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华推荐专案◎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SunYat - SenUniversity

中山大学由孙中山先生创办，有着一百多年办学传统，是中国南方科学研究、文化学术与人
才培养的重镇。作为中国教育部直属高校，通过部省共建，中山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国内一流、国
际知名的现代综合性大学。现由广州南校区(主校区)、广州北校区、珠海校区、广州东校区三个校
区、五个校园及八家附属医院组成。
中山大学的学科覆盖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医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
设有 29 个学院,以及研究生院、软件学院、网络教育学院和高等继续教育学院等。全校有 97 个本
科专业;博士学位授权专业 180 个，硕士学位授权专业 251 个，还有 23 个专业学位点和 23 个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经管类 RMB26,000／年;理工科 RMB33,800／年
医科艺术、体育类 RMB48,000／年
住宿：南校区：RMB1,650／月(空调单人间);RMB1,050／月／人(空调双人间)
广州南校区 351 栋宿舍：RMB4,800／年／人(双人间)
广州南校区 103 栋宿舍：RMB9,000／学期／人(空调单人间)
广州南校区 103 栋宿舍：RMB4,500／学期／人(双人间)
北校区：RMB1,500／月／人(空调单人间);RMB950／月／人(空调双人间)
东校区：RMB9,000／年／人(单人间);RMB6,000／年／人(双人间)
珠海校区(与中国学生同住学生公寓)：RMB3,000／年／人(四人间)
报名费：RMB400;RMB600(医)(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历史学系
历史学系(珠海)
哲学系
哲学系(珠海)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外国语学院
国际翻译学院
岭南学院
管理学院
国际金融学院
旅游学院
法学院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
心理学系
传播与设计学院
资讯管理学院
数学学院
数学学院(珠海)
物理学院

专业方向
历史学
历史学
逻辑学、哲学
哲学
人类学(含人类学、考古学专业)、社会学
英语、德语、法语、日语
外国语言文学类(含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朝鲜语、俄语专
业)
经济学类(含金融学、经济学专业)
工商管理、会计学
金融学、工商管理类(含工商管理、会计学专业)
旅游管理类(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
法学
公共管理类(含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国际政治
心理学
新闻传播学类(含新闻学、传播学专业)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含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
数学类(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专业)
数学类(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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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物理与天文学院
工学院
化学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大气科学学院
海洋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智能工程学院
中山医学院
医学院
光华口腔医学院
药学院
药学院(深圳)
公共卫生学院
共卫生学院(深圳)
护理学院

专业方向
物理学
理论与应用力学、交通工程
化学类(含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
材料类(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材料类(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专业)
地理科学类、★城乡规划
地质学类(含地质学、地质工程专业)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专业)
大气科学类(含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专业)
海洋科学
生物科学类(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专业)
生物医学工程
土木工程
电子信息类(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专业)、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工学)、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类(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专业)
计算机类(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
软件工程
自动化、智能科学与技术
★临床医学、★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
药学
药学
★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
护理学

奖学金
1.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中山大学奖学金”，student.dongzong.my。

备注
1.
2.
3.
4.
5.
6.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采取网上报名：https://lxsgl.sysu.edu.cn/zsxt-student/login/index.do;
申请资料(1 式两份)，每位申请者都寄送 2 份资料。
网报时，申请者可直接勾选“校级奖学金”，同时提供一封推荐信;
2018 级自费学生需自行安排住宿。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P.R.China
电话：0086-20-84110819(南校区)
传真：0086-20-84115621(南校区)
0086-20-87331675(北校区－医科)
电邮：admissions@mail.sysu.edu.cn/zsumbbs@mail.sysu.edu.cn(医科专业)
网址：iso.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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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20-87333601(北校区)

留华推荐专案◎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Jinan University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是目前全国境外生最多的大学，也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学校在广州、深圳、珠海三地设有四个校区。
学校设有 28 个学院，62 个系，203 个研究机构和 87 个实验室，89 个本科专业;博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 15 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不含一级学科覆盖点)4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38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不含一级学科覆盖点)5 个;是招收和培养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硕士(EMBA)、工商管理硕士(MBA)、会计学硕士(MPAcc)、法律硕士(JM)、汉语国际教育硕士(MTCSOL)、
临床医学硕士、工程硕士、公共管理硕士(MPA)单位;同时也是全国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学校。

收费标准
学费：艺术类：导演、音乐、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RMB29,000／年
其他专业 RMB24,000／年
国际学院：文经管类 ：RMB28,000／年
理工类
：RMB30,000／年
会计学(CPACANADA)：RMB32,000／年
医学类
：RMB34,000／年
其他学院：文经管类 ：RMB19,000／年
理工外语、体育类：RMB22,000／年
医药学类 ：RMB25,000／年
深圳旅游学院：英语专业 ：RMB22,000／年
其他专业 ：RMB19,000／年
预科 A
：RMB12,800／年;预科 B：RMB14,800／年
住宿：广园东校区：RMB6,000-9,800／年;石牌校区：RMB2,200-4,000／年
南校区：RMB1,800／年
珠海校区：RMB3,500／年
深圳校区：RMB2,600／年
预科学生公寓：RMB6,000／年／人(四人房)
报名费：RMB5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预科班)
专业学院／系
国际学院
(全英文授课)
(番禺校区)
国际学院
(全英文授课)
(石牌校区)
经济学院
(番禺校区)
管理学院
(番禺校区)
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
理学院
(番禺校区)
外国语学院
(番禺校区)
新闻与传播学院
(石牌校区)

本科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CPACanada)、金融学、药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新闻学(国际新闻)、食品质量与安全、临床医学(6 年)
经济学(投资经济)、金融学(含国际学院英文授课)、国际经济与贸易(含
国际学院英文授课)、财政学、税收学、经济统计学、经济统计学(精算
师)
工商管理、物流管理、会计学(含国际学院英文授课ＣＰＡ Ｃａｎａ
ｄａ)、市场营销、旅游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商务
公共事业管理(应急管理)、行政管理
英语(语言文学)、商务英语、日语、法语
新闻学(含国际学院英文授课、国际新闻)、广告学(数字媒体广告创意)、
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体、播音与主持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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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文学院
(石牌校区)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番禺校区)
国际关系学院
(番禺校区)
环境学院
(番禺校区)
理工学院
(石牌校区)
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石牌校区)
化学与材料学院
(番禺校区)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番
禺校区)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石
牌校区)
医学部
(石牌校区)
口腔医学院
(石牌校区)
中医学院
(石牌校区)
护理学院
(石牌校区)
药学院
(番禺校区)
艺术学院
(石牌校区)
体育学院
(石牌校区)
国际商学院
(珠海校区)
人文学院
(珠海校区)
电气信息学院
(珠海校区)
翻译学院
(珠海校区)
深圳旅游学院
(深圳校区)
华文学院
华文学院
(广园东校区)

本科专业
汉语言文学(师范)、历史学、历史学(师范)、戏剧影视文学
法学、知识产权
国际政治、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应用物理学、信息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食品质量
与安全(含国际学院英文授课)、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程力学(钱伟长创新班)、土木工程、建筑学(5 年)
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软件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网
络工程
网络空间安全(2018 年新增专业)
生物医学工程、生态学、生物技术、生物科学
临床医学(含国际学院英文授课)(6 年)
口腔医学(5 年)
中医学(5 年)
护理学
药学、中药学、生物制药
美术学(中国书画鉴赏)、动画、戏剧影视导演(影视编导)、音乐学(音乐
演奏艺术)(本届限招钢琴)、音乐学(电脑音乐制作)
体育教育
工商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金融
学(金融工程)
行政管理(城市管理)、法学(律师)、汉语言文学(编辑与出版)、汉语言
文学(高级文秘)、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文化产业管理
包装工程、软件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自动化、物联网工程、工业工程(2018 年新增专业)
翻译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商务英语
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汉语言(商贸汉语)、汉语言(汉语言文化)、汉
语言(旅游汉语)、华文教育、华文教育(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预科 A、预科 B

奖学金
1. 可申请“暨南大学丝路奖学金”(马来西亚独中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 科相关科目)不超过 20
积点，或者 STPM 成绩中有 1B，CGPA3.00 以上，均可申请) ;
2. 可申请“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

-135-

留华推荐专案◎暨南大学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lxlz.jnu.cn;
3. 申请者先提供纸本申请表予董总，稍后于 4 月初网报(进入免试申请)。(注：务必依据护照英文
名字，以便查询。)
4. 凡申请入读国际学院各专业、英语为非母语的学生，入学英语水平须达到雅思(IELTS)5.5(每部分
均在 5.0 以上)，或新托福(IBT)80 分，或 SAT1400 分以上。
5. 会计学(CPACanada)的学费中已包含与加拿大会计师协会合作办学的教材、考试等费用(6000
元人民币/学年)。
6. 报读艺术学院各专业机体育教育、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者，需经学校专业测试，
并参考其有关作品或相关比赛成绩，择优录取;
7. 凡被录取到建筑学专业的新生，入学后要进行美术复试，复试不合格者，调整到其它专业。
8. 需个人陈述(自我介绍及来华学习计划)及推荐信 2 封(毕业高中学校的校长和一名教师的推荐，
用信封密封)。
9.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601 号
邮编：510632P.R.China
电话：0086-20-85220130
传真：0086-20-85221340
电邮：ozsb@jnu.edu.cn
网址：zsb.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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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华南理工大学是直属教育部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 工程”、
“985 工程”建设高校，坐落在南
方名城广州。校园分为两个校区，北校区位于广州天河区石牌高校区;南校区位于广州市番禹区广
州大学城内。经过 6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华南理工大学成为以工见长，理工结合，管、经、文、
法、医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轻工技术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城乡规划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建筑学、化学工程与技术、风景园林学等学科整体水平进入全国前十位。

收费标准
学费：预科班 RMB18,200／年;文科 RMB18,200／年;经管 RMB20,000／年
理工 RMB23,000／年;艺术 RMB25,000／年
英文授课(双语)RMB26,000／年;汉语国际 RMB18,200／年
住宿：五山校区：RMB15,000／年(空调单人间);RMB9,800／年／人(空调双人间)
RMB8,000／年／人(空调三人间)
大学城校区：RMB8,000／年／人(空调双人间)
RMB3,500／年／人(空调四人间)
报名费：RMB450(报到时缴交)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预科班)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大)

法学、知识产权

艺术学院(大)

音乐表演、舞蹈学、音乐学

数学学院(五)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电力学院(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

建筑学院(五)

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设计学院(大)

工业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服饰与服装设计

软件学院(大)

软件工程

体育学院(五)

运动训练

外国语学院(五)

日语、商务英语

国际教育学院(大)

汉语国际教育

工商管理学院(五)

工商管理类、会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五)

行政管理

物理与光电学院(五)

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电信息)

新闻与传播学院(大)

传播学、广告学、新闻学

电子与信息学院(五)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

化学与化工学院(五)

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能源化学工程、制药工程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电子商务、
物流工程、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土木工程、※土木工程(中英授课)、工程管理、交通工程、交通运输、
船舶与海洋工程、水利水电工程

经济与贸易学院(大)
土木与交通学院(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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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环境与能源学院(大)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给水排水工程、※环境工程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五)

轻化工程、资源环境科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五)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大)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大)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生物制药
※材料类全英创新班、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程(光电器件)、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电子科学与技
术(电子材料与元器件)
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
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信息安全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五)

自动化、智能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五)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五)

注：大-大学城校区;五-五山校区

奖学金
1. 可申请“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
“华南理工大学马来西亚优秀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申请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需要提交现场演奏作品的 CD 或 DVD。申请建筑学类专业的学生，需
要提交两幅素描作品，主题分别为人物和静物。申请设计类专业的学生，需提交两幅设计作品;
3. 学生报到注册一个月内，学校可接受转专业申请;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
邮编：510006P.R.China
电话：0086-20-39381029／1048
传真：0086-20-39381058
电邮：sieinfo@scut.edu.cn
网址：www.sc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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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海洋大学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广东海洋大学是广东省重点建设大学，是一所以海洋和水产学科为特色，理、工、农、文、
经、管、法、教等学科协调发展，以应用学科见长的多科性海洋大学。学校分三个校区：主校区、
霞山校区、海滨校区。主校区位于湛江市西郊世界地质公园——湖光岩风景区旁，依山面海，环
境优美。
学校学科专业设置齐全。学校现有“水产”、“食品科学与工程”和“海洋科学”等 3 个博士学位授
予权一级学科;5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1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共 11 个领域);68
个本科专业(其中“一本”专业 10 个)。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8,000／年;自然学科 RMB20,000／年
住宿：RMB3,000／年／人
报名费：RMB5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体育系
文学院
理学院
农学院
法学院
艺术学院
软件学院
信息学院
工程学院
水产学院
航海学院
外国语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食品科技学院
政治与行政学院

专业方向
社会体育
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制药工程
园艺、园林、生物技术、农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动
物科学、★动物医学
法学、法学(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音乐学、美术学、舞蹈编导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
程、船舶与海洋工程、工程管理、工业设计
海洋科学、生物工程、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水产养殖学、大气科学
轮机工程、航海技术、交通运输
英语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会计学、公共事业管理、工商管理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政治学与行政学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解放东路 40 号
邮编：520425P.R.China
电话：0086-759-2382247
传真：0086-759-2284448
电邮：fao@gdou.edu.cn
网址：www.gdo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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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广州中医药大学创办于 1956 年，是全国首批 4 所中医药高等学府之一，原属卫生部、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领导，2000 年转为中央和地方共建、以广东省管理为主。广东省人民政府把学校列为
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学校现有 2 万多名学生，其中港澳台学生及外国留学生 2351 人，分别来自马来西亚、泰国、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 38 个国家和地区。在过去 50 多年间，学校接收了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学生来校学习，培养了 6 万余名海外中医高级人才。与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政
府机构、中医药行业协会建立了合作关系。

收费标准
学费：RMB20,000／年
住宿：大学城校区：RMB16,000／年(单人间);RMB9,600／年／间(双人间)
报名费：RMB8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
中药

护理学

学康复治疗学

中医学(5 年)

针灸推拿学(5 年)

奖学金
1. 可申请“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学校对外招生的各项专业：文、理兼招;
3. 个人陈述(中文或英文，不少于 800 字)，内容应包括个人学习或工作经历，兴趣爱好，学习计
划以及毕业后的个人发展目标等;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广州市番禹区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 232 号
邮编：510006P.R.China
电话：0086-20-36585503(三元里校区)
传真：0086-20-36586715(三元里校区)
0086-20-39358354(大学城校区)
0086-20-39358478(大学城校区)
电邮：wszsb@gzhtcm.edu.cn/xiwei@gzucm.edu.com
网址：studyoverseas.gzuc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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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广州美术学院

广州美术学院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广州美术学院是广东省所属的一所美术与设计系科设置比较齐全的高等美术学府，始建于
1953 年，学校以培养有较高思想和文化修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美术、设计、教育、
史论等复合型高级专业人才为办学宗旨。
本科教育设有美术学、绘画、雕塑、摄影、艺术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
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
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播音与主持艺术、动画、影视摄影与制作、艺术教育、文物
与博物馆学、工业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建筑学、风景园林、公共艺术等 29 个专业，55 个专业
方向。

收费标准
学费：RMB38,000／年
住宿：RMB15,000／年(单人间);RMB9,000／年(双人间)
报名费：RMB5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艺术与人文学院

油画系

美术学
绘画(水彩、漆艺)、摄影、艺术与科技、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美术学、艺术
教育
绘画(油画、材料与油画修复)

版画系

绘画(版面、插画)

实验艺术系

绘画(实验艺术)

雕塑系

雕塑(公共雕塑)

中国画学院

中国画(壁画)、书法学

视觉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动画
环境设计(环境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产品设计(陶瓷艺术设计)、工艺
美术、建筑学(建筑艺术设计)、风景园林(景观艺术设计)
产品设计(交互设计、染织艺术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工业设计

美术教育学院

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学院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申请者需提交 6-10 件美术作品(包括色彩、素描、速写等，每类至少 2 张);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番禺区大学城外环西路 168 号
邮编：510006P.R.China
电话：0086-20-39362069
传真：0086-20-39362009
电邮：wsc@gzarts.edu.cn
网址：www.gzart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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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岭南师范学院

岭南师范学院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岭南师范学院(原湛江师范学院)是一所具有百年师范教育历史的广东省属普通本科院校，坐落
在中国大陆最南端的美丽港城湛江市。学校前身可追溯到创办于 1636 年的雷阳书院，1904 年开始
设立师范科教育，1978 年更名为雷州师范专科学校，1991 年升格更名为湛江师范学院，2014 年更
名为岭南师范学院。2000 年成为全国第一所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师范院校，2007
年以优秀等级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设有 16 个二级学院(部)，建有省特色重点学科 3
个(课程与教学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汉语言文字学)，校级攀峰学科 3 个(教育学、化学和中国
语言文学)、优势学科 6 个(物理学、生物学、数学、中国史、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色学
科 3 个(社会工作、传播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以及校院共建学科 8 个。现有本科专业 59 个(其中师
范类专业 30 个)，涵盖教、文、法、经、史、理、工、农、管、艺等 10 大学科门类;国家级特色专
业 2 个(汉语言文学和化学)、省级特色专业 6 个。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RMB13,600／年;理科：RMB14,600／年;体育／艺术：RMB18,600／年
住宿：RMB1000／月(二人间);RMB700／月(三人间);RMB500／月(四人间)
报名费：USD4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商学院
音乐学院
人文学院
美术学院
法政学院
外国语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体育科学学院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化学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

专业方向
财务会计教育(师范)、财务会计教育(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工商管理、工商管理(酒店管理)、工商管
理(物流管理)、市场营销
音乐学、舞蹈学、音乐表演
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广播电视新闻学
美术学、艺术设计、中国书法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事业管理、法学、人力资源管理、历史学、公共
事业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经济中介服务与管理)、社会工作
英语(师范)、英语(商务英语)、英语(涉外翻译)、日语
心理学、小学教育(数学教育与研究)、小学教育(英语教育与研究)、小
学教育(语文教育与研究)
体育教育、运动人体科学、社会体育
物理学、科学教育(地理科学、应用科学与技术)、机电技术教育(师范)、
机电技术教育(汽车技术)、机电技术教育(数控技术)、工业设计
化学、科学教育(自然科学)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园林、烹饪与营养教育、制药工程、食品科学
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软件工程)、应用电子技术教育(师范)、应用电子技术教育(电子
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教育技术学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寸金路 29 号
邮编：524048P.R.China
电话：0086-759-3182393
传真：0086-759-3341440
电邮：zhjnuwsb@126.com
网址：www.lingn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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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东莞理工学院

东莞理工学院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东莞理工学院是广东东莞的第一所公立普通本科院校，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任
名誉校长。学校所在地东莞市，拥有“全国文明城市”“国际花园城市”“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全
国篮球城市”等多个称号。学校于 1990 年筹办，2002 年批准变更为本科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2006
年获批成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2008 年提前参加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并以良好成绩通过，
2010 年 6 月与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等 61 所高校一起被批准为教育部第一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实施高校，2010 年 8 月获批成为广东省立项建设的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12 年获批为“广
东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2015 年 9 月被正式纳入省市共建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行列，未来五年
将获得省市 20 亿元专项经费支持。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RMB16,000／年;理科：RMB18,000／年;英文授课文科：RMB21,000／年;理科：RMB24,000／年
住宿：RMB5000／年／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45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机械工程学院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学院
电子工程与智能化学院
生态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能源技术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法律与社会工作学院
(知识产权学院)
教育学院(师范学院)
东莞理工学院、法国国立
工艺学院、联合学院
国际学院

专业方向
工业设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金属材料工程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网
络工程
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环境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学、工程管理
应用化学、食品质量与安全、能源与动力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与金融、
投资学、金融管理(英文授课)、国际商务(英文授课)
汉语言文学、文化产业管理、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编导、英语、
日语
法学、行政管理、社会工作
小学教育、汉语言文学(师范)、音乐学、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软件工程(英文授课)、通信工程(英文授课)、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英文授课)
对外汉语、国际名校预科

奖学金
1. 可申请“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在线报名 http://219.222.189.117:8282/inter/f/login;
需附上两封推荐信、《在华事务担保人》和《经费担保证明书》;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大学 1 号东莞理工学院
邮编：523808P.R.China
电话：0086-769-22861343
传真：0086-769-22861828
电邮：gjc@dgut.edu.cn/katherine@dg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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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gjxy.dgut.edu.cn

留华推荐专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Shenzhen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以下简称“港中大(深圳)”]坐落于风景如画的深圳市大运公园南部，为学子
们提供了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港中大”)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
西方”为使命，在 2015 年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位居第 51，是一所优秀的国际化综合大学。位于深
圳的“港中大(深圳)”在秉承着香港中文大学优良传统的同时，也是一所面向世界、全面发展的一流
研究型综合大学。

收费标准
学费：RMB95,000／年
住宿：RMB1,200／年
报名费：向大学确认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管理学院

国际商务、经济学、市场营销、金融学、会计学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数学
与应用数学
翻译

理工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奖学金
1. 可申请“全额、半额等入学奖学金”(新生)、
“学业奖学金”(在籍优秀生)。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管理学院(文理兼收)、理工学院(只招理科);英语可接受的水平如：雅思 6.0、IB4、SAT8;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 2001 号
邮编：518172P.R.China
电话：0086-755-84273500
传真：0086-755-84273690
电邮：intladmissions@cuhk.edu.cn
网址：www.cuhk.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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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是首所进驻深圳招收本科生的中国九校联盟(C9)成员、国家“985 工程”、
“211 工程”高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创立于 1920 年，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是一所以理工为主，
理、工、管、文、经、法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国家重点大学。目前,哈工大在工程科学、材料科学、
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已经进入世界百强，在美国 USNews2015 年至 2017 年连续 3 年发布的世界
大学排名工程类专业排名中，学校均位列前 10 名。多年来，哈工大始终保持航天特色，科研实力
始终位居全国高校前列。

收费标准
学费：RMB30,000／年
住宿：RMB500／月(双人间)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土木环境与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环境工程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奖学金
1. 可申请哈工大(深圳)新生奖励金、深圳大运留学基金委奖学金、哈工大(深圳)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深圳大学城
邮编：518055P.R.China
电话：0086-755-26033266
传真：0086-755-86233580
电邮：linda@hit.edu.cn
网址：www.hitsz.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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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华南师范大学始建于 1933 年，前身是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师范学院。1996 年进入国家“211 工
程”重点建设大学行列，2015 年成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高校，同年进入广东省高水平大
学整体建设高校行列。学科布局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
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 12 个门类。

收费标准
学费：预科班 RMB16,000／学期;文科 RMB17,000／年;理工科 RMB18,000／年
汉语言 RMB16,600／年;艺术类专业(美术和音乐)RMB22,000／年
英文授课 RMB26,000／年
住宿：RMB2,000／月／人(单人间);RMB1,050／年(双人间)
报名费：RMB420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预科班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政治与行政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工作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管理科学、公共事业管理)
经济学类(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管理学类(人
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会计学)
法学、法学(国际经济法)

经济与管理学院
法学院
文学院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汉语言、汉语言文学
英语(翻译方向)、英语(国际商务方向)、俄语(翻译方向)、日语(翻译方
向)
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传播学、教育技术学、摄影)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类

旅游管理系

会展经济与旅游管理类(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国际文化学院

汉语言

南海学院

法语、财务管理(双语涉外特色班)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教育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与人才测评方向)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类(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通信与电子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化学与环境学院

环境与材料类(环境科学、环境工程、材料化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计算机类(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与工程类(生物工程、生物技术)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光电信息类(信息工程、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体育科学学院

社会体育、运动训练

外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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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华南师范大学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英文授课

国际经济与贸易、网络工程、软件工程、英语教育、英语翻译、金融学

预科班

预科(文)、预科(理)

奖学金
1. 可申请“广东省政府奖学金、华南师范大学奖学金(英文本科专业)、孔子学院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网上报名：http://istudy.scnu.edu.cn;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广州市中山大道西 55 号华南师范大学留学生公寓㇐楼留学生办公室
邮编：510631P.R.China
电话：0086-20-85210012/85215350
传真：0086-20-85215360
电邮：hscic7@scnu.edu.cn/cic5@scnu.edu.cn
网址：cicgz.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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