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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 
Yangzhou University 

扬州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高校、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全国首批博士、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全国率先进行合并办学的高校。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4,000／年;理工、商科 RMB16,000／年 

艺术、体育、医科 RMB18,000／年 
临床医学英文授课 RMB30,000／年;烹饪 RMB24,000／年 

住宿：RMB55-60／天(单人间);RMB35-40／天／人(双人间)；RMB15-20／天／人(三人间)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中文授课) 
秘书学 社会工作 汉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档案学 哲学 教育学 小学教育 教育技术学 
历史学 法学 学前教育 广播电视学 数字媒体艺术 
摄影 法语 朝鲜语 商务英语 西班牙语 
翻译 日语 英语 阿拉伯语 数学与应用数学 
物理学 材料化学 统计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信息与计算科学 
化学 应用化学 制药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体育教育 工业设计 车辆工程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 软件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网络工程 工程管理 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自动化 交通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建筑学 土木工程 建 筑 电 气 与 智 能
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 农业水利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农学 风景园林 水利水电工程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园林 生态学 海洋资源与环境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园艺 植物保护 资源环境科学 种子科学与工程 动植物检疫 
动物科学 草业科学 农村区域发展 生物工程 水产养殖学 
动物医学 生物科学 生物技术 临床医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药学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医学检验技术 国际经济与贸易 
护理学 电子商务 国际商务 行政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财政学 会计学 金融学 农林经济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经济学 市场营销 旅游管理 烹饪与营养教育 食品科学与工程 
乳品工程 音乐表演 酒店管理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音乐学 公共艺术 美术学 环境设计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本科专业(英文授课) 
车辆工程 软件工程 土木工程 环境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动物科学 生物技术 临床医学 国 际 商 务 旅 游 管

理  

奖学金 
1.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扬州大学留学生奖学金; 
2. 扬州大学奖学金申请网址：http://yzu.17gz.org/member/log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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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外关于我们“扬州大学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具体信息请参照以下网址
http://coe.yzu.edu.cn/col/col36968/index.html。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登陆扬州大学国际学生在线申请系统(http://yzu.17gz.org/member/login.do)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扬州市大学南路 88号荷花池校区主楼 818办公室 (扬州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留学生招生办公室) 
邮编：224051P.R.China 
电话：0086-514-87971297 
传真：0086-514-87971276 
电邮：admission@yzu.edu.cn 
网址：coe.y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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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 
Southeast University 

东南大学是中央直管、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大
学之一，是中国最早建立的高等学府之一，素有“学府圣地”和“东南学府第一流”之美誉。学校坐落
在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占地面积 5888 亩，建有四牌楼、九龙湖、丁家桥等校区。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6,000／年;其他 RMB19,000／年;医科 RMB20,000／年 

英文授课医学 RMB30,000-40,000／年;建筑学 RMB28,800／年 
住宿：RMB6,000-8,000／年(双人间中的一个床位)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建筑学院 建筑学(学制五年)、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工业工程 

能源与环境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环境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力学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数学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机器人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
络安全) 

物理系 应用物理学、物理学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信息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人文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汉语言文学、旅游管理哲学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工商管理、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金融工
程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化学 

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交通运输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美术学、动画 

法学院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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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劳动与社会保障 

医学院 临床医学(英文授课，6 年)、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影像学、生物工程 

奖学金 
1.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南京市政府奖学金、“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在校生)。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四牌楼 2号 
邮编：210096P.R.China 
电话：0086-25-83793022 
传真：0086-25-83792737 
电邮：admission@seu.edu.cn 
网址：cis.s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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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 
Jiangnan University 

江南大学坐落于太湖之滨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无锡市，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 工程”重
点建设高校。学校现设三个校区：校本部青山湾校区位于锡惠风景区惠河路;龙山校区和梅园校区
位于太湖、梅园风景区。校园依山傍水，树木葱茏，碧草如茵，环境优雅，景色秀丽，被誉为花
园式学府。 

大学学科涉及工学、理学、文学、经济、农学、管理、法学、教育、医学、艺术等九大门类，
是以工为主、工理文交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调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教学研究型多科性大
学。目前，学校设有 18 个学院，52 个本科专业，6 个博士后流动站。 

收费标准 
学费：RMB14,800-16,400／年 
住宿：RMB1,500／学期(单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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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
理(中/英)、会计学、金融
学、工业工程 

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中/英)、产品设计、视
觉传达设计、公共艺术、环境设
计 

法学院 法学、社会工作 数字媒体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数学媒体技术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光电信
息科学与工程 机械学院 机械工程(中/英)、包装工程、过

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纺织服装学院 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轻

化工程、服装与服饰设计 
医药学院 护理学(中/英)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中/英)、生物技术、酿

酒工程 

外语学院 英语、日语 物联网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通信工程、微电子
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中/英)、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中/英)、
食品质量与安全 药学院 制药工程 

环 境 与 土 木 工
程学院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环
境工程 

化学与材料工程
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
工艺、应用化学 

奖学金 
1.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江南大学外国留学生新生奖学金”、“太湖奖学金”(在校生)。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 1800号 江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邮编：214122P.R.China 
电话：0086-510-85919552，85329235 
传真：0086-510-85809610 
电邮：sie@jiangnan.edu.cn  
网址：studyabroad.jiangn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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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 
Jiangsu University 

江苏大学是 2001 年 8 月经教育部批准，由原江苏理工大学、镇江医学院和镇江师范专科学校
合并组建，办学历史可追溯到 1902 年刘坤一、张之洞等在南京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学校坐落在
风景秀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镇江市。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涵盖工学、理学、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教育
学、艺术学等 10 大学科门类。设有 24 个学院，87 个本科专业。拥有 13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3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2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42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 个国家重点学
科，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6 个江苏高校优势学科，10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26 个工程硕士授
权领域。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6,000/年、社会科学、经管 RMB18,000/年;医科 RMB34,000/年 

理工、工学 RMB20,000/年;药学、艺术 RMB22,000/年 
(英文授课)：汉语言文学 RMB16,000/年;会计、工商管理、国际贸易 RMB18,000/年;化学工
程、化学、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 RMB20,000/年;药
学 RMB22,000/年;临床医学 MB34,000/年 

住宿：双人间：RMB4,500~4,900/年/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中文授课) 

化学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临床医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动化 土木工程 机械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 应用化学 农业电气化 国际经济与贸易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工程管理 生物技术 生物医学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环境工程 环保设备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复合材料与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信息安全 食品质量与安全 能 源 与 动 力 工
程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技
术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冶金工程 物联网工程 测 控 技 术 与 仪
器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安全工程 金属材料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新 能 源 科 学 与 工
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软件工程 物理学(师范) 能源经济 数字媒体艺术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交通工程 工业工程 汉语国际教育 教育技术学(师范)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车辆工程 会计学 汉语言文学 交通运输 视觉传达设计 

金融学 英语 日语 电子商务 人力资源管理 

保险学 环境设计 工业设计 物流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统计学 法学 产品设计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动画 护理学 医学影像学 制药工程 卫生检验与检疫 

药物制剂 医学检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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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英文授课) 

电子商务 会计学 药学 化学 

工商管理 土木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食品科学与工程 

财务管理 临床医学(6 年) 国际经济与贸易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机械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工程(流体机械及工程方向 

奖学金 
1.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英语水平考试成绩(非英语国家) ; 
3. 家庭收入证明;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镇江市学府路 301号 
邮编：212013P.R.China 
电话：0086-511-88792216(教务办)，0086-511-88792366(招生办) 
传真：0086-511-88792208 
电邮：admission@ujs.edu.cn 
网址：oec.u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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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学坐落于钟灵毓秀、虎踞龙蟠的金陵古都，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百年名校。
其前身是创建于 1902 年的三江师范学堂，此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
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等历史时期，于 1950 年更名为南京大学。1994
被确定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支持的大学，1999 年也进入国家“985 工程”首批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
学行列。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9,000／年;理、商科 RMB23,000／年;软件学院各专业 RMB30,000/年 
      医学 RMB40,000／年 
住宿：鼓楼校区西苑留学生公寓：RMB52／天／人(双人间);RMB67／天／人(单人间) 

仙林校区 21 栋留学生公寓：RMB12,000／年(单人间);RMB6,000／年／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500(网上报名支付)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数学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哲学系(宗教学系) 哲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学 

商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工商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电子商务、财政学 

法学院 法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七年)、口腔医学(七年)、基础医学(七年) 

物理学院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声学 

历史学院 历史学、考古学、文物鉴定与修复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社会学院 社会学、社会工作、应用心理学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化学、环境生物 

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编辑出版学、档案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朝鲜语 

匡亚明学院 
理科强化班(数学、计算机、天文、物理、生物物理、化学、生物和生物
化学)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劳动人事与社会保障、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 

工程管理学院 金融工程、工业工程、自动化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应用化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生物科学 



留华推荐专案◎南京大学 

-84-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海外教育学院 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商务汉语) 

大气科学学院 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地球化学、地质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微电子学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天文学、空间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市规划(5 年)、建筑学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地理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旅游管理、海洋科学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 

奖学金 
1. 可申请“南京市政府奖学金”hwxy.nju.edu.cn、“江苏省政府茉莉花奖学金”studyinjiangs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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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udy.nju.edu.cn/member/login.do; 
3. 报考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还需另外提交： 

个人申请书(包含选择建筑学专业的理由等) 
与建筑学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相关的作品或佐证材料(如有) 

4. 申请“茉莉花江苏省奖学金”者，务必自行邮寄申请资料到江苏省教育厅，复印本邮寄给董总; 
5.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南京市鼓楼区全银街 18号曾宪梓楼(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邮编：210093P.R.China 
电话：0086-25-83594535／3586 
传真：0086-25-83316747 
电邮：qianyue@nju.edu.cn / issd@nju.edu.cn 
网址：hwxy.nju.edu.cn 
联络人：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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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 
Nantong University 

南通大学坐落于素有“江海明珠”、“历史文化名城”之称的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江苏南通市，是
一所有着 90 多年办学历史的综合性大学。学校现有 4 个校区，学科门类较全，涵盖文学、理学、
工学、医学、艺术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十大学科门类。设有 26 个学院、
开办 99 个本科专业，12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05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 个联合
培养博士点。 

收费标准 
学费：医学 RMB26,000／年、艺术类 RMB20,000／年、文理工科 RMB16,000／年 
住宿：RMB10,000／年／人(单人间);RMB6,000／年／人(双人间) 

RMB4,000／年／人(三人间);RMB3,000／年／人(四人间) 
报名费：RMB600 元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中文授课) 

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 汉语言文学 电子信息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 汉语言文学(师范)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英语 通信工程 生物技术 自动化 

秘书学 新闻学 广播电视学 汉语国际教育 

行政管理 社会工作 汉语国际教育 历史学(师范) 

国际经济与贸易 学前教育(师范) 数 学 与 应 用 数 学 ( 师
范) 信息与计算科学 

会计学 物流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化学(师范) 

教育技术学 应用心理学 英语(师范) 小学教育(师范) 

日语 翻译 商务英语 服装设计与工程 

新闻学 应用物理学 应用统计学 物理学(师范)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嵌入式培养) 交通运输类 
工 商 管 理 类 ( 工 商 管
理、市场营销、人力资
源管理) 

会计学 环境科学 工商管理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电子商务 应用化学 环境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海洋技术 生物工程 生物科学(师范)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机械工程 电子信息类 生物医学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电气工程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纺织工程 

网络工程 土木工程 工程管理 服装设计与工程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医学检验技术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旅游管理 

建筑学 轻化工程 康复治疗学 医学影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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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 预防医学 生物信息学 地理科学(师范) 

护理学 工业设计 地理信息科学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本科专业(英文授课) 

医学 机械工程 工商管理  

奖学金 
1.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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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江苏省南通市启秀路 19号  
邮编：226001P.R.China  
电话：0086-513-85051869 / 85051619 
传真：0086-513-85051869 / 85051619  
电邮：sie@ntu-edu.com 网址：sie.n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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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南京师范大学坐落在六朝古都南京，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江苏省属重点大学。南京师
范大学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祥地之一，经过一代又一代南师人薪火相继、身教言传，历史性
地生成了“严谨朴实”的学术品格，育就了“以人为本”的厚生传统，砥砺出“团结奋进”的拼搏意识，
塑造了“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学校以“正德厚生、笃学敏行”为校训，形成了“严谨、朴实、奋发、
奉献”的优良校风。 

大学拥有仙林、随园、紫金三个校区，随园校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着“东方最美丽
的校园”之美誉。目前拥有 6 个国家重点学科，3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开设 99 个本科专业，1
个高级教师硕士学位授权点，16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30 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覆盖 10 个硕
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22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覆盖 4 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6,600／年;理工 RMB19,900／年;体育艺术 RMB21,000／年 
住宿：南山专家楼：RMB60／人／天(双人间) 

留学生公寓：RMB4,500-5,000／学期／人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中文授课) 
秘书学 古典文献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 美术学(书法学) 社会学类(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汉语言 工商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 摄影(含新闻摄影) 公共管理类(含公共事业管理、行

政管理) 
法学 管理科学 人力资源管理 服装与服饰设计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含食品科学

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哲学 应用心理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劳动与社会保障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经济学 金融数学 电子信息工程 小学教育(师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 
金融学 软件工程 广播电视学 学前教育(师范)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统计学 通信工程 网络与新媒体 物理学(师范) 汉语言文学(含师范) 
新闻学 旅游管理 汉语国际教育 生物科学(师范) 教育技术学(含师范) 
广告学 财务管理 化学(师范) 地理科学(师范) 播音与主持艺术 
会计学 舞蹈学 绘画(师范) 广播电视编导 历史学(含师范类) 
动画 体育教育 音乐学(师范) 英语(含师范)  

奖学金 
1. 可申请“茉莉花江苏省政府奖学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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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董总推荐者无需另填写“茉莉花江苏省奖学金”表格;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号 
邮编：210097P.R.China 
电话：0086-25-83598362 
传真：0086-25-83717160 
电邮：iso@njnu.edu.cn 
网址：www.n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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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南京工业大学是一所多科性的研究和教学型高校，共有 29 个学院(部)，82 个本科专业，20 个
一级学科硕士，104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6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8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7 个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跨工、理、管、经、文、法、哲、医八个学科门类。 

南京工业大学共有 3 个校区，总面积达 214 万平米。教职工 2800 余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4 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2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6 人，国家
"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8 人，国家"千人计划"人选 8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8 人，“十二
五”“863”计划专家委员会专家 1 人，主题专家组专家 3 人，全国模范教师 2 人，全国优秀教师 4
人，拥有高级职称人员 988 人。 

收费标准 
学费：人文科 RMB16,000／年;理工、艺术、RMB17,000／年 
住宿：江浦校区 RMB900／月(单人间);RMB600／月／人(双人间) 

丁家桥校区 RMB1,500／月(单人间);RMB800／月／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500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中文授课) 
环境科学 交通工程 测绘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安全工程 消防工程 环境工程 勘查技术与工程 资源环境科学 
化学 应用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水质科学与技术 能源与动力工程 
市场营销 工程管理 水质环境科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材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地理信息科学  

奖学金 
1. 可申请“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申请“茉莉花江苏省奖学金”者，务必自行邮寄申请资料到江苏省教育厅，复印本邮寄给董总; 
3. IELS 成绩单或证明英语水平的相关证书(申请英语授课学生必须提供); 
4. 体检证明及无犯罪记录证明(中文或英文); 
5.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南路 30号 
邮编：211800P.R.China 
电话：0086-25-58139025 
传真：0086-25-58138609 
电邮：admission@njtech.edu.cn 
网址：oec.njtech.edu.cn  

本科专业(英文授课) 
药学 自动化 机械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国际经济与贸易 
土木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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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南京医科大学创建于 1934 年，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之一。学校坐落于古都南京。学校现有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 7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50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1 个、二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73 个。拥有 3 个国家重点学科、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8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2 个江苏省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3 个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收费标准 
学费：临床医学 RMB30,000／年;MBBS RMB34,000／年 
住宿：RMB6,000／年／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500(报到时缴交) 
押金：RMB4,000(毕业时退还)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方向 

临床医学(5 年,中文授课)、临床医学(MBBS，英文授课，6 年,含 1 年临床实习) 

奖学金 

1.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南京医科大学新生奖学金
“、优秀留学本科生奖学金(在校生); 
2. 申请“茉莉花江苏省奖学金”者，务必自行邮寄申请资料到江苏省教育厅，复印本邮寄给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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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mu.edu.cn; 
3. 申请 MBBS 需提供 SAT(ScholasticAssessmentTest)、雅思(IELTS)、托福(TOEFLIBT)考试成绩，
申请者优先考虑录取并提供奖学金。有 GCEA-Level 成绩的申请者，请提供 A-Level 成绩单，申请
者的 GCEA-Level 所考科目的成绩须在等级 C 或以上。申请者若提供高中所学课程的 GPA，GPA
须在 3.0 或以上。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 101号(江宁校区)南京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工作办公室 
邮编：210029P.R.China 
电话：0086-25-86862788 
传真：0086-25-86862799 
电邮：admission@njmu.edu.cn  
网址：sie.njmu.edu.cn 
联系人：赵以榄(Oli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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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南京邮电大学创建于 1942 年,是一所以工学为主体，以信息学科为特色，具有工学、理学、文
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门类，本科、硕士、博士等多层次教育协调发展的高等
学校。学校具有先进的教学科研设施，是全国为数不多、具备大规模系统地培养信息科技专业人
才实力的高校。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6,000／年;理工 RMB19,000／年;汉语培训课程学费 RMB12,000／年 
住宿：RMB8,000／学期(单人间);RMB4,000／学期／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3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物理学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嵌入式软件人才培养方向)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语言文学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软件工程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信息工程 
光电工程学院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工程 
海外教育学院 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工商管理 
传媒与艺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广告学、教育技术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电子商务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网络工程、广播电视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材料物理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微电子学 
地理与生物信息学院 地理信息系统、生物医学工程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奖学金 

1.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申请“茉莉花江苏省奖学金”者，务必自行邮寄申请资料到江苏省教育厅，复印本邮寄给董总; 
3.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表上须有本人近期照片;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亚东新城区文苑路 9号 
邮编：210046P.R.China 
电话：0086-25-85866199 
传真：0086-25-85866199 
电邮：zhangy@njupt.edu.cn 
网址：overseas.njup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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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南京中医药大学是一所以中医药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重点大学，隶属于江苏省人民政
府。学校成立于 1954 年 10 月，办学历史达 50 年之久，为全国建校最早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
是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模式的确立地和推广地之一。学校坐落在历史悠久、山清水秀、人文荟萃
的古都南京，现有汉中门、仙林两大校区。 

收费标准 
学费：RMB24,000／年 
住宿：RMB110／天(单人间)-供新生暂住;RMB400／月(双人间) 
报名费：RMB6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中文授课) 
中医学(5 年) 临床医学 康复治疗学 食品卫生与营养 中西医临床医学(5 年) 
中药学 药学 电子商务 针灸推拿学(5 年) 计算器科学与技术 
英语 护理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国际经济与贸易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应用心理学 眼视光学 市场营销   

奖学金 
1.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南京市
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申请“茉莉花江苏省奖学金”者，务必自行邮寄申请资料到江苏省教育厅，复印本邮寄给董总; 
3. 2011 年起学生需每年更新居留证; 
4. 董总推荐无需给经济担保书; 
5.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 138号 
邮编：210046P.R.China 
电话：0086-25-86798167／8206 
传真：0086-25-867981687 
电邮：njuiec@hotmail.com 
网址：www.njutc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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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建于 1952 年，坐落在钟灵毓秀，虎踞龙盘的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目前有
两校区，明故宫校区位于明代故宫遗址，将军路校区位于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航是一所具有航空、航天、民航特色，以工为主，工、管、理、经、文、等多学科协调发
展，并且为国家“211 工程”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 

收费标准 
学费：中文授课 RMB19,800／年;英文授课工程类 RMB21,800／年;国际商务 RMB20,800／年 
住宿：RMB4,000／年／人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中文授课) 
土木工程 车辆工程 热能与动力工程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信息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信息安全 工业设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应用化学 交通运输 信息与计算科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学 工业工程 应用物理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会计学 工商管理 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国际经济与贸易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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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御道街 29号 综合楼 413室 
邮编：210016P.R.China 
电话：0086-25-84891153 
传真：0086-25-84498069 
电邮：admission@nuaa.edu.cn 
网址：iced.nuaa.edu.cn  

本科专业(英文授课) 
航空工程 机械工程 国际商务 电气与电子工程 软件工程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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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享有“中国气象人才摇篮”之美誉，其前身南京气象学院始建于 1960 年，1978
年为全国重点大学，2004 年更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国气象局
三方共建，以及江苏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海洋局共建的全国重点高校，具有完整的学士、硕士、博
士教育培养体系，并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大气科学学院、应用气象学院等 22 个学院(部)，
55 个本科专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坚持特色发展，打造大气科学“学科特区”，大气科学学科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建成了以大气科学为核心，以信息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为重点，
理、工、管、文、经、法、农、艺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拥有 22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和省
部级重点学科，硕博点基本涵盖学校本科专业。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5,000／年 
住宿：RMB4,000／年(单人间);RMB3,000／年／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5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大气科学学院 大气科学 

应用气象学院 应用气象学、农业资源与环境、生态学 

大气物理学院 安全工程 

海洋科学学院 海洋科学、海洋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应用化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地理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遥感与测绘工程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测绘工程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学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数学与统计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统计学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材料物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与软件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英授课)、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
信息安全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中英授课)、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 

信息与控制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机器人工程、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商学院 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市场营销 

管理工程学院 金融工程、物流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经济统计学 

法政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法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日语 

传媒与艺术学院 动画、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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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申请“茉莉花留学江苏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南信大
优秀新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校方会根据情况要求申请者提供其他补充材料(如：无犯罪记录证明、银行存款证明等)。 
3. 在线申请 http://nuist.17gz.org/member/login.do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宁六路 219号 
邮编：210044P.R.China 
电话：0086-25-58699848 
传真：0086-25-58699856  
电邮：oie@nuist.edu.cn 
网址：www.globenuis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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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交利物浦大学 
Xi’an Jiaotong – Liverpool University 

西交利物浦大学(XJTLU)是经中国教育部正式批准，由两所百年名校——中国的西安交通大学和
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创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鲜明特色的新型国际大学。它是中国唯一一所
强强合作，以理、工、管起步，以英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拥有中国人民共和
国学士学位授予权的中外合作大学。大学坐落在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千年古城——苏州。西浦在
引进中英两所母体学校强势专业的基础上，紧扣全球国际化发展之需，开设了 38 个本科专业与专
业方向，涵盖理学、工学、管理、文学、经济、艺术、法学等学科门类。西浦按照专业大类招生，
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空间。 

收费标准 
学费：RMB88,000／年 
住宿：RMB2,200／年  
教材费：RMB2,000／年(估计)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化学系 应用化学 
建筑学系 建筑学 
土木工程系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城市规划与设计系 城乡规划 
中国研究系 汉语国际教育(中国研究) 
环境科学系 环境科学 
工业设计系 工业设计 

西浦国际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市场营销、会计学、国际商务、经济与金融、
经济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数学科学系 金融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精算学 
生物科学系 生物科学、生物信息学 
公共健康系 公共健康系(公共卫生) 

电子与电气工程系 通信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数学媒体技术、
机械电子工程 

英语系 英语(金融英语、国际商务英语、应用英语研究、传媒英语) 
西浦金诚影视艺术学院 传播学、数字媒体艺术、广播电视学、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 
国际关系系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系 信息与计算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奖学金 
1. 可申请“西交利物浦大学入学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5月1日前提交申请取得录取通知并且确认接受的将自动获得人民币8,000 元的提前付款减免。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独墅湖高教区仁爱路 111号 
邮编：215123P.R.China 
电话：0086-512-88161075  传真：0086-512-88161859 
电邮：international@xjtlu.edu.cn/admissions@xjtlu.edu.cn 
网址：www.xjtl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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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艺术学院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南京艺术学院建于 1912 年，是江苏省唯一的综合性高等艺术学府。学院占地约 47 万平方米，
现有校舍面积 21 万平方米。截至 2015 年，在校学生人数为 11394 名，(本科生 9145 名，硕士生
875 名，博士生 125 名)。南京艺术学院设有美术学院、音乐学院、设计学院、工业设计学院、传
媒学院、影视学院、舞蹈学院、流行音乐学院、人文学院、文化产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等 13 个
二级学院，另有艺术研究所、现代教育技术中心、附属中专校。学院设有本科专业 37 个，以及专
业方向 100 多个。 

收费标准 
学费：RMB25,000／年 
住宿：寒暑假 RMB800／人／间／月(双人间);一学期 RMB2,500／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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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专业 

美术学院 绘画(油画、壁画、插画、版画)、中国画、书法学、★雕塑、美术学(美术理
论、书画鉴定) 

设计学院 
现代手工艺(现代首饰设计与金属工艺、现代漆艺术与木工艺、现代陶瓷艺
术与玻璃工艺、现代纤维艺术)、环境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视觉传达
设计(平面设计、图像与媒体艺术、视觉信息设计)、公共艺术、服装与服饰
设计、艺术设计学(设计理论与策划) 

工业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艺术与科技(展示设计) 

舞蹈学院 舞蹈编导、舞蹈表演、舞蹈学(师范、舞蹈理论)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钢琴与键盘乐器演奏、声乐演唱、管弦与打击乐器演奏、中国乐
器演奏)、★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计算机)、音乐学(音
乐理论、师范)、音乐表演(音乐剧) 

流行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流行音乐演唱、流行音乐演奏)、音乐学(音乐传播、乐器修造)、★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流行音乐创作) 

影视学院 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文学(影视策划与制作)、戏剧影视文学 

人文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美术学(文物鉴赏与修复、文化遗产研究)、艺术史论 

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录音艺术、摄影、动画、数字媒体艺术、广告学、影视摄影
与制作 

文化产业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奖学金 
1.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南京艺术学院奖学金”，student.dongzong.my; 
2. “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江苏省政府茉莉花奖学金”www.studyinjiangsu.org/lxjs;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申请“茉莉花江苏省奖学金”者，网上申请后务必自行邮寄申请资料到江苏省教育厅，复印本邮
寄给董总; 
3. 登陆南京艺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申请网站进行注册、在线申请
https://nua.17gz.org/member/login.do 
4. 请所有申请者选择“自费”选项，如果之后申请到奖学金，办公室将会把学生类别改成相应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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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金。 
5. 相关专业的作品(可以光盘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寄送至我院)，出版文章或参展作品的证明;其中，
美术、设计类专业需提供素描 5 件、色彩 5 件、创意作品(摄影或装饰画 5 件);音乐表演类专业需
提供完整的演出视频三段以上以及相应的证明;表演、播音主持艺术及导演专业需到我校参加面试。
具体面试时间请联系国际教育学院办公室。理论类专业需提供专业相关论文，具体要求请咨询国
际教育学院办公室。 
6. 部分专业需进行面试，大学将另行通知; 
7. 相关专业的作品(可以光盘，电子照片的方式)，出版文章或参展作品的证明; 
8. 美术、设计类专业需提供素描 5 件、色彩 5 件、创意作品(摄影或装饰画 5 件); 
9. 音乐、表演类专业需提供演出视频一段以及相应的证明; 
10. 美术学院及设计学院提供作品，音乐学院及影视学院提供视频; 
11.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74号 
邮编：210013P.R.China 
电话：0086-25-83498218 
传真：0086-25-83498693 
电邮：nua_application@163.com 
网址：gjy.n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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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科大学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中国药科大学始建于 1936 年，坐落于美丽的六朝古都南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国家创办
的高等药学学府，是药学特色鲜明、学风优良、在药学界享有盛誉的教育部直属、国家“211 工程”
重点建设的大学。学校下辖 12 个院系部，设有 25 个本科专业，29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 个一级
学科博士点，24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3 个学科专业可招收博士后人员。 

收费标准 
学费：中文授课 RMB19,000／年;英文授课 RMB25,000／年 
住宿：RMB10,800／年(单人间)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药学院 药学、药物制剂、药物分析、药物化学 

中药学院 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中药制药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海洋药学、生物制药 

国际医药商学院 工商管理(医药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医药方向)、市场营销(医药
方向)、药事管理、经济学(医药方向) 

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药方向)、环境科学 

外语系 英语(医药方向) 

工学院 制药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 临床药学(5 年) 

英文授课招生专业 药学 Pharmacy(4 年)、临床药学 ClinicalPharmacy(5 年) 

奖学金 
1. 可申请“外国留学生校长奖学金”、“江苏省政府茉莉花奖学金”。 

备注 
1. 药学专业可英文授课，具体情况请与国际处邱老师联系; 
2.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南京江宁区龙眠大道 639号(国际交流合作处留学生招生管理科) 
邮编：211198P.R.China 
电话：0086-25-8618-5423 
传真：0086-25-83213611 
电邮：admission@cpu.edu.cn，admission1@cpu.edu.cn 
网址：www.cp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