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住宿管理规定（暂行） 

科情发教字〔2019〕4 号 

 

第一章 总则 

为加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研究生的教育与管

理，营造良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确保学生安全，结合我中心的实际情况，

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章 适用范围 

定向研究生（少数民族骨干计划除外）的住宿由学生本人自己解决。本

规定仅涉及院中心非定向研究生。 

第三章 住宿安排 

1、硕士一年级研究生按中国科学院大学集中教学要求，统一由国科大安

排怀柔雁栖湖校区住宿；硕士二年级及以上研究生全部入住中关村青年公寓；

博士研究生按年级集中住宿中关村青年公寓或其他公寓。 

2、地区中心博士生安排在导师所在地区中心住宿并就近修读博士学位

公共课程。院中心原则上不负责地区中心学生的住宿。 

第四章 退宿与外宿 

1、硕士研究生学制 3 年，学制期满必须按时退宿；博士研究生（包括普

博、硕转博、直博）正常学制期入住中关村校区青年公寓或我中心统一安排

的公寓，超出学制期（普博 3 年、硕转博 3 年、直博 5 年）必须按时退宿。

延期毕业的学生，在延长学制期间自主解决住宿。 

2、中心原则上解决所有研究生住宿需求，对于有特殊情况需要外宿的学

生，及有意愿并有条件外宿的学生，需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审批

备案并签订外宿安全协议书，批准后住宿床位不再保留，中心将为这些学生

提供外宿补贴至学制期满。 

3、在学研究生申请退宿或外宿的时间为每学年 6 月 15 日-25 日，博士

新生申请办理时间为开学一周内。申请者本人需将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按

时交至研究生教育处。 

4、中心每月给外宿研究生发放外宿补贴 1200 元/月/人与交通费 300 元

/月/人。 

 



第五章 住宿管理 

1、怀柔雁栖湖校区公寓、中关村校区青年公寓，统一由国科大管理，按

照国科大制度规范执行（《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公寓管理规定办法》校发总务

字【2012】183 号）。 

2、入住我中心统一安排的研究生公寓的所有学生，享有住宿补贴，同时

需按时向中心交纳住宿费。具体补贴与租金标准根据公寓地点及公寓条件由

当年中心主任办公会决策制定并执行。 

公寓地点 住宿补贴 交通补贴 租金 

中关村人才苑 2200 元/月/人 / 2200 元/月/人 

花虎沟 1200 元/月/人 300 元/月/人 1200 元/月/人 

其他 / / / 

3、我中心统一安排的研究生公寓，住宿水电费由研究生自付，涉及相关

的卫生、安全、秩序、住宿等方面的管理，参照《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公寓

管理规定办法》（校发总务字【2012】183 号）执行。 

第六章 附则 

1、年度学生住宿分配方案，由研究生教育处负责于每学年 6 月前制定，

经中心主任办公会决策通过后及时发布。 

2、、本规定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教育处负责解释。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教育处 

2019 年 7 月 2 日 

 

附件清单： 

1、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退宿申请表 

2、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外宿登记表 

3、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外宿安全协议书 

4、《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公寓管理规定办法》（校发总务字【2012】183 号） 



附件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退宿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年  级  所在部门  

现住 

地址 
 

联系 

电话 
 

个 

人 

申 

请 

（外宿理由及人身、财产损失责任自负的保证） 

我自愿不住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集体宿舍，申请外宿补

贴。在外居住期间发生的一切安全及其他问题，由本人负责。 

签字：                

年   月   日 

家长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导师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研究生教

育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每年 6月的 15—25日提交申请，并于当月 30日前办理完退房手续，住

房补贴将于次月发放。 



附件 2：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外宿登记表 

学生姓名  导师姓名  

学号  

外宿类别* □课题组租用 □结婚外宿 □与父母同住 □自租房 

□其他（请说明）：                             

联系电话*  

紧急联系人电话  

外宿地址*  

外宿开始日期*  外宿注销日期  

本人签字  填表时间  

备注： 

1. 外宿住址为北京市，外宿住址距离中心较近，且家居条件有利于学生的生

活和学习； 

2.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依据该登记表情况，发放外宿补贴与交通补贴； 

3.  外宿研究生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家庭在京的学生； 

 已婚或子女年幼且配偶或家属陪读的在读研究生； 

 学生患有不适于在集体宿舍内居住的疾病或者其它确实需要特殊治

疗的疾病； 

 其他符合条件者，需另行说明。 

4.  备案材料 

 研究生退宿申请表； 

 研究生外宿安全协议书； 

 在外租房的需提供研究生和租房户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书、租房的房屋

租赁证复印件、租房户的身份证或户口复印件； 

 研究生在国科大或中心公寓住宿的缴费清单； 

 研究生如在本人家庭或直系亲属家庭居住的，须提供家长或亲属的身

份证、户口复印件； 

 因疾病申请外宿者需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 



附件 3：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外宿安全协议书 

 

甲方：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联系电话：010-82626389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33号 

乙方：研究生     姓名：                 身份证号： 

租住地址： 

联系电话： 

    根据《教育法》、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经

双方协商一致就乙方作为甲方研究生在外住宿安全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乙方作为完全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本协议书时明知并理解乙

方在外住宿的房屋非甲方负有管理责任的学校校舍或学生公寓，且位于甲方管理职

责范围之外，因此乙方在外住宿房屋所引发的一切安全事故和意外伤害均由乙方本

人承担。 

第二条  甲方提示乙方：乙方在外住宿的房屋应该符合公安、消防、建筑等部

门规定的安全住宿条件，不得以生火炉取暖，周边不得有安全隐患。 

第三条  为了确保学生人身安全不发生伤害事故，甲方提示乙方遵照以下规定

执行： 

①  外宿的房屋应该符合公安、消防、建筑等部门规定的安全住宿条件，不得 

以生火炉取暖，周边不得有安全隐患 

②  学生应自觉接受安全教育，提高安全自我防范自救意识。 

③  我中心有义务和权利向学生的房东询问学生的情况，并有义务教育学生要 

遵纪守法，注意安全。 

④ 遵守国家、北京市、中科院关于外宿租住房屋的相关管理规定。 

⑤ 遵守国家、北京市交通管理规定，乙方在外宿房屋前往甲方校区之间的交 

通事故由乙方负责。 

第四条  学生由于过错，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应当依法承担

相应的责任。 

① 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我中心已告诫、纠正，但学生不听劝阻、拒不改正

的； 

    ② 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患有特定疾病但未告知我中心的； 

    ③ 来自甲方校区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侵害造成的； 

    ④ 受伤害学生、亲属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在事故处理过程中无理取闹，扰乱我



中心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侵犯我中心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的，我中心应当报告公安

机关依法处理，造成损失的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本协议一式 2份，甲乙双方各 1份，自签字日期起生效。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乙方 研究生 

 

盖章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 4：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公寓管理规定 

（2012 年 12 月 20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 

校发总务字[2012]183 号 

 

学生公寓是学生生活、学习和休息的公共场所，是反映学生精神风貌

的重要窗口。为了维护我校学生公寓的正常秩序，保证学生身心健康，为

学生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入住手续 

第一条  学生凭校园一卡通，到公寓管理部门指定地点办理入住手

续。没有办理校园一卡通的新生，凭录取通知书或报到手续，到公寓服务

台办理入住手续。 

第二条  学生与公寓管理人员一起验收房间内的设备设施（包括消防

设备设施、家具、门窗、卫生洁具、电器、电话、水表、电表等物品），

并签字确认。 

第二章  卫生管理 

第三条  房间及室内卫生间的卫生由本房间的学生负责，每位学生有

维护好房间内卫生的义务。 

第四条  房间内只允许存放学生本人的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摆放要

整齐有序。 

第五条  不得随地吐痰、乱扔烟蒂、随意抛撒废弃物。 

第六条  各种垃圾应倾倒在垃圾桶内，不得随处堆放。 第七条  不

准乱写、乱画、粘贴各种字画。 

第八条  不得在规定的区域外晾晒被服、衣物等。 

第九条  为保证其他学生顺利入住，学生退房时，应将房间打扫干

净。 

第三章  安全管理 

第十条  进出公寓应主动出示个人有效证件（校园一卡通或学生

证），携带大件物品出入公寓应主动接受管理人员的检查并办理登记手

续。 

第十一条  妥善保管个人的贵重物品及现金，笔记本电脑应加防盗

锁；离开房间或休息时，应关好门窗。 



第十二条  公寓内不准私自拉接临时电源。确有需要，须经公寓管理

部门同意，并由专业人员安装。 

第十三条  公寓内不得使用和存放微波炉、热得快、电炉、电冰箱、

电磁炉、电饭煲、电饭锅、电热杯、电暖气、电热毯、酒精炉、煤油炉、

煤炉、火锅、液化气炉等用具。 

第十四条  公寓内严禁存放、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存放、使用易燃、

易爆、有毒、有害、放射性、腐蚀性等危险品。 

第十五条  不得在床上吸烟，使用蚊香要远离易燃物品。 

第十六条  不得在公寓内焚烧废弃物。 

第十七条  严禁擅自挪用、损坏消防设备设施及器材。 

第十八条  不得在公共场所堆放各种物品，严禁堵塞消防安全通道。 

第十九条  不得在室外窗台（含阳台）摆放花盆等物品，以防坠落伤

人。 

第二十条  未经学生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公寓内集会和宗教活动。 

第二十一条  亲友来访应办理登记手续，不得将陌生人带入公寓。 

第二十二条  经公寓管理部门批准，工作人员两人及以上可以进入房

间进行安全、卫生检查、查验水电表，及其它维修服务工作；在紧急情况

下，公寓管理部门有权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 

第二十三条  学生有维护公寓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发现可疑现象和安

全隐患，应立即向公寓管理部门报告；发生火灾等紧急危险情况要妥善处

置，及时报告或报警。 

第四章  秩序管理 

第二十四条  不得在公寓内大声喧哗、打闹、酗酒、划拳；不得在公

寓内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高音播放音响和电视。 

第二十五条  来访人员逗留时间不宜过长，应于当日 23：00 之前离开

公寓。 

第二十六条  学生之间要和谐友爱、互相宽容，理智地处理各种矛盾

和纠纷，不得辱骂他人、打架斗殴。 

第二十七条  不允许在公寓内从事各种商业推销活动或将营销人员领

入公寓。公寓电话不得作为对外广告业务宣传使用。 

第二十八条  自行车（包括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应有序停放在规

定区域内，不得驶入公寓。 

第二十九条  公寓内禁止饲养家禽及各类宠物等。 

第三十条  进出公寓应穿戴整洁，文明着装，不得光脚、赤膊。 



第五章  住宿管理 

第三十一条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应在校内学生公寓住宿，因特殊情

况不在校内学生公寓住宿的，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所在培养单位

（或院系）同意，报学生管理部门批准，到公寓管理部门备案，公寓不再

保留其床位。 

第三十二条  学生床位只限学生本人使用，不得私自调换、出租、转

让。 

第三十三条  不得私自更换门锁、私配钥匙、安装内侧插销或在门外

挂明锁等；不得将钥匙转交同宿舍以外人员；办理退宿手续时将钥匙交回

公寓管理部门。 

第三十四条  需要提前入住，或推迟撤离公寓的，须经学生管理部门

批准，并交纳住宿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未经批准，不按期撤离公寓

的，按照 100 元/日收取住宿费；拒不撤离的，公寓管理部门有权采取强制

措施。 

第三十五条  学生发现室内设备、设施损坏，应及时报修。因不及时

报修而发生的费用，由学生本人承担。损坏公寓内物品，须照价赔偿。 

第六章  水电费收取 

第三十六条  学生在公寓用水、用电实行全额计量收费和指标控制两

种形式：第一年集中教学的硕士研究生用水用电实行指标控制（每月免费

使用电量 15 度、冷水 3 吨），超额部分按照《北京市居民用水用电收费标

准》收取费用；联合培养学生、高年级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水电费按照《北

京市居民用水用电收费标准》全额收取。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学生应认真学习并执行本规定，如有违犯，学校将视情

节轻重，依照学生相关管理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由总务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

生公寓管理规定（试行）》（院发字〔2008〕219 号）同时废止。 

 

 

2019 年 7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