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江学院2022级主校区
新生报到指南

一、报到时间

二、新生报到地点：一号教学楼

根据疫情防控错峰到校的要求，学校对报到时间做适当调整：主校区
新生9月2日报到。新生辅导员将和每一位同学联系，协调好错峰报到时
间安排，并做好相关统计工作。新生不得提前到校报到。

校 区

铁心桥校区（江苏省

南京市雨花台区龙西

路310号）

专 业

建筑学

风景园林

智能制造工程

机器人工程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智能车辆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动画

摄影

数字媒体艺术

视觉传达设计

报到点

111

113

115

117

123

115

117

125

126

126

阶一

阶二

工作组

总接待站（新生报到缴费咨询等）

缴费处

新生入学绿色通道

医疗服务站

位置

127教室

102、103、104、105、106教室

127教室

127教室

三、报到点各工作组位置分布

四、新生报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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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办理住宿手续办理住宿手续
11..新生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到学生新生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到学生

公寓楼领取房间钥匙公寓楼领取房间钥匙，，办理入住手办理入住手
续续，，进入宿舍后按指定床位入住进入宿舍后按指定床位入住。。

22..自愿购买公寓用品自愿购买公寓用品（（体育馆风体育馆风
雨操场雨操场，，33号楼和号楼和99号楼之间大厅号楼之间大厅））
（（公寓用品请当场拆封公寓用品请当场拆封，，根据清单验根据清单验
收收，，确认无误确认无误），），1717::3030之后在之后在99号楼号楼
宿舍管理站宿舍管理站。。

（（二二））报到报到
报到接待时间报到接待时间：：1010月月1010日－日－1010

月月1111日日77：：3030～～1919：：3030，，总接待组总接待组2424
小时值班小时值班。。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并结合学校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并结合学校
实际实际，，报到期间学校鼓励新生独立完报到期间学校鼓励新生独立完
成报到程序成报到程序，，请家长尽量减少陪同请家长尽量减少陪同。。
陪同家长和车辆不得进入校园陪同家长和车辆不得进入校园。。校校
园安排志愿者和爱心推车协助学生园安排志愿者和爱心推车协助学生
完成报到程序完成报到程序。。

学生在来校报到前按照时间和学生在来校报到前按照时间和
要求在易三江平台填写进校申请要求在易三江平台填写进校申请，，学学
生入校申请提交后生入校申请提交后，，有关学院进行审有关学院进行审
核核，，审批后审批后，，即生成学生入校申请电即生成学生入校申请电
子审批表子审批表。。

学生入校时准入流程是学生入校时准入流程是““一测一测
（（体温体温））二核二核（（身份身份：：易三江电子审批易三江电子审批
单单））三查三查（（苏康码苏康码））四通过四通过”。”。一测二一测二
核三查四通过后至学生公寓办理入核三查四通过后至学生公寓办理入
住手续住手续，，办理好宿舍入住手续后办理好宿舍入住手续后，，新新
生持录取通知书生持录取通知书、、个人居民身份证个人居民身份证、、
户口迁移证户口迁移证（（自愿自愿）、）、党团关系材料党团关系材料、、
高考档案高考档案，，到主校区第一教学楼各专到主校区第一教学楼各专
业报到点报到业报到点报到。。若有疑问若有疑问，，请与招生请与招生
就业中心联系就业中心联系，，联系电话联系电话：：025025--
5289706452897064，，曹老师曹老师1534518859715345188597、、贾贾
老师老师1534518862915345188629。。

（（三三））缴费缴费
11..报到前已缴清学杂费的学生报到前已缴清学杂费的学生，，

辅导员根据财务处提供的缴费清单辅导员根据财务处提供的缴费清单
核对核对；；

22..对未缴清学杂费的学生对未缴清学杂费的学生，，可以可以

采取以下方式办理采取以下方式办理：：
①①报到现场需要缴费的学生报到现场需要缴费的学生，，可可

通过手机关注通过手机关注““三江学院财务处三江学院财务处””微微
信公众号进行自助缴费信公众号进行自助缴费（（现场也可以现场也可以
扫码关注扫码关注），），缴费完成后缴费完成后，，凭手机支付凭手机支付
成功截图到辅导员处成功截图到辅导员处（（自助缴费操作自助缴费操作
流程详见现场流程图流程详见现场流程图）；）；②②持现金缴持现金缴
费的学生费的学生，，则在缴费处缴清所有费用则在缴费处缴清所有费用
后后，，凭高校收款存款专用凭条拍照截凭高校收款存款专用凭条拍照截
图到辅导员处图到辅导员处；；③③使用其他银行卡缴使用其他银行卡缴
费的学生费的学生，，到缴费处划卡到缴费处划卡，，划卡缴清划卡缴清
费用后凭费用后凭POSPOS机回单拍照截图到辅机回单拍照截图到辅
导员处导员处；；④④确因家庭贫困确因家庭贫困，，需要办理需要办理
助学贷款或缓交学费的学生助学贷款或缓交学费的学生，，通过绿通过绿
色通道服务点办理缓交手续色通道服务点办理缓交手续，，办理缓办理缓
交手续后交手续后，，将缓交申请单交到辅导员将缓交申请单交到辅导员
处处，，按照学校规定审批办理按照学校规定审批办理。。

33..新生在办理完缴费手续之后新生在办理完缴费手续之后，，
到各报到点领取新生校园卡到各报到点领取新生校园卡，，新生校新生校
园卡内已预充值园卡内已预充值400400元元，，可直接在校可直接在校
内进行电子消费内进行电子消费。。若对校园卡有何若对校园卡有何
疑问疑问，，请拨打校园卡咨询电话请拨打校园卡咨询电话：：025025--
5235499652354996、、5235499152354991。。

（（四四））核酸检测核酸检测
学生做好个人防护学生做好个人防护，，佩戴口罩佩戴口罩，，

携带身份证携带身份证1414::0000--1919::0000前往体育前往体育
馆中心球馆进行校园内全员核酸检馆中心球馆进行校园内全员核酸检
测测，，校区及辅导员要动员校区及辅导员要动员、、核查核查、、统计统计
到位到位，，确保确保100100%%核酸检测核酸检测；；

五、到校须知
根据疫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情防控要求，，结合学校实结合学校实

际际，，学生到校须知如下学生到校须知如下：：
（（一一））到校前到校前
11..报到条件报到条件（（符合以下要求者符合以下要求者，，正正

常到校常到校））
①①到校前到校前77天内无中高风险地区天内无中高风险地区

旅居史旅居史，，无发热无发热、、胸闷胸闷、、乏力乏力、、干咳等干咳等
症状症状，，每日健康状况和活动轨迹监测每日健康状况和活动轨迹监测
无风险的师生员工无风险的师生员工，，向学校提出申请向学校提出申请
并获得批准后并获得批准后，，持苏康码绿码持苏康码绿码、、行程行程

码绿码和码绿码和48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正常到校明正常到校。。②②参与支援一线疫情参与支援一线疫情
防控工作或志愿服务的师生员工按防控工作或志愿服务的师生员工按
属地要求进行必要的隔离观察和核属地要求进行必要的隔离观察和核
酸检测酸检测，，如符合要求后可申请正常到如符合要求后可申请正常到
校校。。③③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
曾为确诊病例曾为确诊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者核酸检测阳性者、、疑疑
似病例似病例、、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的，，持当地疾控持当地疾控
部门或医疗机构部门或医疗机构““解除隔离通知书解除隔离通知书”、”、
48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苏康码苏康码
绿码绿码、、个人行程码绿码到校个人行程码绿码到校。。

（（22））暂缓到校暂缓到校（（有以下情况之一有以下情况之一
者者，，暂缓到校暂缓到校））

①①到校前到校前1010天内有境外旅居史天内有境外旅居史
的师生员工的师生员工；；②②到校前到校前1010天内有新天内有新
冠肺炎疑似病例冠肺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确诊病例、、无症状无症状
感染者接触史或感染者接触史或77天内与新冠肺炎疑天内与新冠肺炎疑
似病例似病例、、确诊病例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有无症状感染者有
时空交接的师生员工时空交接的师生员工；；③③健康码异常健康码异常
的师生员工的师生员工；；④④到校前到校前77天内与正在天内与正在
居家健康监测人员共同居住居家健康监测人员共同居住、、生活等生活等
密切接触的师生员工密切接触的师生员工；；⑤⑤到校前到校前77天天
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员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员
工工；；⑥⑥启程到校时有新冠十大症状的启程到校时有新冠十大症状的
师生员工师生员工；；⑦⑦其他需要实施集中隔其他需要实施集中隔
离离、、居家隔离或需要居家健康监测的居家隔离或需要居家健康监测的
师生员工师生员工。。对暂缓到校师生员工对暂缓到校师生员工，，各各
单位安排专人负责沟通联系单位安排专人负责沟通联系，，后续如后续如
符合到校条件的符合到校条件的，，按相关程序办理按相关程序办理。。

22..获取苏康码获取苏康码、、个人旅行轨迹查询个人旅行轨迹查询
““苏康码苏康码””获取途径获取途径：：一一、、手机下手机下

载载““江苏政务服务江苏政务服务””APPAPP，，首页填写首页填写
““苏康码苏康码”，”，获取健康二维码获取健康二维码；；二二、、通过通过
支付宝进入支付宝进入，，点击更多点击更多，，然后选择城然后选择城
市服务市服务，，填写填写““苏康码苏康码”。”。

个人旅行轨迹查询有以下两种个人旅行轨迹查询有以下两种
获取方法获取方法：：方法一方法一：：电信手机用户电信手机用户：：编编
辑短信辑短信““CXMYD#CXMYD#身份证号码后四身份证号码后四
位位””至至 1000110001，，授权回复授权回复YY后后，，实现实现

““漫游地查询漫游地查询”，”，可查询手机号近可查询手机号近1515日日
内的途径地信息内的途径地信息；；联通手机用户联通手机用户：：手手
机发送机发送““CXMYD#CXMYD#身份证后四位身份证后四位””至至
ll00100010，，查询近查询近3030天的全国漫游地信天的全国漫游地信
息息；；移动手机用户移动手机用户：：填写填写““CXMYDCXMYD”，”，
发送至发送至1008610086，，再依据回复短信输入再依据回复短信输入
身份证后四位身份证后四位，，可查询过去一个月内可查询过去一个月内
去过的省去过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自治区和直辖市；；方法二方法二：：
打开微信打开微信，，搜索搜索““通信大数据行程卡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小程序小程序，，或者打开支付宝首页或者打开支付宝首页，，点击点击

““苏康码苏康码”，”，即可在下方查看即可在下方查看““通信大通信大
数据行程卡数据行程卡”；”；方法三方法三：：易班－易三易班－易三
江－办事大厅－疫情查询－疫情服江－办事大厅－疫情查询－疫情服
务务，，根据学生手机号所属的运营商根据学生手机号所属的运营商，，
分别进入分别进入““移动号码移动号码”“”“联通号码联通号码”“”“电电
信号码信号码””进行查询进行查询。。

33..到校申请到校申请、、条件审核与审批条件审核与审批
（（11））各学院各学院（（校区校区））根据上述到校根据上述到校

报到条件报到条件，，结合健康日报情况对学生结合健康日报情况对学生
能否到校报到进行审核能否到校报到进行审核，，负责收集留负责收集留
存学生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存学生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苏康码绿苏康码绿
码和行程码绿码码和行程码绿码，，确定到校报到学生确定到校报到学生
名单和暂缓到校学生名单名单和暂缓到校学生名单。。

（（22））学生在到校前学生在到校前4848小时小时，，在易在易
三江平台－超级流程模块中填写到三江平台－超级流程模块中填写到
校申请校申请，，填报内容涵盖学生健康申填报内容涵盖学生健康申
报报、、如实填报承诺等如实填报承诺等，，并上传核酸检并上传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截图测阴性证明截图、、行程码绿码截图行程码绿码截图、、
身份证件照身份证件照（（个人信息面个人信息面）、）、正脸照正脸照
片片。。学生到校申请提交后学生到校申请提交后，，学校进行学校进行
审核审核、、审批后审批后，，即生成学生到校申请即生成学生到校申请
电子审批单电子审批单，，入校报到当天入校报到当天，，通过易通过易
班班““扫一扫扫一扫””功能扫描校门口的入校功能扫描校门口的入校
确认码确认码，，扫码成功后可进入校园扫码成功后可进入校园。。

易三江学生到校电子审批单易三江学生到校电子审批单（（入入
校确认码校确认码））++苏康码苏康码（（绿色绿色））是学生到是学生到
校准入的凭证校准入的凭证，，缺一不可缺一不可。。

对暂缓到校报到的学生对暂缓到校报到的学生，，各学院各学院
（（校区校区））与学生本人与学生本人、、家长保持联系家长保持联系，，
做好沟通做好沟通、、解释工作解释工作，，待条件符合后待条件符合后
通知其到校报到通知其到校报到。。

44..途中和到校后个人防护用品准途中和到校后个人防护用品准
备备

准备适量到校途中和到校后两准备适量到校途中和到校后两
周内生活学习所需的个人防护用品周内生活学习所需的个人防护用品，，

包括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包括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
科口罩科口罩、、常用药品等常用药品等。。

（（二二））到校中到校中
11..到校途中注意事项到校途中注意事项
（（11））到校途中主动与辅导员保持到校途中主动与辅导员保持

动态联系动态联系，，有特殊情况要及时向辅导有特殊情况要及时向辅导
员报告员报告。。

（（22））随时保持手部卫生随时保持手部卫生，，减少接减少接
触交通工具的公共物品或部位触交通工具的公共物品或部位；；接触接触
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咳嗽手捂之后咳嗽手捂之后、、饭前便后饭前便后，，
用肥皂或者皂液和流动水洗手用肥皂或者皂液和流动水洗手，，或使或使
用免洗洗手液清洁手部用免洗洗手液清洁手部，，避免用手接避免用手接
触口鼻眼触口鼻眼，，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或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或
手肘衣服遮住口鼻手肘衣服遮住口鼻。。

（（33））涉及到追踪班次车辆和发烧涉及到追踪班次车辆和发烧
超过超过3737..33度的度的，，及时掌握信息及时掌握信息，，到校到校
后按照要求进行隔离后按照要求进行隔离。。

22..到校车辆管理到校车辆管理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接送学生的家接送学生的家

长及车辆不允许进校长及车辆不允许进校，，学校将组织人员学校将组织人员
和车辆做好行李物品的接驳工作和车辆做好行李物品的接驳工作。。

33..分流就近进入校园分流就近进入校园
到校当日到校当日，，主校区设立主校区设立11号门号门、、22

号门号门、、33号门号门33个门禁通道个门禁通道，，学生按照学生按照
居住宿舍就近的原则分别从各个校居住宿舍就近的原则分别从各个校
门进入校园门进入校园（（1515、、1616、、2020--2525号楼从一号楼从一
号门进入号门进入，，1010--1414、、1818、、1919号楼从三号号楼从三号
门进入门进入，，11--99、、1717、、2626号楼从二号门进号楼从二号门进
入入），），建议乘坐私家车到校的学生尽建议乘坐私家车到校的学生尽
量从量从11号门号门、、33号门进入号门进入。。其他其他33个校个校
区各设区各设11个门禁通道个门禁通道。。

44..校门准入流程校门准入流程
（（11））有序排队有序排队。。到校报到时学生到校报到时学生

必须佩戴口罩必须佩戴口罩，，有序排队有序排队，，与前后同与前后同
学间接不小于学间接不小于11米米。。

（（22））到校准入流程是到校准入流程是““一测二核一测二核
三查四通过三查四通过”。“”。“一测一测（（体温体温））二核二核（（身身
份份：：易三江电子审批单易三江电子审批单））三查三查（（苏康苏康
码码））四通过四通过”。”。

（（33））异常情况处置异常情况处置。。每个校门设每个校门设
置临时留置观察区和医务工作人员置临时留置观察区和医务工作人员，，
体温体温≥≥3737..33℃℃的的，，由医护人员用医用由医护人员用医用
体温计进行专业检测体温计进行专业检测，，专业检测后体专业检测后体
温正常的温正常的，，按正常程序进入校园按正常程序进入校园。。专专
业检测后仍异常的业检测后仍异常的，，由现场工作人员由现场工作人员
留置于校门旁临时留置观察区留置于校门旁临时留置观察区，，并第并第
一时间报至学校防控总值班室一时间报至学校防控总值班室，，按照按照
学校防控工作流程处理学校防控工作流程处理。。

55..学生公寓准入程序学生公寓准入程序
学生进入校门后学生进入校门后，，径直到自己所径直到自己所

在公寓办理入住手续在公寓办理入住手续。。宿舍管理人宿舍管理人
员在入口处进行体温二次检测员在入口处进行体温二次检测，，并再并再
次核对和登记学生信息后方可进次核对和登记学生信息后方可进
入入。。体温异常学生及时上报后勤处体温异常学生及时上报后勤处，，
并按照学校防控工作流程处理并按照学校防控工作流程处理。。

66..严肃纪律要求严肃纪律要求
符合到校条件的学生严格按照符合到校条件的学生严格按照

学校统一安排的到校时间和规定批学校统一安排的到校时间和规定批
次到校次到校，，未经批准未经批准，，不可以提前到不可以提前到
校校。。违反疫情防控要求和学校规定违反疫情防控要求和学校规定
者者，，视情节和造成后果情况视情节和造成后果情况，，按照法按照法
律法规和校纪校规严肃处理律法规和校纪校规严肃处理。。

（（三三））到校后到校后
11..核酸检测核酸检测
学生做好个人防护学生做好个人防护，，佩戴口罩佩戴口罩，，

携带身份证携带身份证1414::0000--1919::0000前往体育前往体育
馆中心球馆进行校园内全员核酸检馆中心球馆进行校园内全员核酸检
测测，，校区及辅导员要动员校区及辅导员要动员、、核查核查、、统计统计
到位到位，，确保确保100100%%核酸检测核酸检测。。

22..遵守校园管理制度遵守校园管理制度
学生到校后学生到校后，，按照疫情防控有关按照疫情防控有关

要求要求，，遵守校园管理制度遵守校园管理制度，，按照按照““非必非必
要不外出要不外出””的原则的原则，，尽量减少外出校尽量减少外出校
园次数园次数，，外出校园期间外出校园期间，，做好个人疫做好个人疫
情防护情防护。。后期的校园管理将视疫情后期的校园管理将视疫情
并根据属地疫情防控部门的要求适并根据属地疫情防控部门的要求适
时调整时调整。。

33..健康监测和疫情突发情况及时健康监测和疫情突发情况及时
报告制度报告制度

疫情防控期间疫情防控期间，，正常执行学生体正常执行学生体
温晨午检自测报告制度温晨午检自测报告制度，，如发现健康如发现健康
异常学生异常学生（（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包包
括咳嗽括咳嗽、、咽痛以及呼吸困难或腹泻咽痛以及呼吸困难或腹泻，，
特别是体温特别是体温≥≥3737..33℃℃），），各班班长及时各班班长及时

报告辅导员报告辅导员，，辅导员接报后立即同时辅导员接报后立即同时
报学院报学院（（校区校区）、）、学生发展与服务中心学生发展与服务中心
（（88378837、、88008800）、）、后勤处后勤处（（86618661、、86188618），），
相关部门接报后按学校疫情防控预相关部门接报后按学校疫情防控预
案流程处置案流程处置。。

44..学生集体活动学生集体活动
校园内严格控制活动范围校园内严格控制活动范围，，不组不组

织室内聚集性活动织室内聚集性活动，，保持社交距离保持社交距离。。
55..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个人卫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个人卫

生和防护生和防护
到校后到校后，，在校园内的学生可不戴在校园内的学生可不戴

口罩口罩，，避免到人群聚集尤其是空气流避免到人群聚集尤其是空气流
动性差的场所动性差的场所，，在公众场所倡议戴口在公众场所倡议戴口
罩罩，，保持社交距离保持社交距离。。学生在公寓不聚学生在公寓不聚
集集、、不串门不串门，，谢绝访客来访谢绝访客来访。。勤洗手勤洗手、、
勤换洗衣物勤换洗衣物、、勤晒衣被勤晒衣被，，做好废弃物做好废弃物
等垃圾清理和阳台清洁等垃圾清理和阳台清洁。。保持宿舍保持宿舍
通风和环境卫生通风和环境卫生，，每天打扫宿舍每天打扫宿舍，，保保
持寝室整洁持寝室整洁。。

66..疫情防控联系电话疫情防控联系电话
学生发展与服务中心疫情防控学生发展与服务中心疫情防控

2424小时值班电话小时值班电话：：1534518868915345188689，，学学
校疫情防控办值班电话校疫情防控办值班电话：：5289706652897066，，
保卫处值班电话保卫处值班电话：：5289706152897061，，后勤处后勤处
电话电话：：5235492452354924，，学校主校区医务室学校主校区医务室
电话电话：：5523660002366000。。

六、其他有关事项
●●交交通通
接站安排接站安排：：
学校在小红山客运站学校在小红山客运站、、南京火车南京火车

站和南京南站安排接站车辆站和南京南站安排接站车辆（（88::3030--
1616::0000）。）。 学 校 总 调 度学 校 总 调 度 ：：季 老 师季 老 师
1534518990415345189904（（短号短号89048904））

南京南站接站联络人联系电话南京南站接站联络人联系电话
1806857717218068577172

南京火车站接站联络人联系电南京火车站接站联络人联系电
话话1763534251317635342513

小红山客运站接站联络人联系小红山客运站接站联络人联系
电话电话1323615769313236157693

来三江学院主校区来三江学院主校区：：
11..南京站南京站、、小红山客运站小红山客运站：：乘地铁乘地铁

一号线到天隆寺站下一号线到天隆寺站下，，换乘公交换乘公交127127
路路、、171171路到春江新城站下或换乘公路到春江新城站下或换乘公
交交 9494 路到三江学院站下路到三江学院站下；；南京南南京南
站站：：乘地铁乘地铁SS33号线到春江路站下号线到春江路站下，，11
号口出站步行号口出站步行500500米即到米即到。。

22..南京长途汽车东站南京长途汽车东站：：可乘公交可乘公交
22路到雨花路站路到雨花路站，，换乘公交换乘公交8888路到铁路到铁
心桥南站下心桥南站下。。

33..市内市内：：乘坐公交乘坐公交9494路到三江学路到三江学
院站下院站下；；乘公交乘公交127127路路、、171171路到春江路到春江
新城站下新城站下，，或乘地铁一号线到天隆寺或乘地铁一号线到天隆寺
站下站下，，换乘公交换乘公交127127路路、、171171路到春江路到春江
新城站下或换乘公交新城站下或换乘公交9494路到三江学路到三江学
院站下院站下。。

去市区去市区：：乘公交乘公交9494路路、、171171路路、、
127127路路、、7575路至徐家洼站转乘地铁一路至徐家洼站转乘地铁一
号线到市区号线到市区、、火车站火车站、、小红山客运站小红山客运站。。

●●餐饮餐饮
学生可凭校园卡在校内食堂就学生可凭校园卡在校内食堂就

餐餐。。
报到期间在报到现场设有纯净报到期间在报到现场设有纯净

水饮水机水饮水机和一次性杯子和一次性杯子，，免费饮用免费饮用。。

七、特别提醒
11..来校来校途中做好个人安全防护途中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22..学生报到后学生报到后，，需严格遵守学校需严格遵守学校

疫情防控要求疫情防控要求。。
33..注意人身及财物安全注意人身及财物安全，，妥善保妥善保

管个人现金管个人现金、、行李行李、、贵重物品等贵重物品等，，以防以防
丢失丢失。。

44..我校为无烟校园我校为无烟校园，，请勿在校园请勿在校园
内吸烟内吸烟。。

55..加强自我安全防范加强自我安全防范，，不要购买不要购买
上门推销等非正规渠道销售的商品上门推销等非正规渠道销售的商品，，
谨防不法分子欺诈行为谨防不法分子欺诈行为，，如有问题请如有问题请
及时向学校保卫处报告及时向学校保卫处报告。。

66..联系我们联系我们：：025025--5289706152897061（（保保
卫处卫处），），025025--5236600052366000（（校内医务校内医务
室室），），025025--5289706652897066（（校长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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