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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级研究生报到概要一览 

1. 新生办理入住时须凭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到宿舍管理员或指导员处领取宿舍钥

匙。 

2. 自行携带档案的新生须及时将档案送交指导员或图书与档案馆学生档案管理办

公室。 

3. 迁转党团组织关系、户口关系的新生请按《大连海事大学 2020 级博士、硕士

研究生入学须知》中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4. 新生须按照《各学院全日制研究生检验学历、学位证书工作安排》进行学历学

位证书检验。 

5. 研究生 MIS 系统的登录方法：校园网主页-服务大厅-统一身份认证。用户名：

学号。初始密码：身份证号倒数 7-2 位。登陆服务大厅后：应用-研究生院。 

6. 新生可在 2020 年 9 月 14 -16 日报名参加 2020 级本科生指导员助理的选

聘工作，具体时间以指导员通知为准。 

7. 新生须按要求参加所在学院组织的 2020 级研究生入学教育。 

8. 新生入住宿舍后，严禁在宿舍内违章使用电器、私拉电线、使用明火，注意消

防安全，熟悉消防疏散通道，并保持环境卫生。 

9. 新生应提高个人防护意识，严格按照学校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

和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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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与教研相关事宜 

一、 研究生 MIS 系统中培养计划及课程表查询 

1. 培养计划课程查询：课程-我的培养计划。 

2. 培养计划课程补选：如无培养计划，征求导师意见后，在导师界面补选。 

3. 培养计划课程改选：征得导师同意后，在系统中调整。 

4. 培养计划确定打印：研究生打印，导师签字，提交学院研究生工作秘书。 

5. 培养计划课程调整截止时间：2020 年 10 月 16 日。 

6. 本学期课程表查询：课程-我的课程表。 

7. 调整课程培养计划课程表显示时间：一个工作日后。 

8. 全校课程表查询：课程-各院系课程表查询。 

二、 全日制在读研究生成绩单、在读证明办理方式 

1. 自助打印机打印： 

全日制在读研究生可在自助打印机自行打印成绩单、在读证明。在远航楼中国银行

自助营业大厅设有研究生自助打印机两台，科学会馆一楼大厅设有自助打印机一台。研

究生自助打印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成绩单可免费打印二十份，在读证明可免费打印十

份。研究生自助打印服务暂不支持英文版打印。 

2. 自行打印后至学院盖章： 

研究生可自行登录 MIS 系统自行打印成绩单或在读证明，到所在学院主管研究生

秘书处进行审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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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全日制研究生检验学历、学位证书工作安排

学院名称 负责老师 联系电话 验证地点 验证时间 

航海学院 赵老师 84723953 新生报到点 
9月10日-12日 

（8：10-11：10，13：40-16：40） 

轮机工程学院 张老师 84723572 新生报到点 
9月10日-12日 

（8：30-11：10，13：40-16：40） 

船舶电气工程学院 宋老师 84727500 船电楼A306室 
9月14日 

（8：30-11：00，13：40-16：00）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肖老师 84726912 电航楼209室 
9月14日 

（8：30-11：00，14：00-16：00）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高老师 84729330 管理楼A505室 
9月14日 

（8：10-11：10，13：40-16：40）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朱老师 84725898 英华一公寓104 
9月14日 

（8：30-11：20，13：40-16：20）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王老师 84729611 机电楼431室 
9月14日 

（8：10-11：00，13：40-16：3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老师 84728910 环工楼305室 
9月14日 

（9：00-11：00，14：00-16：00） 

法学院（硕士学术学位） 郝老师 84729814 法学楼211室 
9月14日 

（8：30-11：10） 

法学院（硕士专业学位） 韩老师 84723265 法学楼209室 
9月14日 

（8：30-11：10，13：30-16：30） 

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老师 84725210 法学楼211室 
9月14日 

（8：30-11：10） 

外国语学院 佘老师 84729646 外语楼301室 
9月14日 

（14：00-16：00） 

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 杨老师 84729550 管理楼A418室 
9月14日 

（8：30-11：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老师 84728926 文海楼307 
9月14日 

（8：30-11：00，14：00-16：30） 

理学院 崔老师 84729207 数理楼221室 
9月14日 

（8：30-11：10，13:30-16:30） 

综合交通运输协同创新中心 韩老师 84728856 
远望楼三楼 

会议室 

9月14日 

（8：30-11：10，13：30-16：30） 

资格复查时，所有新生均需出示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应届毕业生另需提交学历、学位

证书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以上验证工作安排仅适用于全日制研究生，非全日制研究生的验证工作由学院自行组织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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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籍信息维护相关事宜 

1. 研究生证办理：研究生证由学院发放，由研究生本人填写信息、粘贴照片，交

给学院指导员。 

2. 入学登记表填写：入学登记表一式两份，由研究生本人填写信息、粘贴照片，

交给学院指导员。 

3. 电子学籍信息维护：请登陆“研究生 MIS”系统，点击“基本信息”，对个人基

本信息、学历历史信息、亲属信息进行核对、填报。请新生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前

完成基本信息的核对和填报，并将学籍表打印，一式两份，签字确认后交给学院指导员。

电子学籍信息是为研究生在学信网上进行学籍信息注册、学历信息注册的重要基础数据，

请研究生务必保证信息真实准确。 

4. 火车票优惠卡：家庭所在地和就读学校不在同一城市的学生，可持火车票优惠

卡在家校间往返乘坐火车时享受一定优惠。优惠卡乘车区间由研究生本人填写，填写时

请保证准确、真实、有效，填写后不予修改。新生火车票优惠卡中已储存购票数 4 次，

无须充值。一学年后，研究生可到各学院进行充值，每次充值后可购票次数变为 4 次，

已购票次数逐年累加，不可清零。当可购票次数为 0 时，优惠卡必须充值才能继续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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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拔 2020 级优秀研究生 

担任本科生指导员助理工作的通知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学风建设，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增强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提高

研究生的综合素质，解决研究生的实际困难，现决定继续选拔 2020 级优秀研究生担任

本科生指导员助理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选拔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热爱学生工作，讲政治，顾大局，作风优良，勤勉敬业； 

4.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及口头、文字表达能力； 

5.专业基础扎实，外语成绩良好； 

6.中共党员优先，曾担任过学生干部优先。 

二、选拔程序 

 

报名表下载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5UZlU03JzodF-qgGjoaTzA 提取码: 8au2  

三、工作要求 

1.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指导员助理岗前培训； 

2.密切联系学生，深入学生班级和寝室，尽快熟悉班级和学生情况；  

3.协助指导员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心理状态、生活

状况等，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指导员； 

4.协助指导员引导学生尽快融入大学生活，对所带班级学生进行选课指导，帮助学 

研究生填表报名 学院选拔、公示 研究生院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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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大学四年的学习进行规划，引导学生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形成良好的学风； 

5.引导所带班级学生树立专业意识，帮助他们建立专业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6.协助指导员开展科技创新、文化体育、社会实践、公益服务等课外活动； 

7.认真做好指导员助理工作记录； 

8.完成学院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四、工作考核 

各学院对指导员助理进行工作考核，考核方式分为月度考核和学年考核。在月度考

核中，对于不称职的指导员助理，学校将立即解聘，停发指导员助理岗位津贴。 

五、工作待遇  

1.在月度考核中，学校将为考核称职的指导员助理每月发放 300 元的指导员助理

津贴（按 10 个月计）。 

2.在学年考核中，学校将为考核称职的指导员助理发放 1000 元的称职津贴，为考

核优秀的指导员助理发放 1500 元的优秀津贴。 

3.学院将组织指导员助理如实填写履历表，经学院和学校签字盖章后，将其存入研

究生个人档案。 

4.学校将对学年考核优秀的指导员助理进行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 

六、日程安排 

1.报名时间：2020 年 9 月 14 日—9 月 16 日； 

2.资格审核：2020 年 9 月 17 日—9 月 18 日； 

3.考核选拔：2020 年 9 月 19 日—9 月 23 日； 

4.报送选拔结果：2020 年 9 月 24 日； 

5.聘任及培训：2020 年 9 月 25 日—9 月 27 日，各学院自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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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级研究生体检时间安排 

1. 体检对象包括 2020 级全日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2. 体检费为 60 元/人，以学院为单位收齐后，于 9 月 14 日（上午 9:30-10:30、下午

2:30-3:30）到校医院保健科交费（可微信交费）并领取体检表； 

3.要求研究生按规定时间参加体检，保持 1 米距离排队，避免过度集中； 

4.早晨抽血化验肝功和血常规，必须保持空腹； 

5.体检结束后，各学院安排专人收集体检表，按学号排序后统一交到医院保健科； 

6.体检时间安排如下： 

（1）9 月 15 号： 

6:20-7:35 抽血：航海学院、船舶电气工程学院、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理学院 

8:00-11:00 体检：航海学院、理学院 

13:30-16:00 体检：船舶电气工程学院、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 

（2）9 月 16 号： 

6:20-7:35 抽血：轮机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 

8:00-11:00 体检：轮机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13:30-16:00 体检：法学院 

（3）9 月 17 号： 

6:20-7:35 抽血：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 

8:00-11:00 体检：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30 人） 

13:30-16:00 体检：信息科学技术学院（138 人）、外国语学院  

（4）9 月 18 号： 

6:20-7:35 抽血：交通运输工程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8:00-11:00 体检：交通运输工程学院（230 人） 

13:30-16:00 体检：交通运输工程学院（91 人）、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5）9 月 19 号： 

6:20-7:35 抽血：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8:00-11:00 体检：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13:30-16:00 体检：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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