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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 语 

 

亲爱的 2020 级新同学： 

首先祝贺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迈向了大学殿堂！感谢你对安徽工业大学的信任和选择。  

安徽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经、管、文、

法、艺七大学科门类协调发展，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多科性

大学。学校面向全国 21 个省（市、自治区）实现一本批次招

生(含招生改革省份），具有海外招收留学生、免试推荐研究

生资格以及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 

学校占地面积 2555.15 亩，现有佳山、秀山两个校区。设

有 17 个教学院部，62 个本科专业招生，17 个一级学科硕士

点，21 个专业学位授权点，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 个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现有教职工 2047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219 人、

副高级职称 479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638 人。全日制本科

生 22484 人，各类研究生 2564 人，留学生 396 人，宝钢、中

天大专班学生 278 人，各类继续教育在籍学生 7472 人。 

学校积极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办学特色明显。学校

紧紧围绕人才培养总目标，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

展”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生为主体”，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推

动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联动，构建融知识传承、能力培养、

素质发展、创新教育“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人

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学校从 2001 年开始全面实施学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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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制和弹性学制改革，实行主辅修制；从 2015 年开始实行

本科生全员全程导师制；在“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指引下，

实施较为宽松的转专业政策，充分尊重学生学习兴趣。学校

以“培养创新意识、激发创造潜力、体验创新过程”为主线

的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途径，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2020 年，学校与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共同组建“安徽工业

大学马鞍山产业学院”，更加注重对行业技术前沿知识的培

养，注重课程内容与行业应用的契合度，注重强化实践环节

的培养，学生毕业后根据意愿优先留马就业。转入产业学院

学生就读期间还能享受一定生活补贴。    

学校坚持质量立校。材料科学、工程学、化学 3 个学科

居全球 ESI 排名前 1%，其中工程学在 2019 年 ESI 大学工程

学热点论文中国学术机构排行榜上位列第 26 位，居安徽省第

一位。在“2019 中国大陆最具创新力大学百强榜”中排名 99

位，居省属高校第二位。学校顺利通过了 2017 年教育部本科

教学工作审核评估。12 个专业通过了教育部和住建部本科专

业认证（评估），位居省属高校首位。现有国家级特色专业、

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6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7 个，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6 个。本科生就业率多年保持在

95%以上，90%以上的毕业生集中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

和北京等地，呈现出“立足安徽，面向长三角，辐射全国”

的特征，为我国钢铁行业建设、服务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

徽建设输送了大量合格人才。 

建校 60 多年来，学校弘扬“高标准、严要求”优良传统，

传承“团结、求实、勤奋、创新”优良校风，铸就“精工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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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厚德敏行”校训精神，坚持党建领校、质量立校、创新

活校、特色兴校、开放办校，走出一条“以工为主、服务行

业、融入地方、创新发展”的特色发展之路。   

金秋九月，我们期待莘莘学子走进安徽工业大学，路在

脚下，梦在心中，这里正是你圆梦启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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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学 须 知 

 

1． 报到时间：2020 年 9 月 20-21 日 

请各位新生严格按照指定时间进校报到。根据疫情防

控要求，不安排提前接待，因故不能按时报到的请提前告

知辅导员。 

2．报到地点：  

（1）商学院、公共管理与法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报

到地点：秀山校区。从安徽工业大学秀山校区北门进入（体

育路门）。校区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马向路新城东区。 

（2）其他学院以及宝钢大专班、中天钢铁大专班报到

地点：佳山校区。从安徽工业大学佳山校区东门进入（花

山路门）。校区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湖东路 59 号。 

3．报到资格审核： 

持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到学校报到处进行入学资格审

核。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应电话、信函向所在学院或招生

办请假，无故逾期一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4．自带党团组织关系 

团组织关系转至安徽工业大学团委。 

本省新生党员组织关系直接由该生所在的市、县或县

级以上的党组织转至安徽工业大学党委组织部。 

外省新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请填写“安徽省委

教育工委”，由本人带到学校。 

5．自带户口迁移证（户口建议不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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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迁移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马向路安徽工

业大学。 

户口迁移证上的姓名、性别、籍贯、出生日期要填写

清楚、准确，应与高考准考证上的一致。 

6．新生档案  

由单位（学校）通过机要或邮政 EMS 邮寄，邮寄地址

非常重要，请务必通知毕业中学按以下地址邮寄，以免造

成丢失。邮寄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马向路安徽工业大学

秀山校区。 

收件人：学生工作部（处）。邮编：243032。 

电话：0555-2315689。 

注意：邮寄包装袋上须注明新生姓名、录取学院与专业。 

如自己携带请务必保证档案袋封口完好无损，骑缝章

清晰，否则不予接收。 

7．学费、住宿费和代收费 

1）收费标准：新生各项收费具体缴费标准见附表； 

2）收费方式： 

（1）银行划扣缴费：应在 9 月 10 日前，在新生原籍

所在地将学费、住宿费、生活费以及代收费等足额存在随

我校通知书一起寄来的建行龙卡（储蓄卡）上，学校将在

新生报到前通过银行直接划扣相关费用。 

（2）微信、支付宝缴费：关注“安徽

工业大学云杰校园”微信公众号，并在 9 月

10 日以后绑定身份后即可缴费。具体缴费办

法扫描右边二维码查看《安徽工业大学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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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缴费指南》。 

特别注意： 

1）新生入学报到时不进行现场收费，入学前务必完成

缴费，以免影响入学报到。 

2）收到银行卡后，请学生务必立即持本人身份证到当

地建行修改银行卡密码（见银行卡使用说明），既防被盗，

也便于与校园卡签约；如不修改密码，学校发放的奖学金，

助学金，多余的生源地贷款和国开行贷款余额将被银行退

回，新生报到时请务必携带银行卡。 

3）为了防止现金丢失，入学报到时请勿携带大量现金，

无建设银行的，可将现金存入其他银行卡，通过绑定微信

或支付宝缴费。 

4）有疑问请打咨询电话：0555-2343468、2343458、

2359986（中国建设银行马鞍山支行）、0555-2311684（学

校财务处）、0555-2311563（微信、支付宝缴费）。 

5）温馨提示：学生若成功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可

以暂缓缴纳学杂费，开学时走“绿色通道”。 

8．生源地助学贷款 

学生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时，需填写学生学号或录取

通知书编号，学号可通过学校招生网录取查询系统或新生

报到系统查看，录取通知书编号请见通知书 No 号。 

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如在当地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

我校的助学贷款汇款方式为： 

单位名称：安徽工业大学； 开户行：工行马鞍山分行

团结广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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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1306020809024926468。 

汇入时，请务必注明贷款新生的姓名和录取专业。 

已办完生源地贷款的同学，请务必登记生源地贷款的

相关信息，具体登记方法请扫描上面二维码查看《安徽工

业大学新生自助缴费指南》。 

办理了国家开发银行或安徽农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安徽省学生）的学生，开学报到时，切记把贷款回执证

明（纸质或电子版）提交学院，并通过“绿色通道”办理

入学手续。（绿色通道集中办理点：佳山校区 5 号学生公寓

一楼 A101 室，秀山校区九食堂旁一楼后勤服务大厅） 

咨询电话：0555-2315689。 

9．医疗保险 

按照《安徽省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实施意见》的要求，对大学生参保的个人缴费暂

按每人每年 280 元的标准执行，在新生入学时统一收取。 

10．住宿及公寓用品 

学校按照专业班级相对集中的原则安排学生床位，住

宿实行公寓化管理。为方便学生，保证质量，学校已对学

生公寓用品实行统一招标采购，请同学们在 9 月 12 日-16

日登录我校迎新系统：http://yingxin.ahut.edu.cn，填写是否

购买学生公寓用品，选择购买的，学校将提前将公寓用品

送到学生的床铺（学生可自愿购买，也可自带生活用品，

床铺大小：200*90cm）。棉胎、纺织及绗缝制品类产品已

经安徽省纤维检验局批量检验合格。 

每套公寓用品包括：盖絮二床、垫絮一床、三件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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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被套、床单、枕套）、枕芯一只、蚊帐一顶、五支花蒲

草席一床、蒲枕席一条、防水卧具包一个，每套价格 399.35

元。 

为简化财务收费程序，学校统一代扣公寓生活用品费

用，如新生报到时公寓用品自理，学校将在报到结束后一

个月左右将扣款返还到卡上。为保障学生身体健康和学生

宿舍的卫生安全，学生和家长谨慎防范学校周边商铺、流

动摊点销售的无质量保证劣质床上用品，以防上当受骗。 

11．入学资格复查 

新生进校后，学校将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发现不

合格者，将区别情况按规定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12．迎新系统 

各位新同学从 9 月 12 日-16 日起访问我校迎新系统：

http://yingxin.ahut.edu.cn，登录后填写军训服装尺码、是否

迁移户口、是否购买学生公寓用品、是否办理生源地贷款、

疫情防控承诺书等信息，同时查看住宿安排、辅导员联系

方式、校园地图和乘车路线等信息。 

13．新生进校后，学校要进行体检 

请在体检前注意饮食，不要过度疲劳，不要饮酒，以

免体检时身体异常而影响入学。 

14．重要提醒： 

（1）我校邮寄材料清单：录取通知书、新生入学指南、

建行龙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

请表、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简介（安徽考生

另有安徽农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指南）、大学生应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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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宣传单、书签、手绘地图。新生如收到除以上以外各

种商业宣传广告和电话卡，均非我校寄发，请同学们提高

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2）学生进校须自购调频的耳机或收音机，用于参加

大学英语听力考试。主要规格如下：型号、品牌不限，调

频耳机频率范围至少为 70～108MHz，须有液晶显示。 如

购买的是调频收音机，需配上耳麦。可自行提前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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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收费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金    额 

1 学费 具体标准见附表二 3850-7000 元/年 

2 住宿费 
床位由学校统一安排 

（标准： 800、1000 元/年） 
800-1000 元/年.生 

3 校园卡 
学校预先在校园卡中充值 100 元 

（方便本人入学报到时就餐） 
100 元/生 

4 代收费 

体检费 70 元/生 

军训服装费 99.69 元/生 

实习劳保服装费（部分专业收取，见备注） 80 元/生 

预交教材费 500 元/年 

新生医疗保险费 280 元 

公寓生活用品 399.35 元/套 

小计： 1429.04 元（不交实习劳保服装费的 1349.04 元） 

备注：商学院、外国语学院、公共管理与法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环境设计专业、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新生不收实习劳保服装费；其它学院（专业）、

宝钢大专班、中天钢铁大专班的新生均收实习劳保服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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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各专业学费标准 

所在学

院 
专业名称 

学费

（元/

年）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学费

（元/

年） 

冶金工

程学院 

冶金工程 4290 

电气与信

息工程学

院 

自动化 4290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4290 测控技术与仪器 4290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4290 电子信息工程 4290 

黑色冶金技术（高职） 3850 通信工程 4290 

金属压力加工（高职） 385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 
4290 

材料科

学与工

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4290 

化学与化

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4290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4290 应用化学 4290 

金属材料工程 4290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4290 

焊接技术与工程 4290 化学生物学 4290 

建筑工

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4290 

机械工程

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4290 

土木工程 4290 车辆工程 4290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4290 机械工程 4290 

安全工程 4290 机器人工程 4290 

工程管理 4290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学院 

计算机类 4290 

建筑学 4290 人工智能 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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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学

院 
专业名称 

学费（元/

年） 

所在学

院 
专业名称 

学费（元

/年） 

能源与

环境学

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4290 

商学院 

会计学 3850 

环境工程 4290 财务管理 3850 

环保设备工程 4290 人力资源管理 3850 

数理科

学与工

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4290 市场营销 3850 

光源与照明 4290 工商管理 3850 

数学与应用数学 4290 国际经济与贸易 385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4290 经济统计学 3850 

管理科

学与工

程学院 

工业工程 4290 金融学 385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290 经济学 3850 

物流工程 4290 经济与金融 3850 

工程造价 4290 互联网金融 3850 

艺术与

设计学

院 

工业设计 4290 
公共管

理与法

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3850 

环境设计 7000 法学 3850 

视觉传达设计 7000 行政管理 3850 

数字媒体艺术 7000 劳动与社会保障 3850 

外国语

学院 

英语 3850       

翻译 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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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要求 

 

一、新生入学报到条件 

1.报到前 14天身体健康，无发热、胸闷、乏力、干咳

等症状，并持有“安康码”绿码（请通过“皖事通 APP”

提前下载申领）。 

2. 报到前 1个月未接触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 

3. 报到前 14天无国（境）外旅居史或未接触过国（境）

外人员。 

二、有关注意事项 

1.请严格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时间报到，一律不得提

前报到，不符合疫情防控条件的暂缓报到。 

2.符合报到条件的新生应在报到前通过迎新网签署疫

情防控承诺书。 

3.因疫情、交通等原因无法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报到

的同学，请提前与辅导员联系，履行相关报批手续。 

4.凡乘坐飞机、火车、长途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同

学尽量选择直达班次，减少换乘，保留好购票信息（包括

出租车票、地铁票、公交车票等）。记录乘车时间和登车地

点，以配合可能的相关密切接触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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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到途中，请各位同学自备防护物资并认真做好个

人防护，如果出现发热、乏力、干咳、呼吸困难等症状，

请及时就医并与辅导员取得联系。 

6.学校佳山校区开放东门（花山路），秀山校区开放北

门（体育路）（上述开放校门仅在规定的集中返校日开放），

设置学生报到专用通道，通过行李消毒、测量体温、核对

学生身份信息（录取通知书）等流程后方可进校。 

7.车辆和亲友送至校门口即停即走，不得进入校园。 

8.新生进入校园后，由志愿者引导及时办理相关报到

手续并进入本人宿舍，不得扎堆聚集和进入其他楼栋、其

他宿舍，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期间学生管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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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学安全提示 

 

一、关于报到途中安全 

1．随身保管好重要证件，如身份证、录取通知书、户

口迁移证和银行卡等； 

2．妥善看管携带的行李，不要脱离视线范围，上下车

时切勿拥挤，谨防财物被盗； 

3．注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信息，不随意向陌生人透

露； 

4．注意途中饮食卫生安全。 

二、关于财物安全 

1．不要通过陌生人代缴学费或代取款。入学报到期间

校园人员相对复杂，要防范不法分子利用你刚入学不熟悉

情况，假借老师、学长或同乡身份骗取你的信任，伺机骗

取钱财； 

2．请及时缴纳学费，身边及宿舍内不要存放过多现金。

带来的现金应及时存入银行，并妥善保管好银行卡（存折）

和密码，设置的密码不能过于简单。 

三、关于宿舍安全 

1．拒绝陌生人上门推销。不法分子会以推销为名实施

诈骗或盗窃行为，若发现上门推销人员，要及时报告学校

宿管人员或安保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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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离开宿舍或休息时请关好门窗。钱包、手机、笔记

本电脑等贵重物品不要随意摆放，箱子和抽屉等应及时上

锁，以免被人“顺手牵羊”； 

3．注意消防安全，不得在宿舍内使用电饭煲、热得快、

电吹风等大功率电器，或使用酒精炉和点蜡烛等，要爱护

宿舍楼内的消防设施。 

四、关于人身安全 

1．新同学不熟悉周边环境，不要去校外酒吧、网吧、

大排档等环境复杂场所，不要随便与陌生人搭讪，不要把

陌生人带到宿舍，不要吃陌生人给的食品及饮料； 

2．外出时尽量结伴同行，不要单独外出，不去偏僻的

地点游玩，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3．严禁到户外水域游泳或玩水，以防溺水。 

五、关于交通安全 

1．新生报到期间，校园内人流车流量大，进校后应服

从现场人员指挥，遵守校园交通秩序； 

2. 日常外出时，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行路和乘

车安全，以免发生意外。 

六、关于公共场所安全 

1．当你去教室、阅览室学习或去操场运动时，请保管

好自己的物品，不要将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随意放置，

或用装有贵重物品的书包占座，以免物品被盗； 

2．在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要提高防盗意识，不要把

手机等贵重财物放在后裤袋、背包或其它容易被盗的地方。 

七、关于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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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防范网络诈骗，加强 QQ 和微信账号的安全保

护。犯罪分子盗号后，会利用它们向你的好友、联系人发

布信息实施诈骗，一旦发现账号被盗，要及时更改密码； 

2．网络购物切勿一味贪图便宜，在支付购物款时，应

该通过正规的网络支付平台进行支付；不要轻信网络兼职、

刷单取酬等虚假宣传，以免上当受骗； 

3．远离网络贷款。不要办理或替他人办理网上贷款，

切勿将自己的身份证转借他人使用。如确实遇到困难，应

向辅导员老师反映和寻求帮助；     

4．不浏览黄赌毒、邪教等非法网站，不下载和传看暴

恐及极端宗教音视频。 

创建安全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是全校师生的共同职

责，每位同学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祝各位新同学平

安快乐、学业有成！ 

 校园 110 服务中心电话（24小时）： 佳山校区：

2311110、秀山校区：2315110 

 安全保卫部（处）微信公众号：ahutaqb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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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新生指南 

 

亲爱的新同学，请认真学习入馆教育的各项内容，并

在入学前尽快完成“入馆测试”，测试通过后你的校园卡才

会开通借书功能。 

PC 端访问入馆教育地址链接：http://lib.ahut.edu.cn/freshman 

入馆教育使用说明： 

第一步：点击 “你好，图书馆”了解使用图书馆的基

本知识，如果你想知道的更多，就打开“玩转图书馆”吧。 

第二步：点击“开通借书权限”进入“入馆测试”界

面，完成题目，测试分数达到 60 分就可以入馆借书啦。 

关注图书馆微信第一时间获知图书馆资源、服务、活

动的最新动态。如有疑问可随时通过咨

询 QQ（2407126269）和微信（微信号：

ahutlib），与我们即时交流，图书馆老师

们将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和优质的服

务为你的学业助力加油！  

 

 

http://lib.ahut.edu.cn/fres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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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思政与易班发展中心 

易班是集教育教学、生活服务、文化娱乐为一体

的大学生网络互动社区。通过注册易班，大家可以加

入到班级群，认识同学，了解学校，联系辅导员，参

与新生活动，还可以了最新校园动态。请各位新生登

录网址 www.yiban.cn 或通过搜索手机 APP“易班”,

根据提示注册易班账号并通过填写学校、真实姓名和

录取通知书编号完成校方认证。安徽工业大学易班期

待与你相约！ 

 

安工大微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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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提 示 

 

一、所在城市： 

学校位于全国文明城市——安徽省马鞍山市。马鞍山

位于安徽东部，横跨长江两岸，毗邻南京、合肥两大省会

城市，是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成员城市、南京都市圈核心层

城市和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核心城市。现辖三

县三区，面积 4049 平方公里，人口 230 万，城市化率达

66.5%，是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座工业之城、港口之

城、绿色之城、文明之城，是一座既充满生机和活力，又

富有历史底蕴，集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于一体的城市。 

马鞍山城市依山环湖拥江而建，人文风光秀丽，生态

环境优美，是中部首个全国文明城市，同时拥有国家卫生

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人居环境

范例城市、联合国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良好范例城市、

国家科技进步先进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绿化模

范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中国投资环境百佳城市、

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全国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市等

荣誉。马鞍山是一个移民城市，文化特征开放包容，市民

素质较高。社会安定和谐，公众对社会治安状况的满意率

达 97.1%。 

主要交通方式有： 

高速铁路：已通宁安高铁，非直达的请先到南京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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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芜湖站，然后转乘马鞍山东站（18 分钟左右）。 

高速公路：G4211、S24 

民航：南京禄口机场，乘坐机场大巴到马鞍山 1 个小时。 

 

提示：乘坐火车（高铁）的可持录取通知书购买学生

票。新生赴校的所有费用均由本人自理。 

二、学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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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内乘车路线 

1．马鞍山东站（高铁站）、汽车客运站： 

到达秀山校区（东校区），出租车车费 10元左右； 

到达佳山校区（校本区），出租车车费 12元左右。 

2．火车站、长途汽车站： 

到达秀山校区（东校区）。出租车车费 20元左右； 

到达佳山校区（校本区）。出租车车费 8元左右。 

   9月 20-21 日，学校在马鞍山东站（高铁站）、汽车客

运站专门安排车辆接送新生及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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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园 文 化 

 

一、校徽 

 

图案寓意为：在良好的教育大环境下，安徽工业大学

与时俱进，扎根于知识的土壤，不断汲取养分，茁壮成长，

蓬勃兴旺；形象化地展现出全校师生员工团结奋进、开拓

创新的精神风貌和学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育人”宗

旨。 

 

二、校训 

 

 

校训释义： 

精工：语出《后汉书·宦者传·蔡伦》：“监作秘剑及

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原意为精致工巧，引

申为掌握精湛技艺、具有科学精神。以此为训，旨在彰显

我校以工为主的学科特色，激励广大师生立足夯实基础、

强化实践、注重创新，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培养高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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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才的人才培养特色，凡事精益求精，始终追求卓越，

致力善做善成。 

博学：语出《论语•子罕》：“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

成名。”指学识渊博。《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将其作为治学求进之首，意

为广泛地学习。以此为训，旨在激励师生广博地获取知识，

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实现学识渊博、学以致用的求

学、治学目标。 

厚德：语出《易·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指大德，意为道德高尚者能担当重任（其他含义略）。以此

为训，旨在倡导师生致力于教书育人、立德树人，追求高

尚品德，涵养完善人格，养成和谐心灵，培育宽广心胸，

成为可堪大用的时代英才。 

敏行：语出《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指勉力修身，意为君子的修养要尽力使自己做到话语谨慎，

做事行动敏捷。“敏，勉也。言黾勉以求之也。”（刘宝楠

《论语正义》）引申为聪明，机智，迅速，敏锐、反应快。

以此为训，旨在教育师生牢固树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意识，拥有敏锐眼光，善于抢抓机遇，少说多做，行动迅

速，着力培养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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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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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赋 

大江以东，古曰姑孰地，今称马鞍山；据金陵之上游，

为江东之门户。环峰积翠，襟江带湖，洵然江左山水都。

天赐胜境，兴吾学府。承千年文脉，振一带风物；益显姑

孰人文涵润之渊渊，大化山川之郁郁。 

抚今追昔，校园丕变。荜路蓝缕，难忘前贤。戊戌兆

形，时称钢校。岁在丁巳，改置钢院。及至乙丑，华冶更

化。至若庚辰，融会商专。规度新成，定名工大。自兹以

降，宏图大展。树人育才，生徒数万。文理兼容，术广业

专。精工博学，穷究天人奥蕴；厚德敏行，强健身心不倦。

陶以楚才，赅通洙泗源流；储为多士，务逞报国宿愿。 

美矣哉，煌煌吾校！壮矣哉，吾校庄严！佳山之麓，

楼宇巍巍，鳞次栉比开画境；炼湖之汀，花木欣欣，云蒸

霞蔚展芳颜。振华馆内，灯火辉辉，月照寒窗映碧水；荟

灵湖畔，书声琅琅，风送余音绕远山。学于斯，憩于斯，

莘莘学子志在致知穷理；业于斯，授于斯，恂恂师长意尚

率先垂范。美矣哉，煌煌吾校！壮矣哉，吾校庄严！海阔

凭鱼跃，天高任鸟旋。春风化雨桃李艳，任重道远天行健。

人人德慧学博，世世薪火相传。泱泱大风，助吾远航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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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方 式 

 

学校有关部门联系电话或网址： 

招生办公室：0555-2315351，2315272 

学生工作部（处）：0555-2315077（助学贷款） 

财 务 处：0555-2311684（学费） 

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0555-2316718 

学校网址：http://www.ahut.edu.cn 

招 生 网：http://zs.ahut.edu.cn 

序号 学  院 联系电话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311570 

2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2316596 

3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2315336 

4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316516 

5 化学与化工学院 2311807 

6 机械工程学院 2316517 

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315538 

8 建筑工程学院 2316522 

9 能源与环境学院 2312885 

10 商学院 2315419 

11 数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316576 

12 外国语学院 2315496 

13 冶金工程学院 2311571 

14 艺术与设计学院 2315739 

 

http://www.ah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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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工业大学官方微信、微博、QQ 校园号 

 

教务处微信    图书馆微信    后勤处微信 

 
财务处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