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学生招生简章

中国传媒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11 工程”重点建
设大学，“985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高校。学校始建于 1954 年，2004 年
8 月由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
学校坐落于北京古运河畔，地处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之间，交
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校园环境优美，占地面积 46.3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3.88 万平方米。
学校以“双一流”建设为引领，强化信息传播领域“小综合”的学科特色，
走新工科、新文科融合发展之路，构建以新闻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艺术学理
论、信息与通信工程为龙头，设计学、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中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为支撑，
互联网信息、文化产业、艺术与科学等交叉学科为重点的多学科融合渗透、特色
鲜明的学科体系。
学校设有 20 个学院（新闻学院、电视学院、戏剧影视学院、播音主持艺术
学院、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计算
机与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人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
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广告学院、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培训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传媒
教育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6000 余人，其中普通全日制本专科生近 11000
人，博士、硕士研究生 5300 余人。
中国传媒大学与 200 多所国外知名大学、科研与传媒机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
系。学校发起的传媒高等教育国际联盟吸引了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 67 所传媒类院
校加盟。每年有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多名国际学生来校学习交流。
一、来华留学类型
1、学历教育：学历教育项目语言要求及相关招生专业说明如下表。
学历层次/项目

学历及语言要求

招生专业/项目

本科生
(4 年制）

高中毕业以上学历，HSK5 级以上水平
(新闻学院专业要求 HSK6 级以上)，HSK
总分不低于 180 分，单项成绩不低于
60 分

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编
导、播音与主持艺术、广告学、
动画等 50 个专业

本科以上学历，HSK6 级以上水平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学、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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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年制）
博士研究生
（4 年制）

传媒经济学、广告学等 62 个专
业
硕士以上学历，HSK6 级以上水平

广播电视学、传播学、戏剧与影
视学等 34 个专业

英文授课硕士
（2 年制）

本科以上学历，英文水平相当于托福
79 或雅思 6.0 以上水平

广播电视（影视制作）、外国语
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
与语言传播）

英文授课博士
（4 年制）

硕士以上学历，英文水平相当于托福
79 或雅思 6.0 以上水平

传播学、传播学（全球传播与治
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跨
文化交际与语言传播）

2、非学历教育
1）汉语学习
采用小班教学，开设初级、中级、高级汉语班。
项目名称

必修课

实践活动

长期班
(一学年/一学期/三个月
插班/一个月插班)

基础汉语、汉字与阅读、口
语与正音、听力、口语、阅
读等

作文比赛、唱中国歌比赛、体育比
赛、观赏传统戏曲、参观名胜古
迹、中外学生联谊等

2）专业进修（仅接收奖学金生以及合作院校交换交流学生）
各层次专业进修，语言要求同学历教育。
3）短期班
项目名称
汉语短期班
英文授课短期班

课程内容
汉语课程（包括听、说、读、写），中国文化课程，名胜古迹参访
等。依据具体要求定制
依据双方学校间的协商定制

二、留学费用（以人民币标价）
1、报名费：本科艺术类专业：¥800/人；其它：¥600/人。
2、学费（见下表）
类别
本

科 生

硕士研究生
英文授课硕士项目

收费标准

学习期间

入学时间

¥24,000/年
¥21,200/年（汉语言文学专业）

学制 4 年

9月

¥27,000/年

学制 2-3 年

9月

学制 2 年

9月

广播电视（影视制作） ¥35,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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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
与语言传播） ¥30,000/年
博士研究生

汉语进修生

¥30,000/年

学制 4 年

¥3,000/1 个月

1 个月

¥6,000/3 个月

3 个月

¥8,000/1 学期

1 学期

¥16,000/年

1年

9月
3月
9月

三、住宿费（见下表）
公寓名称

国际教育中心

住宿类型
有阳台

国际学生公寓
无阳台

37 号楼
国际学生公寓

收费标准（满一个月以上）
双人

¥50/人/天

单人

¥100/人/天

双人

¥45/人/天

单人

¥90/人/天

双人

¥40/人/天

无阳台

备注
独立卫生间、
公用厨房、
公用洗衣间
公用独立卫生间、
公用独立淋浴间、

单人

¥80/人/天

公用厨房、洗衣间

注：
1、校内住宿床位有限，不保证校内住宿，不提供宿舍预定，每学期宿舍开始办理新生
入住日起，可办理入住，住满为止。
2、实际价格以公寓公布为准。
3、如住宿不满一个月，按散客标准收费。
4、国际学生如果在校外住宿，须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合法、完整的手续。

四、保险费：所有在校学习的国际学生都必须按要求参加平安养老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来华人员综合医疗保险保障计划，并购买该公司的“来华人员综合医疗
保险”，保险费用为：¥800/年/人；¥400/学期/人。
五、奖学金（见下表）
新生可申请的奖学金
类别
北京市外国留学生
奖学金

“新生奖学金”

申请时间

申请人资格

奖学金内容

4 月-5 月

学历生新生

第一学年的学费减
免，分为全免、半免

备注：学生无须填写奖学金申请表格，学校将根据学生申请资料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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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奖学金

国家留学基金委
分配名额
（A 类）

依国别、接
收申请机构
而不同

1.学历生新生
2.进修生新生

1.全额奖学金
2.部分奖学金

中国传媒大学
自主招生名额
（B 类）

4月

学历生新生

1.全额奖学金
2.部分奖学金

★ 全额奖学金免除学生在学期间的学费、医疗保险费，提供生活费，可提供校内住宿或者按
月发放住宿补贴。
★ A 类奖学金：申请详情请见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 http://www.campuschina.org/上发布的
最新信息，学生可向中国驻所在国使（领）馆的教育处/文化处咨询并提出申请。
★ B 类奖学金：学生可直接向我校国际学生办公室提出申请。
在校生可申请的奖学金
类别
北京市外国留学生
奖学金

“在学优秀生奖
学金”

申请时间

申请人资格

奖学金内容

4月

在校学历生

1.一学期学费减免
2.一学年学费减免

★ 具体名额请参照当年的具体通知

六、入学条件及申请办法
1、入学条件
学生类别

入学条件

本科生

具有相当于中国高中毕业的学历，年龄 18-35 岁，持有有效的外国护照或
国籍证明文件 4 年（含）以上，且最近 4 年（截至入学年度的 4 月 30 日
前）之内有在外国实际居住 2 年以上的记录（一年中实际在外国居住满 9
个月可按一年计算，以入境和出境签章为准）

硕士研究生

具有大学本科毕业的学历，由两名副教授及以上的教师推荐，年龄在40周
岁以下，持有效外国普通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

博士研究生

具有硕士学位，由两名副教授及以上教师推荐，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持
有效外国普通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

汉语进修生

持有效外国普通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年龄在 18-45 周岁

2、报名时间
（1）学历生项目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10 日；
（2）汉语进修生（秋季）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3、报名办法
（1）登录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学生报名网站（cuc.17gz.org）进行网上报名，
上传所要求的申请材料；
（2）网上交纳报名费（报名费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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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等待资格审查和录取。
注：① 报考学历项目的考生，每人可报考两个专业；
② 所有网报信息务必核查无误后再确认提交，一经提交不可修改；
③ 务必保存好网上报名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以便日后查询考试成绩
及录取结果。国际学生办公室不提供任何查询服务。
4、申请材料
（1）《担保书》（请登录网上报名系统下载《担保书》，担保书需由担保
人签字或盖章）；
（2）护照扫描件；已在境内学习学生还需提供签证或居留许可扫描件；
（3）本人的白色背景电子版证件照, 不小于 640dpi*480dpi。

攻读本科学位者还需提供：
（4）英语或汉语版最高学历证书、成绩单,如原件非中文或者英文，需要提
供经过公证的中文或英文翻译件（入学时必须出示原件）；
（5）一封推荐信（必须经所在学校或推荐人确认签字或盖章）；
（6）HSK 证书和成绩单的原件扫描件。

攻读研究生学位者还需提供：
（4）英语或汉语版最高学历证书、成绩单,如原件非中文或者英文，需要提
供经过公证的中文或英文翻译件（入学时必须出示原件）；
（5）两封副教授以上资格导师的推荐信（原件扫描件）；
（6）个人陈述。内容应包括个人学习和工作经历、学术科研成果、学习计
划、毕业后的个人发展目标等。用授课语言撰写；
（7）研究计划。拟攻读硕士学位者不少于 2000 字，拟攻读博士学位者不少
于 3000 字。用授课语言撰写；
（8）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所获奖励或其他研究成果复印件；
（9）中文授课项目需提供 HSK-6 级证书和成绩单的原件扫描件。
如果英文不是母语，且先前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不能证明具有相应英文水平，
英文授课项目需提供托福或雅思成绩。
(10) 另报考播音相关研究生专业的考生，需同时提交视频资料，要求如下：
▲内容要求（共 9 分钟）：
①新闻播报（限 3 分钟，内容不限）；
②节目主持（限 3 分钟，内容不限，节目形态不限）；
③文学作品朗诵（限 3 分钟，内容不限）。
▲数字文件格式及介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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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字文件请采用 mp4；
② 请将文件拷贝在 U 盘上，装在信封里提交，信封上写明考生申请编号、
姓名以及报考专业；
(11) 其他材料：各种获奖证明，包括体育、艺术等方面获得的相关证书、
证明。欢迎考生提交能够展示自己才华的各种证明材料。
注：
1、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
的华裔考生，须按照教外函〔2020〕12 号文件的规定，提交如下证明文件：
（1）经公证的出生证明；
（2）最近 4 年的护照出入境签章页复印件（原件备查）；
（3）最近 4 年（2017 年 4 月 30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的国外学习经历证
明。
2、原为中国公民后加入外国国籍的考生，须按照教育部教外来〔2009〕83
号文件的规定，提交如下证明文件：
（1）入籍证明；
（2）注销原中国户籍证明；
（3）最近 4 年的护照出入境签章页复印件（原件备查）；
（4）最近 4 年（2017 年 4 月 30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的国外居住、学习
经历证明。
5、报考本科艺术类及汉语言文学专业考生考试时间及方法：
根据所报专业，2021 年 5 月 10 日之前提交视频材料和作品。视频材料包含
自我介绍、才艺展示以及所提交的作品的介绍等内容，拷贝在 U 盘里，并装入信
封（信封上需要写明考生申请编号、姓名及报考专业，如同时报考两个专业，需
要分别提交两份资料），邮寄到国际学生办公室，或者将视频文件上传到“百度
网盘 https://pan.baidu.com/disk/home?#/all?path=%2F&vmode=list”，将下
载链接发送到 cuclxs@126.com (邮件标题：中文姓名+申请编号+报考专业+“视
频材料下载链接”字样。请注意不要设置下载有效期）。（汉语言文学专业考生
视频材料通过审核后，必须参加由教学单位安排的视频面试，具体事宜将另行通
知）。视频材料邮寄及发送事宜咨询电话：+86-10-6577-9359
6、录取程序
（1）录取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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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科生：
普通类专业：学校根据考生的申请材料、HSK 成绩和所报专业的招生名额确
定录取名单。
艺术类及汉语言文学专业：学校根据考生的申请材料、面试成绩、HSK 成绩
和所报专业的招生名额确定录取名单。
② 研究生：学校根据考生的申请材料、语言成绩和所报专业的招生名额确
定录取名单。
③ 汉语进修生：学校根据申请材料和招生名额确定录取名单。
（2）录取时间及通知书发放
① 录取结果公布时间及查询方式：
报考本科和研究生项目的同学请在以下日期后自行登陆中国传媒大学网报
系统查询录取结果及奖学金评审结果。
2021 年 6 月 10 日

第一批（本科普通类）/研究生。

2021 年 7 月 10 日

第二批（本科艺术类和普通类）/ 研究生。

申请汉语学习的同学，申请材料成功提交 1 周后自行登陆中国传媒大学网报
系统查询录取结果。
② 录取通知书发放时间：录取结果公布 2 周后。
③ 录取通知书领取方式：以网报系统填写的领取方式和邮寄地址为准。
七、联系方式
电话：+86-10-6577-9359
传真：+86-10-6578-3578
公共邮箱：lxsh@cuc.edu.cn
项目联系人：
国际本科项目：张老师 邮箱: zhangzhe@cuc.edu.cn
国际研究生项目（包含自费和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李老师

邮箱：

lixuan927@cuc.edu.cn
汉语进修生、短期项目：陈老师，邮箱: chenyuting@cuc.edu.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教育中心 C 区
213 国际学生办公室
邮编：100024
网址：http://www.c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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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费汇款账户：
户 名：中国传媒大学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八里庄支行
账

号：0200003809088005906（请在附言处注明学生姓名，国籍，学费字

样）
银行代码：ICBKCNBJBJM
九、报到须知
1、 入学注册
（1）被我校录取的新生，应持《中国传媒大学入学通知书》及其他所需的
规定材料，在指定的报到日期来校报到，学校不接待提前报到。因故不能按时入
学者，应以书面形式向国际学生办公室请假。假期一般不得超过两周。未请假或
者请假逾期者，按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处理（因不可抗力事由除外）。
（2）自费学历生报到时须交纳一学年学费。
（3）办理报到注册手续须交 6 张两寸白色背景照片。
（4）国际学生在学期间须按规定办理指定医疗保险。
2、签证事务
（1）国际学生须持普通护照办理来华学习（X）签证入境，否则不予办理入
学手续；如果本人已在华并持有"居留许可"，须在入学报到后 10 日内办理居留
许可延期手续。
（2）新生持 X1 签证入境后，应在 7 天内到国际学生办公室办理报到手续，
并在入境后 30 天内到公安局办理"居留许可"手续。逾期将会受到公安局处罚，
情节严重者，学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3）持 X1 签证入境的学生须携带《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原件，艾滋病、
梅毒检查的血液化验报告原件,X 光检查原件。体检结果六个月内有效，超过有
效期的，必须重新体检。
※ 以上信息如有变动，以国际学生办公室公布的最新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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