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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9 级本科新生报到须知

请严格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准时报

到。报到期间北航在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北出站口

设立迎新接待站。请不要提前报到。若因特殊原

因不能按时报到，需提前向学校申请，请假时间

不得超过两周，逾期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1

由于学校住宿条件有限，无法为来校家长安排住

宿，请家长自行安排在京住宿。

2

请自带党、团组织关系。党员必须携带县（含）

以上党委组织部门给中共北京市委的组织介绍

信。团员凭团员证转接组织关系（无团员证的团

员必须携带基层团委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的

组织介绍信）。

3

学生在校期间享受北京地区大学生物价与生活补

贴（目前每月 60 元，休学停发）。学校实行奖学金、

勤工助学和贷款制度，详见奖学金体系介绍、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介绍。

5

请带全四季衣物和生活用品。新生行李不安排集

中配送，请自行联系物流公司。

6

请自带户口迁移证和二代居民身份证（北京籍学

生不迁户口，其他省市学生自愿迁户口）。户口

迁移证上姓名与录取通知书必须一致（若不一致

请在当地派出所更改），籍贯、出生地要具体到

省、市（县），曾用名只能有一个。迁移证须打

印且字迹清晰，不能涂改，有更改的地方要加盖

当地派出所公章。户口迁入地址为“北京市海淀

区学院路 37 号”。

4

新生入学时交纳第一学年学费，请按照录取通知

书上填写的录取学院在《学院代码、学费标准一

览表》中查出对应的学费标准。

7

新生住宿标准：沙河校区的学生宿舍均为 4 人 /

间，住宿标准为 900 元 / 学年 ; 学院路宿舍根据

学校规划进行分配，住宿标准为 650 元 -1200 元。

由学校统一安排房间。新生报到时收取第一学年

住宿费，以后每学年初均需交纳相应住宿费。

8

学校已通过北航教育基金会设立的“开学第一

天温暖基金”，向每个新生的校园卡中充入 100

元人民币，以方便新生报到时生活所需，此款项

不需偿还。

9

请严格按照《本科新生交费方式及有关说明》交

纳学费、住宿费。

10

请自备宿舍内床上用品，为了方便新生购买床上

用品，学校将从通过“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纺

织纤维检验所”认证的质检合格企业中招标选中

供应商，在新生报到现场由厂家直接向新生销售

床上用品，新生可自愿购买，每套价格约为 500

元（依当年招标结果而定），包括棉被、褥子、

床垫、蚊帐、枕芯各一个，被罩、床单、枕巾、

枕套各两条。

11

12 接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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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地铁 2 号线至西直门站，转乘地铁 13 号线至西二旗站，再转乘地铁昌平线至沙河站，出地铁

站后我校设有摆渡车；

乘地铁 2 号线至西直门站，转乘地铁 13 号线至知春路站，A 口出步行约 800 米即可到达北航南门。

乘地铁 9 号线至国家图书馆站，转乘地铁 4 号线至西直门站，转乘地铁 13 号线至西二旗站，再

转乘地铁昌平线至沙河站，出地铁站后我校设有摆渡车；

乘地铁 9 号线至国家图书馆站，转乘地铁 4 号线至海淀黄庄站，再转乘地铁 10 号线至西土城站，

A 口出步行约 600 米即可到达北航东门。

乘地铁 4 号线至西直门站，转乘地铁 13 号线至西二旗站，再转乘地铁昌平线至沙河站，出地铁

站后我校设有摆渡车；

乘地铁 4 号线至海淀黄庄站，转乘地铁 10 号线至西土城站，A 口出步行约 600 米即可到达北航东门。

乘坐机场快轨至东直门站换乘地铁 2 号线至西直门站，转乘地铁 13 号线至西二旗站，再转乘地

铁昌平线至沙河站，出地铁站后我校设有摆渡车；

乘机场大巴中关村线，学院桥站下车，即可到达北航北门。

沿 G6 京藏高速（八达岭高速）行至“22 小汤山”出口，走辅路，至路庄桥向东转弯行驶 1.5 公里，

再向北转弯即到。

北航学院路校区共有东南门、西门、南门和北门四个门可以进出。其中东南门允许社会机动车驶入

及驶出，西门只允许社会机动车驶入，北门只允许社会机动车驶出，南门只允许社会机动车驶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9 级本科新生报到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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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沙河校区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园区，乘车来校的路线如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院路校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乘车来校的路线如下：

北京站

北京站

北京西站

北京西站

北京南站

北京南站

首都机场

首都机场

自驾车或出租车

自驾车或出租车

也二言言2018级本科新生报到须知

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沙河校区位千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园区， 乘车来校的路
线如下·

JI和1--
乘地铁2号线至西直门站， 转乘地铁13号线至西二旗站， 再转乘地铁昌

平线至沙河站， 出地铁站后我校设有摆渡车，

，印丰·•
乘地铁9号线至国家图书馆站转乘地铁4号线至西直门站， 转乘地铁
13号线至西二旗站， 再转乘地铁昌平线至沙河站， 出地铁站后我校设

有摆渡车；

JI和i抻·•
乘地铁4号线至西直门站转乘地铁13号线至西二旗站， 再转乘地铁昌平

线至沙河站， 出地铁站后我校设有摆渡车；

＂扑肚）．
乘坐机场快轨至东直门站换乘地铁2号线至西直门站， 转乘地铁13号
线至西二旗站， 再转乘地铁昌平线至沙河站， 出地铁站后我校设有摆

渡车；

"拉丰科＇ 耋
沿G6京藏高速（八达岭高速）行至"22小汤山 ”出口， 走辅路， 至路庄桥
向东转弯行驶1.5公里再向北转弯即到。

七 北 路

五环路

GUIDE FOR INCOM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04/05 

机 场 北 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区位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区位图

我校提倡绿色出行，建议您乘坐公共交通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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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专业、学费标准、联系方式一览表 本科新生交费方式及有关说明

工科试验班类
（航空航天类）

工科试验班类
（信息类）

理科试验班类

社会科学试验班

理科试验班类
( 高等理工学院 )

理科试验班类
( 中法工程师学院 )

工科试验班类
（国际通用工程学院）

工科试验班类
（医工交叉试验班）

飞行技术

设计学类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北航学院

北航学院

北航学院

北航学院

高等理工学院

中法工程师学院

国际通用工程学院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飞行学院

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5500 元 / 年

5500 元 / 年

5500 元 / 年

5000 元 / 年

5500 元 / 年

5500 元 / 年

5500 元 / 年

5500 元 / 年

5500 元 / 年

8000 元 / 年

5000 元 / 年

15611775117
15811430736
15164023378

18531889985
15652578307
18810098481
17710622903
15811599533

15652585212
15652589906
15652579763

15833689665
15652582567
15652590698

13261806688
18701593706
15652581991

18810680575

15652581678

13752116930

15201057356

15652583915

13021177171

录取专业 学院名称 学费标准 辅导员 联系电话
胡任杰
王  琳

于万欣
 

张凯宁
李舒婷
王  丹

杨政智
孙  龙

郑  健
丁萌钰
朱帅东

张晓楠
陈晓璐
曲晓莹

李沐繁
张玮杰
汤素珍

马雨忻

李  想

张美艳

姚松坤

孙家屹

孙智博

各位新同学 : 请你按照《2019 级本科新生报到须知》中的要求与提示确定好自己应交纳的

各项费用，并仔细阅读以下说明：

新生学费和住宿费交纳全部采用网上交费方式，请

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至报到前使用手机号注册并登

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统一支付交费平台“航财

通·校园付”（http://pay.buaa.edu.cn/），按照“网

上交费流程指引”进行交费，可选择采用支付宝、

微信支付等方式交费。

学生报到后，为保证在校期间各类奖助学金正常发放至学生银行账户，学校需采集学生本人的
Ⅰ类账户对应的银行卡号（以下简称“Ⅰ类账户卡”）信息，相关事项如下：

1. 学生填报的Ⅰ类账户卡信息必须为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的Ⅰ类账户卡 ( 借记卡 )；
2. 填报流程和注意事项：
（1）办卡：已有工行银行卡的学生，可通过致电 95588 或本人持身份证至工行柜台查询所持银行卡是否

为 I 类账户卡（2016 年 11 月 30 日之前办理的借记卡均为Ⅰ类账户卡）；未办理工行银行卡的学生，本

人持身份证至当地工行柜台办理 I 类账户卡；

（2）填报：请您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至报到前使用微信扫描“航财通 +”小程序二维码，登录采集系统。

首先进行人员绑定（姓名 + 证件类型 + 证件号码），然后进行手机号码验证，最后进入“关联工行账号”

栏目填写工行卡卡号，系统将自动进行工行卡号、户名、开户证件号、账户类型验证。请各位新生务必准

确填报，以免影响奖助学金等的正常发放。

（3）如在银行卡号采集时，系统提示您无此用户，说明新生录取数据

尚未进入财务系统，请您耐心等待几天后再试。

在采集过程中如遇相关问题，请您将问题描述、相关截屏等通过邮件

形式发送到 pay@buaa.edu.cn，我们将尽快协助您办理。

1

2

交费方式

银行卡号采集事项

请您注意：学校不设现场收费，请务

必在来校报到前完成网上交费工作。

今年我校新生全部采用网上交费方式

交纳学费和住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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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校园卡”
学校为每个学生办理了一张校园卡，可用于校内各项消费，将在报到时由学院统一发放至学生本人。此

卡通过航财通小程序与银行卡绑定，绑定后可直接通过校园卡自助服务机进行充值操作，其他充值方式

请登录校园卡网站 https://card.buaa.edu.cn 查询流程。

（二）关于学费住宿费票据
各款项交讫后直接开具电子票据，票据将发送至交费时登记的手机或个人邮箱。

 感谢您对财务工作的支持！祝您在北航期间学习进步、生活愉快！

（负责部门：财务处）

关于“I 类账户卡”的说明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
知》（银发 [2016]261 号）文件，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
称“银行”）为个人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只能开立一个Ⅰ类
账户；已开立Ⅰ类账户，再新开户的，应当开立Ⅱ类账户或Ⅲ类账户。Ⅱ类账户使用
限制主要如下：

1. 转出或转入资金日累计不能超过 1 万元，年累计不能超过 20 万元，包括现金取款、各种渠道的

转账转出或转入、转账汇出或汇入等，均在这个限额之内（向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平台转账以及

代扣的各类费用或由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平台转入均算入此限额之内）；

2. 没有外币账户，不能存取外币，不能外汇买卖；

3. 与绑定的本人Ⅰ类账户间转账，没有限制，包括转出和转入。

3 其他相关事项

本科新生交费方式及有关说明 关于举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9 级新生英才训练营的通知

各位新同学：

祝贺同学们成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家庭的新成员 !

适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促进新生全面成长成才，培养一批理想高远、学识一流、胸怀寰宇、致真唯实的

学生骨干，学校拟面向全体新生选拔 400 名同学提前报到，参加 2019 级新生英才训练营。安排如下：

GUIDE FOR INCOM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2019本科新生报到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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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名方式 2 培训安排

2019 级新生自愿报名，学校统一选拔。
请 有 意 向 的 新 生 关 注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微 言 航 语” 微 信 订 阅 号（ 微 信 号

buaaxsc），回复“英才训练营”，根据

收到的提示信息下载报名表，填写完毕后

以“2019 英才训练营 - 姓名”的方式命名

报名表及邮件名，于 8 月 7 日下午 16:00

之前发送至：

xsc@buaa.edu.cn

学校将于 8 月 15 日 18:00 前，通过“微

言航语”订阅号和邮件公布选拔结果。

培训形式：
主题报告、参观体验、迎新服务

报到时间：
2019 年 8 月 30 日 7:30—17:30

报到地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请根据录取通知书确

定报到校区）

原则上不安排接机接站，进入学校后有标

识指引。报到时持录取通知书领取校园卡，

自行充值后可用于校内用餐、洗澡、超市

购物等各类消费。学校统一安排训练营营

员住宿，被褥等生活用品可自带，亦可现

场购买。家长食宿自理，注意提前预订校

外旅馆。

（负责部门：学生处）

“微言航语”订阅号二维码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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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新绿色通道介绍

我校绿色通道致力于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温馨、便捷、高效”的资助服务，帮助新生办理缓交学费、住宿费、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咨询、勤工助学岗位预约等，确保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学。

需要申请绿色通道资助的新生，需提前准备好：

1.《新生录取通知书》；

2. 预约登记：在报道日期前登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资助中心官方微信公众

号“知心助航”进行线上预约。

1. 缓交学费、住宿费

因家庭经济困难导致暂时无法缴纳学费及住宿费的学生，可以先行办理入学手续，

待入学后通过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补交学费、住宿费。

2. 绿色通道校长助学金

为体现学校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子的关怀，我校特别设立绿色通道校长助学金，

用于帮助已办理助学贷款、在贷款发放前无力负担基本生活费用的学生度过难关。

3.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咨询

资助中心将邀请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 -- 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到办理现场，

为新生进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介绍及咨询服务。

4. 勤工助学岗位介绍

资助中心将在绿色通道现场宣传介绍勤工助学岗位，并为家庭经济困难新生提供岗

位预约，帮助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解决同学们的后顾之忧。

手机关注北航资助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知心助航”（zizhu_buaa），在平台

右下角“服务 100”栏目中，选择“绿色通道”，点击并进入绿色通道预约办理

栏目，根据办理的条件要求进行线上预约，我中心工作人员会根据预约信息进行

电话回访。

对于不方便上网的新生，可以拨打北航资助中心热线电话：010-82317135，

进行电话预约申请，电话预约时间：2019 年 7 月 10 日至 8 月 30 日（周一至

周五，上午 9:00-11:00, 下午 3:00-5:00）

材料准备

业务介绍

预约登记

一

三

二

欢迎关注北航资助中心
官方微信公众号“知心助航”

（负责部门：学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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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还设立有各类奖学金：
奖励高分投档考生的优秀新生奖学金，最高额度 8000 元 / 人；

授予励志奋进寒门学子的“励志成长成才表率”奖学金，奖励金额 10000 元 / 人；

鼓励在创业、志愿、文艺、见义勇为等方面有突出成绩、起到榜样引领作用学生的“北航榜样 --

大学生年度人物”奖学金，奖励金额 20000 元 / 人；

评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综合优秀的本科生最高荣誉“沈元奖章”，奖励金额 20000 元 / 人。

我校通过增设奖学金项目，提升奖励额度、扩大评奖覆盖面、简化申请流程等举措，让学生们

切身感受到学校的激励与关怀，促进优良学风建设，切实提升同学们的自信心与获得感。同学

们，空天报国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让我们秉承“自信人

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凌云壮志，一路向北，扬帆起航！

（负责部门：学生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奖学金体系介绍

为充分发挥奖学金在双一流人才培养工作中的导向作用，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刻骨钻研，品学兼优，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德才兼备的国家优秀建设者和北航优秀领军领导人才，我校不断加大奖学金投入力度，

构建了以“国家资助、社会捐赠、学校出资”三位一体的本科生奖学金体系。2018 年我校总计发放本科生奖

学金 2209.57 万元，覆盖率 59%，人均奖励金额 1411 元。

我校本科生奖学金可分为由国家出资设立的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防科技奖学金；由学校

出资设立的优秀新生奖学金、国际交流奖学金、校级优秀奖学金等 19 项校级奖学金；由企事业单位、

个人捐资设立的北航之友 -- 宝钢奖学金、CASC 奖学金、中航工业奖学金、京磁奖学金、爱馨奖学金等

53 项社会类奖学金。

奖学金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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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介绍

我校历来非常关心和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

习和生活，特别成立了学生资助中心，面向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开展贴心的专业化服务。学校严格

贯彻落实国家各项资助政策，认真做好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以“扶贫、助学、励志”为

资助育人目标，建立并不断完善“贷、助、勤、补”

互为补充的多元化资助体系，指导和帮助青年学

子成长为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

型优秀人才，在教育部“不让任何一名学生因家

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要求下，我校进一步向社

国家助学贷款包括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主要用于缴

纳学费和住宿费。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由学生在生源地国家开发银行申请并

将回执在入学后提交至校学生资助中心；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由学校和中国

银行合作开展，新生入学后由校学生资助中心组织办理，本科生每年可申请

校园地 / 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的最高金额为 8000 元。2018 年我校累计为

209 名新生办理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业务，有效缓解了学生在校学习生活

的经济压力。

我校设有国家助学金和社会类助学金，国家助学金由国家出资设立，面向在

校注册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发放；我校还积极联系校友及社会各界，捐

赠设立了“CASC 航天科技助学金”、“新长城助学金”、“爱心成就未来

助学金”等多项社会类助学金。每年 9 月校学生资助中心统一组织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认定注册工作。2018 年学校总计发放本科生助学金 814.06 万元，

有效保障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基本校园生活和学习。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我校勤工助学坚持“立足校园、服务社会”的宗

旨，按照学有余力、自愿申请、信息公开、扶困优先、竞争上岗、遵纪守法

的原则，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和学生正常学习的前提下有组织地开展勤工

助学工作，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学习

和生活条件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两校区共设立勤工助学岗位 1505 个，平

均每年发放勤工助学补助 300 万元。

学校视情况不定期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一次性补助，设有开学第一天温

暖基金（100 元 / 人，提前充值到每位学生的一卡通中），洗澡、饮水、电

话专项补贴（185 元 / 人），本科生生活补贴（60 元 / 人 / 月），寒假返乡

路费补助，春雨计划海外访学资助金，春节留校学生慰问等，并对家庭遭受

自然灾害和其他突发事件的学生提供临时困难补助。2018 年学校总计发放

本科生各项补助 1018.5 万元，覆盖全体家庭经济困难本科生。

国家助学贷款

助学金

勤工助学

一次性补助

我校在立足于做好精准资助的同时，秉承“差异化培养、个性化成才”育人理念，紧贴学生发展需求，

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与模式，努力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现“生活上自立、心理上自信、发展上自强”。

同学们，成长之路虽然漫长但绝不孤单，因为爱无处不在！请展开自信的翅膀，激扬梦想，放飞青春，

向北航行！

（负责部门：学生处）

会兑现了“不让任何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

影响学业”的郑重承诺。

学校为暂时未准备好学费的新生在入学时开设“绿

色通道”，“绿色通道”为新生提供：暂缓缴纳

学费手续办理、校长助学金申请、校园地助学贷

款政策咨询、勤工助学岗位申请等服务，确保每

一位新生都能够顺利入学。新生入学前通过“绿

色通道”办理缓交学费手续，入学后通过办理校

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缴纳学费，校学生资助中心根

据每位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开展全方位、全时段、

全覆盖的资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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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经在生源地成功办理了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的老生，学院会在每学年开学时统一收取《国

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证明》，并统一提交至北航学生资助中心。

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介绍

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是我校学生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我校 1364 名学子办理了生源地国家助学

贷款，贷款总计金额 997.525 万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压力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1. 办理学生向生源地县资助管理中心提交贷款申请 

2. 县资助中心及办理银行进行审核 

3. 签署贷款协议

4. 开学后携带银行的受理证明在指定时间以学院为单位交到学生资助中心

5. 贷款发放

6. 毕业前在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系统进行毕业确认

7. 离校后按照合同约定按期偿还贷款 

学生第一年申请成功后需每年 6 月份在国开行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服务系统中提交续贷申请，于暑假期间

前往当地资助中心办理续贷手续，并在开学后将受理证明提交至校资助中心。

【特别提示】各位贷款同学一定要认真阅读合同文本，切实履行借款人各项义务。一定要做到诚实守信，

不要因为违约而产生不良信用记录，以免给个人未来的生活、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负责部门：学生处）

2. 学生生源地贷款申请经银行审批通过后，银行将贷款资金划付至学校财务处，同时通过短信、邮件通知借

款学生；财务处用该项资金缴纳学生所欠学费及住宿费，并将剩余资金拨付至与学生一卡通绑定的银行卡中；

若学生相关费用开学时已经自行缴纳，财务处会将全部贷款金额拨付至与学生一卡通绑定的银行卡中；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款项将直接汇至学校财务账户中，财务处按照放款明细扣缴学费和住宿费，若学生已

经提前缴纳，财务处将把这部分款项返还至学生校园卡绑定的银行卡中。

根据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要求，本学年已经申请了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不能再申请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3

4

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流程（国家开发银行）

如何续贷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中央财政部或地方财政贴息，用于借款人在国内高等学校就读所需学费、
住宿费和生活费的助学贷款。借款学生不需要办理贷款担保或抵押，但需要承诺按期还款，
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本科生每学年申请的贷款金额不超过 8000 元，研究生每学年申请贷
款金额不超过 12000 元。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由国家财政贴息。

1. 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在入学前的户籍所在地申请，学生向当地的国家开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提交

相关材料，并将回执单在入学后交至校资助中心。

校园地助学贷款在入学后统一在中国银行学院路支行申请办理。

1. 申请学生必须为本校全日制在读学生；

2. 由校方配合，考察申请贷款学生的个人信用情况和贷款资格，对于受过行政处分、严重违反校规校纪、

由于非疾病原因留级的学生，银行不能给予贷款；

3.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4.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须由其法定监护人书面同意）；

5.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学习刻苦，能够正常完成学业；

6. 因家庭经济困难，在校期间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完成学业所需基本费用（包括学费、住宿费、基

本生活费）；

7. 经办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1

2

什么是国家助学贷款

生源地助学贷款与校园地助学贷款对比

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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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助学贷款是由中央财政部或地方财政贴息，用于借款人在国内高等学校就读所
需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的助学贷款。借款学生不需要办理贷款担保或抵押，但需
要承诺按期还款，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本科生每学年申请的贷款金额不超过 8000
元，研究生每学年申请贷款金额不超过 12000 元。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由国家
财政贴息。

1. 申请学生必须为本校全日制在读学生；

2. 由校方配合，考察申请贷款学生的个人信用情况和贷款资格，对于受过行政处分、严重违反

校规校纪、由于非疾病原因留级的学生，银行不能给予贷款；

3.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4.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须由其法定监护人书面同意）；

5.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学习刻苦，能够正常完成学业；

6. 因家庭经济困难，在校期间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完成学业所需基本费用（包括学费、

住宿费、基本生活费）；

7. 经办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1 什么是国家助学贷款

申请助学贷款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在入学前的户籍所在地申请，学生向当地的国家开发银行（或其他金融

机构）提交相关材料，并将回执单在入学后交至校资助中心。

校园地助学贷款在入学后统一在中国银行学院路支行申请办理。

2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与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对比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是我校学生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校 2018 年共发放校园地国家助学贷

款 769.6 万元，总计 733 名学子受益，极大地缓解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压力。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一次申请、一次授信、分期发放的方式，即学生可以与银行一次签订多

个学年的贷款合同，但银行要分年发放。由经办银行直接划入学校指定的收款账户，学校收到贷

款款项后，优先缴纳贷款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剩余款项转入学生的银行卡账户中。

1. 办理学生向北航学生资助中心提交贷款申请和相关申请材料 

2. 学生资助中心及中国银行进行审核

3. 学校和银行统一组织签署贷款合同和相关文件

4. 贷款逐年发放

5. 毕业前签订还款协议

6. 离校后按照合同约定按期偿还贷款

2. 学生生源地贷款申请经银行审批通过后，银行将贷款资金划付至学校财务处，同时通过短信、

邮件通知借款学生；财务处用该项资金缴纳学生所欠学费及住宿费，并将剩余资金拨付至与学生

校园卡绑定的银行卡中；若学生相关费用开学时已经自行缴纳，财务处会将全部贷款金额拨付至

与学生校园卡绑定的银行卡中；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款项将直接汇至学校财务账户中，财务处按照放款明细扣缴学费和住宿费，

并将剩余资金拨付至与学生校园卡绑定的银行卡中 , 若学生已经提前缴纳，财务处将把这部分

款项返还至学生校园卡绑定的银行卡中。

根据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要求，本学年已经申请了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不能再申请校园地国

家助学贷款。

3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申请流程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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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助学贷款有关政策规定和贷款合同相关

协议要求，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实行按年发放的

方式，学生需要在每学年秋季学期（约九月底）

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代借据签订会，进行助学贷

款续放确认。银行在 10 至 11 月份为确认续贷

的贷款学生继续放款。

每年秋季学期初学校会统一组织校园地国家助学

贷款学生参加助学贷款续放确认签约会，学生需

持本人身份证原件签字确认。

信息北航移动校园平台是基于移动端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也是数字迎新的唯一信息服务入口。通过认证

后可以获得最新的迎新服务（迎新安排、报到进程安排、自助报到、我的个人信息）。

报到完毕后，平台将会提供咨讯服务（校内新闻、校内通知、校内活动等）、教务服务（查课表、查成绩、

查考试安排）、网络服务（修改上网密码、查询上网流量、网络报修等）以及生活服务（校车时刻表查询、

一卡通招领），为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提供贴心帮助，陪伴同学们今后的北航时光。

5

1

续贷申请

平台介绍

信息北航移动校园平台使用说明

提醒：
1. 续贷确认签字必须本人签署，不

可代签；

2. 未在规定时间内签写者将视为自

动放弃本学年贷款。

2 新生关注流程

第一步：扫描二维码 第二步：点击“S. 身份认证”——“新生认证”界面

（负责部门：学生处）

1.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2 份（正反面需要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上）；

2. 户口迁移证明复印件（迁入北航）或本人户口本复印件（户主页、本人页、变更页）；

3. 学生本人填写并签字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证明》（入学后学校发布证明模版，不需提前准备）；

4. 录取通知书复印件（新生）；

5. 若借款人是未成年人：

（1）父母（法定监护人）身份证复印件；

（2）户口本复印件（全部）；

（3）父母（法定监护人）同意申请贷款的声明。

4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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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人脸验证成功后将进入第四步完善信息界面，
如果人脸识别验证失败两次将会进入补充信息验证页面，
如下图所示：

输入录取通知书号和八位出生日期
（格式为 YYYY-MM-DD）

验证成功接第四步

第四步 : 验证通过，进入下图所
示的信息完善页，填写微信绑定
的电话或者邮箱，二者之一即可。

第五步：点击提交，完成平台关注。
关注成功后，出现如下界面：

认证过程中若有任何问题可以加 qq 交流群 523926798 或者拨打 82317005 进行咨询。

（负责部门：信息化办公室）

第三步：进入“新生认证”界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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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北航官微
加入航小萱团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微言航语”学生媒体中心

入校第一步
关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
扫描右侧二维码
关于北航，你关心的，都在这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BUAA_1952），由航小萱工作室运营，致力于

用成绩鼓舞人心，用历史讲好传承，用故事传递温度，以凝练的标题、丰富的形式和

富有感染力的语言风格，受到了师生与社会公众的广泛欢迎，并长期稳居全国高校微

信公众号排行榜前列。

航小萱，用文字述说北航点滴，用镜头记录北航光影。我们北航梦的光荣讲述者。如

果你妙笔生花 / 玩转光影 / 脑洞清奇……如果你也想向世界传播北航的好声音，别犹

豫，发送个人自述＋作品到 news@buaa.edu.cn，让我们看到优秀的你！

1

2

【“航小萱”简介】

【欢迎加入】

微信号：BUAA_1952

这是一个有理想、有态度、有趣味、有温度的学生团队——世间万象，我们不只匆匆路过；人生百态，我们

不仅默默擦肩。将见闻变为思考，将观点化作力量，用真心感动彼此，用思想撼动世界。

“微言航语”学生媒体中心由北航学生工作部指导，是首批“教育部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微言航语”

微信订阅号连续 3 年获评“北航星级学生微信公众号”，长期位列北航学生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指数排行榜榜首。

北航版解忧杂货店：接受匿名倾诉烦恼、白爷爷撰写回信为你指点迷津

悦读航站：好书分享不断，赠书福利满满，相约每个周三，尽在悦读航站

北航飞跃手册：优秀毕业生学长学姐亲笔撰写成长经验，助你轻松“启航”

北航学生微信公众号排行榜：北航学生大数据中心每周发布，校园热点即刻了解

刷爆北航人朋友圈的 100000+ 作品《北航版南山南 MV》，北航人必看

原创微小说《流浪地球·北航篇》感动激励无数北航学子勇攀未来，逐梦空天

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创产品：航空馆 DIY 模型、校园风物印章、北航涂色画册

微电影、段视频、摄影作品、插画漫画、BUAA-Style MV

微信端博雅选课，最新校车时刻表 & 校历实时查询，让你轻松一点、快人一步

北航积极心理体验中心暖心而来：心理咨询、素质拓展线上预约，便捷私密有保障

北航学业与发展支持中心伴你“学在北航”：海量学习资源、答疑直播早知道

1 超棒品牌栏目

2 超酷原创精品

3 超多实用功能

“微言航语”想你所想，伴你四年学习生活与成长！
你的 2019 北航专属梦想航班，从 “微言航语”起飞！
加入我们了解一下？发送简历至 weiyanhangyu@qq.com
也许下一条 100000+ 的创意总监就是你！

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 关注后回复“惊喜”收获惊喜！ 微信号 buaax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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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最牛天团招新了

 北航学生艺术团下设合唱团、舞蹈团、交响乐团等 10 个分团，面向 2019 级本科生全面招新！
这里大牛云集，这里福利多多，这里是北航浓厚的工科氛围中艺术的栖身之所！扫描文末二维
码填写报名信息，北航学生艺术大家庭期待你的加入！

合唱团
合唱团是代表北航合唱最高水平的官方团体。

我们既是艺术的享受者，也是艺术的普及者。

欢迎加入合唱团的大家庭，我们将与你一起在

歌声中听见北航！

民乐团
我们演奏经典的春江花月夜，我们也演奏流行

的权御天下，只要你想得到，民乐团统统给你

演出来！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只要你有一颗热

爱音乐的心，民乐团就是你的家！

交响乐团
以你手中的乐器，织就漆黑的、蔚蓝的、金色

的锦缎，以你的坚持和热情，肆意变换黑夜、

晨昏与白昼。迎你千山万水，带来一场伸张于

万物之上的梦 !

话剧团
话剧团是一个欢脱戏精的大家庭，我们怀揣着

对话剧最热忱的爱，邀请你加入我们。同学，

我们觉得你很有戏哦！

踢踏舞团
来 踢 踏 舞 团 和 小 哥 哥 们 一 起 踢 出 华 丽 的

舞 步 吧 ！

舞蹈团
舞蹈团是一支具有专业素养的高校学生艺术

队伍，这里拥有全北航各类团体中最优秀的男

女比例，你可以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舞者

们共起舞，快来加入舞团，一起快乐舞蹈吧！

主持团
用颜值和才华，守护话筒前最初的梦想 !

行进管乐团、管乐团
加入北航学生行进管乐团，享受视觉与听觉

的狂欢盛宴。”One band, One sound”，

行 进 管 乐 团 将 和 你 共 同 演 奏 出 直 击 灵 魂 的

乐曲！

曲艺团
打竹板，响哗啦，我把天笑夸一夸；曲艺团，

真是好，成员个个是活宝；学院路，每周末，

知名演员来授课；有快板，绕口令，说书唱

戏全都行；演出完，有团建，饭桌上把段子念；

来天笑，曲艺团，开开心心过四年。

北航学生艺术团 2019 级招新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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