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2018 级新生入学告知书 

亲爱的 2018级新同学： 

祝贺你成为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的学子！欢迎你加入到邦德学院这个大家庭！ 

现将新生开学安排通知如下，请详阅： 

★ 报到时间 ★ 

外省学生报到：8 月 27日 9:00—16:00。 

上海学生报到：8 月 28日 9:00—16:00。 

★ 关于新生军训 ★ 

新生军训是市教委对应届大学生进行全面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学校教学计划中规定

的教学内容，是为你度过三年丰富多彩的大学学习生活奠定基础。 

（一） 时间安排： 

8月 29日白天 新生入学体检（请于报到当天现场填写《体检表》） 

8月 29日晚上 军训动员（穿好军训服装到指定地点集合） 

8月 30日—9月 8 日 新生军训 

9月 8日、9 日 首日教育、领书（具体时间由各学院安排、通知） 

9月 10日 正式上课 

（二） 军训生活： 

1、2018级新生，原申请走读，现需要住宿者，可在报到当天办理，具体手续请到所在

分院接待摊位咨询。 

2、军训期间全部学生须在校住宿，申请走读的学生也须遵守此规定。请本人带好住宿

期间所需简单床上用品和个人生活用品；9月 8日军训结训仪式后当天下午 13:00 前必须离

宿，将宿舍柜门、房门钥匙退还楼下宿舍管理员办公室，清空个人全部物品。军训期间临时

住宿的学生所产生的住宿费用、水电费用按实计算，待后续具体通知。全体学生住宿期间必

须遵守学生宿舍管理条例（详见《学生手册》和学院相关通知）。 

3、由于目前床位有限，全部住宿床位以随机分配为准，无特殊情况者不接受床位调换。 

4、校园一卡通（就餐、洗澡），须在报到时现场办理。学校公共浴室须凭此卡按次计费

使用，军训期间浴室开放至 22:00。 

（三）沪籍男生请携带本人的《兵役证》，报到时上交查验。 

（四）军训服装： 

报到时须现金购买军训服装，95元/人（含迷彩服、帽子、肩章、腰带各一、汗衫两件）。 

（五）自带用品： 

学生可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带好常用药品；准备好运动鞋、茶杯、洗漱用品、黑色水笔、

日记本等；军训期间请不要携带贵重物品。 

（六）军训要求： 



新生军训和入学教育为必修学分（2分），须遵守军训制度，不得无故缺席。 

若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军事训练的学生请于 8 月 20、21 日与学校（学生处）联系，提

供区县级以上医院开具诊断书，医嘱证明确因身体原因无法正常参加军训（除重病外，其他

请假新生必须按军训随训安排到指定场地参与随训，正常考勤）。军训请假事宜联系邮箱：

xuesheng@shbangde.com，邮件名称为“录取专业+学生姓名+军训请假证明”，邮件中需将

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正面、医院诊断书、医嘱请假证明四份材料拍照上传。报到当天，请将

诊断书和医嘱请假证明原件交到学生处。 

（七）军训餐费： 

为保证同学们在军训期间的安全饮食和便于军事化集中管理，学校食堂集中为同学们提

供就餐服务，报到时现金缴纳 240元餐费（含 8月 30日中餐、晚餐；8月 31日—9月 7日

三餐；9月 8日早餐），伙食标准：30元/人/天(早 5元，中 12元，晚 13元)。营养搭配可

参照如下（具体菜品或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 

2018年邦德学院新生军训菜单 

日期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8/30  红烧大排、青椒肉丝、炒青菜 红烧鸭腿、花菜肉丝、大白菜 

8/31 白粥、鸡蛋、馒头、肉包 红烧肉、榨菜毛豆肉丝、包菜 红烧鸡块、韭菜炒蛋、土豆丝 

9/1 白粥、鸡蛋、馒头、菜包 炸鸡排、黄瓜炒蛋、海带丝 红烧小黄鱼、鱼香肉丝、绿豆芽 

9/2 白粥、鸡蛋、馒头、豆沙包 红烧大排、番茄炒蛋、炒青菜 红烧鸭块、小瓜炒热狗、南瓜 

9/3 白粥、鸡蛋、馒头、烧麦 糖醋小排、酸豆角炒肉沫、大白菜 红烧鸡腿、丝瓜炒蛋、海带丝 

9/4 白粥、鸡蛋、馒头、肉包 盐水鸭、菇片肉丝、土豆丝 咖喱鸡块、肉沫粉丝、绿豆芽 

9/5 白粥、鸡蛋、馒头、菜包 糯米鸡、上汤百叶、炒青菜 红烧肉圆、豆角肉丝、黄豆芽 

9/6 白粥、鸡蛋、馒头、豆沙包 红烧肉、雪菜香干肉丝、大白菜 红烧鸭块、黄瓜炒蛋、炒青菜 

9/7 白粥、鸡蛋、馒头、烧麦 红烧鸡腿、蒸蛋、土豆丝 椒盐鱼肉、宫爆鸡丁、大白菜 

9/8 白粥、鸡蛋、馒头、肉包   

缴纳餐费时，发放 8 月 31 日至 9月 8日九天早餐券，请妥善保管并使用。中餐、晚餐

不需要餐券，由教官统一带队轮批次前往就餐（清真饮食的学生可购餐票后在清真食堂使用）。 

请于 8 月 28 日晚 22:00 到微信公众号“邦德小青团”和各学院微信公众号上查询 29 日军训动员安排

（分营连各队伍名单等），穿着军装，按指定要求准时到达集合场地。当天领取《军训日志》内附详细日程

安排、注意事项等。 

★ 关于入学体检及疫苗注射 ★ 

（一）新生体检 

日期：8月 29日，上午 7:30。地点：图文信息中心一楼。 

体检内容：内、外科、化验、视力、血压、身高体重、X光胸片。 

mailto:xuesheng@shbangde.com


注意事项：因场地及医务人员操作等因素，要求带队老师按每批 200人左右组织分批体

检，有序流动；新生报到时在分院领取《体检表》，学生按要求将表中需本人填内容如实填

写好，体检时本人必须携带；无须空腹验血，前一晚尽量早睡，饮食清淡，女生勿穿裙子、

连裤袜；为方便 X光胸片检查，上身勿穿印有彩色图片的 T恤或背心，不要佩戴视频。友情

提示：拍摄 X光，因设备原因检查时间将稍长，请耐心等候；体检必须参加。 

（二）新生注射疫苗 

时间：军训或开学后，另行通知。地点：图文信息中心一楼。 

注射疫苗：麻腮风疫苗（免费）。 

注意事项：因场地及医务人员操作等因素，要求带队老师按每批 100人左右组织分批注

射，有序流动；新生报到时在分院领取《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学生按要求将表中需本人

填内容如实填写好，注射者按要求时段到场注射，本人必须携带同意书；注射后应休息 15

分钟左右；学生报到后，学校统一安排注射疫苗（除之前已注射过或因个人病史、身体及其

他原因无法注射者外），注射与否均需签署疫苗注射告知书。 

注：体检与注射疫苗的具体时段和分批次安排名单，请于前一日晚 22:30 到微信公众号“邦德小青团”

和各学院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查询，请按要求准时到达集合场地。 

★ 关于校园生活 ★ 

大学是个充满激情与挑战的地方，不仅可以摄取丰富的专业知识，更可以展示自己的才

华，在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实践活动中增长才干。我校 10 余个学生社团欢迎你的加入，待

入校后，请关注我们的“邦德小青团”，搜索学生会、学生社团招募信息，预祝你尽快找准

角色，适应新的生活。 

期待你成为我们校园中的佼佼者，脱颖而出的闪亮舞台新星，公益服务的新生力量！ 

 

更多精彩信息，请关注学校团学工作微信、新浪微博。 

  

 
学生处 

2018年 3月 13日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新生易班邀请信 

亲爱的新同学： 

你好！ 

此时此刻，相信你的心情一定很激动，当你在对大学新生活

无比憧憬和热切期盼的同时，脑海里也会闪现许多问题：学校的

住宿、餐饮和交通情况如何？小伙伴们都来自哪里？我的专业要

学些什么呢？课程到底难不难？入学前要做点什么准备？校园

里有哪些文化娱乐活动…… 

面对新生活的开始，在你心中一定充满了许多疑惑吧！…..

新校园是怎样的面貌？我的新同学都来自哪里？我们的老师严

厉不严厉？课程难不难？学校的住宿条件如何？学校周围有什

么好玩的地方？等等，要想解决那么多问号，那就请你赶快打开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的易班网，通过易班查询、交流，你的问

题都会迎刃而解，你可以提前跟未来的大学同学在此认识，可以

和同专业的学哥学姐讨论交流，也有易班老师会与你互动！ 

请你在 8 月 1 日后，登录网址 http://www.yiban.cn,注册

和认证你的易班账号，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易班与你相约！抓

紧行动吧！你的小伙伴们正等着你！ 

具体注册流程，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邦德小青团”。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易班工作站 

                                   2018年 3月 13日 

http://www.yiban.cn/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资助与奖励相关政策 

一、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财政和高校共同给予银

行一定风险补偿金，银行、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共同操作，帮助高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银行贷款。 

借款学生应诚实守信，承诺按期还款，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借

款学生通过学校向银行申请贷款，用于弥补在校学习期间学费、住宿

费和生活费的不足，国家助学贷款在学生就读期间产生的利息由国家

财政代为支付，毕业后由学生自行分期偿还贷款的本息。 

目前，上海所有全日制普通高校（包括纳入全日制普通高校招生

计划的民办高校、行业办高校等）都已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与合

作银行共同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A.邦德职业技术学院贷款形式： 

1.办理我校国家助学贷款的银行为中国银行。 

2.采取的是一次申请，分次放贷，学生入学第一年递交申请材料。 

3.每年贷款学费最高额度为 8000元。 

4.按照贷款银行规定按时归还贷款。 

B.外省市同学在入学前可以参加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二、国家奖学金、上海市政府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和上海市政府奖学金是为了激励普通高校学生勤奋

学习，努力进取，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由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出资设立的奖励特别优秀学生的奖学金，每年 8000元。 

三、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资助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

学士学位）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的

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 5000元。 



四、国家助学金 

国家助学金主要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用开支。本市国

家助学金的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000 元，具体标准和档次由学

校结合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结果在每生每年 2500 元-3500 元

范围内确定。国家助学金每年按 10个月发放。 

五、邦德学院奖学金 

1.邦德奖学金 

邦德奖学金为学校各类奖学金中最高荣誉奖项。金额 2000元/人。 

2.优秀学生奖学金 

一等奖金额 1000元/人 

二等奖金额 800元/人 

三等奖金额 500元/人 

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校提供勤工助学岗位 

七、“绿色通道” 

为切实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根据教育部、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的规定，我校建立“绿色通道”制度，即对被录取入学、

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学校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核实后

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 

以上所有资助政策及需由学生和家庭提供的申报材料，将以上级

单位年度下达通知文件为准。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处 

2018年 3月 13日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关于提醒学生防诈骗的温馨提示 

开学之际，不法分子利用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对他人没有戒备的心态实施诈骗犯罪活

动，对大学生财产安全造成侵害。综合近段时间发生在高校侵害大学生财物诈骗案件的相关

情况，骗术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手机短信中奖诈骗 

【案例】类似说电视台综艺节目抽中其手机号，奖品丰厚，但需先汇大量数额款项做为

保险金，又要其交纳个人所得税等进行诈骗。 

提醒：一些诈骗分子利用学生社会经验不足的特点，大量的转发各类手机中奖信息，设

好一系列圈套让人上当。遇到此类情况，直接删除信息，或者向公安机关举报。 

(二)利用假手机模型，骗取学生手机 

【案例】陌生人手持高档手机称没有电了，有急事需要打电话，想借用学生手机打电话。

并以“把我的手机放你这儿，我打完电话再交换”作为掩盖，陌生人用学生手机打电话中趁

其不注意遛走。学生找人未果，再将手中的手机拆开后发现，高档手机只是一部机模。 

提醒：遇到此类情况，建议学生不予理睬，可以直接向骗子说明附近哪儿有公用电话，

更不要相信用他的手机换你手机这种把戏。对方如果纠缠不清，可直接拨打 110 报警。 

(三)冒充公安人员打电话查案进行诈骗 

【案例】接到自称是公安机关的电话，对方说有三封挂号信未签收，要确认情况，并声

称“如果你不相信可以看来电显示，你确认后我们再谈。”学生通过查询后确实公安机关的

电话。所谓“公安局的人”随后说：“有人冒用你的身份证办理了一张银行信用卡，此卡被

人刷了万元，三封挂号信是银行通过人民法院对你进行上诉的通知信。目前，公安机关查证，

此信用卡涉及洗钱问题，需要彻查银行卡资金来源走向，做资金比对。为了证明你的清白，

需要拿你其它所有银行卡做一个资金的比对，要立即将银行卡的钱汇到指定账户。”学生听

此说法后心里慌张，加上确认是公安局来的电话，遂将自己银行卡上的大额款项全部汇出。

过了半小时后，“所谓公安部门”再次来电，说发现其银行卡上因为有一笔资金流向不明，

要求其再汇 1万元。学生产生怀疑，打 110报警。 

提醒：此类诈骗，隐蔽性较强，如果不加确认，学生很容易上当。一是要妥善保管好个

人的身份信息和资料，尤其不要在网上随意注册个人信息，这些往往都会被诈骗分子利用；

二是利用高科技达到号码随意显的诈骗手段，可以直接回拨电话一试真伪；三是任何公安机

关不会以任何名义向个人要求资金转帐户或者索要财物，其他人有此要求不要盲目听从，当

即向家人求证或询问。 

(四)网上购物诈骗 

【案例】网上购物，对方声称不能通过“支付宝”。学生将金额存入指定账户。对方说

“有人直接过来送货。第二天，陌生人打电话给学生，称要送货过来，已到某地附近，但是

其随身携带了大量走私货，为了不被公安机关抓住，要李某向指定账户存入保证金才能见面，

等见面后会将物品与保证金一并交付给他。待学生汇款后对方又以各种理由要求他再向指定

账户汇款大额款项。学生始终抱着“我只要交了保证金，他一定会将货和钱给我”的心态，

共计汇款万元以上。因始终未见面拿到货品及保证金，这才发觉上当受骗。 

提醒：网上购物，一定使用第三方中介平台进行交易，不要相信保证金之类谎言，如果

有人叫卖比实体店便宜很多的货品，肯定不是假货就是次品。 

(五)冒充外地名校大学生行骗 

【案例】某学校保卫处接到学生报案称学校大门遇到两名自称香港某大学学生的男子，

通过与其交谈，两名男子告诉学生，自己身上带的现金花光了，需要向该生借款近千元，答

应第二天归还，并将随身携带的一块手表压在学生身边，该生便带两名男子来到银行提款机



处取出现金交于两名男子。事后，学生想到事情蹊跷，拨打两名男子留下的电话，一直不在

服务区，遂发现被骗。 

提醒：诈骗分子冒充港澳台等地区身份，制造假身份证，学生一般不容易分辨真伪，如

果一旦遇到有人求助，可以帮忙拨打 110报警。 

(六)借用银行卡套取密码诈骗 

【案例】学生在校园内遇见陌生人请其带路。两人自称是上海某大学学生，并说：是来

学校考察的。由于他们银行卡消磁用不了，所以来这里找原中学同学借卡，但没找到。因急

需用卡作抵押，所以想借该学生的银行卡，事情解决就还卡。他们还保证回学校后就给该生

打电话。期间，骗子还打电话要朋友将钱打入受害人的银行卡，该学生三次和骗子一起到银

行 ATM机上查询账户余额，但是钱一直未到账，骗子声称银行系统忙，明天一早就应该到账。

该学生信以为真，便将银行卡借给骗子。等到晚上再次查询时，卡内钱已全部被取走。 

提醒：诈骗分子喜欢利用学生的同情心，不要相信银行卡消磁等谎言，更不能在任何情

况下将自己的银行卡交与陌生人。 

(七)以“掉包”分钱方式诈骗 

【案例】某大学学生回家返校途中，在校外一路口看到有人掉了一个腰包。该生正在犹

豫之中，马上有一人走到该生身边捡起包并要与其平分财物。这时，掉包人回头寻找，二人

便说没有看到。掉包人不相信，遂请二人一同上了一辆黑色轿车，并质问该生“是不是拿了

包里的钱”。该生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便说“可以查看我的行李”。掉包男子遂打开该生

的行李查找，发现该生有二张银行卡，于是说“你一定是把钱已经存进了卡里”。该生心里

非常慌张，为了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就将银行卡密码告知掉包男，说“你可以去银行查询”。

掉包男后来表示相信学生所言，遂帮其装好行李，并在该生大意之际谎称银行卡已经放回。

学生只想着早点返校，没有检查行李。返校后才发现银行卡不见。遂进行查询，发现二张卡

上万余元已被取走。 

提醒：不要贪图小利，不义之财背后往往是陷阱。遇到此类情况，首先不要慌张，要及

时离开事发现场，如果有人纠缠，立即报警，必要时可大声呼救。 

(八)以“代销”方式诈骗 

【案例】陌生女子主动找到某大学学生寝室声称，自己有一批上等文化用品可以低价转

让给同学代销。一同学信以为真，花千余元买了该女子手上货物。打开包装才发现是次品时，

但该女子已经消失。 

提醒：骗子利用学生经验少，渴求物美价廉的特点，上门推销让学生受骗。更有一些到

学生寝室推销产品的人，一旦发现寝室无人，就会顺手牵羊。 

★ 学校温馨提示 ★ 

一、勿轻信任何陌生人的说辞并信以为真，妥善保护好自己的贵重财物。 

二、学校收费以财务处为准，勿轻信“收缴费用”为名的“学长”，一旦发现有人“收

钱”，请立即与辅导员联系。 

三、切勿相信任何“推销”或“招聘高薪兼职”，以免落入“传销”陷阱。 

四、不要参与任何网络贷款，切勿相信“0 抵押、0 利息”说法，以免身陷“高利贷”

困境。 

五、如因家庭经济原因产生的学业困难，请与学校资助部门联系（德信楼 203 办公室），

可通过学校推荐勤工助学等方式，或在政策允许条件下，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学校为学生

提供资助与奖励，助其顺利完成学业。 

学校保卫处值班室电话：021-66508655。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处 

2018年 3月 13日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2018 级晚报到新生（8月 30日后部分地区补录取）相关事宜告知 

 

各学院办公室主任、全体辅导员老师： 

经与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协商，确认情况如下： 

一、报到程序： 

先到招生办公室，扫描录取通知书后，由分院带回学生。 

二、领取军训服装： 

到图文信息中心，找余彩萍老师，手机 15921941908。 

三、学生住宿： 

按照报到程序一样，从电脑上操作，入住系统链接由信息中心发

至各分院。 

四、学生一卡通（就餐、洗澡）： 

从分院领取饭卡后（学生信息已录入），学生可用支付宝直接充

值使用。 

五、入学体检、疫苗注射： 

由医务室与体检单位协商具体方案，另行通知。 

六、“绿色通道”咨询与申请： 

每天 8:40—16:20正常办理，地点：德信楼二楼 203学生处，徐

老师。 

七、付款缴费： 

到德信楼二楼 209财务处办理。 

八、关于军训： 

请按正常班级，由带训辅导员编入进连队，报到第二天正常考勤。 

军训期间缴纳餐费、领早餐券，请联系许老师，手机 15371888999。 

学生处、后保处 

2018年 3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