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华推荐专案◎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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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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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

海洋学院
经济学院
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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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学院

教育学、公共事业管理、体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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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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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科学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学、城乡规划、水利水电工程、交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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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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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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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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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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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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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英语、翻译、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

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奖学金
1. “浙江大学来华留学本科新生奖学金”(由董总推荐)。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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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收到预交学费后发出《录
取通知书》和 JW202 表。
6. 学生因个人原因放弃来我校报到学习，预交学费不予退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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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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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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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扣除 20%学费后
才汇款，仅接受到银行汇款，不可网银汇款;
10. 学生务必上网报名(全年开通)，先交纸本予董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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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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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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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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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学院

哲学、新闻学、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历史学、广告学
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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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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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与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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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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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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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
院

※酒店管理

经济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统计与数学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跨境电商方向)、※物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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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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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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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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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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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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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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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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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信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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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艺、植物保护、农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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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学、林学、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动物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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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环境与资源学院

奖学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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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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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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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画
艺术学理论类
造型艺术类

设计艺术类
图像与媒体艺术类
建筑学(建筑艺术、城市设计)*
环境设计(景观与环艺类)
录音艺术

专业方向
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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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
风景园林(景观设计)、环境设计(环境艺术)
录音艺术

奖学金
1. 可申请“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申请者提交的作品，详见留学生报考专业要求：
http://aite.at0086.com/site/cn/admission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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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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浙江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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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学院曙光大数据学院
中德/外国语学院
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
中德工程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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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
德语、英语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商务汉语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奖学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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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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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