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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中心业务办理常用网站及系统简介 

1.1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网站：www.gs.fudan.edu.cn 

 
图 1.研究生院主页 

研究生院网站在“通知公告”等栏目中发布各类通知信息。左侧有研究生

教育相关系统链接。“下载专区”包含各类表格下载。 

1.2 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www.urp.fudan.edu.cn:86/epstar/login/index.jsp 

 
图 2.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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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包含“学籍管理”、“培养管理”、“学位管理”和

“研工管理”四个模块，各模块内容如图所示。同学在操作时，可以参照系统

说明和提示。 

1.3 研究生综合服务系统：www.gsras.fudan.edu.cn/ssfwcn/login.jsp 

 
图 3.研究生综合管理系统 

研究生综合服务系统是在校生申请自助打印成绩单和学籍证明以及补办学

生证的网上申请缴费平台。进入“自助打印”，“预约申请”后选择相应项目申

请并缴费，系统支持“网上银行”、“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图 4.综合服务系统缴费流程 

选择相应项目后，如图 4. 综合服务系统缴费流程所示，缴费成功后可到

自助打印机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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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离校服务系统：www.urp.fudan.edu.cn:99/login.portal 

 
图 5.离校服务系统 

离校服务系统是毕业生离校网上服务平台。“公告浏览”发布离校相关通

知，“学生离校单”显示离校前须办理各项业务。在“发放毕业证”和“发放

学位证”两个环节部分，显示“通过”表示可以办理领证，显示“暂不可办

理”提示需要完成的前置环节。 

 

注：领取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具体流程见“6.11 领取毕业证书”和“6.12 领取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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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理业务、收费标准及缴费办法 

2.1 收费业务清单 

服务对象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备注 

在校生 

研究生学籍证明（中文） 5 元/份 学籍证明效力

等同在学证明研究生学籍证明（英文） 5 元/份 

补办学生证 11 元/份  

在校生及毕业校友 
研究生成绩单（中文） 10 元/份  

研究生成绩单（英文） 10 元/份  

毕业校友 

研究生学历证书翻译 5 元/份  

研究生学位证书翻译 5 元/份  

学历证书遗失学历证明书（中文） 5 元/份 
仅可办理一次

学位证书遗失学业证明（中文） 5 元/份 

2.2 免费业务清单 

服务对象 项目名称 备注 

在校生 

新生学生证火车票购票优惠磁条写信息 学生证遗失更

换磁条须停用 2

次（间隔一学

期） 

学生证火车票购票优惠磁条充磁 

学生证火车票购票优惠磁条损坏更换 

因公出国或赴港澳台个人申请表 
仅对非定向学

历研究生 

学籍变动-复学 
必须学生本人

现场办理 

非上海生源应届毕业生个人信息表成绩等级评定 需院系先签字 

在校生及毕业校友 
研究生成绩单、学籍证明、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翻

译件信封封口盖章 
信封自备 

毕业校友 

领取毕业证书 
 

领取学位证书 

研究生学历证书复印 仅对暂无法领

取证书原件同

学办理 
研究生学位证书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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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缴费办法 

在校研究生通过“研究生综合服务系统”，“自助打印”模块进行网上申请和

缴费。缴费项目包含“中文成绩单”、“英文成绩单”、“中文学籍证明”、“英

文学籍证明”及“补办学生证”。缴费流程见“1.3 研究生综合服务系统”。 

已离校研究生在研究生院网站（http://www.gs.fudan.edu.cn）“下载专区”，

“综合”栏目下载“缴费通知单”，也可以到邯郸校区八号楼研究生院 119 室研

究生服务中心领取“缴费通知单”，填好后到学校财务处支付费用。 

注：邯郸校区财务处大厅周三下午不对外办公，需要缴费校友请注意安排好时间。 

三、研究生服务中心工作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研究生服务中心 119 大厅接待时间为： 

工作日周一至周五早 7：00-晚 7：00 

周末、节假日及寒暑假期间上午 9：00-下午 4：00 

办公地点： 

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八号楼研究生院 119 室 

联系方式： 

    电话 021-65642670/65643563 

    传真 021-65642670 

四、成绩单及学籍证明自助打印机放置地点 

在校研究生办理“成绩单”及“学籍证明”统一网上

申请缴费后到自助打印机打印。网上申请及缴费办法见

“2.3 缴费办法”。 

各校区成绩单及学籍证明自助打印机位置如下： 

邯郸校区八号楼研究生院一楼大厅 

枫林校区明道楼一楼大厅 

江湾校区 A教学楼一楼大厅 

张江校区图书馆大厅 

 

注：未携带一卡通可在自助打印机上输入学号、密码登陆。自助打印机

不支持网上申请和缴费功能。 

图 6.研究生成绩单及学籍证明自助打印机 

 

五、委托他人代办事宜 

委托他人办理领取毕业证书、领取学位证书、领取毕业证书复印件、领取学

位证书复印件、办理学历证书遗失学业证明、办理学位证书遗失学业证明、退学

证明或肄业证书、办理成绩单，须提交委托书及相关材料。委托他人办理相关业

务前请阅读相关业务办理流程，确认业务可以办理并将所需材料备齐提供给被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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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人。（退学证明或肄业证书在研究生院 127 室办理） 

被委托人须携带以下材料：1.委托书（须委托人及被委托人签名）、2.委托

人和被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3.被委托人身份证件原件、4.委托人学生

证（部分业务需要，详见委托书）。 

委托书在研究生院网站“下载专区”，“综合”模块中下载。 

六、业务办理流程 

6.1  研究生办理学籍证明流程 

 

 

 

 

注：仅在校学历研究生方可开具学籍证明。未携带一卡通可凭学号密码登录自助打印机打印。自

助打印地点见“四、成绩单及学籍证明自助打印机放置地点” 

6.2  研究生补办学生证流程 

补办学生证必须本人现场办理。须提供材料包括： 

1.《研究生补发学生证申请报告》 

2.  一寸证件照片一张 

3.  出示身份证或学生一卡通 

 

 

 

 

 

 

 

 

 

 

 

 

 

 

 

 

 

 

注：补发学生证，停止享受二次假期火车票的半价优惠。符合办理条件同学，补办学生证购票优

参照“2.3  缴费办法”，网上申请缴费

凭一卡通到自助打印机打印 

在研究生院网站“下载专区”，“综合”栏目中下载 

《研究生补发学生证申请报告》 

填写《研究生补发学生证申请报告》，至院系确认盖章 

学生本人持身份证或一卡通、《研究生补发学生证申请报告》和一张一寸相

片，到研究生院 119室办理补证手续

持新学生证和补办学生证用印单，到学校办公室盖钢印（第一教学楼一楼）

参照“2.3  缴费办法”，网上申请缴费

需贴磁条同学在补发学生证记录册上登记，领取新学生证和补办学生证用印

需要办理火车票购票优惠磁条同学带上学生证下一学期到服务中心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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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磁条办理流程同“6.6.3 学生证火车票购票优惠磁条更换流程”。 

6.3  研究生办理成绩单办理流程图 

6.3.1 在校研究生办理成绩单流程 

 

 

 

 

 

注：自助打印地点见“四、成绩单及学籍证明自助打印机放置地点”。 

6.3.2 邯郸校区在 2003 年 9 月之后、枫林校区在 2005 年 9 月之后入学校友成绩

单办理流程 

所需材料： 

出示身份证 

 

 

 

 

6.3.3 邯郸校区在 2003 年 9 月之前、枫林校区在 2005 年 9 月之前入学校友成绩

单办理流程 

所需材料： 

1.出示身份证 

2.档案馆开具的中文成绩单（研究生院不办理中文成绩。） 

3.院系审核盖章的英文成绩单翻译件（须按照研究生院模板制作，内容必

须与中文成绩单信息一致，右下角 Date 处须打印成绩单制作日期。） 

英文成绩单办理流程如下： 

 

 

 

 

 

 

 

 

 

 

 

 

 

参照“2.3 缴费办法”申请并缴费

凭财务处开具的发票到研究生院 119 学生服务中心办理 

到邯郸校区档案馆/枫林校区档案馆办理中文成绩单证明 

凭院系盖章的英文成绩单，档案馆出具的中文成绩单和财务处发票，到研

究生院 119 室复核、加盖成绩专用章

参照“2.3  缴费办法”申请并缴费 

在研究生院网站“下载专区”，“综合”栏目中下载“研究生成绩单英文模

版（暂用）A4”（网站为 http://www.gs.fudan.edu.cn） 

按照模板格式，根据档案馆出具的中文成绩单译为相应的英文并打印，将

英文成绩单交就读院系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审核并盖章 

参照“2.3  缴费办法”，完成网上申请缴费 

凭一卡通到自助打印机打印，未带一卡通用学号密码登录自助打印机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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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凡以学历生身份来我校的交流生、进修生等人员所修我校课程的成绩单均由所在院系成

绩管理人员审核打印签章后，送交研究生院培养办确认加盖学校规定的印章。 

    2.如委托他人办理请参照“五、委托他人代办事宜”。 

6.4  研究生办理学历、学位证书翻译件流程 

所需材料： 

1.证书原件 

2.出示身份证 

 

 

 

 

 

注：一般当天办结，当年度毕业同学可在研究生综合服务系统中申请缴费。 

6.5  学历、学位证书遗失办理学业证明流程 

办理时间为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8:00-11:00,13:30-16:30。 

所需材料： 

1.复旦大学研究生学业证明办理申请书 

2.出示身份证 

3.两寸证件照片 
如委托他人办理请参照“五、委托他人代办事宜”,提供委托材料。 

 

 

 

 

 

 

 

 

注： 2002 年之前取得学历学位校友办理前请致电服务中心咨询 021-65642670 

6.6  研究生办理火车票购票优惠磁条写卡/充磁/更换流程 

全日制非定向学历研究生，在学制内，家庭居住地和学校不在同一城市时，

可以办理学生证火车票购票优惠。 

基础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同学到枫林校区治道楼医学研究生培养与学位办公

室办理。 

6.6.1 新生学生证火车票购票优惠磁条写信息流程 

新生正式注册前，由所在院系收齐学生证，统一办理购票优惠磁条黏贴、写

入信息及加盖乘车区间章。未参加统一办理的新生在正式注册结束后到服务中心

参照“2.3  缴费办法”申请并缴费

凭财务处缴费发票、本人签名“研究生办理学业证明申请书”、身份证、两

寸证件照，到研究生院 119 室审核、制作学业证明 

参照“2.3  缴费办法”申请并缴费 

凭财务处缴费发票、身份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原件至研究生院 119 室

审核、制作翻译件，加盖学业证明专用章

在研究生院网站“下载专区”，“综合”栏目中下载“复旦大学研究生学业证

明办理申请书”（网站为 http://www.gs.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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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 

 

 

 

 

注：学生证上“家庭所在地”和“乘车区间”未填写不予办理。 

6.6.2 学生证火车票购票优惠磁条充磁流程 

每学年 9月开学初，院系收齐老生学生证，统一办理购票优惠磁条充磁。未

参加统一办理老生在正式注册结束后到服务中心办理。 

 

 

注：优惠磁条一年只能充磁一次，充磁一次可刷四次购学生票，如磁条中剩余购票次数为两次及

以上，请下一学期再充磁。 

6.6.3 学生证火车票购票优惠磁条更换流程 

 

 

 

 

注：1.磁条是否损坏以服务中心充磁设备检查为准。2.更换磁条不得更改乘车区间。  

3.确因父母或配偶工作或居住地变更，需变更乘车区间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6.7  因公出国或赴港澳台个人申请表审核盖章流程 

因公出国、出境审批表审核针对非定向全日制学历研究生及取得省教育厅同

意出国/出境公函的非在职少民骨研究生办理。其他定向、委培、非全日制、非

学历研究生等，须到所在单位或定向单位办理。《复旦大学因公出国或赴港澳台

个人申请表》中申请出国（境）起止日期应与邀请函日期一致，申请往返日期可

以比邀请函日期分别提前和推后一日。基础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同学到枫林校区治

道楼医学研究生培养与学位办公室办理。 

6.7.1 六周以下短期因公出国/出境审批 

所需材料： 

1.《复旦大学因公出国或赴港澳台个人申请表》 

2.邀请函 

 

 

 

 

 

 

 

 

登陆“因公出国（境）申报管理平台”（  visa.fudan.edu.cn）填写、打印《复

旦大学因公出国或赴港澳台个人申请表》，院系签字、盖章 

凭“邀请函”、《复旦大学因公出国或赴港澳台个人申请表》到研究生服务

中心，核查院系签字盖章、出国/出境时间与邀请函是否相符、培养方式 

核查无误工作人员签字盖章，同学在《短期出国、出境登记簿》上登记 

学生证乘车区间信息填写完整

服务中心人员黏贴磁条，写入信息并加盖乘车区间章 

服务中心人员为学生证购票优惠磁条充磁

携带本人学生证到研究生服务中心检查磁条是否损坏 

服务中心确认磁条损坏，办理新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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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无院系盖章不予审批。 

6.7.2 六周及以上因公出国/出境审批 

所需材料： 

1.《复旦大学因公出国或赴港澳台个人申请表》 

2.邀请函 

 

 

 

 

 

 

 

 

 

 

 

注：学籍变动--联合培养，在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申请，打印申请表院系签字，和邀请函、研

修计划书（研究生院网站下载专区综合栏目中下载，导师签字）一并交研究生院 127 室办理。 

以下情况不予审批，1.无院系签字盖章，2.未办理学籍变动。 

6.8 学籍变动申请—复学 

周一至周五 8:00-11:30、13:30-17:00 之间到服务中心办理。基础医学院及

附属医院同学复学，在枫林校区治道楼，医学研究生培养与学位办公室办理。 

所需材料： 

1.学籍变动申请表 

2.出示身份证或学生一卡通 

 

 

 

 

 

 

 

注：复学申请必须本人现场办理，无学籍变动申请表无导师和院系审核签字不予办理。 

6.9“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学习成绩评定 

当年度非上海生源落户申报开始后，院系统一到研究生院研究生服务中心

办理“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学习成绩评定盖章。 

 

 

登陆“因公出国（境）申报管理平台”（  visa.fudan.edu.cn）填写、打印

《复旦大学因公出国或赴港澳台个人申请表》，院系签字、盖章 

凭“邀请函”及院系审核签字盖章的《复旦大学因公出国或赴港澳台个人

申请表》到研究生服务中心审核

核查无误工作人员签字，加盖培养办公章

办理“学籍变动—联合培养”

在“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学籍管理”—“学籍变动管理”中填写复学

申请，在系统中保存并提交申请。

在系统中打印“学籍变动—复学”，请导师和院系审核签字 

本人凭“学籍变动—复学”申请表及身份证/学生证，到中心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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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 已由院系统一办理，但需要更改信息处理流程： 

所需材料： 

1.院系统一办理的“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原表 

2.新的“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 

3.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学生一卡通 

 

 

 

 

 

 

 

6.9.2 未由院系统一办理处理流程： 

所需材料： 

1.新的“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 

2.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学生一卡通 

 

 

 

 

 

 

 

注：以下情况不予盖章，1.未双面打印，2.“学习成绩评定”一栏个人信息不全，3.成绩等级

评定为空，4.铅笔填写或打钩，5.经办负责人签名空白。 

6.10 研究生成绩单、学籍证明、学历学位证书翻译件信封封口盖章 

研究生服务中心针对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出具的成绩单、学籍证明、毕业证

书及学位证书翻译件，提供加盖封口章服务。信封请同学自备。 

信封需在服务中心人员检查后封口。信封中包含非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出具

材料情况，服务中心不盖封口章。 

6.11 领取毕业证书 

在院系集中发放证书工作结束以后，未发放证书院系返还研究生院。同学

可携带相关材料到服务中心领取。如委托他人代领，请确认离校系统手续已经

办理完结，并将所需材料和委托材料交被委托人。委托材料，见“五、委托他

人代办事宜”。 

医科证书的发放与领取由医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另行安排。 

所需材料： 

填写当年度“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院系检查，并

在经办负责人处请院系分管领导签字

本人到服务中心交还原“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 

服务中心收回原表在新的“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

上加盖成绩专用章

填写当年度“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院系检查，并

在经办负责人处请院系分管领导签字 

服务中心人员检查“信息表”并加盖成绩专用章 

“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个人办理登记表上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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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示身份证 

2.学生证 

 

 

 

 

注：领取毕业证书时须提供学生证（见照片），工作人员加盖毕业离校章后返还同学。 

 
图.7 学生证照片 

6.12 领取学位证书 

在院系集中发放证书工作结束以后，未发放证书院系返还研究生院，同学可

携带相关材料到服务中心领取。如委托他人代领，请按照“6.12 领取学位证书”

和“五、委托他人代办事宜”流程办理手续，将有关材料及委托材料交被委托人。 

同等学力人员均需携带期刊原件，以及经由导师、院系分管领导或院系秘书

签字的杂志封面、目录页和文章首页复印件。 

医科证书的发放与领取由医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另行安排。 

6.12.1 申请学位时论文已发表 

所需材料： 

1. 出示身份证 

2. 毕业证书原件（非学历生无须提供） 

 

 

 
 

注：申请学位时论文是否发表以学位办提供的学位证书签收单标注为准。 

6.12.2 申请学位时论文未发表 

申请学位时论文录用暂未发表状态而无法领取学位证书原件的同学，在论文

正式发表后，可到服务中心领取学位证书。 

确认离校系统中前置业务办理完结

本人凭身份证、毕业证书原件到服务中心领取学位证书 

确认离校系统中前置业务办理完结 

本人凭学生证、身份证到服务中心领取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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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材料： 

1. 出示身份证 

2. 毕业证书原件（非学历生无须提供） 

3. 发表论文期刊原件及杂志封面、目录和文章首页复印件，复印件上请导

师、院系研究生秘书或教务员其中一人签名 

4. 若文章是登载在无法获取期刊杂志原件的国外杂志上，且已经在网页上

正式出版的，仅需提供经由导师、院系分管领导或院系秘书签字的带有网页信息

和页码的全文打印件 

 

 

 

 

 
注：申请学位时论文是否发表以学位办提供的学位证书签收单标注为准。 

6.13 研究生学历证书复印 

毕业生应按照离校通知要求及时办理离校手续，领取毕业证书。已领取证

书原件，中心不提供证书复印服务。暂未完成离校手续的毕业生，服务中心提

供毕业证书复印。如委托他人代领，所需材料见“五、委托他人代办事宜”。 

医科证书的管理由医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另行安排。 

所需材料： 

出示身份证 

 

 

 

6.14 研究生学位证书复印 

取得学位研究生应及时办理离校手续领取学位证书原件。已领取证书原件，

中心不提供证书复印服务。暂未完成离校手续，或申请学位时论文录用暂未发表

而无法领取证书原件，服务中心提供学位证书复印服务。如委托他人办理，所需

材料见“五、委托他人代办事宜”。 

医科证书的管理由医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另行安排。 

所需材料： 

出示身份证 

 

 

 

本人凭身份证到服务中心办理学位证书复印 

复印件加盖学业证明专用章

确认离校系统中前置业务办理完结 

本人凭身份证、毕业证书原件、发表论文杂志原件及签名封面、目录和文

章首页复印件，到服务中心领取学位证书

本人凭身份证到服务中心办理毕业证书复印

复印件加盖学业证明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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