市、区、街道及楼号、门牌号。 

户口迁往地址填写：“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8号”。 

原户口薄与《户口迁移证》中的“姓名、出生年月、民族、出生地、籍贯”等各项填写与本人情况有

不符者，请在当地公安机关更正后方可迁入医学部，否则北京市公安机关无法予以更正。 

要注意检查是否盖有当地公安局及派出所的公章。 

用铅笔在《户口迁移证》或《常住人口登记卡》左上角空白处写上学号，右上角写上本人联系电话。 

⑤北京大学医学部保卫处户籍室位置：行政 2号楼 113 室。咨询电话：010-82806006。 

户籍详细要求见医学部研究生院网页表格下载招生第 26项“2019年新生入户说明”。 

（7）已婚学生须携带婚育证明(包括:结婚时间，配偶姓名及身份证号，子女姓名、性别、出生日期)  

5．学籍信息校对：  

学生的个人信息将涉及入学后学籍注册、毕业注册以及毕业档案寄发、户口迁移、毕业证书和学位证

书发放等重要事项，请认真填写，确保准确无误，填写修改时间为 2019年 8月 1日～ 9月 1日。 

登录途径：http://grs.bjmu.edu.cn/yjs/  → 学籍管理→学籍信息校对→核对修改个人信息、查看

宿舍安排（用户名为学生学号，用户密码为报名证件号码或本人修改后的密码，区分大小写。） 

注意：（1）学生逐项认真填写，含统招生、转博生、长学制学生、港澳台研究生、留学生。  

（2）姓名、身份证号、出生日期、民族须与身份证件一致，籍贯写至市（区）、县。 

（3）“婚姻状况”：若为“已婚”,请务必填写目前子女数目，无子女填 0。  

（4）选择“户口是否转入”；“户口所在省市”填写户口迁移证中“原住址”所在省市。 

（5）生源所在地填写至地级市（区）、县：北京市生源写到所在区县；入学前未参加过工作者

填写参加高考时户口所在地；入学前参加过工作的，填写学前最后的长住户口所在地。 

（6）港澳台学生国别（地区）的填写：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 

（7）乘车区间：选择家庭所在地的火车站（起始站均为北京）。按国家有关规定：已婚者探望

配偶；未婚者探望父母。个人人事档案不转入学校者不享受火车票优惠待遇。 

http://bwch.bjmu.edu.cn/xzzq/187914.htm
http://grs.bjmu.edu.cn/y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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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后点“打印学籍登记卡”打印两份核对信息无误后签署姓名，报到时交报到学院。 

6.（1）餐卡（校园卡）充值在学生食堂（跃进厅）一层西侧，也可自行用支付宝充值。 

（2）床上用品(含被褥、床垫、枕芯枕套、被罩床单)，约 425元/套，自愿购买。 

7．保险： 

学生在校期间享受公费医疗，为保障学生求学期间（如在校学习、生活，参加社会实践，寒暑假期

间等）发生意外伤害或疾病时本人或家庭能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医学部委托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为学生开设医疗人寿保险项目，建议学生购买保险作为补充。学生自愿投保。保险种类共计两种： 

（1）“研究生人身保险”：费用为 80元/年。 

保险项目：①学生住院医疗保险，保额 100,000元； 

②学生重大疾病（35种）保险，保额 100,000元； 

③一年定期寿险：意外或疾病原因导致的死亡，保额 200,000元。 

（2）“研究生人身保险”+“附加意外医疗保险”： 费用为 90元/年。 

保险项目：① ② ③ 同上， 

④附加意外医疗：在保险期间因为意外导致自付合理门诊费用（包 

含注射疫苗），每次事故扣除 50元免赔后按 90％比例报销，最高保险金额 3,000元。 

申请和支付方式：扫描右侧二维码投保并在线支付，投保成功后会收到短信通知。 

新生一律选择“一年期投保入口”。 

请务必在 2019年 8月 31日 24 时前在线投保缴费。 

（保险相关问题可与保险公司联系咨询，电话 95589。） 

8.奖助学金（仅面向全日制研究生）： 

（1）国家助学金：硕士研究生每人 500元/月，博士研究生每人 1,250元/月。 

（2）国家学业奖学金： 

类型 硕士生 博士生 

学术 

学位 

一年级： 

一等奖 12000 元/生、学年（仅推免生） 

二等奖 10000 元/生、学年（除推免外其他） 

二年级及以上： 

一等奖 12000 元/生、学年 

二等奖 10000 元/生、学年 

一年级： 

一等奖 18000元/生、学年 

（全部推免直博及不超过 20%的其他

科博） 

二等奖 15000元/生、学年 

（除一等奖外其他） 

二年级及以上： 

一等奖 18000元/生、学年 

二等奖 15000元/生、学年 

专业 

学位 

一年级： 

推免生、全科医学研究生 12000元/生、学年 

其他 6000元/生、学年 

二年级及以上： 

6000元/生、学年 

8000元/生、学年 

除专业学位以外的研究生，进入二年级（含）以后将重新动态评定研究生国家学业奖学金。原则上，

留学生和档案不转入我校的中国大陆地区学生不在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和国家学业奖学金的资助之列。具体

管理办法参见研究生院网站。 

（3）三助：医学部还鼓励各学院（部）为研究生设置“三助”（助研、助管、助教）岗位，并根据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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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科研、管理、教学的实绩发放“三助”津贴。研究生可根据设岗单位发布的公开信息或通过咨询所在

学院（部）主管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了解“三助”岗位相关事宜，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提出申请。其中，申

请助管岗位方式请参看附件 2《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助管工作介绍》。 

（4）奖学金：医学部为学业成绩、科研状况、社会活动、创新实践等综合素质突出的研究生设立国家奖

学金、博士研究生创新人才奖学金和医学部奖学金等，符合参评条件的研究生可以提出申请，详见医学部

下发的具体通知。 

（5）医学部自 2019年秋季学期起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实施奖助改革，有关奖助体系的介绍可参见研究

生院网站。 

（6）助学贷款：校园地和生源地助学贷款只能选择其一。 

    准备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请认真阅读《国家助学贷款简介》，按照要求准备好《北京大

学医学部国家助学贷款信息附表》及其他申请资料，入学后交至“绿色通道”处并填写相关表格，经银行

审核通过后，方可贷款。自 2014 年 7月起，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 12000元/年。 

已在家乡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新生需于报到当日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证明》原件（在原件

上注明学院、学号、专业学制、手机号）交至“绿色通道”处。 

（7）绿色通道 

入学报到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缴纳学费的同学需要在报到当天通过“绿色通道”办理暂借款确

认手续，学生可以在报到前或者报到当天登录北京大学医学部综合服务平台申请暂借款，具体操作方法如

下：建议使用 Chrome浏览器，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 http://apps.bjmu.edu.cn，点击页面右上角的“用

户登录”，用户名为学号，初始密码为 8 位出生日期，登录后在“办事大厅”或“服务中心”中找到“新

生信息采集”应用，打开后进入服务，按照步骤填写相关信息和暂借款申请。 

9．缴纳入学费用： 

（1）家庭经济贫困学生请参照第 8项第(6)条关于“助学贷款”的相关内容办理贷款。 

（2）交费方式：为方便同学们交费，医学部将同时提供银行代扣学费、网上交费、自助缴费机、现场交

费等多种方式进行收费。 

同学们在 8月 20日之前将足额费用（包括学费、住宿费）存入签约银行卡内，将视同同意学校扣款,

学校将委托银行统一从卡内划转；银行代扣未成功的同学，可以采用网上交费、自助缴费机等方式交费，

具体操作流程请同学们于 8月下旬关注医学部主页及研究生院网页相关通知。 

新生入学报到当天，未交费新生也可在计财处报账大厅（医学部行政 1号楼）现场交费。 

（3）交费标准：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8000元/学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12000元/学年; 学术学位博士

研究生 10000元/学年，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15000元/学年；推荐免试直博生按照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缴

纳学费，10000元/学年；学生公寓住宿费：750元～1200 元/年，视宿舍安排情况而定。 

（4）交费查询：8月 30日起可以在综合服务平台 apps.bjmu.edu.cn 上查询个人学费缴纳状态。查询路径：

用户登录（用户名：学号，初始密码：8位出生日期)，找到“学宿费查询”应用即可。 

（5）未成功提交银行卡号的同学（名单见网页通知），请在 8月 1日—9月 1日期间，通过研究生院网站

补录本人银行账户信息（必须是工商银行Ⅰ类账户借记卡）。未完成补录的同学可能会影响后续奖、助学

金的发放。 

提示：根据医学部研究生学籍管理文件，学生如未按时缴纳学、宿费,也未办理助学贷款,将影响到学

籍注册。 

10.医学部研究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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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工作部将组织 2019 级研究生开展“我对大学有话说”主题活动，更多研究生活

动请关注“北医学工”，详见附件 3。 

11. 新生体检及医疗证办理： 

（1）体检及疫苗接种：新生体检时间为 9 月 4、7、8 日，按学院分三组分别在三天上午体检，具体安排

见附件 4，体检和拍摄胸片具体时间及分组请开学前查询医学部研究生院招生办网页。 

（2）公费医疗证报到当天在医学部会议中心办理，请携带一寸免冠照片一张。 

（3）疫苗费、体检费只刷银行卡，不收现金。 

12．以下情况取消入学资格：  

（1）硕士研究生为应届本科毕业生未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2）博士研究生为应届硕士毕业生未取得硕士学位证书； 

（3）研究生入学三个月内资格审核不合格或身心检查发现不符合录取要求者； 

（4）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复审不符合要求者。 

（5）临床、口腔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不能提供同专业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明者。 

13. 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应事先向所在学院主管研究生部门申请延期报到并获批准，延期报到时间不得超

过两周。未申请延期报到或逾期不报到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14. 新生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一年： 

（1）身心健康检查发现患有疾病，短期可治愈，暂不宜在校学习者；  

（2）因病请假一个月期满，仍未病愈不能报到者； 

（3）已怀孕；或于报到前分娩，从报到之日起仍需休产假一个月以上者； 

保留入学资格须由本人申请，导师和所在院（部）主管负责人同意，送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招生办

公室审核，报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常务副院长批准。第（1）种情况须附北京大学医学部医院诊断证明；

第（2）（3）种情况须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证明书、本人病历复印件，并经北京大学医学部医院认定。

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具有学籍，不享受在校研究生待遇，户口、档案等不转入学校（已转入者退回）。 

保留入学资格期满的研究生应于下一学年新生报到前 2 周向学院提出恢复入学申请，到医学部医院

或医学部医院指定医院（机构）进行健康体检。所在学院主管负责人同意，附医学部医院或医学部医院

指定医院（机构）检查合格证明，经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招生就业办公室审核，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常

务副院长批准，方能办理入学手续。身心健康检查不合格者、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且未有因不可抗力延

迟等正当理由的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保留入学资格的研究生，如本人在应复学年度报到之日起两周内不提出申请，或通知办理有关手续

而无故逾期两周内不办理者，均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15. 非全日制研究生不调档、不迁移户口、不安排住宿、不评定奖学金、不享受学校公费医疗。 

16. 报到当天 15:00在医学部西门中心实验楼前有开往第一医院、第二医院、肿瘤医院、万柳学区的班车，

住宿这几个地方的新生可乘车前往。 

17．请港澳台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办理完报到手续后务必到北京大学医学部国际合作交流中心 110办公室找

徐老师登记信息，联系电话：+86-10-82801123。 

18. 请 及 时 关 注 北 京 大 学 研 究 生 院 医 学 部 分 院 招 生 办 网 页 的 有 关 通 知 。

http://grs.bjmu.edu.cn/website/zs.htm 

                                                         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19年 6月 

http://grs.bjmu.edu.cn/website/zs.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