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华推荐专案◎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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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学确认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文学院
法学院
音乐学院
体育学院
设计学院
美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电子工程学院
政治与行政学院
化学与药学学院
环境与资源学院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
程学院

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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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学(音乐教育)、音乐表演、舞蹈学(舞蹈表演与教育)
体育系、运动系、社会体育系、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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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画(国画、油画、水彩画、商业插画)、书法
英语、翻译、日语、朝鲜语和印尼语
教育学系、心理学系、教育技术系
经济学、工商管理、会计学、金融学
数学系、概率统计系、信息与计算科学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环境生态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其自动化
思想政治教育、行政管理、人力资料管理、城市管理
化学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地理科学
物理学、科学教育
旅游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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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广西师范大学国际学生招生办公室中国广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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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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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广西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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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灸推拿学(5 年)

中医学(骨伤方向)(5 年)
中医学(运动医学方向)(5 年)

奖学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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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明秀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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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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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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与艺术设计系

酒店管理、商务英语(航空服务)、物流工程(航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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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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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息与自动化
学院

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

机械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

奖学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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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广西桂林市金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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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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广西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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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与交通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医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
程学院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财金学院
管理学院
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
理学院
启迪数字学院
外国语学院
体育学院
社会科学学院

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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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机械电子工程
临床医学(5 年)、护理学、药学、医学检验技术、预防医学(5 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数字媒体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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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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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药工程、生物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纺织工程
财务管理、会计学、金融学、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工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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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统计学
数学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软件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
英语(商务英语)、英语(科技翻译)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社会工作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广西柳州市东环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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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