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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入华签证

留学生需在本国所在的中国使馆或领事馆申请入华签证。	申请签证

所需要提供的文件包括你的有效护照，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外国

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也称为JW201/JW202表）。

在你取回护照及领取入华签证的同时，请确保使馆把录取通知书及

JW201/JW202表原件归还给你。这是你来华后申请办理居留许可

时，所需要提供给公安局的重要文件。

	

在华学习时间超过半年的学生须持	“X1”签证入境。1

注 ：（1）“X1 签证” 的有效期限为 30 日。持 X1 签证者
必须在入境后的 30 日内申请办理居留许可，才可以合
法地长期居住在中国。

（2）根据相关规定，留学生报到时须持有 X1/X2 签证
或中国境内公安机关签发的居留证件，其他类型签证均
不能办理入学手续。

因此，学校建议同学们不要太早入境，因为你只能在学校规定时间

报到后才有资格申请办理居留许可。

来华前的准备

留学生办公室：

北京大学新太阳

学生中心三层

X1签证	样本

在华学习时间超过半年的学

生须持	“X1签证”入境。

X2签证	样本

在华学习期限在半年以下

者持“X2签证”入境。

居留证件	样本

中国境内公安机关签发的

居留证件。

如需了解你所在国家的中国使/领馆的信息，请参看我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 

1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期间的最新入境及签证政策，请以学校的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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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安排

留学生应按照录取通知书上指定的报到日期报到注册。

北京大学中关新园

到北大东门的路程	－走路	5	分钟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126号

电话：+86-10-62752288

http://pkugv.pku.edu.cn/  

校外住宿

想在校外住宿的学生，可以通过房产中介机构查询租房的信息。

宾馆

校内宿舍只能在注册日后才可入住，如在注册日前入境，可以暂时居住在以下学校附近

的宾馆。

在校内的宾馆:

北京大学勺园

电话:	+86-10-62752218

http://shaoyuan.pku.edu.cn/ 

北京大学勺园

电话：	86-10-62752218

http://shaoyuan.pku.edu.cn/ 			

学生宿舍

北大博雅国际酒店

电话：+86-10-82689999

http://www.thelakeviewhotel.com.cn/

北京大学中关新园

电话：+86-10-62752288	

http://pkugv.pku.edu.cn/

*留学生宿舍网上预订时间一般在每年的1月中旬和7月中旬，具体时间请随时关注留学生办公室网

站最新通知。

*由于宿舍数量有限，本校无法保证全部自费留学生的校内住宿。

邮电疗养院

到北大西门的路程		－	走路15分钟

北京海淀区挂甲屯5号

电话：	+86-10-62547799

http://www.bjposthotel.cn 

北京文津国际酒店

到北大东门的路程		－	走路20分钟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5号楼

电话：+86-10-62525566

http://www.wenjin.com.cn/ 

北京锡华商务酒店

到北大西门的路程		－走路5分钟

北京海淀区颐和园路12号

电话：+86-10-62646688

锦江之星酒店（中关村店）

到北大西南门的路程	—走路10分钟

北京海淀区海淀大街42号

电话：+86-10-82623688

http://www.jinjianginns.com 

在校外的宾馆:

北京资源宾馆

到北大西南门的路程		－	走路1分钟

北京海淀区颐和园路1号	

电话:	+86-10-62757199

北京海润艾丽华酒店及服务公寓

到北大西南门的路程		－	走路25分钟

北京海淀区海淀南路36号

电话：+86-10-82669999

Email:		reservation.beijing@stayariva.com.cn

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

到北大南门的路程		-	走路20分钟

北京海淀区知春路106号

电话:	+86-10-59938888

http://www.ihg.com

学生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搜查引擎查询有关其它宾馆的住宿信息:

- http://www.ctr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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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支票：

北京的多数银行可以兑换美金的旅行支票。不过办理外币支票兑换的时

间较长，大约须40多个工作日。

外币兑换：

学生可以在北大附近的银行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和开设人民

币账户。北京的银行可以把以下的币种兑换成人民币：英

镑、美元、欧元、日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

中国银行外币兑换的币种最多，可登录中国银行网站查询相

关信息：http://www.boc.cn/

英镑港
币

美元

欧元日
元

加拿大元
澳大利亚元

人民币

银行信息及相关费用

电汇：

如你打算将生活费等费用电汇至你在北京的账户，请另携带足以

支付你在短期内住宿及饮食等所需的现金。

由于银行需要数个工作日完成电汇的办理，为了谨慎行事，学校

建议同学们携带大约6000元人民币（以足以支付在北京一个月的生

活、住宿、饮食及交通的费用）。

银行取现：

银行对信用卡或借记卡的每日取现额度都有限制，请在出发前到

你的开卡银行确认你的信用卡/借记卡在中国境内的每日取现额度。

建议保留重要证件的复印件2份。同时，也建议同学们在出国前，把相关的证件，如医

疗处方等翻译成中文。

以下是同学们所需要携带的文件清单，请来校时，记得携带：

	 有效护照及签证

	 录取通知书（原件）

	 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1/JW202表）(原件)

	 白底2寸的照片（至少2张）

	 身体检查及验血结果或报告(英文原件)	(如有请提供)

	 家属的护照，签证，结婚证书及出生证明	(如需要请携带)	

医疗处方

成绩单

毕业证书
原件

推荐信

以下是建议你携

带的个人文件(如

需要请携带)：

所需要携带的文件

我们建议你只带最重要的随身物品，轻装上阵。你可以在北京的商场超市购买日用品

或小型家具。（留学生办公室一般会在开学初组织同学们去宜家采购。）

如果方便，可以从家里带一套浴巾和床单，在你刚到北京安顿那一天可能会用得上。

我们强烈建议你带上海报、照片或家乡的纪念品等。这些纪念品能让你即便远在北

京，仍能感受到家乡的风情，并最大程度上降低异域文化的冲击和身处异乡的不适。

收拾行李

+ + +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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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后须知

如何从机场
前往北京大学?

出租车

最方便的办法是乘坐出租车。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位于北京市

区的东北方向，距北大燕园校区约40公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位于北京市区的南部，距北大燕园校区约54公里。

北京的出租车价格一般是2.3元/公里，从首都国际机场到学

校大约需要100-130元人民币，从大兴国际机场到学校大约需

要180-230元人民币，其中包括高速公路费用和燃油附加费。

23:00-5:00（次日）出租车会加收一定费用。

从首都国际机场到北京大学大约需要1-1.5个小时。从大兴

国际机场到北京大学大约需要1.5-2个小时。

下车时请务必向司机索要出租车发票，并记住所乘坐出租车的车牌号。

地铁机场快轨（机场地铁专线）

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可分别从T2航站楼及T3航站

楼乘坐机场快轨到达三元桥站，然后转地铁10号线，经过11站

到达海淀黄庄站，再转地铁4号线，经过2站，到达北京大学东

门。机场快轨费用为25元，地铁费用为5元。

抵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后，可乘坐大兴国际机场线（草桥

方向）到达草桥站，然后转乘地铁10号线，经过1站到角门西

地铁站，再转乘地铁4号线，经过18站，到达北京大学东门。

机场线费用为35元，地铁费用为5元。

从T2航站楼出发的机场快轨运营时间为6:35—23:10；从T3航站楼出发
的机场快轨运营时间为6:20—22:50，请把握好时间。

由首都国际机场出发

由大兴国际机场出发

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 三元桥站 海淀黄庄站 北京大学

东门站
24分钟

机场快轨

24分钟

地铁10号线

4分钟

地铁4号线

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 草桥站 角门西站 北京大学

东门站
20分钟

机场快轨

3分钟

地铁10号线

36分钟

地铁4号线

北京大学
国际学生
留学指南 0908



登记住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入华后24小时内须在住宿

地所在派出所办理临时住宿登记（酒店和校内留学生公寓除外）。

如违反规定不办理住宿登记，公安机关会依法处以警告或一定的罚款。

开立银行账户

以下是北大附近,	方便你开立人民币账户的银行：	

西南门外向南

步行一分钟	&	

海淀桥东南角

理想国际大厦

一层

东门外步行两

分钟	

中国银行 北京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南门外向东步

行五分钟

校园内	&	海淀

桥西北角新技

术大厦一层

校园内

推   荐

在开立账户及兑换外币时须出示你的护照原件。此外，在开立账户前须到留学生办公室领取一份《留学

生开立账户说明》。

在开立账户时，请申请一张与你的账户关联的银联卡，此卡与账户是属于同一体的。（银联卡在中国普

遍使用，它的功能与借记卡相同，可以将汇款直接转账到收款人的账户。）

本校建议同学们在入境后，先在银行对换外币及开立人民币账户，并且申请银联卡；再到学校来刷卡缴

纳学费。

购买医疗保险

中国教育部规定，来华

学习的留学生必须购买中国

院校指定的医疗保险。

学生可于报到注册日前

15天起登录来华留学保险网

站（http://www.lxbx.net）,

在线支付费用，购买来华留

学生综合医疗保险。也可于

报到注册日当天，在报到处

购买医疗保险。对于没有购

买所要求的医疗保险者，学

校将不予办理注册手续。

请于本书第三章医疗保

险部分查阅更多具体信息。

北京大学
国际学生
留学指南 1110



注册报到	2

报到程序

本科生、研究生、高级进修生、研究学者 普通进修生

报到前
缴纳学费

购买医疗保险

缴纳学费

购买医疗保险

报到当日

留学生报到、领取迎新材料

到院系报到

报名参加留学生迎新活动

领取校园卡

留学生报到、领取迎新材料

报名参加留学生迎新活动

领取校园卡

报到

1-2周内

办理学生证

办理签证、居留手续

选修课程

办理签证、居留手续

报到手续须学生本人亲自完成，不能委托他人代办。学生必须于报到当日或报到前缴清学费，否则报

到手续无法正常完成。

如不能按时报到和注册，请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一份书面申请到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说明

迟到原因。（传真号码：＋86-10-62751233；电子邮件：study@pku.edu.cn）无故不按时注册

超过2周，按自动退学处理。

留学生必须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注册日期报到注册。注册时，请携带以下文件：

录取通知书	(原件)	

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1/JW202 表）

1张2寸白底免冠照片

身体检查及验血结果或报告(中文或英文原件，如有请提供)

（临时）住宿登记表

有效护照及签证

缴纳学费

新生在报到时，必须至少付清一学年的学费（学习时间为一学期的学生

须付清全部学费），学费必须以人民币支付。

刷卡支付：

学校建议留学生用在中国境内办理的有	“银联”	标志的

银行卡（也称银联卡）支付学费。用这种付费方式，不

产生手续费，比较安全，而且也可立即入账。

使用其他银行卡（VISA，MasterCard等）支付学费，

银行会收取一定手续费。

网上支付：

登录北京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平台：ww w .

studyatpku.com，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入系统。支

持以下支付方式：

中国境外卡支付：VISA和MasterCard支付；

中国境内支付：支付宝、微信、银行卡支付。

汇款	：

学校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		收款人名称:	北京大学	

-		账			号:	323356024746

-		开户行名称:	中国银行北京北大支行

-		收款行清算代码：BKCH	CN	BJ	110

-		汇款人附言：学生学号＋学生姓名

请注意：
如汇款缴纳学费，须按要求在附言写明学生学号和姓名信息。

1

2

3

缴纳方式：

2 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不能入境学生的报到方式为线上报到，请以学校邮件通
 知为准。

推   荐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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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记录验证		

持X1签证入境的学生须做身体检查，可选择来华前在本国做身体检

查，或抵达北京后到指定部门做身体检查。

在境外做身体检查的新生，须交验中文或英文的境外体格检查记录

（原件），并持2张二寸证件照片和护照原件及复印件（照片页+签证页/

免签入境页+信息变更页）到北京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进行验证。验证

合格者由保健中心出具《境外人员体格检查记录验证证明》。如不符合

要求，须补充检查或重新进行健康检查，检查合格后保健中心出具《境

外人员体格检查记录验证证明》。

海关总署（北京）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海淀门诊部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德政路10号

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8:30-11:30（体检、境外健康证明验证、领结果）

下午13:00-16:00（境外健康证明验证、领结果）

咨询电话：86-10-82403675

乘车路线：在北京大学东门乘坐地铁4号线，西苑站换乘地铁16号线到

西北旺站下车，从东北口（B口）出向东步行700米。

北京大学
国际学生
留学指南 1514



北京生活

北京是拥有29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是全球拥有世界遗

产（7处）最多的城市，是全球首个拥有世界地质公园的首都城市。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外交中心，这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城

市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关于北京		

作为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中心，北京

拥有的文物古迹达到7300多项，旅游

景点200多处。世界上最大的皇宫——

紫禁城坐落在京城的中轴线上，皇家园

林颐和园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是中国

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园林。长

城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

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古今中

外，凡到过长城的人无不惊叹它的磅礴

气势和宏伟规模。长城始建于两千多年

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现存的长城遗迹主

要为建于十四世纪的明长城。北京的八

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保护的最好的部

份。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同样拥有久远

的历史，反映了北京历史的面貌。

北京春夏秋冬四季分明，9、10月

份正值北京的秋季，最高温度在30℃左

右，最低温度18℃左右。这是北京一年

当中最好的季节，天空蓝得一泻千里；

如果站在紫禁城的高处，能够看到辽远

的燕山山脉，既高朗，又静远，整个城

市都显得格外大气、通透。可以说，北

京既有古典风韵，又具时尚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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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风俗和习惯		

传统节日

春节是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是中国民间最重要、最隆重

同时也是最热闹和最富有特色的一个传统节日，有吃饺子、贴对

联、放鞭炮、走亲访友等习俗，中国人过春节已有4000多年的历

史。由于中国农历与西方公历的不同，春节通常在公历1月或2月

的某一天。

清明节又名踏青节，是中国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是祭祖

和扫墓的日子。清明节一般在公历4月4日前后。四月份春回大

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因此清明节也是踏

青、郊游的日子。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中国人过端午节已有2000多年

的历史。端午节一般在公历6月，有吃粽子、赛龙舟等习俗。

中秋节为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在中国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

传统节日。中秋节有吃月饼、赏月等习俗。

待人接物的习惯

中国人比较内敛、含蓄，在收到礼物的时候没有当

场打开礼物的习惯，一般会收下礼物并礼貌地道谢，但

这并不表示不喜欢你送的礼物。

在款待客人时，无论是喝茶、饮酒还是用餐，中国

人会热情地邀请客人再多吃一些，客人需要多次委婉地

谢绝后主人才不会再询问。这与其他一些国家的习惯有

所不同。

请客与AA制

中国人热情好客，请客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请客，即宴请客人并承

担一切开销。其实中国人在乎的不全是宴席中的美味，而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的热闹劲，可以说请客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习俗。

请客通常是礼尚往来的一种方式，双方会互请，这次你请客，下次我请

客，这样友谊建立起来并进一步加深。如果总是被请客，而不主动掏腰包宴请

他人，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有的时候请客的双方会为取得付账的

主动权而争执起来，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争吵。

在中国，用餐AA制不太普遍，年轻人一般会接受AA制。如果主动邀请中

国朋友用餐，最好事先说清楚是AA制还是你请客。

称谓礼仪

称谓礼仪是在对亲属、朋友及其他有关人员称呼时所使用的一种规范性礼貌

语，它能恰当地体现出当事人之间的隶属关系。

当清楚对方身份时，既可以对方的职务相称，也可以对方的身份相称，如“于

部长”、“黄经理”；当不清楚对方身份时，可采用以“先生/女士”相称，姓名在

前，如“李先生”、“王女士”。

当称呼年长者时，务必要恭敬，不应直呼其名，可以称“老先生”，如“王老

先生”、“张老先生”，或姓氏+职务（或职称等），如“吴主任”、“林总”。

在学校里，“老师”是表示尊敬的称谓，无论是任课的教授还是行政教辅人

员，都可以称为“老师”，姓名在前，如“孙丽老师”、“杨老师”。直呼对方的

姓名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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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		

在北京乘坐出租汽车很方便，出租汽车一般都昼夜服务。车费按租用

行驶里程计算，一般是2.3元/公里。出租汽车车顶有“TAXI”的标志灯，

车内仪表盘上方的监督卡有司机的照片、姓名、单位和监督电话，出租车

的前挡风会有“空车（FOR	HIRE）”的标志，下车时会给你打印出乘车

费发票，你最好保留好发票，万一有问题可以凭发票联系到出租车或它所

在的公司。此外，你也可通过打车软件叫车，如曹操出行、百度地图、高

德地图等，出行时请注意个人安全，避免独自深夜出行。

北京的地铁四通八达，出行乘坐地铁既方便又快捷。目前已经开通的

线路有20多条，通往北京市区的各个角落及附近区县。你可以从北京市地

图上找到它们。离北大最近的地铁站是4号线“北京大学东门站”。

北京大学周围有很多的公交车线路，出行很方便。但由于北京城市

发展十分迅速，所以公交车的线路和站牌也经常有变化，这还要依靠你自

己去观察和掌握了。具体每一路车所途经的路线，大家可以在北京公交的

网站上查询，这个网站也可以查询北京市内的出行路线	。北京公交网：

http://www.bjbus.com。开学后各学院会公布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统一办理

市政交通一卡通的通知，使用该卡乘坐公交车和地铁都会又便宜又便捷。

乘坐公交车辆时要扶好站稳，乘坐出租车要系好安全带，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更要注
意交通安全。乘车时应特别注意保管好所带证件及财物，以免丢失。

自行车是很多北京人使用的代步工具。在北大学习，买一辆结实耐用的二手车是个不错
的主意，当然也可以扫描二维码付费使用市内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

北京大学校园内禁止使用摩托车和无牌电动车。

进出北京

北京有三个机场，分别是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和南苑机场。首都国际机场位

于市区东北部，距市区约 30公里；大兴国际机场位于市区南部，距市区约 40公里；南苑

机场位于市区南部，距市区约 13公里。首都国际机场有 3个航站楼，各航空公司的班机均

在此起降；大兴国际机场为 4F级新国际机场、世界级航空枢纽。南苑机场为军用机场，对

民航开放，航班相比首都国际机场要少很多。

北京主要火车站有：北京西站、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西直门火车站）、北京

朝阳站、北京东站。乘坐地铁可以抵达四个火车站：乘坐地铁 7号线或 9号线可抵达北京

西站，2号线抵达北京站，4号线抵达北京南站，2号线、4号线、13号线都可抵达北京北

站（西直门火车站）。

在中国旅游

留学生可以在课余时间到外地旅游。

外出旅行时，一定要带上护照，并要保管好证件和贵重物品。建议保留重要证件（如

护照）的复印件 2份。

旅游的地点，一定要选择中国境内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未经允许，不得进入未对外

国人开放的地区和场所。如因科研或学术需要，需经专门批准，才可进入未开放区。违反上

述规定，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旅行只能在周末、节假日和寒暑假里进行。学习期间不能请假外出旅行。

生活费用预估

北京的生活消费水平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略高。生活费用的高低取决于很多因素，如居住地

点、出行次数等，因此每个人的生活开销会有不同。以下是部分生活费用估计（仅供参考）：

住宿 约	4000元人民币/月

饮食 约1500元人民币/月

交通、杂费等 约5000元人民币/学年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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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生活

关于北大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

性大学。现在的校址在北京市海淀区，与颐和园、圆明园毗邻，原为燕

京大学所在地，因此北京大学校园又称“燕园”。

建校120多年以来，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

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

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作为中国综合实力第一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现设有人文学部、社

会科学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部、理学部、信息与工程学部、医学部六个

学部。学校现有51个直属院系，130个本科专业，286个硕士学位点，

263个博士学位点。北京大学在保持传统基础学科领先优势的同时，近

年来，在应用学科领域及许多前沿交叉学科领域内也取得了重大发展。

访问北京大学网页，更多地了解北京大学：http://www.pku.edu.cn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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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指南 23



学期设置

北京大学每学年分春、秋两个学期。秋季学期是新学年的开始，一般从9月开始至下

一年的1月，春季学期一般从2月下旬开始至6月。每学年有寒假和暑假两个长假期，暑假

通常为两个月，学校会安排暑期课程。寒假较短，为4周左右，通常与中国的春节假日相

连。每学期开学的时间不是固定的，取决于中国春节的日期，具体开学时间须参看当年的

校历。

查看校历：https://www.pku.edu.cn/campus.html

校园卡的使用

北京大学校园卡目前具有图书借阅、餐饮

消费、超市购物、上网交费、考勤等功能。校

园卡内写有你的个人信息及相关消费资料，使

用时将卡平放（或靠近）在读卡区域，读卡设

备会读出卡内信息，如消费POS机会显示卡内

电子钱包余额，身份识别终端会显示学号、院

系等相应信息。

进出校园

进出校园请刷脸出入，若人脸识别失败，可携带校园卡前往门卫室重新进行人脸采

集。疫情防控期间，请关注学校与院系通知，及时进行出入校报备。

校园卡的消费密码

消费密码在你用校园卡转账或消费金额超过一定数额时要用到。校园卡消费密码为你

的护照号码后六位。如果护照号码的后六位中有字母，则密码为888888。如果护照号码的

最后一位是字母，则消费密码为往前顺延的六位数字。消费密码可以在圈存查询一体机上或

校园卡中心修改。

图书借阅

进入图书馆需在通道机刷脸进行身份确认后方可进入。

非学位生须先在图书馆证卡办公室激活校园卡，方可进入图书馆。

校园卡

餐饮

购物

上网

考勤

用校园卡借还图书，只需将卡片交给工作人员或按工作人员要求放在读卡器上，读卡

完毕即可办理借还书手续。

非学位生须先在图书馆证卡办公室激活校园卡，方可进入图书馆。

用校园卡借还图书，只需将卡片交给工作人员或按工作人员要求放在读卡器上，读卡

完毕即可办理借还书手续。

餐饮消费

校园卡可在本部和医学部所有食堂使用。使用时，在工作人员输入消费金额后，你只

需将卡片在如下图所示收银机的读卡区域（圆圈处）拍一下听到“嘀”的一声后即可，此

时款已从你的卡内扣除，屏幕会显示卡内余额。如听到连续的报警声，则是你的卡内余额

不足或卡片损坏、挂失等，请你到校园卡中心咨询解决有关问题。为了校园卡资金安全，

系统设定消费限额为每餐累积30元。超过时需输入消费密码。

缴纳上网费

计算中心已为新生建立了网络账号，用户名为学号，登录密码为生日的8位数字

（yyyymmdd）。每一位在校注册的学生都可以直接在线缴纳网费。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

录https://its.pku.edu.cn/，点击页面右上角的“网费充值”，根据页面提示操作完成在线

付费。

卧式收银机 立式收银机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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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卡的挂失与解挂

校园卡挂失，可以在圈存机上按屏幕提示操作挂失，或在校园卡网站

（http://card.pku.edu.cn）上挂失，或持相关证件到校园卡中心挂失。

为了确保解挂者是持卡人本人，校园卡解挂必须由本人亲自持相关证件

到校园卡中心解挂。

校园卡充值

现金充值 ：在校园卡中心可持现金进行充值。

自动充值 ：如果你有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在你的授权下，校园

卡内金额不足时，系统将自动从你对应账号转账入校园卡进行充

值。系统初始默认值是：校园卡内金额不足 20元时，系统自动转

入 50元。持卡人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校园卡中心开通自动充值和

修改初始默认值。

微信充值 ：关注校园卡中心公众号“北大校园卡”，根据提示完成

充值。

补办校园卡

校园卡遗失或损坏，收费40元。补办地点在校园卡中心，立等可取。

校园卡管理和结算中心

校园卡管理和结算中心（简称“校园卡中心”）是我校校园卡管理与服务的

专门机构，主要负责校园卡的办理、发行、挂失、补办、退卡等业务和系统

的维护。

校园卡中心地址：

地址：北京大学新太阳学生中心B1-117房间

服务电话：62767858

网址：http://card.pku.edu.cn

1

2

3

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亚洲高校中最大的图书馆，目前藏书800多万册。图书馆对留学生开

放，凭校园卡可以在图书馆借阅图书文献。

学生进入图书馆一定要携带校园卡并自觉接受工作人员的检查。在借阅图书或使用图

书馆的过程中如有问题，可以随时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请求帮助。

在图书馆借书，一般只能借一个月，期满后需要办理续借手续，可以到图书馆柜台续

借，也可以通过图书馆的网站续借。如果逾期不还，图书馆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

各院系一般都有内部图书馆（室），可以向所在院系咨询内部图书的使用方法。

在图书馆的网站上登录后，你可完成预约、续借、查询借阅状态等多项操作。登录时

你需要“学号”和“密码”。学位生的密码与校内门户网站上的密码一致，为出生日期的8

位数字（yyyymmdd）。你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网上向图书馆的管理人员

提出。

进修生和研究学者使用图书馆，需先持校园卡到图书馆证卡办公室激活校园卡，按规

定交纳押金。离校时，凭《押金条》到图书馆证卡办公室办理退还押金手续。

图书馆证卡办公室

电话：62754246

网址：http://www.lib.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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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留学生可以住在北大的勺园和中关新园留学生宿舍，住宿期间，请遵守相关的住宿规定。

留学生也可以在校外住宿，但必须按规定到居住地派出所办理登记手续。在这里提醒大家，

在校外住宿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住房信息来源可靠，租赁手续完整合法，并要让房主持租赁许可证

到当地的派出所备案，你们自己也要和当地的居委会打招呼。总而言之就是要保证整个租房的手

续是完整的、合法的、可靠的。

不少同学在学习期间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告诉

留学生办公室你的新地址、电话和E-mail，因为留学生办公室会经常向留学生发出重要通知，在

紧急情况下需要和你联系，只有掌握了准确的联系方式，我们之间才有可能保持经常而顺畅的联

络，当你有困难时留学生办公室也可以及时地帮助你。留学生办公室会为你的联系方式保密。

签证及居留许可

签证和居留许可是留学生在中国合法居住停留的重要证件，关系到每一个留学生在学校

期间能否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而签证和居留许可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针对不同

的情况有很多比较复杂的手续要办理。所以同学们一定要仔细阅读、理解以下内容，遇到不

懂的地方可以向留学生办公室的老师咨询，确保学习期间，你的签证和居留许可没有问题。

办理流程和方式

办理签证前需先在手机上安装“留学北大”APP，在线申请延长签证，申请通过后你可

以选择自己前往公安局办理签证或商联国际公司代理办理签证。办理流程如下：

自己前往公安局办理流程 ：

由商联国际公司代理办理签证流程 ：

在线申请1 2 3

4 5

6

留学生办公室网上审核
（3个工作日）

到留学生办公室
登记信息

公安局网上审核(2-3个工作日) 到留学生办公室领取加盖
办公室公章的签证申请表

自己前往公安局办理
（首次申请须面签） 7 到公安局领取护照(10或15个工作日后)

相关材料提交留
学生办公室

本人确认签证申请表无误、签
字、交费，首次申请须面签

按照取件单上的日期到留学生办公室
领取护照（8或13个工作日后）

留学生办公室审
核并开具签证条

持签证条及其他材料到留学生办
公室329，代办公司网上申请1

54

代办费           每人150元人民币

办理地点       新太阳学生中心329房间

扫描以上二维码下载并安装“留学北大”APP

签证费          具体费用根据申办签证的种类而定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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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及居留许可类型

X1 签证

持X1学习签证入境后，签证有效期为30天，必须在入境后30天之内前往留学生

办公室申请办理居留许可，不能变更为其他任何类型的签证。

X2 签证

X2短期学习签证的有效期会标明在签证页上，自入境当日起可以停留指定的天

数。例如，如果在8月25日持有效期为90天的X2签证入境，最长可以停留至当

年的11月23日。

签证的入境次数也会标明在签证页上，持有人可以根据标注的次数进入中国。

例如，	2次出入境的X2签证表示可以使用本签证进入中国大陆境内2次，并且可

在中国停留天数由再次入境之日算起。

居留许可

在中国学习期限在1年以上的留学生需要办理居留许可，有效期标明在居留许可

上，学生可以在居留许可有效期内多次出入境。

S 签证

S签证分为长期私人事务签证S1和短期私人事务签证S2，S1签证大于180天，

S2签证小于180天。

1

2

3

4

办理住宿登记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住，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办理住宿登记。在入住后24小时内，由

留宿人、机构或者本人持住宿人的护照、留宿人的户口簿到当地公安机关办理登记，填写临

时住宿登记表。

如果你居住在北京大学的勺园或者中关新园留学生公寓，公寓管理部门会上传或者更

新你的住宿信息，只需要及时持护照前往服务台办理即可。

如果你居住在校外，则必须及时前往居住地所在辖区的派出所及时办理临时住宿登记

表，需要同房东携带相关证件一同前往。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你更换了护照、签证或者变更了住址，都必须要在24小时之
内重新办理住宿登记，否则将会被视为非法居留。

办理签证/居留许可

1.  延长 X2 签证

持X2签证的留学生，如需要增加出入境次数，或在签证有效期满后还继续在北大学

习，需要办理签证延长手续。

所需材料及手续：

留学生本人持校园卡、有效护照、录取通知书（原件）、临时住宿登记表（原

件或复印件）和2寸白底照片1张到留学生办公室申请；

需交纳学费和购买医疗保险者，应携带并出示相关发票；

持贴有照片和加盖留学生办公室公章的《签证、居留许可申请表》及以上材

料，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办理签证变更手续。

注意：在增加次数后获得的新签证上，“备注”栏会写明本次允许停留的期限。“停留期
限”栏会写明再次入境后可在中国大陆境内停留的天数。（如下图）

北京大学
国际学生
留学指南 3130



2. 首次申请居留许可

学习时间在半年以上持X1签证的留学生需要在入境30天内办理居留许可。

所需材料及手续：

北京市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开具的《健康证明》（原件）

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和JW202(JW201)表（原件）

临时住宿登记表（原件或复印件）

一张2寸白底的照片

需交纳学费和购买医疗保险者，应携带并出示相关发票

注意：持有 X2 签证且学习期限在半年以上的同学，也必须及时办理居留许可，所需材料同上。

未满 18 岁的申请签证时除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供父母的护照首页复印件、学生出生证明（中
文或英文版。非英文版须翻译成中文或英文版，加盖翻译公司或中国驻外使馆印章有效）。

3. 延长居留许可

居留许可有效期满后如还继续在北大学习，需要在居留许可到期前办理延长手续，延

长的居留许可日期必须超过30天。

所需材料及手续：

留学生本人持校园卡、有效护照、临时住宿登记表（原件或复印件）和2寸白底

照片1张到留学生办公室申请；

需交纳学费和购买医疗保险者，应携带并出示相关发票；

持贴有照片和加盖留学生办公室公章的《签证、居留许可申请表》及以上材料，

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办理延期手续。

注意：持有中国其他城市签发的居留许可或非学习类居留许可的同学，必须在报
到后10日内到留学生办公室办理居留许可变更。

持居留许可到北京大学学习的新生还需要提供原就读学校的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
件）和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原件）。

4.  办理家属签证

外国留学生的外籍配偶、未满18周岁子女，可以申请有效期6个月以内的S2签证或长期的

S1签证，申请次数不限，但申请签证的有效期不得超过留学生的签证或居留许可的有效期限。

所需材料及手续：

留学生本人的有效护照；

亲属的有效护照；

留学生及亲属的临时住宿登记表；

亲属关系证明

注意：申请S1或S2签证时，亲属关系证明文件需原件和复印件，且要求为中文或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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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护照

你在中国更换护照后，必须在领取护照后的10日内，先到留学生办公室申请，之后

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办理护照号码变更手续，否则将因非法居留受到处罚。

护照的遗失补办

当你发现并确认护照遗失后，必须马上按照如下程序进行处理，力求将损失降

到最低。

留学生本人持有效证件到丢失地派出所报案，并领取报失证明；

到留学生办公室领取相关证明信；

持派出所开具的护照报失证明、留学生办公室开具的证明信前往居住地区县级

公安分局开具护照遗失证明；

凭护照遗失证明前往本国驻华使馆申请新护照；

领取新护照后，留学生须在取得护照的10日内先办理住宿证明，然后到留学生

办公室申请签证，再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办理签证或居留许可补办

手续，并及时完成住宿登记的更新手续。

注销签证/居留许可

当你发生停学、休学、保留学籍、转学、退学等学业变更，必须要注销所持的由北

京大学颁发的签证或居留许可，变更为有效期为1个月的0次停留签证，否则学校不能批

准学籍变更。

更换手机号码

你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如果变更了手机号码，必须立即通知留学生办公室。

非法居留的处罚

签证或居留许可过期、无住宿登记或住宿登记过期，都视为违反了中国相关法律，形

成非法居留，将由公安机关根据情节严重，处以警告、500至10000元的罚款、拘留甚至遣

送出境等严厉处罚。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时刻关注自己的签证和住宿登记情况，以免出现不

必要的麻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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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结束离境

留学生学习结束离开中国，一定要在签证或居留许可的有效期内出境。如因故不能按

期出境，需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办理签证或居留许可延长手续。

其他注意事项

1. 请务必关注你的签证、居留证件及停留证件期限，并在规定的停留居留期限届满前

离境或办理延期、换发等相关手续。

2. 如果你的住宿地址发生变更，需要重新办理住宿登记。

3. 如果你的居留证件登记事项（居留事由、居留期限、签发地点、护照信息等）发生变更，

你应当自登记事项发生变更之日起 10日内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变更。

4. 你在中国境内居留时，申请延长签证停留期限应当在签证注明的停留期限届满 7日

前提出申请；需要延长居留期限应当在居留证件有效期限届满 30日前提出申请。

5. 如果你需要在校外勤工助学或者实习，应当经所在学校同意后，向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机构申请居留证件加注勤工助学或者实习地点、期限等信息。

遵守中国法律及有关规定

	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其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的保护。留学生也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及学

校的有关规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法》、《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北京

大学本科生手册》、《北京大学研究生手册》等。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地址及办公时间：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号

办公时间：9:00	am-17:00	(周一至周六)

咨询电话：86-10-84020101

乘车路线：乘地铁2号线在雍和宫站下车，东南门出口向东5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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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

综合医疗保险购买具体信息：

保险名称：来华人员综合医疗保险保障

保险费用：人民币800元/年,人民币400元/半年

保险保障内容介绍：

来华人员综合医疗保险保障计划：留学生800元方案

保障项目 保险金额 保障范围

身故/残疾 10万元
因意外伤害事故或疾病身故 / 意外残疾，保险公司将累计给付身故

/ 意外残疾保险金；

意外伤害	

医疗
2万元

因意外伤害事故需门诊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将就其事

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实际支出的按照当地社会医疗保险部门规

定可报销的、必要的、合理的医疗费用给付医疗保险金；

门诊医疗	

保险责任
2万元

被保险人因疾病咨询 4008105119 进行医疗咨询，需门诊治疗发

生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按照当地社会医疗保险部门规定可报销的、

必要的、合理的医疗费用超过人民币 650 元以上部分按 85%的比

例给付门诊医疗保险金，且每次门诊费用日限额 600 元。

温馨提示：被保险人在本次投保前发生重大疾病或慢性病的，保险

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住院医疗	

保险责任
40万元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或因疾病，经医院诊断必须住院治疗，就

其实际支出的合理住院医疗费用，按100%给付住院医疗保险金。

温馨提示：被保险人在本次投保前发生重大疾病或慢性病的，保险

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全程医疗管理

紧急医疗救援

需要就诊或住院时，请拨打电话：4008105119，联华国际将为留

学生提供相应的医疗、医院咨询及医疗费用垫付或担保等服务。

注：保险信息以联华国际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公布的信息为准
更多具体信息请通过以下方式查询：电话：4008105119
留学保险网址：www.lxbx.net
微信公众号：来华留学生保险（或扫右侧二维码）

医疗服务

北京大学有校医院和第三医院可以为大家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

当你不舒服时可以拿着校园卡到这两个医院就诊。北大的周边有黄庄

的海淀医院，西苑的中医院等，在城区还有像协和医院、北京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同仁医院等，都是很好的大型综合医院，大家可以根

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医院就诊。

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因为北京大学要求所有留学生都要有医疗保

险，所以当你就诊时就要特别注意自己医疗保险的范围和使用方法。

如果你是从留学保险网上购买的综合医疗保险，建议你在就诊前先拨

打平安保险 24 小时理赔及救援咨询电话：400-810-5119（可提供

中英双语服务）。如果你购买的是中国境内的其他医疗保险，你也应当

和自己所投保的公司联系，详细询问你的医疗保险在中国、在北京的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严格按照保险合同的有关条款执行，对于一些

细节问题也要问清楚，如门诊费是否报销等，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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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些医院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北京大学校医院

地址：北京大学校内	

急救电话：6275-1919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地址：海淀区花园北路49号

电话：8226-6699

海淀医院

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9号

电话：8261-9999；6258-3093

西苑医院

地址：海淀区西苑操场1号

电话：6283-5678

协和医院

地址：（西院）西城区大木仓胡同41号

（东院）东城区帅府园1号

电话：6915-6114

北京医院

地址：东城区东单大华路1号

电话：6528-2171；8513-2266

中日友好医院

地址：朝阳区樱花园东街2号

电话：8420-5288

友谊医院

地址：西城区永安路95号

电话：6301-6616

同仁医院

地址：（西区）东城区东交民巷1号

（东区）东城区崇文门内大街8号

电话：5826-6699

北京急救中心的电话是：120 或  999

疫情防控

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所有北京大学留学生均需在留学助手APP上的“疫情防

控”模块中，于每月25日前至少申报更新一次当月的疫情防控信息，如信息有变动请随时

提交新的疫情防控申请单。

申报流程

扫描右侧二维码下载并安装“留学助手”APP；

打开APP后，可输入www.studyatpku.com进入系统；

输入入学申请时使用的用户名及密码，或注册新账号登陆

APP；

进入自助办理系统，并与学号绑定；

在留学助手APP的“疫情防控”模块完成个人信息的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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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设施及服务

校园内的学生餐厅有农园、家园、勺园、艺园、燕南美食、学一食堂、学五食堂、畅

春新园等，各式菜系美食，一应俱全。校园周边也有很多餐馆和快餐厅，价格要比校内的学

生餐厅贵一些。

学校内的其他服务设施也很齐全，医院、邮局、银行、超市、书店、复印店、洗衣

店、照相馆、体育场馆、影剧院（大讲堂），可以满足大部分的生活需要。

超市

校园内的超市有物美超市和全家超市，方便同学们购买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

物美超市：45甲宿舍楼B1层

全家超市：29号宿舍楼北侧地下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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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店

校园内的复印店主要集中在29号宿舍楼北侧地下一层和45甲宿舍楼B1层，打印和复印

费用都很便宜，同学们可以打印及复印学习资料。

照相馆

校园内的照相馆不多，比较推荐的一家照相馆在新太阳学生中心地下二层。

通信运营商

中国大陆境内的移动通信运营商主要有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同学们在抵达中国后可

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的SIM卡。校园内的营业厅地址如下：

中国移动营业厅：45甲宿舍楼B1层

中国联通营业厅：29号宿舍楼北侧地下一层

邮政电信

校园内有邮局，中关新园有邮件收发室，可以办理各种邮政业务。

如果你住在校内公寓，有人给你寄来重要邮件时，邮件收发室会给你发邮件通知单，

告诉你寄来的是什么（如，可能是信件、包裹或是汇款等）。

如果寄来的是		挂号信：请拿着自己的有效证件（校园卡或护照）直接到

邮件收发室领取；

如果寄来的是		包裹：请拿着自己的有效证件（校园卡或护照），先到邮件

收发室领取“包裹单”，然后拿着你的证件和包裹单到指定邮局领取包裹；

如果寄来的是		汇款：请拿着自己的有效证件（校园卡或护照），先到邮

件收发室领取“汇款单”，然后拿着你的证件和汇款单到指定邮局领取

汇款；

				

这样做虽然有点麻烦，但可以确保你本人收到重要邮件。

1. 寄给你的信函  地址写法

如果希望收到别人寄来的信，一定要把准确的地址告诉他们。地址一般用英文

或中文。

如：	

Mr.	John	Williams

6-305	Shao-Yuan	Build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在中国境内通信，信封正面书写格式是：收信人的邮政编码、地址在上，姓名居中，

寄信人的地址、姓名、邮政编码在下。

（示例）

中国		北京	100871	

北京大学		勺园6号楼305房间

约翰·威廉姆斯	先生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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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北京大学勺园6号楼３３０房间

　　　　　雅克　先生　收

　　　　　　南京大学留学生楼５１５室阿里

　　　　　　　　　　　　　　邮政编码：210093

1 0 0 8 7 1 邮
票

以上是以住在勺园为例，如果住校外，一定要向房东问清楚你住处的准确地址和邮政编码。	

2. 你寄出的信函  地址写法

寄往国外的信件，信封正面可以按国际惯用格式书写。如果用中文以外的外国文字书

写，须用中文注明寄达国国名和城市地名。

网络服务

留学生宿舍的每个房间都有互联

网的接口，上网非常方便。你也可以

到计算中心、图书馆或者校外的网吧

上网。北京大学有大量的信息在网上

发布，其中不少对你是很重要的，你

需要经常浏览。

开通网络服务前请确保校园卡内

有足够的金额。网络开通后可根据自

己的学号和密码（初始密码为生日的

8位数字）使用网络。

在留学生宿舍，网络设置是自动

的，即只要将你的网卡正确安装后，

在Internet协议（TCP/IP）属性中选择“自动获得IP地址”和“自动获得DNS服

务器地址”，然后就可以浏览网站了。

另外，校园内开通了无线网络服务，如果你使用笔记本电脑的话，就可以在未

名湖边、图书馆、静园草坪等地方自由享受网络空间了。

计算中心

地址：理科1号楼一层1158S房间

电话：6275-1023

常用网站

下边是一些和留学生密切相关的网站，最好经常上去看看。

北京大学										http://www.pku.edu.cn 

这里是我们学校的门户，在这里，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各个院系的信息。

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http://www.isd.pku.edu.cn

是留学生办公室向留学生发布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是你在北大留学期间应该经常浏览

的一个网站。在这个网站上你可以获得留学申请、在校学习、毕业事宜、奖学金申请、学生

活动等信息。

如果你的手机可以使用微信APP的话，你也可以通过扫描下面的二维码随时随地关注

留办的微信平台，及时获得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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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务部：http://www.dean.pku.edu.cn

关于本科生的内容都在里面了。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http://grs.pku.edu.cn/	

从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到拿到毕业证书，你都应该经常看看这里的消息。

北京大学图书馆：http://www.lib.pku.edu.cn	

你会发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也是一个很好的网上图书馆。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http://www.csc.edu.cn	

关于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内容都在这里。

货币及银行

在中国只能使用人民币。人民币的单位是元，辅币是角和分，缩写符号是RMB。

币值有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

1分共13种。硬币有1元、5角、1角、5分、2分、1分。

换钱

英镑、美元、欧元、日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等外币都可以兑换成人民币。

北大校内有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东门外有民生银行、北京银行，西南门外有中国

银行，南门外有建设银行，都可以办理人民币和外币（包括旅行支票等）的兑换及存款

等业务。开账户时需要携带护照。在这些银行，可以直接存入的外币有英镑、美元、欧

元等。这些银行的位置，你可以从校园地图或北京市地图上找到。

请一定不要在街头随便换钱，以免遭受经济损失。换钱需要出示护照。具体问
题，可以向银行咨询。

中国银行客户服务电话：95566											网址：http://www.boc.cn	

中国工商银行客户服务电话：95588				网址：http://www.icbc.com.cn/	

中国建设银行客户服务电话：95533				网址：http://www.ccb.com/	

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95599				网址：http://www.abchina.com/

民生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95568										网址：http://www.cmbc.com.cn/

北京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95526										网址：http://www.bankofbeijing.com.cn/	

节假日

留学生享受与中国学生相同的节假日。其他国家的节假日，学校不放假。

校历上有当年的假期安排。假期前夕，学校的校内信息门户网站上会发布关于假期的

具体安排，大家要注意浏览。

1月1日	 元旦 	放假一天

4月4日	 清明节	 放假一天

5月1日	 劳动节 放假三天

农历五月初五 端午节 放假一天

农历八月十五 中秋节 放假一天

10月1日	 国庆节 放假七天

除寒暑假以外，中国的节日主要有

校内信息门户网站：https://portal.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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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余活动

留学生办公室在课余时间为留学生组织各种文体、参观、游览活动，相关信息将发布

在留学生办公室网站（www.isd.pku.edu.cn）的公告通知栏，同时在网站EVENTS栏还

会发布丰富多彩的演出、展览、讲座等信息。各院系也组织各种活动，都欢迎留学生参加，

请各位同学密切关注院系的通知，积极参加。

学校的各个体育场、体育馆，留学生都可以使用，有时要缴纳一定费用。进行文体活

动时不能影响别人的学习和休息，也要注意爱护文体器材及设施。

留学生可以参加学校的运动队、文艺表演队以及学生舞蹈团、合唱团、交响乐团、民

乐团等等。

运动健身

北京大学校内运动和健身场地很多，同学们可以在学习之余多多锻炼身体。以下是部

分运动和健身场地信息：

五四运动场：北京大学校内东南角（跑步、篮球、羽毛球、足球场等）

邱德拔体育馆：北京大学东门内（健身、游泳、羽毛球、篮球等）

第一体育馆：未名湖东侧（攀岩、足球等）

第二体育馆：静园南侧（网球、篮球等）

康美乐健身中心：计算中心B1层

中关新园康乐健身中心：中关新园4号楼B1层

国际学生学者中心

国际学生学者中心位于中关新园5号楼2层。中心内有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

的中英文版书籍和北京大学国际校友的部分赠书，供留学生同学阅览。中心内还开设了自习

室和讨论室，可以在那里学习和进行小组讨论。此外，中心内还设有能容纳六七十人的会议

室。如使用讨论室或会议室，请提前一周到留学生办公室递交书面申请预约。

留学生联合会

留学生也可以加入北京大学学生会、研究生会，积极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

北京大学有100多个学生社团，每年3月和9月新学期的第二/三周周末，各个社团都会在新

太阳学生中心北侧的路边招募新会员。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参加不同的社团活动。

留学生在校内成立联谊团体，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学校批准，在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

范围内活动，服从学校的领导和管理。

下面是各国留学生会的信息，留学生同学们可以通过如下信息联系北京大学中来自你们国

家的同学：

留学生联合会名称                             联系信息

北京新加坡学生联合会	 邮箱：	exco@ssabeijing.org

北京大学韩国留学生会	 邮箱：	pku_korea@163.com	

北京大学日本人留学生会	 邮箱：	pku_jp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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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马来西亚留学生会		 邮箱：	pkumsa@163.com

北京大学非洲学生联谊会	 邮箱：	pekingafricanstudents@yahoo.com

北京大学拉美学生会	 邮箱：	pkulasa@163.com

北京大学欧美学生会	 邮箱：	pkuwsu@gmail.com

北京大学泰国留学生会											 邮箱：	pku_thai@outlook.co.th

北京大学蒙古国留学生会	 邮箱：	nandingooerdenebat45@gmail.com

心理咨询服务

在北大学习期间，你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例如学业上的不适应、情感的困

扰、与同学、老师的人际交往困扰、情绪的波动、网络依赖、拖延等等。如果你遇到上述任

何困难和问题，热忱地欢迎你来到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中心预约方式：

网络预约 ：

点击链接https://sps.pku.edu.cn	

（北京大学在校全日制学生凭学生证和研究生证预约）

联系方式 ：

咨询电话：010-62760852

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010-62760521

地址：北京大学新太阳学生中心四层南侧

网址：http://counseling.pku.edu.cn

微信公众号：北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安全服务

北京的治安不错，在北京大学学习，在北京生活，是比较安全的。但还是建议你不能

掉以轻心。

首先，要保管好自己的护照和钱物，平时不要把护照和大量的钱物带在身上，只要带

着校园卡和护照复印件，在北大校内和北京市内都是可以证明身份的。贵重物品放在房间

内，一定要锁好，出门前也一定要关闭水电开关，关好门窗。

出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

同学们在外学习生活一定要提高个人安全意识，不要轻信陌生人的来电，更不要给陌

生账户直接汇款，谨防电话或网络诈骗。

万一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时报警，同时要向留学生办公室报告，老师们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报警电话 ：

匪警：110        火警：119        交通事故：122        医疗急救：120  或  999  

北大报警电话：6275-1331          北大保卫部电话：62755110

北京大学
国际学生
留学指南 4948



联系我们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留学生办公室

电话：(86-10)-62751230					

传真：(86-10)-62751233

邮	箱:		study@pku.edu.cn						

网址：	http://www.isd.pku.edu.cn

通讯地址：	中国北京市北京大学新太阳学生中心三层

邮政编码：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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