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阳四中 2022 级高一新生报到须知

亲爱的新同学：

欢迎你加入襄阳四中，与我们一起开启新时代四中人的卓越旅程！

为了你的报到顺利有序，请你仔细阅读以下注意事项：

一、基本信息

1.录取查询

2022 年 7 月 27 日起，你可以通过湖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信息系统、

襄阳市第四中学官网或微信公众号，查询录取结果。

2.信息采集

为了方便建立新生档案、办理学籍注册等工作，学校将通过以下信息填报平

台（https://www.wjx.top/vm/YKXFgqr.aspx）或扫描下面二维码，采集新生相

关信息。请你于 8月 20 日前登录平台，如实完整填写，此数据是后续办理学籍

的主要信息依据。

襄阳四中 2022 级高一新生信息采集码

3.身份证办理



（1）身份证是后续考试的重要证明。高中阶段考试较多，尤其是随后的学

生学籍注册和 2023 年 3 月开始的高一年级学考，没有身份证或身份证过期，将

导致无法报名。

（2）没有身份证的，请利用暑假空余时间到户口辖区公安部门办理个人身

份证。

（3）已办理身份证的，请检查身份证是否消磁或过期（直至 2025 年 6 月 9

日），同时确保学生照片为最新最近的，不是小学时期的，以免关键时刻人脸识

别不能通过。

（4）为了确保安全，新生报到当天进班后，以班级为单位收取身份证，用

于检查和全国学籍网身份信息更新。

4.登记照片

请利用暑假拍证件照纸质照片 6张（1寸免冠证件照，蓝色背景，剪裁成单

张，独立入袋，标注姓名），进班后将纸质版照片和登记照片电子版（可存放电

子邮箱或 U盘）一并转交班主任收集，用于学校新生识别和各类表彰。

5.办理电话卡

（1）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禁止学生携带

手机入校，校内安装有电信插卡式话机供学生与家长联系。

（2）初中已办理过电话卡的，不用重复办理，全市范围内继续使用。

（3）初中未办理过电话卡的，开学前，可自行到电信营业厅办理电话卡。开

通时，需本人身份证原件实名制开通，年满 16 岁学生可用自己身份证，未满 16

岁用家长身份证办理。

（4）为了方便学生和家长，开学当天，我校和电信公司联合开辟绿色通道，

家长和学生可以在学校快捷办理。

6.银行办卡

每名学生最好拥有一张自己的实名建设银行卡（校园饭卡充值机专用），为

后续校园“一卡通”充值做准备：

（1）利用假期到襄阳建行（含下面县市区）任意网点办理银行卡并激活。

（2）年满 18 周岁的学生，本人携带身份证前往办卡并激活。



（3）未满 18 周岁的学生，由家长和学生共同携带户口本（家长和学生户口

在一起）、家长身份证和学生身份证前往办卡并激活。

（4）特别提醒：如学生银行卡信息不全，将影响学生以后申请助学金以及学

校提供的奖学金申请和发放，请务必办好。

二、防疫要求

1.提前 14 天做好健康监测。每一名新生，从 8月 10 日开始，严格做好自身

和全家健康监测。请及时下载《襄阳四中 2022 年开学师生健康状况监测表及承

诺书》（见附件一）并打印，按要求做好健康登记。

2.报到当天，学生和家长须携带《襄阳四中 2022 年开学师生健康状况监测

表及承诺书》（见附件一）和 8月 23 日的健康码和行程码打印稿（印在一张 A4

纸上），通过测温通道入校，然后交班主任老师统一收集。

3.报到当天，如有省外旅居史，需按最新防疫要求，完成核酸检测，落实好

各项防护措施方可入校；如有发热、咳嗽、乏力等异常情况暂缓入校，待治愈后

凭医学诊断证明入校。

三、开学报到

1.查询分班、寝室信息

2022 年 8 月 23 日晚上 19:00 后，学生和家长可以通过襄阳四中官网、微信

公众号等，扫码查询分班、寝室和个人学号，此学号作为将来个人考试准考证号。

2.开学报到时间和地点

（1）报到时间：2022 年 8 月 24 日（周三）上午 7:30-11:30（建议市区学

生提前来，错开县市区学生 9:00—10:30 报到的高峰期）

（2）报到地点：至善广场（升旗广场）

（3）进班时间：下午 15:00 进班，班主任开班会，发放相关资料。

3.报到流程

（1）学生和家长持健康码和行程码打印稿（印在一张 A4 纸上），从学校西

门测温通道入校。



（2）未提前查询分班和寝室信息的学生和家长，亦可通过西门张贴的分班

码扫码查询分班、寝室信息，高一男生寝室位于荆玉楼，女生寝室位

于兰质楼，具体见下图：

（3）向班主任报到：至善广场（升旗广场）

①班主任处

A.上交：中考准考证、身份证原件、承诺书（附件一）、健康码和行

程码打印稿；

B.领取：校园一卡通、《襄阳四中 2022 级高一年级管理协议》，家长

认真阅读协议并签字，然后交给学生保管，下午 15:00 进班后统一交班主

任。记住班主任姓名和电话，加入班级家长交流群。

②办理电话卡



报到当天，学校和电信公司联合开辟绿色通道，在我校设立临时办理点，没

有办理的学生和家长，可在现场办理电话卡。开通时需本人（学生或家长）持身

份证原件实名制开通。

（4）去寝室

①学生根据寝室分配信息找到个人铺位，整理床上用品和生活用品。

②在寝室一楼大厅专用设备上开通刷卡取水，卡机旁有操作流程指引。

（5）去班级

在立德楼门口，查看《襄阳四中 2022 级高一年级教室与办公室分布

图》，进入本班教室，自行选择座位。

（6）下午 15:00 进班

学生携带现金 200 元（“一卡通”预充值费用）、身份证复印件 1张，《襄

阳四中 2022 级高一年级管理规定》、学习用品等进班。

4.报到前准备工作

（1）报到须带材料

①2022 年中考准考证；

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张；

③《襄阳四中 2022 年开学师生健康状况监测表及承诺书》（附件一）；

④8月 23 日的健康码和行程码打印稿；

⑤登记照 6张和登记照电子版。

（2）须带物品：学习用品和住校生活用品

①防疫用品（口罩需要一月的用量）；

②洗漱用具（毛巾、牙刷、牙膏、漱口杯、肥皂、洗脸盆、洗脚盆、洗发液

等）；

③日常用具（水瓶、水杯、护肤品、洗衣粉、餐巾纸、卫生纸、衣架、抹布

等）；

④衣服被褥（内衣、袜子、外衣、球鞋、拖鞋、垫被、盖被、床单等用品；

床的大小是 2米×0.9 米）；



（3）禁带物品

①严禁携带电脑、手机、iPad、随身听、游戏机等通讯、娱乐设备；

②严禁携带管制刀具、锤子、打火机、蜡烛、烟花鞭炮等危险物品和有毒、

有害等危险化学品；

③严禁携带电炉、电热器、电扇、电热水袋、电热毯等电器；

④严禁携带不健康的书刊。

四、交通信息

1.如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尽量保证全程佩戴口罩，途中尽量避免用手触

摸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物品，尽量不与他人近距离面对面。做好乘车记录，以配合

可能的密切接触者调查。

2.从市内可乘坐 517、535、G02 路公交车到达校区西大门；可乘坐 539、78、

G03、K11 路公交车到达校区南大门。

五、信息发布

1.襄阳四中网址：http://www.xf4hs.com

2.襄阳四中官方微信号：hbxy4z 或扫描二维码关注襄阳四中官方微信号

3.襄阳四中 2022 级家校联系 QQ 群：656882284 或扫描二维码加入。



学校官方认可的唯一四中 2022 级家校群。入群实行实名制，家长入群需要

验证孩子姓名和身份证号，学生勿入。分班前群名片统一为“学生姓名+爸或妈”

如王某某爸爸，分班后群名片改为“班号+学生姓名+爸爸或妈妈” 如 2201 王某

某爸爸。

六、特别提醒

1.校园“一卡通”的办理。校园内推行“一卡通”，用于学生食堂消费、超

市购物、直饮水机（凉水和热水）、洗澡、空调用电、出入校园、寝室管理等，

原则上所有新生都须购买，食堂窗口、学校超市均不接受现金。为了方便学生，

缩短学生报名排队时间，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学校后勤处已提前为各位新生办

好“一卡通”，每张卡 200 元（工本费 15 元，预充 185 元）。新生领取后，务

必在一卡通上写上个人班级和姓名，妥善保管；若不慎遗失，请立即到学校后勤

处办理挂失手续，避免损失。

2.学生寝室为每位同学配有与床号一致的衣物柜，不能携带大件物品进入寝

室，如塑料箱、特大旅行箱、课桌椅、床头柜等。到寝室安排住宿时，请务必保

持寝室整洁卫生，携带行李用的包装袋等，请务必收捡好。

3.8 月 24 日报到当天中午，学生可直接持“一卡通”到食堂有序就餐。



4.团组织关系转接：共青团员的团组织关系转接包括网上智慧团建转接和线

下纸质档案转接两部分。

（1）网上智慧团建转接

①登录智慧团建：https://zhtj.youth.cn/zhtj/，用户名为身份证号码，

密码为自己设置的密码（自己登录过系统则密码就修改过，未登录过则密码为初

始密码，即身份证号后 8位数字），如果忘记密码，请联系初中毕业班级的团支

部管理员或者毕业学校的团委或团总支管理员进行重置（团员向管理员申请重置

密码，管理员会通过系统生成一个“重置密码验证码”。团员个人需要在 24 小

时内使用这个“重置密码验证码”完成密码重置）。

②进入网站后，点击网站左侧“关系转接”，按要求依次选填：

常用联系人的联系方式：（家长电话）

转入组织是否属于北京／广东／福建：否

转出原因：升学

毕业去向：初中升普通高中

新学校名称：襄阳市第四中学

申请转入组织：在“选择组织”页面依次选填“团湖北省委”——“团襄阳

市委”——“教育团工委”——“襄阳市第四中学 2022 级临时团支部”，最后

点击“选择”按钮再点击“提交”，后续等待初中团组织审批同意转出和高中团

支部审批同意转入即可。

（2）线下纸质团员档案转接

团员的纸质档案（包括入团志愿书、团员证和团组织关系介绍信）需要自己

到毕业学校领取，领取后请妥善保管，我校将在国庆节前后统一组织各班办理线

下的团员档案转接工作。

5.为了确保寝室空调正常使用，空调电费由全体室员分摊（寝室成员可轮流

刷卡为寝室购电，共同分摊空调电费）。空调遥控器开学当天由宿管老师统一发

放，请各寝室妥善保管，一旦丢失或损坏需照价赔偿（100 元一个）。

6.学校直饮水设备已经清洗与消毒，学生可以凭“一卡通”放心使用。

7.因为特殊原因没有办理新生缴费手续的学生，请先在财务室（至善楼 207）

办理新生缴费手续，然后再按相关程序报到。其它特殊情况，请到高一年级主任

办公室（立德楼三楼）协调处理。



8.由于报到当天，人多车多，请大家务必注意个人财物安全。任何同学不得

在寝室或教室放置贵重物品或大额现金，学生外出请务必注意人身安全，注意饮

食卫生，严禁在校外购买“三无”产品，注意自我保护，严防受骗。

9.严禁学生携带手机、平板、MP3、MP4、游戏机等电子产品进入校园，严禁

携带刀具（包括水果刀）、棍棒与蚊香、火种等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物品进入校

园。

10.新生报到期间，学校在西门设有咨询台，在立德楼门口、男女生寝室楼

（荆玉楼、兰质楼）大厅内等处设有志愿服务站，热心为大家服务。

11.我校为无烟学校，校园内严禁吸烟，敬请家长朋友们自觉遵守。

12.学校禁止家长给学生寄快递，学生需要的物品请在入校时候带足、带齐。

13.注意仪容仪表。男生不留长发，女生不留披肩发，不烫发染发，不穿奇

装异服，不佩戴项链、耳环等。

14．对于 2022 级高一新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对符合资助条件的

学生设置有专门的资助项目（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相关资助工作的详细信息

请查阅附件二。

七、军训工作

1.时间：8月 24 日—8月 30 日

2.地点：襄阳四中

3.方案：请见学校《2022 年襄阳市第四中学国防教育暨军训实施方案》

4.学生准备工作：

（1）必要药品：痱子粉、风油精、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水、保济口服

液、驱蚊药等。

（2）文娱节目：准备一首军歌（或革命歌曲），有才艺节目的同学在家勤

加练习，力争迎新晚会上台表演。

襄阳市第四中学

2022 年 7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