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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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选择专业) 理科实验班类、文科实验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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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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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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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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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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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面试者务必提供两封推荐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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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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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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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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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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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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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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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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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7 年开始采“审核制”，网上申请详如“申请指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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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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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各专业类介绍、专业确认方式和时间详见： 
    http://join-tsinghua.edu.cn/publish/bzw/7551/index.htm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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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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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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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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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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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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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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1. 可申请“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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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uc.edu.cn/idcw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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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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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个人陈述(含过往经历、对报考专业的理解以及未来规划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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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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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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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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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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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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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二/三分流，学生先选食品科学与工程) 

奖学金 
1.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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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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edu.cn; 
3. 书面资料于 4 月 30 日截止申请； 
4. 按学科大类招生：1 至 2 学年，再分流选专业； 
5. 所在高中任课老师的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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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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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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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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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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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奖学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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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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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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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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6 起开放申请日期为 2 月 15 日至 5 月 5 日截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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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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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地理科学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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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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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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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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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申请“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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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u.edu.cn； 
3. 开放申请日期为 2 月 15 日至 3 月 31 日(含奖学金)截止； 
4. 若学生有意当老师，可申请该大学师培专案计划奖学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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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科生个人自述表(请下载后手写，不接受打印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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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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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申请体育与运动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者需飞往北京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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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训练 社会体育 休闲体育 

体育教育 体育传媒 体育艺术 体育管理 

运动心理学 运动人体科学 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康复与健康 

奖学金 
1. 可申请“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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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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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起于报到前务必提交体检报告； 
4. 采取网上报名：http://admission.b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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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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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网上报名 http://lxs.blcu.edu.cn/StusSystem； 
3. 提供两封推荐信； 
4. 本科学位(与中国学生同堂上课，学制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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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专业 

中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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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学院(全英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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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商学院(全英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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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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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bfsu.edu.cn；另申请者需填写监护人表格+护照副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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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LTS-6.0 或
TOEFL-80；A-Level 学生可免考 IEL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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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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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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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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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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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复治疗学 护理学(对外交流方向) 

中药制药 工商管理(药事管理) 预科(半年／1 年) 英语(医学、中医药国际传播) 

药学 中医学(5 年) 法学(医药卫生)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中医学(含针灸，5 年，英文授课) 公共事业(卫生事业)管理 

奖学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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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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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ji.bucm.edu.cn； 
3. 申请者需提交面试录像(约 5 分钟自我简介录像资料)； 
4. 由董总推荐申请奖学金者，必需于报到后考 HSK4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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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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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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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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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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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on.buaa.edu.cn； 
3. 董总推荐的自费生(第一学年)可获 20%学费折扣优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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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外国人体格检查表，最迟于取得录取通知书前提交； 
6. 学生网上报名后，需经大学老师网上确认才能完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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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艺术、服装设计、出版设计、动画) 

美术学(含美术史与美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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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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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预科申请 15/10/18 至 30/12/18 止，次年 1 月开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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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预科无需进行考试，毕业后可报考中央美院校各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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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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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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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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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管理学院 
(MBA 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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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广告学、汉语言文学、法学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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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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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工程 

奖学金 
1. 可申请“华北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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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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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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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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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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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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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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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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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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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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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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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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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bjtu.edu.c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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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上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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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学金 
1.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apply.studybeijing.com.cn 及呈交学习计划书(中文 500 字、英文 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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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1,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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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 力学 机械电子工程(中/英) 
日语 德语 英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英) 
化学 物理 自动化 电子科学与技术(中/英) 
工业工程 经济学 光电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商管理 统计学 市场营销 会计学通信工程 
车辆工程 西班牙语 软件工程 机械工程(中/英) 
社会工作 艺术设计 电气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科学 工业设计 飞行器设计 国际经济与贸易 
物联网工程 生物工程 信息与电子工程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英) 
信息对抗技术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英)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奖学金 

1.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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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华推荐专案◎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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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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 德语 法语 
化学 俄语 英语 音乐学 
统计学 美术学 考古学 世界史 
物理学 汉语言 历史学 舞蹈学 
教育学 秘书学 学前教育 日语绘画 
软件工程 文化遗产 社会工作 生物科学 
电子商务 生物技术 地理科学 西班牙语 
录音艺术 信息工程 小学教育 旅游管理 
环境设计 应用化学 戏剧影视文学 教育技术学 
汉语国际教育 公共事业管理 数学媒体艺术 汉语言文学 
文化产业管理 数学与应用数学 电子信息工程 视觉传达设计 
思想政治教育 劳动与社会保障 地理信息科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计算科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英) 遥感科学与技术(中/英)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奖学金 
1. 申请汉语国际教育者，可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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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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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华推荐专案◎北京电影学院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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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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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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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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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系 戏剧影视导演(电影导演) 管理学院 电影学(制片与市场) 

表演学院 表演 影视技术系 影视摄影与制作(数字电影技术) 

摄影系 影视摄影与制作 摄影学院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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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画学院 动画、戏剧影视文学(动漫策划)、

漫画 

奖学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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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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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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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华推荐专案◎中央戏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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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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3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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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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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电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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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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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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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独中生务必报考 HSK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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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华推荐专案◎北方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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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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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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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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申请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ncut.17gz.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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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华推荐专案◎北京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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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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方向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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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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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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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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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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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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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申请“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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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cm。 
6. 提供个人学习规划(用中文手写)；提供家庭或个人经济状况证明；提供担保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7. 提供相关院系要求提交的其它证明文件； 
8. 面试或笔试(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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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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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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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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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申请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采取网上报名：zhaoban.ccom.edu.cn； 
3. 学院招收以下三个大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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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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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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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国际学生报考须知，请查阅当年的招生简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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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鲍家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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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