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年扩招新生入学须知

2020 级新同学:

你好,欢迎你被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录取，请仔细阅读此入学须知。

一、报到时间

集中报到时间 2021 年 1 月 10 日 8:30-12:00 来校报到；13:00-13:40 在学术报告厅

举行开学典礼；13:50-15:40 开展入学教育，特殊情况学生弹性报到时间 2021 年 1 月 8 日、

9 日、11 日、12 日。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如期报到，应提前向学校招生办公室书面告知请假

相关事宜[023-61691896、61691895（传真）]，未请假或请假后超过 2021 年 1 月 12 日未报

到者，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二、报到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大学城盛德路•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南门），立德楼二楼大

厅。

三、入学报到时，须带齐以下证件及材料：

（一）【录取通知书】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2020 级新生录取通知书。

（二）【身份证】考生本人居民身份证。（若遗失，考生本人临时居民身份证或户口

薄）。

（三）近期一寸登记照 2 张（蓝底）。

（四）下载网址：http://www.cqrec.edu.cn/xsc/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学生处）

学校官网→团学活动→学生工作→下载专区

1. 所有新生下载《健康承诺书》电脑录入规范填写后打印，并通过“重庆健康出行一

码通”微信小程序更新个人信息，报到时凭健康绿码进校。

2. 所有新生应与辅导员主动接洽，当面确认及完善纸质档案材料。

3. 退役军人新生，下载《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

参照模板电脑规范录入后打印，县级人民政府武装部、县级退役军人事务局分别盖章（原件）；

退出现役证（复印件）,将两项交到所属二级学院辅导员处。

四、收费项目及标准（学校收取）

（一）【学费】

根据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渝价[2009]112 号、[2010]214 号、[2011]175 号、

[2012]139 号、[2013]138 号文及 2015-2020 年民办学校学费审核表规定执行，各专业收费

标准见《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2020 年扩招新生学费标准一览表》或登录重庆建筑科技职

业学院网站及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招生信息网，最终标准以重庆市发改委批准文件为准。

（二）【住宿费】（住读生缴纳）

普通公寓六人间 1300 元/年/生、四人间 1600 元/年/生，新宿舍高层电梯双卫公寓 6

人间（仅女生）2000 元/年。（均为公寓式标准，含空调、热水器、卫生间及生活阳台等）。

http://www.cqrec.edu.cn/xsc/


（三）【教材费】（全日制在校学习缴纳）

600 元/年/生，据实结算，多退少补。

（四）【校企合作项目培养费】

校企合作专业除学费外，需额外收取校企合作项目培养费。其中重庆翰海睿智大数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专业 2000 元/年/生，无锡中兴

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5G 应用技术）

专业 2000 元/年/生。

五、缴费方式及时间

为方便新生入学报到，新生统一通过微信缴费方式（另附微信缴费操作图文说明）进

行缴费，现场不再设点收取费用。

【温馨提示】缴费操作以学生身份证号码和姓名登录，“缴费金额”应包括录取专业

学费、住宿费（暂交 1300 元，报到后按实际入住寝室情况差额补齐）、教材费此三项费用

合计，有助学贷款的同学请将助学贷款金额在专业学费中扣除后再缴纳。即缴费金额（总额）

=（专业学费-助学贷款）+住宿费+教材费，无助学贷款者助学贷款金额为 0元。

校企合作专业学生除学费外，需额外收取技能培养费，也通过微信缴费方式进行缴费。

六、公交线路

（一）地铁

1.(转)乘坐地铁一号线到达大学城站后，转乘 241、273 路公交车至西部客运站公交

站下车，即到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南门）。

2.(转)乘坐地铁一号线到达陈家桥站(或大学城站)后，转乘 271 路公交车至怡悦路公

交站下车,即到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北门）。

3.(转)乘坐地铁一号线到达微电园站后，转乘 276、T115 路公交车至怡悦路公交站下

车,即到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北门）。

（二）公交

重庆火车北站北广场往返我校的公交线路，凡能到达大学城的公交车，均可换乘 271、

272、273、276、“重庆西站至大学城”专线、“北广场-房地产学院”专线的公交，在重庆

建筑科技职业学院站（原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站）下车即到。

（三）自驾（导航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南门）

1.可通过内环快速转至渝遂高速，往大学城方向至西永下道后直行，至陈家桥路口右

转前行 1.5 公里到达。

2.可通过双碑大桥后，沿地铁往大学城方向直行，至大学城东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右

转后，直行 1.5 公里后，再右转即到。

3.可通过绕城高速至沙坪坝下道后至陈家桥方向直行 1.5 公里到达。

4.渝西互通立交桥“沙坪坝”高速路出口往大学城→陈家桥方向，行驶约 1 公里即到。



5.绕城高速“青木关”出口往大学城→陈家桥方向行驶约 2.5 公里即到。

6.绕城高速“曾家”出口沿虎曾路→大学城中路→大学城东路→陈家桥方向，行驶约

4公里即到。

(四)县级班车

重庆西部客运站为始发站至各地的县级客运班车。

车站坐落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盛德路，毗邻我校南门，车站咨询热线

023-65685701。

七、未尽事宜

未尽事宜以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重庆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等更新公告、通知、须知、批复为准。



健康承诺书

说明:

1. 对隐瞒、谎报病情、旅居史、密切接触人员等信息，或者违反隔离、治疗

有关规定，出入公共场所，参与人员聚集活动，故意传播疫情，危害公共安全的，

依法按照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国公民有义务配合卫生防疫部门

进行传染病隔离、调查等相关工作。对隐瞒实情、拒不配合导致疫情传播或者有

传播严重危险的人员，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录取专业 是否退役军人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现居住地)

本人及家长承诺：

本人承诺自开学之日起前 14天内，未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

似病例，未与新冠肺炎病例、疑似病例等密切接触；未去过疫情重点地区（含

境外）或与重点疫区返渝人员密切接触；本人身体状况良好，无发热、咳嗽、

乏力、胸闷、腹泻等症状。

本人对以上提供的健康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因信息不实引起疫情

传播和扩散，愿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同时 ，返校途中尽量乘坐

私人交通工具或选择直达学校的“学途巴士”及其他点对点的交通工具。

学生签字（手印）

2021年 月 日



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
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模版）

个人基本信息(学生本人填写)

姓名 张 XX 性别 X 政治面貌 XX 出生年月 XXXX.XX

照片

申请类型
（二选一）

□退役复学

退役入学
就读高校

重庆建筑科技

职业学院

高校隶属
关系

□中央

地方
学号 （可不填）

院系 XX学院 专业 XXXX 班级
（可不

填）
联系电话 XXXXXXXX

身份证号 5XXXXXXXXXXXXXXXXX 现住址 (如实填写）

就学和服役情况（学生本人填写）

考入本校

年月
2020.12

参加何种考试

考入本校
扩招

服役前获得的

最高学历

（如实

填写）

现阶段就读

学历层次
（如实填写）

入伍时间 XXXX.X 退役时间 XXXX.X
复学时间

(退役入学不填)

考入本校以前是否

享受过本政策资助

□是

否

申请学费减免情况（学生向学校确认后填写）

学制年限 3
剩余就读年限
(退役入学不填)

申请学费减免

总计（元）
（如实填写）

第一学年

学（元）
（如实填写）

第二学年

学（元）

（如实

填写）

第三学年

学（元）

（如实

填写）

第四学年

学（元）

第五学年

学（元）
备注

※※※※※※以下由学校、征兵和民政部门填写※※※※※※

退役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意见

_________同志经我办批准，______年______月入伍服兵役，______年______月退出现役。退役证书号为：

________________。

签字: 联系电话: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退役安置地退役军人事务局意见（仅退役入学学生填写）

经确认，_________同志______年______月退出现役，属于自主就业。

签字: 联系电话: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高校审核情况

财务部门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生复学（入学）后应缴纳学费_________元/每年，根据规定给予学费减免_____年，总

计___________元。

签字：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资助部门

审查意见

经审查，情况属实。根据规定，同意学费减免_________年，总计___________元。

签字：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复核

意见

上述审查意见属实。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1.申请学生通过全国征兵网在线填写、打印本表（手填及复印无效）。2.退役复学是指已先取得高校学籍（或已被高校录取）后再服兵役，退役后返校继续

学习。3.退役入学是指学生先服兵役，退役后考入高校学习。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2020年扩招新生学费标准一览表

序
号

二级学院 专业名称(方向或项目班）
全日制（在校学习）

（元/年）
全日制（弹性学制）

（元/年）

1

建筑城规学院

 建筑设计 12000

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1250

3  建筑室内设计 12000 8000

4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12000 8000

5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12000

6  建筑工程技术（装配化施工） 12000

7  建设工程监理 11250

8  工程造价 12000 8000

9  建设工程管理 12000

10

智能制造工程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12000 8000

11  智能控制技术 12000

12  新能源汽车技术 12000

13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12000

14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12000

15  给排水工程技术 11250

16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11250

17

房地产营销学院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12000

18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12000

19  互联网金融 11500

20  投资与理财 11500

21  市场营销 11000 8000

22  电子商务 12000 8000

23  移动商务 11250

24

建筑管理学院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12000

25  财务管理 11500 8000

26  工商企业管理 11000 8000

27  物业管理 11000 8000

28  物流工程技术 12000

29  酒店管理 12000

30  酒店管理【空乘与礼仪】 12000

31

数字工程学院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12000

3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2000

3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2000 8000

34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12000

35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2000

36

环境艺术学院

 风景园林设计 11250 8000

37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12000

38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2000

39  数字展示技术 12000

40  环境艺术设计 12000



重庆市普通高校招生考生综合信息表
考生号 姓名

照 片报名身份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考生简历

起始年月 终止年月 工作、学习单位 担任职务 证明人

1

2

3

特长、奖励及处分：

自我总结：

承诺：本人没有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言行，未参加邪教组织；没有触犯刑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刑事处罚或治安管理处罚。

承诺人：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考生本人填写（考生号由录取高校后续补填）并在报名时交招生院校，简历从初

中填起；如无单位可不填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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