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生手册

新 生 手 册

新生手册
新生手册

2020

四川师范⼤学招⽣就业处
⼆〇⼆〇年七⽉

新 ⽣ ⼿ 册

四川师范⼤学招⽣就业处
⼆〇⼆〇年⼋⽉

四川师范⼤学招⽣就业处
⼆〇⼆〇年⼋⽉

四川师范⼤学招⽣就业处
⼆〇⼆⼀年七⽉

普 通 本 科 生

新生手册

SICHUAN�NORMAL�UNIVERSITY
FRESHMAN�HANDBOOK

#

四川师范⼤学招⽣就业处
⼆〇⼆⼀年七⽉

普 通 高 等 教 育 本 科

新生手册

SICHUAN�NORMAL�UNIVERSITY
FRESHMAN�HANDBOOK



我校肇⾃⽩⼭⿊⽔，抗⽇烽⽕中流徙⼤江南北，崛起川
中迄今已阅七⼗五载。惟其与国家共历寇难，辗转艰⾟，⼜
滋养于巴⼭蜀⽔，故能养成“重德、博学、务实、尚美”之校
训、“求真务实、追求卓越”之⼤学精神。你⾃接此通知⼊校
报到，即为本校之⼀员。“忠于国家，服务⼈⺠；尊敬师⻓，报
效⽗⺟；激发潜能，彰显个性；崇尚学术，情趣⾼雅”，当铭记
在⼼，须臾不忘，将⾃⼰培养成⺠族复兴⼤任的担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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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学是四川省属重点⼤学、国家⾸批“中西部⾼校基础能⼒建设⼯程”
实施⾼校及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范校，是四川省举办本科师范教育最早、师
范类院校中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学校位于四川省省会�成都市，现有狮⼦⼭
校区、成⻰校区⼆个校区。

办学历史悠久。学校创建于1946年，其诞⽣与东北⼤学有直接的历史渊源。抗战
初期，东北⼤学内迁到四川省三台县办学。抗战胜利后，东北⼤学迁回沈阳，留川师⽣
在原校址上创建了私⽴川北农⼯学院。1949年，学校吸纳西⼭书院，更名为私⽴川北
⼤学。1950年，学校合并私⽴川北⽂学院，组成公⽴川北⼤学，迁址四川省南充市，改
称川北⼤学。1952年，以川北⼤学为主体，合并川东教育学院（原乡村建设学院）、四
川⼤学和华西⼤学的部分专业，组建四川师范学院。1953年，原重庆师范学院部分系
科师⽣进⼊四川师范学院。1956年，四川师范学院本科专业迁到成都狮⼦⼭。1964
年，原成都⼤学（现西南财经⼤学）数理化三系并⼊我校。1985年，经国家教育委员会
批准，四川师范学院更名为四川师范⼤学。1999年，原煤炭部成都煤炭⼲部管理学院
整体并⼊我校。

学科⻔类⻬全。学校是全国⾸批硕⼠授权单位，第⼗批博⼠授权单位，举办有⽂
学、理学、⼯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艺术学、农学等⼗⼀个学
科⻔类。建设有2个博⼠后流动站、3个博⼠学位授权⼀级学科、26个博⼠学位授权点、
25个硕⼠学位授权⼀级学科、13个硕⼠专业学位授权类别、82个本科专业，其中省级
重点学科建设项⽬4个、⼀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2个、⼆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17个；建
设有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1个、四川省“2011”协同创新中⼼3个，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4个，四川省
⾼校重点实验室、四川省国别研究中⼼、四川省⼯程实验室10个，建有四川省省级⼤
学科技园。

师资⼒量雄厚。建校以来，学校先后涌现出了以著名墨学家伍⾮百、我国社会学
和⺠俗学的创始⼈之⼀李安宅、我国教育⼼理学的创始⼈之⼀刘绍禹、楚辞学专家汤
炳正、⽂献学专家屈守元、训诂学专家刘君惠、凝聚态物理学专家赵敏光、拓扑学专家
刘旺⾦、⾮线性分析专家丁协平为代表的⼀批知名专家。学校教师先后获批“国家有
突出贡献的中⻘年专家”7⼈，“国家百千万⼈才⼯程⼀⼆层次⼈选”1⼈，“国家万⼈计
划领军⼈才”1⼈,“� 国家万⼈计划科技创业领军⼈才”1⼈，“国家千⼈计划”1⼈，“国家
级教学名师”1⼈，教育部“新世纪优秀⼈才⽀持计划”⼈选6⼈，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51⼈；“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及后备⼈选”116⼈,�“四川省有突出贡献
的优秀专家”30⼈，“四川省千⼈计划”10⼈，“天府万⼈计划”2⼈，“四川省教学名师”
12⼈；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标兵、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五⼀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
教育系统先进⼯作者等28⼈，四川省优秀教师、四川省五⼀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
师德标兵等共39⼈次。另外，学校还特聘了两院院⼠、⻓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千⼈
计划”、国家“杰⻘”等20余位⾼层次⼈才。

育⼈成效显著。学校建有国家级⼤学⽣⽂化素质教育基地、省级⼤学⽣创新创业
⽰范俱乐部及省级⼤学科技园，是国家级⼤学⽣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校，创办有
1所具有33年历史的“校中校”�四川师范⼤学美育学校。学校建有“质量⼯程”国家
级项⽬90项、省级项⽬429项，其中，国家级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项⽬3项，国家级特⾊专
业12个，国家级⼈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实验教学⽰范中⼼、国家级教学团

队、国家级⼤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国家级教育专业学位研究⽣联合培养⽰范
基地、国家级⼈⽂社科普及基地各1个，国家级精品课程、双语教学⽰范课程、精品视
频开放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5⻔，“⼗⼀五”“⼗⼆五”国家级规划教材19部，学⽣
承担国家级⼤学⽣创新创业训练项⽬435项，学校获近三届国家级教学成果⼆等奖
12项、四川省教学成果奖96项（其中⼀等奖31项），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成果⼆等奖
2项，全国教育专业学位优秀硕⼠论⽂6篇，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教学技能⼤赛近
三年获得奖项49� 项（其中⼀等奖及以上10项）。办学71年来，培养了以中国⼯程院院
⼠李⾔荣、中国科学院院⼠唐勇、加拿⼤皇家科学院院⼠郭鸿为代表的30余万名各类
毕业⽣，他们在⾃⼰的岗位上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

科研成果丰硕。“⼗⼆五”以来，学校共承担各类科研项⽬近4000项。其中，科技
部科技⽀撑(重⼤研发)项⽬4项，国家⾃然科学基⾦、国家社会科学基⾦(含重⼤、重
点)、国家艺术基⾦等国家级项⽬300余项，省部级项⽬700多项。实际到校科研经费
2.5亿余元，学术论⽂发表数量1.1万余篇，其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
SCI/SSCI⼀区等⾼级别论⽂近400篇，授权发明专利155项,实施科研成果转化项⽬
1000多项。2018年，学校国家社科基⾦项⽬⽴项数位居省内第2，省属⾼校第1，全国
师范类院校第13位，国家社科基⾦后期资助项⽬⽴项数省内第1，全国师范类院校并
列第3。

对外交流⼴泛。学校是四川省⾼校对外交流中⼼之⼀和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具有
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资格和接收澳⻔地区保送⽣的⾼等院校，已与25个
国家和地区的110所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建⽴了⼴泛的学术交流和⼈才培养关系，培
养各类层次的境外留学⽣，并开展各类层次、不同国别的中外联合培养项⽬；在韩国
延世⼤学、巴基斯坦卡拉奇⼤学合作建⽴了2所孔⼦学院，与巴基斯坦佩德罗中学共
建孔⼦学堂。建有⽇本研究中⼼、韩国研究中⼼、中俄⽂化交流中⼼、中法⽂化交流中
⼼，与韩国延世⼤学合办“成都世宗学堂”。

社会服务有⼒。学校是“国务院⺠族团结先进集体”，⻓期发挥⼈才和科技优势，
⽀持地⽅经济社会尤其是教育事业发展，设有四川省⾼校师资培训中⼼、四川省⾼校
⼲部培训中⼼、教育部全国⾼校教师⽹络培训四川省分中⼼、四川省教师资格认定指
导中⼼、四川省教育厅四川师范⼤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四川省教师继续教育四
川师范⼤学培训中⼼、四川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全国⾸家中国⻘年志愿者扶贫接
⼒计划研究⽣⽀教团培训基地等省级培训及研究机构。⻓期对⼝帮扶⽢孜州理塘县、
凉⼭州普格县、⼴元市苍溪县、⼴安市武胜县等贫困县。2017年，学校牵头成⽴C5教
育精准扶贫联盟，先后在南充市仪陇县、绵阳市北川羌族⾃治县、⼴元市苍溪县、达州
市达川区、巴中市恩阳区、凉⼭州普格县、⽢孜州理塘县建⽴“四川新农村建设学院
（乡村振兴学院）”，助⼒精准脱贫，振兴乡村发展。

四川师范⼤学扎根巴蜀⼤地办⼤学,服务治蜀兴川新战略。新时代，全体师⼤⼈
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习贯彻省委⼗⼀届三次
全会精神，致⼒于把学校发展成为⼈⺠教育家诞⽣的摇篮、优秀校⻓成⻓的基地、优
秀教育教学成果转化的平台、国家和四川省教育的⾼端智库,� 认真履⾏四川师⼤引领
区域教师教育,促进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重⼤需求，传承创新中华⽂明的责
任和使命，不断提⾼服务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基础教育的能⼒。⽬前，全校师⽣员⼯
团结和谐,朝⽓蓬勃,为把学校建设成为“国内⼀流的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特⾊鲜明的
教学研究型⼤学”⽽努⼒奋⽃。

为便于我校来⾃全国27个省（市、⾃治区）以及⾹港特别⾏政区、澳⻔特别⾏政区、台湾省的
2021级新⽣全⾯了解⼊学报到、党员组织关系转接、⼾⼝迁移、新⽣档案传递、学杂费缴纳与⼊学教
育安排等事宜，现对我校2021级新⽣⼊学的有关事项作如下说明：

⼀、为树⽴⼤学⽣安全意识，提⾼⾃护⾃救能⼒，减少安全事故发⽣。按照四川省教育厅的要
求，新⽣需登录四川师范⼤学迎新专题⽹（yx.sicnu.edu.cn）“安全知识测评”模块或微信搜索并关
注“四川师⼤保卫处”微信公众号，在左下⻆“安全服务->安全知识测评”模块进⾏安全知识答题
学习。关注“四川师⼤保卫处”微信公众号可了解校园实时安全动态。

⼆、2021级新⽣⾃2021年8⽉16⽇起⾄2021年9⽉4⽇，登录http://sicnu.zhihuishu.com/或下
载⼿机APP（知到），选择学号登录（账号：⾼考考⽣号、初始密码：123456），按⽹上提⽰和要求完成
“⼤学先修课”的课程确认和在线学习任务。（操作步骤请访问：http://sicnu.zhihuishu.com/左下
⻆“新闻公告”中的“四川师范⼤学2021级新⽣先修课学习⼿册”）

三、2021级新⽣需登录四川师范⼤学迎新专题⽹（yx.sicnu.edu.cn）或关注学校微信订阅号
sicnu_dy，认真阅读报到须知内容，并于8⽉20⽇起登录迎新专题⽹“⽹上报到”模块，填写和查询
报到相关信息。⽤⼾名为14位考⽣号，初始密码为8位⽣⽇号码。

四、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国家互联⽹信息办公室相关⼯作要求，学校建有集教育教学、⽣活服
务、⽂化娱乐⼀体的综合性⽹上互动社区�易班⽹，为⽅便新⽣在校⽣活，请每位新⽣注册易班。
具体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请登录我校⽹上迎新专题⽹相关栏⽬查阅或加⼊群聊。（四川师范⼤学
易班2021年迎新QQ群共计4个，群号如下，⼀群：820051455，⼆群：486282956，三群：686751138，
四群：490855059）

五、我校2021级新⽣应于2021年8⽉22⽇后登录迎新专题⽹进⼊“⽹上报到”模块，通过“在线
缴费”⽅式进⾏学费缴纳（具体操作流程关注迎新专题⽹通知）。

六、新⽣持学校签发的《四川师范⼤学录取通知书》于9⽉4⽇8∶00-18∶00，到指定校区（狮⼦
⼭校区、成⻰校区）办理报到注册⼿续。逾期未报到且未向学校教务处书⾯请假并获准者视为⾃动
放弃⼊学资格，学校即对其作退档处理。

七、寝室床上⽤品：新⽣可从� 8⽉16⽇起登录四川师范⼤学迎新专题⽹（yx.sicnu.edu.cn），点
击“迎新床品购买操作指南”，通过微信扫码或者搜索“川师微⽣活”公众号，进⼊学校官⽅智慧⽣
活平台，在迎新商城内购买寝室床上⽤品（套装）。

⼋、新⽣⼊学报到及后续安排如下：
①9⽉4⽇凡办理完⽹上报到⼿续的同学到所在校区可直接⼊住寝室；未办理完⽹上报到⼿续

的同学到所在校区新⽣报到⾃助服务区完成⽹上报到⼿续后，⽅可⼊住寝室。
备注：根据教育部2016年12⽉颁布并于2017年9⽉起实施的《普通⾼等学校学⽣管理规定》（教

育部令第41号），学校对于未按规定缴纳学费者将不予注册。若个别学⽣因特殊原因未能在线缴费，
可于⼊学报到当⽇进⾏现场缴费；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额缴费，按“绿⾊通道”的相关规定办
理。

②9⽉4⽇下午，各学院分别召开新⽣家⻓座谈会，请家⻓参加。
③9⽉5⽇-6⽇，学校分校区组织开学典礼。各学院安排新⽣熟悉校园环境，召开年级⼤会，填写

《学籍卡》等。
④9⽉4⽇下午⾄10⽇，以学院为单位安排新⽣⼊学教育、⾝体健康状况复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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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9⽉10⽇下午⾄9⽉12⽇，发放教材及⾏课准备。
⑥9⽉13⽇，正式⾏课。
九、党员组织关系转接：从四川省外转⼊的，通过纸质介绍信转接，接收单位抬头填写：四川师

范⼤学党委组织部，去处：四川师范⼤学XX学院或四川师范⼤学XX学院XX党⽀部；从四川省内转⼊
的，请联系就读学院了解具体转⼊党⽀部全称，并由现党组织通过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转⼊我校
对应⽀部。

⼗、团员组织关系交接：毕业⽣团员组织关系的转接，须进⾏线上“智慧团建”系统中的组织关
系转出和线下团籍档案的提交。升学毕业⽣的线上转接⼯作在新⽣⼊学后由学校统⼀组织进⾏，由
毕业⽣所在基层团⽀部发起，经转出组织管理员、转⼊组织管理员审批通过后转出成功。线下档案
的提交包括：《⼊团志愿书》、《团组织关系转接介绍信》和团员证，介绍信应准确填写转出组织和转
⼊组织名称（转⼊组织为共⻘团四川师范⼤学委员会）。

⼗⼀、学⽣资助：学校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新⽣通过“绿⾊通道”顺利⼊学，交学费有困难的学⽣
凭录取通知书到当地教育部⻔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根据学费和住宿费总和确定贷款额度）。暑假期
间，学校将通过学校⼤学⽣资助中⼼办公室咨询电话（电话号码在我校⽹上迎新专题⽹公布）接受
家庭经济困难新⽣的各种资助政策咨询。学校资助官⽅咨询热线电话：028—84761465。

⼗⼆、保险须知：（⼀）学校为在校在籍的全⽇制学⽣统⼀购买成都市2022年城乡居⺠基本医疗
保险,保费由学校统⼀代收代缴；参保⼈员待遇享受时间为2021年9⽉1⽇⾄2022年12⽉31⽇。（⼆）
学⽣还可⾃愿购买学⽣平安综合保险（保费为50元/年，按学制年限⼀次性参保），请登录我校⽹上
迎新专题⽹相关栏⽬查阅详情。

⼗三、⼾⼝迁移：根据成都市公安机关⼾⼝管理的相关规定，⼾⼝迁移本着⾃愿原则，即可将⼾
⼝保留原籍也可迁来本校。⾃愿办理⼾⼝迁移的新⽣应按照《四川师范⼤学录取通知书》的要求，将
⼾⼝迁⾄“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5号”，在⼊学报到⼀周后登录四川⼈⼝信息服务⽹
（https//www.chinapopin.com），并将⼾⼝迁移证原件和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交⾄所属学院，由各
学院统⼀收⻬转交学校保卫处代为申报⼊⼾事宜。

⼗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发展，国内多地政府将ACCA持证⼈员列⼊稀缺⾼端财会⼈才。我
校2008年始开办ACCA项⽬，已成功招收12届学⽣。2021级新⽣有意参加会计学专业（ACCA⽅向）选
拔的学⽣（艺体/专项/特殊类录取新⽣除外）均可报名，被录取学⽣的学籍将于第⼀学期结束时正式
转⼊会计学专业。详情请⻅四川师范⼤学迎新专题⽹和我校商学院⽹站http://sxy.sicnu.edu.cn/。

⼗五、我校2021级新⽣有意报名中外交流项⽬的请按照四川师范⼤学迎新专题⽹《2021年四
川师范⼤学学⽣中外联合培养与交流项⽬简介》办理。

⼗六、公费师范⽣、⾮西藏⽣源定向西藏就业有关协议待新⽣报到⼊学后由招⽣就业处通知学
院统⼀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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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学是四川省属重点⼤学、国家⾸批“中西部⾼校基础能⼒建设⼯程”
实施⾼校及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范校，是四川省举办本科师范教育最早、师
范类院校中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学校位于四川省省会�成都市，现有狮⼦⼭
校区、成⻰校区⼆个校区。

办学历史悠久。学校创建于1946年，其诞⽣与东北⼤学有直接的历史渊源。抗战
初期，东北⼤学内迁到四川省三台县办学。抗战胜利后，东北⼤学迁回沈阳，留川师⽣
在原校址上创建了私⽴川北农⼯学院。1949年，学校吸纳西⼭书院，更名为私⽴川北
⼤学。1950年，学校合并私⽴川北⽂学院，组成公⽴川北⼤学，迁址四川省南充市，改
称川北⼤学。1952年，以川北⼤学为主体，合并川东教育学院（原乡村建设学院）、四
川⼤学和华西⼤学的部分专业，组建四川师范学院。1953年，原重庆师范学院部分系
科师⽣进⼊四川师范学院。1956年，四川师范学院本科专业迁到成都狮⼦⼭。1964
年，原成都⼤学（现西南财经⼤学）数理化三系并⼊我校。1985年，经国家教育委员会
批准，四川师范学院更名为四川师范⼤学。1999年，原煤炭部成都煤炭⼲部管理学院
整体并⼊我校。

学科⻔类⻬全。学校是全国⾸批硕⼠授权单位，第⼗批博⼠授权单位，举办有⽂
学、理学、⼯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艺术学、农学等⼗⼀个学
科⻔类。建设有2个博⼠后流动站、3个博⼠学位授权⼀级学科、26个博⼠学位授权点、
25个硕⼠学位授权⼀级学科、13个硕⼠专业学位授权类别、82个本科专业，其中省级
重点学科建设项⽬4个、⼀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2个、⼆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17个；建
设有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1个、四川省“2011”协同创新中⼼3个，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4个，四川省
⾼校重点实验室、四川省国别研究中⼼、四川省⼯程实验室10个，建有四川省省级⼤
学科技园。

师资⼒量雄厚。建校以来，学校先后涌现出了以著名墨学家伍⾮百、我国社会学
和⺠俗学的创始⼈之⼀李安宅、我国教育⼼理学的创始⼈之⼀刘绍禹、楚辞学专家汤
炳正、⽂献学专家屈守元、训诂学专家刘君惠、凝聚态物理学专家赵敏光、拓扑学专家
刘旺⾦、⾮线性分析专家丁协平为代表的⼀批知名专家。学校教师先后获批“国家有
突出贡献的中⻘年专家”7⼈，“国家百千万⼈才⼯程⼀⼆层次⼈选”1⼈，“国家万⼈计
划领军⼈才”1⼈,“� 国家万⼈计划科技创业领军⼈才”1⼈，“国家千⼈计划”1⼈，“国家
级教学名师”1⼈，教育部“新世纪优秀⼈才⽀持计划”⼈选6⼈，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51⼈；“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及后备⼈选”116⼈,�“四川省有突出贡献
的优秀专家”30⼈，“四川省千⼈计划”10⼈，“天府万⼈计划”2⼈，“四川省教学名师”
12⼈；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标兵、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五⼀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
教育系统先进⼯作者等28⼈，四川省优秀教师、四川省五⼀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
师德标兵等共39⼈次。另外，学校还特聘了两院院⼠、⻓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千⼈
计划”、国家“杰⻘”等20余位⾼层次⼈才。

育⼈成效显著。学校建有国家级⼤学⽣⽂化素质教育基地、省级⼤学⽣创新创业
⽰范俱乐部及省级⼤学科技园，是国家级⼤学⽣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校，创办有
1所具有33年历史的“校中校”�四川师范⼤学美育学校。学校建有“质量⼯程”国家
级项⽬90项、省级项⽬429项，其中，国家级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项⽬3项，国家级特⾊专
业12个，国家级⼈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实验教学⽰范中⼼、国家级教学团

队、国家级⼤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国家级教育专业学位研究⽣联合培养⽰范
基地、国家级⼈⽂社科普及基地各1个，国家级精品课程、双语教学⽰范课程、精品视
频开放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5⻔，“⼗⼀五”“⼗⼆五”国家级规划教材19部，学⽣
承担国家级⼤学⽣创新创业训练项⽬435项，学校获近三届国家级教学成果⼆等奖
12项、四川省教学成果奖96项（其中⼀等奖31项），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成果⼆等奖
2项，全国教育专业学位优秀硕⼠论⽂6篇，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教学技能⼤赛近
三年获得奖项49� 项（其中⼀等奖及以上10项）。办学71年来，培养了以中国⼯程院院
⼠李⾔荣、中国科学院院⼠唐勇、加拿⼤皇家科学院院⼠郭鸿为代表的30余万名各类
毕业⽣，他们在⾃⼰的岗位上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

科研成果丰硕。“⼗⼆五”以来，学校共承担各类科研项⽬近4000项。其中，科技
部科技⽀撑(重⼤研发)项⽬4项，国家⾃然科学基⾦、国家社会科学基⾦(含重⼤、重
点)、国家艺术基⾦等国家级项⽬300余项，省部级项⽬700多项。实际到校科研经费
2.5亿余元，学术论⽂发表数量1.1万余篇，其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
SCI/SSCI⼀区等⾼级别论⽂近400篇，授权发明专利155项,实施科研成果转化项⽬
1000多项。2018年，学校国家社科基⾦项⽬⽴项数位居省内第2，省属⾼校第1，全国
师范类院校第13位，国家社科基⾦后期资助项⽬⽴项数省内第1，全国师范类院校并
列第3。

对外交流⼴泛。学校是四川省⾼校对外交流中⼼之⼀和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具有
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资格和接收澳⻔地区保送⽣的⾼等院校，已与25个
国家和地区的110所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建⽴了⼴泛的学术交流和⼈才培养关系，培
养各类层次的境外留学⽣，并开展各类层次、不同国别的中外联合培养项⽬；在韩国
延世⼤学、巴基斯坦卡拉奇⼤学合作建⽴了2所孔⼦学院，与巴基斯坦佩德罗中学共
建孔⼦学堂。建有⽇本研究中⼼、韩国研究中⼼、中俄⽂化交流中⼼、中法⽂化交流中
⼼，与韩国延世⼤学合办“成都世宗学堂”。

社会服务有⼒。学校是“国务院⺠族团结先进集体”，⻓期发挥⼈才和科技优势，
⽀持地⽅经济社会尤其是教育事业发展，设有四川省⾼校师资培训中⼼、四川省⾼校
⼲部培训中⼼、教育部全国⾼校教师⽹络培训四川省分中⼼、四川省教师资格认定指
导中⼼、四川省教育厅四川师范⼤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四川省教师继续教育四
川师范⼤学培训中⼼、四川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全国⾸家中国⻘年志愿者扶贫接
⼒计划研究⽣⽀教团培训基地等省级培训及研究机构。⻓期对⼝帮扶⽢孜州理塘县、
凉⼭州普格县、⼴元市苍溪县、⼴安市武胜县等贫困县。2017年，学校牵头成⽴C5教
育精准扶贫联盟，先后在南充市仪陇县、绵阳市北川羌族⾃治县、⼴元市苍溪县、达州
市达川区、巴中市恩阳区、凉⼭州普格县、⽢孜州理塘县建⽴“四川新农村建设学院
（乡村振兴学院）”，助⼒精准脱贫，振兴乡村发展。

四川师范⼤学扎根巴蜀⼤地办⼤学,服务治蜀兴川新战略。新时代，全体师⼤⼈
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习贯彻省委⼗⼀届三次
全会精神，致⼒于把学校发展成为⼈⺠教育家诞⽣的摇篮、优秀校⻓成⻓的基地、优
秀教育教学成果转化的平台、国家和四川省教育的⾼端智库,� 认真履⾏四川师⼤引领
区域教师教育,促进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重⼤需求，传承创新中华⽂明的责
任和使命，不断提⾼服务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基础教育的能⼒。⽬前，全校师⽣员⼯
团结和谐,朝⽓蓬勃,为把学校建设成为“国内⼀流的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特⾊鲜明的
教学研究型⼤学”⽽努⼒奋⽃。

为便于我校来⾃全国27个省（市、⾃治区）以及⾹港特别⾏政区、澳⻔特别⾏政区、台湾省的
2021级新⽣全⾯了解⼊学报到、党员组织关系转接、⼾⼝迁移、新⽣档案传递、学杂费缴纳与⼊学教
育安排等事宜，现对我校2021级新⽣⼊学的有关事项作如下说明：

⼀、为树⽴⼤学⽣安全意识，提⾼⾃护⾃救能⼒，减少安全事故发⽣。按照四川省教育厅的要
求，新⽣需登录四川师范⼤学迎新专题⽹（yx.sicnu.edu.cn）“安全知识测评”模块或微信搜索并关
注“四川师⼤保卫处”微信公众号，在左下⻆“安全服务->安全知识测评”模块进⾏安全知识答题
学习。关注“四川师⼤保卫处”微信公众号可了解校园实时安全动态。

⼆、2021级新⽣⾃2021年8⽉16⽇起⾄2021年9⽉4⽇，登录http://sicnu.zhihuishu.com/或下
载⼿机APP（知到），选择学号登录（账号：⾼考考⽣号、初始密码：123456），按⽹上提⽰和要求完成
“⼤学先修课”的课程确认和在线学习任务。（操作步骤请访问：http://sicnu.zhihuishu.com/左下
⻆“新闻公告”中的“四川师范⼤学2021级新⽣先修课学习⼿册”）

三、2021级新⽣需登录四川师范⼤学迎新专题⽹（yx.sicnu.edu.cn）或关注学校微信订阅号
sicnu_dy，认真阅读报到须知内容，并于8⽉20⽇起登录迎新专题⽹“⽹上报到”模块，填写和查询
报到相关信息。⽤⼾名为14位考⽣号，初始密码为8位⽣⽇号码。

四、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国家互联⽹信息办公室相关⼯作要求，学校建有集教育教学、⽣活服
务、⽂化娱乐⼀体的综合性⽹上互动社区�易班⽹，为⽅便新⽣在校⽣活，请每位新⽣注册易班。
具体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请登录我校⽹上迎新专题⽹相关栏⽬查阅或加⼊群聊。（四川师范⼤学
易班2021年迎新QQ群共计4个，群号如下，⼀群：820051455，⼆群：486282956，三群：686751138，
四群：490855059）

五、我校2021级新⽣应于2021年8⽉22⽇后登录迎新专题⽹进⼊“⽹上报到”模块，通过“在线
缴费”⽅式进⾏学费缴纳（具体操作流程关注迎新专题⽹通知）。

六、新⽣持学校签发的《四川师范⼤学录取通知书》于9⽉4⽇8∶00-18∶00，到指定校区（狮⼦
⼭校区、成⻰校区）办理报到注册⼿续。逾期未报到且未向学校教务处书⾯请假并获准者视为⾃动
放弃⼊学资格，学校即对其作退档处理。

七、寝室床上⽤品：新⽣可从� 8⽉16⽇起登录四川师范⼤学迎新专题⽹（yx.sicnu.edu.cn），点
击“迎新床品购买操作指南”，通过微信扫码或者搜索“川师微⽣活”公众号，进⼊学校官⽅智慧⽣
活平台，在迎新商城内购买寝室床上⽤品（套装）。

⼋、新⽣⼊学报到及后续安排如下：
①9⽉4⽇凡办理完⽹上报到⼿续的同学到所在校区可直接⼊住寝室；未办理完⽹上报到⼿续

的同学到所在校区新⽣报到⾃助服务区完成⽹上报到⼿续后，⽅可⼊住寝室。
备注：根据教育部2016年12⽉颁布并于2017年9⽉起实施的《普通⾼等学校学⽣管理规定》（教

育部令第41号），学校对于未按规定缴纳学费者将不予注册。若个别学⽣因特殊原因未能在线缴费，
可于⼊学报到当⽇进⾏现场缴费；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额缴费，按“绿⾊通道”的相关规定办
理。

②9⽉4⽇下午，各学院分别召开新⽣家⻓座谈会，请家⻓参加。
③9⽉5⽇-6⽇，学校分校区组织开学典礼。各学院安排新⽣熟悉校园环境，召开年级⼤会，填写

《学籍卡》等。
④9⽉4⽇下午⾄10⽇，以学院为单位安排新⽣⼊学教育、⾝体健康状况复查等。

四川师范⼤学
⼆〇⼆〇年⼋⽉

⑤9⽉10⽇下午⾄9⽉12⽇，发放教材及⾏课准备。
⑥9⽉13⽇，正式⾏课。
九、党员组织关系转接：从四川省外转⼊的，通过纸质介绍信转接，接收单位抬头填写：四川师

范⼤学党委组织部，去处：四川师范⼤学XX学院或四川师范⼤学XX学院XX党⽀部；从四川省内转⼊
的，请联系就读学院了解具体转⼊党⽀部全称，并由现党组织通过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转⼊我校
对应⽀部。

⼗、团员组织关系交接：毕业⽣团员组织关系的转接，须进⾏线上“智慧团建”系统中的组织关
系转出和线下团籍档案的提交。升学毕业⽣的线上转接⼯作在新⽣⼊学后由学校统⼀组织进⾏，由
毕业⽣所在基层团⽀部发起，经转出组织管理员、转⼊组织管理员审批通过后转出成功。线下档案
的提交包括：《⼊团志愿书》、《团组织关系转接介绍信》和团员证，介绍信应准确填写转出组织和转
⼊组织名称（转⼊组织为共⻘团四川师范⼤学委员会）。

⼗⼀、学⽣资助：学校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新⽣通过“绿⾊通道”顺利⼊学，交学费有困难的学⽣
凭录取通知书到当地教育部⻔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根据学费和住宿费总和确定贷款额度）。暑假期
间，学校将通过学校⼤学⽣资助中⼼办公室咨询电话（电话号码在我校⽹上迎新专题⽹公布）接受
家庭经济困难新⽣的各种资助政策咨询。学校资助官⽅咨询热线电话：028—84761465。

⼗⼆、保险须知：（⼀）学校为在校在籍的全⽇制学⽣统⼀购买成都市2022年城乡居⺠基本医疗
保险,保费由学校统⼀代收代缴；参保⼈员待遇享受时间为2021年9⽉1⽇⾄2022年12⽉31⽇。（⼆）
学⽣还可⾃愿购买学⽣平安综合保险（保费为50元/年，按学制年限⼀次性参保），请登录我校⽹上
迎新专题⽹相关栏⽬查阅详情。

⼗三、⼾⼝迁移：根据成都市公安机关⼾⼝管理的相关规定，⼾⼝迁移本着⾃愿原则，即可将⼾
⼝保留原籍也可迁来本校。⾃愿办理⼾⼝迁移的新⽣应按照《四川师范⼤学录取通知书》的要求，将
⼾⼝迁⾄“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5号”，在⼊学报到⼀周后登录四川⼈⼝信息服务⽹
（https//www.chinapopin.com），并将⼾⼝迁移证原件和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交⾄所属学院，由各
学院统⼀收⻬转交学校保卫处代为申报⼊⼾事宜。

⼗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发展，国内多地政府将ACCA持证⼈员列⼊稀缺⾼端财会⼈才。我
校2008年始开办ACCA项⽬，已成功招收12届学⽣。2021级新⽣有意参加会计学专业（ACCA⽅向）选
拔的学⽣（艺体/专项/特殊类录取新⽣除外）均可报名，被录取学⽣的学籍将于第⼀学期结束时正式
转⼊会计学专业。详情请⻅四川师范⼤学迎新专题⽹和我校商学院⽹站http://sxy.sicnu.edu.cn/。

⼗五、我校2021级新⽣有意报名中外交流项⽬的请按照四川师范⼤学迎新专题⽹《2021年四
川师范⼤学学⽣中外联合培养与交流项⽬简介》办理。

⼗六、公费师范⽣、⾮西藏⽣源定向西藏就业有关协议待新⽣报到⼊学后由招⽣就业处通知学
院统⼀签订。

四川师范⼤学
⼆〇⼆⼀年七⽉

2021级新生入学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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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级本科新生收费标准
备注：

⼀、收费相关说明

1.我校2021级本科学⽣实⾏学分制学籍管理，表中所列各本科专业学费为每学年学费预收

款，学校将在学⽣毕业离校时根据其不同修读情况予以结算。

2.住宿费：我校2021级新⽣由学校统⼀安排住宿，且依据不同情况执⾏不同的住宿费收费

标准：1200元/⼈·年（4⼈间），1000元/⼈·年（6⼈间带独⽴卫⽣间），900元/⼈·年（6⼈间），

700元/⼈·年（12⼈间）。

3.表中所列代管费包括：教材代购费（400元/⼈）、军训服装代购费（96元/⼈）、卧具代购费

（464.5元/⼈）、⼊学体检费（130元/⼈）、预收⼤学⽣城乡居⺠基本医疗保险费（280元/⼈·年）、

校园“⼀卡通”预存款（50元/⼈）。

其中，教材代购费为预收款，学校将在学年末据实结算并多退少补。如学⽣不愿由学校代购

教材，可在报到后向学院提交书⾯申请并经学校教务处同意与备案后，⾃⾏购买教材。

卧具代购费、⼤学⽣城乡居⺠基本医疗保险费⼊校后按实结算。

4.公费师范⽣免缴纳学费、住宿费，其他费⽤标准与⾮公费师范⽣相同。

⼆、服务性收费

1.空调租赁费：350元/年·间（由学⽣本⼈⾃愿与空调服务提供商签订协议后缴纳）。

2.学⽣平安综合保险：50元/⼈·年（⾃愿购买，通过中国⼤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

公司提供的⽹购平台按在校就读年限缴纳）

四川师范⼤学计划财务处

⼆〇⼆⼀年⼋⽉

2021级新生档案交接与传递须知 四川师范大学关于新生参军入伍办理
保留入学资格手续的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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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步规范我校2021级新⽣档案的交接与传递程序，有效防⽌新⽣档案因交接或传递失
误导致的丢失，特对我校2021级新⽣档案交接与传递作如下说明：

⼀、新⽣档案的传递途径
1.由新⽣本⼈⾃带档案⾄学校；
2.由新⽣所在省（市、⾃治区）招⽣主管部⻔或所在市（地、州）招⽣办公室集中统⼀向学校

招⽣就业处寄送档案；
3.⽆纸质档案，仅有招⽣录取过程中远程⽹上录取的电⼦档案（即《普通⾼等学校招⽣考⽣

志愿信息表》和《普通⾼等学校招⽣考⽣体格检查表》的电⼦版）。
不同省（市、⾃治区）2021级新⽣档案的传递途径可能有所不同，请⾃⾏前往所在省（市、⾃

治区）招⽣主管部⻔或所在市（地、州）招⽣办公室咨询，建议考⽣⾃带档案，以免邮寄丢失。
⼆、新⽣档案的交接程序
1.新⽣⾃带档案应由新⽣本⼈按照学校招⽣就业处的统⼀安排，⼊校报到时及时送交⾄所

在学院；
2.由新⽣所在省（市、⾃治区）招⽣主管部⻔或所在市（地、州）招⽣办公室集中寄达学校招

⽣就业处的新⽣档案，招⽣就业处将于2021年12⽉30⽇前，按新⽣所在学院和专业进⾏整理、登
记后向各学院传递；

3.对⽆纸质档案，仅有招⽣录取过程中远程⽹上录取的电⼦档案的新⽣，可在2021年12⽉
30⽇之前到学校招⽣就业处招⽣科下载并打印学⽣电⼦档案（即《普通⾼校招⽣考⽣志愿信息
表》和《普通⾼校招⽣考⽣体格检查表》）的纸质⽂本，过时不再补打。

三、对于报到后学校未收到档案（或档案材料不全）的2021级新⽣，新⽣本⼈应到所在市
（地、州）招⽣办公室（或原就读中学）查询，并及时将新⽣档案（或档案所缺的材料）送交到相关
学院。

我校2021级新⽣应⾼度重视并认真配合做好⾃⼰档案的交接⼯作，以避免因为档案丢失或
档案材料不全造成学成毕业后就业时的各种困难。

档案邮寄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5号四川师范⼤学招⽣就业处，028—84768899�
84763388.

四川师范⼤学招⽣就业处
⼆〇⼆⼀年七⽉

亲爱的新同学：

我校在新⽣报到后，将对未报到、未办理任何⼿续的新⽣做退档处理。如果您已决定以我校

新⽣⾝份报名应征⼊伍，为避免县级征兵办寄送相关材料时间滞后造成⼊伍新⽣被退档的情形

出现，请您务必按以下提⽰，及时办理相关⼿续。

1� .新⽣本⼈持我校录取通知书到⼊伍地县级征兵办办理《保留⼊学资格申请表》（⼀式两

份），并在我校规定的新⽣报到⽇期前，由新⽣本⼈或其家⻓持加盖有县级征兵办公章的《保留

⼊学资格申请表》，直接到四川师范⼤学招⽣就业处、教务处办理保留⼊学资格的相关⼿续。

如不能按期或不便前往我校，也务必⾸先通过电话向四川师范⼤学教务处及所录取学院如

实报告情况，并及时以快递形式向我校教务处寄出《保留⼊学资格申请表》（或经家⻓签名确认、

当地征兵办证明的书⾯申请），以便我校教务处及时为您办理保留⼊学资格⼿续，避免被退档处

理。

四川师范⼤学教务处联系⼈：罗太柏；联系电话：028--84760212。

2�.如果是由县级征兵办统⼀汇总⼊伍⾼校新⽣《保留⼊学资格申请表》，�须加盖县级征兵办

公章，连同⼊伍通知书复印件以公函形式发送⾄四川师范⼤学教务处。同时，新⽣本⼈或家⻓仍

须第⼀时间通过电话向四川师范⼤学教务处和所录取学院如实报告情况，避免因寄件时间滞后

造成被退档的情况发⽣。

3� .我校教务处接到学⽣申请保留⼊学资格的有关材料后，将依法依规审核录取资格，办理

保留⼊学资格⼿续，出具《保留⼊学资格通知书》，及时寄送县级征兵办，或转交新⽣本⼈带回县

级征兵办备案后⾃⼰保存。

4�.⼊伍新⽣在退役后2年内，可在退役当年或者第2年我校新⽣⼊学期间，�持《保留⼊学资格

通知书》和我校录取通知书，到我校教务处办理⼊学⼿续。

四川师范⼤学教务处、招⽣就业处、武装部

2021年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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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步规范我校2021级新⽣档案的交接与传递程序，有效防⽌新⽣档案因交接或传递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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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档案的交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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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关于新生参军入伍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的
温馨提示

为⽅便我校2020级新⽣顺利到校，同时也便同学们在各校区之间的交流、学习
与⽣活，现将我校各校区及其之间的乘⻋路线说明如下：

⼀、各校区地址及公交、地铁线路
1.狮⼦⼭校区：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5号
 南⼤⻔（川师南⼤⻔站）�51路、56路、56A路、138路、186路、332路、332A路、

336路、343路、424路、1014路及1065路公交；地铁7号线（四川师⼤）站。
 北⼤⻔（川师北⼤⻔站）�12路、47路、79路、104路、218路、230路、313路公

交；地铁7号线（狮⼦⼭）站。
2.成⻰校区：
地址：成都市成⻰⼤道⼆段1819号
 西岑⻔（川师成⻰校区西⻔站）�856路、856A路、871路、898路、L014路。
 南⻛⻔（川师成⻰校区站）�313路、332路、332A路、856A路。
⼆、从双流机场到四川师范⼤学各校区的建议路线
1.狮⼦⼭校区
 乘地铁10号线到太平园站，换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或狮⼦⼭站；
 乘机场专线3号线到锦绣⼤道成⻰路⼝，步⾏⾄狮⼦⼭校区南⼤⻔。
2.成⻰校区
 乘地铁10号线到太平园站，换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步⾏⾄川师南⼤⻔站

转乘332路或332A路公交到成⻰校区；
 乘机场专线3号线到锦绣⼤道成⻰路⼝，步⾏⾄川师南⼤⻔站转乘332路或

332A路公交⻋到成⻰校区。
三、从成都站（即成都⽕⻋北站）到四川师范⼤学各校区的路线
1.狮⼦⼭校区
 乘地铁7号线到狮⼦⼭站；
 ⽕⻋北站东乘快速公交K1到⻰⾈路站，步⾏⾄净居寺⼆环路⼝站，转乘43路、

56路或56A路公交⻋到川师南⼤⻔站。
2.成⻰校区
 乘地铁7号线到成都东客站，换乘2号线到连⼭坡站，再转乘856A路公交⻋到成

⻰校区；
 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步⾏⾄川师南⼤⻔站然后转乘332A路公交⻋到成

⻰校区。
四、从成都东站（即成都⽕⻋东站）到四川师范⼤学各校区的路线
1.狮⼦⼭校区
 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或狮⼦⼭站；
②乘147路到川师北⼤⻔站或锦绣⼤道菱窠⼝站。

⼀、乘⻋指南
为⽅便我校2021级新⽣顺利到校，同时也便同学们在各校区之间的交流、学习

与⽣活，现将我校各校区及其之间的乘⻋路线说明如下：
⼀、各校区地址及公交、地铁线路
1.狮⼦⼭校区：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5号
①南⼤⻔（川师南⼤⻔站）�51路、56路、56A路、138路、186路、332路、332A路、

336路、343路、424路、1014路及1065路公交；地铁7号线（四川师⼤）站。
②北⼤⻔（川师北⼤⻔站）�12路、47路、79路、104路、218路、230路、313路公

交；地铁7号线（狮⼦⼭）站。
2.成⻰校区：
地址：成都市成⻰⼤道⼆段1819号
①西岑⻔（川师成⻰校区西⻔站）�856路、856A路、871路、898路、L014路。
②南⻛⻔（川师成⻰校区站）�313路、332路、332A路、856A路。
⼆、从双流机场到四川师范⼤学各校区的建议路线
1.狮⼦⼭校区
①乘地铁10号线到太平园站，换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或狮⼦⼭站；
②乘机场专线3号线到锦绣⼤道成⻰路⼝，步⾏⾄狮⼦⼭校区南⼤⻔。
2.成⻰校区
①乘地铁10号线到太平园站，换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步⾏⾄川师南⼤⻔

站转乘332路或332A路公交到成⻰校区；
②乘机场专线3号线到锦绣⼤道成⻰路⼝，步⾏⾄川师南⼤⻔站转乘332路或

332A路公交⻋到成⻰校区。
三、从成都站（即成都⽕⻋北站）到四川师范⼤学各校区的路线
1.狮⼦⼭校区
①乘地铁7号线到狮⼦⼭站；
②⽕⻋北站东乘快速公交K1到⻰⾈路站，步⾏⾄净居寺⼆环路⼝站，转乘43路、

56路或56A路公交⻋到川师南⼤⻔站。
2.成⻰校区
①乘地铁7号线到成都东客站，换乘2号线到连⼭坡站，再转乘856A路公交⻋到

成⻰校区；
②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步⾏⾄川师南⼤⻔站然后转乘332A路公交⻋到

成⻰校区。
四、从成都东站（即成都⽕⻋东站）到四川师范⼤学各校区的路线
1.狮⼦⼭校区
①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或狮⼦⼭站；
②乘147路到川师北⼤⻔站或锦绣⼤道菱窠⼝站。
2.成⻰校区
①步⾏⾄三环成渝⽴交南内测站，乘223路公交⻋到⻰城⼀号南⼤⻔站，步⾏⾄

服务指南 成⻰校区；
②乘地铁2号线到连⼭坡站，转乘856A路公交⻋到成⻰校区。
五、从成都各⻓途汽⻋站到四川师范⼤学各校区的建议路线
1.狮⼦⼭校区
①新南⻔汽⻋站：乘343路公交⻋到川师南⼤⻔站；或在新南⻔站乘坐地铁3号线

到省体育馆站，换乘1号线到⽕⻋南站，再换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
②五桂桥汽⻋站：乘2路、122路或者91路公交⻋到迎辉中路站，转乘地铁7号线到

狮⼦⼭站；
③⾼笋塘汽⻋站：乘36路公交⻋到地铁驷⻢桥站，转乘转乘地铁7号线到狮⼦⼭

站；
④茶店⼦汽⻋站：乘地铁2号线到⼀品天下站，换乘地铁7号线到狮⼦⼭站；
⑤⾦沙⻋站：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
⑥⼗陵客运站：乘97路公交⻋到⻓融路⼝站，步⾏⾄槐树店站，转乘地铁7号线到

狮⼦⼭站；
⑦五块⽯客运站：乘24路或142路公交⻋到⽕⻋北站公交站，转乘地铁7号线到狮

⼦⼭站；
⑧昭觉寺⻋站：步⾏⾄府⻘路站，乘地铁7号线到狮⼦⼭站；
⑨⽯⽺场⻋站：乘120路公交⻋到科华南路北站，然后步⾏⾄三⽡窑转乘地铁7号

线到狮⼦⼭站；
⑩城北客运中⼼：步⾏⾄北站西⼆路站乘地铁7号线到狮⼦⼭站。
2.成⻰校区
①从成都各⻓途汽⻋站乘公交⻋到狮⼦⼭校区南⼤⻔，在狮⼦⼭校区川师南⼤

⻔站再转乘332A路公交⻋到成⻰校区；
②五桂桥汽⻋站：乘223路公交⻋到⻰城⼀号南⼤⻔站，步⾏⾄成⻰校区。
六、四川师范⼤学各校区间乘⻋路线
狮⼦⼭校区到成⻰校区：
在狮⼦⼭校区川师南⼤⻔站乘332A路公交⻋到成⻰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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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狮⼦⼭校区：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5号
①南⼤⻔（川师南⼤⻔站）�51路、56路、56A路、138路、186路、332路、332A路、

336路、343路、424路、1014路及1065路公交；地铁7号线（四川师⼤）站。
②北⼤⻔（川师北⼤⻔站）�12路、47路、79路、104路、218路、230路、313路公

交；地铁7号线（狮⼦⼭）站。
2.成⻰校区：
地址：成都市成⻰⼤道⼆段1819号
①西岑⻔（川师成⻰校区西⻔站）�856路、856A路、871路、898路、L014路。
②南⻛⻔（川师成⻰校区站）�313路、332路、332A路、856A路。
⼆、从双流机场到四川师范⼤学各校区的建议路线
1.狮⼦⼭校区
①乘地铁10号线到太平园站，换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或狮⼦⼭站；
②乘机场专线3号线到锦绣⼤道成⻰路⼝，步⾏⾄狮⼦⼭校区南⼤⻔。
2.成⻰校区
①乘地铁10号线到太平园站，换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步⾏⾄川师南⼤⻔

站转乘332路或332A路公交到成⻰校区；
②乘机场专线3号线到锦绣⼤道成⻰路⼝，步⾏⾄川师南⼤⻔站转乘332路或

332A路公交⻋到成⻰校区。
三、从成都站（即成都⽕⻋北站）到四川师范⼤学各校区的路线
1.狮⼦⼭校区
①乘地铁7号线到狮⼦⼭站；
②⽕⻋北站东乘快速公交K1到⻰⾈路站，步⾏⾄净居寺⼆环路⼝站，转乘43路、

56路或56A路公交⻋到川师南⼤⻔站。
2.成⻰校区
①乘地铁7号线到成都东客站，换乘2号线到连⼭坡站，再转乘856A路公交⻋到

成⻰校区；
②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步⾏⾄川师南⼤⻔站然后转乘332A路公交⻋到

成⻰校区。
四、从成都东站（即成都⽕⻋东站）到四川师范⼤学各校区的路线
1.狮⼦⼭校区
①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或狮⼦⼭站；
②乘147路到川师北⼤⻔站或锦绣⼤道菱窠⼝站。
2.成⻰校区
①步⾏⾄三环成渝⽴交南内测站，乘223路公交⻋到⻰城⼀号南⼤⻔站，步⾏⾄

服务指南 成⻰校区；
②乘地铁2号线到连⼭坡站，转乘856A路公交⻋到成⻰校区。
五、从成都各⻓途汽⻋站到四川师范⼤学各校区的建议路线
1.狮⼦⼭校区
①新南⻔汽⻋站：乘343路公交⻋到川师南⼤⻔站；或在新南⻔站乘坐地铁3号线

到省体育馆站，换乘1号线到⽕⻋南站，再换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
②五桂桥汽⻋站：乘2路、122路或者91路公交⻋到迎辉中路站，转乘地铁7号线到

狮⼦⼭站；
③⾼笋塘汽⻋站：乘36路公交⻋到地铁驷⻢桥站，转乘转乘地铁7号线到狮⼦⼭

站；
④茶店⼦汽⻋站：乘地铁2号线到⼀品天下站，换乘地铁7号线到狮⼦⼭站；
⑤⾦沙⻋站：乘地铁7号线到四川师⼤站；
⑥⼗陵客运站：乘97路公交⻋到⻓融路⼝站，步⾏⾄槐树店站，转乘地铁7号线到

狮⼦⼭站；
⑦五块⽯客运站：乘24路或142路公交⻋到⽕⻋北站公交站，转乘地铁7号线到狮

⼦⼭站；
⑧昭觉寺⻋站：步⾏⾄府⻘路站，乘地铁7号线到狮⼦⼭站；
⑨⽯⽺场⻋站：乘120路公交⻋到科华南路北站，然后步⾏⾄三⽡窑转乘地铁7号

线到狮⼦⼭站；
⑩城北客运中⼼：步⾏⾄北站西⼆路站乘地铁7号线到狮⼦⼭站。
2.成⻰校区
①从成都各⻓途汽⻋站乘公交⻋到狮⼦⼭校区南⼤⻔，在狮⼦⼭校区川师南⼤

⻔站再转乘332A路公交⻋到成⻰校区；
②五桂桥汽⻋站：乘223路公交⻋到⻰城⼀号南⼤⻔站，步⾏⾄成⻰校区。
六、四川师范⼤学各校区间乘⻋路线
狮⼦⼭校区到成⻰校区：
在狮⼦⼭校区川师南⼤⻔站乘332A路公交⻋到成⻰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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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各学院迎新QQ群及联系电话

QQ群:307530976
联系电话：028-84760769

⽂学院
QQ群:518756620
联系电话：028-84760778

法学院

QQ群:638458671
联系电话：028-84480020

QQ群:658791359
联系电话：028-84760910

QQ群:815628412
联系电话：028-84767001
���������������������13883278924

QQ群:714589596
联系电话：18980619077

QQ群:185301266
联系电话：028-84767868

外国语学院

历史⽂化与旅游学院

⼼理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QQ群:661737056、695077718
联系电话：18090773728

QQ群:240599563
联系电话：028-84768606

QQ群:831652393
联系电话：028-84485070

QQ群:562556310
联系电话：028-84480787

QQ群:656341118
联系电话：028-84480658

⻢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物理与电⼦⼯程学院

⽣命科学学院

QQ群:696309052
联系电话：028-84483857

计算机科学学院
QQ群:545551586
联系电话：028-84480706

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

QQ群:760358557
联系电话：18981918362

QQ群:679190150
联系电话：028-84485210

QQ群:816203650
联系电话：028-84485233

QQ群:257675255
联系电话：84483030
13980813250、18908097443

QQ群:279118629
联系电话：028-84767717

体育学院

商学院

美术学院·书法学院

舞蹈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QQ群:858290869
联系电话：028-84480857

QQ群:524023067
联系电话：028-84767175

QQ群:649236538
联系电话：028-84480813

QQ群:661636220
联系电话：028-84683088

⼯学院

影视与传媒学院

⾳乐学院

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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