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华推荐专案◎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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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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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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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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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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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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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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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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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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
院
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中英合作全英文授课)

专业方向
生物工程、应用化学、软化工程
服装与服饰设计、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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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申请艺术类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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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延安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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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汉语言(经贸方向)；汉语言(国际教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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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学院

交通工程；交通运输；物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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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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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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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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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管理学院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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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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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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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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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留华推荐专案◎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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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
传播学院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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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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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专业方向
美术学(美术教育、公共艺术、绘画)、音乐学(音乐教育、音乐
表演)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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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英语(国际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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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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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心理学、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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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健康教育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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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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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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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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上海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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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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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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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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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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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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原法学院

数学与应用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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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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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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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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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上海交通大学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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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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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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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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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学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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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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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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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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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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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申请“国际学生奖学金”RMB10,000-80,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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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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上海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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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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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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上海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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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国际教育(国际汉语教学、中国研究)
松江校区(全部以中文授课)
翻译
英语
日语
泰语
希腊语
瑞典语
捷克语
波兰语
英语(教育)
德语(经济学)
葡萄牙语
意大利语
匈牙利语
哈萨克语
广播电视学
教育技术学
网络与新媒体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日语)

国际政治(汉语) 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
汉语言专业(经贸类、中英双语、中国文化)

俄语
德语
法学
波斯语
荷兰语
越南语
金融学
广告学
商务英语
西班牙语
希伯来语
乌克兰语
乌兹别克语
国际政治
公共关系学
汉语国际教育
印度尼西亚语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西班牙语(企业管理)

奖学金
1.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申请松江校区的专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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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市大连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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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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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
朝鲜语
印地语
会计学
阿拉伯语
土耳其语
工商管理
政治学与行政学
新闻学(国际新闻)

留华推荐专案◎上海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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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学

音乐表演

录音艺术
艺术与科技
数字媒体艺术
公共事业管理
作曲与作曲技
术理论

本科专业
★音乐学、音乐教育、音乐治疗、乐器修造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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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设计与制作、多媒体艺术设计、音乐与传媒
音乐科技与艺术
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管理
★作曲、★民族音乐作曲、视唱练耳

奖学金
1.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采用网报方式 http://zsbm.shcmusic.edu.c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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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shengbangongshi/bkszsxx;
4. 每人限报二个专业;
5. 若无法通过考试，可申请进入进修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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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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上海戏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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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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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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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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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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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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电子商务、物流管理、国际商务、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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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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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中国上海长宁区古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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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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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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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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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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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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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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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语学院

社会学、社会工作、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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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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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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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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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情报档案系

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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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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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学院
法学院
美术学院
经济学院
管理学院

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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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上海大学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动化、自动化、包装工程、工业工程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奖学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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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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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市延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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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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上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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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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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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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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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学院
数理学院
旅游学院
音乐学院
美术学院

人文与传播学院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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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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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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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类专业：HSK4 级≥180 分(单项不低于 60 分)
理科专业：HSK4 级≥195 分(单项不低于 65 分)
文科、经管类专业：HSK4 级≥210 分(单项不低于 70 分)
4. 持有下列证书的，也可申请免 HSK 证书：
修读 SATⅡ中文(ChinesewithListening)成绩≥600
修读 IB 汉语 HL 课程，成绩≥6 分
修读 A-level 中文类课程，成绩 A 以上
通过 AP 中文课程或其他证明
中学阶段接受以汉语为教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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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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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学、材料化学

外国语学院

制药工程、药学、药物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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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与动力工程、环境工程、安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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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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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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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德语、日语

法学院

法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理学院
商学院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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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1. 可申请“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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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