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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上海交通大学董总推荐申请指南 

（本规定只适用于董总推荐学生，只适用于申请除医学院以外学生） 

 

一、 董总推荐名额：30个 

二、 申请资格： 

1. 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身心健康； 

2. 持外国有效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并符合教育部《关于规范我高等学校接受国际学生有关工

作的通知》（教外函〔2020〕12 号）等相关规定； 

3. 高中成绩优异，年级排名前 30%。 

三、 开学时间：2022 年 9 月（具体时间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四、 提交材料： 

1. 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证明（应届毕业生可先提供由所在高中开具的预毕业证明）； 

2. 高中简介（如学校整体情况、入学要求、录取情况、课程体系、高中成绩评分制度、升学情况

等）。 

3. 护照信息页（有效期大于 6 个月）； 

4. 高中成绩单（含高中阶段所有课程成绩）； 

5. 统考 UEC 成绩（有效期一年）； 

6. 自述信一封（本人签字）； 

7. 推荐信两封，其中一封为所在高中校长提供，一封为所在高中任课教师提供（推荐人签字）； 

8. 出生证明。 

9.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的申请人，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9.1 申请人出生即获得外国国籍的证明，或后加入外国国籍的证明。 

9.2 申请人父母双方国籍或户籍证明（护照或身份证）。 

9.3 申请人出生即获得外国国籍的，①如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且有国外永久居留，提供

相应的永久居留证明；②如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但未获得国外永久居留，提供申请人

退出中国国籍的证明。 

9.4 申请人原为中国公民后加入外国国籍的，提供注销原中国户籍证明及退出中国国籍的证明。 

9.5 申请人 2018 年 4 月 30 日（含）至申请时出入中国的护照签章页。 

10. 截止 2022 年 4 月 30 日未满 18 周岁的申请人，提供在华监护人保证书（需公证）。 

11. 经济保证证明，存款不少于 10 万元人民币（或等额外币）。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moe_850/202006/t20200609_464159.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moe_850/202006/t20200609_4641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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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获奖证书（如有）。 

13. 申请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须提交作品集。 

14. 其他补充性材料。 

注： 

②以上所有申请材料若非中文或英文，须提供中文或英文公证件。 

③申请阶段无需邮寄纸质申请材料。 

五、 统考成绩要求： 

1. 申请中文项目：统考（UEC 成绩）5 科总积分不超过 10 点，其中两门与专业相关科目须 A1，

具体要求详见专业目录。 

2. 申请英文工科平台项目：统考（UEC 成绩）3 科{包括高级数学（II）、物理、化学}要求均为

特优（A1/A2），英语须符合托福成绩≥84 或雅思成绩≥6 或同等英语能力。 

六、 截止时间：2022年 3月 15日 

七、 申请方式 

1. 申请人须在 3月 15日前登录上海交通大学申请网站进行申请： 

（1） 申请中文授课项目的学生需登录“留学交大”申请系统（https://apply.sjtu.edu.cn）填写

申请表，在学习项目选择时请选择“2022 全球菁英计划”，报名费将自动豁免。 

（2）申请英文工科平台的学生需登陆 CommonAPP

（https://apply.commonapp.org/Login?ma=699）进行申请。学生根据报名链接创建 CA ID 

备注：完成填写系统资料后，暂无需提交申请表；申请人须先通过董总“留华推荐专案”进行

报名，请耐心等候董总的通知。 

2. 董总根据推荐名额进行内部遴选。 

3. 3月 23日前，董总通知申请人是否获选推荐， 

4. 于系统提交网报表格： 

（1）申请中文授课项目：获选推荐的学生需在 3 月 31 日前到“留学交大”申请系统提交申请

表，完成申请。 

（2）申请英文工科项目：获选推荐的学生，请耐心等待大学发送的报名费豁免确认邮件。

大学将根据推荐名单豁免报名费并发送确认邮件，学生再在 CommonAPP 系统上提交申请

表，完成申请。 

5. 董总将推荐名单（含学生申请编号）发送至上海交通大学。 

https://apply.sjtu.edu.cn/
https://apply.commonapp.org/Login?ma=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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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面试 

上海交通大学将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审核通过的申请人可进入面试，面试

时间及面试方式以邮件通知为准。 

九、 录取 

1. 面试后根据综合成绩进行择优录取，录取结果可登陆申请系统查询。 

2. 申请人须在录取结果公布后 2 周内登陆申请系统预缴学费，确认就读。 

3. 《录取通知书》将于 7 月底开始陆续发放。 

4. 开学报到时，将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原件进行复核，如复核不通过，我校有权取消申请人入

学资格。 

十、 奖学金 

上海交通大学为经董总推荐被录取的学生提供不少于 30%的全额奖学金名额。除全额奖学金

外，优秀学生还有机会获得其他类别奖学金。上海交通大学可提供的奖学金如下： 

1. 中文授课项目奖学金 

等

级 
奖学金内容 备注 

一

等 

奖励期限：按学制 

奖励标准：学费、保险费、住宿津贴（人民币 1000 元/

月）、生活费（人民币 2500 元/月） 

●根据申请人综合表现择优

评定奖学金；     

●申请人不得同时享有其他

奖学金； 

●评定结果与录取结果同时

公布； 

●上海交通大学拥有最终解

释权。 

二

等 

奖励期限：按学制 

奖励标准：学费、保险费、住宿津贴（人民币 1000 元/

月） 

三

等 

奖励期限：按学制 

奖励标准：保险费、住宿津贴（人民币 1000 元/月） 

 

2. 英文工科平台奖学金 

 

Types Scholarship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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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Class 

Scholarship 

Period：4 years 

Full tuition award, living allowance (2,500 CNY per 

month), accommodation subsidy (1,000 CNY per month), 

insurance 

 Applicants have been officially admitted by SJTU 

without being awardees of other scholarships at the 

same time; 

 Scholarship is awarded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ranking of applicant's academic and interview 

performance. 

 SJTU reserves the right of final explanation. 

Second-Class 

Scholarship 

Period：4 years 

50% tuition award, accommodation subsidy (1,000 CNY 

per month), insurance 

Third- Class 

Scholarship 

Period：4 years 

25% tuition award, insurance 

  

3. 申请汉语言专业学生如有意申请 “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可根据当年“上

海交通大学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招生办法”申请。 

十一、费用标准 

申请费：经董总推荐豁免 

学费：中文授课项目：人民币 24,800 元/学年  英文工科平台：人民币 80,000 元/学年 

保险费：人民币 800 元/学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相关规定，我校要求来华学习时间超

过六个月的国际学生须在中国大陆购买团体综合保险，作为其办理新学期入学注册手续的必备

条件。） 

十二、联系方式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留学生发展中心招生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新行政 B 楼 100A 

邮编：200240 

电话：86-21-54743244 

邮箱：isc.d@sjtu.edu.cn 

网址：http://isc.sjtu.edu.cn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留学生教育中心招生办公室（医学院单独招生） 

地址：中国上海市黄浦区重庆南路 227 号东 15 舍 

邮编：200025 电话：+86-21-63847078 

邮箱：liuxue@shsmu.edu.cn 

网址：www.shsmu.edu.cn   

  

https://isc.sjtu.edu.cn/CN/content.aspx?info_lb=137&flag=64
https://isc.sjtu.edu.cn/CN/content.aspx?info_lb=137&flag=64
mailto:isc.d@sjtu.edu.cn
mailto:liuxue@shsmu.edu.cn
http://www.shs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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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专业目录 

 

1. 中文授课项目 

学院名称 招生专业名称 
UEC 要求 

A1 要求科目 其他要求科目（任选 3 门） 

船舶海洋

与建筑工

程学院 

*海洋工程类、土木类 

1. 高级数学 I 或高级数学 II 

2. 物理； 

华文、英文、数学、高级数

学 I、高级数学 II、生物、化

学、电脑与资讯工艺、电学

原理、电子学、数位逻辑、

电机学 

机械与动

力工程学

院 

*机械类 

电子信息

与电气工

程学院 

*电子信息类 

人工智能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

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航空航天

工程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生物医学

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数学科学

学院、物

理与天文

学院 

*理科试验班类 

化学化工

学院 
*化学类 

海洋学院 

海洋科学（物理海洋与观测

技术） 

海洋科学（化学、生物与地

质海洋） 

*生物科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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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技术学院 

农业与生

物学院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药学院 *药学类 

安泰经济

与管理学

院 

*经济管理试验班 

1. 英文 

2. 高级数学或高级数学 I 或

高级数学 II 

华文、数学、高级数学、高

级数学 I、高级数学 II、生

物、化学、电脑与资讯工

艺、电学原理、电子学、数

位逻辑、电机学、历史、地

理、商业学、薄记与会计、

会计学、经济学 

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1. 高级数学 I 或高级数学 II 

2. 物理 

华文、英文、数学、高级数

学 I、高级数学 II、生物、化

学、电脑与资讯工艺、电学

原理、电子学、数位逻辑、

电机学 

建筑学 

风景园林 

视觉传达设计(含环境设计) 

华文/英文/数学任选两门 

华文、英文、数学、高级数

学、高级数学 I、高级数学

II、生物、化学、电脑与资

讯工艺、电学原理、电子

学、数位逻辑、电机学、历

史、地理、商业学、薄记与

会计、会计学、经济学 

凯原法学

院 
法学试验班 

外国语学

院 

英语 

日语 

德语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汉语言（国际中英双语方

向） 

汉语言文学(中外文化交流)  

国际与公

共事务学

院 

行政管理 

媒体与传

播学院 

传播学 

广播电视编导 

文化产业管理 

 

  



7 

 

注： 

① 录取专业为招生专业。标记“*”的招生专业，学生入学后须根据学院要求进入相应分流专业

学习，具体分流专业详见以下网站：

https://isc.sjtu.edu.cn/CN/content.aspx?info_lb=215&flag=63。 

② 如需查询专业培养计划，请登陆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网站

http://www.jwc.sjtu.edu.cn/web/sjtu/198001.htm。 

 

2.  英文工科平台项目： 

项目名称 招生专业名称 UEC 科目要求 

工科平台项目（全英语授课） 工科平台* 高级数学（II）、物理、化学均为

特优（A1/A2） 

 

注：录取专业为招生专业。学生入学后先在交大密西根学院学习 1.5 年工科基础课程后，须根据

学生专业意愿进入相应分流专业学习，具体分流专业详见：

https://isc.sjtu.edu.cn/CN/content.aspx?info_lb=215&flag=63 

 

http://www.jwc.sjtu.edu.cn/web/sjtu/19800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