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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主要介绍北京物资学院的教学、生

活及外事公寓设施情况。

This booklet intends to introduce the

teaching and living facilities at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北京，一个古老又年轻的城市。
BEIJING, A YOUNG CITY WITH LONG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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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北京物资学院位于北京市东部，通州区，东五

环与东六环之间。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is located in Tongzhou

District, east of Beijing just between the fifth ring

road and the sixth ring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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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地图来自谷歌地图。From google map.



P  |  0 2

交通
HOW TO GET TO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乘坐机场巴士至通州北关，下车后到马路对面坐
991路公共汽车，至北京物资学院。
Take airport shuttle bus to Tongzhou BEIGUAN,

then take No. 991 bus on the opposite side to get

off at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自机场 from Beijing Capital Airport

乘地铁 by subway

乘坐地铁6号线至北京物资学院。
Take subway LINE 6 to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乘坐公共汽车 by bus

乘坐587、675、911路可至北京物资学院。
Take No. 587, 675, 911 bus to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学校餐厅介绍 CANTEEN

学生餐厅 STUDENTS’ CANTEEN

营业时间（Business hours）：
07:00—08:00 11:00—12:00 17:00—18:30

需使用学校一卡通，可以微信支付，不可用现金
Use campus card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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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源 JINGHANGYUAN

营业时间（Business hours）：
07:00—21:00

需使用学校一卡通，可以微信支付，不可用现金
Use campus card, or cash

潞河居 LUHEJU

营业时间（Business hours）：
07:00—21:00

可使用学校一卡通，可以微信支付，也可用现金
Use campus card or 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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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 No.1 Teaching Building 二教No.2 Teaching Building 图书馆 Library 礼堂 Auditorium

体育馆 Gymnasium 体育场 Stadium 网球场 Tennis Court 校医院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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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公寓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to Self-serviced Apartments

注：1. 留学生公寓为两人一间，有空调，独立卫生间，24小

时热水。每层配有两个公共厨房，厨房内配有冰箱、空
调、洗衣机、微波炉、饮水机。
2. 公共厨房使用者，应及时清理个人产生的所有垃圾，
公共厨房卫生打扫采用轮值，值日生有责任负责公共厨
房内所有卫生的清理。
3. 如果想独自使用一个房间，需要缴纳两个人的费用，
校内上网费用按照学校统一标准自行承担。
4. 入住留学生公寓应签署《留学生宿舍入住协议》，该
协议一式两份，留学生应遵守该协议的相关规定。

留学生公寓介绍

公寓类型
Apartment Type

房间类型
Room Type

收费标准Fee

A 酒店式公寓

标准间 170（间）

套间 290（间）

B

留学生公寓
双人间
(double 
room)

40（元/人/
天）

(RMB/person
/day)

房间类型及费用Types of Apartment and Fees

酒店式公寓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to Serviced Apartments

注：1. 每间房间设有一间卧室，一间卫生间。配备电视、空
调、热水器。

The room is equipped with a bedroom, a bathroom, TV 

set, air condition and water heater.

2. 套间设有一间卧室（双人床）、卫生间，配备电视、
空调、热水器。
3. 每天提供清洁服务，水电费免费。

The attendant will clean the room everyday. Water and 

electricity fees are free. 

特别提示 Please note

房间有限，如果无法申请到您选中的房间，我们有权为您调换类似
房间。如校内公寓已满，我们会及早通知您。若您对住宿的要求过
高，我们不能保证一定能满足您。

If you cannot be assigned the selected room, we shall arrange

another similar room for you. If the apartment is full, we shall inform

you as soon as possible.No guarantee can be given that any

specific individual residence will be available where demand is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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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学

生
公

寓 走廊 卧室bedroom(double room)

公共厨房

床

书桌
卫生间

床上用品、洗漱用品
及厨房用品请自备。
You need to supply

your own bed

linen(duvet, duvet

cover, sheet, pillow

and pillowcase) ,

towels and your

own crockery,

cutlery and

cooking utens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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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式公寓外观 Serviced Apartments building

电视和空调 TV and air condition

大厅 lobby

卧室 bedroom(double room)
卫生间 wash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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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给留学生公寓的住宿管理，创造文明、健康、整洁、舒适的学习和生

活环境，根据上级有关文件，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留学生公寓由北京物资学院国际学院负责管理。

第三条留学生公寓用于接待留学生，留学生入住应服从管理、配合学校工作。

第二章入住及退宿

第四条留学生须经过国际学院审批通过后统一安排；

第五条凭本人有效护照、签证及录取通知书办理住宿手续；

第六条学生应服从安排，按指定的房间内入住，安排房间时校

方尽量考虑留学生的国籍、信仰、个人特殊要求；

第七条留学生退宿时应到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章住宿管理

第八条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北京物资学院相关管理规定；

第九条禁止在公寓内从事任何非法活动；

第十条禁止留宿他人，如有违反责令退宿并取消校内住宿资格；

第十一条禁止在房间内存放违禁品、危险品、易燃、易爆物品；

第十二条禁止在房间内私自拉接电线或违章使用电磁炉、电暖气等危险电器；

北京物资学院留学生宿舍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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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禁止在房间内、楼道内吸烟；

第十四条禁止擅自拆卸或改装房间内的各项设施，如有故障请及时通知管理人员；

第十五条禁止随便挪动客房内的家具，如有损坏或丢失须照价赔偿；

第十六条禁止在墙壁上乱钉乱挂、踩踏脚印、乱涂乱写、张贴海报；

第十七条晚22:00后禁止大声喧哗；

第十八条禁止在公寓内饲养宠物；

第十九条 不得私自迁移或强占房间，必要时学校有权利直接进入房间内。房屋内空

间及设备应与同屋共同使用，未经允许不得长期占用他人空间；

第二十条 如一方搬走只剩一人住宿时，在尽量照顾国籍和生活习惯的前提下，学校

有权安排他人合住或进行房间调整，不同意他人合住或不服从房间调整者，须交纳

两人住宿费。

第四章 处罚制度

凡违反以下任一条款者，一经发现，将直接取消在校住宿资格：

第二十一条未经允许留宿他人的；

第二十二条利用学生宿舍从事违法活动的；

第二十三条对学生宿舍造成安全隐患的；

第二十四条外籍人员签证续签后不配合学校办理登记手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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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藏有违禁物品的；

第二十七条将宿舍转借或转租给他人的。

第五章安全管理

第二十八条 外出时应关闭所有电源；房间内禁止使用电热毯、电磁炉、液化气炉、

酒精炉、电熨斗、电暖气等800W以上的大功率电器；否则，由此引起的火灾等安全

事故，由本人承担一切责任并负责赔偿；

第二十九条 离开房间时应关好门窗，房间内禁止存放大量现金及贵重物品，个人贵

重物品由个人妥善保管；如遇物品被盗抢或丢失，应做好现场保护及时向值班人员

报告；

第三十条 不得将房间钥匙交给他人保管和使用，否则由此引起的个人和公用物品遗

失和被盗等一切责任均由本人负责。

第六章收费

第三十一条 留学生在入住时每人须交纳1000元人民币押金，住宿期满时公寓管理人

员检查房间后凭收据返还押金；

第三十二条 留学生应一次性交纳一学期住宿费。交纳时间为开学的第一周或第二周

。逾期者将收取5%滞纳金，如遇特殊情况不能一次性交清，则需到国际学院办公室

填写《缓交申请》；

第三十三条留学生在学期结束前如因个人原因中途退房，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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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网费由房间所住人员共同承担；

第三十五条 入住期间因个人原因导致的房间设施及配置物品的丢失、损坏的须按原

物购买或赔偿等同金额。

第七章会客管理规定

第三十六条 为了保证留学生正常生活和学习，留学生公寓的会客时间为：8:00---

21:00，来访者应在规定时间内离开；

第三十七条 留学生应督促应邀来访者应主动向值班员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并认真填

写《来访会客登记表》，在征得被访者和宿管人员同意后，方可进入留学生公寓内

会客。未带任何证件或拒绝出示证件者，谢绝进入公寓。客人离开时，应由被访问

者在会客登记表上签字确认；

第三十八条 境外来访者如需留宿，应先报告国际学院后，经同意方可入住我校酒店

式公寓；

第三十九条 公寓管理人员有权利和责任对违反留学生公寓管理规定的行为予以纠正

并向国际学院报告。

第八章其它事项

第四十条房间内及公共厨房内卫生由使用者自行打扫；

第四十一条退房时应将房间恢复原状并由管理员进行检查，清空垃圾打扫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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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严防火灾,如因个人原因造成损失者均由个人承担,情节严重者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提高防范意识，注意防盗防窃，外出及时锁门。保管好钥匙，如有丢失

须及时通知公寓管理员。更换门锁或钥匙的费用由本人承担；

第四十四条以节约为原则安全用水、用电；

第四十五条 讲究公德，保持安静，请勿在公寓内大声喧哗或从事影响他人学习和休

息的活动；

第四十六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未尽事宜，由国际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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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线路图 BEIJING SUBWAY MAP

1. 我的行李箱空间有限，不能带床上用品和厨房用具，怎
么办？

I don’t have much space in my luggage to bring bed

linen, where can I buy some? And what about

cooking facilities and utensils?

学校门口有超市，你可以在超市购买需要的床上用品和
厨房用具。
You can buy bedding in the supermarket near the

university if you do not want to carry it with you. You

need to supply your own cooking utensils. You can buy

them in the supermarket also.

2. 我的家人可能在我学习期间来北京，可以住在学校吗？
My family will come to Beijing to visit me during my

studies. Is there housing available for them?

您的家人若想住在学校，可提前联系酒店式公寓以确认
是否有合适房间。
If your family intend to live on campus, you need to

contact Serviced apartment to see if there is room

available.

常见问题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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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公寓入住流程 Check-in Progress

1、提供本人有效护照、签证
Show your passport and visa.

2、签外事公寓入住协议
Sign Apartment Contract

3、交押金
Pay deposit

4、领钥匙、外事公寓入住管理
规定

Get Apartment Regulations

and key

5、入住
Check in

电话 Phone

+86 (10) 89534422

传真 Fax

+86 (10) 89534109

邮箱 Email

apartment@bwu.edu.cn

地址 Address

北京市通州区富河大街321号北京物资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No.321 Fuhe Street, Tongzhou District, Beijing

北京物资学院

厚德博学，笃行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