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8 级新生缴费相关事项的通知 

 

校内各相关单位： 

为简化入学手续，方便新生报到，我校已从 2017 级新

生开始取消现场摆摊收费工作，在各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取得

较好的成效。2018 级新生缴费仍将取消现场摆摊收费，采取

具体措施如下： 

一、请新生务必认真遵守《新生手册》“2018 级新生入

学须知”： 

 1、未交费的，将应缴款项（学费+住宿费+代办费+20

元）足额存入学校提供的银行卡中，应缴金额详见《2018 级

新生收费标准》； 

2、签订的“批量代收业务个人客户第三方签约申请

表”、“个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限工行卡）一并交

至学院； 

3、学校提供的银行卡将用作学生在校期间委托银行代

扣学杂费，领取“奖、助、勤、补”等学生款项的专用卡，

请妥善保管好。 

二、新生报到前，财务处收费管理科负责向各学院提供

缴（欠）费清单、缴费票据、新生问答宣传材料、“集美大



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缴费操作手册等，请各学院做好相关

协助工作。 

三、学生可关注“集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具体

操作详见《集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操作手册》）或向学

院查询本人缴（欠）费情况。 

四、新生报到日（9月 5日） 

（一）财务处已与银行沟通，新生报到当日开通绿色窗

口，专门服务我校新生办理存款、补办银行卡、银行卡激活

（更改密码）等业务。新生可根据需要到开卡银行办理业务，

请各学院尽力提供接待、引导等服务。 

集源路工行：财经学院、机械学院、水产学院、生物学

院、音乐学院、工商学院、政法学院、信息学院、计算机学

院、文学院、国际生（本科、研究生）； 

集源路建行：航海学院、轮机学院、美术学院、理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外语学院、体育学院、工程技术学院、研究

生（国际生除外）。 

（二）财务处设咨询电话（姚老师 6182661，林老师

6182731），提供与缴费相关的咨询服务，包括缴（欠）费情

况查询，学费补扣时间安排，银行卡激活、银行卡补办、银

行卡绑定申请等指导服务，引导部分未存款或银行卡有问题

的学生到就近银行办理业务，等待下次扣缴。学生亦可通过

“集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缴费。 



（三）设立应急点。财务处联合银行在新校区“光前体

育馆连廊”设置工行、建行两个应急点：仅限办理银行卡激

活(改密码)、零星现金缴交学杂费两项业务。（注意：学生

应缴款项已存入银行卡里的就等待下次扣款，应急点不再办

理刷卡收款业务）。 

五、申请缓交（含贷款）的同学，生活费存缴费银行卡

上时，不应超过应缴学杂费总额，以免被误扣款。我校采取

全额扣款方式，余额小于应扣总额时银行就不会扣款。 

 

附件： 1.关于学生缴费相关事项的问答 

2．“集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绑定及缴费

说明 

 

财务处 

2018 年 8 月 21 日 



附件 1： 

关于学生缴费事项的若干问题 

1、问：新生到校应交回哪些资料（缴费方面）？ 

答：新生应将填好的《银行代收学费委托书》（含身份证复印件），《个人税收居

民身份声明文件》（限工行一式二联），交由各学院统一收取并转交财务处。 
2、问：如何查询学杂费缴欠情况？  

答：学生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学杂费（学费、住宿费、体检费、军训用品费）缴欠

情况： 

①缴费截止后，校财务处将缴费情况发至各学院副书记、分团委书记等相关老师 OA，

学生可向老师咨询在校期间学杂费的缴交情况。 

②绑定“集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或者登入校园统一支付平台，查询在校期间

的学杂费缴欠情况。操作手册详见“集美大学财务处”（http://cwc.jmu.edu.cn）。 

3、问：如何关注“集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 

答：①微信搜索并关注“集美大学财务处”公众号； 

②进入“集美大学财务处”（http://cwc.jmu.edu.cn），扫描主页展示的“集美大

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③到校财务处（尚大楼 2 楼）扫描“集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④扫描下方二维码。 

 

4、问：我所在的学院应开通哪家银行的银行卡？ 

答：学校代扣的银行卡必须为厦门办理的工行卡、建行卡。 

办理工商银行的学院及人群：水产学院、财经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法学院、计算

机工程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文学院、音

乐学院、海外教育学院、国际生。 

办理建设银行的学院及人群：航海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体育学院、外国语学院、

工程技术学院、轮机工程学院、理学院、美术学院、研究生（国际生工行）、继续教育

学院。 

5、问：办理的银行卡为非一类银行卡，学杂费欠费超过限制额度是否对缴费有影响？ 

答：目前由学校代扣学杂费欠费的银行卡，均不受银行卡类别额度的限制，学生可

将欠费足额存入扣款银行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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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如何得知学杂费缴费时间？ 

答：请关注教务处网页、“集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的通知（错过可在“查看

历史消息”中查看）；校财务处会将缴费通知通过 QQ 群通知各学院。 

7、问：当学年的学杂费通过银行卡代扣成功，但以前学年的学杂费应如何补缴？ 

学校统一通过银行代扣的，仅限当学年学杂费。 

补缴以前年度欠费的，可在自助缴费开通期间登入“集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

校园统一支付平台自行缴交。 

8、问：学校统一代扣学杂费时间已过，但银行卡内并未扣款，应如何补交学杂费？ 

答：未能在代扣时间扣款成功的，通常存在以下问题： 

①自行办理银行卡的，未到校财务处办理扣缴绑定手续。 

②未在通知代扣时间前存足金额。 

针对以上问题，请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①自行办理银行卡的，请在代扣时间之前到校财务处办理扣缴绑定手续。 

②银行代扣的金额为当前学年欠费的总额，不部分扣款，请务必保证扣款期间银行

卡内有足够金额。 

③银行卡有可能产生年费、短信费等其他费用，在存入足额金额之后，请预留一部

分额外金额，以便缴纳以上费用。 

④自助缴费期间（将开通“集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校园统一支付平台）自

行缴费。 

9、问：已经办理了助学贷款，学杂费还存在欠费要如何处理？ 

答：财务处每月底（或下月初）整理当月（或上月）由贷款银行发放的贷款款项，

会同助学贷款中心核对贷款信息，核对无误后抵扣欠费金额，抵扣顺序从以前年度欠费

至今。 

若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信息差异问题，将通知学生进行二次确认。 

助学贷款是否已经汇入学校银行账户，请咨询放款银行。 

10、问：学杂费已经通过银行卡代扣，但又办理了助学贷款，要如何退已缴的金额？ 

答：已缴交的学杂费不予退款。 

若学生抵完学杂费尚有余额，校财务处在每学期末（5 月、12 月左右）将助学贷款

余额清单整理后发至各学院，由学院做《学生款项发放表》将款项退到学生的银行卡内。 

注意：办理国家开发银行的助学贷款的，放款银行除将部分贷款金额汇入学校银行

账户，有时会将剩余部分汇入贷款学生的支付宝账户内，详情请咨询放款银行。 

11、问：办理的助学贷款不够交清学杂费，要如何处理？ 

答：学生可通过“集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查询欠费金额，将欠费数额存入银

行卡内待学校统一代扣，或者在网上自助缴费开通期间自行缴费。 

12、问：辅修、重新学习如何缴费？ 

答：缴费通知由校教务处发布，缴费金额、时间等问题请咨询校教务处或留意“集

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相关通知。 

13、问：登入教务系统时显示存在欠费，应如何处理？ 

答：①学校统一代扣学杂费 2 天后将欠费名单提供给校教务处，由其开放权限。 

②到校财务处缴清欠费的学生，凭发票至校教务处申请开通权限。 

③因贷款未到导致教务系统关闭的，请联系本院教务科申请开通权限。 

④辅修、重新学习欠费的，请联系校教务处。 

14、问：已缴交的学杂费是否有凭据？ 

答：缴费期间结束后，学校将统一开具发票。待发票开具后，校财务处通知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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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领取，缴费成功的学生可向老师索要发票。该发票即为缴费的凭据，请妥善保管

好发票。 

15、问：休学期间是否可以退学杂费？ 

答：办理休学手续时须交清欠费；已交学费在休学期间不办退，复学后抵应交款。 

16、问：如何办理退学杂费？ 

答：根据《关于印发<集美大学学生缴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集大财[2006]8 号）第

十七条要求： 

学生注册足额缴费后，因故转学、退学和死亡，以及其他原因终止学业的，其入学

时缴交的代办费一律按实结算，学费和住宿费按以下办法清退： 

（一）缴费后未入读的，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按收费标准的 90%予以清退。 

（二）缴费后入读未满一个月的，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按收费标准的 80%予以清退。 

（三）缴费后入读超过一个月至一个学期（含读完一个学期）的，学年的学费和住

宿费按收费标准的 50%予以清退。 

（四）缴费后入读超过一个学期的，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不予清退。 

（五）参加重新学习课程的学生，中途退出学习的不退学费。 

（六）被开除学籍的，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不予清退。 

学生办理退费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退费年度的发票 

□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复印在同一张上并签字 

□（本科生）《集美大学学生离校手续单》、《集美大学新生申请放弃入学资格申请

表》；（研究生）《集美大学研究生退学审批表》 

□退住宿费：开具“搬离时间、宿舍楼名”的证明，填写《集美大学学生领款单》 

非留学生公寓：证明由学院分管学生负责人、物业中心确认并签字、盖公章；领款

单由 15 楼资产后勤处分管处领导签字 

留学生公寓：证明由留学生公寓办公室负责人确认并签字、盖公章，15 楼后勤集团

负责人签字；领款单由 15 楼后勤集团负责人签字 

□退军训费：填写《集美大学学生领款单》，学生处处长确定退费金额并签字 

□退体检费：填写《集美大学学生领款单》，医疗中心领导确认并签字 

□委托他人办理：集美大学财务处（http://cwc.jmu.edu.cn）下载《学生款项领

取委托书》 

17、问：复学后学杂费如何缴交？ 

答：根据《关于印发<集美大学学生缴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集大财[2006]8 号）第

十五条要求： 

（一）本学年已缴清学费和住宿费，若属本学年第一学期内中途因故休学、停学，

复学并转入下一年级学习的学生，其收费按复学所在年级的标准执行，但可扣除上学年

已缴费用，并缴足差额；若属第二学期中途因故休学、停学，复学并转入下一年级学习

的学生，其收费则按复学后所在年级的标准执行，但不得扣除上学年已缴费用。 

（二）复学学生，须先缴清学杂费，方能办理复学手续。 

18、问：跳级后学杂费如何缴交？ 

答：根据《关于印发<集美大学学生缴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集大财[2006]8 号）第

十五条（三）要求：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提前修读部分课程，提前修读课程的学分数达

到要求并编入高一年级学习，学生当学年除缴交原年级的学费外，须预交所编入高一年

级的学费。 

19、问：留级、降级后学杂费如何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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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根据《关于印发<集美大学学生缴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集大财[2006]8 号）第

十五条（四）要求：因学籍变动编入下一年级学生的缴费按所编入班级的收费标准执行。 

因学分未达未能毕业而留级的毕业班学生，留级学年的学费可按照实际结算的学分

收取。学生在本院教学科开具学分结算证明，由教务处确认应收取的金额，携带证明到

财务处缴费。 

20、问：如何办理退辅修、重新学习费？ 

答：学生办理退费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退费年度的发票 

□退费申请书，院教学科确认并签字、盖公章，校教务处分管处领导签字、盖公章 

□填写《集美大学领款单》，校教务处分管处领导签字 

21、问：如何办理退学籍异动而多交的费用？ 

答：学生办理退费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退费年度的发票 

□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复印在同一张上并签字 

□教务处开具《集美大学学籍异动学生学分确认清单》 

□填写《集美大学领款单》 

22、问：离校后在校办理的银行卡要如何处理？ 

答：在校期间办理的银行卡归本人所有，学校只受托代扣学杂费，学生毕业后可正

常使用该银行卡。 

学生需注销银行卡的，若其在校期间有学生款项尚未领取，建议待款项发放到银行

卡后再自行注销。 

23、特别提示： 

社会上存在银行卡因丢失而被盗刷或盗转的情况，请各位学生注意：1）保护好自

己的银行卡及银行卡信息，不可提供给外人；2）不要相信涉及存款的短信，其链接坚

决不能点开。 

 

学生缴费事宜请联系财务处收费科（尚大楼 208），联系电话：0592-618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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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使用人员：全日制本科生、全日制研究生、非全日制研究生、在职研究生、继续教育学

院、海外教育学院、校内教工人员、校外人员。 

用途： 

1、绑定公众号接收财务信息。 

2、查询、缴纳学杂费、第二专业学费、报名项目费用等各项费用。 

菜单： 

1、校园统一支付平台：缴纳各项费用（学杂费、第二专业学费、重新学习费用、报名

项目费用等）、查询缴欠费信息 

2、学生绑定（全日制）：全日制本科生、全日制研究生(非全日制暂不支持绑定）首次

关注“集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需绑定用户，保证各项功能正常使用。 

 

关注途径 

1、微信搜索并关注“集美大学财务处”公众号。 

2、进入“集美大学财务处”（http://cwc.jmu.edu.cn）主页，扫描主页展示的“集美

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3、到财务处（集美大学尚大楼 2 楼）扫描“集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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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绑定 

全日制本科生、全日制研究生、非全日制研究生(2017 级暂不支持绑定）首次关注“集

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绑定用户，保证各项功能正常使用。 

绑定个人信息后，学生本人可以通过“集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收到学校财务处

发放的学生款项、学杂费缴费情况等通知。 

1、关注并进入“集美大学财务处”微信公众号，点击“学生业务”菜单→“学生绑

定（全日制）”进行用户绑定。 

“工资号/学号”：输入在校期间的学号 

“密码”：一般为身份证后 6 位（港澳台侨生、留学生的“密码”与“学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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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类别”：请 学生 

              
2、系统跳出“hello”提示框即为绑定成功，点击“OK”返回“个人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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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无误→点击“关闭”返回菜单界面 3、核实“个

                 

 

 

如需解除绑定，请带本人身份证至财务处办理。 



 

校园统一支付平台 

登入方式 

1、点击“学生业务”菜单→“校园统一支付平台”选项。 

用户名：校内学生（含诚毅学院）输入学号，教工请输入工资号，校外人员输入身份证

号 

密码：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 6 位，末尾为英文的需大写；若未向学校登记身份证号，

则密码与“学号”相同 

 
2、登陆后，主页显示各缴费类型。 

学费缴费：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体检费、军训用品费等 

其他缴费：第二专业费用、重新学习费用、其他考试报名费用等 

生活缴费：暂未开通 

 

当项目存在欠费时，对应的缴费图标以小红圈的方式提示欠费个数；当项目无欠费时，

点击对应的缴费图标，系统提示“恭喜您，您不存在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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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上方 图标，显示各项菜单： 

当前费用：显示本人在校期间各项欠费明细 

订单查询：显示各期间通过该平台产生的订单 

已缴费查询：显示通过该平台缴费的记录 

报名系统：本功能尚未开放 

我的：显示本人信息、公告 

注销：退出系统 

 

缴费 

选择要缴费类型，以“学费缴费”为例。 

1、在非缴费期间，系统右下角出现“停止支付”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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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明细”：查询该项目的费用情况。 

                             

2、缴费期间，系统默认选择所有欠费明细项，缴费人员可自行勾选相应明细项进行缴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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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认交易金额→选择支付方式，平台目前提供 3 种缴费方式：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微信支付→点击“确认支付” 

 

4、支付流程 
①支付订单出现问题时，系统提示：支付失败！→点击“OK”→点击左上角 ，退出

界面重新选择。 

                

②支付订单正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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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支付”→点击“完成”。 

                 

系统提示“支付成功”，点击“OK”→点击“返回”或 返回主界面。 

                

订单查询 

查询“本日”、“全部”、“本月”、“自定义”期间缴费流水订单，包含成功及失败订单。 
点击右上方 图标，分“全部”、“支付成功”、“支付失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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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缴费查询 

查询“本日”、“全部”、“本月”、“自定义”期间已缴费情况，只包含成功缴费并生成相

应收费单的信息。 
点击右上方 图标，分“学费收费”、“其他收费”查询。 

 

我的 

 

1、点击 ，查看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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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退出登录”，退出缴费系统。 

 

注销 

退出缴费系统。 

 



 

常见问题 

“微信支付”添加银行卡 

方法：微信“钱包”入口 

请登录微信，进入“钱包→银行卡→添加银行卡→填写银行卡信息→完成添加” 

温馨提示：一旦绑定成功，该微信号无法绑定其他姓名的银行卡/信用卡，请谨慎操作。 

腾讯客服地址：http://kf.qq.com/  

微信支付帮助地址：http://kf.qq.com/product/weixinpay.html  

“微信支付”额度 

微信支付从银行卡中直接缴费，会受到银行卡数额的限制；缴费金额超出银行卡支付限

额，须先将款项转入“微信零钱”中，再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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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f.qq.com/
http://kf.qq.com/product/weixinpa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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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AA/BB，AA 为单笔额度，BB 为单日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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