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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你好！ 

欢迎入读四川大学，你将在四川大学度过一学期的交换学习生活，我

们衷心希望你能尽快熟悉新的环境，愉快地投入到川大的学习和生活中。 

 

 

I. 四川大学概况 

1. 简介 

岷峨挺秀，锦水含章。巍巍学府，德渥群芳。 

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布局在中国西部、“985 工

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 

四川大学地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府之国”的成都，有望江、

华西和江安三个校区，占地面积 7050 亩，校舍建筑面积 254 万平方米。

四川大学由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三所全国重点

大学经过两次合并而成。原四川大学起始于 1896 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奉光

绪特旨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是西南地区最早的近代高等学校；原成都科

技大学是新中国院系调整时组建的第一批多科型工科院校；原华西医科大

学源于 1910 年由西方基督教会组织在成都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是西南

地区最早的西式大学和国内最早培养研究生的大学之一。1994 年，原四川

大学和原成都科技大学合并为四川联合大学，1998 年更名为四川大学。

2000 年，四川大学与原华西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四川大学。四川大

学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扎实的办学基础和以校

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校风“严谨、勤奋、求是、创新”为核心的



川大精神。学校现有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4 万余人，硕博士研究生 2 万余

人，外国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 3000 余人。 

四川大学学科门类齐全，覆盖了文、理、工、医、经、管、法、史、

哲、农、教、艺等 12 个门类，有 31 个学科型学院及研究生院、海外教育

学院等学院。现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44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349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443 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32 个，本科专业 134 个，

博士后流动站 37 个，国家重点学科 46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4 个，是国

家首批工程博士培养单位元元元元。四川大学大师云集，名师荟萃。截至

2015 年年底，有专任教师 5238 人，具有正高级职称的 1611 人。学校有中

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15 人。四川大学科研实力雄厚，标志性成果

不断涌现。2015 年，学校科研经费达 18.2 亿元。发表国内科技论文总数

列全国第 4 位，SCI 收录论文数列全国高校第 5 位。 

四川大学坚持开放办学，不断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影响力和竞

争力显着提升。目前，学校已与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8 所大学和研究机

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 

2. 学院设置 

学院名称 网址 是否接受申请 

艺术学院 http：//www.scdxart.com √ 

经济学院 http：//sesu.scu.edu.cn √ 

法学院 http：//fxy.scu.edu.cn √ 

文学与新闻学院 http：//www.sculj.cn √ 

外国语学院 http：//flc.scu.edu.cn/cofl/index.asp √ 

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 http：//historytourism.scu.edu.cn √ 

公共管理学院 http：//ggglxy.scu.edu.cn √ 



商学院 http：//bs.scu.edu.cn √ 

数学学院 http：//math.scu.edu.cn √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核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 

http：//physics.scu.edu.cn √ 

化学学院 http：//chem.scu.edu.cn √ 

生命科学学院 http：//life.scu.edu.cn √ 

电子信息学院 http：//eie.scu.edu.cn √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http：//cpse.scu.edu.cn √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http：//mse.scu.edu.cn √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http：//msec.scu.edu.cn √ 

电气信息学院 http：//seei.scu.edu.cn √ 

计算机学院 http：//cs.scu.edu.cn √ 

建筑与环境学院 http：//acem.scu.edu.cn √ 

水利水电学院 http：//cwrh.scu.edu.cn √ 

化学工程学院 http：//ce.scu.edu.cn √ 

轻纺与食品学院 http：//qfsp.scu.edu.cn √ 

软件学院 http：//cs.scu.edu.cn √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http：//ccs.scu.edu.cn √ 

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http：//jcfy.scu.edu.cn  

华西临床医学院 http：//yxjy.cd120.com  

华西口腔医学院 http：//hxkq.scu.edu.cn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http：//www.wcsph.scu.edu.cn  

华西药学院 http：//pharmacy.scu.edu.cn √ 

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 http：//scupi.scu.edu.cn  



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 http：//saa.scu.edu.cn  

本科专业设置查询请参考“四川大学招生就业处”官网，网址：

http://zs.scu.edu.cn/zhaosheng/school.php 

硕士研究生专业设置请参考《四川大学面向港澳台地区招收硕士研究生专

业目录》，网址：http://yz.scu.edu.cn/ssgat 

博士研究生专业设置请参考《四川大学面向港澳台地区招收博士研究生专

业目录》，网址：http://yz.scu.edu.cn/bsgat 

3. 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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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行前准备 

1) 床上用品：为方便你在我校的学习和生活，学校为你准备了床上用品，

包括：棉胎、床单、被套、枕套各 1 件。其余请自行按需购买。 

2) 电器：我校学生宿舍严禁使用电热炊具、大功率电器，如电吹风、煮蛋

器、电炒锅、电饭煲、电水壶等都是不能在宿舍使用的。新生可自行携

带台灯、应急灯、手电筒、转换插头等。特别提醒：台湾的电压采用

110V，而大陆的电压为 220V，请台湾籍新生自备电压转换器。香港与内

地的生活电压相同，无须转换电压，但内地习惯的电源插头形状与香港

不同，在内地使用从香港购买的电器需要使用插头形状转换器。 

3) 衣物：成都气候春早、夏闷热、秋凉、冬湿冷，因此建议你按季节准备

衣物，但尽量精简，可到校后根据需要再购买，大陆网购物美价廉，非

常方便。 

4) 药品：可以自备一些常用药品，如你有专用药品，不要忘记带上！ 

5) 费用：1. 住宿费：江安校区交换生入住境外学生宿舍 4 人间 2000 RMB

元/人/学期；望江校区交换生入住大陆学生宿舍 4 人间 1500RMB 元/人/

学期。 

2. 生活费：依个人消费习惯，一般 1000-1500 RMB/月。 

6) 奖助学金：奖学金 2000-3000 元人民币/学期，家庭条件困难者可额外

申请助学金。 

7) 保险：建议自行提前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和意外险。 

III. 在川大 

在四川大学学习期间，请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行课期间，如

你不能按时参加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应事先提供书面请假条并获得我

办与学院的批准。 



1.学习 

1) 选课和修课 

选课：本科教务系统已按照交换生申请的专业为每位本科交换生预置课

表，你到校后可自行决定是否修读，在补退选阶段退订或增选课程。补退

选一般是在开学后第三周进行。你可登录四川大学教务系统

http://202.115.47.141/进行补退选和查询全校课程信息，登陆账号为学

号，登陆初始密码为学号后六位，有关选课流程请关注我校教务处网页关

于选课的通知。 

    研究生主要是跟随导师研修，也可以通过手工选课修读感兴趣的课

程。 

修课：我校对交换生修课学分并无要求，唯本科生可以手工选课修读部分

研究生的课程，研究生不能修读本科课程。 

考核：川大大多数课程考核是以期末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部分课程也会

以开卷考试、报告或论文等方式考核，且平时或期中成绩只占一定比例，

敬请选课时留意。第一堂课老师通常会告知课程要求，包括上课要求、有

无期中考试，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占比等，所以建议在补退选之前先试

听。 

2) 教学时间安排表 

望江、华西校区教学时间安排表  江安校区教学时间安排表 

上

午 

第 01节课 08:00-08:45 第一

大节 

 

上

午 

第 01节课 08:15—09:00 第一

大节 第 02节课 08:55-09:40  第 02节课 09:10-09:55 

第 03节课 10:00-10:45 第二

大节 

 第 03节课 10:15-11:00 第二

大节 第 04节课 10:55-11:40  第 04节课 11:10-11:55 

                 
下 第 05节课 14:00-14:45 第三  下 第 05节课 13:50-14:35 第三

http://202.115.47.141/


午 第 06节课 14:55-15:40 大节  午 第 06节课 14:45—15:30 大节 

第 07节课 16:00-16:45 第四

大节 

 第 07节课 15:50—16:35 第四

大节 第 08节课 16:55-17:40   第 08节课 16:45-17:30 

第 09节课 17:50-18:35  第 09节课 17:40-18:25 

                 

晚

上 

第 10节课 19:30-20:15 第五

大节 

 晚

上 

第 10节课 19:20—20:05 第五

大节 第 11节课 20:25-21:10  第 11节课 20:15-21:00 

第 12节课 21:20-22:05  第 12节课 21:10-21:55 

3) 图书馆 

四川大学图书馆始建于 1896 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藏书规

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 

a.馆舍分布 

文理分馆 
位于望江校区东区，馆藏以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

为主，兼及部分工程技术类文献数据。【开馆时间】 

工学分馆 

位于望江校区西区，馆藏以科技文献为主，在高分子

材料科学、皮革科学与工程文献方面的收藏优势尤为

突出。【开馆时间】 

医学分馆 
位于华西校区，馆藏以医学文献为主，在口腔医学文

献方面的收藏优势尤为突出。【开馆时间】 

江安分馆 

位于江安校区，馆藏以基础性和综合性为特色。实行

以读者为中心的“藏、借、阅、咨一体化”的服务模

式。江安图书馆五楼有电子阅览室和电子影音室，可

免费不限时数使用计算机。【开馆时间】 

b.借阅规定 

四川大学学生可借阅图书数量和期限见下表。所有图书首次借期为一个

月，期满后可登陆图书馆官网续借或到馆续借 2 次，三月期满后必须至图

http://lib.scu.edu.cn/sculib/(S(u23cqgr1yetuo545a0i3ms45))/guide/time.aspx
http://lib.scu.edu.cn/sculib/(S(u23cqgr1yetuo545a0i3ms45))/guide/time.aspx
http://lib.scu.edu.cn/sculib/(S(u23cqgr1yetuo545a0i3ms45))/guide/time.aspx
http://lib.scu.edu.cn/sculib/(S(u23cqgr1yetuo545a0i3ms45))/guide/time.aspx


书馆归还书籍，逾期按每天 0.1 元/天缴纳罚款。图书馆官网登陆：读者

证号为学号，初始密码为 888。 

读者类型 读者权限 外借期

限(天) 
预

约

(本

) 

续

借 

次

数 

外借

数量

(本) 

总借

期

(天) 

宽限

期

(天) 外借 续

借 

预

约 

教职工(外籍教职工) √ √ √ 30 2 2 30 90 4 

博士(后)、硕士、创新

班、七(八)年制 

√ √ √ 30 2 2 30 90 4 

本科、专科、一年制联合

班 

√ √ √ 30 2 2 20 90 4 

 

图书馆网上资源服务每天 24 小时开通，提供馆藏查询、预约、续借、馆

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电子文献检索与全文下载等服务。【官网连结】 

交换学期结束时，你需要还所有图书，缴清罚款。 

2.生活 

1) 学生卡的使用 

a.用途 

可用于食堂就餐、图书馆借阅书籍、出入门禁、校车、洗澡、打开水。 

b.充值 

（1）你可在充值点通过人工现金或刷卡充值（每周一三五）。（2）如要

使用圈存机，需先绑定建行卡，具体操作可咨询充值点工作人员。宿舍围

合内及食堂附近都有圈存机，圈存机上都张贴有使用方法. 

（3）扫描二维码下载“川大生活服务”APP，使用建行卡（无需绑定）即

可充值。 

http://lib.scu.edu.cn/sculib/(S(u23cqgr1yetuo545a0i3ms45))/index.aspx


 

 

 

 

 

 

 

 

2) 饮食 

a.学生食堂 

学校各校区都有多家学生食堂，品种丰富，口味齐全，价格优惠，且干净

卫生。 

四川大学食堂及餐厅分布（三校区） 

望江校区 

（西区） 

北园食堂，南园食堂，活动中心

食堂及小吃城，四川大学西区面

包房 

食堂开放时间： 

 每日早： 7：00—9：00       

     中：11：00—13：00    

     晚：17：00—19：00

全天候食堂：7：00—22：30 

望江校区 

（东区） 

东一食堂，东二食堂，东三食堂,

清真食堂、中快餐厅、桃园餐厅 

华西校区 西苑食堂，东苑食堂 

江安校区 

西园一餐厅，西园二餐厅，东园

三餐厅，馨苑食府，馨苑食府美

食城，牛肉馆 、全天候食堂、清

真食堂 

b.在外用餐和网上订餐 

成都被誉为“美食之都”，属川菜系，以麻辣鲜香为特色，火锅、冒菜、

串串及各式中餐遍布学校周围。在外用餐或网上订餐时，请选择有正规执

照的商家，以保证食品健康和卫生。 



3) 住宿 

我校已提前为你安排好宿舍，到校后可直接到宿管处办理入住。 

a.望江校区 

宿舍配置：望江校区交换生入住内地学生宿舍，四人间，配备床上用品、

空调、网络，带阳台、洗漱台、卫生间、热水淋浴。宿舍楼下配有洗衣

机、烘干机。按照内地学生宿舍管理规定，内地学生宿舍每人每月限电 5

度，超出部分需自己支付。 

门禁时间：早上 6:30 开门，晚上 12 点关门。 

供电时间：24 小时供电 

宿舍热水供应时间：11:00---23:00 

空调使用：从宿管处领取空调遥控板后，需在学生卡中为“空调缴费”充

值方可使用。 

 

 

望江女舍 

 

 

 

 

望江男舍 

 

 

b.江安校区 

宿舍配置：江安校区交换生安排入住境外学生宿舍，境外学生宿舍实行专

人值守服务，四人间，配备床上用品、空调、家具、电话线路、网络及闭

路电视天线；房型为三套一（三间寝室、一个客厅），套间内共享阳台、

洗手间、热水淋浴器。宿舍楼下配有洗衣机、烘干机。 



门禁时间：江安宿舍早上 7 点开门，晚上 11:00 以后，无特殊情况不得出

宿舍围合。 

供电时间：24 小时供电 

宿舍热水供应时间：11:30-24:00 

空调使用：与一楼值班室工作人员联系。 

 

 

江安宿舍 

 

 

4) 网络 

a.校园网 

宿舍有专门的校园网接口，只需买一根网线，进行网络设置，即可使用。 

望江网络设置：需下载“锐捷客户端”，登陆时账户：学号，密码为台胞

证号后六位，“锐捷客户端”下载地址：

http://imc.scu.edu.cn/nic/wzcf/kf/khdxz/H62120114index_1.htm。望江校区校园网

每月免费使用 90 个小时，超出按 0.2 元/小时收费。 

江安网络设置：点击“网络设置”-“宽带连接”-用户名：scu@edu；密

码为空，连接即可使用。江安校园网不限时免费使用。 

b.SCUNET（校园无线网络） 

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免费无线网，主要覆盖教学及办公区域。连接名为

scunet 的 wifi,登陆用户名为学号，密码为台胞证后六位。特点是网速比

较快，但每月免费使用 90 个小时，每月清零，不累积。 

c.宽带 

http://imc.scu.edu.cn/nic/wzcf/kf/khdxz/H62120114index_1.htm


如你对网速要求较高，可以单独办宽带，根据通讯公司和服务的不同，价

格 19RMB-79RMB/每个月不等。 

d.cmcc-edu（中国移动校园 WiFi） 

cmcc-edu 为中国移动为移动用户提供的校园内 wifi,只限中国移动手机用

户办理，在校园内使用，每个月有 999999999 分钟，相当于包月不限流

量，每月 30 元。 

e.手机流量 

大陆的移动通信运营商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大陆的手机

卡采用实名制方式购买，交换生可持入境证件到各移动通信运营商的营业

厅购买。大陆没有台湾“吃到饱”的手机流量套餐。根据你选择的手机套

餐，一般包含一定的手机流量可供上网。如有需要还可以付费购买流量。 

攻略：在宿舍可以使用有线网络、或 cmcc-edu，教学区可以使用免费的

SCUNET，cmcc-edu 也可以较好的使用，在 wifi 信号不好或收不到的地方

使用你的手机流量。最好下载一个免费的 wifi 分享 APP(如猎豹免费

wifi、360 免费 wifi),当你计算机连上网络时，就可以分享 wifi 给手机

了，比较省钱方便。 

社交 APP：微信、腾讯 QQ、微博、知乎、豆瓣、百度贴吧 

5) 购物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和华西校区位于市中心，周围超市商场配置齐全，购物

方便。江安校区内有两个大型超市：华联超市和红旗连锁超市，能够满足

基本需要。 

大陆支付方式已普遍使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非常方便。此外大陆的网上

购物非常发达，种类齐全，物美价廉，仅需开通网上银行或绑定银行卡手

机支付即可使用，但请注意网络帐户安全。 

购物 APP:淘宝/天猫、京东    



支付 APP:支付宝、微信 

6) 校园交通 

四川大学各校区面积较大，同学们普遍使用自行车。校区间有校车往来，

票价为 4 元/人。周一到周五按班发车，周末流水班。此外，望江和江安

校区往来可以搭乘 817 路公交车。 

另外，成都的共享单车也已覆盖校园,如 Mobike，ofo，永安单车、一步单

车等，下载 APP 注册即可使用，有需要可以留意。 

出行导航 APP：1.百度地图；2.高德地图 

校车时间查询：关注“四川大学”微信公众号查询 

7) 医疗服务（校医院） 

四川大学共有三所校医院（望江医院、华西保健医院、江安医院），校医

院位于校内，校医院科室齐全，常见疾病可以到校医院就诊，方便快捷。 

望江医院地址：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化路体育馆旁，电话： 85463088 

江安医院地址：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商业街，电话： 85993037 

华西保健医院地址：四川大学华西校区林荫街 8 号，电话： 85501180 

III.认识成都 

1. 行政区划 

成都物产丰富，享有“天府之国”、“美食之都”的美誉，人文氛围浓

厚，自然风景秀美。成都市面积为 1.21 平方公里，有 10 区 4 市（县级

市）6 县。 



2. 语言 

成都话作为四川官方方言的一个分支，是川剧和各类曲艺的标准音。成都

话具有以下特征：没有翘舌音的声母，比如，「字」和「制」同音；只有

边音「l」，没有鼻音「n」，比如，「挪」和「落」在成都话中同音。另

外，由于全国各地的学子汇集于四川大学，因此普通话在学校中运用也很

广泛。 

大陆使用拼音，和台湾使用的注音不同。可以尝试在图书馆等用于查询图

书的计算机上下载注音输入法，方便你们使用图书馆等，也可以查阅资料

进行简单的对照学习。 

3. 银行服务 

你可以在大陆银行开立个人账户，一般只需提供入境证件（即回乡证、台

胞证或护照）即可，最好提前准备好复印件。建议你办理中国建设银行储

蓄卡，提款点比较多，和学校有财务合作，比如使用圈存机为学生卡充值

需绑定建行卡。你还可以申请办理网上银行服务，方便网上交易。 

另外，大陆部分银行提供境外取款免手续费的服务，如成都银行金卡和华

夏银行储蓄卡，如有需要可以咨询相关银行客服。 

4. 邮递服务 

大陆的邮递业务非常高效发达，由成都寄对象往港澳台地区时，应注意是

否在禁寄物品之列。常用邮递公司：中国邮政、申通、中通、圆通、韵达

等。各校区通讯地址如下： 

江安校区：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川大路二段二号四川大学江安校区，邮

编：610225 

望江校区：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邮政编码：610065 

华西校区：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 17 号，邮政编码：610041 



5. 公共交通服务 

大陆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实行右侧通行。在红灯亮时，右转弯的车辆

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行（但如果是红色箭

头时，右转弯的车辆不得通行）。 

→IC 卡（天府通） 

天府通卡里面含次卡和电子货币包，次卡可用于乘坐公交车，一般市区享

5 折优惠，2 小时内换乘不超过 3 次则不重复扣钱，卡内本月次数仅限本

月使用，月底清零，可连续充值三个月的次数（即本月和接下来两个

月），次卡充值可在红旗超市进行。电子货币包可用于乘搭公交车、地

铁，每月不清零，刷电子货币包搭乘公交车和地铁可享 9 折优惠，电子货

币包充值可于地铁站内或红旗超市办理。各红旗连锁超市可办理天府通卡

和充值。详情可参考天府通网站（http: //cdtft.cn）。 

→巴士（公交） 

成都市内巴士网络系统完善，可让市民方便舒适地到达市内大部分地方。

有关线路及票价，可向成都市公交集团公司（简称[公交集团]，网站 http: 

//www.cdgjbus.com）查询。 

长途客运：长途汽车票可在各客运站或市内部分红旗超市购买，个别汽车

站始发车次的车票还可以通过网站预约。 

→的士（出租车） 

成都的士分为两种颜色，其中市区的士统一为绿色，各郊区统一为蓝色。

成都市的士收费标准依据成都市物价局的有关规定，在 23:00—次日 6:00

会收取一定费用的额外服务费，如有问题请咨询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出

租车管理处（网站：http: //www..cdtaxi.cn），咨询电话：（028）

962999. 

提醒：搭出租车一定要打表计费，防范不打表乱收费的状况，可举报。 

→地铁 

   目前已开通的地铁线路有 6 条，图示如下： 

 

 



 

 

 

 

 

 

 

 

 

 

 

 

 

 

注：3号线太平园至双流西站线暂未开通，1号线四河至科学城线暂未开通。 

→共享单车 

成都目前主要有 Mobike(摩拜单车），ofo，永安单车和一步单车等几家互

联网公共自行车共享平台，下载 APP，注册账户，预存押金和租金即可使

用。在公共道路上使用时，请注意骑行安全。 

→铁路 

 成都是中国西部铁路网的中心之一。成都市区内有两个主要客运火车站

（成都站及成都东站）。购票及乘车前需注意其乘坐班次的始发站。 

目前铁路购票实行实名制，交换生可使用入境证件购买车票。购票方式有

车站购票、电话购票（电话：95105105）、网上购票（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网站：http: //www.12306.cn/mormhweb）。境外人士如使用电话或网上

购票，只能柜台取票，不能机器自助取票，请提前预留充裕的时间。 

→航空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位于成都市双流区，距市中心约 16 公里。目前机场设

有 T1 和 T2 两个航站楼：T1 航站负责国际/港澳台航班及四川航空公司



（3U）的所有航班；T2 航站楼负责除四川航空公司（3U）外的所有国内航

班。咨询电话（028）85205555。 

机场到华西/望江：出租车约 50 元 RMB 

机场到江安：出租车约 20 元 RMB 

6. 成都市内及周边旅游 

成都市内旅游景点：武侯祠博物馆，杜甫草堂，金沙遗址博物馆，永陵博

物馆，宽窄巷子，锦里，文殊院，青羊宫，昭觉寺，宝光寺，大慈寺，大

熊猫基地，望江楼公园，国色天乡，极地海洋公园，成都欢乐谷，浣花溪

公园，成都植物园…… 

成都周边旅游景点：青城山、都江堰、西岭雪山，乐山大佛、海螺沟、四

姑娘山、九寨黄龙、大邑刘氏庄园，建川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平乐古

镇，黄龙溪古镇，洛带古镇…… 

    温馨提示：大陆本科学生证在一些景点可以享受门票折扣优惠，所以，出行时请一

定带上哦。 

出游 APP：1.去哪儿；2.携程旅游；3.飞常准； 

IV. 注意事项 

1. 防盗抢 

   (1)证件和银行卡应分开放置，切勿放在同一皮包内，其他各类证件也

应分散放置。大量现金及时存到银行，存折和储蓄卡应妥善保管，密码最好

不要与生日、电话号码及上网密码相同。存折号码应做好记录，以便挂失。 

   （2）宿舍内的贵重物品要锁好，人离寝室要及时锁门并保管好钥匙，不

要随意借给他人使用。放长假时，最好将贵重物品寄存，不要留在宿舍。 

   （3）不让不熟悉的人或刚认识的人随便进入寝室，不在寝室留宿其他人

员。 



   （4）不要在公共场合显示自己的贵重物品及大量现金。户外人群密集场

合，手机钱包不要随意放在外衣口袋，以免给扒手可乘之机。 

   （5）遭遇抢劫，情况危急时，不要做无谓的抵抗。应当冷静捕捉作案者

的各种特征或可提供的线索。如身高、体型、肤色、相貌、衣着、随身携带

的物品等。如有可能，最好留下对方的实物罪证，有利于案件的侦破。 

   （6）一旦被盗、被抢，应立即报警。 

2. 防骗 

   （1）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 

   （2）筑牢自己的心理防线，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不贪图便宜、不谋取私

利；在提倡助人为乐、奉献爱心的同时，提高警惕性，不轻信花言巧语，不

因贪小利而受不法分子的诱惑。 

   （3）注意个人信息保密，不要轻易泄露个人生活数据，包括家庭情况、

住址、电话、卡号、密码等。 

   （4）节假日出游，应避免参加团费与市场价格差距过大的旅行团，以免

受骗。出行尽量结伴而行，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3. 突发事故应对 

（1）严重意外或伤亡事故 

交换生在大陆遭遇严重意外，应立即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

通知学院辅导员和学校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2）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当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如情况许可应直接拨打「110」求助或可向就近

的派出所求助。在四川大学校内可拨打保卫处 24 小时值班电话求助：

85401292、85460110（望江），85996110（江安）。 



（3）遗失身份证或入境证件 

交换生在大陆遗失旅行证件，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失，索取报失证明，

并登报声明证件作废；经调查属实的，可向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领取一次

有效的出境通行证件。所需材料有：申请表、报失证明、登报声明、身份

证明文件、证件照等。 

（4）遗失财物 

交换生如在校内遗失财物，应首先向学校保卫处报案，如金额巨大，应向

辖区公安派出所报失。 

 

 
 

 

 

 

V. 离校手续 

交换生在我校交换学习的时间以校历为准（不包含实践及国际课程周），请

安排于教学周结束时或之前离校。离校前需完成以下手续： 

   （1）请完善离校清单，交到我办(行政楼 505)； 

    (2)缴交个人交流心得（一千字以上，附生活和学习照片各一张，电子

版发至 zcy@scu.edu.cn）； 

    (3)成绩单预计于交换结束后的下学期开学前寄送至各校对口联络部

门。 

 

 

mailto:电子版发至zcy@scu.edu.cn
mailto:电子版发至zcy@scu.edu.cn


 

VI. 附录 

1. 校园信息获取渠道 

1) 网站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教务处 

四川大学学工部 

四川大学研究生院 

蓝色星空 BBS 

百度贴吧 

2) 微信公众号 

四川大学 

两岸青年 

川大就业 

川大共青团 

四川大学研究生会 

四川大学学生学术科技协会 

四川大学团委 

…… 



2. 校内服务机构联系电话 

学校总值班电话（24 小时）：859950000 

学生工作 24 小时值班电话：85997000 

保卫处 24 小时值班电话：85501098（华西）、85460110（望江），

85996110（江安） 

后勤集团投诉热线：85468110 

境外学生公寓 

江安境外学生公寓：85990772 

望江东区境外学生公寓前台：85412707 

望江西区境外学生公寓前台：85411407 

华西留学生公寓前台：85501748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电话：85401551；85404255；85404131 

传真：85403260 

地址：望江校区行政楼 505 

教务处 

综合科 85401100 

研究生院 

综合科咨询台：研究生院 3-139,85403008 

综合科办公室：研究生院 3-338,85405150 

              研究生院 3-218,85408695 

保卫处 

综合科：85401134 



3. 常用民生服务电话 

机构名称 电话 

报警电话 110 

火警电话 119 

急救电话 120 

道路交通事故报警 122 

电话查询 114 

天气预报 121 

成都公交热线 （028）85076868 

消费者委员会投诉电话 12315 

中国移动 10086 

中国电信 10000 

中国联通 1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