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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 
Tianjin University 

天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重点大学，其前身为北洋大学，始建于 1895 年 10 月 2 日，是中
国第一所现代大学。1959 年被中国国务院首批指定为国家重点大学，也是中国首批进入“211 工程”、
“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院校之一。 

在学科建设上，形成了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经、管、文、法、教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
科布局。现有 57 个本科专业，35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7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1 个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拥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7 个(覆盖 21 个二级学科)，分别是：光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
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建筑学、水利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此外有二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科 8 个，分别是：流体力学、机械设计及理论、动力机械及工程、电力系统及其自动
化、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通信与信息系统、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结构工程；二级学科国
家重点(培育)学科 2 个，分别是：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技术经济及管理；天津市重点学科 27 个。 

收费标准 
学费：普通专业 RMB16,600／年；英文授课 RMB20,000／年； 

建筑、城市规划、动画、艺术设计、软件工程 RMB26,000／年 
预科 RMB13,000／第一学期；RMB11,000／第二学期 

住宿：RMB60／天(单人间)(电费自理) 
报名费：RMB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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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方向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 

文法学院 法学、英语、汉语言文学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动画 

教育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管学部 工业工程、工程管理、工商管理、财务管理、电子商务、物流工程、
金融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建筑学院 ★建筑学、★城市规划、艺术设计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生物工程、制药工程、分
子科学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工)、※化学工程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言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热能与动力工程、工程力学、工业设计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
系统、物联网工程 

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药学、※药物科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环境能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 

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信息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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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院 电子技术科学 

奖学金 
1. 可申请“天津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天津大学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下载《天津大学外国留学生入学申请表》填写； 
3. 申请艺术类专业需提交两幅绘画作品，经入学考试或审核予以录取；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号 
邮编：300072P.R.China 
电话：0086-22-27406691 
传真：0086-22-27406147 
电邮：iso@tju.edu.cn 
网址：www.t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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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天津师范大学是天津市属重点院校，始建于 1958 年，是一所具有教师教育特色的综合性大学。
学校主校区占地面积 3500 亩、建筑面积 84 万平方米，校园环境优美，文化氛围浓厚。学校八里
台校区位于市中心，毗邻水上公园、奥林匹克运动场和天塔风景区。主校区和八里台校区均坐落
于地铁沿线，交通便利，生活服务设施完善。 

学校现有 23 个学院，69 个本科专业，6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9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13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
管理学、艺术学等 10 个学科门类。 

收费标准 
学费：RMB14,400／年英文授课专业;19,600 元/年艺术类专业;31,200 元/年 
住宿：金桥国际宾馆 RMB45／天／人(双人间) 

金桥国际公寓 RMB50／天／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6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俄语、朝鲜语、法语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摄影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旅游管理、世界史、文物与博物馆学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学学前教育应用心理学教育技术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社会工作 

法学院 法学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环境科学地理信息科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工商管理、会计学、档案学 

初等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化学学院 化学、化学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教育 

体育竞赛训练中心 教育学(体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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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绘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表演(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 

音乐与影视学院 音乐表演(器乐方向)、*音乐与舞蹈学类、*舞蹈学、*戏剧影视文学*
表演 

国际交流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化 

奖学金 
1. 可申请“天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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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记专业为艺术类专业； 
3. 申请学习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须提交本人作品光盘； 
4. 申请者须提供来华计划，本科生不少于 200 字； 
5. 大学特别推荐专业：汉语言文化、教育学、应用心理学、旅游管理、会计学(英文授课)、工商管
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物理学、化学、汉语国
际教育等专业。； 
6.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3号 
邮编：300387P.R.China 
电话：0086-22-23540221 
传真：0086-22-23514100 
电邮：tjnu_adm@yahoo.com.cn 
网址：www.t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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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财经大学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天津财经大学始建于 1958 年，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五所财经大学之一。经教育部批准，成为
我国最早设立国际贸易、企业管理、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和会计学、统计学硕、博
士点的院校之一。目前学科涵盖了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理学、法学、工学、教育学等 7 个学
科门类。拥有 3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覆盖 20 个博士学位授予专业或方向，
7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覆盖 44 个二级学科硕士授予专业，12 个硕士专业学位点，57 个本
科专业(含方向)，本科专业全部一批次录取。形成了包括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高职生教育，
以及层次齐全、形式多样的成人教育、留学生教育、从业资格培训等在内完善的人才培养序列，
是教育部首批确定的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师资培训基地之一。 

收费标准 
学费：RMB8,300／半年；艺术 RMB10,000／半年 
住宿：交流中心 RMB40～60／天(2 人间)或干训楼 RMB25／天(2 人间)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春季班) 

税收 广告学 会计学 民商法 

金融学 保险学 经济学 金融法 

财政学 审计学 经济法 统计学 

美术学 ACCA 经济通商 国际会计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物流管理 市场营销 

社会体育 电子商务 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 

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证券投资 金融工程 

行政管理 国际商务 英语翻译 经贸日语 

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 艺术设计 信用管理 

汉语言文学 房地产金融 国际经济法 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与信息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 广播电视新闻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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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津河西区珠江道 25号 
邮编：300222P.R.China 
电话：0086-22-88186169 
传真：0086-22-88186168 
电邮：liuxuetiancai@yahoo.com.cn 
网址：inter.tj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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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业大学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天津工业大学是教育部与天津市共建、天津市重点建设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在教育部年
首轮本科教学评估中获得优秀。学校历史悠久，最早的系始建于 1912 年，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
为主，工、理、文、管、经、法、艺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工业大学。 

学校下设 16 个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28000 余。学校现有 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6 个二级
学科博士点、20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78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和 6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有 60 个本科
专业，其中 6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5 个天津市品牌专业、6 个天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
有 7 个高职专业。设有 3 个博士后流动站。拥有 1 个国家重点学科、7 个天津市重点学科、3 个天
津市“重中之重”学科、1 个天津市重点发展学科；1 个省部共建分离膜与膜过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有 2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5 个天津市重点实验室，2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和 5 个天津市工程技
术中心、1 个天津市技术推广中心、1 个天津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7,000/年；理工 RMB15,000/年；艺术 RMB19,000/年；汉语言 RMB18,000/年 
住宿：RMB5,500/每学期/人(双人间)；RMB4,500/每学期/人(三人间) 
报名费：RMB5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专业方向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物理学 
纺织学院 纺织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轻化工程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业工程、公共事业管理、财务管理、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会展经济管理、会计学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金融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言 
人文与法学院 法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表演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工业设计、测控技术与仪器、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艺术与服装学院 艺术设计、广告学、动画、服装设计与工程、表演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复合材料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环境工程、制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动画、物联网工程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光源与照明 

奖学金 
1. 可申请“天津工业大学留学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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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津市河东区成林道 63号 
邮编：300160P.R.China 
电话：0086-22-24528384 
传真：0086-22-24528263 
电邮：iotjpu@hotmail.com  
网址：www.tjp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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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医药大学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天津中医药大学始建于 1958 年，是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全国唯一一所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学院，
为国家教育部“教育援外基地”和“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
世中联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学校秉承“进德修业，继承创新”的校训，经过多年发展，现
已成为中医药教育为主，医学、理学、文学、管理学、工学、教育学等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
学。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实习资源充足，专业设置合理，有针灸推拿学和中医内科学 2 个国家级
重点学科，有 4 所附属医院和 5 所教学医院。其中，第一附属医院是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全
国针灸临床研究中心、全国针灸临床基地和全国省级示范中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是中医疑难病
诊疗中心，妇科、脑病的临床和科研具有显著优势；附属保康医院及其他教学医院在中医康复、
中医骨伤、中医社区医疗、中西医临床等方面各具诊疗特色。 

收费标准 
学费：RMB25,000／年(中文授课)；RMB37,000／年(英文授课) 
住宿：单人间：RMB50／天双人间：RMB45-55／天 
报名费：RMB5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中医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中药学 

奖学金 
1.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天津中医药大学奖学金”，student.dongzong.my。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 312号  
邮编：300193P.R.China 
电话：0086-22-59596555 
传真：0086-22-27374931 
电邮：tutcm@hotmail.com 
网址：iec.tjutc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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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医科大学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天津医科大学的前身天津医学院创建于 1951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务院批准新建的第一
所高等医学院校，著名内分泌学家、医学教育家朱宪彝教授为首任校长。天津医学院与天津第二
医学院合并，于正式成立 1994 年 6 月天津医科大学。学校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院校。学校
发展层次类型定位为高水平研究型，以医学为核心，以生命科学为主要依托的多科性医科大学。  

未来学校将大力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科研创新
能力，不断提高医疗质量，聚集一流师资队伍，打造一流科研平台，培养一流创新人才，产出一
流研究成果，努力办让人民满意的高等医学教育，提供让人民满意的医疗服务，为促进医学事业
发展，提高天津医疗卫生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早日实现“中国梦”“天医梦”而努力奋斗！  

收费标准 
学费：RMB45,000／年 
住宿：RMB96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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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方向 

国际医学院 ★临床医学 

国际医学院 ★口腔医学 

奖学金 
1. 可申请“天津市政府奖学金”、天津医科大学校长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天津市和平区气象台路 22号 
邮编：300193P.R.China 
电话：0086-22-83336911 
传真：0086-22-83336736 
电邮：imedsch@126.com 
网址：www.t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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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科技大学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天津科技大学位于渤海之滨、海河之畔，是中央和地方共建、天津市重点建设的以工为主，
工、理、文、经、管、法、艺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创建于 1958 年，时名
为河北轻工业学院，2002 年，学校更名为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建有"发酵工程"国家重点学科，4 个国家特色专业，7 个省部级重点学科和 3 个
天津市"重中之重"学科。依托重点学科形成了生物发酵、食品科学与工程、造纸工程、海洋科学与
工程、化工、包装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等一批全国领先的特色学科专业。 

收费标准 
学费：RMB16,000／年 
住宿：RMB37／天／床(双人间)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工业设计、过
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工业工程、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 

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测控
技术与仪器 

化工与材料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 
材料化学 

造纸学院 轻化工程 
生物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生物工程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洋科学、海洋技术、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包装与印刷工程学院 包装工程、印刷工程、木材科学与工程、物流工程、数字出版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物流管理 

法政学院 法学、汉语国际教育、行政管理、知识产权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翻译 
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应用文理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会展经济与管理 

艺术设计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表演、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
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 

奖学金 
1. 可申请“天津市政府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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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 1038号 
邮编：300222P.R.China 
电话：0086-22-60600236 
传真：0086-22-60271567 
电邮：study@tust.edu.cn  网址：www.t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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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外国语大学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天津外国语大学(简称“天津外大”、“天外”)是一所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优势学科，文学、经济
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工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特色鲜明的高等学校，是全国最
早独立设置的八所高等外语院校之一。学校现有马场道和滨海两个校区，总占地面积 1040.06 亩。
马场道校区地处天津市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校内有多处历史风貌建筑，其中，钟楼(原天津工商大
学主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滨海校区坐落在滨海新区大港高教生态园区内，湖光映翠，景
色秀丽。 

收费标准 
学费：RMB15,400／年 
住宿：留学生标准间双人间：RMB60／床／天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求索学院 金融学(英语授课)、金融学(日语)、国际商务(英语授课) 

英语学院 翻译、英语(国际新闻方向)、英语(英美文化方向)、商务英语 

日语学院 日语(国际商务)、日语(翻译)、日语(日本文化) 

国际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
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旅游管理、国际商务 

亚非语学院 
朝鲜语(韩语)、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斯英复语)、印度尼西亚语(印英复
语)、缅甸语(缅英复语)、马来语(马英复语)、泰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
希伯来语、印地语、波斯语、豪萨语、柬埔寨语 

国际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涉外政法学院 法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外交学 

国际传媒学院 教育技术学、数字媒体技术、新闻传播、汉语言文学、广告学、动画 

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德语(德英复语)、法语(法英复语)、西班牙语(西英复语)、俄语(俄英复语)、
意大利语(意英复语)、葡萄牙语(葡英复语)、波兰语、乌克兰语、匈牙利
语、捷克语、芬兰语、白俄罗斯语 

奖学金 
1. 可申请“天津市高校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申请者必需提供“外国人身体检查表”； 
3. 采取网上报名：http://tfsu.at0086.cn；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117号 
邮编：300204P.R.China 
电话：0086-22-23286974 
传真：0086-22-23283806 
电邮：foreignstudents@tjfsu.edu.cn 
网址：tfsulb.tjfsu.edu.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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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Nankai University 

南开大学创建于 1919 年，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母校。
现有专业学院 22 个，并设有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现代远程教育学院，学科门类覆盖文、史、
哲、经、管、法、理、工、农、医、教、艺等。南开大学拥有一支公能兼备、业务精湛、奋发有
为、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对外贸易学院、中国旅游管理干部学院相继并入，
经教育部与天津市共建支持，学校发展成为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研究型
大学。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经济、管理 RMB20,000／年；理科、工程 RMB25,000／年； 

医学、艺术 RMB35,000／年 
住宿：八里台校区：谊园 4 号楼－双人间：RMB60／床／天 

津南校区：留学生公寓 C 楼－单人间：RMB55／床／天 
双人间：RMB40／床／天 

报名费：RMB400(汇至相关账户)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绘画、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广播电视学编辑、出
版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 

药学院 药学 

哲学院 逻辑学、哲学 

法学院 法学 

商学院 
工商管理、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人
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档案学、图书馆学、物流管理、
工业工程 

历史学院 历史学、世界史、文物与博物馆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 

金融学院 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 

化学学院 化学、应用化学、分子科学与工程、化学生物学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物理学院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外国语学院 英语、翻译、日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汉语言文化学院 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 

旅游与服务学院 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材料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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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与光学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
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政治、行政管理、社会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工作、应用心
理学(理科)、城市管理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信息安全、自动化、智能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软件工程 

奖学金 
1. 可申请“天津市政府奖学金”、南开大学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提交个人陈述包括来华学习和研究计划、家庭经济情况、奖学金申请原因、本人所获奖励和个
人特长等(不少于 300 字)及 1 封推荐信； 
3. 申请中文授课专业的申请人，请提供汉语水平考试(HSK)成绩单。如无汉语基础或未达到 HSK4
级要求的申请人可申请汉语补习两个月或一年，补习期间可申请奖学金。母语为非英语国家的申
请人申请英文授课专业，请提供雅思 6.0 或 TOEFL87 分以上成绩； 
4. 申请者需提供“外国人身体检查表”。 
5. 奖学金标准以天津市政府和南开大学当年实施的奖学金标准为准； 
6. 申请人面试(以邮件通知为准)，另只有通过面试录取的申请人才有资格申报奖学金； 
7.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天津市卫津路 94号 
邮编：300071P.R.China 
电话：0086-22-235088686 
传真：0086-22-23509646 
电邮：nankaiss@163.com 
网址：study.nankai.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