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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學是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綜合性

大學，坐落在吉林省長春市。學校始建於1946年，

1960 年被列為國家重點大學，1984 年成為首批

建立研究生院的 22 所大學之一，1995 年首批通

過國家教委“211工程”審批，2001年被列入“985

工程”國家重點建設的大學，2004 年被批准為

中央直接管理的學校，2017 年入選國家一流大

學建設高校。

2000 年，原吉林大學、吉林工業大學、白

求恩醫科大學、長春科技大學、長春郵電學院

合併組建新吉林大學。2004 年，原中國人民解

放軍軍需大學轉隸併入。

學校學科門類齊全，下設 52 個教學單位，

涵蓋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

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藝

術學等 12 大學科門類；有本科專業 141 個，一

級碩士學位授權點 63 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

權點 49 個，交叉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 2 個；博

士後科研流動站 44 個；有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

科 4 個（覆蓋 17 個二級學科），二級學科國

家重點學科15個，國家重點（培育）學科4個。

18個學科（領域）的ESI排名進入全球前1%，

其中 2個學科排名進入全球前 1‰。

學校師資力量雄厚，有教師 6439 人，其

中教授 2320 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

士 11 人，外聘傑出教授 51 人，哲學社會科學

資深教授 7 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

成員 15 人，“萬人計畫”入選者 49 人，國家

級教學名師 8 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

建設工程專案首席專家 5 人，國家“973”計

畫（含重大科學研究計畫）專案首席科學家 6

人，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 15 人，國

家“百千萬人才工程”入選專家 34 人，國家

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 37 人，國家優秀青年基

金獲得者 42 人，吉林省“長白山學者”入選

者 89 人。

學校現有國家重點實驗室 5 個，國家工程

實驗室 1 個，國家地方聯合工程實驗室 6 個，

Jilin University

學 校 概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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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1 個，國家國際科技合作基地 4 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6 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12 個（其中包含 2 個籌建的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

心 5 個，教育部國際合作聯合實驗室 1 個，教育部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 2 個，教育部野外科

學觀測研究站1個，其他行業部委重點實驗室19個。學校承擔了大量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專案，

產出了一批產業化前景好、技術含量高的高新技術成果。

學校已建立起學士－碩士－博士完整的高水準人才培養體系。在籍學生 72830 人（全日制

69862 人、非全日制 2968 人），其中預科生 148 人，本科生 41522 人，專科生 285 人，碩士生

20774 人（全日制 18187 人、非全日制 2968 人），博士生 8496 人（全日制 8115 人、非全日制

381 人），留學生 1605 人。

學校聚焦名校合作，逐步完善全球網路佈局，目前已經與 40 個國家和地區的 303 所高校和

科研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其中，排名世界前 100 的 48 所，前 200 的 67 所。學校與 12 個國家

的高校和科研機構合作共建了 40 個中外合作平臺。

學校堅持“統籌謀劃、規範管理、科學運營”的指導方針，採用“校企分開，放管結合”

管理模式，打造“以資本為紐帶、以市場為導向、以‘學校 - 吉大控股 - 投資企業’為核心”

的管理機制，積極深化校辦產業改革。依託學校科技、人才優勢，通過校地聯動、校企合作、

扶持自主創業等多種方式，推進學校科技成果產業化。目前，吉大出版社、吉大致遠、吉大通

信等企業發展勢頭良好。

學校校園占地面積611萬平方米，校舍建築面積255萬平方米。學校在珠海市建有珠海校區，

占地面積 310 萬平方米。學校圖書館各類藏書 791 萬冊，已被確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

國工業發展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藏書館。經教育部批准建設在我校的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

（CALIS）東北地區中心為全國七大中心之一。

學校以“學術立校、人才強校、創新興校、開放活校、文化榮校”為發展戰略，努力建設

成為在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素質創新人才培養、高水準科學研究和成

果轉化、高質量社會服務、高起點國際交流合作、先進文化引領的重要基地；成為讓學生全面

發展、讓教職工引以自豪、讓社會高度讚譽、讓世界廣泛認同的大學。到建校 100 周年時，把

吉林大學建成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

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進程中，吉林大學將努力做到在關心國家命運、服務國家戰略上有

所作為，讓黨和國家滿意；在勇擔社會責任、滿足社會對優質高等教育不斷提高的要求上有所

進步，讓廣大人民群眾滿意；在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學校廣大師生員工根本利

益上有所建樹，讓廣大師生員工滿意。

1946 年 52/ 個 41522/ 人 20774/ 人

141/個 63/ 個 49/ 個 5/ 个

創  辦 教學點位 普通本科生 研究生

本科專業 一級碩士點 一級博士點 國家重點
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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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準備

一、出行證件

來吉大交換的同學須提前辦理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

臺灣同胞往來大陸通行證，並注意檢查證件的有效期限。

臺胞證的簽注須提前辦理。請妥善保管好通行證，並提前

準備好影印本以備報到時使用。

二、訂購機票

請提前訂購來長春的機票，並向吉林大學港澳臺辦公室提

供抵達長春的航班資訊。

三、攜帶現金

大陸流通貨幣是人民幣，港幣、台幣、澳門幣對人民幣的

匯率請以銀行公示為准。請務必確認所攜帶的銀行卡可以

在內地使用以及相應的手續費率，建議準備必要的現金，

但不宜隨身攜帶大量現金。

四、辦理保險

吉林大學要求交換生自行辦理保險並提供保險證明。為保

障您在交換期間的人身財產安全，我們建議您在抵達長春

之前辦理涵蓋交換學習期間的醫療險和意外傷害險。

五、日常用品

長春的氣候為典型的北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區，春季較短，

乾燥多風；夏季溫熱多雨，炎熱天氣不多；秋季凉爽，昼

夜溫差大；冬季漫長寒冷。春季學期來校的同學注意防風沙、

防曬。秋季學期來校的同學注意禦寒保暖。而住宿所需

的床上用品（友誼會館有提供）、藥品等則可以選擇抵達

長春後購買，關於入境時不得攜帶的違禁物品請查詢海關

總署的相關規定。（海關總署網站 http://www.customs.

gov.cn/publish/porta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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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校須知

一、抵校方式

計程車：

乘坐位置：請參照航站樓內指示牌

計價方式：起價費 8.00 元（夜間 22 點至次日早 4點為 9元） 

之後 2.2 元 /公里，取消每車次 1元燃油附加費。

乘坐路線：由龍嘉機場至前進大街 2699 號吉林大學前衛南

區北門。通常情況下，從龍嘉機場乘坐計程車到吉大南校約

耗時 40-50 分鐘，費用在人民幣 100-150 元。

機場巴士及輕軌：

乘坐位置：請參照航站樓內指示牌。

計價方式：機場巴士：20 元 / 人  由龍嘉機場乘坐機場大

巴至人民廣場，下車後可選擇計程車抵達。 

輕軌：3 元 /人

乘坐路線：乘坐機場巴士 6號線,經過 6站, 到達火車站(春

誼賓館)站，乘坐輕軌 3號線,經過 12站, 到達硅谷大街站，

步行約 690 米 ,到達吉大南校。

動車：9 元 /人

乘坐位置：請參照航站樓內指示牌到達龍嘉火車站。

乘坐吉林—長春動車，耗時約 15 分鐘，到達長春火車站，

乘坐輕軌 3 號線 , 經過 12 站 , 到達硅谷大街站，步行約

690 米 ,到達吉大南校。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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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邊住宿資訊

提前抵校同學可自行安排住宿，吉林大學中心校區附近以下住宿資訊可供參考：

四、吉大志願者

我們為每位交換生同學都安排了一名吉林大學在讀學生作為您在校期間的志願者，他們將

幫助交換生解決在學習和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志願者將會在迎新見面會上與交換生見面，並協

助適應吉大的學習生活。

三、報到流程

艾博麗思大飯店 豪華型（五星） 620 元起 距吉大南校北門約 1km

君怡酒店 高檔型（四星） 258 元起 距吉大南校東門約 500m

卡斯頓金品酒店 舒適型 198 元起 距吉大南校東門約 300m

賽斯酒店 舒適型 165 元起 距吉大南校西門約 700m

漢庭（長春高新區店） 經濟型 218 元起 距吉大南校西門約 700m

友誼會館 經濟型 90 元起 距離吉大南校北門約 500m

吉大南校周邊旅館種類繁多，入住前請確認住宿地點至學校交通是否便利，並參考網上評

價資訊選擇適宜類型的酒店，選擇正規酒店或大型連鎖快捷型賓館入住。

前往友誼會館前臺辦理入住，須需攜帶本人護照或臺胞證並交納押金 500 元即可辦理入住，房間提供枕頭及被褥。
住宿費為雙人間 25 元 / 人 / 天；單人間 30 元 / 人 / 天。可在前臺開通宿舍 wifi 網路，費用為每月 70 元。

港澳臺辦公室報到（中心校區鼎新樓 A632 室），提供紙質版本照片、臺胞證影印本、保險單影印本、體檢報告等材
料，領取《審批表》。

持《審批表》到相關教學、科研單位教學辦公室，確認教學號，確認班級與授課教室位置。

港澳臺辦公室將根據教務處提供的註冊號聯繫校園卡製作中心為交換生統一製作校園一卡通，持一卡通可進入圖書
館、借閱圖書館圖書，在莘子園餐廳一樓儲值後可在學校食堂、吉大超市等消費。

港澳臺辦公室會在每學期初舉辦港澳臺學生迎新見面會，見面會上主管老師將就交換生的學習、生活和常見問題做詳
細的說明與解答。交換學習期間，港澳臺辦公室還將舉辦各類主題活動，具體資訊請留意微信通知或港澳臺辦公室網站。

辦理入住

學校報到

學院申請

迎新見面會

校園一卡通辦理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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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生學習

（一）選課介紹

（1）吉林大學實行教學計畫下的自由選課制。為保證學習效果，吉林大學建議交換生每

學期至少修習一門專業課程，選課學分上下限請依據母校的相關規定。

（2）所交換學院的課程、學校公共課程均實行網上選課，跨院系選課需要去擬選課程所

在院系的教務辦公室查詢並征得教務處同意後方可選課。

網上選課操作流程如下：

學在吉大

1

2

3

4

5

6

 進入吉林大學教務管理系統：http://uims.jlu.edu.cn

登錄吉林大學教務執行資訊系統：用戶名為教學號，初始密碼為 123456。

首次登陸後，請更改初始口令，以提高個人帳戶的安全性。使用者登錄密碼可以按照
以下方式修改：登錄網站，點擊右上角“系統工具”中“修改密碼”進行修改操作。

登陸成功後，請點擊左側功能表列中的“網上選課”進入選課。

進入選課系統
首頁使用說明中，有如何進行選課（視頻）及選課指南（PDF）請仔細閱讀後，開始選課。

通常每學期第一周可對開設課程進行試聽，在第二周或第三周將安排統一的退補選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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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8：00—8：45

第 二 節 8：55—9：40

第 三 節 10：00—10：45

第 四 節 10：55—11：40

午    休 11：40—13：20

第 五 節 13：30—14：15

第 六 節 14：25—15：10

第 七 節 15：30—16：15

第 八 節 16：25—17：10

第 九 節 18：30—19：15

第 十 節 19：25—20：10

第 十 一 節 20：20—21：05

（二）上課時間：

（三）請假規定

學校對學生實行考勤制度，學生不能按時參加教育教學計畫規定的活動，應當事先請假並

獲得批准，未履行請假手續的按曠課處理。未履行請假手續或者請假未經批准而缺席者，根據

學校關於學生違紀處分的規定給予批評教育，情節嚴重的給予紀律處分。學生請假應事先持有

關證明材料向所在學院提出申請，履行審批手續。

學校對教學計畫規定的課堂講授、考試、考察和其他教學活動都要進行考勤，學生因故不

能出勤，應事先請假。未請假或請假未批准而擅自不出勤者，均以曠課論。凡無故曠課累計超

過課程總學時三分之一，不得參加該課程考試，該課程成績以零分記。未取得課程成績者，港

澳臺事務辦公室將不予開具交換學習證明。

（五）成績單寄送

交換學期結束後的下一個學期各科目成績均已登記后，港澳台辦公室會將成績單及交換學

習證明統一寄送至交換生所在學校的大陸事務辦公室（國際合作與交流處）

（四）考試相關事項

（1）考試分為期中考試和期末考試（部分科目含平時測驗），期中考試多以隨堂測驗或者

提交報告等方式進行；教學日曆上規定有學校整體的期末考試周時間，一般為兩周。具體考試

時間及地點按學院安排為准。具體考試方式由任課教師決定。

（2）若考試時間衝突請儘早聯繫相關開課院系教務調整考試時間。

（3）考場規範請閱讀《吉林大學本 (專 )科學生考試紀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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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學習

1、指導教師確定

如果學生希望在交換學習期間得到某一教師的指導，可在提交申請時向吉林大學提出，在

申請中顯著位置標出，並向所在學校負責相關事務的老師提出。申請人可按照優先順序提出三

位元指導教師名單，若不能滿足第一志願則依次替補

2、選課、查看成績

每學期開學第一周內與學院研究生秘書老師確認選課事宜 .

3、關於考試

根據《吉林大學研究生管理規定》，研究生應當參加學校教育教學計畫規定的課程和各種

教學環節的考核，應按培養方案的要求，參加學術研究、教學實踐、社會實踐和專門的技術訓練。

課程考核分為考試和考查兩種。學位課程的考核以考試的方式進行，以百分制評定成績；非學

位課程的考核一般為考查的方式進行，也可根據專業或導師要求定為考試課。考查課程的成績

評定方式為及格或不及格。課程考核合格方能取得相應學分。

研究生不按照要求參加考試或者考核者，按照缺考處理，缺考科目按照 0分（未通過）計；

某門課程缺課超過授課學時三分之一的，取消該門課程的考試資格，需要重修後方可參加考試。

在各類考試中，違紀者取消該科目考試成績，並視情節輕重按照相關規定進行處理。    

研究生課程成績分為考試和考查兩種，合格者取得相應的學分。考試成績按照百分制計分，

60 分（含 60 分）以上確定為考核通過，考試成績不按照分數設置優秀、良好程度；考查成績

分為通過和未通過兩種，學生按照教學計畫完成學習環節後進行考核（可以為論文、試驗等），

考核合格確定為通過。

4、成績單寄送

交換學期結束後的下一個學期各科目成績均已登記後，港澳臺辦公室會將成績單及交換學

習證明統一寄送至交換生所在學校的國際處暨大陸事務辦公室。

吉林大學中心校區現有中心圖書館和鼎新圖書館兩座圖書館。建立了以人文、社會科學、

理學、工程技術科學、醫學、地質科學和資訊科學文獻為主體的多種類型、多種載體的綜合文

獻資源體系，覆蓋了人文社科、理工農醫軍等全部十三大學科。藏有各類紙質書刊 664 萬冊，

其中印本圖書館藏量 533 萬冊，合訂本期刊館藏 91 萬冊，古籍文獻 40 萬冊，古籍善本六千部。

地方誌與譜牒、金石拓片與古文字文獻的收藏在高校圖書館中名列前茅。這些珍貴文獻與亞細

亞文庫、滿鐵資料一起成為吉林大學圖書館的特色收藏。訂購中文期刊5064種，外文期刊288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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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 197 份。本館近年來注重數位化文獻資源的建設，購買了西文文獻資料庫 111 種，中文資

料庫 60 種，中外文電子圖書 280 萬冊，自建了東北亞研究、地學、汽車、滿鐵資料等 12 個資

料庫。

圖書館的自動化、網路化、數位條件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2000 年引入了美國 SIRSI 自動

化管理系統，統一了五校區各專業圖書館管理軟體，實現各校區資源分享，為讀者提供全流通、

開放式的服務。目前，圖書館實現了萬兆核心交換機、千兆彙聚層交換機、百兆桌面的網路環境，

基於校園網路實現了大規模併發使用者的訪問和全年 365 天、每天 24小時的全天候遠端服務。

吉林大學圖書館現是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ALIS）東北地區中心，大學數位圖書

館國際合作計畫（CADAL）專案成員館，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中心（CASHL）東北區域中心，

教育部引進文科圖書中心書庫，教育部化學學科外國教材中心，文化部第二批全國古籍重點保

護單位，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吉林省高校圖工委秘書處所在館。

吉林大學鼎新圖書館於 2016 年 9 月 14 日（週三）正式開館，鼎新圖書館的 2 樓到 5 樓全

面對外開放。大廳左側放著兩台 24 小時開

3 樓是圖書學習空間，4 樓是期刊學習空間， 5 樓是互動式學習空間， 2 樓至 5 樓每個空

間都為師生團隊合作提供了可供商討的小“隔間”，讓學生們自由選擇學習空間。全館共設有

2500 個閱覽座位、400 個研討座位、300 個休閒座位。教室與自習資源

吉林大學中心校區平時上課經常使用的教學樓有以下幾個：外語樓、翠文樓、逸夫樓、三教、

經信教學樓、數學樓、物理樓、生科樓、李四光樓、唐敖慶樓、匡亞明樓、電腦樓等。另外，

體育課上課地點還包括田徑場、籃球場、足球場、排球場、網球場、滑冰場、體育館、活動中

心等。由於教學樓分佈在學校不同區域，為了保證您的聽課權益，請各位同學在開學的最初幾

周提前熟悉教室的位置，每個教學樓具體位置請參閱吉林大學地圖。圖書館閱覽區和沒有課程

安排或講座安排的教室及經信教學樓有桌椅設置的走廊都可以作為自習室，圖書館自習區域始

終 24 小時開放，期末考試期間部分教室也會 24 小時開放自習，具體教室按校內通知為准。不

論在何處自習請注意保持安靜，若暫時離開位置，請務必注意隨身物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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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港澳台交换生手册

吉大生活

    交換生由學校統一安排在友誼會館住宿（長春市林園路 1505 號）。

交換學生入學後到住處辦理入住手續（需要交押金 500 元人民幣）。住宿

費在辦理入住手續時交付，實行按季度、半年和一年付費方式，每月 25

日 -30 日為交換生繳納下一個月住宿費時間。交換生房間有電源插座，電

壓為 220V，限定最大使用功率 1500W。

房型 價格

小單人間 30

大單人間 40

雙人間 50

空調單人間 35

空調雙人間 35

一、宿舍生活

二、日常消费

校园及周边超市

和佳超市 位於日新樓地下一層，大型綜合超市，經營各種食品、文具、

生活用品等；

吉大超市 位於吉林大學前衛南區北門 吉林大學後勤綜合樓一樓，大型

綜合超市，經營各種食品、文具、生活用品等；

吉大致遠 位於文二宿舍樓下、文七宿舍樓下，經營食品、文具，內設

打字複印社；

沃爾瑪 位於朝陽區前進大街 2058 號，學校步行 20-30 分鐘，亦可搭乘

北門公車 315 路前往。

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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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設有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交通銀行、九台

農商銀行、中國郵政營業點，具體位置請見學校地圖。

吉林大學前衛南區交通便利，學校北門 315 路公車從吉大南校區起，止于

吉大北校區，途徑長春市繁華商業路段，在北門、東門、西門均有公交站、輕

軌站，方便學生出行。

校內設有校園公車，北門始發，途徑經信教學樓、學生宿舍、圖書館、第

三教學樓、東榮大廈等地，收費 1元 /人。

校內就餐用校園卡、現金結算均可，校園卡密碼遺忘或者遺失可前往莘子

園一樓校園卡管理中心（週一上午）進行查詢辦理。

莘子園、湖畔餐廳、萬人大食堂、四食堂、日新楼供應各地風味食物，

早餐 6:30-8:40

午餐 10:40-12:50

晚餐 16:00-18:20

週六周日早餐時間為 6:50

如在交換學習期間遇到緊急健康問題，請及時到醫院就醫，並告知學伴

及港澳臺辦公室。港澳臺交換生需在來校前購買保險並于報到時向港澳臺辦

公室提供保單證明。

急救電話 120

中心校區校醫院 長春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修正路 1555 號 0431-

85619017 

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一醫院門診諮詢電話：0431-88782291 

總機電話：0431-88782222 醫院地址：長春市新民大街 71 號

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二醫院門診諮詢電話：0431-88796888

預約電話：0431-88796555  地址：長春市南關區自強街 218 號  

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地址：吉林省長春市仙台大街 126 號  

醫院總機：0431-84995999；84995114 預約掛號電話：0431-89876666

银行及邮局

学校交通

校内就餐

120 急救中心

三、卫生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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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港澳台交换生手册

危機處理

交換期間如果遇到緊急情況請聯絡吉大保衛處。報警電話：

中心校區校園 110 85166110

中心校區大學城校園 110 87010110

請各位同學在交換學習期間，隨時注意個人的人身財產安全，特別注意盯

防電信詐騙、網路詐騙等新型詐騙方式，遇到陌生電話要求轉帳、支付時，不

輕信、不轉帳。

四、校内活动

1、学术讲座
请随时关注吉大官网（www.jlu.edu.cn）

2、吉大社团
吉大的学生活动丰富多彩，让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到了很好地发挥。吉大

备受关注的社团活动包括每年一度的“校园十佳歌手大赛”、“英语短剧表演赛”、

“辩论赛”和“美丽吉大摄影大赛”等大型活动，吸引无数校内学生和校外人士关

注。这些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展现自我、交流志趣的平台。同时活跃的社团活动是吉

大校园文化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吉大现有社团百余个，每年的“百团纳新”中可

以使学生结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在不断地磨练中重新定位自己、发现自己、

目前，专门为交换生服务的社团是“吉林大学青年学生海外交流协会”。

吉林大學青年學生海外交流協會社團簡介

吉林大學青年學生海外交流協會系吉林大學學生自發成立的實踐類社團，在吉

林大學國際處指導下建立，並接受吉林大學社團聯合會指導，是專門從事國際交流

的學生社團。

社團成員為吉林大學在校學生（包含校際交換學生等），宗旨為吉大學生搭建

國際交流平臺，推動在校學生積極參與我校與國際間各姊妹院校所開展的各類活動，

開拓我校學生的國際視野，提升學生國際對話能力。

本會的基本任務是獨立或協助校方組織開展國際間的文化交流活動，為校內各

項國際交流專案提供志願服務；開展國際文化節；向在校學生提供交流、交換經驗

分享與宣講；定期開展系類論壇、沙龍及國際間學生交流活動，並為我校“北國風

情”系列活動提供志願服務；組織各地區青年出版相關刊物。

活动  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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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国风情系列活动及台湾姊妹院校交流情况

    自 2002 年開始，吉林大學已經連續成功舉辦了 18 屆臺灣學生“北國風情冬令營”活動，

一路走來，“北國風情”大家庭共迎來臺灣地區 48 所高校的師生 3670 餘人，為兩岸青年學子

增進瞭解、加深感情、拓寬視野、推動合作、搭建了廣闊的平臺。

    自 2015 年起，應兩岸青年學子的要求，我校已經先後舉辦了 5屆臺灣學生“北國風情”

暑期研習營。精彩難忘的學術交流、異彩紛呈的文藝演出、充滿歷史氣息的名勝遊覽、獨具特

色的東北風情等，“北國風情”帶給每位營員的是不可複製的美好回憶，已成為海峽兩岸青年

學子每年冬季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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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吉林大學新型教務執行資訊系統學生選課指南  

打開 firefox 流覽器，輸入 uims.jlu.edu.cn 進入使用者登錄介面。輸入用戶

名及密碼，按“登錄”按鈕。如下圖：

    系統工具的介紹

    登錄後的主頁面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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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主頁面後，在該頁面的左上角點擊“功能功能表”，選擇“網上選課”，進

入“進行網上選課”二級功能表，該二級功能表中包含如下三級功能表項目：選課頁

面、選課時間查詢、專業推薦課表查詢、已選課程列表，下面將對以上三級功能表項

目一一介紹。

選課頁面主要對本次選課計畫進行選課、退課的操作。如果當前沒有登錄學生可

以參與的選課計畫，系統將提示“當前沒有可以參加的選課計畫”，請等待相關通知。

如果當前尚未到達選課時間，仍然可以流覽各種資訊，但不能進行選課。

在學生選課之前，該系統已經為該學生的部分課程進行選擇，例如，對該學生的

綁定課程已經選中，且學生不可以退課；對該學生的必修課也已經選中，學生可以根

據自己的情況退課，重新選擇；對於專業選修課、限選課和校公選課，學生需要根據

自己情況進行選課。學生選擇課程將會生效於整個系統，學生可以通過查詢課表來查

看本次選課的上課時間及地點情況。

點擊左側功能表列中的網上選課 -> 進行網上選課 -> 選課頁面，進入選課頁面。

如圖 1.1 所示。在該頁面上端列出此次選課的選課階段及據本次選課的結束時間。在

選課頁面的中部有三個下拉式功能表和一個刷新按鈕，隨後的表格中列出當前學生可

以參與的各種課程，右方是一個浮動的課程表簡圖

下面首先介紹功能表上的各個功能。

图 1.1

1． 選課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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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選課菜單

在選課頁面中點擊“選課功能表”，該功能表中包括如下二級功能表：按推薦課表選擇必修

課、按推薦課表選擇所有課程，退掉所有課程、隱藏課程表簡圖、刷新。

按推薦課表選擇必修課

點擊“按推薦課表選擇必修課”，系統將提示“該操作將按照推薦課表選擇所有必修課，用

戶已有選擇的除外，是否繼續？”對話方塊，點擊“確定”按鈕，將按推薦課表選擇必修課。注意：

此次操作不會影響已選擇的且不在推薦課表中的課程選擇情況，在此使用者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情

況再選擇選修課程。

按推薦課表選擇所有課程 

點擊“按推薦課表選擇所有課程”，系統將提示“該操作將按照推薦課表選擇所有課程，用

戶已有選擇的除外，是否繼續？”對話方塊，點擊“確定”按鈕，將按推薦課表選擇所有課。注意：

此次操作不會影響已選擇的且不在推薦課表中的課程選擇情況。

退掉所有課程

當用戶對自己所選擇的課程不滿意，並且想要重新選擇課程時，點擊“退掉所有課程”，系

統將提示“該操作將退選用戶所有選課結果，這個操作不能撤銷，是否繼續？”對話方塊，點擊“確

定”按鈕，將退掉所有已選課程，注意：系統綁定的課程學生不能退課。

隱藏 /顯示課程表簡圖

在選課頁面的右側有課程表簡圖，課程表簡圖通過不同的顏色來標記該學生在該時間段的上

課情況，按兩下右側的課程表簡圖可以查看該學生已選課程的課程表大圖。點擊“隱藏課程表簡圖”

後，課程表簡圖將消失，再次點擊“顯示課程表簡圖”，將重新顯示課程表簡圖。

刷新

在選課階段，學生同時登錄系統會比較頻繁，因此，對於每一門課程的已選人數會變化比較

快，點擊“刷新”按鈕，將刷新到最新的選課資訊資料。

（２） 按課程類型查詢

在每一次選課計畫中，可能會有各種類型的課程在該選課計畫中，使用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情

況選擇相應的課程類型進行查詢，從而方便選課。

在選課頁面中點擊“按課程類型查詢”，該功能表中包括如下二級功能表：所有課程、除校

公選課程外、必修課、專業選修課、限選課、校公選課、體育課、重修課。點擊對應的選課類型後，

選課頁面的下方將列出相應性質的課程。其中，校公選課包括如下三級功能表：所有公選課、方

法與技術、經濟與管理、歷史與文化、文字與藝術、哲學與社會、政治與法律、自然科學、重修課，

使用者可以根據公選課的類別選擇相關類別的課程。

（３） 按選中查詢

該查詢功能分為：所有、已選課程、未選課程、回饋結果。選擇適當的查詢準則後，下方將

列出符合條件的課程資訊，説明使用者選課或退課。

上述“按課程類型查詢”和“按選中查詢”兩個查詢準則會共同起作用。如用戶選擇“必修

課”之後選擇“未選課程”，將只列出必修課中的未選課程。

（４） 刷新   

與“選課功能表”中的刷新功能相同。

選擇上方功能表列的資訊後，系統列出與該選課計畫有關的課程。按一下某一行中課程名稱

位置，將進入該課程的課程資訊查詢頁面，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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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图 1.3

選課功能：

在課程記錄資訊中，標記為“未選”的課程，按一下該行，將在下方列出該課程的選課資訊，

點擊某一行中的“選課”按鈕，選課成功後，系統將提示“選課成功”對話方塊。如果由於某

些原因，如選課人數過多等，系統將提示“選課失敗”。如圖 1.3 所示。

退課功能：

在課程記錄資訊中，對於選否為“已選”的課程，按一下行，將列出該課程的選課資訊，

點擊資訊中的“退課”按鈕，退課成功後，系統將提示“退選成功”對話方塊。如圖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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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图 1.5

課程表簡圖：

在選課頁面的右邊列出課程表簡圖，該課程表簡圖簡單的描述了該學生當前的選課情況。

該課程表簡圖用四種顏色表示當前上課時刻表的使用情況：綠色、黃色、紅色、藍色。

綠色：代表當前已選課程時間段。若該課程已經選擇，即可確定該課程的上課時間，在課

程表簡圖上用綠色標識出來。將滑鼠放在已標記為綠色的時間表上，將彈出該時間上課的課程

資訊對話方塊，包括：課程名稱、上課地點、上課時間、教師等資訊。

黃色：代表當前可選課程時間段。對於選否為“未選”的課程，按一下該行，將列出該課

程的選課資訊，將滑鼠放在某選課資訊行上，相關課程的上課時間將在右側的課程表簡圖中以

黃色顯示出來，表示該課程可選，並且無時間衝突。如圖 1.5 所示。



19

紅色：代表可能衝突的課程的時間段。對於選否為“未選”的課程，按一下該行，將列出

該課程的選課資訊，將滑鼠放在某選課資訊行上，相關課程的上課時間將在右側的課程表簡圖

中以紅色顯示出來，表示在該時間已經有選擇的課程了，若要選擇該課程，系統將提示“可能

與現有課程表存在時間衝突，是否繼續 ?”的對話方塊，如果用戶確定，將繼續選擇該課。這

是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存在同一時間前半學期和後半學期上不同課程的情況，因此需要使

用者自己決定。

藍色：表示已選課程的上課時間段。對於選否為“已選”的課程，按一下行，將列出該課

程的選課資訊，將滑鼠放在該選課資訊行上，相關課程的上課時間將在右側的課程表簡圖中以

藍色顯示出來，即可查看已選課程的上課時間段。如圖 1.7 所示。

图 1.7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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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該課程表簡圖，查看該學生已選課程的課程表大圖。如圖 1.8 所示。

2．選課時間查詢

選課時間查詢頁面主要查詢某一次選課計畫的時刻表，其中包括：預選時間、正選時間、

退補選時間和倒計時。其中，若該選課計畫還沒有開始，倒計時為距離下一次選課的剩餘時間，

若該選課計畫正在進行，則倒計時為距離選課結束的剩餘時間。

點擊左側功能表列中的網上選課 -> 進行網上選課 -> 選課時間查詢，進入選課時間查詢頁

面。在該頁面中選擇“查詢選課計畫”後，將查詢出此次選課計畫的時刻表，如圖 2.1 所示。

图 1.8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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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業推薦課表查詢

專業推薦課表主要是建議該學生在此次選課計畫中應該選擇的課程，學生可以參考推薦課

表進行本次選課。

點擊左側功能表列中的網上選課 -> 進行網上選課 -> 專業推薦課表查詢，進入專業推薦課

表頁面。選擇推薦學期後，點擊“查詢”按鈕，將查詢出該學生在本學期的推薦課表，如圖 3.1

所示。

4．已選課程列表

已選課程列表主要列出本次選課過程中該學生已選的課程，有助於學生查看是否已選本學

期應該選擇的課程。，若要進行改選、退選、補選等課程選擇的調整，請到選課頁面進行。

點擊左側功能表列中的網上選課 -> 進行網上選課 -> 已選課程列表，進入已選課程清單頁

面。選擇選課計畫後，將列出本次該學生本次選課計畫中已選課程，如圖4.1所示。點擊下方的“當

前課表查看”按鈕，將查詢出該學生已選課程的課程表，如圖 4.2 所示。

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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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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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各院學院老師聯繫方式

學部 學院 姓名 辦公電話

人文學部

哲學社會學院 張心耀 85167207

文學院 韓     放 85166152

外國語學院 暫     無

藝術學院 許藍冰 85167091

體育學院 王紫萱 85167063

公共外語教育學院 譚     瑩 85166290

社會科學學部

經濟學院 焦國偉 85166148

法學院 任袖語 85166105

行政學院 王斯靚 85159032

商學院 王春豔 85166347

馬克思主義學院 赫玲玲 85151043

東北亞研究院 胡瀟霖 85166390

公共外交學院 殷艷楠 85167204

理學部

數學學院 謝瑞麟 85166982

物理學院 孫     斌 85168192

化學學院 賀     爽 85168436

生命科學學院 周思宇 85155130

工學部

機械與航空航天工程學院 馬曉琳 85095288

汽車工程學院 何坤憶 85095090-6141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馮     萱 85095654

交通學院 韓     冰 85095745

生物與農業工程學院 王雪瑩 85095255 

管理學院 王雪嬌 85094894

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 李沁園 8783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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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學學部

電子科學與工程學院 陳     鈺 85168413

軟件學院 王     南 85155120

通訊工程學院 李依桐 暫無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 夏     莉 85168579

地球科學學部

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 韓鄴輝 88502362

地球科學學院 王詩倩 88502065

建設工程學院 李     雪 88502152

新能源與環境學院 楊     珵 88502991

儀器科學與電氣工程學院 杜曉夏 88502084

白求恩醫學部

公共衛生學院 徐     萌 85619445

基礎醫學院 王佳琪 85619463

藥學院 王新璐 暫無

護理學院 溫靜媛 85619568

臨床醫學院 彭琳茹 85619685

白求恩第一醫院 湯麗麗 88782034

白求恩第二醫院 王一佧 88796849

白求恩第三醫院 劉     寅 84995111

白求恩口腔醫院 楊     蕾 88958006

農學部

動物醫學學院 張敏婕 87836150

植物科學學院 楊慶舒 暫無

動物科學學院 田祥宇 87836560

直屬學院 應用技術學院 張     婷 85152185

新型學科交叉學部 人工智能學院 張     琳 8623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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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問詢                                      88797516
鐵路問詢                                      86122222
公路問詢                                      82792544
公交問詢                                      88972475
機場訂票                                      88797777
火       警                                      119
盜       警                                      110
急       救                                      120

附錄 3：

校總值班室                                85166316
校內電話查號臺                         88499000
網路中心                                   85166000
後勤投訴                                   85166542
後勤服務                                   85151133
信訪電話                                   85167065
前衛南區保衛辦報警電話           85166110
前衛北區保衛辦報警電話           88499110
南嶺校區保衛辦報警電話           85095110

新民校區保衛辦報警電話           85644617
朝陽校區保衛辦報警電話           88502110
朝陽東區保衛辦報警電話           88635196
南湖校區保衛辦報警電話           85152110
大學城保衛辦報警電話               85554069
前衛南區醫院急診室                  85166027
前衛北區醫院急診室                  85619115
友誼園保衛辦                            85168338

校內常急用電話

校外常急用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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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吉林大學本科學生管理規定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為規範學校學生管理行為，維護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和生活秩序，保障學

生合法權益，培養德、智、體、美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根據《普通

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和有關法律、法規，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本規定適用於在本校接受普通高等學歷教育的本科學生的管理（以下稱學生）。

第三條  學校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全面貫徹國家教育

方針；堅持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為核心 ,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

和實踐能力；堅持依法治校，科學管理，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規範管理行為，將管理與育

人相結合，不斷提高管理和服務水準。

第四條  學生應當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戰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樹立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共同理想；應當樹立愛國主義思想，具有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

的精神；應當增強法治觀念，遵守憲法、法律、法規，遵守公民道德規範，遵守學校管理制度，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行為習慣；應當刻苦學習，勇於探索，積極實踐，努力掌握現代科學

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應當積極鍛煉身體，增進身心健康，提高個人修養，培養審美情趣。

第五條  學校在學生管理過程中，尊重和保護學生的合法權利，教育和引導學生承擔應

盡的義務與責任，鼓勵和支持學生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

 

第二章  學生的權利與義務

第六條  學生在校期間依法享有下列權利：

（一）參加學校教育教學計畫安排的各項活動，使用學校提供的教育教學資源；

（二）參加社會實踐、志願服務、勤工助學、文娛體育及科技文化創新等活動，獲得就

業創業指導和服務；

（三）申請獎學金、助學金及助學貸款；

（四）在思想品德、學業成績等方面獲得科學、公正評價，完成學校規定學業後獲得相

應的學歷證書、學位證書；

（五）在校內組織、參加學生團體，以適當方式參與學校管理，對學校與學生權益相關

事務享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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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學校給予的處理或者處分有異議，向學校、教育行政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

教職員工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的行為，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

（七）法律、法規及學校章程規定的其他權利。

第七條  學生在校期間依法履行下列義務：

（一）遵守憲法、法律、法規；

（二）遵守學校管理制度；

（三）努力學習，完成規定學業；

（四）按規定繳納學費及有關費用，履行獲得貸學金及助學金的相應義務；

（五）遵守學生行為規範，尊敬師長，養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為習慣；

（六）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義務。

 

第三章  學籍管理

第一節  入學與註冊

第八條  按國家招生規定錄取的新生，持錄取通知書，按學校有關要求和規定的期限到

校辦理入學手續。因故不能按期入學的，應當持有關證明材料向學校請假，延期入學時間最

長為 2周。未請假或者請假逾期的，除因不可抗力等正當事由以外，視為放棄入學資格。

第九條  學校在報到時對新生入學資格進行初步審查，審查合格的辦理入學手續，予以

註冊學籍；審查發現新生的錄取通知、考生資訊等證明材料，與本人實際情況不符，或者有

其他違反國家招生考試規定情形的，取消入學資格。

第十條 新生可以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保留入學資格期間不具有學籍。新生入學報到前向

學校提出保留入學資格申請，學校確認後予以辦理保留入學資格。保留入學資格期限一般為 1

年，最長不能超過 2年，保留入學資格滿 1年時本人必須確認是否隨下一年級入學（應徵入

伍除外）。

新生保留入學資格期滿前應向學校申請入學，經學校審查合格後，辦理入學手續。審查

不合格的，取消入學資格；逾期不辦理入學手續且未有因不可抗力延遲等正當理由的，視為

放棄入學資格。

第十一條  學生入學後，學校在 3個月內按照國家招生規定進行複查。複查內容主要包

括以下方面：

（一）錄取手續及程式等是否合乎國家招生規定；

（二）所獲得的錄取資格是否真實、合乎相關規定

（三）本人及身份證明與錄取通知、考生檔案等是否一致；

（四）身心健康狀況是否符合報考專業或者專業類別體檢要求，能否保證在校正常學習、

生活；

（五）藝術、體育等特殊類型錄取學生的專業水準是否符合錄取要求。

複查中發現學生存在弄虛作假、徇私舞弊等情形的，確定為複查不合格，取消學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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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嚴重的，移交有關部門調查處理。

複查中發現學生身心狀況不適宜在校學習，經學校指定的二級甲等以上醫院診斷，需要

在家治療或休養的，可按照本規定第十條的要求保留入學資格。

第十二條  每學期開學時，學生應當在開學 2周內按照學校規定辦理註冊手續。不能如

期註冊的，應當履行暫緩註冊手續。未按學校規定繳納學費或者有其他不符合註冊條件的，

不予註冊。

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可以申請助學貸款或者其他形式資助，辦理有關手續後註冊。

學校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提供教育救助，完善學生資助體系，保證學

生不因家庭經濟困難而放棄學業。

第二節  考核與成績記載

第十三條  學生應當參加學校教育教學計畫規定的課程和各種教育教學環節（以下統稱

課程）的考核，考核成績記入成績單，並歸入學籍檔案。

考核分為考試和考查兩種。考核合格獲得該門課程的學分。

第十四條  課程考核合格已經獲得該門課程的學分，學生希望獲得更好的成績，可以申

請重修。重修課程不另外計算學分，評獎、評優、保送研究生等按第一次成績計算。

第十五條  學生思想品德的考核、鑒定，以本規定第四條為主要依據，採取個人小結、

師生民主評議等形式進行。

學生體育成績評定突出過程管理，根據考勤、課內教學、課外鍛煉活動和體質健康等情

況綜合評定。

第十六條  學生可以通過雙學士學位教育等方式輔修或者選修其他專業課程。學生可以

根據校際協定，經學校同意跨校修讀課程，在他校修讀的課程成績 (學分 )由學校審核後予

以置換。學生可以參加學校認可的開放式網路課程學習。參加開放式網路課程學習的成績（學

分）由學校審核後予以承認。

第十七條  學生應積極參加學校創新創業、社會實踐等活動，所參加的創新創業、社會

實踐等活動以及發表論文、獲得專利授權等與專業學習、學業要求相關的經歷、成果，可以

折算為學分，計入本專業培養方案中課外培養計畫環節學分。

第十八條  學校真實、完整地記載、出具學生學業成績，並建立健全學生學籍檔案。學

校教務管理部門對通過補考、重修獲得的成績予以標注。

學生違反考試紀律或者作弊的，該課程考核成績記為無效，視其違紀或者作弊情節，給

予相應的紀律處分。

學生因退學等情況中止學業，其在校學習期間所修課程及已獲得學分如實予以記錄並存

檔。學生重新參加入學考試、符合錄取條件，再次入學的，其已獲得學分，經學校認定，予以承認。

第十九條  學校對學生實行考勤制度，學生不能按時參加學期教育教學計畫規定的活動，

應當事先請假並獲得批准。學生每次請假最長時限為 2周，學期累計請假次數不得超過 2次。

未履行請假手續的按曠課處理。未履行請假手續或者請假未經批准而缺席者，根據學校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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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違紀處分的規定給予批評教育，情節嚴重的給予紀律處分。學生請假應事先持有關證明

材料向所在學院提出申請，履行審批手續。

學生因病住院治療或有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參加課程考核的，一般應當在考前持有關證明

申請緩考，經所在學院同意，報教務管理部門審批後，緩考該課程。

第二十條  學生應參加學校開展的誠信教育活動，遵守學校學術誠信制度。學校建立學

生誠信檔案，記錄學生學業、學術、品行等方面的誠信資訊。學生有失信行為的，視其情節，

給予批評教育或相應的紀律處分。對違背學術誠信的，學校對其獲得學位及學術稱號、榮譽

等作出限制。

第三節  轉專業與轉學

第二十一條  學生具有下列情況之一，符合相關要求，經學校嚴格審查後，可允許轉專業：

（一）符合學校招生相關政策，高考成績特別優秀，獲吉林大學新生入學獎學金的；

（二）按照學校轉專業選拔計畫，達到相關選拔要求考核被錄取的；

（三）根據學校學科專業建設發展需要，由學校組織統一進行專業分流或調整的；

（四）學生在某專業領域確有興趣和專長，轉專業更能發揮其業務專長的；

（五）學生確有某種特殊困難，不適宜在原專業繼續學習的；

（六）學生休學創業或退役後複學，因自身情況申請轉專業的。

第二十二條  有下列情況之一的，不允許轉專業：

（一）藝術、體育類專業的學生；

（二）經我校選拔錄取的高水準運動隊、高水準藝術團學生；

（三）有考試違紀行為或其他紀律處分尚未解除的學生；

（四）有轉學、轉專業經歷的學生；

（五）國家有相關規定、教育部不允許轉專業的其它情況。

第二十三條  學生應當在被錄取學校完成學業。因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難、特別需要，無

法繼續在本校學習或者不適應本校學習要求的，可以申請轉學。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轉學：

（一）入學未滿一學期或者畢業前一年的；

（二）高考成績低於擬轉入學校相關專業同一生源地相應年份錄取成績的；

（三）由低學歷層次轉為高學歷層次的；

（四）以定向就業招生錄取的；

（五）無正當轉學理由的。

學生因學校培養條件改變等非本人原因需要轉學的，學校出具證明，由所在地省級教育

行政部門協調轉學到同層次學校。

第二十四條  申請轉入我校的本（專）科學生由學生本人提出申請，說明理由，其高考

成績應達到擬轉入相關專業在生源地相應年份的高考錄取成績。經學校主管部門審核轉學條

件及相關證明，認為符合本校培養要求且學校有培養能力的，經校長辦公會或者校長授權的

專門會議研究決定，可以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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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轉學的，由轉出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商我省教育行政部門，按轉學條件確認後辦理

轉學手續。須轉戶口的，由轉入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將有關文件抄送我校所在地的公安機關。

第二十五條  學校對轉學情況及時進行公示，對於轉入我校的學生，在轉學完成後 3個

月內由學校報吉林省教育行政部門備案。

第四節  休學與複學

第二十六條  學生可以分階段完成學業。學生在校最長學習年限（含休學和保留學籍）

為規定學制基礎上延長 2年。

第二十七條  學生申請休學或者按照要求應當休學的，經學校批准，可以休學。學生休

學一般以一學期或一學年為期限，特殊情況經學校批准可以續休，學生累計休學年限不得超

過 2年。

第二十八條  學生因創業需要申請休學的，經學校審批通過，可以休學創業。休學創業

累計休學年限不得超過 2年，休學創業學生的最長學習年限為規定學制基礎上延長 4年。休

學創業的學生需滿足以下條件並提交支撐材料：

（一）具備正式工商登記註冊手續的公司或企業實體；

（二）學生本人是法定代表人或合夥人；

（三）實際運營的公司或企業實體，提供驗資報告或 1-2 個月的財務報表。

第二十九條  休學學生應當辦理手續離校。學生休學期間，其學籍由學校予以保留，但

不享受在校學習學生待遇，不能參加休學學期的課程考核。因病休學學生的醫療費按國家及

當地的有關規定處理。

第三十條  學生休學期滿，應當在學校開學 2周內提出複學申請，經學校審查合格，辦

理複學手續。

第三十一條 學生應徵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含中國人民武裝員警部隊），學校保留其入

學資格或者學籍至退役後 2年。

學生參加學校組織的跨校聯合培養專案，在聯合培養學校學習期間，學校為其保留學籍。

學生保留學籍期間，與其實際所在的部隊、學校等組織建立管理關係。

第五節  退  學

第三十二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學校可予退學處理：

（一）學生本人申請退學的；

（二）學業成績未達到學校要求或者在學校規定的學習年限內未完成學業的；

（三）休學、保留學籍期滿，超過 2周未提出複學申請或者申請複學經審查不合格的；

（四）根據學校指定醫院診斷，患有疾病或者意外傷殘不能繼續在校學習的；

（五）未經批准連續 2周未參加學校規定的教學活動的；

（六）每學期開學 2周內未註冊且未履行暫緩註冊手續的；

（七）學校規定的不能完成學業、應予退學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三條  對學生做出退學處理的，進行合法性審查後，提交校長辦公會或者校長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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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專門會議研究決定。

第三十四條  退學學生經學校批准後一周內辦理退學手續離校；不辦理退學手續的，15

日內學校註銷其學籍。已辦理退學手續的學生檔案，退回其家庭所在地，戶口按照國家相關

規定遷回原戶籍地或者家庭戶籍所在地。

第六節  畢業與結業

第三十五條  學生在學校規定學習年限內，修完教育教學計畫規定內容，成績合格，達

到學校畢業要求的，准予畢業，並在學生離校前發給畢業證書。

經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核符合學位授予條件的，頒發學位證書。

學生提前完成教育教學計畫規定內容，獲得畢業所要求的學分，可以申請提前畢業。

第三十六條  學生在學校規定最長學習年限內，修完教育教學計畫規定內容，但未達到

學校畢業要求的，准予結業，發給結業證書。

結業後在最長年限內可以重修有關課程或者補作畢業論文 (設計 )，達到畢業要求，可以

用結業證書換發畢業證書。合格後頒發的畢業證書、學位證書，畢業時間、獲得學位時間按

發證日期填寫。

對退學學生，在校學習時間滿一年且有完整成績記載的，發給肄業證書。學習時間不滿

一年的，發給寫實性學習證明。

第七節  學業證書管理

第三十七條  學校嚴格按照招生時確定的辦學類型和學習形式，以及學生招生錄取時填

報的個人資訊，填寫、頒發學歷證書、學位證書及其他學業證書。

學生在校期間變更姓名、出生日期等證書需填寫的個人資訊的，應當有合理、充分的理由，

並提供具有法定效力的相應證明文件。變更理由及證明檔由學校進行審查。

第三十八條  學校執行高等教育學籍學歷電子註冊管理制度，按相關規定及時完成學生

學籍學歷電子註冊。

第三十九條  在主修專業修業年限內獲得主修專業學士學位的同時，完成雙學士學位教

育培養方案要求，取得相應學分，頒發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權的雙學士學位證書。

對完成本專業學業同時輔修其他專業並達到該專業輔修要求的學生，發給輔修專業證書。

第四十條  對違反國家招生規定取得入學者資格或者學籍的，學校取消其學籍，不發給

學歷證書、學位證書；已發的學歷證書、學位證書，學校依法予以撤銷。對以作弊、剽竊、

抄襲等學術不端行為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得學歷證書、學位證書的，學校依法予以撤銷。

被撤銷的學歷證書、學位證書已註冊的，學校予以註銷並報教育行政部門宣佈無效。

第四十一條  學歷證書和學位證書遺失或者損壞，經本人申請，學校核實後出具相應的

證明書。證明書與原證書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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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校園秩序與課外活動

第四十二條  學生應當與學校共同維護校園正常秩序，保障學校環境安全、穩定，保障

學生的正常學習和生活。

第四十三條  學校建立和完善學生參與管理的組織形式，支持和保障學生依法、依章程

參與學校管理。

第四十四條  學生應當自覺遵守公民道德規範，自覺遵守學校管理制度，創造和維護文明、

整潔、優美、安全的學習和生活環境，樹立安全風險防範和自我保護意識，保障自身合法權益。

第四十五條  學生不得有酗酒、打架鬥毆、賭博、吸毒，傳播、複製、販賣非法書刊和

音像製品等違法行為；不得參與非法傳銷和進行邪教、封建迷信活動；不得從事或者參與有

損大學生形象、有悖社會公序良俗的活動。

學校發現學生在校內有違法行為或者嚴重精神疾病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的，可以依法採

取或者協助有關部門採取必要措施。

第四十六條  學校堅持教育與宗教相分離原則。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在學校進行宗教活

動。

第四十七條  學校建立健全學生代表大會制度，為學生會等學生組織開展活動提供必要

條件，支持其在學生管理中發揮作用。

學生可以在校內成立、參加學生團體。學生成立團體，應當按學校有關規定提出書面申請，

報學校批准並施行登記和年檢制度。

學生團體應當在憲法、法律、法規和學校管理制度範圍內活動，接受學校的領導和管理。

學生團體邀請校外組織、人員到校舉辦講座等活動，需經學校批准。

第四十八條  學校提倡並支持學生及學生團體開展有益於身心健康、成長成才的學術、

科技、藝術、文娛、體育等活動。

學生進行課外活動不得影響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和生活秩序。

學生參加勤工助學活動應當遵守法律、法規以及學校、用工單位的管理制度，履行勤工

助學活動的有關協定。

第四十九條  學生舉行大型集會、遊行、示威等活動，應當按法律程式和有關規定獲得

批准。對未獲批准的，學校依法勸阻或者制止。

第五十條  學生應當遵守國家和學校關於網路使用的有關規定，不得登錄非法網站和傳

播非法文字、音訊、視頻資料等，不得編造或者傳播虛假、有害資訊；不得攻擊、侵入他人

電腦和移動通訊網路系統。

第五十一條  學校建立健全學生住宿管理制度。學生應當遵守學校關於學生住宿管理的

規定。鼓勵和支持學生通過制定公約，實施自我管理。

 

第五章  獎勵與處分

第五十二條  學校對在德、智、體、美等方面全面發展或者在思想品德、學業成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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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創造、體育競賽、文藝活動、志願服務及社會實踐等方面表現突出的學生，給予表彰和獎勵。

第五十三條  學校對學生的表彰和獎勵採取授予榮譽稱號、頒發獎學金等多種形式，給

予相應的精神鼓勵或者物質獎勵。

學校對學生予以表彰和獎勵，以及確定推薦免試研究生、國家獎學金、公派出國留學人

選等賦予學生利益的行為，建立公開、公平、公正的程式和規定，建立和完善相應的選拔、

公示等制度。

第五十四條  對有違反法律法規、本規定以及學校紀律行為的學生，學校給予批評教育，

並可視情節輕重，給予如下紀律處分：

（一）警告；

（二）嚴重警告；

（三）記過；

（四）留校察看；

（五）開除學籍。

第五十五條 學校對學生作出處分，出具處分決定書。處分決定書包括下列內容：

（一）學生的基本資訊；

（二）作出處分的事實和證據；

（三）處分的種類、依據、期限；

（四）申訴的途徑和期限；

（五）其他必要內容。

第五十六條  學校對學生的處分，按照證據充分、依據明確、定性準確、程式正當、處

分適當的原則，根據有關規定進行。

第五十七條  在對學生作出處分或者其他不利決定之前，學校告知學生作出決定的事實、

理由及依據，並告知學生享有陳述和申辯的權利，聽取學生的陳述和申辯。

處理、處分決定以及處分告知書等，直接送達學生本人，學生拒絕簽收的，可以以留置

方式送達；已離校的，可以採取郵寄方式送達；難於聯繫的，學校利用學校網站、新聞媒體

等以公告方式送達。

第五十八條  對學生作出取消入學資格、取消學籍、退學、開除學籍或者其他涉及學生

重大利益的處理或者處分決定的，由學校校長辦公會或者校長授權的專門會議研究決定，並

事先進行合法性審查。

第五十九條 除開除學籍處分以外，學校根據處分等級設置 6到 12 個月的處分期限，處

分到期後按學校有關規定程式予以解除。解除處分後，學生獲得表彰、獎勵及其他權益，不

再受原處分的影響。

第六十條  對學生的獎勵、處理、處分及解除處分材料，學校真實完整地歸入學校文書

檔案和本人檔案。

被開除學籍的學生，由學校發給學習證明。學生應按學校規定期限離校，檔案由學校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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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其家庭所在地，戶口按照國家相關規定遷回原戶籍地或者家庭戶籍所在地。

 

第六章  學生申訴

第六十一條  學校成立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負責受理學生對處理或者處分決定不服提

起的申訴。

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由學校相關校領導、職能部門負責人、教師代表、學生代表、法律

事務辦公室負責人組成。

學校制定《吉林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吉林大學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組織及工作規則》，

規定學生申訴的具體辦法和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的組成與工作規則。

第六十二條  學生對學校的處理或者處分決定有異議的，可以在接到學校處理或者處分

決定書之日起 10 日內，向學校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

第六十三條  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對學生提出的申訴進行複查，並在接到書面申訴之日

起 15 日內作出複查結論並告知申訴人。情況複雜不能在規定限期內作出結論的，經學生申訴

處理委員會主任批准，可延長 15 日。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認為必要的，可以建議學校暫緩執

行有關決定。

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經複查，認為做出處理或者處分的事實、依據、程式等存在不當，

可以作出建議撤銷或變更的複查意見，要求相關職能部門予以研究，重新提交校長辦公會或

者校長授權的專門會議研究決定。

第六十四條  學生對複查決定有異議的，在接到學校複查決定書之日起 15 日內，可以向

吉林省教育行政部門提出書面申訴。

第六十五條  自處理、處分決定書送達之日起，學生在申訴期內未提出申訴的視為放棄

申訴，學校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訴。

處理、處分決定書未告知學生申訴期限的，申訴期限自學生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處理或者

處分決定之日起計算，但最長不得超過 6個月。

第六十六條  學生認為學校及工作人員違反《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侵害其合

法權益的；或者學校制定的規章制度與法律法規抵觸的，可以向吉林省教育行政部門投訴。

 

第七章  附  則

第六十七條  學校對接受高等學歷繼續教育的學生、港澳臺僑學生、留學生、專科學生

的管理，參照本規定執行。

第六十八條  本規定自2017年 9月 1日起施行。原《吉林大學本科學生管理規定》（2014

年修訂）同時廢止。學校其他有關文件規定與本規定不一致的，以本規定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