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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简章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自 2003 年便作为中国各大
学在马来西亚的推荐单位。迄今已推荐逾 1700 名大马学子被中国
大学录取，升学管道越显通畅。本会将继续推展留学中国推荐专案，
以协助更多大马学子成就他们留学中国的理想。
一、留学资讯网
目前中国已有超过 500 所大学受中国教育部认可向海外招生，供学子申请的专
业涵盖文、史、哲、医、法、理、工、商、社会、艺术、教育等。申请者可透
过以下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中国留学网

 http://www.cscse.edu.cn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http://www.csc.edu.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http://www.moe.edu.cn



中国教育部 211 工程高校名单  http://www.eol.cn/html/g/gxmd/211.shtml



中国教育部 985 工程高校名单  http://www.eol.cn/html/g/gxmd/985.shtml



全国高校信息综合查询系统

 http://gkcx.eol.cn/soudaxue/queryschool.html



董总学生事务局网站

 http://student.dongzong.my

二、申请资格
(1) 凡持有高中毕业证书或离校证书，并考获下列文凭之一者：
I．
II．
III．
IV.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证书（UEC）；
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
A-Level 文凭或同等资格；
大马教育文凭（SPM）——仅限申请大学预科班（一年制）。

(2) 汉语水平考试（HSK）4 至 6 级
 凡中、小学接受 12 年华文教育，并考获“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证
书”（UEC）者，可免考（HSK）
。
 非独中生需报考“汉语水平考试”（HSK），联系方式：
1. 董教总教育中心 603-87392770 分线 414 / 116 ；
2. 汉语考试服务网 http://www.chinesetest.cn/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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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留学中国费用（仅供参考）
(1) 中国各大学本科生的学费标准：
科系

学费标准（每学年）

文科

约 RMB 14000 - 26000

理、工、农科

约 RMB 15400 - 33800

医科、体育、艺术

约 RMB 21000 - 52000

(2) 膳食费：留学生餐厅每人每月约 RMB 350-500；中国学生食堂每人每月约 RMB
300

教材费：文科院校 RMB 240-400，理工农医体育和艺术学校略高
住宿费：每天每床位 RMB 12-32 （2 人住一室，公用卫生间、浴室）
其它标准双人间每天每床位房价最高不超过 RMB 80
留学中国费用资料来源：http://studyinchina.cscse.edu.cn/

四、申请日期
除特殊大学申请日期依据下表外，其他大学申请日期为每年 2 月 15 日至 5 月
特殊情况
依据 2018 年申请日期
备注
1. 北京大学
12 月中旬至 1 月上旬
面试入学-依据免试标准
2. 复旦大学
12 月中旬至 1 月上旬
面试入学-依据免试标准
3. 上海交通大学
12 月中旬至 1 月上旬
面试入学-依据免试标准
4. 清华大学
12 月中旬至 1 月上旬
5. 上海音乐学院
2 月赴上海考试
12 月中旬至 1 月下旬
6. 中央戏剧学院
2 月赴北京考试
12 月中旬至 1 月上旬
15 日截止
备注：
(1) 以上编号 1-3 大学免试标准将另行发布，有任何疑问请洽询本局。
(2) 各大学入学时间为每年 9 月；
(3) 以上申请截止日期，请以当年公布的消息为准。

五、申请手续费
(1) 手续费：RM 80 恕不退回 。（有关费用为本会替申请者处理报名材料、
联系大学等行政费用。）
(2) 报名费：各大学的报名费用不一，缴费方式如下：
I． 进行网报时缴付；
II． 到校报到/注册时连同学费、住宿等费用于现场缴付。
ii

备注：部分大学由本会推荐可免缴报名费。
(3) 缴费方式：
I． 银行支票或邮政汇票支付予：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II． 银行转账予：

UOB Bank
银行帐号：223 301 2000

六、申请办法
(1) 申 请 者 必 须 填 写 本 会 的 《 留 华 推 荐 专 案 申 请 表 》， 同 时 登 入 ：
http://student.dongzong.my
下载欲申请大学之《入学申请表》，填妥后连同《留华推荐专案申请表》
一并寄至本会。
(2) 申请者必须准备 1 份经过验证的申请资料（详见第 3 页第七项之申请资料），
并且另行影印 1 份，再将此 2 套申请资料，连同手续费寄至本会。
(3) 申请资料不完整，恕不处理。
注：本会将依申请者的第一专业推荐至有关大学，倘若申请者资格经本会审
核后未能符合申请大学与专业之资格，本会将建议转至第二专业或推荐
至其他大学。

七、申请资料
以下编号 3-10 证件影本，须经验证方属有效。
申请者必须附上 2 套资料，若证件全文皆为国语，请另附中文／英文翻译。
序

申请材料

正本

影本

1

留华推荐专案申请表（须贴上照片）

1份

1份

2

拟申请大学之《入学申请表》

1份

1份

3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证书

-

2份

4

STPM／A-Level 文凭（若有）

-

2份

5

SPM 文凭（若有）

-

2份

6

高中毕业证书

-

2份

7

高中最后三年成绩报告表

-

2份

iii

8
9
10
11
12

汉语水平证明 HSK（若有）
护照
（个人资料和照片页,有效期至少 3 年）

高中校内外比赛奖状／课程证书

-

2份

-

2份

-

2份

美术作品 （务必以 A4size／光碟）
注：申请美术科者

手续费 RM 80

备注：
(1) 填写申请表时请依据以上列表详细检查资料是否完整。
(2) 资料先不要装订，用回形针即可。

八、注意事项
(1) 中国大学的学习年限：一般为四年，中医、牙医、建筑学则为五年，临床
医学至少五年。
(2) 留华推荐专案申请简章及表格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各独中辅导处索取或
从董总升学资讯网站下载。一所大学可填写 2 个专业，本会仅能推荐 1 所
大学。
若申请者被大学录取，不得随意放弃学额。若选择放弃者，务必以书信向
有关大学作出说明。
(3) 2013 年 3 月，卫生部长宣布卫生部在 1971 年医药法令下承认两所中国大
学医学院，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及复旦大学。
备注：其他大学的医科毕业生须参加我国国立大学医学系最后一年的考试，
考试合格者即可在政府医院实习。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医药理事会网站：
mmc.gov.my。
(4) 马来西亚政府承认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中文学士学位，以及北京外国语
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的对外汉语教学学士学位。
(5) 马来西亚政府承认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士学位。
(6) 建议申请口腔医学（牙医）、建筑学、会计、法律、工程、动物医学（兽
医）专业的学生，需留意本国政府对资格承认问题。目前这几项专业尚未
通过相关单位承认专业资格，毕业返国后需依照相关单位规定办理。
(7) 若欲申请之大学未列在董总推荐专案名单内，董总可尝试做个案推荐工作。
受推荐者若被大学录取后必须确实到大学报到注册，不能随意放弃录取学
额。
(8) 不论是否被录取或放弃申请，所有的申请资料恕不退回。
(9) 请将留华推荐专案申请表连同相关资料及手续费，寄至以下地址：
iv

董总学生事务局 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
Block A,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10) 本简章若有未尽善处，本会可随时增删之。
升学与奖贷学金咨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班时间 0830-1730（面谈者请先电话
预约）
Tel: 603-8736 2337 分机 209 / 293 / 229
Fax: 603-87362779
Email: 升学咨询 study@dongzong.my
奖贷学金咨询 scholarship@dongzong.my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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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创办于 1898 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
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 1912 年改为现名。
在“211 工程”和“985 工程”的支持下，北京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科研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将北大建设成为世
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北京大学已经成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
篮、科学研究的前沿和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和国际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窗口。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26,000／年；理科 RMB30,000／年；医学 RMB45,000／年
住宿：中关新园 RMB75／天／人（双人间：四人共用客厅，二人一间卧室）
；
中关新园 RMB110／天／人（双人间：二人共用客厅，每人独立卧室）
；
中关新园 RMB140／天／人（单人间）；医学部：RMB70／天／人（单人间）
（*元培学生可选与中国学生合住）
报名费：RMB8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哲学系

哲学、宗教学、哲学（科技哲学与逻辑学方向）

法学院

法学

工学院

理论与应用力学、工程结构分析、能源与资源工程、航空航天工程、生
物医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医学部（6 年制）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

历史学系

历史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

社会学系

社会学、社会工作

心理学系

基础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文化产业管理

经济学院

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风险管理与保险学、发展经济学、
财政学

物理学院

物理学、大气与海洋科学、天体物理

元培学院（自由选择专
理科实验班类、文科实验班类
业）
信息管理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

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建筑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会计学、市场营销

1

◎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公共政策学、城市管理、行政管理学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国际政治经济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概率统计、科学与工程计算、信息与计算科学、金融
数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传播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文学、汉语言学、古典文献、应用语言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城市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和城乡规划、生态学、环
境科学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学、智能科学与技术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材料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科学与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管理

奖学金
大学直接从面试中挑选最优秀生给奖学金，无需额外填奖学金表格。

备注
1.
2.
3.
4.
5.

参加面试者务必提供两封推荐信；
请务必依据当年公布的入学面试标准专业申请，详情请进入student.dongzong.my查看；
未达标者，请自行向北京大学报考，请游览国际合作部www.isd.pku.edu.cn；
本科生按院系志愿招生，入学时不分专业，一般在三年级开始选择专业，分流培养；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邮编：100871P.R.China
电话：0086-10-62751230
传真：0086-10-62751233
电邮：study@pku.edu.cn
网址：www.isd.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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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
Ts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是中国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
“211 工程”、“985 工程”重点院校。学科涵盖理学、工
学、文学（含艺术）
、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和医学等。清华大学在
工科方面专业优势位列中国高校之首，在理科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也形成了一批优势学科和
特色专业。

收费标准
学费：理工 RMB30,000／年；艺术类 RMB40,000／年；
经济、金融与管理类、法学类、人文与社会类、文理通识类 RMB26,000／年；
住宿：RMB80／间／天（单人间）；RMB80／间／天（AB 间）
；
RMB40／床位／天（双人间）
；
（*由于校内留学生公寓房间数量有限，应在规定时间内预订留学生公寓，未预订成
功 的学生，须自行联系校外住宿。
）
报名费：RMB600（网上报名时缴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建筑学院

★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土木工程系

土木工程、交通工程

建设管理系

工程管理

水利水电工程系

水利科学与工程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环境工程（全球环境国际班）

化学工程系

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精密仪器系

测控技术与仪器

能源与动力工程系

能源与动力工程

汽车工程系

车辆工程、车辆工程（车身方向）

航天航空学院

航空航天类（含工程力学、航空航天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工
程力学（钱学森力学班）

电子工程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互联网国际班）

微电子与纳电子学系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系

生物医学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交叉信息研究院

计算机科学实验班

自动化系

自动化

工业工程系

工业工程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经济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

数学科学系

数学与应用数学

物理系

物理学

化学系

化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药学院

药学

化学工程系

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系

生物医学工程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

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
心理学

外国语言文学系

英语、日语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国际新闻传播、融媒体传播）

法学院

法学

美术学院

美术学类、设计学类、艺术史论

文理通识类

新雅书院

奖学金
1.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清华大学国际学生（本科）奖学金，student.dongzong.my；
2.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5.

自2001年起提供独中优秀生50个免试名额，有意申请者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询问；
2017年开始采“审核制”，网上申请详如“申请指南”；
非独中生HSK无法过后补交，请学校提供汉语教学或母语是汉语证明就可申请免考；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清华大学国际学生本科项目按照专业类进行招生。大部分专业类在第一学年按大类的培养
方案进行学习；大一结束前，按照自身意愿、双向选择进行专业确认；大二开始，进入相
关院系进行专业学习。
6. 各专业类介绍、专业确认方式和时间详见：
7. http://join-tsinghua.edu.cn/publish/bzw/7551/index.html
8. 专业类目录以入学后实际专业类、院系及专业为准；大类所包括的专业或方向有可能微调，
以入学时实际情况为准。
4

◎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1 号
邮编：100084P.R.China
电话：0086-10-62783100
传真：0086-10-62770837
电邮：admissions@tsinghua.edu.cn
网址：www.tsinghua.edu.cn

5

◎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ofChina
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家“985 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是我国最为重要的人文社会
科学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学术重镇。在教育部学位评估中心 2013 年初公布的新一轮全国一级学
科评估结果中，中国人民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
播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 9 个学科排名第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位居全国高校
首位，排名第一的学科总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三位。

收费标准
学费：法学院、新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商学院、经济学院、财政金融学院 26,000／年；
艺术学院 RMB30,000/年；其他学院 RMB24,000／年
住宿：留学生 1 号楼：RMB31-36／天（双人间）
；
留学生 2 号楼：RMB35-40／天（双人间）
；
留学生 3 号楼：RMB80-100／天／人（单人间）
；
G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RMB80-100／天（单人间）
报名费：RMB6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哲学院

哲学、宗教学、伦理学

商学院

工商管理（工商管理英文教学实验班）、财务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
贸易经济

法学院

法学

新闻学院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告学

历史学院

历史学、考古学

艺术学院

绘画（中国画方向）、绘画（油画方向）、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景
观建筑方向）、动画（新媒体方向）

经济学院

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能源经济

统计学院

统计学、应用统计学、经济统计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外交学、政治学与行政学

财政金融学院

金融学、财政学、保险学、税收学、信用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城市管理

劳动人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社会与人口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公共政策与人口管理方向）、社会学、社会工作

理学院

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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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政务信息管理方向）、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

外国语学院

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

奖学金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5.
6.
7.
8.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5积点；
采取网上报名：http://app.ruc.edu.cn/idcwb;
在留学生办公室网站上下载《担保书》，由担保人（父母或监护人）填写并签字;
两封推荐信，推荐信为我校要求的固定格式，请考生自行在留学生办公室网站下载；
个人陈述（含过往经历、对报考专业的理解以及未来规划等）;
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无需另填表格及推荐信；
STPM至少3个A、A-Level至少2个A；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务必填写房间预订单；将填写完的《房间预订单》扫描后，用电子邮
件附件的形式发送至LGIA@ruc.edu.cn；
9.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
邮编：100872 P.R.China
电话：0086-10-62512359
传真：0086-10-62515343
电邮：iso@ruc.edu.cn
网址：iso.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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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大学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中国农业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历经百年的世
纪风雨，中国农业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农学、生命科学和农业工程和食品科学为特色和
优势的研究型大学，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农业与生命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信息
与计算机科学、农业工程与自动化科学、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等学科群。学校共设有 14 个学
院，涉及农学、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医学、哲学等 9 大学科门类；
设有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和体育与艺术教学部。
在第四轮一级学科水平评估中，6 个一级学科获评 A+，获评 A+的学科数量在全国高校中
排名第六位；拥有 3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5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中心、基地）
；1 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6 个部级野外科学观
测实验站。

收费标准
学费：RMB20,000／年
住宿：RMB1,000／床／月（10 个月（含）以上者）或 RMB1,150／床／月（10 个月以下者）；
RMB2,000／间／月（10 个月（含）以上者）或 RMB2,300／间／月（10 个月以下者）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农学院

农学、种子科学与工程

工学院

工业设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农
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业工程

理学院

工程力学、化学、应用化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生物学院

生物科学

园艺学院

园艺、园林

动物医学院

★动物医学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草业科学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金融学、电子
商务

植物保护学院

植物保护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环境工程、环境科学、资源环境科学、应用气象学、
生态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农村区域发展、社会学、传播学、法学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农业水利工程、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农业建
筑环境与能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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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通信工程、地理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
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于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大二/三分流，学生先选食品科学与工程）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奖学金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5.
6.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5积点；
采取网上报名：http://apply.cau.edu.cn;
书面资料于4月30日截止申请；
按学科大类招生：1至2学年，再分流选专业；
所在高中任课老师的推荐信；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17 号
邮编：100083P.R.China
电话：0086-10-62736704
传真：0086-10-62737704
电邮：cauie@cau.edu.cn
网址：admissions.c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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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媒大学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of China
中国传媒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已正式进入国家 985“优势学
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行列，学校位于中国北京城东古运河畔，校园占地面积 46.37
万平方米。
建校 60 余年来，培养了大批信息传播领域高层次人才，被誉为“中国广播电视及传媒人
才摇篮”。教育部 2012 年的学科评估结果显示，我校新闻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学科排名全国
第一，艺术学理论、设计学位列学科十强。
目前，学校设有 6 个学部、1 个协同创新中心，5 个直属学院.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近
15,000 人，其中普通全日制本专科生 9,000 余人，博士、硕士研究生 4,000 余人；有继续教育
在读生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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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
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余名国际学生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

收费标准
学费：普通类、艺术类专业 RMB24,000／年；汉语言文学专业 RMB21,200／年
住宿：RMB45-50／天／人（双人间）
；RMB80-100／天／人（单人间）
报名费：艺术类 RMB800；其它 RMB6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文法学部

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汉语言文学、社会学

经管学部

艺术学部

广告学院

理工学部

工商管理类、经济学类、文化产业管理（影视制片管理、文化经纪方向）、
行政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广播电视编导（文艺编导方向）、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导演、表演、
影视摄影与制作、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动画、动画（三维动画与特效方向）、
动画（游戏设计艺术方向）、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娱乐方
向）、音乐学、音乐学（电子音乐制作方向）、音乐表演（声乐表演方向）、
录音艺术（音响导演方向）、录音艺术（录音工程方向）、(普)数字媒体技
术（游戏设计技术方向）
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新媒体网络经营方向）、公共关系学、*视觉传达
艺术（广告设计方向）
通信工程、通信工程（无线多媒体广播技术方向）、广播电视工程、电子
信息工程、自动化（演艺工程与舞台技术方向）、数字媒体技术、网络工
程、应用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方向）、信息安
全、软件工程（移动互联网方向）

外国语学院

英语、翻译

新闻传播学部

新闻学、传播学、传播学（媒体市场调查与分析方向）、网络与新媒体（媒
体创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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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奖学金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新生)、中国传媒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5.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采取网上报名：cuc.17gz.org（由本会推荐的学生无需在线支付报名费，仅处理报名手续）
；
2016起开放申请日期为2月15日至5月5日截止；
申请者同时需提供1封推荐信（必须经所在学校确认签字盖章）及担保书；
除了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外，其他艺术类专业者无需到大学参加面试，需提供视频资料
（视频资料链接提供予老师）
；视频要求內容请参考大学网站。
6. 建议申请“*艺术类”学生到北京（中传）面试，录取率较高；
7. 普通类：根据学生申请资料和所招生专业名额确定录取名单；
8. 艺术类：根据学生申请资料、成绩、视频资料和名额确定录取名单；
9. 大学不建议STPM文科生申请理工类专业；
10.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P.R.China
电话：0086-10-65779359
传真：0086-10-65783578
电邮：lxsh@cuc.edu.cn
网址：http://sie.c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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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是一所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
主要特色的著名学府。"七五"、"八五"期间，北京师范大学被确定为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十所
大学之一。"九五"期间，又被首批列入"211 工程"建设计划。"十五"期间，学校进入国家"985
工程"建设计划。
北京师范大学学科综合实力位居全国高校前列。2017 年，学校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 A 类名单，11 个学科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也曾入围美国 USNEWS 世界大
学排行榜 300 强和英国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 300 强。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24,000／年；理科、工科、艺术 RMB27,700／年
住宿：励耘学苑留学生第一公寓：双人间 RMB40、单人间 55-65／天／床；
留学生第二公寓：双人间 RMB120／天／床；
励耘学苑留学生第三公寓：单人间 RMB95、套间 85-95／天／床；
留学生新松公寓：双人间 RMB60、65、75／天／床；
留学生兰蕙公寓：双人间 RMB60／天／床
报名费：RMB500（网上报名时缴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汉语文化学院

汉语言（汉语教育、经贸汉语、汉语与中国文化）

法学院

法学（卓越实验班）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天文系

天文学

物理学系

物理学（基地班）

化学学院

化学

哲学学院

哲学

历史学院

历史学

教育学部

教育学

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心理学院

心理学

统计学院

统计学

社会学院

社会学

新闻传播学院

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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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地理科学学部
政府管理学院

地理科学类（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
科学）、资源环境科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含管理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人力资源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类（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体育与运动学院

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艺术与传媒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数字媒体艺术、书法学、美术学（含美术学、艺术设
计）、音乐学、舞蹈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英语、日语、俄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

奖学金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各科目B4以上且至少一个科目达到A1/A2；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apply.bnu.edu.cn；开放申请日期为2月15日至3月31日（含奖学金）
截止；
3. 若学生有意当老师，可申请该大学师培专案计划奖学金；
4. 申请者务必附上2封北京师范大学外国留学生本科申请推荐信；
5. 本科生个人自述表（请下载后手写，不接受打印版）
；
6. 2012年起本科留学生必须参加综合能力测试，若成绩优秀可申请免试（需由推荐单位说明）
。
7. 申请者资料简表务必注明由董总推荐免试入学，仅需进行视频面试；
8. 申请体育与运动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者需飞往北京面试；
9.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编：100875P.R.China
电话：0086-10-58807986
传真：0086-10-58800823
电邮：bk@bnu.edu.cn
网址：http://iso.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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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体育大学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北京体育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院校，中外著名高等学府。
学校设有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运动人体科学、武术与民族传统
体育、公共事业管理、体育经济与管理、新闻学、广告学、应用心理学、英语、表演、舞蹈
表演、运动康复、休闲体育、汉语国际教育等 16 个本科专业，其中，有 3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建设点，4 个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

收费标准
学费：RMB25,000-28,000／年
住宿：RMB60-75／天（单人间）；RMB40／天／人（双人标准间）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
英语
体育教育
运动心理学

运动训练
体育传媒
运动人体科学

社会体育
体育艺术
民族传统体育

休闲体育
体育管理
运动康复与健康

奖学金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5.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学术成绩不理想但在课外活动表现优异者，也可呈交相关证书提出申请；
2018年起于报到前务必提交体检报告；
采取网上报名：http://admission.bsu.edu.cn；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 48 号
邮编：100084P.R.China
电话：0086-10-62989341
传真：0086-10-62989472
电邮：bsuiec@hotmail.com
网址：iec.b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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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
Beijing Languageand Culture University
北京语言大学创办于 1962 年。她是五洲学子同堂砥砺、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型大学。
每年都有一万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来校学习，学生来自 180 多个国家，素有“小联合国”
之称。同时也成为中国中外语言、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和培养涉外高级人才的摇篮。
学校人才培养的领域不断拓宽，学科涵盖文学、经济学、法学、工学、历史学、教育学
和管理学七个门类，现有本科专业 26 个。

收费标准
学费：汉英双语、汉英/英西等双语、音乐绘画等艺术类 RMB24,900／年；
汉语言等专业 RMB23,200／年；
住宿：RMB145-150／天（单人间）;
RMB75-80／天／床（双人间）或 RMB55-60／天／床（双人间）
报名费：RMB8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人文类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学、国际政治、新闻学、绘画

商学类

金融学、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人力资源管理

汉语学院

汉语言（汉语言、汉英双语、汉日双语、经贸汉语、日汉翻译、韩汉翻译）、汉语国
际教育

信息科学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字媒体技术

外语／翻译类

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朝鲜
语（韩国语方向）、翻译（英语方向、法语方向）

奖学金
可申请“北京语言大学奖学金”（此项奖学金只包括第一年的学费，其他费用一律自理）
。

备注
1.
2.
3.
4.
5.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网上报名http://lxs.blcu.edu.cn/StusSystem；
提供两封推荐信；
本科学位（与中国学生同堂上课，学制4年）
；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编：100083P.R.China
电话：0086-10-82303086
传真：0086-10-82303087
电邮：zhaosh2@blcu.edu.cn 网址：admission.bl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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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北京外国语大学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在三环路两侧分设东、西两个校区，
是教育部直属、“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首批国家“211 工程”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是目前
我国高等院校中历史悠久、教授语种最多、办学层次齐全的外国语大学。
学校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主体，文、法、经、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专业格局，其中外国语言文学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具有传统优势的特色学科。

收费标准
学费：中文学院 RMB26,000／年；中文学院汉外翻译专业 RMB28,000／年；
国际商学院英文授课 RMB39,900／年；国际商学院中文授课 RMB34,900／年；
其他院系专业 RMB26,000／年；
住宿：西院白楼：RM80-90／天／人（单人间）
；RM50 天／人（双人间）
；
东院留学生公寓楼：RM90-110／天／人（单人间）
；
东院 1 号楼 RM35／天／人（单人间）
报名费：汉语专业 RMB400；非汉语专业 RMB8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中文学院
英语学院（全英授课）
国际商学院（全英授课）

本科专业
汉语语言文学（汉语、文学文化、经贸、汉外双语、汉语师资教育方
向）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文学、社会与文化研究、国际政治与经纪、
英语语言与跨文化研究、中国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英文双语授
课）
工商管理（含国际商务、国际金融、国际市场营销、中国商务）、国
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关系学院

外交学

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全英授课）

新闻学

奖学金
1.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奖学金”，student.dongzong.my。
2.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5.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采取网上报名：http://study.bfsu.edu.cn；
申请者需填写监护人表格+护照副本；
国际商学院采全英授课，若申请国际商学院专业，统考英文达特优者，可免考IELTS6.0或TOEFL-80；A-Level学生可免考IE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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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考获IELTS-5.5者，需签署一份声明，一个学期内不能有3门科以上不及格；
7. 申请英语学院及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者，要求雅思6.0或同等水平英语能力（适用于非英语
母语申请者）
；
8. 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英文双语授课）专业，要求汉语水平考试6级（适用于非汉语母语申请者）
；
9.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三环北路 2 号学生中心 201 室
邮编：100089P.R.China
电话：0086-10-88816549/0671
传真：0086-10-88812587
电邮：study@bfsu.edu.cn
网址：lb.bf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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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北京中医药大学创建于 1956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成立的高等中医院校之一，也是
唯一一所进入国家“211 工程”建设的高等中医药院校，直属国家教育部。
学校现设有基础医学院、中药学院、针灸推拿学院、管理学院、护理学院、人文学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第三临床医学院、研究生院、国际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远程教育学院、台港澳中医学部等教学机构。学校致力于构建面向未来的以高层次教育为主
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设有中医学、中药学、中药制药、药学、针灸推拿学、公共事业管理、
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护理学、英语（医学）
、法学（医药卫生）11 个本科专业。

收费标准
学费：汉语授课 RMB35,000／年；英语授课 RMB45,000／年；预科班 RMB28,000／年
住宿：约 RMB2500／月
报名费：RMB8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预科班）
本科专业
中药学
针灸推拿学（5 年）
中药制药
工商管理（药事管理）
药学
中医学（5 年）
中医学（含针灸，5 年，英文授课）

康复治疗学
护理学（对外交流方向）
预科（半年／1 年）
英语（医学、中医药国际传播）
法学（医药卫生）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公共事业（卫生事业）管理

奖学金
可申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留学生新生奖学金”、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5.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采取网上报名：http://guoji.bucm.edu.cn；
申请者需提交面试录像（约5分钟自我简介录像资料）
；
由董总推荐申请奖学金者，必需于报到后考HSK4级；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邮编：100029P.R.China
电话：0086-10-64286303
传真：0086-10-64220858
电邮：isbucm@bucm.edu.cn
网址：www.buc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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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Beihang University
北航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是全国第一批 16 所重点高校之一，也是 80 年代恢复
学位制度后全国第一批设立研究生院的 22 所高校之一，
首批进入“211 工程”，2001 年进入“985
工程”，2013 年入选首批“2011 计划”国家协同创新中心。经过六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学校基
本形成了研究型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内在凝聚力和国内外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跻身国内高
水平大学的第一方阵。
学校已形成“优势工科、扎实理科、精品文科”综合发展、融合互动的高水平学科发展态
势，在航空、航天、动力、信息、材料、仪器、制造、管理等学科领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国防科技主干学科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工程学、材料科学、物理学、化学四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空天信融合正逐渐成为北航的新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收费标准
学费：理工、经管、文法类 RMB25,000／年；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艺术类、英语授课 RMB30,000／年；
预科班 RMB13,000／半年（3 月入学）；RMB22,000／年（9 月入学）
住宿：大运村 10 号留学生公寓：RMB750／人／月（双人间）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预科班-春及秋季）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法学院

法学

宇航学院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航天）、飞行器动力工程（航天）、探测制导
与控制技术（航天）、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
术（航天）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外国语学院

英语、翻译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金融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中/英）、工业工程（中/
英）、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会计学、经济统计学、能
源经济、工商管理

化学学院

化学、应用化学

中法工程师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工程力学

空间与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空间科学与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中/英）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汉语言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纳米材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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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飞行器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工程力学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土木工程（中/英）、车辆工程、飞行器适航技术、能
源与动力工程

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工业设计、机械工程（中
/英）、微机电系统工程

国际通用工程师学院

机械工程（英）、航空航天工程（英）

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

绘画、视觉传达设计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遥
感科学与技术

物理科学与核能工程学院

应用物理学、核物理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自动化（中/英）、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奖学金
1.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奖学金”，student.dongzong.my（仅提供中文
授课者）
；
2. 可申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5.
6.
7.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采取网上报名：http://admission.buaa.edu.cn；
董总推荐的自费生（第一学年）可获20%学费折扣优惠；
网报无需缴付报名费，仅上传一张“注明由马来西亚董总推荐”即可；
外国人体格检查表，最迟于取得录取通知书前提交；
学生网上报名后，需经大学老师网上确认才能完成；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邮编：100191P.R.China
电话：0086-10-82316488／82316937
传真：0086-10-82316937
电邮：yangxue@buaa.edu.cn
网址：is.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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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中央美术学院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一所高等美术学校，于 1950 年 4 月成立，座落于首都
北京。现有中国画学院、造型学院、设计学院、建筑学院、人文学院、城市设计学院、实验
艺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八个专业学院，设有中国画、绘画、书法学、雕塑、美术学、
艺术学理论、设计学、建筑学、摄影、动画、实验艺术、艺术管理学等三十多个专业方向。
2017 年有全日制学生近 5000 人，其中有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留学生 240 余人。

收费标准
学费：本科 RMB52,000／年；预科 RMB60,000／年
住宿：RMB80／天（单人间）；RMB140／天（双人间）
报名费：RMB8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预科班）
本科专业
艺术设计（含视觉传达、数码媒体、产品设计、 美术学（含美术史与美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管
摄影艺术、服装设计、出版设计、动画）
理、艺术教育、美术文物鉴定与修复、美术考古学）
中国画（含山水、人物、花鸟、书法等）
造型艺术（含油画、版画、壁画、雕塑）
建筑（含建筑学、室内设计、景观设计）（5 年） 实验艺术

奖学金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5.

所有本科专业都必须飞往北京参加入学考试（约5月中旬）
，报名截止4月30日；
预科申请15/10/18至30/12/18止，次年1月开课；
预科课程为本科衔接课程，通过专业学习使学生顺利进入本科。本科录取率为90%以上；
预科无需进行考试，毕业后可报考中央美院校各类专业；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南街 8 号
邮编：100102P.R.China
电话：0086-10-64771019（本科）,0086-10-64770588（预科）,
传真：0086-10-64771019
电邮：lxs@cafa.edu.cn（本科）,ykb@cafe.edu.cn（预科）
网址：www.caf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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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电力大学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华北电力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教育部与由国家电网公司
等七家特大型电力企业集团组成的校理事会共同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学校创建于 1958 年，
学校校本部设在北京，分设保定校区，两地实行一体化管理。
学校设有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经
济与管理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可再生能源学院、核科学与工程学院、数理学院、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十个学院，设有 59 个本科专业。学校拥有“电力系统及其
自动化”、“热能工程”2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25 个省部级重点学科，有 5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5 个一级学科、30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3 个一级学科、123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点。此外，学校具备 MBA、MPA、工程硕士等 8 个类别专业学位授予权，形成了培养本科、
硕士、博士的完整教育体系。

收费标准
学费：北京校区 RMB22,000／年；保定校区 RMB18,500／年
住宿：北京校区 RMB1000／月（双人间）
；
保定校区 RMB70／天（单人间）
；RMB45／天（双人间）
报名费：北京校区 RMB500；保定校区 RMB3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数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

外国语学院

英语

可再生能源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风能与动力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能源工程及自
动化、应用化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核工程及核技术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MBA 教育中心）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信息
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力工程与管理、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工商管理、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市场营销、物流管理、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电子商务、金融学、经济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广告学、汉语言文学、法学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
信息安全
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材料科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学工程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奖学金
可申请“华北电力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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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北京校部
地址：中国北京市昌平区北农路 2 号
邮编：102206P.R.China
电话：0086-10-61772074
传真：0086-10-61772342
电邮：icd@ncepu.edu.cn
网址：www.ncep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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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北京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中国铁路总公司、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全国重
点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和具有研究生院的全
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高校。我校牵头的“2011 计划”“轨道交通安全协同创新中心”是国
家首批 14 个认定的协同创新中心之一。
学校设有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交通运输学院、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院、理学院、语言与传播学院、
软件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建筑与艺术学院、法学院、国家保密学院
14 个学院，设有研究生院以及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与企业合作在河北省黄骅市创办独立学
院——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收费标准
学费：中文授课 RMB24,800／年；英文授课 RMB33,800／年；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RMB45,000／年；纳米材料与技术 RMB48,000／年；
机械电子工程 RMB42,000／年；预科 RMB22,000／年
住宿：留学生 14 号楼：RMB7,200／半年／人（双人间）
；
留学生 1 及 4 号楼：RMB8,640／半年／人（双人间）
；
嘉园 C 座公寓普通房：RMB9,900／半年／人（双人间）
；
嘉园 C 座公寓高级房：RMB10,800／半年／人（双人间）
；
报名费：RMB500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预科班）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理学院

理科试验班【第二学期可选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材料化学专业】

法学院

法学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中/英）

经济管理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学院
建筑与艺术学院

经济管理试验班【第二学期末可选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物流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
程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保密管理】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英）、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牵引电气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
交通运输（含铁道运输、城市轨道交通、智能运输工程、高速铁路客运
组织与服务、民航运输、交通工程、物流工程、电子商务
建筑学（5 年）、城乡规划（5 年）、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
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语言与传播学院

英语、传播学、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中/英）、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中/英）、自动化、电子科学
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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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类、铁道工程（中/英）、环境工程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
院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铁路信息技术）、物联网工程、
信息安全、信息安全（保密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医学信息技术）
机械工程、车辆工程（中/英）、测控技术与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工
业工程

奖学金
可申请“北京交通大学留学生奖学金”、
“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采取网上报名：http://study.bjtu.edu.cn；
英文授课项目：托福68分以上或雅思5.5以上，或通过学校组织的英文视频面试；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直⻔外上园村 3 号
邮编：100044P.R.China
电话：0086-10-51684535/5179
传真：0086-10-51685258
电邮：apply@bjtu.edu.cn
网址：www.b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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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北京林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与国家林业局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1996 年被国家
列为首批“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
学校以林学、生物学、林业工程学为特色，是农、理、工、管、经、文、法、哲相结合
的多科性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形成了以本科、硕士、博士培养为主，继续教育、留学
生培养为辅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收费标准
学费：RMB24,800／年
住宿：RMB60／天／人（双人间，水电费自理）；
报名费：RMB8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林学院

林学、草业科学、地理信息科学、草业科学（中美合作办学）

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

工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

外语学院

英语、日语、商务英语

园林学院

园林、风景园林、★城乡规划、旅游管理、园艺（观赏园艺方向）

信息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管理信息方向）、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方向）、网络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方向）

生物技术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中加合作办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土木工程、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统计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电
子商务、人力资料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物业管理

艺术设计学院

设计学类

自然保护区学院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法学、应用心理学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工程、木材科学与工程（家具设计与制造方向）、林产化工、
林产化工（制浆造纸方向）、包装工程、木材科学与工程（中加合作办
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给排水科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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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采取网上报名：http://apply.studybeijing.com.cn；
学习计划书（中文500字、英文800字）；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35 号
邮编：100083P.R.China
电话：0086-10-62338271
传真：0086-10-62310316
电邮：diaoyr@bjfu.edu.cn
网址：www.studybe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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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北京理工大学创办于 1940 年，前身是诞生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
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历批次重点建设的高校，首批设立研究生院，首
批进入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建设行列，现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学校在国庆 60 周年
阅兵的 30 个方阵中，参与了 22 个方阵的装备设计和研制，参与数量和深度位居全国高校第
一；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实现空间交会对接过程中，学校研发的
多项技术均有优异表现。

收费标准
学费：中文授课 RMB23,000／年；英文授课 RMB30,000／年
住宿：中关村校区 14 号：RMB1350／月／人（两人间）
；
中关村校区 14 号：RMB450／月／人（四人间）
；
中关村校区：RMB1350／月／人（三人间）；
报名费：RMB6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
数学
日语
化学
工业工程
工商管理
车辆工程
社会工作
生物科学
物联网工程
信息对抗技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法律
德语
物理
经济学
统计学
西班牙语
艺术设计
工业设计
生物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

力学
英语
自动化
光电工程
市场营销
软件工程
电气工程
飞行器设计
信息与电子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奖学金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apply.isc.bit.edu.cn；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编：100081P.R.China
电话：0086-10-68918706 传真：0086-10-68914846
电邮：shics@bit.edu.cn
网址：www.b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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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子工程（中/英）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英）
电子科学与技术（中/英）
测控技术与仪器
会计学通信工程
机械工程（中/英）
生物医学工程
国际经济与贸易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英）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英）

◎

首都师范大学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首都师范大学创建于 1954 年，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北京市与教育部“省部共建”高
校。学校现有学科专业涵盖文、理、工、管、法、教育、外语、艺术等。学校目前有 57 个本
科专业，145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01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各类在校生 2.9 万余人，其中约 1.9
万人为全日制学生。学校各层次所有专业均对留学生开放。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1,800／学期；理科 RMB13,800／学期；艺术 RMB14,500／学期
住宿：按学期交：RMB110／天／人（单人间）
；RMB70／天／人（双人间）
；
RMB45／天／人（四人间）
报名费：RMB450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
法学
化学
统计学
物理学
教育学
软件工程
电子商务
录音艺术
环境设计
汉语国际教育
文化产业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
信息与计算科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哲学
俄语
美术学
汉语言
秘书学
文化遗产
生物技术
信息工程
应用化学
公共事业管理
数学与应用数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政治学与行政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德语
法语
英语
音乐学
考古学
世界史
历史学
舞蹈学
学前教育
日语绘画
社会工作
生物科学
地理科学
西班牙语
小学教育
旅游管理
戏剧影视文学
教育技术学
数学媒体艺术
汉语言文学
电子信息工程
视觉传达设计
地理信息科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英）遥感科学与技术（中/英）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奖学金
申请汉语国际教育者，可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
。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三环北路 83 号
邮编：100089P.R.China
电话：0086-10-68902651
传真：0086-10-68416837
电邮：cie@mail.cnu.edu.cn
网址：www.ciecn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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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影学院
Beijing Film Academy
北京电影学院是亚洲规模最大、世界著名的电影专业院校，也是北京市主管、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和教育部重点支持建设的艺术高校，被誉为“中国电影人才的摇篮”。
北京电影学院拥有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艺术学理论等三个一级学科，具有系统、科
学的电影学科专业体系。现有文学、导演、摄影、电影学和影视技术等 5 个系，表演学院、
声音学院、美术学院、动画学院、管理学院、摄影学院、国际交流学院、数字媒体学院、视
听传媒学院、高职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等 11 个分院及研究生院、基础部和培训中心，共计
19 个教学实施单位，涵盖了电影创作的每一个行当，囊括了电影创作的全部环节，是唯一能
独立进行故事片创作的院校，电影学学科综合实力领军全国，位列世界前茅。

收费标准
学费：43,000-51,000／年
住宿：RMB85／天／人（单人间）；RMB50／天／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80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文学系

戏剧影视文学（创意策划）、戏剧影视文学（剧作）

导演系

戏剧影视导演（电影导演）

表演学院

表演

摄影系

影视摄影与制作

声音学院

录音艺术（电影录音）、录音艺术（音乐录音）、艺术与科技

美术学院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戏剧影视导演（广告导演）、产品设计、新媒体艺
术、环境设计

管理学院

电影学（制片与市场）

影视技术系

影视摄影与制作（数字电影技术）

摄影学院

摄影

动画学院

动画、戏剧影视文学（动漫策划）、漫画

奖学金
为一年级以上在校自费学历生提供“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申请办法请登录学院网查阅
《北京电影学院关于“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
。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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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函报时间及面报时间，将于每年12月公布在该校网站；
3. 汉语水平考试证书（HSK）：原汉语水平考试（HSK）6级证书，新汉语水平考试（HSK）5
级证书（以上证件出示原件，递交复印件）
；
4. 报考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录音艺术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动画专业、影视摄影与
制作和广播电视编导考生，均要求无色盲、色弱。
5.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城路 4 号
邮编：100088P.R.China
电话：0086-10-82045433/82283315
传真：0086-10-82043731
电邮：ao.is@bfa.edu.cn
网址：www.bf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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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戏剧学院
The Central Academy of Drama
中央戏剧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戏剧教育高等学校，是教育部直属院校，是中国戏剧艺术
教育的最高学府，是中国高等戏剧教育联盟和亚洲戏剧教育研究中心总部所在地，是世界戏
剧院校联盟国际大学生戏剧节活动基地，是世界著名艺术院校。学院教学科研机构设有：表
演系、导演系、舞台美术系、戏剧文学系、音乐剧系、京剧系、歌剧系、舞剧系、戏剧管理
系、电影电视系、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继续教育中心、戏剧艺术研究
所、学报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

收费标准
学费：36,000／年
住宿：RMB5,328／年／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48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表演系

表演（话剧影视表演）

导演系

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导演，5 年）

京剧系

表演（京剧表演、京剧音乐伴奏）

歌剧系

表演（歌剧表演，5 年）

舞剧系

表演（舞剧表演，5 年）

偶剧系

表演（偶剧表演与设计）

音乐剧系

表演（音乐剧表演）

戏剧教育系

戏剧影视导演（戏剧教育）

戏剧管理系

戏剧影视导演（演出制作）

舞台美术系
戏剧文学系
电影电视系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5 年）、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灯光、舞
台服装、舞台化妆、舞台造型体现、演艺影像设计）
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创作，5 年）、戏剧影视文学（电视剧创作）、戏剧学
（戏剧史论与批评、戏剧策划与应用）
戏剧影视导演（影视编导，5 年）、戏剧影视导演（影视制片）、播音与主
持艺术（广播电视节目主持）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zhaosheng.zhongxi.cn（中央戏剧学院本科招生网）
；
3. 外籍考生于1月持护照、HSK中等C级证书或者新HSK5级合格证书、高中毕业证及成绩单(原
件和经公证过的翻译件)到中央戏剧学院留学生工作办公室进行考生资格审核。符合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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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考生须缴纳480元报名费，并登陆http://zhaosheng.zhongxi.cn参加网上报名。具体
网上报名时间和流程以当年公布的《中央戏剧学院本、专科招生简章》为准。考生自行打
印准考证，并于指定时间内参加专业课考试。考试科目和内容以当年公布的《中央戏剧学
院本、专科招生简章》为准。
4. 相关考试内容请到网上查阅；
5. 非独中生务必报考HSK考试；
6.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棉花胡同 39 号
邮编：100710P.R.China
电话：0086-10-64035626
传真：0086-10-64016479
电邮：lxs@zhongxi.cn
网址：www.zhongx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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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工业大学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北方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文理兼融，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培养层次和高水平棒
垒球运动员招收资格的多科性高等学府，具有硕士研究生免试推荐资格，是教育部“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院校。
学校设有计算机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
建筑与艺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文法学院、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继
续教育学院等 11 个学院

收费标准
学费：中文授课 RMB19,600╱年；英文授课 RMB29,600╱年；预科 RMB17,800╱年
住宿：红叶公寓：RMB6,875╱人╱学期（单人间）；RMB4,125╱人╱学期（双人间）
国际教育中心：RMB11,000╱人╱学期（单人间）
；RMB5,500╱人╱学期（双人间）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预科班）
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信息安全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学院
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交通设备与控
制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业设计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城乡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动画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工程管
理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

文法学院

法学、汉语言文学、日语、英语、广告学

理学院

统计学、信息与计算机科学

全英文授课

建筑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信息工程

奖学金
可申请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ncut.17gz.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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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文授课专业，要求TOEFL70分或IELTS6.0分以上；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石景山区晋元庄路 5 号
邮编：100144P.R.China
电话：0086-10-88801385
传真：0086-10-88803581
电邮：admission@ncut.edu.cn
网址：www.nc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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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北京工商大学（简称为 BTBU）成立于 1950 年，是一所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多学科教学研
究型综合大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学校现已成为北京市领先的大学之一，并吸引着大量来自
国内外的优秀学生。
历经 60 多年的发展，BTBU 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经、管、工为主，经、管、工、理、文、
法、史等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BTBU 现设 10 个学院、1 个教学部、硕士学
位授权点一级学科 16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16 个、46 个本科专业以及 2 个博士项目。BTBU
目前已与全球 81 所优秀大学建立了合作。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21,000／年；理工科 RMB24,000／年
住宿：RMB70／天／人（单人间）
报名费：RMB42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理学院
商学院
食品学院
经济学院

专业方向
信息与计算科学、化学（化妆品方向）、生物技术（化妆品方向）、
应用统计学
市场营销（含英文授课）、物流管理（含英文授课）、会计学（含
英文授课）、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管理科学、工
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食品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环境工程、生物工程、食品质量与安
全
国际经济与贸易（含英文授课）、经济学、保险学、财政学、金融
学（含英文授课）、贸易经济、金融工程、经济统计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商务英语方向）

艺术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新闻学、广告学、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材料与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包装工程、工业设计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自
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
网工程

法学院╱马克思主学院

法学

奖学金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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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海淀区阜成路 33 号
邮编：100048P.R.China
电话：0086-10-68984717
传真：0086-10-68987834
电邮：wb@pub.btbu.edu.cn
网址：international.btb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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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学院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北京服装学院始建于 1959 年，是中国唯一以服装命名，艺工为主，艺、工、经、管等多
学科协调发展，具有鲜明办学特色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设有服装艺术与工程学
院、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时尚传播学院、商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语言文化学院、美术学院、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以及研究生
院、国际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学校设有 29 个本科专业，4 个双学位专业点。8 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2 个硕士专业
学位授权点，1 个“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抢救传承与设计创新”国家特殊需求博士项目。有 1 个
北京市重点建设一级学科、3 个北京市重点建设二级学科。中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
民族服饰博物馆，被评为全国“十佳”特色博物馆之一。

收费标准
学费：艺术类 RMB36,000／年；非艺术类 RMB26,000／年
住宿：双人间、三人间，RMB50-60／天／床／人
报名费：RMB60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
计学

美术学院

*绘画、*中国画、*雕塑、*公共艺术

时尚传播学院

*摄影、*表演（服装表演、广告传播方向）、传播学、广告学

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动画、*数字媒体艺术

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方向）、服装设计与工程

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饰设计方向）、*产品设计、工业设计

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轻化工程、*艺术与科技（纺织品设计方向）

奖学金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从国际学院主页（http://gjy.bift.edu.cn）下载“北京服装学院来华留学生入学申请表”和“来
华留学生奖学金申请表”，限用中文或英文填写；
3. 申请艺术类专业需另提交作品集等材料（体裁、数量不限）
；
4. *均为艺术类专业。其中表演专业，请另行参阅《北京服装学院2019年留学生表演专业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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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简章》
5. 申请表演（服装表演）专业者，请参阅《北京服装学院留学生表演（服装表演）专业招生
简章》
。其中条件五官端正、三围比例适当，女性身高175cm-180cm，男性身高185cm-19
0cm。
6. 提供个人学习规划（用中文手写）
；
7. 提供家庭或个人经济状况证明；
8. 提供担保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9. 提供相关院系要求提交的其它证明文件；
10. 面试或笔试（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
11.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北口樱花东路甲 2 号
邮编：100029P.R.China
电话：0086-10-64288129
传真：0086-10-64288129
电邮：gjy@bift.edu.cn
网址：gjy.bif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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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中央音乐学院创建于 1940 年，是一所培养高级专门音乐人才的高等学府，全国艺术院校
中唯一的一所“211 工程”建设院校，是国内外音乐人才向往的艺术殿堂。七十余年来，学院已
建立起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和教学管理队伍，在教学和科研中涌现出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和学者，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有才华的年轻音乐家来院学习，培养了数万名优秀音乐人才及数
百名外国留学生，其中大多数已成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曲家、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音
乐表演艺术家。中央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院在继承中华民族音乐传统和经验的同时，不断吸
纳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容纳各种学术力量，保持旺盛的活力，
朝着日趋完善的国际化标准发展，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音乐学院。

收费标准
学费：RMB38,000／年；
住宿：RMB60／天／床
报名与考试费：RMB8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作曲系

作曲、视唱练耳

指挥系

指挥（乐队指挥、民乐指挥、合唱指挥）、音响艺术指导

音乐学系

音乐学、音乐艺术管理、音乐治疗

音乐教育学院

音乐教育

钢琴系

钢琴、手风琴、电子管风琴

管弦系

民乐系

弦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低音提琴）、木管（长笛、
双簧管、巴松、萨克斯管）、铜管（圆号、小号、长号、大号）、其他（竖
琴、西洋打击乐、古典吉他）、吹打（笛子、笙、管子、唢呐、民族打击
乐）
拉弦（民族弓弦乐器（板胡、二胡）、大提琴、低音提琴）、弹拨（琵琶、
阮、柳琴、三弦、箜篌、古琴、扬琴、筝）

声乐歌剧系

声乐与歌剧演唱（女高音、女中音、男高音、男中音）

提琴制作研究中心

提琴制作

奖学金
可申请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采取网上报名：zhaoban.cco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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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学院招收以下三个大专业：
4. 音乐表演专业：包括指挥系、钢琴系、管弦系、民乐系。声乐歌剧系各招考专业方向、提
琴制作招考专业方向。
5. 音乐学专业：包括音乐学、音乐艺术管理、音乐教育、音乐教育、音乐治疗招考专业方向。
6.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包括作曲、视唱练耳招考专业方向。
7. 国际学生报考须知，请查阅当年的招生简章；
8. 考生所交报考材料及报考费、不论录取与否（包括弃考、旷考）一律不退。如考生报考其
它院校仍需这些材料，请提前复印，自留副本。
9.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城区鲍家街 43 号
邮编：100031P.R.China
电话：0086-10-66425504
传真：0086-22-66410968
电邮：zhaoban@ccom.edu.cn
网址：www.cco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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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大学
Tianjin University
天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重点大学，其前身为北洋大学，始建于 1895 年 10 月 2 日，
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1959 年被中国国务院首批指定为国家重点大学，也是中国首批进入
“211 工程”、
“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院校之一。
在学科建设上，形成了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经、管、文、法、教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
的学科布局。现有 57 个本科专业，35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7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1 个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拥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7 个（覆盖 21 个二级学科）
，分别是：光学工程、
仪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建筑学、水利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
此外有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8 个，分别是：流体力学、机械设计及理论、动力机械及工程、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通信与信息系统、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结构工程；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2 个，分别是：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技术经济
及管理；天津市重点学科 27 个。

收费标准
学费：普通专业 RMB16,600／年；英文授课 RMB20,000／年；
建筑、城市规划、动画、艺术设计、软件工程 RMB26,000／年
预科 RMB13,000／第一学期；RMB11,000／第二学期
住宿：RMB60／天（单人间）
（电费自理）
报名费：RMB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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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方向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

文法学院

法学、英语、汉语言文学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动画

教育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管学部

工业工程、工程管理、工商管理、财务管理、电子商务、物流工程、
金融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建筑学院

★建筑学、★城市规划、艺术设计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生物工程、制药工程、分
子科学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工）、※化学工程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言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工程力学、工业设计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
系统、物联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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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药学、※药物科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环境能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

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信息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
电子技术科学

奖学金
可申请“天津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天津大学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下载《天津大学外国留学生入学申请表》填写；
申请艺术类专业需提交两幅绘画作品，经入学考试或审核予以录取；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 号
邮编：300072P.R.China
电话：0086-22-27406691
传真：0086-22-27406147
电邮：iso@tju.edu.cn
网址：www.t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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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师范大学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天津师范大学是天津市属重点院校，始建于 1958 年，是一所具有教师教育特色的综合性
大学。学校主校区占地面积 3500 亩、建筑面积 84 万平方米，校园环境优美，文化氛围浓厚。
学校八里台校区位于市中心，毗邻水上公园、奥林匹克运动场和天塔风景区。主校区和八里
台校区均坐落于地铁沿线，交通便利，生活服务设施完善。
学校现有 23 个学院，69 个本科专业，6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9 个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13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
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0 个学科门类。

收费标准
学费：RMB14,400／年英文授课专业;19,600 元/年艺术类专业;31,200 元/年
住宿：金桥国际宾馆 RMB45／天／人（双人间）
金桥国际公寓 RMB50／天／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6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俄语、朝鲜语、法语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摄影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旅游管理、世界史、文物与博物馆学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学前教育应用心理学教育技术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社会工作

法学院

法学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环境科学地理信息科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工商管理、会计学、档案学

初等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化学学院

化学、化学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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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教育

体育竞赛训练中心

教育学（体育教育）

美术与设计学院
音乐与影视学院
国际交流教育学院

美术学、*绘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数
字媒体艺术、*表演（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
音乐表演（器乐方向）、*音乐与舞蹈学类、*舞蹈学、*戏剧影视文学
*表演
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化

奖学金
可申请“天津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5.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标记专业为艺术类专业；
申请学习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须提交本人作品光盘；
申请者须提供来华计划，本科生不少于200字；
大学特别推荐专业：汉语言文化、教育学、应用心理学、旅游管理、会计学（英文授课）
、
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物理学、
化学、汉语国际教育等专业。
；
6.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天津市⻄青区宾⽔⻄道 393 号
邮编：300387P.R.China
电话：0086-22-23540221
传真：0086-22-23514100
电邮：tjnu_adm@yahoo.com.cn
网址：www.t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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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财经大学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天津财经大学始建于 1958 年，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五所财经大学之一。经教育部批准，
成为我国最早设立国际贸易、企业管理、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和会计学、统计
学硕、博士点的院校之一。目前学科涵盖了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理学、法学、工学、教
育学等 7 个学科门类。拥有 3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覆盖 20 个博士学
位授予专业或方向，7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覆盖 44 个二级学科硕士授予专业，12 个
硕士专业学位点，57 个本科专业（含方向），本科专业全部一批次录取。形成了包括博士生、
硕士生、本科生、高职生教育，以及层次齐全、形式多样的成人教育、留学生教育、从业资
格培训等在内完善的人才培养序列，是教育部首批确定的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师资培训基地之
一。

收费标准
学费：RMB8,300／半年；艺术 RMB10,000／半年
住宿：交流中心 RMB40～60／天（2 人间）或干训楼 RMB25／天（2 人间）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春季班）
税收

广告学

会计学

民商法

金融学

保险学

经济学

金融法

财政学

审计学

经济法

统计学

美术学

ACCA

经济通商

国际会计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物流管理

市场营销

社会体育

电子商务

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

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证券投资

金融工程

行政管理

国际商务

英语翻译

经贸日语

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

艺术设计

信用管理

汉语言文学

房地产金融

国际经济法

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与信息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

广播电视新闻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天津河⻄区珠江道 25 号
邮编：300222P.R.China
电话：0086-22-88186169
传真：0086-22-88186168
电邮：liuxuetiancai@yahoo.com.cn 网址：inter.tj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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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工业大学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天津工业大学是教育部与天津市共建、天津市重点建设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在教育
部年首轮本科教学评估中获得优秀。学校历史悠久，最早的系始建于 1912 年，现已发展成为
一所以工为主，工、理、文、管、经、法、艺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工业大学。
学校下设 16 个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28000 余。学校现有 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6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0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78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和 6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有
60 个本科专业，其中 6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5 个天津市品牌专业、6 个天津市战略性新兴产
业相关专业，有 7 个高职专业。设有 3 个博士后流动站。拥有 1 个国家重点学科、7 个天津
市重点学科、3 个天津市“重中之重”学科、1 个天津市重点发展学科；1 个省部共建分离膜与
膜过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有 2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5 个天津市重点实验室，2 个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和 5 个天津市工程技术中心、1 个天津市技术推广中心、1 个天津市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7,000／年；理工 RMB15,000／年；艺术 RMB19,000／年；
汉语言 RMB18,000／年
住宿：RMB5,500／每学期／人（双人间）
；RMB4,500／每学期／人（三人间）
报名费：RMB5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物理学

纺织学院

纺织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轻化工程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业工程、公共事业管理、财务管理、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会展经济管理、会计学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金融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言

人文与法学院

法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表演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工业设计、测控技术与仪器、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艺术与服装学院

艺术设计、广告学、动画、服装设计与工程、表演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复合材料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环境工程、制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动画、物联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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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光源与照明

奖学金
可申请“天津工业大学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天津市河东区成林道 63 号
邮编：300160P.R.China
电话：0086-22-24528384
传真：0086-22-24528263
电邮：iotjpu@hotmail.com
网址：www.tjp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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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中医药大学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天津中医药大学始建于 1958 年，是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全国唯一一所中国传统医药国际
学院，为国家教育部“教育援外基地”和“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
际合作基地”、世中联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学校秉承“进德修业，继承创新”的校训，
经过多年发展，现已成为中医药教育为主，医学、理学、文学、管理学、工学、教育学等学
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实习资源充足，专业设置合理，有针灸推拿学和中医内科学 2 个国
家级重点学科，有 4 所附属医院和 5 所教学医院。其中，第一附属医院是国家中医临床研究
基地、全国针灸临床研究中心、全国针灸临床基地和全国省级示范中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
是中医疑难病诊疗中心，妇科、脑病的临床和科研具有显著优势；附属保康医院及其他教学
医院在中医康复、中医骨伤、中医社区医疗、中西医临床等方面各具诊疗特色。

收费标准
学费：RMB25,000／年（中文授课）；RMB37,000／年（英文授课）
住宿：单人间：RMB50／天双人间：RMB45-55／天
报名费：RMB5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中医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中药学

奖学金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天津中医药大学奖学金”，student.dongzong.my。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区鞍山⻄道 312 号
邮编：300193P.R.China
电话：0086-22-59596555
传真：0086-22-27374931
电邮：tutcm@hotmail.com
网址：iec.tjutc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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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医科大学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天津医科大学的前身天津医学院创建于 1951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务院批准新建的
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著名内分泌学家、医学教育家朱宪彝教授为首任校长。天津医学院与
天津第二医学院合并，于正式成立 1994 年 6 月天津医科大学。学校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
设院校。学校发展层次类型定位为高水平研究型，以医学为核心，以生命科学为主要依托的
多科性医科大学。
未来学校将大力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科研
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医疗质量，聚集一流师资队伍，打造一流科研平台，培养一流创新人才，
产出一流研究成果，努力办让人民满意的高等医学教育，提供让人民满意的医疗服务，为促
进医学事业发展，提高天津医疗卫生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早日实现“中国梦”“天医梦”而努
力奋斗！

收费标准
学费：RMB45,000／年
住宿：RMB960／月（双人间）
报名费：RMB8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国际医学院

★临床医学

国际医学院

★口腔医学

奖学金
可申请“天津市政府奖学金”、天津医科大学校长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天津市和平区气象台路 22 号
邮编：300193P.R.China
电话：0086-22-83336911
传真：0086-22-83336736
电邮：imedsch@126.com
网址：www.t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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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科技大学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天津科技大学位于渤海之滨、海河之畔，是中央和地方共建、天津市重点建设的以工为
主，工、理、文、经、管、法、艺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创建于 1958
年，时名为河北轻工业学院，2002 年，学校更名为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建有"发酵工程"国家重点学科，4 个国家特色专业，7 个省部级重点学科和
3 个天津市"重中之重"学科。依托重点学科形成了生物发酵、食品科学与工程、造纸工程、海
洋科学与工程、化工、包装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等一批全国领先的特色学科专业。

收费标准
学费：RMB16,000／年
住宿：RMB37／天／床（双人间）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机械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化工与材料学院

专业方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工业设计、过程
装备与控制工程、工业工程、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测控技
术与仪器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
材料化学

造纸学院

轻化工程

生物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生物工程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洋科学、海洋技术、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包装与印刷工程学院

包装工程、印刷工程、木材科学与工程、物流工程、数字出版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务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物流管理

法政学院

法学、汉语国际教育、行政管理、知识产权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翻译

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应用文理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会展经济与管理

艺术设计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表演、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
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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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可申请“天津市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天津市河⻄区大沽南路 1038 号
邮编：300222P.R.China
电话：0086-22-60600236
传真：0086-22-60271567
电邮：study@tust.edu.cn
网址：www.t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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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外国语大学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天津外国语大学（简称“天津外大”、“天外”）是一所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优势学科，文学、
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工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特色鲜明的高等学校，
是全国最早独立设置的八所高等外语院校之一。学校现有马场道和滨海两个校区，总占地面
积 1040.06 亩。马场道校区地处天津市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校内有多处历史风貌建筑，其中，
钟楼（原天津工商大学主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滨海校区坐落在滨海新区大港高教
生态园区内，湖光映翠，景色秀丽。

收费标准
学费：RMB15,400／年
住宿：留学生标准间双人间：RMB60／床／天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求索学院

金融学（英语授课）、金融学（日语）、国际商务（英语授课）

英语学院

翻译、英语（国际新闻方向）、英语（英美文化方向）、商务英语

日语学院

日语（国际商务）、日语（翻译）、日语（日本文化）

国际商学院
亚非语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金
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旅游管理、国际商务
朝鲜语（韩语）、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斯英复语）、印度尼西亚语（印
英复语）、缅甸语（缅英复语）、马来语（马英复语）、泰语、土耳其语、
乌尔都语、希伯来语、印地语、波斯语、豪萨语、柬埔寨语

国际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涉外政法学院

法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外交学

国际传媒学院

教育技术学、数字媒体技术、新闻传播、汉语言文学、广告学、动画

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德语（德英复语）、法语（法英复语）、西班牙语（西英复语）、俄语（俄
英复语）、意大利语（意英复语）、葡萄牙语（葡英复语）、波兰语、乌
克兰语、匈牙利语、捷克语、芬兰语、白俄罗斯语

奖学金
可申请“天津市高校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申请者必需提供“外国人身体检查表”；
3. 采取网上报名：http://tfsu.at0086.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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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天津市河⻄区⻢场道 117 号
邮编：300204P.R.China
电话：0086-22-23286974
传真：0086-22-23283806
电邮：foreignstudents@tjfsu.edu.cn
网址：tfsulb.tjfsu.edu.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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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Nankai University
南开大学创建于 1919 年，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母
校。现有专业学院 22 个，并设有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现代远程教育学院，学科门类覆
盖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农、医、教、艺等。南开大学拥有一支公能兼备、业
务精湛、奋发有为、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对外贸易学院、中国旅游管
理干部学院相继并入，经教育部与天津市共建支持，学校发展成为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
重点建设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经济、管理 RMB20,000／年；理科、工程 RMB25,000／年；
医学、艺术 RMB35,000／年
住宿：八里台校区：谊园 4 号楼－双人间：RMB60／床／天
津南校区：留学生公寓 C 楼－单人间：RMB55／床／天
双人间：RMB40／床／天
报名费：RMB400（汇至相关账户）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绘画、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
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

药学院

药学

哲学院

逻辑学、哲学

法学院

法学

商学院

工商管理、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人
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档案学、图书馆学、物流管理、工
业工程

历史学院

历史学、世界史、文物与博物馆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

金融学院

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

化学学院

化学、应用化学、分子科学与工程、化学生物学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物理学院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外国语学院

英语、翻译、日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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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化学院

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

旅游与服务学院

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材料物理

电子与光学工程学院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
国际政治、行政管理、社会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工作、应用心理
学（理科）、城市管理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信息安全、自动化、智能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软
件工程

奖学金
可申请“天津市政府奖学金”、南开大学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提交个人陈述包括来华学习和研究计划、家庭经济情况、奖学金申请原因、本人所获奖励
和个人特长等（不少于300字）及1封推荐信；
3. 申请中文授课专业的申请人，请提供汉语水平考试（HSK）成绩单。如无汉语基础或未达
到HSK4级要求的申请人可申请汉语补习两个月或一年，补习期间可申请奖学金。母语为
非英语国家的申请人申请英文授课专业，请提供雅思6.0或TOEFL87分以上成绩；
4. 申请者需提供“外国人身体检查表”。
5. 奖学金标准以天津市政府和南开大学当年实施的奖学金标准为准；
6. 申请人面试（以邮件通知为准）
，另只有通过面试录取的申请人才有资格申报奖学金；
7.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天津市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P.R.China
电话：0086-22-235088686
传真：0086-22-23509646
电邮：nankaiss@163.com
网址：study.nanka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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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Fudan University
自 1952 年全国院校调整以后，复旦大学成为文理科综合大学。1959 年与上海第一医学
院（上海医学院前身）一起成为全国首批重点大学。2000 年，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并，
成立新的复旦大学，进一步拓宽了学校的学科结构，形成了文理医三足鼎立的学科格局，办
学实力进一步增强。作为全国首批“211 工程”、“985 工程”高校，复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拥有
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等十个学科门类
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23,000／年；理科 RMB26,000／年；
医科（英文授课）RMB75,000／年；
住宿：邯郸校区：RMB80／天（单人间）；RMB55／天／人（双人间）
；
枫林校区：RMB60／天（单人间）；RMB45／天／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800（2016 年起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法学

药学

英语

法语

德语

翻译

日语

哲学

俄语
传播学

化学

朝鲜语

新闻学

广告学

汉语言

社会学

经济学

金融学

物理学

历史学

护理学

宗教学

行政管理

国际政治

社会工作

旅游管理

软件工程

生物科学

生物技术

环境科学

通信工程

汉语言文学

广播电视学

生物医学工程

国际经济与贸易

数学与应用数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理论与应用力学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文物与博物馆旅游管理

汉语言（对外商务汉语）

汉语言（对外语言文化）

临床医学（MBBS-学制 6 年）

工商管理类（含会计学、市场营销、工商管理）

奖学金
1.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复旦大学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在校生）
、“复旦
大学‘一二三中国文化’奖学金”（在校生）
；
2. 复旦大学将从免试录取的学生中选出最多2名视为《复旦大学21世纪海外优秀人才本科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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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项目》学生，并提供奖学金（免除学习年限内的学费，并提供基本教材费）
。

备注
1. 采取网上报名：http://iso.fudan.edu.cn，报名费可忽略；
2. 2006年起提供独中统考优秀生免试入学；本局将依据每年的免试标准进行审核；
3. 2014年复旦大学首次在马来西亚进行面试与招生工作；
4. 免试入学者，需缴交两封推荐书及个人陈述2000字；
5. 申请MBBS者，无需报考HSK；
6. 临床医学（学制5年）不开放给马来西亚学生申请；
7. 经管类专业，不收文商班学生；
8. 若申请奖学金，仅填写表格无需再附上成绩等资料；
9. 学费标准仅供参考，以入学时通知为准。
10. 除标有具体学习年限的专业外，其他专业标准学习年限均为4年
11. 有关复旦大学及各院系和专业介绍可浏览www.fudan.edu.cn。
12. 各专业培养方案可至教务处网站-“资料下载”-“培养与质量”页面查阅或下载http://www.jw
c.fudan.edu.cn/d0/5d/c9440a118877/page.htm。
1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P.R.China
电话：0086-21-65642258／65117628
传真：0086-21-65117298
电邮：studyfudanbk@fudan.edu.cn
网址：www.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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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
Donghua University
致力于建设“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的东华大学以“海纳百川、追
求卓越”之勇气，坚持走“观念兴校、学术兴校、管理兴校”发展之路，在“211 工程”国家重点建
设的高等院校中独树一帜。
现设有纺织、服装•艺术设计、材料科学与工程、旭日工商管理、机械工程、信息科学与
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外语、人文、理学 12 个
专业学院，另有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体育部和国际合作办学的东华大学莱佛
士国际设计专修学院。

收费标准
学费：设计类（动画、数字媒体艺术、会展艺术与技术、艺术设计）RMB26,000／年；
普通专业 RMB22,000／年；英文授课 RMB50,000／年
住宿：RMB50／天／人或 RMB7000／学期／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600（中文授课）、RMB800（英文授课）
（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理学院

专业方向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工程）、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应
用物理学（新能源与微电子）、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纺织工程（纺织品设计方向、纺织品检验与商务方向、针织与服装方

纺织学院

向、纺织国际贸易方向、纺织与面料方向、纺织机电一体化方向、高
技术纺织品方向）、功能材料（生物医用纺织材料与技术方向、生物
材料方向、新能源与光电材料方向）、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人文学院
外语学院

法学、行政管理、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
播）
英语、日语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物流管理、信息管

工商管理学院

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会计学、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工
商管理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方向、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方向、机械电子

机械工程学院

服装·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方向、幕墙工程与机械方向）、工业设计（产品设计方向、设计
管理方向）
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生活用品设计与时尚
产品设计、纺织品设计）、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与科技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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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复合材料与工程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安全、网络工程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
生物工程、应用化学、软化工程
院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环境设计
（中英合作全英文授课）

奖学金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东华大学奖学金”，student.dongzong.my；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申请艺术类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与科技）
，必须提供近期作品原件，包括素描一幅、水彩一幅、设计图一幅（服装与
服饰设计方向，需提交男装或女装设计效果图2-4张）
。所有作品必须在360mm*260mm
的图纸上完成；
3. 英语授课的艺术类专业（国际时尚创意学院专业）
，必须提交个人创意设计作品集，形式
不限，以手绘设计图为主，并用DV拍摄本人英文口述作品集的设计理念，反映本人对专
业知识的理解、技能和创造力，制作成光盘提交。
4. 被录取的艺术设计类本科新生在开学报到时，需参加学校安排的艺术评估考核，若核考结
果与申请时递交的作品水平相差悬殊，学校将取消该生入学资格；
5. 大学截止报名日期为每年4月30日。
6.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上海延安⻄路 1882 号
邮编：200051P.R.China
电话：0086-21-62378595／62373452
传真：0086-21-62708702
电邮：ices@dhu.edu.cn
网址：www.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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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
Tongji University
同济大学是国家“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在百余年办学历程
中，始终注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四大功能均衡发展，综合实力
位居国内高校前列。学科设置涵盖工学、理学、医学、管理学、经济学、哲学、文学、法学、
教育学、艺术学等 10 个门类。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20,000／年；理工 RMB24,600／年；
建筑、医学、电影、舞蹈、动画、广播电视新闻学 RMB28,700／年；
医学（英文授课）RMB45,000／年、建筑与城规学院国际班 RMB33,800／年
住宿：四平路校区：1 号楼：RMB60-70／天／间；2 号楼：RMB70-80／天／间；
彰武路校区：RMB70-80／天／间；
嘉定校区：RMB35-40／天／间
报名费：RMB410（银行转帐，在递交申请材料时缴纳，申请费一经缴纳，不予退还）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言（经贸方向）；汉语言（国际教育方向）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行
政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学（五）；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城乡规划（五）；风景园林

设计创意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工业设计

艺术与传媒学院

广告学；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编导；动画；音乐表演；表演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地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测绘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工程；交通运输；物流工程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工业工程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五）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
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数学系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化学系

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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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

工程力学；飞行器制造工程

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学；地球物理学；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外国语学院

德语；英语；日语

法学院

法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

人文学院

哲学；汉语言文学；文化产业管理

医学院

临床医学（五）；康复医疗学

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五）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

中德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汽车服务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奖学金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同济大学校长奖学金”（在校生）
。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www.studyintongji.com；
3. 申请建筑学、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城市规划、景观学等专业，须提供3幅绘画作品（素
描2幅、水彩1幅）
；
4. 非独中生申请理工类、建筑、医学、经管类及文科、艺术类专业，须依据简章上的说明提
供HSK成绩；
5. 申请MBBS者雅思至少6.0分，或者托福IBT至少80分，或者通过医学院自行组织的英语水
平测试；
6. 若学生有意申请同济-新南威尔士建筑学双学士学位(国际班)，请查阅网上相关简章；
7. 申请经济与管理学院者，英语与数学须达一定水平。第一年为试读，须通过第一学年期末
的学院面试，方可获得正式注册身份；不符要求者，将要求留级或转专业；
8.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上海杨浦区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P.R.China
电话：0086-21-65983611
传真：0086-21-65987933
电邮：istju@tongji.edu.cn
网址：study.tongj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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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华东师范大学创建于 1951 年 10 月，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师范大学，同时也是
国家“211 工程”、“985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学校经过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已经发展成为一所
学科比较齐全、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具有一定办学特色、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的教学型科研
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目前设有 2 个学部：地球科学学部；22 个全日
制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外语学院、对外汉语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心
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商学院、
金融与统计学院、传播学院、艺术学院、设计学院、理工学院、地理科学学院、城市与区域
科学学院、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软件学院。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22,000／年；
艺术（播音与主持专业、设计学院、艺术学院）RMB28,000／年；
理科（心理学院、商学院、金融与统计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RMB24,000／年
住宿：留学生公寓 1 号楼：RMB80／天／间（双人间）
；
留学生公寓 2 号楼：RMB95／天／间（单人标准间）
；
RMB50／天／间（双人标准间）
；
RMB35／天／间（双人经济间）
；
国际交流中心：RMB145／天／间（单人间）
；RMB80／天／间（双人间）
报名费：RMB800（网上支付）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艺术学院

美术学（美术教育、公共艺术、绘画）、音乐学（音乐教育、音
乐表演）

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公共艺术

传播学院

编辑出版学、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艺术类）、新闻
学、广告学

外语学院

日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英语（国际生方向）

理工学院
教育学部
对外汉语学院
地球科学学部
社会发展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物理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应用化学
教育技术学、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管理方向)、艺术教育(艺术类)、
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心理学(特殊教育方向)、教育康复学
汉语言、商务汉语、国际商务汉英、国际商务汉日、汉语国际教
育、体育汉语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环境科学、生
态学、环境生态工程
社会工作、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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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学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部(闵行)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英文授课）、金融学、统计
学、经济统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旅游管理、会展经
济与管理、会计学、经济学
汉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法学、公共关系学、政治学与行政
学、思想政治教育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学、心理学

体育与健康教育学院

运动训练（体育类）、体育教育（体育类）、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体育类）

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奖学金
1.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华东师范大学奖学金”，student.dongzong.my。申请者需同时网
上申请www.study-shanghai.org；
2.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孔子学院奖学金”、“华东师大本科新生奖学金”、
“华
东师范大学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在校生）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留学生单项奖学金”（在
校生）
。

备注
1.
2.
3.
4.
5.
6.
7.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采取网上报名：http://lxs.ecnu.edu.cn/application.php；
申请奖学金需提供体检，有效期6个月；
2018起无法豁免报名费；
设计学院及艺术学院美术系申请者，须提供近期作品原件，音乐系申请者须进行相
关专业面试；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200062P.R.China
电话：0086-21-62232013／8353
传真：0086-21-62238352
电邮：lxs@ecnu.edu.cn
网址：lxs.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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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上海财经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一所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经、管、法、
文、理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重点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
设高校，入选“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卓
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是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
予单位之一，由教育部、财政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三方共建。
学校已成为一所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经、管、法、文、理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重点大学。
目前拥有会计学、财政学、经济思想史 3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金融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同时还拥有会计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统计学、西方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 6 个上海市
重点学科。

收费标准
学费：RMB21,000／年；预科 RMB26,000／年
住宿：RMB60／天／人（单人间）；
RMB40／天／人（双人间 A）
；RMB60／天／人（双人间 B）
报名费：RMB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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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专业

法学院

法学类

会计学院

会计学、财务管理

金融学院

金融学类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国际经济与贸易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投资学、公共管理类

奖学金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5积点；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ao.sufe.edu.cn/index.do
3. 申请时须提供个人陈述（需用中文撰写，内容包括自我介绍、个人学习、特长、爱好及报
读理由等，字数不超过300字）
；
4. 呈交2名中学老师推荐信原件（中文或英文）
；
5.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对外汉语单独开班，不提供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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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请就读预科班者，若就读一年后符合大学要求，可直接插入本科二年级继续学习，预备
班所修学分可全部带入本科阶段；
7.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上海市中山北⼀路 369 号
邮编：200083P.R.China
电话：0086-21-65361944
传真：0086-21-65361958
电邮：ices@mail.sufe.edu.cn
网址：ices.s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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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上海交通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大学，现有本科专
业 64 个，涵盖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和艺术等九个学科门
类。在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中，船舶与海洋工程、机械工程、临床医院蝉联全国高校第一，9
个学科跻身全国高校前三，15 个学科位列全国高校前五。学科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16 个
学科进入国际“基本科学指标”（ESI）排名全球前 1%。学制四年，特殊项目除外。本招生简章
主要针对中文教学平台（部分专业设有英文授课课程）
。

收费标准
学费：RMB24,800／年；预科班（项目 A：RMB42,000／年）
（项目 B：RMB32,000／年）
；
（项目 C：RMB34,800／年）；
住宿：徐汇联兴楼（南楼、北楼） RMB9,300／学期／人（单人间）
；
9 号楼
RMB9,900／学期／人（单人间）
；
RMB4,600／学期／人（双人间）
；
徐汇桃李苑宿舍：东楼
RMB11,900／学期／人（单人间）
；
RMB6,600／学期／人（双人间）
；
西楼
RMB10,600／学期／人（单人间）
；
北楼
RMB10,600／学期／人（单人间）
；
RMB6,600／学期／人（双人间）
；
闵行校区宿舍：8 号楼
RMB5,100／学期／人（双人间）
；
六楼号楼
RMB9,300／学期／人（双人间）
；
9 号楼
RMB5,100／学期／人（双人间）
；
10 号楼
RMB9,000／学期／人（单人间）
；
12 号楼
RMB6,600／学期／人（单人间）
；
RMB4,500／学期／人（双人间）
；
51 号楼
RMB4,500／学期／人（双人间）
；
医学院
RMB41-80／天（双人间）
报名费：RMB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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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专业

药学院

药学

数学系

数学与应用物理学

人文学院

汉语言（语言文化、商务汉语、金融汉语、国际中英双语方向-第 2
年赴国外大学学习英语）、汉语言文学（中外文化交流）

凯原法学院

法学

外国语学院

日语、德语、英语

密西根学院（英文授课）

机械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类（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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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理科试验班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航空航天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农业与生物学院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资源环境科学、动物科学、植物生物技术）

媒体与设计学院

传播学、广播电视编导、文化艺术管理、视觉传达设计、工业设计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类（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类（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类（工
商管理、会计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机械类（机械工程、工业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
程）
电气信息类（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
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软件工程、微电子科
学与工程）
海洋工程类（船舶与海洋工程、交通运输）、土木类（土木工程、
工程力学）、★建筑学

奖学金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生可通过免试标准申请，有意者请见student.dongzong.my；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apply.sjtu.edu.cn；无须网上缴报名费，选择汇款并上传凭证，并
上传一张注明“通过董总推荐”文件即可。
3. 工商管理不招收高中毕业生，必须先进入经济学类（从理工科和经济学类的二年级在校生
中择优选拔）
；
4. 申请设计学类及工业设计者，需要一定的美术基础；
5. 申请本科及预科项目需提交本人自述及一封推荐函；
6. 申请预科者，年龄不超过23岁；
7. 预科A有效好汉语基础（9月入学）、预科B无汉语基础（3月入学）;
8.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上海市华山路 1954 号
邮编：200030P.R.China
电话：0086-21-62932277／2276
传真：0086-21-62817613
电邮：iso@sjtu.edu.cn
网址：isc.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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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位于创新求索、文化荟萃、包容并蓄的黄浦腹地，红墙映日、梧桐
环绕。其前身是由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96-1952)、震旦大学医学院(1911-1952)、同德医学院
（1918-1952)于 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合并而成的上海第二医学院，1985 年更名为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1997 年学校通过了“211 工程”立项。2005 年 7 月，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
第二医科大学合并，成立了新的由教育部、上海市政府重点共建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进
入“985”高校行列。2010 年 11 月，学院成为卫生部与教育部合作共建的第一批十个重点高校
中的一员。2017 年 12 月，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第四轮《学位学科评
估高校排名结果》中，我院临床医学专业全国排名 A+、基础医学专业排名 A-，临床医学专业
在 2009 年和 2013 年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均评为第一。

收费标准
学费：RMB29,000／年
住宿：RMB41 或 80／天（双人间）
报名费：RMB41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医学院

专业方向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

奖学金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上海市重庆南路 227 号
邮编：200025P.R.China
电话：0086-21-63847078
传真：0086-21-63841367
电邮：liuxue@shsmu.edu.cn
网址：www.shs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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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TheSino-BritishCollege,USST
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的校园位于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地处上海市中心地带，
交通方便，环境优美，周围商业繁华，文化气氛浓郁。目前学院已建立商务与传播学院和工
程学院，下设财务与金融系、工商管理系、会展管理系、电子电气工程系、机械工程系、以
及学术英语（EAP）教学中心和物理与数学教学中心，实行全英文授课，小班制教学。

收费标准
学费：RMB80,000／年
住宿：RMB8,800-RMB36,000／年
报名费：RMB5,0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工程学院

电子电气工程、机械工程、物理与数学教学中心

商务与传播学院

财务与金融、工商管理、会展管理、学术英语教学中心

奖学金
可申请“国际学生奖学金”RMB10,000-80,000／年。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上海市复兴中路 1195 号
邮编：200031P.R.China
电话：0086-21-64741397 国际招生
传真：0086-21-64741397
电邮：sbc@usst.edu.cn／international@sbc-usst.edu.cn
网址：www.sbc-us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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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药大学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上海中医药大学创立于 1956 年，是新中国诞生后国家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药高等院校之
一。学校设有 20 个二级学院及部门，5 所附属医院，16 个附属与共建研究所。10 个研究中
心另外还成立了由上海 19 家中医机构组成的医教研联合体。
学校有 18 个直属学院，3 所直属附属医院。4 所非直属附属医院，22 个附属及共建研究
所。15 个研究中心。另外还成立了由上海 19 家中医机构组成的医教研联合体。

收费标准
学费：其他专业 RMB28,000／年；英文授课 RMB42,000／年；
预科 RMB11,000／学期（基础班–9 月入学，提高班–3 月入学）
住宿：RMB1,500／月（单人间）
；RMB1,600／月（双人间）
；
报名费：RMB45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专业（设有预科班）
★中医学、★针灸推拿学、★※中医学（针灸）、★※中西医临床医学中药学、护理学、中药学、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康复治疗学（作业治疗方向、物理治疗方向）
、听力与言语康复学、预科
（提高班或基础班（半年／1 年）、

奖学金
1.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上海中医药大学奖学金”，student.dongzong.my。申请者无需网
上申请，仅需在入学表上勾选即可；
2. 可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详情www.csc.edu.cn/laihua或www.campuschina.org查阅；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5积点；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www.study-shanghai.org/index.asp；
3. 网上申请无需付费，仅上传“马来西亚董总推荐”说明即可。
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蔡伦路 1200 号
邮编：201203P.R.China
电话：0086-21-51322255／2285
传真：0086-21-51322285
电邮：iec.admissions@shtcm.com
网址：www.shutc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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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上海外国语大学，简称“上外”、“SISU”，是教育部直属并与上海市共建、进入国家“211
工程”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秉承“格高志远、学贯中外”的校训精神，筚路蓝缕，奋发有为，
现已发展成一所培养高端国际型外语人才的多科性、国际化、高水平特色大学，蜚声海内外。

收费标准
学费：虹口校区：汉语言专业 21000 元/年，翻译（汉英）专业 24000 元/年，
其他专业 22000 元/年
松江校区：21500 元/年
住宿：虹口校区（上外迎宾馆）：RMB125-160／天（单人间）
；
RMB75-90／天／人（双人间）；
（上外宾馆）
：RMB140／天（单人间）
；RMB65／天／人（双人间）
；
（上外专家楼）
：RMB80-100／天（单人间）；RMB60／天／人（双人间）
；
松江校区：RMB130／天（单人间）；RMB65／天／人（双人间）
；
锦江之星：RMB150/天/(单人间);RMB80/天/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450（2015 起年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
虹口校区
翻译（汉英）
工商管理（汉语）
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
汉语国际教育（国际汉语教学、中国研究）

国际政治（汉语）
汉语言专业（经贸类、中英双语、中国文化）

松江校区（全部以中文授课）
翻译
法语
波斯语
荷兰语
波兰语
英语（教育）

英语
日语
朝鲜语
越南语
金融学
德语（经济学）

俄语
泰语
希腊语
印地语
广告学
商务英语

德语
法学
瑞典语
捷克语
会计学
西班牙语

阿拉伯语

葡萄牙语

意大利语

希伯来语

乌克兰语
国际政治

土耳其语
工商管理

匈牙利语
乌兹别克语

哈萨克语
广播电视学

汉语国际教育
印度尼西亚语
新闻学（国际新闻）

政治学与行政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教育技术学
公共关系学
网络与新媒体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
西班牙语（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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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申请松江校区的专业者，2016起可免试入学，仅需视频面试；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上海市大连⻄路 550 号
邮编：200083P.R.China
电话：0086-21-65360599/35372961
传真：0086-21-65313756
电邮：oisa@shisu.edu.cn
网址：oisa.shisu.edu.cn

73

◎

上海音乐学院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是由蔡元培先生和萧友梅博士于 1927 年共同创办的国立音乐院，1956
年定名为上海音乐学院。
学院设有 15 个系（部）
，近 20 个专业方向，4 个硕士研究方向，2 个博士研究方向，1
个艺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 2 个上海市重点学科（作曲与音乐设计、音乐文化史）
，1
个上海市教育高地（音乐表演）。

收费标准
学费：RMB32,000／年
住宿：RMB80／天（单人间）；RMB40／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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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学

★音乐学、音乐教育、音乐治疗、乐器修造艺术

音乐表演

★指挥、★歌剧音乐指导、★声乐演唱（含美声演唱、民声演唱）、钢
琴演奏、现代器乐演奏（含爵士钢琴、爵士萨克斯、爵士小号与爵士
长号、爵士吉他、爵士贝斯、电子管风琴、手风琴、古典吉他）、打
击乐器演奏（西洋打击乐、中国打击乐、流行打击乐）、管弦乐器演
奏（含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竖琴、长笛、双簧管、
单簧管、大管、小号、圆号、长号、大号、萨克斯管）中国乐器演奏
（含笛、笙、唢呐、管子、扬琴、柳琴、中阮、琵琶、筝、古琴、二
胡、板胡、大提琴、低音提琴）、音乐戏剧表演

录音艺术

音乐设计与制作、多媒体艺术设计、音乐与传媒

艺术与科技

音乐科技与艺术

数字媒体艺术

数字媒体艺术

公共事业管理

艺术管理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作曲、★民族音乐作曲、视唱练耳

奖学金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采用网报方式http://zsbm.shcmusic.edu.cn
以上专业需于2月中旬到上海参加专业统一考试；
考试科目、考试大纲请参照我院招生网站：http://jwc.shcmusic.edu.cn/html/zhao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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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ongshi/bkszsxx；
5. 每人限报二个专业；
6. 若无法通过考试，可申请进入进修班学习；
7.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邮编：200031P.R.China
电话：0086-21-64310305/64316745
传真：0086-21-64310305
电邮：shcmfso@yahoo.com
网址：www.shcmusi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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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戏剧学院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上海戏剧学院是一所具有近七十年历史，以戏剧戏曲学为核心，多学科综合发展的演艺
类艺术大学。学院隶属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由国家文化部和上海市政府实施共建，是中国
顶尖的艺术院校之一。经过多年发展，上海戏剧学院由原来的单科型学校成为了国内有代表
性的综合性演艺类艺术大学。学院现有华山路、莲花路、虹桥路三个校区。设有表演系、导
演系、戏剧文学系、舞台美术系、戏曲学院、舞蹈学院、电视艺术学院、创意学院等八个院
系；附属戏曲学校、附属舞蹈学校等两所全国重点中等学校；以及继续教育学院、培训中心、
附属高级中学。

收费标准
学费：36,000／年，舞蹈/戏曲专业 48000 元/年
住宿：留学生宿舍 RMB75／天／人（单人间）；RMB40／天／人（双人间）
专业考试费：初试 RMB100，复试 RMB100，三试 RMB100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
绘画

表演(京剧)

表演（木偶）

表演（戏曲音乐）

表演（音乐剧）

舞蹈表演

表演（戏剧影视）

戏剧影视导演

戏剧影视文学

广播电视编导

视觉传达设计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影视摄影与制作

舞蹈表演（芭蕾舞）

舞蹈表演（中国舞）

戏剧影视文学（教育戏剧）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公共事业管理（艺术管理）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戏剧戏曲音乐设计与制作）

奖学金
可申请“上海市政府外国留学生 B 类奖学金(部分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申请者需登录http://zs.sta.edu.cn进行专业考试报名注册、缴费及打印准考证,不设现场报
名。并于2月中旬到上海参加专业统一考试；
3. 考生须参加报考专业的考试规程所规定的初试、复试及三试的所有科目，详见本科招生网
（zs.sta.edu.cn）下载区中的《上海戏剧学院2018年本科生招生简章》
。
4. 表演专业要求体形匀称，五官端正，口齿清楚，普通话较标准，两眼裸眼视力一般不低于
0.8；
5. 申请者没有基础，也能接受申请；
6.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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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中国上海市华山路 630 号
邮编：200040P.R.China
电话：0086-10-62485215
传真：0086-10-62485596
电邮：staiso@hotmail.com
网址：liuxuesheng.st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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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Economics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前身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始建于 1960 年，是原国家对外贸易部的部
属高校，1994 年 9 月，学校划归上海市人民政府管理。2013 年 4 月，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更名
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学校现有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法学、理学 5 个学科门类，设有国际经贸学院、国际
商务外语学院、金融管理学院、法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院、会展与旅游学院、商务
信息学院、国际交流学院、继续教育学院、WTO 研究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等学院。

收费标准
学费：RMB20,000／年
住宿：国际交流中心宾馆 C 楼、D 楼：RMB70／天（单人间）
；RMB100／天（双人间）
；
松江校区【湖滨楼】：RMB70／天（单人间）
报名费：RMB1,0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法学院

法学（国际经济法）

会计学院

会计学

金融管理学院

金融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

商务信息学院

统计学、商务信息管理

国际交流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商务汉语

会展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商务汉语、商务英语、新闻学、商务日语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电子商务、物流管理、国际商务、
国际经济与贸易

奖学金
1.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奖学金”，student.dongzong.my。
2.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英语授课专业要求母语是英语国家的学生或具有TOEFL500分以上（IELTS6.0分以上）的英
语能力；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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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国上海⻓宁区古北路 620 号
邮编：200336P.R.China
电话：0086-21-52067325
传真：0086-21-52067215
电邮：sis_sift@126.com
网址：www.suib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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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华东政法大学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1952 年 6 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
准，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上海
学院、震旦大学等 9 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合并，在圣约翰大学旧址成立华东政
法学院。
学校设有 19 个学院（部），160 余个科研机构；拥有法学、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予权、硕士学位授予权，应用经济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建有 14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5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5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24 个本科专业，
以及法学博士后流动站；有 1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法律史）
、5 个省（部）级重点学科、2 个
上海市一流学科、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各 1 个。

收费标准
学费：RMB24,000／年
住宿：（欲知详情，请洽询华东政法大学国际交流处老师）
报名费：RMB450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
社会学

会计学

金融学

经济学

治安学

工商管理

社会管理

行政管理

边防管理

知识产权

文化产业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政治学与行政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学（金融工程方向）

翻译（涉外法商方向）

新闻学（法制新闻方向）

英语（涉外法商方向）

日语（涉外法商方向）

汉语言文学（法商文秘方向）

侦查学（经济侦查方向、刑事侦查方向）
法学（民商法律方向、刑事法律方向、国际金融法方向、经济法方向、国际经济法方向）

奖学金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通过以下两个链接进行在线申请：
1)http://www.study-shanghai.org/controller.asp?action=SignUp_3
2)http://study.ecupl.edu.cn/en/application/onlin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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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上海市万航渡路 1575 号
邮编：200042P.R.China
电话：0086-21-62071643
传真：0086-21-62137121
电邮：laijinsheng@ecupl.edu.cn
网址：www.ecup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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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
Shanghai University
上海大学是上海市属、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是国家教育部与上海市人
民政府共建高校。现任党委书记是罗宏杰，校长是金东寒。
上海大学学科门类齐全，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
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现设有 27 个学院和 2 个校管系；设有 67 个本科专业、42 个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74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3 种硕士专业学位（其中工程硕士含
19 个工程领域）
；20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79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2 个自主
增设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含 3 个交叉学科博士点）
；19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收费标准
学费：人文社科 RMB21,000／年；理工、经济 RMB24,000／年；经济（英文）RMB29,8
艺术 RMB32,000／年；
住宿：宝山校区 RMB100/天（单人间），RMB50／天／人（双人间）
；
延长校区-莘远楼 RMB100/天（单人间）
，RMB80／天／人（双人间）
延长校区 D 楼 RMB100/天（单人间），RMB50／天／人
报名费：RMB5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文学院

社会学、社会工作、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历史学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理论与
应用力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学

法学院

法学

美术学院

美术学、★建筑学、绘画（国画）、绘画（油画）、绘画（版画）、
雕塑、艺术设计、会展艺术与技术、艺术设计（数码艺术）、美术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工商管理、会计学、财
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物流管理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

土木工程系

土木工程

国际交流学院

汉语言

社会科学学院

哲学

数码艺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动画、音乐学

生命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

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编导、会展艺术与技术、
影视艺术技术、艺术设计（广告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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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图书馆情报档案系

档案学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

材料物理、治金工程、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业设计、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自动化、包装工程、工业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奖学金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申请人需先登录 www.study-shanghai.org 完成网上
申请，完成申请后，再将全部纸质申请材料打印出来。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采用网报方式http://www.apply.shu.edu.cn/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上海市延⻓路 149 号
邮编：200072P.R.China
电话：0086-21-56331820
传真：0086-21-56333187
电邮：apply1@oa.shu.edu.cn
网址：www.cie.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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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上海师范大学是上海市重点建设的高校，是一所以文科见长并具教师教育特色的文、理、
工、艺等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学校现有本科专业 86 个，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农学、艺术学等 11 个学科门类。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20,000／年；理科 RMB20,800／年；艺术 RMB25,000／年；
预科班 RMB17,000／学期
住宿：学思园（学术文化交流中心）
：
留学生优惠价（注满一学期）RMB100/天/间（双人间）
（RMB50／天／人）
；
单人间 ARMB83/天/人（双人间）
、单人间 BRMB75/天/人；
国教（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
留学生优惠价（注满一学期）RMB130/天/间（双人间）
（RMB65／天／人）
；
RMB90/天/人（单人间）
、RMB110/天/人（单人间）
预科学院住宿：RMB100/天（单人间），RMB50／天／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520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预科学院）
专业学院／系
商学院

数理学院
旅游学院
音乐学院
美术学院

专业方向
经济学、经济学（中法合作）、经济学（中美合作）、金融学、金融
工程、投资学、保险学、信用管理、财务管理、电子商务、资产评估、
法语、广告学（中法合作）、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法合作）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物理学（师范）、教育技术学（师范）、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教育技术
学
地理科学（师范）、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地理信息科学、人
文地理与城乡规划、酒店管理
音乐学（师资）、音乐表演、音乐表演（中俄合作）、录音艺术、舞
蹈学
美术学（师范）、绘画（油画、版画）、中国画、雕塑、视觉传达设
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英语、日语

教育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师范）、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应用心理学、教育学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中英合作双学位）、土木工程（道桥工程）、工程管理

对外汉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哲学与法政学院

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人力资源管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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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师范）、历史学（师范）古典文献、社会
工作、档案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戏剧影视文
学、摄影、文化产业管理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动画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化学（师范）、生物科学（师范）、科学教育、环境工程、园艺、化
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食品科学与检测、生物技术、生物科学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
范）、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中德合作双学位）、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中美合作）、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中美合作）

奖学金
1.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上海师范大学奖学金。
2. 申请预科学院课程者，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预科学院奖学金”，详情请参阅招生简章。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申请音乐、舞蹈、表演、影视、美术等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必须同时提交5份个人作品或
演出视频。
3. 语言要求：申请汉语授课专业需要提供相应的汉语水平证明：
4. 艺术类专业：HSK4级≥180分（单项不低于60分）。
5. 理科专业：HSK4级≥195分（单项不低于65分）
。
6. 文科、经管类专业：HSK4级≥210分（单项不低于70分）
。
7. 持有下列证书的，也可申请免HSK证书
8. 修读SATⅡ中文（ChinesewithListening）成绩≥600。
9. 修读IB汉语HL课程，成绩≥6分。
10. 修读A-level中文类课程，成绩A以上。
11. 通过AP中文课程或其他证明。
12. 中学阶段接受以汉语为教学语言，
13. 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预科结业证书。
1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外宾楼北楼 307 室
邮编：200234P.R.China
电话：0086-21-64323905
传真：0086-21-64321082
电邮：karen@shnu.edu.cn
网址：www.sh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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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理工大学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华东理工大学（EastChin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ECUST），原名华东化工学院，
创办于 1952 年，位于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是：
新中国第一所以化工为特色的全国重点高校
中国教育部直属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
全国 13 所重点工科大学之一
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国家 985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水平大学
培养了 18 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学校除了化学、化学工程、信息工程、机械工程、生物工程、材料工程、资源与环境工
程等高水平的理工科院系，还有在中国颇具竞争力的商学院、社会学院和艺术设计与传媒学
院。

收费标准
学费：RMB22,000／年；艺术 RMB26,000／年；预科 RMB13,500／学期
住宿：晨园 RMB2,250/月（单人间），RMB3,300／月（双人间）
；
留学生楼 RMB1,500/月（单人间）
；
励志公寓 RMB1,800/天（单人间）
报名费：RMB600；预科 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预科班）
专业学院／系
化工学院
生物工程学院

专业方向
化学工程与工艺、油气储运工程、轻化工程、资源循环科学与工
程
生物工程、生物科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技术、食品质量与
安全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

药学院

制药工程、药学、药物制剂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复合材料与工程、材
料物理、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环境工程、安全工程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理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过程装备与控
制工程、安全工程(安全检测技术)
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信息工程、自动化、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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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

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
管理、物流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
财务管理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工业设计、风景园林、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广告学、产品
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外国语学院

英语、德语、日语

法学院

法学

奖学金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apply.ecust.edu.cn，网上申请审核通过后，请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
付报名费，并将转账凭证上传网上报名系统。
3. 申请预科者，年龄16至23周岁，希望进入中国大学理工科专业学习，有一定汉语基础，但
还未达到本科入学标准的非中国籍公民，全年可申请。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上海市徐汇区梅陇路 130 号晨园 104 室
邮编：200237P.R.China
电话：0086-21-64253277
传真：0086-21-64252280
电邮：cie@ecust.edu.cn
网址：ies.ec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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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Southwest University
西南大学（SouthwestUniversity）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农业部、重庆市共建的重点综
合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强、特色鲜明，现有 53 个一级学科，涵盖了哲、经、法、教、
文、史、理、工、农、医、管、艺等 12 个学科门类，其中有 3 个国家重点学科、2 个国家重
点（培育）学科，19 个一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44 个一级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5,000／年；理工 RMB17,000／年；艺术 RMB19,000／年
住宿：（单人间）RMB7,000／人／学期；RMB12,000／人／年；
（双人间）RMB5000／人／学期；RMB9,000／人／年
报名费：RMB500（报到时缴交）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戏剧影视文学

法学院

法学

药学院

药学、制药工程（生物制药方向）、化工制药

教育学部

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小学教育、教育管理

音乐学院

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学

美术学院

美术学、艺术设计、绘画、雕塑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心理学部

心理学、※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外国语学院

日语、英语、俄语

新闻传媒学院

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

化学化工学院

材料化学、应用化学、化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工程

生物技术学院

蚕学、生物技术

资源环境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环境科学、环境工程、林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
治、土地资源管理、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纺织服装学院

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

工程技术学院

自动化（工程方向）、电子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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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食品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茶学、包装工程

园艺园林学院

园艺、园林、城市规划

植物保护学院

制药工程（农药方向）、植物保护

动物科技学院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水产养殖学、草业科学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历史学、民族学

旅游学院

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国
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金融学、市场营销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地理信息系统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文化产业管理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学、科学教育、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农学、生物技术、农村区域发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教育技术学、
网络工程、电子商务

软件学院

奖学金
可申请“重庆市人民政府外国留学生市长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申请学习音乐专业的学生须提交本人作品的光盘；申请学习美术专业的学生，须提交本人
作品光盘（2张素描画，2张色彩画，2张其他作品）
；
3. 登陆西南大学国际学生在线入学申请网站（https://swu.17gz.org/member/login.do）
，完
成在线用户名注册、密码设置、验证码输入等注册登陆步骤。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邮编：400715P.R.China
电话：0086-23-68256342／2347
传真：0086-23-68863805
电邮：fstudent@swu.edu.cn
网址：www.sw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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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交通大学
ChongqingJiaotongUniversity
重庆交通大学创办于 1951 年，是一所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交
通运输部与重庆市部市共建，交通特色与优势明显，以工为主，工、管、理、经、文、艺、
法等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

收费标准
学费：RMB15,000／年
住宿：USD350-1,400／年
报名费：300 元人民币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
翻译

会计学

建筑学

经济学

广告学

测绘工程

环境科学

安全工程

地质工程

工商管理

物流管理

工程管理

工程造价

交通运输

交通管理

交通工程

航海技术

工业设计

通信工程

工程力学

材料物理

旅游管理

产品设计

环境设计

应用化学

风景园林

市场营销

知识产权

广播电视学

应用统计学

物联网工程

汉语国际教育

电子信息工程

视觉传达设计

地理信息科学

汽车服务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国际经济与贸易

材料科学与工程

交通建设与装备

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

理论与应用力学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材料成型及其控制工程

土木工程（道路工程）

土木工程（桥梁工程）

土木工程（岩土工程）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土木工程（检测与维护技术）

土木工程（地铁及轨道工程）

交通运输（卓越工程师班）

隧道及地下工程（卓越工程师班）

英语（涉外土木工程英语）

车辆工程（汽车工程）

车辆工程（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英语（涉外机电商贸英语）

英语（涉外船舶与海洋工程英语）

轮机工程（轮机管理）

轮机工程（船舶动力装置设计与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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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卓越工程师班）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与制造）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工程师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技术及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软件开发）

奖学金
可申请“重庆市人民政府外国留学生市长奖学金”（第一类）
、
“重庆交通大学校长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由所在国公立医院签发，表上须盖章和贴近期照片。检查后将
表格、血液化验单原件和胸部X线检查扫描通过邮箱或传真返回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原件待录取报到时交验）
。
3. 个人简历。
4. 无犯罪证明。
5.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66 号
邮编：400074P.R.China
电话：0086-23-62652670
传真：0086-23-62652335
电邮：waiban@vip.163.com
网址：www.cq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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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
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
重庆师范大学创办于 195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最早成立的高等师范学校之一，
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西部设立的首个“华文教育基地”。学校现有沙坪坝校区、大学城校区和
北碚校区三个校区，被重庆市政府命名为“园林式单位”。
学校现有 17 个学院，1 个独立二级学院，68 个全日制本科专业，17 个硕士学位一级学
科授权、10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1 个职教硕士学位授权、1 个高师硕士学位授权，涵盖哲
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理学等 11 个学科门类。拥有 1 个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 个省
部共建教育部工程中心、“十二五”市级一级重点学科 11 个、“十五”“十一五”市级重点学科 11 个、
5 个市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0 个市级重点实验室、8 个市级创新团队、2 个市级工程研
究中心。有 3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6 个市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含 1 个特色专业群）
、19
门市级精品课程和双语课程、12 个市级教学团队、7 个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6 个市级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3,000／年；理工、管理 RMB15,000／年；艺术、美术 RMB17,000／年
住宿：沙坪坝校区：留学生公寓：RMB600-800／人／月，RMB400／月（双人间）
；
大学城校区：学生公寓：RMB1,200／人／年（四人间）
报名费：RMB32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化学院

化学、科学教育

音乐学院

音乐学、音乐表演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传媒学院

影视摄影与制作、摄影、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数字媒体技术

政治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外国语学院

英语、英语（信息技术）、英语（翻译）、日语

初等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语文、英语、数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教育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学、教育学、学前教育

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工业设计、绘画、服装设计与工程

地理与旅游学院

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旅游管理（饭店管
理、旅游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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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历史与社会学院

历史学、博物馆学、社会工作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工商管理类、财务管理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软件工程

奖学金
可申请“重庆市人民政府外国留学生市长奖学金”（第一类）新生。

备注
1.
2.
3.
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申请体育、音乐、美术、服装学院的学生须具有一定的基础；
检附《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学习经历简介及无犯罪记录证明；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重庆市沙坪坝天陈路 12 号
邮编：400047P.R.China
电话：0086-23-65317936
传真：0086-23-65362300
电邮：interroff@cqnu.edu.cn
网址：international.cq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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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
ChongqingUniversityofPosts&Telecommunications
重庆邮电大学始建于 1950 年，坐落在著名南山风景区，是国家布点设立并重点建设的几
所邮电高校之一，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与重庆市共建的一所以信息科学技术为特色和优势，在
邮电通信行业、在信息产业领域、在西部乃至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教学研究型大学。
现设有 15 个学院，47 个本科专业，12 个一级学科、38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在
8 个学科领域招收培养工程硕士，经教育部批准具有推荐本科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现有
11 个省部级重点学科，2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收费标准
学费：RMB15,000／年住宿：9600 元人民币/年（单人间）
；4200 元人民币/年（双人间）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自动化学院
光电工程学院

本科专业
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物联网工程、智能电网信息工程、测
控技术与仪器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微电子
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生物信息学院

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工程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经
济学

传媒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动画、数字媒体艺术、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广播电视工程、数字媒体技术、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工程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

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外国语学院

英语、翻译

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法学
法学、知识产权、信息安全
院
先进制造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现代邮政学院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科学、空
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奖学金
可申请“重庆市人民政府外国留学生市长奖学金”、
“重庆邮电大学校长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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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2.
3.
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网上报名系统：https://cqupt.17gz.org/member/login.do
个人陈述（含学习计划），1500字左右，用中文或英文撰写；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重庆市南岸区崇文路 2 号
邮编：400065P.R.China
电话：0086-23-62460007
传真：0086-23-62487912
电邮：admission@cqupt.edu.cn
网址：www.cqup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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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国海洋大学是一所以海洋和水产学科为特色，包括理学、工学、农学、医（药）学、
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教育部直属
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之一。学校现辖崂山、鱼山和
浮山三个校区。
目前学校设有 17 个院（系），69 个本科专业，现有 34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196
个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615 个类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3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83 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13 个博士后流动站。

收费标准
学费：RMB18,000／年（中文授课）
；RMB23,000 元/学年（英文授课）
住宿：浮山校区中心公寓：RMB35-60／天（单人间）
；RMB50-70／天（双人间）
浮山校区４号公寓：RMB32-40／天（单人间）
；RMB36-50／天（双人间）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体育系

运动训练

教育系

教育技术学

艺术系

音乐表演

水产学院

水产养殖学、海洋资源与环境、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医药学院

药学

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设计自动化、轮机工程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旅游管理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物流管理、经济学（海洋经济方向）

法政学院

法学、法学类（中外合作办学）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
政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法语、德语、朝鲜语

海洋与大气学院

海洋科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类（中外合作办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海洋生命学院

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生态学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地质学、勘查技术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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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理学、海洋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
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保密管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新闻学、编辑出版学、文化产业管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全英文授课本科生项目 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奖学金
可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本科生）、
“优秀在校留学生奖学金”（在校生）
。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在线报名系统：http://admission.ouc.edu.cnwww.ouc.edu.cn
3. 申请材料可发邮件至国际教育学院邮箱iec@ouc.edu.cn
4.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学生入学申请表》
5. 个人简历（中外文），内容含个人基本信息、教育经历、工作经历等。
6. 外国人体格检查表
7. 护照复印件两份及2寸照片两张
8. 对外汉语、国际经济与贸易是留学生单独开班；
9. 英语水平证明或等级考试证书（TOEFL>80,IELTS>6）
10. 以上专业目录是与中国学生同堂上课。
11.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山东省青岛市松岭路 238 号
邮编：266100P.R.China
电话：0086-532-85901555
传真：0086-532-85901868
电邮：iec@mail.ouc.edu.cn
网址：http://sie.o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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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大学
Yangzhou University
扬州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高校、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全国首批
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全国率先进行合并办学的高校。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4,000／年；理工、商科 RMB16,000／年；
艺术、体育、医科 RMB18,000／年；
临床医学英文授课 RMB30,000／年；烹饪 RMB24,000／年
住宿：RMB55-60／天（单人间）；RMB35-40／天／人（双人间）
；
RMB15-20／天／人（三人间）；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中文授课）
秘书学
社会工作
档案学
哲学
历史学
法学
摄影
法语
翻译
日语
物理学
材料化学
化学
应用化学
体育教育
工业设计
通信工程
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
工程管理
自动化
交通工程
建筑学
土木工程
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
农学
风景园林
园林
生态学
园艺
植物保护
动物科学
草业科学
动物医学
生物科学
药学
财务管理
护理学
电子商务
财政学
会计学
经济学
市场营销
乳品工程
音乐表演
音乐学
公共艺术
本科专业（英文授课）
车辆工程
软件工程
动物科学
生物技术

汉语言文学
教育学
学前教育
朝鲜语
英语
统计学
制药工程
车辆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物联网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农业水利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海洋资源与环境
资源环境科学
农村区域发展
生物技术
工商管理
国际商务
金融学
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
美术学

汉语国际教育
小学教育
广播电视学
商务英语
阿拉伯语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化学工程与工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能源与动力工程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种子科学与工程
生物工程
临床医学
医学检验技术
行政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烹饪与营养教育
食品质量与安全
环境设计

土木工程
临床医学

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技术学
数字媒体艺术
西班牙语
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动植物检疫
水产养殖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公共事业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环境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国际商务旅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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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学金
1.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扬州大学留学生奖学金；
2. 扬州大学奖学金申请网址：http://yzu.17gz.org/member/login.do；
3. 另外关于我们“扬州大学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具体信息请参照以下网址http://coe.yzu.edu.c
n/col/col36968/index.html。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登陆扬州大学国际学生在线申请系统（http://yzu.17gz.org/member/login.do）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扬州市大学南路 88 号荷花池校区主楼 818 办公室 （扬州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留学生招生办
公室）
邮编：224051P.R.China
电话：0086-514-87971297
传真：0086-514-87971276
电邮：admission@yzu.edu.cn
网址：coe.yzu.edu.cn

99

◎

东南大学
Southeast University
东南大学是中央直管、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
的大学之一，是中国最早建立的高等学府之一，素有“学府圣地”和“东南学府第一流”之美誉。
学校坐落在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占地面积 5888 亩，建有四牌楼、九龙湖、丁家桥等校区。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6,000／年；其他 RMB19,000／年；医科 RMB20,000／年；
英文授课医学 RMB30,000-40,000／年；建筑学 RMB28,800／年
住宿：RMB6000-8000／年（双人间中的一个床位）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建筑学院

建筑学（学制五年）、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工业工程

能源与环境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环境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力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数学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机器人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
络安全）

物理系

应用物理学、物理学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信息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人文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汉语言文学、旅游管理哲学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工商管理、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金融工
程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化学

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交通运输

100

◎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美术学、动画

法学院

法学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劳动与社会保障

医学院

临床医学（英文授课，6 年）、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影像学、生物工程

奖学金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南京市政府奖学金、
“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在校生）。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P.R.China
电话：0086-25-83793022
传真：0086-25-83792737
电邮：admission@seu.edu.cn
网址：cis.s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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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大学
Jiangnan University
江南大学坐落于太湖之滨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无锡市，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 工
程”重点建设高校。学校现设三个校区：校本部青山湾校区位于锡惠风景区惠河路；龙山校区
和梅园校区位于太湖、梅园风景区。校园依山傍水，树木葱茏，碧草如茵，环境优雅，景色
秀丽，被誉为花园式学府。
大学学科涉及工学、理学、文学、经济、农学、管理、法学、教育、医学、艺术等九大
门类，是以工为主、工理文交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调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教学研究
型多科性大学。目前，学校设有 18 个学院，52 个本科专业，6 个博士后流动站。

收费标准
学费：RMB14,800-16,400／年
住宿：RMB1500／学期（单人间）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中/英）、会计学、金融学、工业工程

法学院

法学、社会工作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医药学院

护理学（中/英）

外语学院

英语、日语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中/英）、食品质量与安全

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中/英）、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公共艺术、环境设计

数字媒体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数学媒体技术

机械学院

机械工程（中/英）、包装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纺织服装学院

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轻化工程、服装与服饰设计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中/英）、生物技术、酿酒工程

物联网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
英）、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

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环境工程

药学院

制药工程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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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学金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
“江南大学外国留学生新生奖学金”、
“太湖奖学金”
（在校生）
。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 号 江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邮编：214122P.R.China
电话：0086-510-85919552，85329235
传真：0086-510-85809610
电邮：sie@jiangnan.edu.cn
网址：studyabroad.jiangn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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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学
Jiangsu University
江苏大学是 2001 年 8 月经教育部批准，由原江苏理工大学、镇江医学院和镇江师范专科
学校合并组建，办学历史可追溯到 1902 年刘坤一、张之洞等在南京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学
校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镇江市。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涵盖工学、理学、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
教育学、艺术学等 10 大学科门类。设有 24 个学院，87 个本科专业。拥有 13 个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13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2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42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 个国家重点学科，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6 个江苏高校优势学科，10 个硕士专业学位
类别，26 个工程硕士授权领域。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6,000／年、社会科学、经管 RMB18,000／年；医科 RMB34,000／年
理工、工学 RMB20,000／年；药学、艺术 RMB22,000／年
（英文授课）
：汉语言文学 RMB16,000/年；会计、工商管理、国际贸易 RMB18,000/
年；化学工程、化学、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
RMB20,000/年；药学 RMB22,000/年；临床医学 RMB34,000/年
住宿：双人间：RMB4,500~4,900／年／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中文授课）
化学
工商管理
自动化
土木工程
通信工程
应用化学
工程管理
生物技术
环境工程
环保设备工程
信息安全
食品质量与安全
冶金工程
物联网工程
安全工程
金属材料工程
软件工程
物理学（师范）
交通工程
工业工程
车辆工程
会计学
金融学
英语
保险学
环境设计
统计学
法学
动画
护理学
药物制剂
医学检验技术

财务管理
机械工程
农业电气化
生物医学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机械电子工程
能源经济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言文学
日语
工业设计
产品设计
医学影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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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食品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国际经济与贸易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材料科学与工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复合材料与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数字媒体艺术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教育技术学（师范）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交通运输
视觉传达设计
电子商务
人力资源管理
物流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制药工程
卫生检验与检疫

◎
本科专业（英文授课）
电子商务 会计学
药学
化学
工商管理 土木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食品科学与工程
财务管理 临床医学(6 年) 国际经济与贸易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机械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工程（流体机械及工程方向）

奖学金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英语水平考试成绩（非英语国家）
家庭收入证明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镇江市学府路 301 号
邮编：212013P.R.China
电话：0086-511-88792216（教务办）
，0086-511-88792366(招生办)
传真：0086-511-88792208
电邮：admission@ujs.edu.cn
网址：oec.ujs.edu.cn

105

◎

南京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学坐落于钟灵毓秀、虎踞龙蟠的金陵古都，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百年名
校。其前身是创建于 1902 年的三江师范学堂，此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等历史时期，于 1950 年更名为
南京大学。1994 被确定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支持的大学，1999 年也进入国家“985 工程”首批
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行列。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9,000／年；理、商科 RMB23,000／年；软件学院各专业 RMB30,000/年；
医学 RMB40,000／年
住宿：鼓楼校区西苑留学生公寓：RMB52／天／人（双人间）
；RMB67／天／人（单人间）
；
仙林校区 21 栋留学生公寓：RMB12,000／年（单人间）
；RMB6,000／年／人（双人
间）
报名费：RMB500（网上报名支付）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数学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哲学系（宗教学系）

哲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学

商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工商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电子商务、财政学

法学院

法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七年）、口腔医学（七年）、基础医学（七年）

物理学院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声学

历史学院

历史学、考古学、文物鉴定与修复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社会学院

社会学、社会工作、应用心理学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化学、环境生物

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编辑出版学、档案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朝鲜语

匡亚明学院

理科强化班(数学、计算机、天文、物理、生物物理、化学、生物和生物
化学)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劳动人事与社会保障、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

106

◎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工程管理学院

金融工程、工业工程、自动化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应用化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生物科学

海外教育学院

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商务汉语）

大气科学学院

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地球化学、地质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微电子学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天文学、空间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市规划（5 年）、建筑学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地理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旅游管理、海洋科学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

奖学金
可申请“南京市政府奖学金”hwxy.nju.edu.cn、“江苏省政府茉莉花奖学金”studyinjiangsu.org、
“中国政府奖学金汉语言（商务汉语方向）本科专项奖”
https://hwxy.nju.edu.cn/_t485/5b/b2/c6055a220082/page.htm。

备注
1.
2.
3.
4.
5.
6.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采取网上报名：istudy.nju.edu.cn/member/login.do；
报考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还需另外提交：
个人申请书（包含选择建筑学专业的理由等）
与建筑学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相关的作品或佐证材料（如有）
申请“茉莉花江苏省奖学金”者，务必自行邮寄申请资料到江苏省教育厅，复印本邮寄给董
总；
7. “中国政府奖学金汉语言（商务汉语方向）本科专项奖”限报“海外教育学院汉语言（商务汉
语）专业“者申请；
8.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南京市鼓楼区全银街 18 号曾宪梓楼（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邮编：210093P.R.China
电话：0086-25-83594535／3586
传真：0086-25-83316747
电邮：qianyue@nju.edu.cn / issd@nju.edu.cn
网址：hwxy.nju.edu.cn
联络人：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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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大学
Nantong University
南通大学坐落于素有“江海明珠”、“历史文化名城”之称的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江苏南通
市，是一所有着 90 多年办学历史的综合性大学。学校现有 4 个校区，学科门类较全，涵盖文
学、理学、工学、医学、艺术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十大学科门类。
设有 26 个学院、开办 99 个本科专业，12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05 个二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点，1 个联合培养博士点。

收费标准
学费：医学 RMB26,000／年、艺术类 RMB20,000／年；
、文理工科 RMB16,000／年；
住宿：RMB10000／年／人（单人间）
；RMB6000／年／人（双人间）；
RMB4000／年／人（三人间）；RMB3000／年／人（四人间）
报名费：RMB600 元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中文授课）
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
英语
通信工程
秘书学
新闻学
行政管理
社会工作
会计学
物流管理
教育技术学 应用心理学
日语
翻译
新闻学
应用物理学
会计学

环境科学

电子商务
海洋技术
机械工程

应用化学
生物工程
电子信息类

电气工程

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
建筑学
药学

土木工程
轻化工程
预防医学

护理学

工业设计

旅游管理

交通运输类

本科专业（英文授课）
医学
机械工程

汉语言文学
生物技术
广播电视学
汉语国际教育
公共事业管理
英语（师范）
商务英语
应用统计学

电子信息工程
自动化
汉语国际教育
历史学（师范）
化学（师范）
小学教育（师范）
服装设计与工程
物理学（师范）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工商管理类
统
环境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生物科学（师范）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计算机科学与技
纺织工程
术
工程管理
服装设计与工程
康复治疗学
医学影像学
生物信息学
地理科学（师范）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
地理信息科学
境

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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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
汉语言文学（师范）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国际经济与贸易
学前教育（师范）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信息与计算科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嵌入式培
养）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医学检验技术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工商管理类（工商管理、市场
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

奖学金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通市启秀路 19 号
邮编：226001P.R.China
电话：0086-513-85051869 / 85051619
传真：0086-513-85051869 / 85051619
电邮：sie@ntu-edu.com
网址：sie.n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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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南京师范大学坐落在六朝古都南京，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江苏省属重点大学。南
京师范大学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祥地之一，经过一代又一代南师人薪火相继、身教言传，
历史性地生成了“严谨朴实”的学术品格，育就了“以人为本”的厚生传统，砥砺出“团结奋进”的
拼搏意识，塑造了“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学校以“正德厚生、笃学敏行”为校训，形成了“严
谨、朴实、奋发、奉献”的优良校风。
大学拥有仙林、随园、紫金三个校区，随园校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着“东方最
美丽的校园”之美誉。目前拥有 6 个国家重点学科，3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开设 99 个本
科专业，1 个高级教师硕士学位授权点，16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30 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
覆盖 10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22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覆盖 4 个博士学位授
权二级学科专业。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6,600／年；理工 RMB19,900／年；体育艺术 RMB21,000／年
住宿：南山专家楼：RMB60／人／天（双人间）
；
留学生公寓：RMB4,500-5,000／学期／人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中文授课）
秘书学
汉语言
法学
哲学
经济学
金融学
统计学
新闻学
广告学
会计学
动画

历史学（含师范
文物与博物馆学
类）
汉语言文学（含师
工商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
范）
教育技术学（含师
管理科学
人力资源管理
范）
应用心理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劳动与社会保障
金融数学
电子信息工程
小学教育（师范）
软件工程
广播电视学
学前教育（师范）
通信工程
网络与新媒体
物理学（师范）
旅游管理
汉语国际教育
生物科学（师范）
英语（含师范）化学（师范）
地理科学（师范）
财务管理
绘画（师范）
广播电视编导
舞蹈学
体育教育
音乐学（师范）
古典文献学

奖学金
可申请“茉莉花江苏省政府奖学金”、
“孔子学院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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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类（含社会学、社会工
作）
公共管理类（含公共事业管
理、行政管理）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含食品科
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美术学（书法学）
摄影（含新闻摄影）
服装与服饰设计
播音与主持艺术

◎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由董总推荐者无需另填写“茉莉花江苏省奖学金”表格；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
邮编：210097P.R.China
电话：0086-25-83598362
传真：0086-25-83717160
电邮：iso@njnu.edu.cn
网址：www.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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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工业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南京工业大学是一所多科性的研究和教学型高校，共有 29 个学院（部）
，82 个本科专业，
20 个一级学科硕士，104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6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8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7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跨工、理、管、经、文、法、哲、医八个学科门类。
南京工业大学共有 3 个校区，总面积达 214 万平米。教职工 2800 余人，其中中国科学院
院士 1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4 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2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6
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8 人，国家"千人计划"人选 8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 8 人，“十二五”“863”计划专家委员会专家 1 人，主题专家组专家 3 人，全国模范教师 2 人，
全国优秀教师 4 人，拥有高级职称人员 988 人。

收费标准
学费：人文科 RMB16,000／年；理工、艺术、RMB17,000／年
住宿：江浦校区 RMB900／月（单人间）；RMB600／月／人（双人间）
丁家桥校区 RMB1,500／月（单人间）；RMB800／月／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500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中文授课）
环境科学
交通工程
测绘工程
安全工程
消防工程
环境工程
化学
应用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市场营销
工程管理
水质环境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勘查技术与工程
水质科学与技术
新能源材料与器材

本科专业（英文授课）
药学
自动化
机械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
土木工程
艺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资源环境科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国际经济与贸易

奖学金
可申请“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申请“茉莉花江苏省奖学金”者，务必自行邮寄申请资料到江苏省教育厅，复印本邮寄给董
总；
3. IELS成绩单或证明英语水平的相关证书（申请英语授课学生必须提供）;
4. 体检证明及无犯罪记录证明（中文或英文）
；
5.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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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南路 30 号
邮编：211800P.R.China
电话：0086-25-58139025
传真：0086-25-58138609
电邮：admission@njtech.edu.cn
网址：oec.njtec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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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医科大学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南京医科大学创建于 1934 年，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之一。学校坐落于古都南京。学校现
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7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50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1 个、
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73 个。拥有 3 个国家重点学科、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8 个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2 个江苏省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3 个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收费标准
学费：临床医学 RMB30,000／年；MBBS RMB34,000／年
住宿：RMB6,000／年／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500（报到时缴交）
押金：RMB4,000（毕业时退还）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方向
临床医学(5 年,中文授课)、临床医学（MBBS，英文授课，6 年,含 1 年临床实习）

奖学金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南京医科大学新生奖学
金“、优秀留学本科生奖学金（在校生）
。申请“茉莉花江苏省奖学金”者，务必自行邮寄申请资
料到江苏省教育厅，复印本邮寄给董总；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admission.njmu.edu.cn；
3. 申请MBBS需提供SAT（ScholasticAssessmentTest）
、雅思（IELTS）
、托福（TOEFLIBT）
考试成绩，申请者优先考虑录取并提供奖学金。有GCEA-Level成绩的申请者，请提供A-L
evel成绩单，申请者的GCEA-Level所考科目的成绩须在等级C或以上。申请者若提供高中
所学课程的GPA，GPA须在3.0或以上。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 101 号（江宁校区）南京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工作办公室
邮编：210029P.R.China
电话：0086-25-86862788
传真：0086-25-86862799
电邮：admission@njmu.edu.cn
网址：sie.njmu.edu.cn
联系人：赵以榄（Oli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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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南京邮电大学创建于 1942 年,是一所以工学为主体，以信息学科为特色，具有工学、理
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门类，本科、硕士、博士等多层次教育协调
发展的高等学校。学校具有先进的教学科研设施，是全国为数不多、具备大规模系统地培养
信息科技专业人才实力的高校。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6,000／年；理工 RMB19,000／年；汉语培训课程学费 RMB12,000／年
住宿：RMB8,000／学期（单人间）
；RMB4,000／学期／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3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物理学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嵌入式软件人才培养方向）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语言文学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软件工程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信息工程

光电工程学院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工程

海外教育学院

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工商管理

传媒与艺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广告学、教育技术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电子商务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网络工程、广播电视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材料物理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微电子学

地理与生物信息学院

地理信息系统、生物医学工程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奖学金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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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请“茉莉花江苏省奖学金”者，务必自行邮寄申请资料到江苏省教育厅，复印本邮寄给董
总；
3.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表上须有本人近期照片；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亚东新城区文苑路 9 号
邮编：210046P.R.China
电话：0086-25-85866199
传真：0086-25-85866199
电邮：zhangy@njupt.edu.cn
网址：overseas.njup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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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南京中医药大学是一所以中医药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重点大学，隶属于江苏省人
民政府。学校成立于 1954 年 10 月，办学历史达 50 年之久，为全国建校最早的高等中医药院
校之一，是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模式的确立地和推广地之一。学校坐落在历史悠久、山清水
秀、人文荟萃的古都南京，现有汉中门、仙林两大校区。

收费标准
学费：RMB24,000／年
住宿：RMB110／天（单人间）-供新生暂住；RMB400／月（双人间）
报名费：RMB6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中文授课）
中医学（5 年）临床医学
中药学
药学
英语
护理学
应用心理学 眼视光学

康复治疗学
电子商务
食品质量与安全
市场营销

食品卫生与营养
针灸推拿学（5 年）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西医临床医学（5 年）
计算器科学与技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奖学金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南京
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5积点；
2. 申请“茉莉花江苏省奖学金”者，务必自行邮寄申请资料到江苏省教育厅，复印本邮寄给董
总；
3. 2011年起学生需每年更新居留证；
4. 董总推荐无需给经济担保书；
5.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 138 号
邮编：210046P.R.China
电话：0086-25-86798167／8206
传真：0086-25-867981687
电邮：njuiec@hotmail.com
网址：www.njutc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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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建于 1952 年，坐落在钟灵毓秀，虎踞龙盘的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目
前有两校区，明故宫校区位于明代故宫遗址，将军路校区位于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航是一所具有航空、航天、民航特色，以工为主，工、管、理、经、文、等多学科协
调发展，并且为国家“211 工程”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

收费标准
学费：中文授课 RMB19,800／年；英文授课工程类 RMB21,800／年；
国际商务 RMB20,800／年；
住宿：RMB4,000／年／人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中文授课）
土木工程
信息工程
信息安全
应用化学
金融学
会计学

车辆工程

热能与动力工程

生物医学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
工业设计
术
交通运输
信息与计算科学
工业工程
工商管理

本科专业（英文授课）
航空工程
机械工程

国际商务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
程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市场营销

国际经济与贸易
应用物理学

电气与电子工程

软件工程与管理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御道街 29 号 综合楼 413 室
邮编：210016P.R.China
电话：0086-25-84891153
传真：0086-25-84498069
电邮：admission@nuaa.edu.cn
网址：iced.n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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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享有“中国气象人才摇篮”之美誉，
其前身南京气象学院始建于 1960 年，
1978 年为全国重点大学，2004 年更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和中
国气象局三方共建，以及江苏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海洋局共建的全国重点高校，具有完整的学
士、硕士、博士教育培养体系，并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大气科学学院、应用气象学
院等 22 个学院（部）
，55 个本科专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坚持特色发展，打造大气科学“学科特区”，大气科学学科水平位居全
国前列，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建成了以大气科学为核心，以信息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
与工程为重点，理、工、管、文、经、法、农、艺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拥有 22 个
国家级重点学科和省部级重点学科，硕博点基本涵盖学校本科专业。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5,000／年
住宿：RMB4000／年（单人间）；RMB3000／年／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5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大气科学学院

大气科学

应用气象学院

应用气象学、农业资源与环境、生态学

大气物理学院

安全工程

海洋科学学院

海洋科学、海洋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应用化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地理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遥感与测绘工程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测绘工程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学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数学与统计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统计学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材料物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英授课)、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
信息安全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中英授课)、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

信息与控制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机器人工程、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商学院

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市场营销

管理工程学院

金融工程、物流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经济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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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法政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法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日语

传媒与艺术学院

动画、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

奖学金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南信
大优秀新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校方会根据情况要求申请者提供其他补充材料（如：无犯罪记录证明、银行存款证明等）
。
在线申请http://nuist.17gz.org/member/login.do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宁六路 219 号
邮编：210044P.R.China
电话：0086-25-58699848
传真：0086-25-58699856
电邮：oie@nuist.edu.cn
网址：www.globenuis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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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交利物浦大学
Xi’an Jiaotong – Liverpool University
西交利物浦大学（XJTLU）是经中国教育部正式批准，由两所百年名校——中国的西安交
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创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鲜明特色的新型国际大学。它是
中国唯一一所强强合作，以理、工、管起步，以英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
拥有中国人民共和国学士学位授予权的中外合作大学。
大学坐落在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千年古城——苏州。西浦在引进中英两所母体学校强势
专业的基础上，紧扣全球国际化发展之需，开设了 38 个本科专业与专业方向，涵盖理学、工
学、管理、文学、经济、艺术、法学等学科门类。西浦按照专业大类招生，学生在专业选择
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空间。

收费标准
学费：RMB88,000／年
住宿：RMB2,200／年
教材费：RMB2,000／年（估计）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化学系

应用化学

建筑学系

建筑学

土木工程系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城市规划与设计系

城乡规划

中国研究系

汉语国际教育（中国研究）

环境科学系

环境科学

工业设计系

工业设计

西浦国际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市场营销、会计学、国际商务、经济与金融、经
济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数学科学系

金融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精算学

生物科学系

生物科学、生物信息学

公共健康系

公共健康系（公共卫生）

电子与电气工程系

通信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数学媒体技术、机
械电子工程

英语系

英语（金融英语、国际商务英语、应用英语研究、传媒英语）

西浦金诚影视艺术学院

传播学、数字媒体艺术、广播电视学、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

国际关系系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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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系

信息与计算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奖学金
可申请“西交利物浦大学入学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5月1日前提交申请取得录取通知并且确认接受的，将自动获得人民币8，000元的提前付款
减免。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独墅湖高教区仁爱路 111 号
邮编：215123P.R.China
电话：0086-512-88161075
传真：0086-512-88161859
电邮：international@xjtlu.edu.cn/admissions@xjtlu.edu.cn
网址：www.xjtlu.edu.cn

122

◎

南京艺术学院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南京艺术学院建于 1912 年，是江苏省唯一的综合性高等艺术学府。学院占地约 47 万平
方米，现有校舍面积 21 万平方米。截至 2015 年，在校学生人数为 11394 名，
（本科生 9145
名，硕士生 875 名，博士生 125 名）。南京艺术学院设有美术学院、音乐学院、设计学院、工
业设计学院、传媒学院、影视学院、舞蹈学院、流行音乐学院、人文学院、文化产业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等 13 个二级学院，另有艺术研究所、现代教育技术中心、附属中专校。学院设
有本科专业 37 个，以及专业方向 100 多个。

收费标准
学费：RMB25,000／年
住宿：寒暑假 RMB800／人／间／月（双人间）
；一学期 RMB2500／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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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学院

设计学院

本科专业
绘画（油画、壁画、插画、版画）、中国画、书法学、★雕塑、美术学（美术
理论、书画鉴定）
现代手工艺（现代首饰设计与金属工艺、现代漆艺术与木工艺、现代陶瓷艺
术与玻璃工艺、现代纤维艺术）、环境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视觉
传达设计（平面设计、图像与媒体艺术、视觉信息设计）、公共艺术、服装
与服饰设计、艺术设计学（设计理论与策划）

工业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艺术与科技（展示设计）

舞蹈学院

舞蹈编导、舞蹈表演、舞蹈学（师范、舞蹈理论）

音乐学院
流行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钢琴与键盘乐器演奏、声乐演唱、管弦与打击乐器演奏、中国乐
器演奏）、★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计算机)、音乐学
（音乐理论、师范）、音乐表演（音乐剧）
音乐表演（流行音乐演唱、流行音乐演奏）、音乐学（音乐传播、乐器修造）、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流行音乐创作）

影视学院

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文学（影视策划与制作）、戏剧影视文学

人文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美术学（文物鉴赏与修复、文化遗产研究）、艺术史论

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录音艺术、摄影、动画、数字媒体艺术、广告学、影视摄影
与制作

文化产业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奖学金
1.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南京艺术学院奖学金”，student.dongzong.my；
2. “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江苏省政府茉莉花奖学金”www.studyinjiangsu.org/lx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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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政府奖学金，分为全额奖学金以及部分奖学金，具体申请方法请参照www.csc.edu.cn
/laihua/index.aspx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申请“茉莉花江苏省奖学金”者，网上申请后务必自行邮寄申请资料到江苏省教育厅，复印
本邮寄给董总；
3. 登陆南京艺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申请网站进行注册、在线申请https://nua.17gz.org/mem
ber/login.do
4. 请所有申请者选择“自费”选项，如果之后申请到奖学金，办公室将会把学生类别改成相应
的奖学金。
5. 相关专业的作品（可以光盘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寄送至我院）
，出版文章或参展作品的证明；
其中，美术、设计类专业需提供素描5件、色彩5件、创意作品（摄影或装饰画5件）
；音乐
表演类专业需提供完整的演出视频三段以上以及相应的证明；表演、播音主持艺术及导演
专业需到我校参加面试。具体面试时间请联系国际教育学院办公室。理论类专业需提供专
业相关论文，具体要求请咨询国际教育学院办公室。
6. 部分专业需进行面试，大学将另行通知；
7. 相关专业的作品（可以光盘，电子照片的方式）
，出版文章或参展作品的证明；
8. 美术、设计类专业需提供素描5件、色彩5件、创意作品（摄影或装饰画5件）；
9. 音乐、表演类专业需提供演出视频一段以及相应的证明；
10. 美术学院及设计学院提供作品，音乐学院及影视学院提供视频；
11.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路 74 号
邮编：210013P.R.China
电话：0086-25-83498218
传真：0086-25-83498693
电邮：nua_application@163.com
网址：gjy.n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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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科大学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中国药科大学始建于 1936 年，坐落于美丽的六朝古都南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国家
创办的高等药学学府，是药学特色鲜明、学风优良、在药学界享有盛誉的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学校下辖 12 个院系部，设有 25 个本科专业，29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4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3 个学科专业可招收博士后人员。

收费标准
学费：中文授课 RMB19,000／年；英文授课 RMB25,000／年
住宿：RMB10,800／年（单人间）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药学院

药学、药物制剂、药物分析、药物化学

中药学院

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中药制药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海洋药学、生物制药

国际医药商学院

工商管理(医药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医药方向）、市场营销（医
药方向）、药事管理、经济学（医药方向）

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药方向）、环境科学

外语系

英语（医药方向）

工学院

制药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临床药学(5 年)

英文授课招生专业

药学 Pharmacy(4 年)、临床药学 ClinicalPharmacy（5 年）

奖学金
可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丝路奖学金项目”、“外国留学生校长奖学金”、
“江苏省政府茉莉花奖学
金”。

备注
1. 药学专业可英文授课，具体情况请与国际处邱老师联系；
2.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 南京 江宁区龙眠大道 639 号（国际交流合作处 留学生招生管理科）
邮编：211198P.R.China
电话：0086-25-8618-5423
传真：0086-25-83213611
电邮：admission@cpu.edu.cn，admission1@cpu.edu.cn
网址：www.cp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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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Zhejiang University
浙江大学成立于 1897 年，是教育部直属、省部共建的普通高等学校，是首批进入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建设的重点大学之一。学校位于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杭州市，设紫金港、
玉泉、西溪、华家池、之江等五个校区，以严谨的“求是”学风著称，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誉
为“东方剑桥”。

收费标准
学费：文史哲 RMB22,000／年；理、工、农、经、管、法、教 RMB26,000／年；
医学、体育、艺术 RMB32,000／年；临床医学（英）RMB48,000／年
住宿：玉泉校区竺可桢国际教育楼：RMB50／天（单人间）
；RMB120／天／间（双人间）
；
玉泉校区 31 学生宿舍：RMB80／天／间（单人间）
；
玉泉校区留学生楼：RMB40／天（单人间）；RMB80／天／间（双人间）
；
紫金港留学生公寓：RMB12,000／年／间（双人间）
；
华家池校区留学生楼：RMB12,000／年／间（双人间）
；
华家池校区友谊楼：RMB40-70／天／间（单人间）
注：更多宿舍类型及费用，可参阅大学网站。
报名费：RMB8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医学院

生物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

药学院

药学、药物制剂

化学系

化学

物理学系

物理学

海洋学院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海洋工程与技术、海洋科学、船舶与海洋工程

经济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

教育学院

教育学、公共事业管理、体育教育

管理学院
人文学院
光华法学院
地球科学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旅游管理、物流管理、农林经济管理
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历史学、哲学、文物与博物
馆学、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TEST
法学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大气科
学、地质学
社会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土地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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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学、城乡规划、水利水电工程、交通工程、Test

能源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汽车工程方向）、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能
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动物科学学院

动物科学、动物医学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气）、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工业工程

航空航天学院

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资源环境科学、农业资源与环境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心理学

光电信息工程学系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与工程学系

材料科学与工程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农学、园艺、植物保护、茶学、应用生物科学、园林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汉语国际教育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控制）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学系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工业设计、产品设计

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生物工程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
英语、翻译、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
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生物医学工程
学院
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
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
学院

奖学金
“浙江大学来华留学本科新生奖学金”（由董总推荐）
。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浙江大学实行学部大类招生，学校根据学生填写专业方向的学科大类予以录取，入学1-2
年后再确认学生主修专业；
3. 建筑学、城市规划、数字媒体技术等专业要求申请者具有一定的艺术与绘画基础、审美能
力和感性思维能力，否则，学生将会遇到学习困难，难以完成学业；
4. 经济、管理类专业要求有良好的数学基础；
5. 预交学费：学校将根据学生的申请情况分批确定预录取学生名单，学生也可登录浙江大学
外国留学生招生系统查询。预录取学生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将预交学费（第一学年学费）汇
入我校指定银行账号（账号链接）
，并将汇款凭证扫描件发送到zjubklx@zju.edu.cn。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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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预交学费后发出《录取通知书》和JW202表。学生因个人原因放弃来我校报到学习，
预交学费不予退还。提醒：请务必在汇款时准确注明申请学生的姓名、学习专业、国籍等
信息，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6. 2006年开始实施英语授课临床医学本科专业，学制6年（需提交2封推荐函）
；
7. 董总推荐，每学年学费（中文授课）可获20%的优惠折扣，英文授课另行规定；
8. 先扣除20%学费后才汇款，仅接受到银行汇款，不可网银汇款；
9. 学生务必上网报名（全年开通），先交纸本予董总。
10. 申请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专业者，要求数学、英文、理科科目较好；
11. MBBS专业，考虑到医学专业实习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医学院规定学生进入最后一年临床
实习前需提供HSK4级证书（含UEC生）
；笔试和口试可向大学报考。
1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湖区余杭塘路 388 号
邮编：310058P.R.China
电话：0086-571-88206532
传真：0086-571-88208787
电邮：sunfj@zju.edu.cn
网址：http://iczu.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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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浙江工商大学坐落于风景秀丽的浙江省会城市杭州，前身是创建于 1911 年的杭州中等商
业学堂，至今已有 106 年的办学历史，有章乃器、骆耕漠等著名校友。1980 年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杭州商学院。2004 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浙江工商大学。学校拥有管理学、经济学、工
学、文学、法学、理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等九大学科，拥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
士学位授予权，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外国留学生、港澳台学生招生权。

收费标准
学费：经管法文科 RMB18,000／年；理科 RMB20,000／年；
艺术 RMB25,000／年；工科类 RMB24,000
住宿：RMB1,100／月／人（单人间 A）;RMB900／月／人（单人间 B）;
RMB650/月/人(双人间 A);RMB400/月/人(双人间 B);RMB250/月/人(四人间)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法学院

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国际法方向）

人文与传播学院

哲学、新闻学、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历史学、广告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劳动与社会保障、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

金融学院

※金融学（国际金融方向）、金融学、保险学、投资学、金融工程

外国语学院

英语、法语、商务英语、※商务英语（中国市场拓展方向）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工程管理、国际商务

公共管理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社会工作、文化产业管理

艺术设计学院
统计与数学学院

动画、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
计
※经济统计学（商务数据分析与管理）、※经济统计学（金融统计方
向）经济统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统计学

财务与会计学院

※会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会计学专业 ACCA 课程班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酒店管理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日语、阿拉伯语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应用化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海洋技术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网络工程、※通信工程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酒店管理

129

◎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 ※电子商务（跨境电商方向）、※物流管理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工程）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商务、物流管理、软件工
程、信息安全

奖学金
可申请“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浙江工商大学国际留学生学位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 号
邮编：310018P.R.China
电话：0086-571-28008687
传真：0086-571-28008686
电邮：admission@mail.zjgsu.edu.cn
网址：www.zj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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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医药大学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浙江中医药大学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江南岸，与国家级风景名胜“六和
塔”隔江相望。学校的前身是创办于 1953 年 7 月的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1959 年 6 月，浙江
中医学院正式成立，校址定于杭州市区庆春路原浙江大学旧址。2000 年 3 月，学校整体迁至
现址。2006 年 2 月，更名为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校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立身之本，着力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 5 个，浙江省“十三五”优势专业、特色专业 14 个，国家
精品课程 9 门，国家级教学团队 1 支。建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一批教学平台。

收费标准
学费：中医学（中文授课）RMB25,000／年、
中医学（英文授课）RMB32,000／年、
针灸推拿学（中文授课）RMB25,000／年、
针灸推拿学（英文授课）RMB32,000／年、
护理学（中文授课）RMB20,000／年、
护理学（英文授课）RMB25,000／年、
口腔医学 RMB25,000／年、中药学 RMB25,000／年
住宿：双人间 RMB6,500／年、四人间 RMB3,300／年
报名费：RMB6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中医学、★※针炙推拿学、★※临床医学(6 年)、★※护理学、★口腔医学、中药学

奖学金
可申请“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浙江中医药大学留学生奖学金”、
“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
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中医学、针灸推拿学、护理学英文授课须分别满20人开班；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 548 号
邮编：310053P.R.China
电话：0086-571-86613649
传真：0086-571-86613522
电邮：zjcmuiec@126.com
网址：iec.zc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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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林大学
Zhejiang A&F University
浙江农林大学位于杭州西郊国家森林城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临安市，是浙江省属
全日制本科院校，创建于 1958 年，时称天目林学院，1966 年更名为浙江林学院，2010 年更
名为浙江农林大学。
学校设有 16 个学院（部）
，62 个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 4 个，省级重点专业 12
个。现有省“重中之重”学科 2 个，国家林业局重点学科 1 个，省级重点学科 8 个。有 10 个一
级学科硕士点、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类别 3 个（农业硕士、工程硕士、风景园林硕士）
，授权领
域 15 个。

收费标准
学费：RMB15,600／年；茶文化 RMB24,800／年；
住宿：RMB720／月／人（单人间）；RMB360／月／人（双人间）
；
报名费：RMB35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化学

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艺术）、工业设计（工程）、交通运输、木材科学与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木材科学与工程设计、农业机械自动化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

经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会计学、工商管理、农林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市场营
销、国际经济与贸易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信息工程

环境与资源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环境科学、地理信息系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
理

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

园艺、植物保护、农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中药学、林学、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动物科学

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旅游与健康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人文·茶文化学院

风景园林、建筑、土木工程、园林、艺术设计（园林艺术设计）、公
共事业管理、旅游管理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服装艺术设计、文化产业管理（茶文化）、摄影、
汉语言文学

奖学金
“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由董总推荐）
”、浙江农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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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农林大学有设春季班；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浙江省临安市环城北路 88 号
邮编：310014P.R.China
电话：0086-571-63730030
传真：0086-571-63730030
电邮：box_155@sina.com
网址：iec.zaf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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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
China Academy of Art
中国美术学院（英文名称 ChinaAcademyofArt）
，前身为国立艺术院，创建于 1928 年，是
国家文化部和浙江省政府共建的一所学科、专业齐全的综合性重点美术学院。现为浙江省人
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共建高校，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美术学学科入选「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学科」
。学院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已有杭
州南山校区、杭州象山校区和上海张江校区等三个校区，目前正在规划建设杭州良渚校区，
计划于 2020 年建成。现有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跨媒体艺
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影视与动画学院、建筑艺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手工艺术
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等 10 个专业学院招收留学生本科生。
现有 60 个国家的留学生 1000
余人在此学习。

收费标准
学费：RMB52,000／年
住宿：RMB1000/月
报名费：RMB8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中国画

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综合）

艺术学理论类

造型艺术类

设计艺术类
图像与媒体艺术类

艺术理论类【艺术设计学、艺术史论（艺术史与史学理论、视觉文化研
究、艺术管理）】
绘画（油画、综合绘画、版画、壁画）、雕塑（该专业学制 5 年）、公
共艺术（纤维艺术、公共雕塑、场所空间艺术、景观装置、艺术工程与
科技）、跨媒体艺术、美术学【公共美术教育、教师教育（该专业按师
范类要求培养）、艺术鉴藏】
视觉传达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染织设计、室内纺织品设
计）、艺术与科技（会展设计、综合设计）、产品设计、工艺美术（玻
璃艺术设计、饰品艺术设计、漆艺术设计）、陶瓷艺术设计
摄影、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广告、影视编导）、动画（动画、插画与漫
画、游戏设计艺术、数字交互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

建筑学（建筑艺术、城
建筑学（建筑艺术、城市设计）
市设计）*
环境设计（景观与环艺
风景园林（景观设计）、环境设计（环境艺术）
类）
录音艺术

录音艺术

奖学金
可申请“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中国政府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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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申请者提交的作品，详见留学生报考专业要求：http://aite.at0086.com/site/cn/admissio
n_cn/show-5196.html；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南山路 218 号中国美术学院 9 号楼国际教育学院办公室
邮编：310014P.R.China
电话：0086-571-87164711、87164712
传真：0086-571-87164711
电邮：caaic@163.com
网址：aite.at0086.com/site/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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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科技学院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浙江科技学院是一所以工学为主，集工学、理学、文学、艺术学、经济学、管理学、教
育学为一体的多学科全日制省属本科院校。学校坚定不移地走特色办学之路，逐步形成借鉴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H）办学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国际素
养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办学特色。学校主校区坐落于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历史文化名
城——浙江省首府杭州，校园环境优美，距离中国著名旅游景点西湖约 20 分钟车程。

收费标准
学费：中文授课 RMB15,000／年；艺术类 RMB18,000／年；
英文授课 RMB16,000/年（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
，RMB18,000/年（土木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技术方向、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金融精算、通信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物理--激光 3D 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机器
人方向）
住宿：RMB1,200／月（单人间）
；RMB600／月／人（双人间）
；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经济与管理学院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服装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专业方向
公共事业管理、电子商务、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国际
经济与贸易、物流管理、※市场营销、经济学、财务管理、金融工程
※土木工程、城乡规划（5 年）、给水排水工程、建筑学（5 年）、工
程造价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车辆工程、汽车服
务工程、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数字媒体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通讯工程、物
联网工程、软件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制药工程、材料科学
与工程、包装工程、印刷工程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工业设计、
动画、服装设计与工程、表演、摄影

理学院曙光大数据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

中德/外国语学院

德语、英语

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商务汉语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中德工程师学院

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奖学金
可申请“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浙江科技学院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
中国政府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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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5积点；
2. 请在http://isam.zust.edu.cn/网站进行在线申请；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留和路 318 号浙江科技学院留学生管理中心
邮编：310023P.R.China
电话：0086-571-85070141
传真：0086-571-85070141
电邮：internationaloffice@126.com
网址：ies.z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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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华中科技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由原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
武汉城市建设学院于 2000 年 5 月 26 日合并成立，是首批列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和“985
工程”建设的大学。

收费标准
学费：文史法律 RMB18,000／年；理工经管 RMB25,000／年；医学 RMB33,000／年
英文授课：理工经管 RMB30,000／年；医学(MBBS)RMB40,000／年
住宿：RMB1,200／月／人（单人间）
；RMB700／月／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6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法学院

法学

药学院

药学、中药学

法医学系

法医学

护理学系

护理学（4 年/5 年）

社会学系

社会学、社会工作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哲学、汉语国际教育

物理学院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
临床学院

财政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会计学、物流管理、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金融工程、国际商务、经济统计
学
★预防医学、★医学影像学、★口腔医学、医学检验技术、★中西医临
床医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7 年）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物流管理、物联网工程

基础医学院

生物制药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德语、翻译、法语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公共事业管理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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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医药卫生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事业管理

化学与化学工学院

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信息学、生物科学、生物制药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产品设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电子封装技术、功能材料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新能源科学与技术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轮机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土木科学与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力学、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交通运输、
交通工程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环境设计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播音与主持艺术

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与通信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水电与数字化工程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

奖学金
可申请“湖北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报名网页http://admission.hust.edu.cn/member/login.do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邮编：430074P.R.China
电话：0086-27-87542457
传真：0086-27-87547833
电邮：sie-hust@mail.hust.edu.cn-hust
网址：www.h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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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华中师范大学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武汉市，坐落在武昌南湖之滨桂子山上，
创建于 1903
年，是教育部直属综合性重点师范大学，同时也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国家教师教
育“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是国家培养中、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
要基地。
学校下设 25 个院系、60 余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招收 59 个本科专业,184 个硕士专业和
94 个博士专业。学校形成了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提供全日制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目前全日
制在校生近 3 万人，其中研究生 8000 余人。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8,000／年；理科 RMB20,000／年；音乐、美术、体育 RMB22,000／年
校内住宿：RMB1,200／月（单人间）；RMB900／月／人（双人间）
；
RMB600／月（三人间）；RMB450／月／人（四人间）
；
报名费：RMB3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法学院

法学

社会学院

社会学、社会工作

心理学院

心理学

美术学院

美术学、动画、绘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音乐学院

音乐学、音乐表演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化学学院

应用化学

教育学院

教育学、学前教育、特殊教育

外国语学院

英语、英语（翻译）、俄语、日语、法语、韩语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

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信息资源管理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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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言、商务汉语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国际贸易、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经济学、财务会计、金融工
程、人力资源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学、通信系统、电子信息科技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旅游管理、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地理信息科学

奖学金
可申请“华中师范大学优秀新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5积点；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isao.ccnu.edu.cn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珞瑜路 152 号
邮编：430079P.R.China
电话：0086-27-67865209／5602
传真：0086-27-67863760
电邮：cice@mail.ccnu.edu.cn
网址：cice.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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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
Wuhan University
武汉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
校。武汉大学溯源于 1893 年的自强学堂，1946 年，学校已经形成文、法、理、工、农、医 6
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格局。1999 年，世界权威期刊《Science》杂志将武汉大学列为“中国最
杰出的大学之一”。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20,000／年；理科 RMB24,000／年；医学 RMB30,000／年
英文授课：文科 RMB23,000／年；理科 RMB28,000／年；
医学 RMB40,000／年
住宿：1,500／月（枫园一号楼（四室一厅）
）
；RMB1,600／月（枫园二号楼（单间）
）
；
RMB1,200-3,000／（枫园三号楼（单人间）
；RMB800／（枫园三号楼（双人间）
医学部住宿：RMB1,200／月（7.8.9 号楼双人间）
；RMB800／月(10 号楼双人间)
RMB1,600／月（6 号楼单人间）；RMB1,800／月（6 号楼大单人间）
；
RMB1,200／月（医学部迎宾楼）
；RM2,000／月（6 号楼单人大套间）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临床医学本科 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言、商务汉语

法学院

法学

文学院

人文科学试验班、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中文授课 5 年，MBBS 课 6 年制）、★口腔医学、★医学
检验、预防医学、护理学、生物制药、全球健康学、药学

历史学院

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

哲学学院

哲学、现代哲学国际版、宗教学、心理学

艺术学系

戏剧影视文学、表演

社会学系

社会学、社会工作

测绘学院

地球物理学、测绘工程、导航工程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

信息管理学院

图书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档案学、编辑出版学、电子商务、数
字出版

印刷与包装系

包装工程、印刷工程

国际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软件工程、空间信息与数学技术、物联网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波传播与天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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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信息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

水利水电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港口海岸及治河工程、农业水利工
程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城市建设学院

★建筑学、★城市规划、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文或英文授课)
新闻与传播学院
动力与机械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金融工程、财政学、保险学、工商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旅游管理、工
程管理、物业管理
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传播学、※传播
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水质科学与技术、
金属材料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基地班、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英语、俄语、德语、法语、日语、翻译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国情监测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工程力学、给水排水科学与工程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化学、应用化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外交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学、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土地资源管理、自然
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奖学金
在籍生可申请“优秀自费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采取网上报名：admission.whu.edu.cn/cn（全年开通）
，也接受纸本；
申请者需要提供两封推荐信；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武汉大学枫园，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
邮编：430072P.R.China
电话：0086-27-68753912／87647553
传真：0086-27-87863154
电邮：sie_lhb@whu.edu.cn
网址：sie.w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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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中医药大学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湖北中医药大学创始于 1958 年,是我国首批建立的六所中医高等院校之一。经过 50 多年
的发展，已成为在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和特色的高等中
医药院校。学校现有普通全日制在校生 16000 余人，正、副教授 533 人，博士生导师 103 人。
学校设置有十三个二级学院、八所附属医院、十五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13 个二级
学科博士点，23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1 个本科专业。在半个世纪的高等中医药教育实践中，
湖北中医药大学立足湖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办学基础，形成了鲜明的办
学特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已形成“中医中药并举，文理工管相融”的办学格局。

收费标准
学费：RMB23,000／年
住宿：RMB600／床／月（大双人间）
；RMB500／床／月（小双人间）
；
RMB1,000／床／月（四人间）
；
报名费：RMB500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
中医学 （应用心理学 方
针灸推拿学（针刀方向）（5 年）
向）
针灸推拿学（5
中西医临床医学（MBBS 方向-6
药学
制药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年）
年）
市场营销（物流管理方
中药学
药物制剂 中医学（5 年）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方向）
向）
中医学（美容与康复方向、中医骨
医学检验 市场营销 护理学（5 年） 医学信息工程
伤方向）（5 年）
英语

生物技术 中药资源与开发

奖学金
可申请“湖北省教育厅奖学金”（新生）、“湖北中医药大学校奖学金”（在籍生）
。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5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黄家湖⻄路 1 号
邮编：430065P.R.China
电话：0086-27-68890172
传真：0086-27-68890170
电邮：1050@hbtcm.edu.cn
网址：www.hbtc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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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大学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中南大学为直属教育部的全国重点大学，由湖南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与中南工业大
学于 2000 年 4 月 29 日合并组建而成。原中南工业大学组建于 1952 年，1960 年被确定为全
国重点高校。
国家“985 工程”部省重点共建的高水平大学和国家“2011 计划”首批牵头高校,2017
年 9 月经国务院批准入选世界一流大学 A 类建设高校，在校学生 55000 余名，其中有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1000 余名国际学生在校学习。

收费标准
学费：中文授课(文科)16000／年；中文授课(理工科)18000／年
医学、艺术类、体育教学类 RMB27,000／年
升华留学生公寓：RMB8,000／年（单人间）
；RMB10,000／年（双人间）
；
RMB18,000／年（套间）；
湘雅新校区宿舍：RMB10,000／年（套间-无阳台）
；
RMB12,000／年（套间-有阳台）
；
RMB12,000／年（已改造）
报名费：RMB50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数字出版、广播电视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

建筑与艺术学院
商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音乐表演、舞蹈表演、★建筑学、
★城乡规划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
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电子商务

法学院

法学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学、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管理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物理与电子学院

应用物理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

机电工程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能源科学与工程

冶金与环境学院

冶金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环境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铁道工程、工程力学、消防工程、工程管理

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 地理信息科学、遥感科学与技术、测绘工程、地质工程、资源勘查工程、
院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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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资源安全与工程学院

采矿工程、安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
矿物加工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生物工程、生物技术
院
信息安全、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计算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药学院

药学

湘雅医学院

生物信息学、★麻醉学、★精神医学、★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技术、★法
医学

护理学院

护理学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粉末冶金研究院

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物流工程

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

生物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航空航天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航空航天工程

体育教研部

运动训练

奖学金
“中南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网上申请：http://application.csu.edu.cn/member/login.do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湖南省⻓沙市麓山南路 932 号
邮编：410083P.R.China
电话：0086-731-88877515（非医学）,82650391（医学）
传真：731-88710136
电邮：admissions@csu.edu.cn/sic-csut@csu.edu.cn
网址：iecd.c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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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西安交通大学是中国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其前身是 1896 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
1921 年改称交通大学，1956 年国务院决定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1959 年正式定名为西安交
通大学，并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是首批进入中国“211 工程”建设的七所大学之
一，1999 年被国家确定为以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学校。
西安交大是一所具有理工特色，涵盖理、工、医、经济、管理、文、法、哲、教育和艺
术等十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学校设有 28 个学院（部）
、8 个本科生书院和 12 所
附属教学医院。

收费标准
学费：(中文授课)理工 RMB22,000／年；经管、人文 RMB20,000／年；
艺术 RMB40,000／年
(英文授课)理工 RMB30,000／年；经管、人文 RMB26,000／年；
艺术 RMB40,000／年
住宿：RMB24,000／10 个月（甲类单人间 I）；RMB19,000／10 个月（甲类单人间 II）
；
RMB18,000／10 个月（乙类单人间）；RMB10,000／10 个月（乙类双人间）
；
RMB9,000／10 个月（丙类双人间）；RMB24,000／10 个月（西七单人间）
报名费：RMB5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材料化学

法学院

法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法语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车辆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机类）、工业设计

航空航天学院

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类）

数学与统计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
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土木工程、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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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留学生工科实验班
(英文授课)

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独立编班(中文授课)

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

奖学金
1.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西安交通大学奖学金”，student.dongzong.my。
2. 在校生可申请“陕西省三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s://xjtu.17gz.org；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陕⻄省⻄安市咸宁⻄路 28 号
邮编：710049P.R.China
电话：0086-29-82665924/5925
传真：0086-29-82665923
电邮：adm-sie@mail.xjtu.edu.cn
网址：sie.x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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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体育学院
Xi’an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西安体育学院创建于 1954 年，坐落在古城西安小雁塔西侧，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六所体
育院校之一，现为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与陕西省共建院校。学院现有本部、沣峪口两个校区。
学院 1957 年开始招收体育学类专业本科生，现有 18 个本科专业（体育学类专业 7 个，
非体育学类专业 11 个），涵盖了经、理、教、文、管、艺 6 个专业门类；拥有 3 个国家级特
色专业建设点（体育教育、运动训练、运动人体科学）
，3 个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民族传统
体育、表演、应用心理学），2 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

收费标准
学费：RMB16,000／年；艺术类 RMB20,000／年
住宿：RMB30／天／人
（单人间）；RMB20／天／人（双人间）
；
RMB2,200／年／人（四人间）
报名费：RMB35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艺术系

表演（体育艺术表演方向）、舞蹈学（舞蹈教育方向、体育舞蹈教育方向）、
音乐学（音乐教育方向）

体育系

体育教育

运动系

运动训练、特殊教育

武术系

民族传统教育

人文学系
社会体育系
运动人体科学系

播音与主持艺术（体育节目主播方向）、新闻学（体育新闻方向）、
英语（体育英语方向）
社会体育、经济学（体育经济方向）、公共事业管理（体育管理方向）、
市场营销（体育市场营销方向）、休闲体育
运动人体科学、应用心理学（运动心理学方向）、运动康复与健康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学术成绩不理想但在课外活动表现优异者，也可呈交相关证书提出申请；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陕⻄省⻄安市含光路 65 号
邮编：710068P.R.China
电话：0086-29-88409348
传真：0086-29-88409791
电邮：icesport@yahoo.com.cn
网址：www.xaip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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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师范大学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陕西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是国家培养高等院校、中等
学校师资和教育管理干部的重要基地，被誉为西北地区“教师的摇篮”。学校位于世界四大历
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古都西安，建有长安、雁塔两个校区。
学校现设有 21 个学院，2 个基础教学部，65 个本科专业、159 个硕士专业、69 个博士专
业，18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国际贸易、教育心理、
生物工程等学科具有比较优势。

收费标准
学费：人文类 RMB16,500／年；理工类 RMB18,000／年；艺术类 RMB32,000／年
住宿：天坛轩留学生公寓 RMB4,800／年／（双人间）
；RMB2,500／年／（四人间）
一号苑留学生公寓 RMB5,600／年／（双人间）
；
启夏苑宾馆(6 个月以上)RMB80／天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秘书学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美术学院

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绘画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公共事业管理、教育技术学(创新实验班)

心理学院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音乐学院

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俄语、日语、翻译

国际商学院

经济学、金融学、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财务管理

国际汉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政治经济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行政管理、哲学、法学、社会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古典文献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应用化学

旅游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旅游管理、地理信息科学、环境科学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编辑出版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网络与新
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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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物理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物理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科学与工程

奖学金
在校生可申请“陕西省三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iso.snnu.edu.cn；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陕⻄省⻄安⻓安南路 199 号
邮编：710062P.R.China
电话：0086-029-85303761
传真：0086-029-85303653
电邮：iso@snnu.edu.cn
网址：admission.sn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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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中医药大学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陕西中医药大学建校 60 年，是陕西惟一一所培养高级中医药人才的普通高等院校，是
1978 年中共中央 56 号文件确定的全国 8 所重点建设的中医院校之一，1978 年招收培养硕士
研究生，1981 年成为全国首批硕士研究生授予单位，1990 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首批有条件接收
国外留学生、港澳台地区学生的高等院校，2015 年更名为陕西中医药大学。
学校开设 22 个本科专业，拥有中医学等 4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和 5 个专业学位授
权类别。截止 2017 年 4 月，全日制在校生 13862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 1164 人，本科生 12591
人，留学生、港澳台生共 107 人。

收费标准
学费：RMB17,000／年
住宿：学生宿舍 RMB1200-4800 人／年
报名费：RMB20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药学院

中药学、制药工程、药物制剂、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中药制药

针灸推拿学院

★针灸推拿学、康复治疗学

护理学院

护理学

医学技术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学、生物技术

公共卫生学院

应用心理学、★预防医学、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人文管理学院

汉语言文学、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5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陕⻄咸阳⻄咸新区世纪大道
邮编：712046P.R.China
电话：0086-029-38185071
传真：0086-029-38185070
电邮：sxucmicc@hotmail.com
网址：dwhz.sntcm.edu.cn

152

◎

西北大学
Northwest University
西北大学为中央教育部直属的综合大学，1958 年归属陕西省主管，1978 年被确定为全国
重点大学。现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院校、教育部和陕西省共建高校。学校现有太白校区、
桃园校区、长安校区三个校区，总占地面积 2360 余亩。现有 22 个院（系）和研究生院，85
个本科专业。学校现有 19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9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6 个专
业学位授权点。现有 1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涵盖 5 个二级学科）
、4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
点学科和 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2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收费标准
学费：中文授课：文科 RMB15,000／年；理科 RMB17,000／年；艺术 RMB19,000／年
英文授课：RMB2,2000／年
住宿：西北大学宾馆 1 号楼 RMB70／天／人（单人间）
；
西北大学宾馆 4 号楼 RMB80／天／房（双人间）
；
国际学生宿舍 RMB6,500／年／人（双人间）
国际学生宿舍 RMB4,000／年／人（三人间）
报名费：RMB35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文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学（创意写作）、戏剧影视文学

数学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法学院

法学

历史学院

历史学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动画、美术学

地质学系

地质学、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勘查工程

物理学系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材料物理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生
物工程、能源化学工程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

文化遗产学院

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文物与博物馆学

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
计学、旅游管理、财政学、统计学、金融工程
管理科学、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图书馆学、档案学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广告学、播音与主持艺术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命科学与技术、中药学、生态学

153

◎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城市与环境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城乡规划、环境科学、环境
工程、地理信息科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生物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
（软件学院）
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哲学、社会工作
（马克思主义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双语言

英文授课

国际经济与贸易

奖学金
可申请‟西北大学留学生奖学金”、‟陕西省三泰奖学金”、‟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优秀留
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5.
6.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抵达西北大学后，再做体检；
登录西北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nwu.17gz.org，注册并在线提交入学申请；
将所有申请材料的电子版发送至邮箱tonwu@nwu.edu.cn；
英语水平（英语非母语）须达到：托福50分或雅思5分以上；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陕⻄省⻄安市太⽩北路 229 号
邮编：710068P.R.China
电话：0086-29-8302373
传真：0086-29-88303511
电邮：tonwu@nwu.edu.cn
网址：www.nw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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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
Xiamen University
厦门大学是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 1921 年创办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
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也是中国唯一地处经济特区的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
水平大学。学校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鲜明的
办学特色，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居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综
合性大学。

收费标准
学费：人文社科类 RMB24,000／年；理工医类、经管法、艺术 RMB26,000／年
英文授课（临床医学 MBBS）RMB38,000／年
经济学院(英文授课)RMB34,000／年
住宿：思明校区校内住宿：《详情请阅新生入学须知》
翔安校区校内住宿：RMB2000/年/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400（网上报名时缴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法学院

法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中医学、护理学、临床医学 MBBS（6 年制）、★口腔医
学

外文学院

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汉语言、历史学（含世界史方向）、考古
学、哲学（含国学方向）、人类学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经济学院

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财政学、税收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
学、统计学、经济统计学、国际商务

经济学院(英文授课)

※金融学、※国际商务、※经济学

管理学院

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
管理科学、电子商务、酒店管理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能源化学、化学生物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海洋与地球学院

海洋科学、海洋技术、海洋科学、海洋技术、海洋科学

环境与生态学院

环境科学生态学环境生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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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能源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公共事务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工作、社会学、行政管理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外交学

海外教育学院

经贸汉语、汉语教育、中国文化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学、天文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网络空间安全

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
学与工程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学、城乡规划、土木工程工程管理

航空航天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飞
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自动化

奖学金
可申请“厦门市陈嘉庚奖学金（全额奖学金）
”、
“厦门大学国际新生奖学金”、
“福建省政府外国留学
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必须登录厦门大学国际学生网上报名系统报名http://application.xmu.edu.cn/
3. 申请者需提交个人陈述、个人风彩视频、1封推荐信（若英文授课者则用英文表达）
；
4. （注：5-10分钟介绍个人信息、兴趣爱好、参与活动、对厦门大学的印象及来华计划。
）
5. 2012年始申请音乐学及音乐表演专业需进行面试；
6. 英文授课需要提供相应的语言证明，例如：托福80以上、雅思60或以上；
7. 国际学生经济担保书，同时提交经费担保人的工作或收入证明及护照复印件；
8. 完成厦门大学分校预科班，无法到中国厦门就读本科专业；
9. 其他申请材料要求必须依照该校招生简章提交；
10.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福建省厦⻔市思明南路 422 号
邮编：361005P.R.China
电话：0086-592-2184792／2188375
传真：0086-592-2180256
电邮：admissions@xmu.edu.cn
网址：admissions.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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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大学
Huaqiao University
华侨大学，是在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关怀下，国家于 1960 年创办的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
学校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是中国政府重点建设大学和教育部首批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评估优秀的大学。学校在泉州、厦门两市设有校区，对外实行春、秋两季的招生制度。
华侨大学设有研究生院，有 31 个学院，140 个研究院、所、中心；有 20 个博士学位授
权点；111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88 个本科专业。学校拥有哲学、
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2 个
学科门类，形成了文理渗透、理工结合、工管相济、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收费标准
学费：美术及艺术 RMB18,000／年；一般科类 RMB14,000／年；预科班 RMB10,000／年
汉语言、华文教育 RMB15,000／年；临床医学、药学 RMB17,000／年
全英文教学（中美联合培养 121 国际班）RMB28,000／年
住宿：泉：RMB5,800／年（单人间）
；
厦：RMB3,800／年／人（双人间）
；RMB1,300／年／人（四人间）
；
华文学院：RMB5,600／年／人（双人间）；RMB2,400／年／人（四人间）
报名费：RMB5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预科班）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国际学院(泉)

经济学类(含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美 121 双学位班,
全英文教学，可接轨 CFA 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工商管理类(含
工商管理、会计学专业，中美 121 双学位班,全英文教学，可接轨
ACCA 国际注册会计师)、国际商务(全英文教学，可接轨英国名校
3+1 或 3+1+1 本硕连读项目)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厦)

哲学（中西人才试验班）、社会学

国际关系学院(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国际公务员实验班）

经济与金融学院(泉)

金融学、经济学类（含经济学、投资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
务）

法学院(泉)

法学

体育学院(泉)

体育教育

华文学院(厦门集美)

汉语国际教育(厦)、华文教育、汉语言、预科班 A（文）、预科班
A（理）、预科班 B（文）、预科班 B（理）

文学院(泉)

汉语言文学、应用语言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厦）

新闻传播学类（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

外国语学院(泉)

英语、日语、翻译

数学科学学院(泉)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金融复合型人才培养)、
信息与计算科学(移动
互联网、数据科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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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院系／系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厦)
统计学院(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厦)
土木工程学院(厦)
化工学院(厦)

专业方向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工业
设计、车辆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
应用化学(拔尖人才试点班)、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拔尖人才试点班)、功能材料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应用物理学(拔尖人才试点班)、通信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自动
化
统计学(金融统计方向)
软件工程、计算机类（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方向>、数字媒体技术、信息安全）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土木类(土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工程
管理）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含精细化工方向、能源化
工方向)、制药工程、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工程、园艺(观
赏园艺)

建筑学院(厦)

建筑学（5 年）、城乡规划（5 年）、风景园林（5 年）

医学院(泉)

临床医学（5 年）、药学（全英文教学）、药学

工商管理学院(泉)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泉)

旅游学院(泉)

会计学、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物流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社会保障管理方向)、行政管理(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
方向)、土地资源管理(土地规划与地价评估方向)、城市管理(城市
经济与数字化管理方向)
工商管理类(酒店管理专业，中美 121 双学位班,全英文教学，可接
轨 ACCA 国际注册会计师)、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旅游规划与景区
管理方向）、旅游管理类（含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
理）

音乐舞蹈学院(厦)

音乐表演、音乐学(师范类)、舞蹈表演、舞蹈学(师范类)

美术学院(泉)

美术学类（含美术学、绘画）、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
设计、产品设计）

注：泉州校区-泉；厦州校区-厦

奖学金
1.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华侨大学奖学金”，student.dongzong.my。
2. 华侨大学境外优秀新生奖学金（留学生）、陈嘉庚奖学金（面向厦门校区及华文学院）
、福
建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A. 文商、理工、技职科及美术类学生，相关科目五科成绩在不超过25点（含25点）
。
2. 相关科目含义如下：
文商类：华文、英语、数学及历史、地理、簿记、商概四门中的任意两门。
理工类：华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
技职科：华文、英语、数学及与报读专业相关的两门课程。
B. 美术、音乐、舞蹈、体育教育类
华文、英语、数学三门合计不超过20点(含20点)，同时具有相关特殊艺能表现证书，或视
个别情况做个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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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报读华文教育、汉语言专业的马来西亚学生，有一定汉语基础者可插班学习。华文教育专
业须经中国驻外大使馆推荐报名。汉语言专业实行春、秋两季招生；
4. 理工科高中毕业生可报读除文史类外的所有专业；文科及商科高中毕业生可报读除理工类
外的所有专业。
；
5.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及港澳台学生工作的通知》
（简
称《通知》
）要求，凡2018年报考华侨大学艺术类、体育类专业的考生，均需进行“术科”
考核。相关考核方案请参考网上通知。
6. 选读设计学类、美术学类、音乐表演、音乐学、舞蹈表演、舞蹈学及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
不加试专业课程，但要求学生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素质和专业基础，持有相关专业等级证
书或大赛获奖证书，以供华侨大学随时审定。根据国家教育部门和该校学籍管理的相关规
定，不可申请转入其他普通类本科专业，其他普通本科专业亦不可转入以上所述专业；该
校原则上仅招收第一专业志愿填报上述专业的考生；
7. 报考英语专业、全英文教学专业及中美121双学位班的考生，
该校将适当考虑英语单科成绩，
全英文教学专业及中美121双学位班的考生入学后不可转入其他中文授课类专业学习。报考
金融学、会计学、财务管理等专业，该校将适当考虑数学单科成绩；
8.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城华北路 269 号杨思椿科学馆五楼
邮编：362021P.R.China
电话：0086-595-22695678
传真：0086-595-22691575
电邮：hqdxjwzs@sina.com
网址：zsc.h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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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南师范大学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闽南师范大学是福建省重点建设的省属全日制本科院校，座落在历史文化名城、闽南开
放城市——漳州市。由 1915 年原龙溪师范发展而来，后辗转变迁，成为福建第二师范学院，
与当时的福建师范学院（现为福建师范大学）形成福建省本科师范教育一南一北的格局。2013
年 4 月更名为闽南师范大学。2013 年起列入本一批招生。

收费标准
学费：RMB15,000／年
住宿：国际学术交流中心：RMB150／天（可住 2 人）；
学生公寓：RM1,000-1,200／年（每间住 4 人）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法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法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与金融、经济统计学（投资决策方向）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

艺术学院

音乐学（教师教育）、音乐学、美术学（教师教育）、公共艺术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师范）、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英语、翻译、日语

计算机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数学与同济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软件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升本）
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学、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学（专
升本）
食品科学与工程、人力资源管理、广播电视学（影视多媒体技术）、
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财务金融方向）
教育技术（师范）、小学教育（师范）、学前教育（师范）、心理学
（师范）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数学与应用数学（财经数学方向）、信息
与计算科学、应用统计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化学与环境学院

化学（师范）、科学教育（师范）、应用化学、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历史学（师范）、社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文化产业管理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科学（师范）、园艺、园林、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学（师范）、物理学（光电方向）、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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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奖学金
可申请“闽南师范大学优秀生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中国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福建省漳州市县前直街 36 号
邮编：363000P.R.China
电话：0086-595-2591390
传真：0086-595-2598865
电邮：zzhwedu@hotmail.com
网址：www.mn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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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美大学
Jimei University
集美大学地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学村，是福建省省属重点公
办的多科性大学，拥有 98 年的办学历史。集美大学是福建省较早具有招收留学生和港澳台侨
学生资格的院校之一。学校现有 21 个学院(部)，69 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农学、经济学、
管理学、教育学、理学、文学、法学和艺术学等 9 个学科门类。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4,000／年；理科、工科 RMB15400／年；艺术、体育 RMB21000／年
住宿：RMB9,600／年（单人间）
；RMB4,800／年（双人间）
；
RMB2,400／年（四人间）
；
报名费：RMB50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航海学院

航海技术、交通运输、物流管理

轮机工程学院

轮机工程、船舶电子电气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

水产学院

动物科学、水产养殖学、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水生动物医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含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环境工程）

财经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会计学

教师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含工商管理、审计学、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旅游管
理

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软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理学院

机械类（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材料成型及控
制工程、车辆工程）、能源动力类（含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地理信息
科学、应用物理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翻译

法学院

法学、社会工作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工程技术学院

工程管理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音乐学院

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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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美术学院

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动画、环境设计

奖学金
可申请“福建省政府奖学金”、“陈嘉庚奖学金“、“集美大学国际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提供两封推荐信及来华学习计划。
；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福建省厦⻔市集美区银江路 185 号
邮编：361021P.R.China
电话：0086-592-6182393
传真：0086-592-6185889
电邮：zsbbg@jmu.edu.cn
网址：zsb.j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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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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方向

历史学系

历史学

历史学系（珠海）

历史学

哲学系

逻辑学、哲学

哲学系（珠海）

哲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人类学（含人类学、考古学专业）、社会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德语、法语、日语

国际翻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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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学院

经济学类（含金融学、经济学专业）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会计学

国际金融学院

金融学、工商管理类（含工商管理、会计学专业）

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类（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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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法学院

法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含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

心理学系

心理学

传播与设计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含新闻学、传播学专业）

资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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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学院

数学类（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专业）

数学学院（珠海）

数学类（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物理学院

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理学）

物理与天文学院

物理学

工学院

理论与应用力学、交通工程

化学学院

化学类（含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材料学院

材料类(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专业）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地理科学类、★城乡规划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地质学类（含地质学、地质工程专业）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专业）

大气科学学院

大气科学类（含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专业）

海洋科学学院

海洋科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类（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专业）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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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类（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专业）

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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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工程学院

自动化、智能科学与技术

中山医学院

★临床医学、★基础医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光华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

药学院

药学

药学院（深圳）

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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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共卫生学院（深圳）

★预防医学

护理学院

护理学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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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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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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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6-20-87333601（北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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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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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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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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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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学（精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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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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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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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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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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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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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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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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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文学院
(广园东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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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1.1（本科）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0积点；
1.2 医学类：统考成绩五科（华文、英文、高数I或高数Ⅱ、化学、生物）
；
1.3 药学类：统考成绩五科（必选科目：华文、英文、高数I或高数Ⅱ 及 任选科目：物理、
化学、生物）
；
1.4 其他类别：统考成绩五科（必选科目：华文、英文、数学或高数或高数I或高数II 及历
史、地理、经济学、会计学、簿记、商业概论、物理、化学、生物等；
2. （预科）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36积点；
3. 采取网上报名：http://lxlz.jnu.c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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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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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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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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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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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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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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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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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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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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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贸易学院(大)
土木与交通学院(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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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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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生物制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五)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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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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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大-大学城校区；五-五山校区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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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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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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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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方向

体育系

社会体育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制药工程

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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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院

法学、法学（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艺术学院

音乐学、美术学、舞蹈编导

软件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信息学院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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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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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海学院

轮机工程、航海技术、交通运输

外国语学院

英语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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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科技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政治与行政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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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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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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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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申请“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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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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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学

美术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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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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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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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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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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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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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国⼴东省⼴州番禺区大学城外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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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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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是一所以师范教育见长的综合性师范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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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方向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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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学院

音乐学、舞蹈学、音乐表演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广播电视新闻学

美术学院

美术学、艺术设计、中国书法

法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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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英语（商务英语）、英语（涉外翻译）、日语

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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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教育、运动人体科学、社会体育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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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科学与技术学院

化学、科学教育（自然科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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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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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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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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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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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近代历史开篇地、改革开放前沿地，经济实力雄
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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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4 月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成立，2002 年 3 月经教育部批准变
更为本科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2006 年 5 月获批成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2008 年 5 月提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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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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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工程与智能化学院

通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生态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学、工程管理

化学工程与能源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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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管理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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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与社会工作学院
（知识产权学院）

法学、行政管理、社会工作

教育学院（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汉语言文学（师范）、音乐学、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东莞理工学院
法国国立工艺学院
联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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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学院

对外汉语、国际名校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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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可申请“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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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gjxy.dg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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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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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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科学院

翻译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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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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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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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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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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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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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深圳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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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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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院

法学、法学（国际经济法）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汉语言、汉语言文学

外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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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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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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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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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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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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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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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号华南师范大学留学生公寓⼀楼留学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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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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广西师范大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大学，坐落在世界著名山水旅游名城、历史文化名
城桂林市。学校有王城、育才、雁山 3 个校区，校园面积 4100 多亩。学校现有 22 个教学学
院（含独立学院——漓江学院），在职教职员工 2222 人，全日制本科生 23330 人，硕士生 5899
人，博士生 137 人，各类留学生 1600 多人，函授、业余等学员近 14000 余人。建校 80 多年
来，学校为国家尤其是广西培养了 30 万多名教师和其他专业人才。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4,000／年；理科 RMB16,000／年；体育、艺术 RMB21,000／年
住宿：新楼 2 人间 RMB4,000／年；新楼空调 2 人间 RMB5,000／年
报名费：待确定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秘书、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编辑出版
学

法学院

法学

音乐学院

音乐学（音乐教育）、音乐表演、舞蹈学（舞蹈表演与教育）

体育学院

体育系、运动系、社会体育系、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系

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产品设计、公共艺术、动
画、工业设计

美术学院

绘画（国画、油画、水彩画、商业插画）、书法

外国语学院

英语、翻译、日语、朝鲜语和印尼语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系、心理学系、教育技术系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工商管理、会计学、金融学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系、概率统计系、信息与计算科学系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环境生态工程

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其自动化

政治与行政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行政管理、人力资料管理、城市管理

化学与药学学院

化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地理科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学、科学教育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历史学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软件工程系、网络与安全系、信息与管理科学系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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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师范大学国际学生招生办公室中国⼴⻄桂林市育才校区外语楼 111 室
邮编：541004P.R.China
电话：0086-773-5821163
传真：0086-759-3341440
电邮：admissn@mailbox.gxnu.edu.cn
网址：www.cice.gxnu.edu.cn

186

◎

广西中医药大学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广西中医药大学位于有“中国绿城”美誉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是我国 5 个少数民
族自治区中唯一独立建制的高等中医药院校。
学校是一所以中医药学科为主，医、理、工、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鲜明中医药、
民族医药特色，产学研医紧密结合、对外交流合作优势突出的高等中医药院校。

收费标准
学费：RMB20,000／年
住宿：留学生宿舍：RMB200-400／人／月（二人间）
；
集体宿舍：RMB1200／人／年（四人间）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
药学
护理学
中药学 康复治疗学

中医学（5 年）
口腔医学（5 年）

临床医学（5 年）
中医学（骨伤方向）（5 年）
针灸推拿学（5 年） 中医学（运动医学方向）（5 年）

奖学金
可申请‟广西政府东盟国家留学生奖学金"、‟广西政府东盟国家留学生优秀学生奖学金"、‟国
际教育学院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壮族⾃治区南宁市⻄乡塘区明秀东路 179 号
邮编：530001P.R.China
电话：0086-771-3137401／3148091
传真：0086-771-3135812
电邮：fiegxtcmu@126.com
网址：fie.gxtc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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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Guilin University of Aerospace Technology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坐落在国际历史文化旅游名城——桂林市尧山风景区内，曾先后隶属
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1999 年 4 月划转到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办学 30 多年来，学
校秉承航天精神，依托航天办学、依托工业兴学，在教学科研活动中形成了产学研融合、异
科融合、工学融合等显著特色，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学为主，管理学、文学、艺术学等各学
科协调发展的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

收费标准
学费：商务英语（航空服务）
、物流工程（航空服务）RMB12,000／年；
文学、理学 RMB12,000／年
住宿：RMB2,000／年
报名费：
（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物流管理、物流工程

外语外贸系

商务英语

航空旅游学院

酒店管理、商务英语（航空服务）、物流工程（航空服务）

机械工程学院

飞行器制造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飞
行器质量与可靠性

传媒与艺术设计系

视觉传达设计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车辆工程

能源与建筑环境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

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

电子信息与自动化
学院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

奖学金
可申请“广西政府东盟国家留学生奖学金”、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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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国⼴⻄桂林市金鸡路 2 号
邮编：541004P.R.China
电话：0086-773-2253075
传真：0086-773-2253075
电邮：gjjlc@guat.edu.cn
网址：www.gua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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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技大学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广西科技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专业涵盖工、管、理、医、经、文、法、艺术、教育等 9
大学科门类，直属广西省政府管理的普通高等学校。
学校坐落在南中国古人类“柳江人”的发祥地、广西工业支柱和广西第二大城市---柳州市。
今天的柳州既是国家生态宜居、优秀旅游和历史文化名城，又是西南工业重镇和广西工业中
心，其工业总产值占广西工业的近 1/4。汽车产业发展迅猛，拥有上汽、一汽、东风、中国重
汽四大汽车集团整车生产基地，成为中国汽车制造 5 强城市和汽车产业七大示范基地。2014
年汽车年产量超过 200 万辆，占全国汽车总产量的近 10%。柳州还是国家工业化信息化融合、
国家技术创新、全国科技经济体制综合配套试点城市，被誉为中国经济转型示范城市、中国
最具创新力、最具竞争力的特色经济城市。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管理、经济 RMB12,000／年；理、工科 RMB14,000／年；
艺术、医学、设计 RMB18,000／年
住宿：RMB1,500／学期／人（4-6 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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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与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汽车电子技术与检测诊断方向)、交通运输(交通规划与管理方
向)、物流工程、工程力学、汽车服务工程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工业设计、机械电子工程

医学院

临床医学(5 年)、护理学、药学、医学检验技术、预防医学(5 年)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数字媒体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
学院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学(5 年)、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机器人工程、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自动
化、电子科学与技术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生物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纺织工程

财金学院

财务管理、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工业工程

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视觉传达设计、音乐学、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统计学

启迪数字学院

数学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软件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

外国语学院

英语（商务英语）、英语（科技翻译）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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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柳州市东环大道 268
邮编：545006P.R.China
电话：0086-772-2686086
传真：0086-772-2687357
电邮：gustadmissions@163.com
网址：www.gx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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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Jilin University
吉林大学坐落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是教育部直属的一所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1995 年
首批通过国家教委“211 工程”审批，2001 年被列入“985 工程”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
吉林大学始建于 1946 年，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现有全日制学生 71,920 人，教师 6,524 人，
其中教授 2,062 人，博士生指导教师 1,137 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10 人，双聘院
士 33 人，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7 人，“千人计划”入选者 49 人，“万人计划”入选者 20 人。
学校 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并入选全国 36 所一流大学 A 类建设高校名单，
考古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5 个学科入选国家一流建设学科。由艾瑞深
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2018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中，吉林大学在中国大学 100 强排行榜
中位列第十名。

收费标准
学费：文、理、工、农科 RMB19,000／年；医学、艺术、体育 RMB25,000／年；
经济学院、法学（英）RMB20,000／年；临床医学（英）RMB29,000／年；
药学（英）RMB27,000
住宿：RMB30-50／天（单人间）；RMB25-35／天（双人间）
报名费：RMB6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历史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汉语国际教育、
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言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

法学院

法学、※法学

商学院

信用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
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

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绘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经济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管理学院

档案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
计学、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

物理学院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光信息科学与工程、核物理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金融数学

化学学院

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交通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交通运输、交通工程、物流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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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行政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国际政治

护理学院

护理学、康复治疗学、※护理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朝鲜语

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口腔医学（8 年制）

哲学社会学院

哲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应用心理学、劳动与社会保障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药物制剂、生物工程、生物制药

汽车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工程设计、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通信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公共外交学院

※外交学

建设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地质工程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临床医学（8 年制）、※临床医学（6 年制）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放射医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预防医学

药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药学、★临床药学、※药学

动物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动物科学

植物科学学院

农学、园艺、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

动物医学学院

★动物医学

新能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环境工程

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工程力学、工业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

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包装工程、农林经济管理、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生物医
学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学、资源勘查工程、土地资源管理、地理科学

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地球物理学、地理信息科学、测绘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

奖学金
可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apply.jlu.edu.cn/member/log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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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春市修正路 1505 号吉林大学友谊会馆 109 室
邮编：130012P.R.China
电话：0086-43185166885
传真：0086-43185166517
电邮：study@jlu.edu.cn
网址：cie.jl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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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东北师范大学建校于 1946 年，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一所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师范大学，
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学校坐落在美丽的北国春城长春市。本部校区地处人民大街
中段，净月校区设在风景如画的净月潭旅游开发区。
现有 23 个学院（部），68 个本科专业，34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2 个博士学位授
权一级学科，11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不含硕士一级学科覆盖点）
，3 个博士学位授权二
级学科（不含博士一级学科覆盖点），16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 个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7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 个国家 985 工程教师教育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5 个二级学
科国家重点学科，8 个“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32 个“十二五”吉林省一级学科优势特色
重点学科。

收费标准
学费：文、理科类 RMB16,000／年；艺术、体育类 RMB19,600／年
住宿：师训大楼、国际学生公寓 RMB40／天（单人间）
；RMB30／天（双人间）
；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商学院

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新闻学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音乐学院

音乐学、舞蹈编导

美术学院

美术学、艺术设计、雕塑、服装与服饰设计

政法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法学、行政管理、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财政学

物理学院

物理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化学学院

化学

教育学部

教育学、公共事业（教育）管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心理学

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生态学、环境工程

外国语学院

英语、俄语、日语、商务英语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旅游管理

地理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传媒科学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学、广告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数学媒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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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

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工作

国际汉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

汉语言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育技术学院、图书馆学、信息资源管理
术学院

奖学金
可申请“东北师范大学奖学金”及“孔子学院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吉林省⻓春市人⺠大街 5268 号
邮编：130024P.R.China
电话：0086-431-85099754／85685722
传真：0086-431-85684027
电邮：iso@nenu.edu.cn
网址：iso.ne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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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医药大学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长春中医药大学前身为 1958 年成立的长春中医学院，2006 年更名大学。在 50 余年的办
学历程中，学校始终秉承“启古纳今、厚德精术”的校训精神，突出办学特色，坚持教育创新，
形成了较完整的教学、科研、医疗体系，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吉林省唯
一一所以中医药学科为主，医、理、工、管、文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鲜明办学特色和广
泛社会声誉的省属重点大学。

收费标准
学费：RMB23,600／年
住宿：RMB9,600／年
报名费：RMB700

大学本科院系
★中医学、★临床医学、★中⻄医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康复治疗学；中药学、药学、
药物制剂、制药工程、生物制药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5积点；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s://ccucm.17gz.org/member/login.do；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吉林省⻓春市净⽉经济开发区博硕路 1035 号
邮编：130117P.R.China
电话：0086-431-86045418/5415
传真：0086-751-8120203
电邮：gjjyxy1818@163.com
网址：iec.ccuc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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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
SiChuan University
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布局在中国西部、“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
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地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府之国”的成都市区，有望江、
华西和江安三个校区。
四川大学学科门类齐全，覆盖了文、理、工、医、经、管、法、史、哲、农、教、艺等
12 个门类，有 31 个学科型学院及研究生院、海外教育学院等学院。现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 44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349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443 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32 个，本科
专业 133 个，博士后流动站 33 个，国家重点学科 46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4 个，是国家首
批工程博士培养单位。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7,500／年；理工科 RMB22,000／年；考古学 RMB22,000／年；
临床医学、艺术、体育 RMB45,000／年；药学、公共卫生 RMB29,250／年；
口腔医学 RMB36,000／年
住宿：望江校区 RMB48／天（单人间）；RMB24-36／天／间（双人间）
华西校区 RMB30-52／天（单人间）；RMB22-42／天／间（双人间）
；RMB17-24／天
／间（三人间）
江安校区：RMB18,000/年（单人间）；RMB9,000/年（双人间）
；RMB6,000/年（三人
间）
报名费：RMB6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法学院

法学

艺术学院
经济学院

美术学、绘画、艺术设计、表演、舞蹈学、动画、广播电视编导、音
乐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经济学、财政学、国民经济管理、※中国
经济、金融工程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软件工程

化学学院

化学基地班、化学、应用化学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基地
班)、数学类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华西药学院

药学

外国语学院

日语、俄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

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档案学、公共管理类、※公共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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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 考古学、博物馆学、※旅游管理、旅游管理、历史学基地班
商学院

※商业分析、※国际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管理科学、工业工程、工程管理、会计学（ACCA
班）、电子商务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基地班、生命科学与技术基地班、生物科学

电子信息学院
电气信息学院
水利水电学院
化学工程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
建筑与环境学院
轻纺与食品学院
华西临床医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信
息工程、※信息安全、信息安全、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自动化、※医学信息工程、电气信
息类
水利类、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农业
水利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制药工程、安全工程、治金工程、过程
装备与控制
汉语言
汉语言文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对外
汉语、汉语言文学基地班
★建筑学、★城市规划、※土木工程、土建类、土木工程、给水排水
工程、工程力学、环境工程、环境科学、★景观建筑设计、※能源与
环境
轻化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纺织工程、轻工生物
技术
※临床医学 MBBS(6 年)、临床医学(8 年)、★临床医学、★医学检验、
医学技术、护理学、康复治疗学

华西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口腔医学、口腔医学(7 年)、口腔医学(8 年)

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基础医学基地班、★法医学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卫生检验、公共事业管理、工商管理

华西药学院

药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理学基地班、物理学、微电子学、核工程与核技术、应用物理学、
核物理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生物医
学工程、生物医学材料工程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分子材料加工工程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工业设计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四川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成都市⼀环路南⼀段 24 号四川大学⻄区留学生公寓⼆楼
邮编：610065P.R.China
电话：0086-28-85407199/85405773（学历生和奖学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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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6-28-85501780（医学类）
传真：0086-28-85405773
电邮：nic8203@scu.edu.cn
网址：http://www.scul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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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电子科技大学 1960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1997 年首批成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
学；2001 年进入国家“985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的行列。
学校现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2 个（所包括的 6 个二级学科均为国家重点学科）
；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 4 个，国家工程中心 1 个，省、部级设置的研究所（院、中心）
、实验室 39 个。
学校现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14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51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权点 25 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 69 个，具有电子与领域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和 7
种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设有博士后流动站 13 个。本科专业 59 个，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建
设点 14 个，省级特色专业 22 个。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7,500／年；理工科 RMB22,000／年；考古学 RMB26,400／年；
临床医学、艺术、体育 RMB45,000／年；药学、公共卫生 RMB29,250／年；
口腔医学 RMB36,000／年
住宿：RMB48／天（单人间）；RMB48／天／间（双人间）
；RMB72／天（标准间）
报名费：RMB6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

英才实验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类（“成电英才计划”实验班）

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电子学院
光电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含电子信息工程、电磁场与无线电技术、信息对
抗技术、电波传播与天线）
应用物理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真空电子技术、数理基础科
学
信息显示与光电技术（含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显示与光电技术、
传感网技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航空航天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管理-电子工程复合培养实验班）

自动化工程学院

自动化（含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通信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科学工程学院

信息安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工程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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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法学、行政管理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国家级示范性软件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固体电子工程）、应用化学、集
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微电子学
软件工程（信息工程、软件技术、大型主机、嵌入式系统、网络
安全工程、信息获取与控制、工业产品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工程）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建设北路⼆段 4 号
邮编：610054P.R.China
电话：0086-28-83200203/83202357
传真：0086-28-83202365
电邮：admission@uestc.edu.cn
网址：www.oice.ue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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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
South 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西南财经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全国
重点大学，也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高校。
学校现有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会计学和统计学 4 个国家重点学科；5 个省级重点一级
学科（涵盖 31 个二级学科）和 4 个省级重点二级学科；有 5 个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理
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法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及 11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 4 个博士后流动站；现有 57 个博士
学位培养专业、108 个硕士学位培养专业（含 18 个硕士专业学位）
，33 个本科专业，27 个学
院（中心、部）等教学单位。

收费标准
学费：中文授课 RMB16,000／年；英文授课 RMB20,000／年；
住宿：光华校区博学 2 舍 RMB800／月／人；柳林校区慎思园 A 座 RMB500／月／人
报名费：RMB6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金融学
财政学
税收学
投资学
统计学
法学
保险学
会计学
审计学
信用管理

金融数学
物流管理
旅游管理
市场营销
行政管理
财务管理
管理科学
商务英语
金融工程
经济统计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班） 金融学（双语实验班）
国际商务（双语实验班）
金融学（证劵与期货方向）
保险学（财务与会计双语实验班）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班）
保险学（精算双语实验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信息化方向）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电子商务（支付结算方向）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门化方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商务智能方向）
会计学（双语实验班）
工商管理（双语实验班）
英语（翻译方向）
新闻学（经济新闻方向）
人力资源管理
汉语言文学（财经文秘方向）
劳动与社会保障
经济统计学

本科专业（英文授课）
会计学
经济学
金融学

工商管理

奖学金
可申请“西南财经大学留学生校长奖学金”、
“一带一路” 国际学生奖学金；在籍生可申请“综合奖
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admission.swufe.edu.cn；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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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国四川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邮编：610074P.R.China
电话：0086-28-87355437
传真：0086-28-87355437
电邮：admission@swufe.edu.cn
网址：international.sw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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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哈尔滨工业大学创建于 1920 年，坐落在素有“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之称的北国名城
哈尔滨市。自 1954 年成为国家确定的首批 6 所重点大学之一以来，哈工大一直得到国家的重
点建设。1996 年成为首批进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院校之一，1999 年被国家确定为按
照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目标重点建设的 9 所大学之一。经过“211 工程”、“985 工程”的重点建
设，哈工大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理为主，理、工、管、文、经、法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国
家重点大学。

收费标准
学费：RMB20,000／年（中文授课）
；RMB26,000／年（英文授课）
住宿：RMB600／月／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理学院

航天学院

化工与化学学院
建筑学院

本科专业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光信息科学与工程、
应用物理学、核物理
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空间
科学与技术、复合材料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光学工程方向）、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探测制导与控制技
术、自动化
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程与工艺（电化学工程方向）（英文）、
能源化学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中/英）、食品科学与工程、应
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
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环境设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外国语学院

英语、俄语、日语

土木工程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方向）（中/英）、土木工程（土木工程材料方
向）（中/英）、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工程管理、土木工程（岩土与
地下工程方向）（英）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工业
工程、工业设计、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媒体技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
财务管理、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焊接技术与工
程、电子封装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系统方向）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飞行器动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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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汉语言文学、法学

交通科学与技术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交通工程、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通信工程、电磁场与无线技术、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对抗技术、遥
感科学与技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精密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仪器方向）、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测量技术与仪器方向）、光电
信息科学与工程（光电仪器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软件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生物信息学、物联网工程、软件工
院
程、食品科学与工程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奖学金
可申请"哈尔滨工业大学优秀在校国际学生奖学金"、哈尔滨工业大学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采取网上报名：https://hit.17gz.org/member/login.do；
英文授课要求：雅思5.5、托福550分以上；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中国哈尔滨南岗区司令街 11 号
邮编：150001P.R.China
电话：0086-451-86412647
传真：0086-451-86417792
电邮：fso@hit.edu.cnStudyatHIT@hit.edu.cn
网址：www.h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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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财经大学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贵州财经大学的前身贵州财经学院始建于 1958 年，是贵州省唯一一所以经济学、管理学
学科为主体，法学、文学、理学、工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财经类大学。学
校坚持学科专业建设协调发展，设有 7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有 50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7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4 个省级特色重点学科、9 个省级重点学科、16 个校级重点学科、8 个
校级重点扶持学科；有 53 个本科专业，2 个职业教育师资方向，5 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6
个教育部特色专业，9 个省级示范专业；有 1 个国家级经济管理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 个国
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1 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学校坚持立足于“服务贵州、辐射西南、面向全国”的区域发展研究智库和基地建设，积极
开展协同创新，推动产学研合作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服务与合作，充分发挥思想库、人才库、
信息库作用。

收费标准
学费：RMB10,000／年（不同专业略有差异）
住宿：RMB2500／年（双人间）
报名费：RMB5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经济学院

经济学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保险学、金融工程、法学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舞蹈学、音乐学、

信息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商务、软件工程

会计学院

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商务英语、日语

国际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投资学、国际商务

教育管理学院

教育技术学、教育技术学（职教师师资方向）、应用心理学

文化传播学院

传播学、广告学、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

旅游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旅游管理（职教师资方向）、酒店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工作、行政管理

财政与税收学院

财政学、税收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资源与环境管理学院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农村区域发展、土地资源管理、农林经济管理、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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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工程管理、工程造价、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国际商学院（中外合作办学） 金融学、会计、金融保险、物流管理、市场营销、

奖学金
可申请“贵州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贵惠路
邮编：550025P.R.China
电话：0086-851-88510448
传真：0086-851-88510466
电邮：GUFE_IECO@163.com
网址：http://portal.gzife.edu.cn/wsc

208

◎

贵州民族大学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贵州民族大学创建于 1951 年 5 月 17 日，隶属贵州省人民政府，是新中国创建最早的民
族院校之一。是贵州省重点建设高校，是贵州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民委共建高校，是教育部本
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等次高校。
学校设有、商学院、法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体育学院、文学院、外国语学院、
传媒学院、音乐舞蹈学院、美术学院、理学院、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建筑工程学院、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管理学院、预科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高等
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科技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等 22 个学院，建有计算机
网络中心、图书馆、体育场馆等教学辅助单位。

收费标准
学费：RMB12,000-15,000／年
住宿：四人间，1200/每人/每年;双人间，3000/每人/每年；单人间，6000/每人/每年；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工商管理、旅游管理、汉语言文学

奖学金
可申请“贵州民族大学校级奖学金”、“贵州省政府奖学金”、
“贵州省中国-东盟海上丝绸之路奖学
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花溪
邮编：550025 P.R.China
电话：0086-851-83613075
传真：0086-851-83613075
电邮：gzmugjjyxy@sina.com
网址：oic.gzmu.edu.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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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郑州大学坐落于河南省省会郑州市，
由原郑州大学、
郑州工业大学和河南医科大学于 2000
年 7 月 10 日合并组建而成。经过多年建设和发展，学校已经成为一所涵盖理学、工学、医学、
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农学、艺术学 12 大学科门类的综合
性大学。学校总占地面积 6493 亩，总建筑面积 279 万平方米，校本部包括主校区、南校区、
北校区和东校区 4 个校区。学校现有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5.2 万余人，各类研究生 1.5 万余人，
外国留学生 1700 余人。

收费标准
学费：文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管理学 RMB20,000／年
理学、工学、农学 RMB23,000／年；艺术学 RMB28,000／年；
医学 RMB35,000／年
住宿：柳园 7 号楼(单人间):RMB21,900／年；(双人间):RMB10,950／年
荷园 2 号楼(单人间):RMB10,000／年；(双人间):RMB5,000／年
松园 12 号楼(单人间):RMB10,000／年；(双人间):RMB5,000／年
留学生公寓大房间(单人间):RMB14,000／年；(双人间):RMB7,000／年
留学生公寓大房间(单人间):RMB13,000／年；(双人间):RMB6,500／年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言（语言方向）、汉语言（经贸汉语方向）、汉语言（汉语翻译方向）、
汉语言（汉语教学方向）、汉语言（少林武术国际交流方向）

外语学院

※英语、德语、俄语、日语

文学院

对外汉语、汉语言文学

历史学院

考古学、历史学

法学院

法学

公共管理学院

哲学、社会工作、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教育系

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心理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方向）

美术系

绘画、雕塑、艺术设计

音乐系

音乐学、音乐表演

体育系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

商学院

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统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

旅游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市场营销、音乐表演（空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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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信息管理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档案学

数学系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方向）、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物理工程学院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
与技术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应用化学
生物工程系

※生物工程

化工与能源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环境科学、安全工程（系统安全方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包装工程
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软件工程

管理工程系

工业工程、工程管理、物流管理、电子商务

电气工程学院

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工业设计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交通工程

水利与环境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工程、给水排水工程、地理信息系统、水文与水资源
工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 工程力学、安全工程（设备与结构安全方向）
建筑学院

建筑学、城市规划、艺术设计（景观艺术设计方向）

郑州大学医学院

预防医学、临床医学（5 年）、※临床医学（5 年半）、临床医学（6 年）、
医学影像学（5 年）、医学检验（5 年）、口腔医学（5 年）、药学、药物
制剂护理学

奖学金
可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河南省政府奖学金”、
“郑州大学校长奖学金”。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河南省郑州市科学大道 100 号郑州大学主校区柳园 17 号国际教育学院
邮编：450001P.R.China
电话：0086-371-67780665
传真：0086-371-67780665
电邮：admission@zzu.edu.cn
网址：international.z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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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陶瓷大学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国惟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多科性本科高校，是全国 29 所独立设置的
本科艺术院校之一和首批 94 所有资格招收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攻读硕士、学士学位留学生的
高校之一，现已发展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陶瓷文化艺术交流、陶瓷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
基地。学校前身是 1910 年创办的中国陶业学堂；1947 年设置专科建制的江西省立陶业专科
学校，成为当时江西省五所专科高校之一；1958 年设置普通本科建制的景德镇陶瓷学院，隶
属于国家原轻工业部。1998 年学校管理体制转变为中央和江西省共建，以江西省管理为主。
1984 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权，2013 年获批博士学位授予权，2016 年更名为景德镇陶瓷大学。

收费标准
学费：艺术 RMB24,000／年；理工 RMB20,000／年；文史 RMB20,000／年
住宿：1,650 元人民币/每学期每床
报名费：RMB500

大学本科院系
英语

电子商务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日语

艺术设计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法学

工业设计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雕塑

体育教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会计学

环境工程

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动化

材料化学

公共事业管理

工商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

电子科学与技术

财务管理

备注
1.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2. 在线申请留学http://gjxy.jci.edu.cn/lxtd1/zxsq.htm；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景德镇市湘湖镇景德镇陶瓷大学
邮编：333403P.R.China
电话：0086-798-8582317
传真：0086-798-8491837
电邮：admissions@jci.edu.cn,11637962@qq.com
网址：www.jc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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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Shandong University
山东大学是一所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
高水平研究性大学。学校总占地面积 8000 余亩，形成一校三地（济南、青岛、威海）的办学
格局。拥有在职教职工 7782 人，各类全日制学生达 6 万人，其中，全日制本科生 41103 人，
研究生 16607 人，留学生 1813 人。学校共有教授 1107 人，博士生导师 907 人。山东大学是
中国目前学科门类最齐全的大学之一，本科生和研究生层次教育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2 大学科门类。拥有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40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55 个，专业学位博士点 3 个，专
业学位硕士点 27 个，本科专业 118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38 个。现有 15 个学科的学术影响
力和贡献能力跨入世界前 1%。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经济、管理类 RMB18,000／年；理、工类 RMB21,000／年
艺术、体育类 RMB29,000／年；(中文授课)医科 RMB25,000／年
(英文授课)经济学、旅游管理 RMB26,000／年；
(英文授课)机械工程、临床医学（MBBS）RMB45,000／年；
(英文授课)护理 RMB32,000／年
住宿：中心校区单人间:RMB5,200-5,850／学期／人；
双人间:RMB3,250-4,550／学期／人；三人间:RMB3250／学期／人；
趵突泉校区单人间 RMB32／天／人;双人间 RMB27／天／人
兴隆山校区单人间 RMB600-800 月／人;双人间 RMB300 月／人
青岛校区双人间 RMB40-50 天／人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哲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英）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生物医学工程、物流工程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国际商务、会计学、旅游管理、
工业工程、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

基础医学院

临床医学(中；5 年)、临床医学(英；6 年)

护理学院

护理学（中/英）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5 年)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经济学（英）、金融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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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外国语学院

俄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亚非语言文学（韩国语）、德语语言
文学、英语语言文学（英）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政治学、国际政治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世界史、档案、考古学、文化产业管理、文物与博物馆学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奖学金
可申请“济南市政府奖学金”、“山东大学留学生新生奖学金”。

备注
1.
2.
3.
4.

统考成绩五科（华、英、数+2科相关科目）不超过22积点；
申请英文授课专业语言要求：
母语为英语的申请者，免提供英语语言证明。
母语为非英语的申请者，须提供雅思（6.0及以上）
、新托福（80分及以上）或其它同等水
平的英语能力证明材料。
5.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编：250100P.R.China
电话：0086-531-88364854
传真：0086-531-88565051
电邮：admission@sdu.edu.cn
网址：http://www.istudy.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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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学创校于 1910 年，其前身是香港西医书院，为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今日
的港大是全球知名的研究型综合大学。港大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采用解难为本的授课
方式，培养学生学会学习和跳出传统的思考模式。港大对教学及研究同样重视，矢志成为全
球知识的重镇，贯彻校训“明德格物”的精神。
校园本部坐落在香港岛西部的薄扶林道以东、般咸道以南、罗便臣道以西、龙虎山以北，
占地约 16 公顷。医学院现时位于香港玛丽医院对面的沙宣道罗富国教育学院原址。牙医学院
及教育学院言语及听觉科学学部位于西营盘的菲腊牙科医院内。另有位于新界的嘉道理农业
研究所及香港石澳鹤咀的太古海洋科学研究所。2019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 25、2018 年泰晤士
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 40。

收费标准
学费：HK$146,000／年
住宿：HK$14,000-28,000／年
报名费：HK$45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文学院
教育学院

本科专业
人类学、中国语言及文学、文化管理、文化研究、英文、艺术、历史、日本研
究、语言学、音乐、哲学、宗教研究、神学、翻译
文学士(中国语文研究)及教育学士(中国语文教育)、文学士(英国文研究)及教育
学士(英国语文教育)、教育学士(健康与体育运动科学)、教育学士(通识教育)、
教育学士(数学及数学教育)

法律学院

法学系、工商管理学士(工商管理学士综合课程)及法律博士双学位课程

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科学、建筑系、经济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环球经济与金融、政治与行
政学、新闻与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社会学、城市研究、全球研究

医学院

生物医学、中医学、护理学、药剂学、公共卫生

理学院

理学、地球系统科学(大气科学/地球物理)、数学精研、理论物理精研、计量金融
学及风险管理科学、风险管理科学

工程学院

工程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金融科技学、电子工程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

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士综合课程、环球商业学、国际贸易及中国企业、工商管理学士(工
商管理学士综合课程)及法律博士双学位课程、球球经济与金融、酒店旅游及房
地产、保险金融与精算学、专业会计学、计量金融学、计量金融学及风险管理
科学

奖学金
可申请“香港大学新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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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可自行向大学申请入学，登入网上报名系统：https://nweb.adm.cuhk.edu.hk/adm_onlin
e2/public/account/SAC00001.aspx；
2. 统考成绩需达到6科A2或以上；英文至少B4；
3. 有关专业的要求及注意事项请参考大学网页；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薄扶林香港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28592433
传真：00-852-25401405
电邮：admissions@hku.hk
网址：www.hku.hk/c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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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大学
Lingnan University
岭南大学（岭大）是香港唯一的博雅大学，在本地高等院校中历史最悠久。岭大的历史
可追溯至 1888 年其前身格致书院在广州创校开始，其后於 1967 年以岭南书院之名在香港复
校。2015 年，岭大被《福布斯》评为「亚洲十大顶尖博雅学院」之一。

收费标准
学费：HK$120,000／年
住宿：HK$9,240–HK$12,520／年
报名费：HK$150- HK$2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文学院
商学院
社会科学学院

本科专业
文学、中文、当代英语语言文学课程、文化研究、历史、哲学、翻译、视觉研
究
工商管理(荣誉)学士：
会计、财务、人力资源管理、市场学、风险及保险管理
社会科学(荣誉)学士：
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中国与亚太研究、社会与公共政策研究

奖学金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香港岭南大学奖学金”。

备注
1. 采取网上报名：www.LN.edu.hk/admissions/da/intl/adm/procedures.php；
2. 统考英文至少B4；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新界屯⻔青山公路八号岭南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26168750
传真：00-852-25725178
电邮：UGadm@LN.edu.hk
网址：http://www.ln.edu.hk/admissions/why-lin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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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学（城大）专业教育出众，旨在装备学生迎对香港、亚太区以至全球在商业、
科学及工程、能源及环境、法律、创意媒体及社会科学等领域出现的挑战和机遇。通过与各
行各业的广泛联系，城大为学士学位、研究生课程以及副学士学位和持续进修的学生提供各
种机会，通过亲身体验职场的实际工作，向专业人士学习。

收费标准
学费：HK$140,000（USD17,949）／年
住宿：HK$6,100／学期（双人间）
；HK$12,200／学期（单人间）；HK$8,200／学期（三人间）
报名费：HK$2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商学院
科学及工程学院
（工程类）
科学及工程学院
（科学类）
科学及工程学院
（资讯科技及工程类）

本科专业
计算金融学、环球商业、会计、商业经济、金融、资讯管理、环球商
业系统管理、管理学、商业营运管理、商业分析、市场营销
建筑工程、测量学、土木工程、核子及风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机
械工程、系统工程管理学、材料工程学
应用物理学、化学、计算数学
电脑科学、电子计算机及数据工程学、电子及通讯工程学、资讯工程
学

动物医学及生命科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医学、兽医学(6 年)

法律学院

法律学

创意媒体学院

创意媒体文学、创意媒体理学、新媒体文理学

能源及环境学院

能源科学及工程学、环境科学及工程学

奖学金
可申请“香港城市大学奖学金”。

备注
1. 采取网上报名：www.cityu.edu.hk/international；
2. 统考成绩6科科目总积分不超过15点；英文至少B4；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九龙塘达之路香港城市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34429094
传真：00-852-34420266
电邮：asadmit@cityu.edu.hk
网址：www.cit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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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大学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教育大学(简称教大)是一所香港政府资助的高等学府，致力透过提供师训教育，以及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多元学术及研究课程，推动教与学的发展。我们致力培育敏于思考、关
怀社会及放眼世界的教育工作者及社会领袖，使之能够服务社区，推动变革。我们尤着重研
究实力 — 积极促进研究发展，提升知识、学术及创新，务求对社会与人类发展，作出不懈
的贡献。本校矢志成为教育大学先导，为香港以至亚太地区的教育发展奠定基础，作出贡献。

收费标准
学费：HK$98,000-$140,000／年
住宿：HK$4,760-6,540／学期
报名费：HK$3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中国语文教育、英国语文教育－中学^、中国歷史教育、歷史教育^、幼儿
教育、中学教育－资讯及通讯科技^、中学数学教育^、企业、会计与财务
概论^、地理教育^、小学教育－常识、小学教育－数学、科学教育^
语文研究荣誉文学士及英国语文教育荣誉学士、创意艺术与文化荣誉文学
双学位荣誉学士（五年
士及音乐教育荣誉学士、创意艺术与文化荣誉文学士及视觉艺术教育荣誉
全日制）#^%
学士
创意艺术与文化荣誉文学士－音乐^、创意艺术与文化荣誉文学士－视觉艺
荣誉学士
术^、语文研究荣誉文学士－中文^、语文研究荣誉文学士－英文^、全球及
（四年全日制）
环境研究荣誉社会科学学士^、心理学荣誉社会科学学士^、特殊教育荣誉
文学士^、大中华地区研究荣誉社会科学学士*
教育荣誉学士
（五年全日制）#

备注
1. ％课程将提供全面的中学及小学教学训练，成功完成课程的毕业生可于香港任教中学或小
学；
＃教师培训课程，学生成功完成教育学士课程后可在香港申请成为注册教师；以英语作为
^主要授课语言的课程/申请人需达良好英语水平；
*认可自资学士学位课程。该校保留最终开办课程的决定权，一切安排以该校招生网页公
布为准；
2. 采取网上报名：www.ied.edu.hk/io/；
3. 统考成绩至少6科C（同一届统考）
，英文至少B4；
4. 2018年香港教育大学本科申请常见问题http://www.gohku.com/article/14969.html
5.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十号香港教育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29487654 传真：00-852-29488198
电邮：io@ied.edu.hk
网址：http://www.eduhk.hk/acadp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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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会大学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浸会大学创立于 1956 年，秉承“全人教育”办学理念，是一所获香港特区政府全面资
助的公立大学，获政府授权颁发博士、硕士、学士、以及副学士学位。时至今日，浸大已成
为亚洲其中一所最优秀的高等学府，矢志为香港及邻近地区年轻一代提供优质全人教育。

收费标准
学费：HK$140,000／年
住宿：HK$10,800-15,000／(9 个月)
报名费：HK$3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文学院

理学院

传理学院

本科专业
文学士（荣誉）、中国语言文学文学士（荣誉）、创意及专业写作文学士（荣誉）、
英国语言文学文学士（荣誉）、人文学文学士（荣誉）、音樂文学士（荣誉）、宗
教、哲学及伦理文学士（荣誉）、翻译学文学士（荣誉）
理学士（荣誉）、分析和检测科学理学士（荣誉）、应用生物学理学士（荣誉）、
化学理学士（荣誉）、计算器科学理学士（荣誉）、绿色能源科学理学士（荣誉）、
數学及统计理学士（荣誉）
传理学学士（荣誉）、电影主修-动画及媒体艺术专修、电影主修-电影电视专修、
新闻主修-中文新闻专修、新闻主修-数据与媒体传播专修、新闻主修-财经新闻专修、
新闻主修-国际新闻专修、公关及广告主修-广告及品牌专修、公关及广告主修(组织
传播专修、公关及广告主修、公关专修)

中医药学院

中医学学士及生物医学理学士（荣誉）、中药学学士（荣誉）

视觉艺术院

视觉艺术文学士（荣誉）

社会科学院

文学士/社会科学学士（荣誉）、歷史文学士（荣誉）、体育及康樂管理文学士（荣
誉）、社会工作学士（荣誉）、中国研究社会科学学士（荣誉）经济专修、中国研
究社会科学学士（荣誉）历史专修、中国研究社会科学学士（荣誉）地理专修、中
国研究社会科学学士（荣誉）社会学专修、欧洲研究社会科学学士（荣誉）--法国、
欧洲研究社会科学学士（荣誉）--德国、地理社会科学学士（荣誉）、政治及国际
关系学社会科学学士（荣誉）、社会学社会科学学士（荣誉）

持续教育学院

幼儿教育学、幼儿教育学（兼读）

工商管理学院

双学位学士课程

工商管理学士（荣誉）、会计学专修、应用经济学专修、创业学专修、财务学专修、
人力资源管理学专修、信息系统与电子商贸学专修、市场学专修、中国研究社会科
学学士（荣誉）--经济主/专修
中医学学士及生物医学理学士（荣誉）、英国语言文学文学士（荣誉）及英语教学
教育学士（荣誉）、历史文学士（荣誉）及通识教学教育学士（荣誉）、地理社会
科学学士（荣誉）及通识教学教育学士（荣誉）、社会学社会科学学士（荣誉）及
通识教学教育学士（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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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香港浸会大学奖学金”。

备注
1. 采取网上报名：http://admissions.hkbu.edu.hk/ug/apply；
2. 统考至少考获6科C或以上；英文至少B4；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九龙塘香港浸会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34112200
传真：00-852-34117373
电邮：ardirect@hkbu.edu.hk
网址：buwww.hkbu.edu.hk/tch/main/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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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香港科技大学，简称香港科大、科大，是一所坐落于香港清水湾半岛的公立研究型大学。
于 1991 年成立，其为当地其中一所最年轻的法定大学。校方目前由商学院、工程学院、理学
院及人文社会科学院组成，另设一个负责处理跨学科课程的跨学系部门。除此，科大在南沙
的霍英东研究院则旨在扩大校方于学术研究方面的影响力。该校连续多年获评为香港三所最
佳高等学府之一。

收费标准
学费：HK$140,000／年
住宿：HK$13,468-22,436／年
报名费：HK$45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工学院

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本科专业
航空航天工程学、生物工程学、化学工程学、化学及环境工程学、土木工程学、
土木及环境工程学、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学、决策分析学、电子工程学、
工业工程及工程管理学、机械工程学、可持续能源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数据
科学与技术、综合系统与设计
生物化学及细胞生物学、化学、数学、物理学、生物科学、生物科技、生物科
技及商学、数学及经济学、海洋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技术
专业会计学、经济学、数学与经济学、资讯系统学，管理学、市场学、环球商
业管理、综合商业管理学、营运管理学、金融学、量化金融学、生物科技及商
学、经济及金融学
环球中国研究、定量社会数据分析

奖学金
可申请“香港科技大学国际学生入学奖学金”。

备注
1. 采取网上报名：join.ust.hk；
2. 统考成绩至少6科B3或以上；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九龙清⽔湾香港科技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23586289
传真：00-852-23350082
电邮：international.applicants@ust.hk
网址：www.ust.hk/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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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学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香港理工大学成立于 1937 年，是一所既充满活力又拥有骄人历史及卓越成绩的大学，其
前身为香港理工学院（由香港工业专门学院和香港官立高级工业学院发展而来）
，于 1994 年
正式正名为香港理工大学。
根据美国汤普森路透集团进行的多项独立调查显示，理大在土木工程、建造及建筑技术、
地球空间资讯科学等三个领域的科研表现均在全球排名榜中荣登榜首。另外，根据《酒店及
旅游研究学刊》2009 年发表的《全球酒店及旅游课程百强排行榜》研究报告，理大的酒店及
旅游业管理学院的排名位居全球第二位。

收费标准
学费：HK$140,000／年
住宿：HK$12,500／年
报名费：HK$45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设计学院

设计学

工程学院

电机工程学、电子及资讯工程学互联网及多媒体科技、机械工程学、产品
及工业工程、运输系统工程学、航空工程学、生物医学工程、物流及企业
工程

纺织学院

服装及纺织学

计算学院

电子计算广泛学科

社会科学院

社会工作

工商管理学院
应用科学学院
建设及地政学院
医疗科学院

会计学、会计与金融、金融服务、全球供应链管理、国际航运及物流管理、
管理学、市场学
应用生物兼生物科技、化学科技、工程物理学、食品科技与食物安全、投
资科学
建筑工程及管理学、屋宇设备工程学、物业管理学、土木工程学、环境工
程与可持续发展学、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地产及建设测量学
医疗化验科学、精神健康护理学、护理学、眼科视光学、放射学、物理治
疗学、职业治疗学

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廣泛學科
院
语言、文化及传播

语言、文化及传意广泛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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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采取网上报名：www.polyu.edu.hk/study；
2. 统考成绩至少6科B6或以上；英文至少B4；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九龙红磡香港理工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27665177
传真：00-852-23346671
电邮：asnlocal@polyu.edu.hk
网址：www.pol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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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香港中文大学（中大）成立于 1963 年，为研究型综合大学，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
中国与西方」为使命，蹈厉奋发，志在千里。中大师生来自世界各地。我们也有广大的本地
和海外校友组织，联系身在世界各地的中大毕业生。
中大是香港乃至亞洲首屈一指的大學，本校的宗旨是培育既具專精知識又有處世智慧的
人才，本校特色包括靈活學分制、書院制、中英兼重和多元文化；並特設通識教育，以拓寬
學生視野，及培養綜合思考能力，使學生在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中，能內省外顧，成為出色
的領袖人才，貢獻社會。中大的八個學院提供林林總總的本科和研究院課程。

收费标准
学费：HK$145,000／年
住宿：HK$12,000／年
报名费：HK$45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文学院
理学院

本科专业
人类学系、、文化研究系、文化管理、英文系、艺术系、历史系、日本研究
学系、语言学、音乐系、哲学系、翻译系、宗教研究、神学
理学、地球系统科学、数学精研、理论物理精研、风险管理科学、计量金融
学及风险管理科学

法学院

法学系、工商管理学士(工商管理学士综合课程)及法律博士双学位课程

医学院

生物医学、中医学、护理学、药剂学、公共卫生

教育学院

教育学(健康与体育运动科学)、文学士(中国语文研究)及教育学士(中国语文
教育)、文学士(英国语文研究)及教育学士(英国语文教育)、教育学士(通识教
育)、教育学士(数学及数学教育)

工程学院

工程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金融科技学、电子工程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

社会科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建筑学、经济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城市研究、政治与行政学、
全球研究、新闻与传播学、全球传播、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社会学环境经
济与金融
工商管理学士综合课程、环球商业学、、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保险金融与
精算学、专业会计学、计量金融学、国际贸易与中国企业、工商管理学士综
合课程及法律博士学位、环球经济与金融学科主修、计量金融学及风险管理
科学
当代中国研究(文学士)/当代中国研究(社会科学)

奖学金
可申请“香港中文大学新生奖学金”、“香港中文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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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统考英文至少B4；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HongKong.
电话：00-852-39437459／7469
传真：00-852-26035184
电邮：ugadm@cuhk.edu.hk
网址：www.cuhk.edu.hk/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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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恒生大学
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是一所非牟利，並以博雅教育為主導的私立大學。恒大現有五個
學院，包括商學院、傳播學院、決策科學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和翻譯學院，共有約 5,000
名全日制學生。
作為一所住宿型院校，恒大採用「博雅 + 專業」教育模式，並配合 iGPS「期望畢業生特
質」框架，把優質教學和學生的全方位發展訂為最優先目標。
矢志成為一所區內具領導地位、非牟利並以博雅教育為主導的私立大學，恒大配合優質
的師資、獲獎的綠化校園與設施、創新學位課程、獲研究資助局資助具影響力的企業可持續
發展研究、與優質的學生發展/支援服務，致力培育年青人成為具明辨思維、創新、人文關懷、
道德價值觀和社會責任的人才。

收费标准
学费：$120,300（入读一及二年级）；$136,200（入读三及四年级）
住宿：$14,000-17,000 元╱年
报名费：$2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商学院

工商管理、企业管治工商管理、金融分析工商管理、管理学工商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工商管理

传播学院

融合媒体及传播科技、新闻及传播

決策科学学院

应用及人本计算学、供应链管理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资讯管理、精算及保
险、数据科学及商业智能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文化及创意产业、中文、英国语文、亚洲研究

翻译学院

商务翻译

奖学金
设立多项奖学金，鼓励学生精进学业，争取佳绩。除了提供入学奖学金予成绩优异的非本地
学生(学生不用申请)外，每年均颁授多项杰出表现奖学金﹑学生交换奖学金等，学生可根据个
人表现自由申请。

备注
1. 统考成绩至少7科C，其中6科的成绩是在同一届统考中取得；英文至少B4。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香港沙田小沥源行善里香港恒生大学
电话：00-853-39635555
传真：00-853-39635553
电邮：registry@hsmc.edu.hk
网址：www.hsm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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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
University of Macau
澳门大学（以下简称“澳大”）成立于 1981 年，前身为私立东亚大学，目前为澳门地区唯
一一所综合性公立大学。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澳大在教学、研究和社群服务领域均取得卓越
的贡献。
澳大现设有人文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育学院、健康科学学院、法学院、社会科学学
院、科技学院、中华医药研究院及荣誉学院，开办学士、硕士、博士合共约 130 个学位课程，
主要授课语言为英语，部分课程以中文、葡文或日文教授。澳大现有学生 8,900 多名，其中
学士学位课程学生约 6,000 名。

收费标准
费用种类*
学费

金额
澳门币$1,2930 元/学分

备注
将按照学生每学期所修读之学分数目缴交
相应学费
住宿式书院费用 澳门币$23,7300 元
为双人间费用以 10 个月计算，包括住宿、
（约马币 RM13.000）
每週 15 餐膳食及活动费。
生活费及杂费
约澳门币$25,000 元
费用以 10 个月计算
总计
每学年约澳门币 91,580（约马币 43,000）
*为 2018/2019 学年费用。详情以网上 reg.umac.mo/admission/nonlocal/malaysia/fees/
资料公布为准。
#以马来西亚学生于第一学年一般选修 36 个学分为例，第一学年学费为澳门币 1,930 元 x36
个学分=澳门币 69,480 元(约马币 38,000 元)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人文学院

教育学院

本科专业

授课语言

中国语言文学

中文

英语研究

英文

日本研究

日文为主，以英文作辅助语言

葡语研究

葡文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学前教育

中文和英文

小学教育
计算机科学
科技学院

土木工程

英文

电机及电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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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授课语言

机电工程
数学（数学与应用）
数学（数学教育）

英文／中文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金融学

英文

企业管理
国际综合度假管理

健康科学学院

生物医药学

英文

传播学
经济学
社会科学学院

英文

政府与公共行政
历史学

英文／中文

心理学

英文

社会学

奖学金
1. 澳大设立「入学奖学金」以鼓励优秀学生入读本校学士学位课程，学生无需另行申请。校
方于进行录取时，将根据申请人之UEC或STPM成绩，择优颁发。
2. 新生于入学后，亦可申请奖学金。一般申请条件是按学生大一成绩进行甄选。详情请浏览
网页：www.umac.mo/sao/srs/ss/awards/cn/srs_scholarship.php。

备注
1. 统考成绩6科C或以上（包括英文及数学）
2. 学生可登入本校注册处网页（http:// reg.um.edu.mo）办理网上报名手续。
3. 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本处『马来西亚学生招生专页』
，
（http://reg.umac.mo/admissi
on/nonlocal/malaysia/news/）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澳⻔氹仔大学大⻢路澳⻔大学，Macau.
电话：00-853-88224007
传真：00-853-88222425
电邮：admission@umac.mo
网址：reg.umac.mo/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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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科技大学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澳门科技大学为目前澳门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大学，连续 5 年位列两岸四地最年轻的百强
大学。大学设有九个学院，涵盖文、理、法、管、商、医、药、艺术、旅游、传播等学科门
类课程。大学可颁发博士、硕士及学士学位，目前就读各类课程在校生超过一万人。拥有中
国高校唯一的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月球与深空探测重点实验室伙伴实
验室。

收费标准
学费：港币 77,000-95,000 元／年(以专业课程而不同)
住宿：港币 1,700 元／月
首次入住学生宿舍前，须缴交床铺费港币$1,800(约澳门币$1,857)。
报名费：港币 400 元（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商学院

会计学、金融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市场营销学、供应链管理学、信息
系统学、商业分析学、国际贸易学、商务管理学、应用经济学

资讯科技学院

计算机技术及其应用、电子信息科技、软件技术及其应用

药学院

★药学

法学院

法学

中医药学院

★中医学、中药学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

酒店管理、会展管理、博彩业管理、文化旅游管理、电子旅游、服务质
素和零售管理、厨艺学、餐厅管理

国际学院

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人文艺术学院

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关系与广告学、产品设计、室内设计、景观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游戏设计、动画设计、影视表演、舞台表演、影视制作

奖学金
为鼓励成绩优异的国际学生报读学士学位课程，特设「入学奖学金」包括学费全免及学费半
免，大学将以择优颁发奖学金，申请者无需另行申请。此外，学生入读后成绩优秀，还有机
会获取在学奖学金或其他机构奖学金。

备注
1. 课程授课语言因专业而定，课参考最新网页资讯。
2. 详细费用表参考：2018/2019学年大学先修班及学士学位课程学费表https://www.must.ed
u.mo/images/Admission/files/PreUBachelorFT_Non_Macao_residents_TC.pdf
3. 网报系统：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index.htm
4. 合格完成 UEC 并取得6科 C 级或以上成绩，如报读艺术学-艺 术设计学士课程须包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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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成绩。
5.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澳⻔氹仔伟龙⻢路澳⻔科技大学，Macau.
电话：00-853-28881122
传真：00-853-28825777
电邮：enquiry@must.edu.mo
网址：www.must.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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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旅游学院
Institute for Tourism Studies,Macau
澳门旅遊学院于 1995 年成立，是一所隶属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的公立高等
教育机构，提供一系列旅游范畴的学位课程和专业培训，包括酒店、旅游、文化遗产、会展、
零售及市场推广、休闲娱乐、康体活动、文化创意及厨艺等。
旅游学院的使命是成为提供国际化旅游及服务业课程的首选高等教育机构，不仅为澳门，
更为整个亚太区域，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生，使他们有能力在业界担任领导角色。
2017 年，澳门旅游学院成为全球首间高等院校通过英国高等教育质素保证机构(QAA)的国际质
素评鉴(IQR)；自 QS 世界大学排名榜于 2017 年推出款待及休闲管理学科排名后，旅游学院高
居全球及亚洲排名榜前列。

收费标准
学费：澳门币 37,400.00(每年按情况将有所调整)
住宿：每学期澳币 5400-6000 元(双人房)，10,800-12,000(单人房)
报名费：澳门币 200 元（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课程类别

修读年期

授课语言

专业
厨艺管理
文化遗产管理

日间学士学位课程

4年

酒店管理

英文

旅游企业管理
旅游会展及节目管理
旅游零售及市场推广管理
酒店管理

夜间学士学位课程

4年

中文

旅游会展及节目管理
旅游零售及市场推广管理
酒店管理

夜间文凭课程

2年

中文

旅游会展及节目管理
旅游零售及市场推广管理

奖学金
1. 所有课程均设有全免学费奖学金，另设有奖学金鼓励学生参与不同海外体验课程(交换生、
实习、文化交流课程等)，文化遗产管理学生更可享有一次亚太区的实地考察活动。
2. 在澳门特区政府、业界及热心社会人士支持下，旅遊学院设立多项奖学金，以表扬成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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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学生，并且鼓励及资助学生到海外进行交换生课程、实习及研讨会等交流活动。学生
可通过旅遊学院网页http://www.ift.edu.mo/EN/Giving/Home/Index/87了解相关信息。

备注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澳⻔望厦山 ColinadeMong-Ha,Macao,China
电话：00-853-28561252
传真：00-853-85981273
电邮：admission@ift.edu.mo
网址：www.ift.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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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若瑟大学
University of Saint Joseph
圣若瑟大学于 1996 年创立，由澳门教区与葡萄牙天主教大学共同设立的天主教会大学暨
高等教育基金一同创办，目标是在澳门建立一所能够记录澳门历史，并能持续推动东西方交
流和对话的欧洲式天主教大学。
圣若瑟大学了解天主教传统以人为本的教育，多个世纪以来在澳门及东南亚地区的重要
性，积极地担负起在多元化的科学和文化传统之间作为桥梁的责任，致力于继承这个传统，
寻求在科学、文化及地域关系上的进步。
大学策略性地选择成为一所走在思想尖端及知识最前线的大学，坚持人道主义和人文的
价值及原则，发展俱自主和创意的思维，尊崇最高尚的学习、教学和研究方式，致力促进生
活、教育和文化的普及。

收费标准
学费：预科 MOP34,000╱年；时装设计学 MOP73,000╱年；其他 MOP63,000╱年
住宿：MOP18,200-26,867╱年
报名费：MOP3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预科)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人文学院

哲学、葡萄牙与中国研究（语言及文化）、葡中翻译研究学士学位
课程

创意产业学院

传播与媒体、建筑学、数码电影、时装设计学、设计学

宗教研究学院

基督宗教研究

科学及环境研究所

环境科学

教育学院

教育学

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学、心理学

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

预科

奖学金
奖学金是授予具有杰出表现的学生以及经济困难的学生，无需偿还。积极鼓励表现卓越的学
生继续不遗余力发挥潜能，并协助在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继续保持学习的热情。详情请参阅：
http://www.usj.edu.mo/zh/招生/经济援助

备注
1. 统考成绩至少6科及格；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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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澳⻔青洲河邊馬路 14-17 號
电话：00-853-85925600
传真：00-853-28725517
电邮：admissions@usj.edu.mo
网址：www.usj.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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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城市大学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澳门城市大学前身为成立于 1981 年的东亚大学，2011 年 2 月更名为澳门城市大学 (葡文
名称：Universidade da Cidade de Macau，英文名称：City University of Macau)。大学氹仔校本
部座山面海，饱览南海、珠江及澳门景色，是澳门地区海拔最高的综合性大学，亦堪称是求
学及从事研究的理想高等学府。城大遵循“更名、改制、转型、升级”的八字方针，借鉴国际上
现代城市大学办学经验，凝练人文、艺术、商学及社会科学学科特色，培养澳门和区域所需
的应用型、实务型中高级人才，力求成为一所有特色、高质量的多科性大学。大学发展规划
与澳门及区域的发展趋势有机结合，体现城大“根植澳门、服务区域”的社会责任及办学使命。

收费标准
学费：设计艺术学士 MOP70,000╱年；其他 MOP60,000╱年
住宿：HKD24,000╱年
报名费：MOP3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士(BBA) (中文学制)
应用经济学学士 (中文学制)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学士 (中文学制)

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

国际款待与旅游业管理学士 (中/英文学制)
服务业管理学士 (中文学制)

城市管理学院

设计艺术学士 (中文学制)

奖学金
除大学专设的奬学金外，还有澳门政府部门、机构、企业、社会贤达设立的二十余种奖学金。
详情请参阅大学网站最新公布。

备注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澳⻔氹仔徐⽇昇寅公⻢路
电话：00-853-28781698
传真：00-853-85902711
电邮：ado@cityu.mo
网址：www.cityu.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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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理工学院
Macau Polytechnic Institute
澳门理工学院是一所多学科、应用型的高等院校，秉持「学生为本」的人才培养理念，
提供优秀的学术支持及设施，为学生营造最佳的学习环境。理工的办学历史悠久，过去数十
年在艺术、资讯科技、卫生护理、工商管理、公共行政、体育教育等专业范畴培育众多专才，
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更有逾百年历史。理工迄今已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专业人才，毕业生以所
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相关行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深受用人单位好评。理工于
2013 年接受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QAA）的院校评鉴，并以信心评级通过，是亚洲首家
通过该评鉴的高等院校。同时，多个课程也获得国际学术或专业机构认证，办学水平与课程
素质获国际肯定。若对课程或报名有任何查询，可参阅理工网页（ipm.mo/overseas）或与理
工招生暨注册处联络。

收费标准
学费： MOP35,200╱年
住宿费：MOP11,350╱年
报名费：MOP25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资讯科技

电脑学*

语言与翻译

中葡/葡中翻译*、中英翻译*、国际汉语教育、葡语教育

艺术

设计*、视觉艺术*、音乐*

工商管理

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关系、电子商务*、会计学*、管理学、市场学、
博彩与娱乐管理

公共服务

社会工作学*

体育

体育教育*

* 课程通过国际学术评审/专业认证。

奖学金
可向大学申请鹏程奖学金及在学学生奖学金。

备注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澳⻔高美⼠街 Rua de Luis Gonzaga Gomes, Macao
电话：00-853-8599 6111 / 8599 6103 / 8599 6149
传真：00-853-2852 3746
电邮：admission@ipm.edu.mo
网址：ipm.mo/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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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Kiang Wu Nursing College of Macau
澳门镜湖护理学院创办于 1923 年，隶属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是澳门一所历史最悠久的
护理教育机构。学院传承着中山精神和镜湖精神，一直以来弘扬“从人到仁”的教育理念，重视
人文关怀和多元文化教育，培养学生成为品格与才能并重的护理专业人才，在培养合格的护
理人才同时，着重人的整体培育。在逾九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求变、与时并进，从中等教
育发展至高等教育，致力推进护理教育向更高层次迈进。学院的课程设置突显护理以人为中
心，强调仁爱、品格、知识才能、终身学习、科学思维和奉献。学院的毕业生拥有专业的技
能和知识，发展前景广阔，他们服务的范围不单只是医院、小区、学校等不同的场所，更可
以到世界各地知名学府继续升学，攻读更高的学位课程。

收费标准
学费：MOP25,000╱年
住宿费：MOP11,350╱年
报名费：MOP300

大学本科院系
护理学学士学位课程（四年全日制）

奖学金
设有多项奖助学金(详阅学院网页-招生事项)

备注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澳⻔镜湖⻢路 35 号地下
电话：00-853-82956200
传真：00-853-28365204
电邮：admit@kwnc.edu.mo
网址：www2.kwnc.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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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一流大学学科综合排行榜
日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推出了《中国大学学科综合排行榜--基于教育部第四轮学科
评估公布结果的映射分析》。由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调查
中心主任邝春伟老师领衔的研究团队，采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进行研究分析，并在
此基础上推出了学科综合排行榜。根据 2018 版的中国大学学科综合排行榜，位于前五名的分
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推出的大学学科综合排行榜，直接反映的是
高校参评学科在评估时学科均值的大小，并不一定完全反映高校综合实力的强弱。

注：这里所称的一流大学指的是 2017 年 9 月教育部公布的 42 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 类
36 所，B 类 6 所）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对外公布，并按“分档”
方式呈现。具体方法是按“学科整体水平得分”的位次百分位，将前 70%的学科分 9 档公布：
前 2%（或前 2 名）为 A+，2%～5%为 A（不含 2%，下同），5%～10%为 A-，10%～20%
为 B+，20%～30%为 B，30%～40%为 B-，40%～50%为 C+，50%～60%为 C，60%～70%
为 C-。与前三轮评估结果不同的是，这次的学科评估给出的是等级，而不是具体分数。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按照映射的方法，根据位次百分位将相应的级别转换为具体的映射分值。
计算方法是：映射分值=100-位次百分位数的平均值
根据高校各参评学科的映射分值，计算该校学科综合的均值，再以均值大小排序。
本次排名仅排列参评学科在 7 个或以上的高校（各高校参评学科数的中位数是 7），在此基
础上再依据各高校参评学科均值的大小进行排列。这里所称的中国大学指的是参与教育部第
四轮学科评估，并被教育部公布学科评估结果的高校。
学科均值相同的高校排序不分先后，按学校代码排列。
说明:原始资料来源：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http://www.chinadegrees.cn 主办：教育
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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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大学分类型竞争力排行榜（前 5 强）
排名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类型
财经
理工

中央财经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民族

中央民族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

农林

中国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师范

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体育

北京体育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成都体育学院

武汉体育学院

天津体育学院

文法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医药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

南方医科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艺术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

南京艺术学院

武汉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

综合

清华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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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重点大学竞争力排行榜（前 10 强）
排名

院校名称

总分

地区

地区内
序

类型

类型序

1

北京大学

100

北京

1

综合

1

2

清华大学

97.05

北京

2

理工

1

3

浙江大学

96.65

浙江

1

综合

2

4

武汉大学

92.32

湖北

1

综合

3

5

上海交通大学

86.69

上海

1

理工

2

6

复旦大学

82.39

上海

2

综合

4

7

南京大学

81.83

江苏

1

综合

5

8

四川大学

81.81

四川

1

综合

6

9

吉林大学

81.79

吉林

1

综合

7

10

中国人民大学

81.03

北京

3

文法

1

2018 年中国大学科技创新竞争力排行榜（前 10 强）
排名

院校名称

总分

类型

类型序

1

清华大学

100

理工

1

2

浙江大学

98.44

综合

1

3

北京大学

93.62

综合

2

4

上海交通大学

88.78

理工

2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5.79

理工

3

6

复旦大学

82.47

综合

3

7

华中科技大学

80.74

理工

4

8

武汉大学

80.63

综合

4

9

哈尔滨工业大学

80.41

理工

5

10

南京大学

80.34

综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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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水平考试 HSK 简介
汉语水平考试（HSK）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重点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考生（包
括海外华人及子弟和非中文背景的学习者）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汉语水平考试报告是外国人申请在华学习或工作的唯一官方认可的中国语言能力证书，类似
于托福或雅思考试成绩单。
汉语水平考试是由国家汉办组织管理。国家汉办每年确定考试日期，具体考试由汉办授权的
汉语水平考试考点进行。考试合格者会收到汉办颁发的证书。成绩优秀的考生可以获得奖学
金，在中国进行短期语言学习。

汉语水平考试的目的和用途
1. 留学中国的通行证——教育机构有关招生、分班、和授予学分的依据
2. 申请奖学金、夏令营的必备
3. 竞争职场的优势——雇主招聘、培训和晋级的重要参考
4. 检测汉语能力的助手——语言培训机构和学生自己评估和提高中文能力的工具

汉语水平考试的原则
HSK 遵循“考教结合”的原则，考试设计与目前国际汉语教学现状、使用教材紧密结合，目的
是“以考促教”“以考促学”。关注评价的客观、准确，更重视发展考生汉语应用能力。制定明确
的考试目标，便于考生有计划、有成效地提高汉语应用能力。
为使汉语水平考试（HSK）更好地服务于汉语学习者，中国国家汉办组织中外汉语教学、语
言学、心理学和教育测量学等领域的专家，在充分调查、了解海外实际汉语教学情况的基础
上，吸收原有 HSK 的优点，借鉴近年来国际语言测试研究最新成果，推出新汉语水平考试
（HSK）。
新 HSK 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重点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考生在生活、学习和工
作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新 HSK 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和口试是相互独立的。笔
试包括 HSK（一级）、HSK（二级）、HSK（三级）、HSK（四级）、HSK（五级）和 HSK
（六级）；口试包括 HSK（初级）、HSK（中级）和 HSK（高级），口试采用录音形式。

HSK 等级介绍
HSK（一级）
考查考生的日常汉语应用能力，它对应于《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一级、《欧洲语言共同参考
框架（CEF）》A1 级。通过 HSK（一级）的考生可以理解并使用一些非常简单的汉语词语
和句子，满足具体的交际需求，具备进一步学习汉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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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对象:
HSK（一级）主要面向按每周 2-3 课时进度学习汉语一个学期（半学年），掌握 150 个最常
用词语
和相关语法知识的考生。
考试内容：HSK（一级）共 40 题，分听力、阅读两部分。
HSK（二级）
考查考生的日常汉语应用能力，它对应于《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二级、《欧洲语言共同参考
框架（CEF）》A2 级。通过 HSK（二级）的考生可以用汉语就熟悉的日常话题进行简单而
直接的交流，达到初级汉语优等水平。
考试对象：
HSK（二级）主要面向按每周 2-3 课时进度学习汉语两个学期（一学年），掌握 300 个最常
用词语和相关语法知识的考生。
考试内容：HSK（二级）共 60 题，分听力、阅读两部分。
HSK（三级）
考查考生的汉语应用能力，它对应于《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三级、《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CEF）》B1 级。通过 HSK（三级）的考生可以用汉语完成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的基
本交际任务，在中国旅游时，可应对遇到的大部分交际任务。
考试对象：
HSK（三级）主要面向按每周 2-3 课时进度学习汉语三个学期（一个半学年），掌握 600 个
最常用词语和相关语法知识的考生。
考试内容：HSK（三级）共 80 题，分听力、阅读、书写三部分。
HSK（四级）
考查考生的汉语应用能力，它对应于《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四级、《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CEF）》B2 级。通过 HSK（四级）的考生可以用汉语就较广泛领域的话题进行谈论，比
较流利地与汉语为母语者进行交流。
考试对象：
HSK（四级）主要面向按每周 2-4 课时进度学习汉语四个学期（两学年），掌握 1200 个常用
词语的考生。
考试内容：HSK（四级）共 100 题，分听力、阅读、书写三部分。
HSK（五级）
考查考生的汉语应用能力，它对应于《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五级、《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CEF）》C1 级。通过 HSK（五级）的考生可以阅读汉语报刊杂志，欣赏汉语影视节目，
用汉语进行较为完整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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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对象：
HSK（五级）
主要面向按每周 2-4 课时进度学习汉语两年以上，
掌握 2500 个常用词语的考生。
考试内容：HSK（五级）共 100 题，分听力、阅读、书写三部分。
HSK（六级）
考查考生的汉语应用能力，它对应于《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五级、《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CEF)》C2 级。通过 HSK（六级）的考生可以轻松地理解听到或读到的汉语信息，以口头或
书面的形式用汉语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见解。
考试对象：
HSK（六级）主要面向掌握 5000 及 5000 以上常用词语的考生。
考试内容：HSK（六级）共 101 题，分听力、阅读、书写三部分。

欲知详情或报考处：
1.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
Dong Jiao Zong Higher Learning Centre Bhd
Block B, 3rd Floor,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Selangor.
电话：03-87392779 ext：414、116、433
电邮：djzhlc@gmail.com
网站：www.djzhlc.edu.my

传真：03-87364452

2. 或浏览汉语水平服务网(http://www.chinesetest.cn/index.do)，网上报考及选择考试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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