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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公寓“你问我答”（2019 版）

提示：本问题集针对湖南工商大学所有学生寝室（不含南校区国商楼寝室、自考生寝室）。
请各二级学院宿管专干、辅导员和班主任、学生干部、学生寝室长认真学习了解相应问题，
及时对学生提出的生活问题进行解答。同时，也请辅导员和班主任将本问题集下发到每个班
级、每个学生，指导所有学生全面了解公寓生活的相关问题和注意事项。

一、学生公寓有哪些楼栋？每个楼栋的寝室有几个床位？住宿费分别是多少？

南校区：

楼栋 位置 床位数 住宿费/人 楼栋 位置 床位数 住宿费/人

萃雅 1 栋 体育馆旁 6 1000 元 贤德 10 栋 贤德园区内 4 1200 元

萃雅 2 栋 体育馆旁 6 1000 元 贤德 11 栋 贤德园区内 6 1000 元

萃雅 3 栋 萃雅食堂旁 8 800 元 贤德 12 栋 贤德园区内 6 1000 元

萃雅 4 栋 萃雅食堂旁 8 800 元 贤德 14 栋 贤德创客书院旁 6 1000 元

萃雅 5 栋 萃雅食堂旁 8 800 元 咸嘉 2 栋 咸嘉园区内 4 1200 元

萃雅 6 栋 萃雅食堂旁 8 1000 元 咸嘉 3 栋 咸嘉园区内 4 1200 元

贤德 7 栋 贤德园区内 6 1000 元 咸嘉 4 栋 咸嘉园区内 4 1200 元

贤德 8 栋 贤德园区内 6 1000 元 咸嘉 5 栋 咸嘉园区内 4 1200 元

贤德 9 栋 贤德园区内 4 1200 元 岭南公寓 岭南校区内 6 1000 元

注：萃雅 6 栋寝室有公共书房；研究生住岭南公寓，按 4 人一间住宿，住宿费每人 1200 元

北校区：

注：铭德苑 1 栋 4-6 楼是 6 人间寝室，住宿费每人 800 元

二、学生公寓门禁早上什么时候开门？晚上什么时候关门？

南校区：

早上 6:00 开门，晚上 23:00 关门，23:30 后为晚归违纪。晚归须先到保安值班点申报登记，

再由保安员打开门禁带入。为给考研考公、实习兼职学生（高年级学生）创造学习生活条件，

按照学校要求，学生公寓对考研考公学生实行最晚 12:30 开始进行晚归登记，实习兼职学生根

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申请备案，二级学院每学期初上报一次考研考公、实习兼职学生名单。

北校区：

早上 6:30 开门，晚上 22:40 关门，23:00 后为晚归违纪。晚归须先保安值班点申报登记，再

由保安员打开楼栋大门带入。

三、校园卡不能打开所住楼栋的门禁，怎么办？

南校区学生在上班时间携带本人校园卡、学生证到学生公寓管理服务育人中心（贤德 8栋旁）

104 办公室修改门禁权限。北校区学生在上班时间携带本人校园卡、学生证到北校区学生公寓

服务站（博雅苑 3栋大厅）窗口修改门禁权限。校园卡为学生个人专属的公寓楼栋出入证明，

仅有本人所住楼栋的门禁权限。学生应自行保管好校园卡，切勿随意借给他人使用。

楼栋 位置 床位数 住宿费/人 楼栋 位置 床位数 住宿费/人

铭德苑 1 栋 一食堂旁 4 1200 博雅苑 3 栋 二食堂旁 6 1000

铭德苑 2 栋 一食堂旁 4 1200 知止苑 1 栋 二食堂旁 6 1000

博雅苑 1 栋 北校门旁 6 1000 知止苑 2 栋 二食堂旁 6 1000

博雅苑 2 栋 北校门旁 6 1000 知止苑 3 栋 二食堂旁 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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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门忘记带钥匙，寝室又没人，怎么办？

携带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学生证、身份证、校园卡）到所在楼栋一楼值班室找值班员登记借取

备用钥匙，使用完毕后马上归还。

五、感觉寝室有外人进入过的痕迹，但物品未丢失，为什么？

宿管员每日会进入学生寝室进行安全内务检查，维修员会因维修任务（日常维修、全面维修）

进入学生寝室进行检修，二级学院党委副书记、辅导员和班主任会在每周二下午进入本学院学

生寝室进行安全内务检查，此三种情况均会进入寝室，除查处违规电器、因维修需要移动物品

外，不会翻动学生的个人物品。如学生存在钥匙丢失、外借等情况，经仔细回忆、思考，确信

寝室存在安全隐患，可向公寓中心申请更换门锁。

六、寝室怎么买电买水？

南校区：

登录“完美校园”APP 购买（扫描校园卡上二维码下载安装 APP）。“完美校园”APP 购买流

程：【购电】首页-全部应用-校内缴费-预付费-用电支出-缴费房间-缴费金额-立即支付；【购

水】首页-全部应用-校内缴费-预付费-购冷水支出-缴费房间-缴费金额-立即支付（另也可关

注“新开普完美校园”微信公众号购水电）。购买后约 10 分钟到账，如长时间未到账，可拨

打校园一卡通维护电话咨询（参看《湖南工商大学学生公寓生活须知》）。贤德 7、8栋公共

走廊、卫生间水电费由对应的 3间使用寝室共同承担，寝室之间需协调好缴费事宜。购电、购

水前须确认寝室、公共区域的水电设施已全部关闭，以免酿成事故。

北校区：

登录“完美校园”APP 购买（扫描校园卡上二维码下载安装 APP），或在楼栋一楼大厅值班室

门口自助终端上购买。“完美校园”APP 购买流程：【购电】首页-全部应用-校内缴费-预付

费-用电支出-缴费房间-缴费金额-立即支付；【购水】首页-全部应用-校内缴费-预付费-购冷

水支出-缴费房间-缴费金额-立即支付（另也可关注“新开普完美校园”微信公众号购水电）。

购买后约 10 分钟到账，如长时间未到账，可拨打校园一卡通维护电话咨询（参看《湖南工商

大学学生公寓生活须知》）。购电、购水前须确认寝室、公共区域的水电设施已全部关闭，以

免酿成事故。

七、寝室电费、水费是多少？

南校区：

长沙市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电费 0.589 元/度（咸嘉园区为 0.604 元/度），水费 2.88 元/

吨。

北校区：

长沙市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电费 0.589 元/度，水费 2.88 元/吨。

八、学校每年免费配送给学生的水电费有多少？什么时候配送？

南校区：

每生每月 5 度电费、3 吨水费，每年按 10 个月计算。正式开学一个月左右一次性配送一个学

期（5个月）的水电费配额，配送时间以具体通知为准。

北校区：

每生每月 5 度电费、3 吨水费，每年按 10 个月计算。电费于每月 1 日配送当月配额，水费于

开学一个月左右一次性配送一个学期（5个月）的配额，配送时间以具体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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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湖商公寓之家”QQ 服务群群号是多少？

南校区：

南一群：340132403；南二群：595945692。为防止群人员满额，请每间寝室仅推荐寝室长加群

作为代表反映问题，加群时须注明寝室号。进群后须改名“楼栋号-寝室号”。

北校区：

铭德苑 1栋：863891540；铭德苑 2栋：769476641；博雅苑 1栋：879267354；博雅苑 2栋：

879429146；博雅苑 3栋：934314564；知止苑 1栋：646042967；知止苑 2栋：697184197；知

止苑 3栋：566277098。为防止群人员满额，请每间寝室仅推荐寝室长加群作为代表反映问题，

加群时须注明寝室号。进群后须改名“楼栋号-寝室号”。

十、寝室怎么突然停电了？

南校区：

（1）如因电费不足可登录“完美校园”客户端或关注“新开普完美校园”微信公众号购电。

（2）如因跳闸，咸嘉 2-5 栋、贤德 14 栋学生可自行检查本寝室门外开关箱内开关送闸（注意

使用安全，如不会操作，可向值班员请教），其他楼栋学生可请楼栋值班员到集中电表房检查

送闸。

（3）如因使用 800W 及以上大功率电器（电吹风）和违规电器导致停电，公寓中心将通报至违

纪寝室所在学院，每晚 8点再恢复送电。屡次违反由学院进行严肃批评教育，交书面安全用电

检讨书后再恢复供电。

（4）如寝室用电总功率达 1800W，也会出现超功率停电的情况，可在“湖商公寓之家”QQ 群

反映情况，以后注意用电不要超负荷功率。

（5）如是其他原因，可在“湖商公寓之家”QQ 服务群反映情况。

（6）如是区域性整体停电，公寓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通知。

北校区：

（1）如因电费不足可登录“完美校园”客户端、关注“新开普完美校园”微信公众号或在一

楼值班室旁自助终端购电。

（2）如因跳闸，学生可自行检查本寝室内空气开关箱内开关送闸（注意使用安全，如不会操

作，可向值班员请教），如不是室内开关跳闸学生可请楼栋值班员到集中电表房检查送闸。

（3）如因使用电吹风和违规电器导致停电，公寓中心将通报至违纪寝室所在学院，每晚 8 点

再恢复送电。屡次违反由学院进行严肃批评教育，交书面安全用电检讨书后再恢复供电。

（4）如寝室用电总功率达 1800W，也会出现超功率停电的情况，可在所在楼栋“公寓之家”

QQ 群或一楼值班室反映情况，以后注意用电不要超负荷功率。

（5）如是其他原因，可在一楼值班室反映情况。

（6）如是区域性整体停电，公寓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通知。

十一、寝室怎么突然停水了？

南校区：

（1）如因水费不足可登录“完美校园”客户端或关注“新开普完美校园”微信公众号购水。

（2）如长期不在寝室，水闸已被宿管员关闭，可自行检查打开水闸。水闸位置：萃雅 1-2 栋、

咸嘉 2-5 栋的水闸在洗漱池下方，萃雅 3-6 栋、贤德 9-14 栋、岭南公寓的水闸在卫生间内，

贤德 7-8 栋的水闸在公共卫生间内。

（3）如是其他原因，可在“湖商公寓之家”QQ 服务群反映情况。

（4）如是区域性整体停水，公寓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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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校区：

（1）如因水费不足可登录“完美校园”客户端、关注“新开普完美校园”微信公众号或在值

班室门口自助终端购水。

（2）如长期不在寝室，水闸已被宿管员关闭，可自行检查打开水闸。水闸位置：卫生间内。

（3）如是其他原因，可在所在楼栋一楼值班室或“公寓之家”楼栋 QQ 服务群反映情况。

（4）如是区域性整体停水，公寓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通知。

十二、寝室怎么突然断网了？

如是区域性整体断网，耐心等待网络恢复。如是长时间断网，可在上班时间拨打现代教育技术

中心电话咨询，南校区：88689270，北校区：88765828、88765827。

十三、寝室晚上 11 点后怎么登陆不了网络游戏？

为创造学生公寓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维护学生公寓夜间生活秩序和学生的身心健康，学校已

实行“学生公寓夜间定时限制网络游戏”措施，每周周日至周四的当日夜间 23：00 至次日 8：

00 时间段内，全校所有学生寝室均无法通过学校网络端口登录受限制的网络游戏。同学们应

认真学习、按时作息，不熬夜沉迷网络游戏，不影响他人正常休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十四、怎么办理、充值寝室热水卡、直饮水卡？

南校区：

贤德园区、萃雅园区、岭南公寓、国商楼寝室可在贤德 8栋服务站旁充值点、萃雅 3-6 栋入口

处充值点、岭南公寓值班室充值点办卡、充值（相对应原则）；咸嘉园区寝室可在咸嘉食堂二

楼充值窗口办卡、充值，咸嘉园区楼道直饮水机为便捷支付售水方式。

北校区：

北校区寝室可在北校区公寓服务站（博雅苑 3栋大厅）窗口办热水卡及充值，北校区直饮水为

便捷支付售水方式。

十五、寝室热水、直饮水水费是多少？

南校区：

贤德园区、萃雅园区、岭南公寓、国商楼寝室热水费每吨 35 元，直饮水费每吨 120 元；咸嘉

园区寝室（社会化运营）热水费每升 7分，直饮水费可在楼道直饮水机上查看。如感觉热水、

直饮水水费支出异常，查看《湖南工商大学学生公寓生活须知（南校区）》，拨打南校区（贤

德、萃雅、岭南、国商）或咸嘉园区（社会化经营）热水公司维修电话反映情况，确有必要则

联系维修人员检修。

北校区：

北校区学生寝室热水费每吨 35 元，直饮水费标准为：常温水 0.12 元/升、热水 0.2 元/升。如

感觉热水、直饮水水费支出异常，查看《湖南工商大学学生公寓生活须知（北校区）》，拨打

北校区热水公司维修电话反映情况，确有必要则联系维修人员检修。

十六、寝室热水供应分别是哪几个时间段？

南校区：

贤德园区、萃雅园区、岭南公寓、国商楼寝室：早上 6:00--8 :00，中午 11:30--14:30，晚上

17:30--23:30。咸嘉园区（社会化经营）：早上 7:00--8:00，中午 12:00--14:30，晚上

18:00--23:00。

北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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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6:00--9 :00，中午 11:30--14:30，晚上 17:30--23:30。

十七、寝室热水、直饮水（含设备损坏）出了问题找谁修？

南校区：

查看《湖南工商大学学生公寓生活须知（南校区）》，拨打贤德园区、萃雅园区、岭南园区、

国商楼热水公司或咸嘉园区（社会化经营）热水公司维修电话联系维修事宜。如是因整修停水，

公寓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通知。

北校区：

查看《湖南工商大学学生公寓生活须知（北校区）》，拨打北校区热水公司及直饮水公司维修

电话联系维修事宜。如是因整修停水，公寓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通知。

十八、寝室水电系统计量表可以拆卸掉吗？

私自拆卸寝室水电系统计量表属于违法（窃电、窃水）行为。如有发现，将按照《湖南工商大

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严肃处理。情节严重者，将直接上报公安机关处理。

十九、寝室的自来水怎么是浑浊的？水质有问题吗？

为保证学校师生正常使用生活用水，学校后勤部门会定期对自来水管道、蓄水池进行检修、消

毒、清洁处理，如出现自来水浑浊现象，打开水龙头放水几分钟，自来水便会清澈。按照上级

要求，学校会在每学期开学期间对自来水随机抽样，并将样品送交长沙市水质检测中心进行检

测，确保学校生活用水水质达标。

二十、寝室空调出了问题找谁修？

查看《湖南工商大学学生公寓生活须知》，拨打空调公司维修电话联系维修事宜。

二十一、寝室空调怎么清洁？

空调公司会在每年暑假对全校所有学生寝室的空调进行统一清洁，请同学们不要自行清洁，以

免发生意外事故。

二十二、寝室空调用电怎么这么快？

寝室空调每小时运行约消耗 1.1 度电（正常耗电），请合理、环保、节约使用空调。高温天气

使用空调注意预防“空调病”，空调温度调节在 24-26 摄氏度为宜，不长时间坐在空调里，适

度到室外运动锻炼，每 3个小时打开寝室门窗换气，适当多穿衣服避免感冒。寝室无人时应关

闭空调。

二十三、寝室空调维护费是多少？如不使用空调是否可以退还空调维护费？

南校区：

寝室空调维护费标准：四人间（住 4人）100 元/人/学年、六人间（住 5-6 人）80 元/人/学年、

八人间（住 7-8 人）50 元/人/学年。学生自愿租赁空调，不使用空调的寝室按学年度提出申

请（不接受中途开通或退租）。每学年第一个学期开学，按照学校通知要求，以寝室为单位提

交申请材料。不使用空调手续一学年一办理。

北校区：

寝室空调维护费标准：四人间（住 4人）100 元/人/学年、六人间（住 5-6 人）80 元/人/学年。

学生自愿租赁空调，不使用空调的寝室按学年度提出申请（不接受中途开通或退租）。每学年

第一个学期开学，按照学校通知要求，以寝室为单位提交申请材料。不使用空调手续一学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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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

二十四、寝室电风扇出了问题找谁修？

南校区：

到所在楼栋一楼值班室填写报修单，维修员凭报修单上门维修。如经维修员鉴定是人为使用不

当导致损坏，须由责任人或寝室承担维修费用。维修费缴费地点：贤德园区学生公寓服务站（贤

德 8栋一楼）、咸嘉园区办公室（咸嘉 4栋二楼）。

北校区：

到所在楼栋一楼值班室填写报修单，维修员凭报修单上门维修。如经维修员鉴定是人为使用不

当导致损坏，须由责任人或寝室承担维修费用。维修费缴费地点：北校区公寓服务站（博雅苑

3栋大厅）。

二十五、寝室床铺的尺寸是多少？

南校区：

【萃雅】1-2 栋：上铺长 190cm、宽 85cm；下铺长 180cm、宽 85cm。双号为上铺，单号为下铺。

3-5 栋：长 180cm、宽 80cm。6 栋：长 185cm、宽 80cm。床高一般为 170cm。

【贤德】7-12 栋、14 栋：长 200cm、宽 80cm。床高一般为 170cm。

【咸嘉】2-5 栋、岭南公寓：长 185cm、宽 80cm。床高一般为 170cm。

北校区：

长 195cm、宽 90cm。床高一般为 170cm。

二十六、寝室生活设施可以随意搬动、丢弃吗？

寝室的桌椅、门窗等生活设施均属于公有财产，学校均已登记造册，并根据住宿安排将保管责

任落实到人。学生在入住寝室后，须先检查寝室的生活设施是否齐全、有无损坏，如有问题须

尽快报修，未报修则视为入住时生活设施完好。当调换寝室、毕业离校时，如宿管员在财产清

查中发现寝室有生活设施损坏、丢失，将由责任人照价赔偿。

二十七、寝室生活设施坏了找谁修？

到所在楼栋一楼值班室填写报修单，维修人员每日上班时间凭报修单上门维修。如因卫生间、

洗漱池排水管堵塞等情况，经维修员鉴定是人为使用不当导致，须由责任人或寝室承担维修费

用。南校区维修费缴费地点：贤德园区水电服务站（贤德 8栋一楼）、咸嘉园区办公室（咸嘉

4栋二楼），北校区维修费缴费地点：北校区公寓服务站（博雅苑 3栋大厅）。

二十八、寝室凳子坏了怎么更换？

南校区：

如凳子存在开裂、松动等自然损坏可维修情况，及时携带凳子放到值班室并填报《维修申报单》

申请维修；如凳子是自然损坏，经鉴定不能修复则联系所在园区主任进行更换；如凳子是人为

损坏，需由使用人承担赔偿费用，缴费后联系所在园区主任进行更换。（参看《学生公寓管理

服务育人中心联系电话》）

北校区：

如凳子存在开裂、松动等自然损坏可维修情况，及时携带凳子放到值班室并填报《维修申报单》

申请维修；如凳子是自然损坏，经鉴定不能修复则联系所在楼栋宿管员进行更换；如凳子是人

为损坏，需由使用人承担赔偿费用，缴费后联系所在楼栋宿管员进行更换。（参看《学生公寓

管理服务育人中心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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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寝室水电、门锁等应急维修问题找谁修？

南校区：

在“湖商公寓之家”QQ 服务群中反映情况，维修人员会尽快上门维修。如有特殊问题，维修

人员会说明并告知解决办法。

北校区：

在所在楼栋一楼值班室或“公寓之家”QQ 服务群中反映情况，维修人员会尽快上门维修。如

有特殊问题，维修人员会说明并告知解决办法。

三十、大功率电器是指什么？

指 800W 及以上大功率的电器，寝室中被查处最多的是电吹风。

三十一、违规电器是指什么？

违规电器是指导致寝室无故停电的发热电器和劣质电器（无“3C”标志）。发热电器和劣质电

器不以功率大小定论，一律属于违规电器，包括电饭锅、电磁炉、电暖炉、电水壶、电热杯、

热风机、“热得快”、蒸蛋器、酸奶机、榨汁机、干衣机、暖手宝、电热毯等。同时，北校区

已在楼栋一楼安装吹风机专用插座，寝室内已禁止使用电吹风，要吹头发的同学可带吹风机到

一楼专用区域使用。

三十二、寝室空调专用插座、直饮水机专用插座能连接插线板作他用吗？

不可以，空调专用插座仅限使用空调，直饮水机专用插座仅限使用直饮水机，连接插线板作他

用是违纪行为。如有发现，将按照《湖南工商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严肃处理。

三十三、被查处大功率电器、违规电器、连接空调和直饮水机专用插座作他用的插线板会给

处分吗？

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将根据学生公寓通报给予院级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校级处分。

三十四、因查处大功率电器、违规电器、连接空调和直饮水机专用插座作他用的插线板受处

分有什么后果吗？

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给予处分后，院级处分在一学期内无评优、评先、评奖、入党资格，

表现良好一学期后处分自动失效。校级处分至少在一年内无评优、评先、评奖、入党资格，直

至符合《学生手册》中取消校级处分的标准后失效。

三十五、被学校查处的大功率电器、违规电器、插线板什么时候能领回？

每学期末放假前凭学生证或校园卡、《学生公寓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到所在园区办公室（南

校区）、所在楼栋办公室（北校区）申请领回。

三十六、寝室里可以生火、做饭、开商店吗？

严禁在寝室里生火、做饭、进行任何形式的营业行为。如有发现，将按照《湖南工商大学学生

违纪处分条例》严肃处理。

三十七、寝室里能饲养宠物吗？

宠物的叫声会影响其他同学正常休息，宠物的毛发、粪便不仅破坏寝室的文明卫生环境，且会

滋生细菌影响同学们的身体健康。如有发现，将按照《湖南工商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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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三十八、寝室里可以存放易燃易爆固体液体、管制刀具等物品吗？

为保证寝室成员的人身财产安全，寝室里严禁存放各类危险品。如有发现，将按照《湖南工商

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严肃处理。

三十九、寝室窗台、空调外机上可以放置鞋子、植物盆栽、拖把等物品吗？

为维护学生公寓文明形象，避免发生空调外机漏电、大风大雨天气导致物品掉落砸伤行人等意

外事故，禁止在寝室窗台、空调外机上放置物品。

四十、寝室的垃圾、杂物、个人物品可以堆放在寝室门外、公寓公共走廊上吗？

学校正在积极创建“湖南省文明单位”，学生公寓环境文明卫生是文明创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按照《湖南工商大学学生公寓文明卫生管理办法》规定，寝室门外、公寓公共走廊上禁止

堆放垃圾、杂物，以及鞋子、雨伞、自行车等个人物品，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将每日进楼

栋进行督查，每周汇总检查发现的不文明现象，公寓中心将进行全校通报，并由二级学院对不

文明寝室进行批评教育。学生公寓已实行“封闭学生公寓垃圾通道、学生自带垃圾下楼”措施，

所有公寓楼栋出入口均设立了垃圾桶，请同学们自觉将垃圾带下楼。同时，将寝室杂物、个人

物品收回寝室整齐放置好。

四十一、寝室里可以用水泼洒冲洗地面吗？

因寝室地面没有做防水处理（除卫生间），如用水直接泼洒冲洗地面，积水浸至楼下寝室导致

漏水，会严重影响楼下同学的正常生活。切勿用水直接泼洒冲洗寝室地面，建议用拧干后的拖

把进行地面清洁。

四十二、寝室里可以自行安装洗衣机吗？

学生公寓已全面禁止寝室自行安装洗衣机。学生寝室不具备安装洗衣机的条件，没有配套的用

电插座与排水管道。以往部分寝室自行安装不符合要求，私拉乱接电线导致存在漏电安全隐患。

因阳台未做防水处理，没有专用的排水管道，洗衣机排水至阳台，积水浸至楼下寝室导致漏水，

会严重影响楼下同学的正常生活。公寓中心将对已私自安装洗衣机的寝室逐步进行清退。

四十三、学生公寓公共自助洗衣房在哪里？

南校区：

学生公寓在各个园区均设立了公共自助洗衣房，管理严格、收费合理、定期消毒，同学们可以

放心使用。萃雅 1-2 栋公共洗衣房在 1-6 楼楼道，萃雅 3-6 栋公共洗衣房在萃雅 3、4栋旁（东

向）旁，贤德园区公共洗衣房在贤德 8栋一楼（公寓服务站旁），咸嘉园区公共洗衣房在咸嘉

2-5 栋每栋的一楼，岭南公寓公共洗衣房在一楼。

北校区：

学生公寓在铭德苑一栋（1栋）大厅、知止苑三栋（8栋）设立了两个公共自助洗衣房，管理

严格、收费合理、定期消毒，同学们可以放心使用。

四十四、学生公寓公共开水房可以放私人物品吗？

不可以。如将私人物品放在公共开水房导致丢失，学生自行承担责任。

四十五、晚归会给处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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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学生晚归次数和实际情况酌情给予处分。为给考研考公、实习兼

职学生（高年级学生）创造学习生活条件，按照学校要求，学生公寓对考研考公学生实行最晚

12:30 开始进行晚归登记，实习兼职学生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申请备案，二级学院每学期初

上报一次考研考公、实习兼职学生名单。

四十六、遇到未经学校批准、未佩戴盖学校公章工作牌的人进寝室推销怎么办？

南校区：

不交流、不开门、不购买，发现第一时间举报。举报电话：15575988575（综合管理部张老师）、

13808429360（贤德园区董老师）、13507403341（咸嘉园区苏老师）、13548965482（萃雅园

区肖老师）、13691628827（物业公司陈主管）。

北校区：

不交流、不开门、不购买，发现第一时间举报。举报电话：13607495849（北校区学工办谢老

师）、15019259110（物业公司肖主管）。

四十七、私人贵重物品可以放在寝室吗？

寝室为公共生活区域，为避免出现贵重物品遗失、被盗等情况，建议将贵重物品带回家保存，

寝室只保留基本生活用品。如有必须存放在寝室的贵重物品，如：笔记本电脑、照相机、智能

手机、手表、饰品等，用完务必存放到柜子里并锁好，切勿随意放置在桌面、床上。失窃往往

在一瞬间，切勿因人与物分离时间短而忽略失窃的可能性。

四十八、接到陌生人电话自称警察、老师、同学、亲戚、朋友、节目组、黑社会等，因某事

（奖助学金、中奖、兼职、表演、犯法、欠债、恐吓、借钱等）要我立即转账，怎么办？

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往往有陷阱；只要钱没转出去，骗子绝不会得逞。遇到这些情况如有顾

虑、害怕，第一时间告知辅导员、班主任，以及家长，老师和家长会告知如何处理，切莫一时

紧张将钱转出。钱一旦到账，骗子便会立即将钱取出，因骗子使用的银行卡不是本人身份证办

理的，这种卡“用完即废”，警方追查起来亦有难度。新生还需提醒家长，如接到陌生人电话

自称老师，因新生在校生病、学习等原因需家长立即转账，切莫相信，可以直接断定是诈骗。

学校老师绝不会有要学生家长转账这样的行为。

四十九、寝室被盗、被骗了怎么办？

立即拨打学校保卫处电话报案（南校区：88686650、北校区：88382420），或直接到南校区治

安科报案（文化墙后第二栋红色楼房）、北校区保卫科（进校门左边）报案，报案后需及时补

交一份情况说明。校保卫处会第一时间对案件进行处置。同时，也应及时将情况告知辅导员、

班主任。在今后的生活中，应不断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保护好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

五十、在网上购买了外卖，外卖配送员把外卖放在楼栋门口丢失了，怎么办？

在网上购买外卖应与外卖配送员约定领取时间，并当面接收。不得由外卖配送员直接将外卖放

在公寓楼栋门口，如因无人看管导致丢失责任自负，学校无义务为学生看管外卖。长期吃外卖

有很多弊端，建议吃食堂饭菜，食堂饭菜更健康卫生、物美价廉。

五十一、可以自己到值班室调取学生公寓监控录像吗？

学校监控系统是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重要工具，按照监控保密原则，非涉及学校师生人身财产

安全的紧急重大事件不得调取监控录像。如因事件重要必须调取监控录像，经学校保卫部门审

批后，会安排专人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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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什么时候可以办理校内外租房手续？有什么要求？

每学年第二个学期末（6月份）按照学校通知要求办理下一学年的校内外租房手续。具体要求

参看《湖南工商大学学生校内外租房住宿管理办法》。

五十三、怎样办理走读手续？

办理走读手续与办理校内外租房手续相同，申请原因填写“走读”。“走读”可以自愿决定是

否保留床位。

五十四、什么时候可以办理寒暑假留校手续？有什么要求？

每学期放假前 3周左右可按照学校通知要求办理寒暑假留校手续。具体要求参看《湖南工商大

学学生寒暑假留校住宿管理办法》。

五十五、怎样申请床位？

学校明确规定不允许私自调整床位，如因特殊情况必须调整，需经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审

批同意，并按照《床位申请表》内的审批项由上至下依次完成审批流程后，才可以进行实际床

位调整。《床位申请表》如未交至公寓中心审核备案，属于未完成审批流程。

五十六、寝室床位可以出租和外借吗？

为保证寝室同学的人身财产安全，严禁向他人出租和外借寝室床位。如有发现，将按照《湖南

工商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严肃处理。

五十七、寝室突然住进陌生学生，怎么办？

如有陌生学生住进寝室，务必提高警惕，应询问陌生学生是否按照学校调寝流程正常调入，能

否出示已经过审批的《学生公寓床位申请表》。如陌生学生不能出示经过学校审批的有效证明

材料，应立即向值班员、公寓老师、辅导员和班主任反映情况，及时对情况进行核实，避免出

现寝室安全隐患。

五十八、学习生活中感到压力很大、心情苦闷、难受想哭，怎么办？

可向家人、老师、好友寻求帮助，也可主动联系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心育老师会提供专

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并严格保密学生的个人隐私。南校区心育中心预约电话：88835546，咨询

地点：萃雅一栋负一层（田径运动场方向）。北校区心育中心预约电话：88765831，咨询地点：

教师住宅楼三楼（医务室楼上）。同时，也要学会调整心态，增加体育运动，促进身心健康。

五十九、寝室室友突然出现长时间孤僻、少言、多疑、暴躁、幻觉、幻听等异常状态，或者

夜不归宿、夜间失眠、白天睡觉、不上课、胡言乱语、打人骂人等异常行为，怎么办？

应及时向辅导员、班主任报告情况，并尝试了解室友发生异常的原因，配合老师关心帮助室友。

六十、寝室室友夜晚突然生病，十分严重，怎么办？

第一时间拨打 120 医疗救护电话，同时向辅导员、班主任、值班员、保安员、公寓老师报告情

况，并了解关心室友状况，配合老师护送室友尽快就医。

六十一、校医务室在哪里？到医务室看病需要带些什么？

南校区医务室在文化墙后第一栋红色楼房，北校区医务室在教师住宅楼二楼。学生到医务室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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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需携带学生个人病历本（姓名、照片都是本人）、身份证。本校学生在医务室看病可享受公

费医疗优惠。如病历本不慎丢失，可携带身份证、学生证到医务室门诊部申请补办。

六十二、如何参评校级“文明卫生优秀寝室”？评上有什么奖励吗？

南校区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寝室（不含国际商学院自管寝室、继续教育学院自管寝室）和北

校区本一、本三寝室的均可参与，“文明卫生优秀寝室”每学期评选一次，获得 3次以上“流

动红旗”，无文明卫生不合格检查记录和违纪情况的寝室将获得学校表彰奖励，获奖寝室的个

人和所在班级在学校各类评优、评先、评奖、入党推荐中优先考虑。辅导员和二级学院有相应

的奖惩措施。（参看《湖南工商大学学生公寓文明卫生管理办法》）

六十三、怎样会被认定为文明卫生不合格寝室？

参看《湖南工商大学学生公寓管理规定》和《湖南工商大学学生公寓文明卫生管理办法》。学

生公寓管理服务育人中心会根据检查结果在每周三向全校通报上一周的《学生公寓通报》，其

中包含对文明卫生不合格寝室的通报。

六十四、怎样会被认定为寝室违纪？

参看《湖南工商大学学生公寓管理规定》和《湖南工商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学生公寓管

理服务育人中心会在每周三向全校通报上一周的《学生公寓综合通报》，其中包含对寝室违纪

情况的通报。

六十五、学生公寓有哪些老师？

南校区：

学生公寓各项工作由学生工作部（处）学生公寓管理服务育人中心具体承担，学生公寓管理服

务育人中心下设综合管理部、水电维修部，中心办公地点在贤德园区（贤德 8栋旁）；学生公

寓每栋楼安排有物业公司的值班员、保洁员，负责本栋楼的值班室工作、卫生保洁工作；学生

公寓每栋楼安排有公寓中心的宿管员、维修员，负责本栋楼的管理工作、维修工作；学生公寓

每个园区安排有物业公司的保安员，负责学生公寓园区全天的安全保卫工作；与学校合作的空

调公司、热水公司、校园一卡通（完美校园）公司均安排有管理和维修人员驻校，负责及时处

理学生遇到的空调、电风扇、热水、直饮水、水电费缴纳、门禁等故障问题。

北校区：

学生公寓各项工作由学生工作部（处）北校区学工办（公寓中心）具体承担，北校区学工办（公

寓中心）办公地点在大学生社团活动中心二楼；学生公寓每栋楼安排有物业公司的值班员、保

洁员，负责本栋楼的值班室工作、卫生保洁工作；学生公寓每栋楼安排有公寓中心的宿管员、

维修员，负责本栋楼的管理工作、维修工作；与学校合作的空调公司、热水公司、校园一卡通

（完美校园）公司均安排有管理和维修人员驻校，负责及时处理学生遇到的空调、电风扇、热

水、直饮水、水电费缴纳、门禁等故障问题。

六十六、校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简称自管会）是什么学生组织？

校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又称为校学生会宿管部，由学生工作部（处）学生公寓管理服务

育人中心直接指导，自管会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宣传部、权益部、活动部、女生部、园区建

设部组成。自管会的工作职责是协助学生公寓管理服务育人中心开展各项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进行学生公寓环境文明卫生督查，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生公寓文化活动，教育引导学生“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树立“向上向前向真向善”的生活理念，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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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学生公寓平时有些什么文化活动？

学生公寓每年会举办“迎新季”（迎新活动、自管会招新活动等）、“消防安全宣传月”（消

防灭火演练、应急疏散逃生演习、消防安全知识大赛、消防安全创意比赛、消防安全讲座等）、

“公寓文化节”（安全用电宣传展示活动、师生义务大扫除活动、明星寝室风采展示活动、大

学生寝室文化大赛、给室友的一封信评选活动、桌面美化评选活动、摄影作品评选活动等）、

“毕业季”（校园二手市场活动、校园街头采访活动等）、“学生公寓座谈会”、“春节年夜

饭”等主题系列活动，欢迎广大学生踊跃参与。各类活动均会通过“湖商公寓生活”微信公众

号、“湖商公寓之家”QQ 群发布通知，同学们可随时关注。

六十八、学校学生工作处（学生教育管理科、学生资助中心）和武装部、教务处、研究生院、

招生就业指导处、财务处、团委、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创业教育与实践教学中心、继续教育

学院、教育阳光服务大厅分别在哪里？

学生工作处和武装部、教务处、团委在二办公楼二楼，研究生院在岭南校区，招生就业指导处

在生工作处和武装部、教务处、团委在二办公楼二楼，实验楼一楼，财务处在二办公楼一楼，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在图书馆一楼，创业教育与实践教学中心在岭南校区，继续教育学院在博学

楼（至诚楼旁上坡处），教育阳光服务大厅在二办公楼对面、文化墙旁。如需到这些部门办理

相关手续，请在正常上班时间办理。

六十九、学校的邮件收发室在哪？学校邮寄地址、邮编是多少？

南校区：

南校区邮件收发室位于西校门旁（岳麓大道）。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大道 569 号，邮编：

410205。

北校区：

北校区邮件收发室位于校门旁（雷锋大道）。地址：长沙市雷锋大道（11 公里处）大泽湖街

道东马社区，邮编：410219。

七十、学生公寓的物业公司是哪里的？

学生公寓的物业承包方为湖南保利天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湖南保利天创物业发展有限公

司（曾用名：长沙市天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保利系统旗下的一家以单位物业服务为主

体的专业物业公司，公司是国家物业管理一级资质企业和环卫清扫一级资质企业，自 2008 年

成立以来，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引领，以“成为客户值得信赖的服务品牌，成为员工收

获成功的职场金海”为使命，积极秉承“客户至上，诚信为本”的经营核心理念，努力打造“一

流服务、一流管理、一流队伍”的服务品牌。保利天创物业将竭诚为全校师生提供物业管理、

卫生保洁、安全保卫、生活关怀等方面的优质服务。如对学生公寓物业工作有其他合理化意见

和建议，南校区可到学生公寓管理服务育人中心 105 办公室提出，北校区可到公寓服务站（博

雅苑 3栋大厅）提出。

七十一、学生公寓园区可以进出机动车辆吗？

南校区：

为保障学生公寓园区交通安全，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学校已对学生公寓咸嘉园区、贤德园区

进行交通管制，禁止非公务机动车辆（含汽车、电动车、摩托车）进入园区，管理时段内园区

入口处将设置护栏。学生公寓萃雅园区、岭南公寓为开放式管理，未进行交通管制。校园内经

常有电动车、共享汽车、工程车等校外车辆穿行，同学们应时刻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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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校区：

北校区学生公寓为开放式管理，未进行交通管制。校园内经常有电动车、共享汽车、工程车等

校外车辆穿行，同学们应时刻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七十二、学生组织、学生社团、学生班级可以在学生公寓园区摆点宣传、组织学生活动吗？

南校区：

可以，南校区必须经过学生公寓管理服务育人中心审批，北校区必须经过北校区学工办（公寓

中心）审批。不得有任何带商业性质的推广、销售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取缔。学生负责人按

照《学生公寓园区活动场地审批表》内项目依次完成审批，如遇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老师、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学生干部在现场检查，应主动出示已完成审批的

《学生公寓园区活动场地审批表》原件或复印件。活动期间应严格遵守学校相关规定，不影响

学生公寓园区正常生活秩序，不制造噪音，不破坏环境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