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概况
广州（Canton），她濒临南海，毗邻香港和澳门，

是中国的南大门、国家中心城市、国际大都市，世界著名
港口城市，中国南方的金融、贸易、经济、航运、物流、
政治、军事、文化、科教中心、国家交通枢纽，社会经济
文化辐射力直达东南亚。

广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建城至今已有 2200 多年
的历史。今天的广州经济高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地铁、城际路网、新国际机场和众多国际性会议展览中心
纷纷落成，表明这座千年古城正日益显现出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的无穷魅力。

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前沿城市以及对外窗口之一，
广州的经济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三位，经济影响力远涉东
南亚乃至全球。世界 500 强公司中已有 100 多家在广州
设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创办于 1957 年的中国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每年在广州举办，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国际贸易盛会。

广州是一座充满活力、文化内涵丰富且多元化的城市，
常住人口超过 1200 万人，是中国最主要的对外开放城市
之一，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广州每天实有外国人数量在
8 万 -12 万，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着不同文化、
风俗和宗教；约有 23000 多外国留学生就读于广东各个
高校。2010 年，广州成功举办第 16 届亚运会。2015 年，
广州恒大足球队夺得亚足联赛冠军，标志着中国足球冲出
亚洲。2017 年《财富》全球论坛在广州举行。

广州是一座适宜生活的城市。广州气候宜人，全年平
均气温 20-22 摄氏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无酷暑，冬
无严寒；交通便利，公交、地铁四通八达；美食聚集，粤
菜是我国著名四大菜系之一，它以特有的菜式和韵味，独
树一帜，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闻名中外的广式点心发源于
广州，各款广式点心都讲究色泽和谐，造型各异，相映成
趣，令人百食不厌；休闲娱乐场所遍布，在广州，你既可
以领略传统岭南文化的独特韵味，又可以自如穿梭在剧院、
博物馆、画廊、餐厅和咖啡馆之间。

食在广州，学在广州。来广州，你将拥有前所未有的
多元文化生活体验！广州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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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言

ANJUM ABDUL WAQAS SAKAGUCHI YU

Whenever I came across the word “China”, the first 
two things that came to my mind were "Long live Pak-
China friendship" and "Get knowledge even if you 
have to go to China". To fulfill this dream of seeking 
knowledge, when I first came to China in 2015, little 
did I know that it would become my second home. The 
love, affection, and hospitality I received from Chinese 
friends are beyond words. After living in China for five 
years, I can proudly say that it i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in my life that I got admission i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f you have a passion for moving forward 
and doing something in life, then th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s a great choice because it is 
one of the best institutions in China as well as located in 
a city where there are countless opportunities to grow 
and fulfill your dreams, and in the presence of highly 
qualified professors, all the facilities are available that 
are necessary for topnotch research.

広州といえば「食は広州にあり」というフレーズが有名で
すが、実は中国においては千年商都としてもよく知られて
います。今日においても非常に開放的で包容力の高い、ま
さに質実剛健という言葉がピッタリの都市です。
そんな広州に位置する華南理工大学は広東省を代表する理
系大学の一つで、「エンジニアのゆりかご」や「企業家の
ゆりかご」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ます。私が所属している工商
管理学院企業管理学科も例外なく「広州マインド」に溢れ
ており、数多くの民間企業の実業家たちを輩出している名
門校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ます。

日中両国の民営企業の経営戦略や組織運営のあり方を研究
している私にとって、広州の商都としての素質や立地的な
優位性と華南理工大学が民間の実業家として活躍する卒業
生の実績や知見を前面に押し出していく姿勢に大変魅力を
感じ、修士学生としての入学を決めました。
また、現在では政府が推進している大湾区計画により、広
州での日常生活もより便利で快適なものになっています。
学内においても教授や講演会の登壇者が深センや珠海など
の近隣都市から直接大学に駆けつけるのは恒常的な風景と
なっており、今では留学生が週末を利用して香港やマカオ
まで出向くのも非常に簡単になりました。都市圏が単独で
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が多い中国において、近隣に大都市が存
在する上に簡単に往来ができるのも広州ならではの利点だ
と思います。

食とチャンスに恵まれた街、広州の華南理工大学でお待ち
しております！

•	巴基斯坦，博士研究生
•	化学工程
•	华南理工大学优秀国际学生奖学金、广东省政府来
粤留学生奖学金获得者

•	Pakistan,	PhD	student
•	Chemical	Engineering
•	Winner	of	SCUT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for	
Excellence
•	Winner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	日本，硕士研究生	
•	企业管理
•	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

•	Japan,	Master's	Student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Winner	of	Chinese	Government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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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I OMAR FAUSTINUS EDBERT YULIUS

I have lived in China for the past 12 years, I heard a 
lot about SCUT from a very young age. SCUT delivers 
very advanced teachings which caught my attention. 
The time I spent in SCUT so far has shown me how 
incredibly nice and helpful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Though the research I have done about SCUT I 
have found out that it has one of the best engineering 
courses in Guangdong. Therefore I selected SCUT to 
further my education because I believe it can help me 
fulfill my potential by unleashing the love of engineering 
in me. SCUT is one of the most reputable and highly regarded 

university in China, a reputation that they definitely 
live up t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CUT excels at is that 
they provide educatio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with the help of the ISU.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Union (ISU) provides various events, lectures, 
and assistance and has given me a learning experience 
that I couldn’t find anywhere else. This came in the 
form of events such as Culture Festival, visits to teach 
in a school for hearing impaired students, lectures from 
professionals, Halloween & Welcoming Party, and sports 
events among other things. This principle of providing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assistance has stayed consistent 
throughout the years even through the pandemic. If you 
plan to come to SCUT, know that some of the best years 
of your life are waiting to shape you into a great person 
here in SCUT.

•	叙利亚，本科生	
•	土木工程（英文授课）

•	Syria,	Undergraduate	Student
•	Civil	Engineering(English	Medium)

•	印度尼西亚，本科生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文授课）
•	华南理工大学优秀国际学生奖学金（一等奖）、广
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获得者
•	留学生联谊会主席

•	Indonesia,	Undergraduate	Student
•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glish	
Medium)
•	Winner	of	SCUT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For	
Excellence（First	Class	Honor）
•	Winner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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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ANMURATOV KADAMBOY CHEW LER YIN

Учёба заграницей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студентам 
больш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о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еализовать их можно не во всех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Наш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деально подходит для таких 
целей. Рейтинг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250 месте 
в мире,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цифры в списке, а показатель 
качества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и уровня знаний студентов.

Я обучаюсь на факультете "Наука компьютера и 
технологии", обучение проходит на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 
Имеется доступ ко всем новейшим технологиям, 
которые мы используем в реальных сценариях. 
Также в этом универе я пользуюсь услугами 
библиотеки, в которой можно найти огром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нужной учеб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На 
регулярной основе проходят тренинги, выставки 
новейш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и многое другое.

Здесь мы не только получаем знания, но и общаемся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студентами, знакомимся с их 
традициями, обычаями и пополняем свой багаж 
знаниями о культуре людей во всем мире. Жизнь в 
Гуанчжоу отличная, большой прекрасный город с 
хорошей атмосферой, жить и обучаться здесь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Вы можете убедиться в этом сами, мы ждём 
вас!

I've never regretted choosing SCUT as my option to 
further my studies. SCUT is one of the top achieving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hey also provide a very 
good environment for all the students, from the school 
facilities to the dormitory, everything is decent. Besides, 
their syllabus offers a wide range of courses and all 
the knowledge i learnt definitely helps me to build a 
better future. Teachers and staffs in SCUT have been 
very welcoming to foreign students and it makes me 
feel warm, like i am at home. Living abroad alone is 
not easy at all but the people here make this journey 
colourful. Furthermore, the events and activities held 
in SCUT encourages involvement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ion, we get to organise 
and run events which help us create lots of precious 
memories in our university life. All in all, my journey in 
SCUT was nothing but genuine contentment. Come join 
us in SCUT!

•	乌兹别克斯坦，本科生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文授课）
•	华南理工大学优秀国际学生奖学金（二等奖）、
	 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获得者

•	Uzbekist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glish	
Medium)
•	Winner	of	SCUT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For	
Excellence（Second	Class	Honor）
•	Winner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	马来西亚，本科生
•	国际经济与贸易（英文授课）
•	华南理工大学优秀国际学生奖学金（一等奖）、
	 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获得者

•	Malaysia,	Undergraduate	Student
•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English	
Medium)
•	Winner	of	SCUT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For	
Excellence（First	Class	Honor）
•	Winner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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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IKAEW CHANATIP RADNAEVA ELENA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Елена, а родом я из 
Бурятии.  Два года назад я приехала в Китай и очень 
удивилась развитостью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Люди очень 
открытые, дружелюбные и милые, и когда видят, что 
ты иностранец, т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омогают. Именно 
это вдохновило меня на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по другим 
городам Китая. Побывав в 6 городах Китая, у меня 
появилась маленькая мечта – пожить и поучиться в 
Гуанчжоу, ибо этот город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остальных. И недавно моя мечта осуществилась – 
я поступила в один из лучших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Китая -  
华南理工大学 .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здесь учиться. 
Хороший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ский состав, 
высоко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ые учителя,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 и вниматель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студентам делают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качественным. Сейчас я прохожу годовые 
языковые курсы, а дальше планирую поступать 
на магистратуру в этом ж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Учиться 
в Китае – дело не из легких, но поверьте все 
получится, если упорно трудиться.

•	泰国，本科生	
•	汉语国际教育

•	Thail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
•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	俄罗斯联邦，汉语进修生
•	普通汉语
•	孔子学院奖学金获得者

•	Russia,	Chinese	language	student
•	General	Chinese	
•	Winner	of	Confucius	Institute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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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位全职院士，包括	中国科学院院士 5人，中国工程
院院士 5人，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1人，美国工程
院院士 2人，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1人，德国科学院院
士 1人

前 10% 学科
轻工技术与工程、建筑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化学工
程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
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学科整体水平进入全国前
10%

2000+
2020 年，共有 2000 余名来自约 130 个国家的国际学
生在我校学习。

7270000
图书馆馆藏文献总量约 727 万册，其中纸质文献约
367 万册，电子文献约 360 万册；现有电子数据库共
156 个，已初步建成数字图书馆。

151-200th
进入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 ARWU）200 强

Top 2
全国科技创新高校 30 强

213个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机构

Top 17
居内地高校第 17 位

Top 22
工科排名位居全球第 22 位

99.71%
研究生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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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1%
工程学、材料科学等 10 个学科领域进入国际高水平学
科 ESI 排名前 1%，入选数在全国高校中排第 6位。

Top 1‰
工程学，材料化学，化学以及农业科学 4个学科进入国
际高水平学科 ESI 排名前千分之一。



华南理工大学是直属教育部的全国重点大学，坐落
中国南方历史名城广州，是首届全国文明校园之一。校
园分为三个校区，五山校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石牌高校
区，大学城校区位于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内，新建设成的
广州国际校区作为国家级校区，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省、
广州市重点项目，位于番禺区创新城南岸核心区，地处
“一带一路”超级门户城市、“粤港澳大湾区”重要交
通枢纽、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 , 与广州大学城隔岸相望。
三个校区交相辉映，是莘莘学子求学的理想之地。

学校办学源远流长，发端于 1918 年成立的广东省
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正式组建于 1952 年，是新中国
“四大工学院”之一，堪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探路者。
1960 年，学校被评为中国文教战线先进单位，同年成
为全国重点大学；1981 年成为中国首批博士和硕士学
位授予单位；1995 年进入中国面向 21 世纪重点建设
大学（“211 工程”）行列；2001 年进入中国高水平
大学建设（“985 工程”）行列。近年来，学校发展迅
速，自 2012 年进入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 强，
此后每两年前进 100 名，2020 年位居第 151-200 位。
2018 年，学校入选中国“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在
USNews 最新的 2020 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位居中国内
地高校第 16 名，在同时公布的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
学校共有 10 个学科入围榜单，其中农业科学、电气与
电子工程以及工程学挺进 50 强，7 个学科跻身世界百强。
学校现已全面进入国际公认的“四大全球大学排行榜”，
稳居中国一流大学、世界知名高校行列。

经过 66 年的建设和发展，华南理工大学已经成为
以工见长，理工医结合，管、经、文、法、医等多学科
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学校现有 34 个学院，
有 30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8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
级学科，有 5 个工程博士学位类别和 18 个专业学位硕
士授权类别。学校学科实力雄厚，现共有 10 个学科领
域进入 ESI 全球排行前 1%，其中，工程学、材料化学、
化学、农业科学 4 个学科领域进入全球 ESI 排行前 1‰，
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顶尖学科，入选数在中国高校

中并列排名第 5 位。学校办学条件良好，教学环境优良，
治学严谨，坚持高素质、“三创型（创新、创造、创业）”、
具有国际事业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建校以来，
学校培养了高等教育各类学生 40 万余人，一大批毕业
校友成为中国科技骨干、著名企业家和领导干部，学校
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企业家的摇篮和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基地。

学校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招收国际学生，2004
年成立国际教育学院，共培养国际学生 18385 人，其
中学历生占 55%。目前，共有国际学生 2000 余人，学
历生约占 60%，来自 120 多个国家。学校先后获得全
国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首批来华留学质量认证高校。
学校所有专业均向国际学生开放，并依托学校优势学科
和专业，建设针对国际学生需求的特色和品牌专业，现
共有 16 个全英专业，提供 300 多门全英课程，已形成
较为完善的本硕博国际学生培养体系。其中包括开发了
中国内地高校第一门全英文 MOOC 课程《中国语言与
文化》，2 门文化类课程被评为教育部来华留学生全英
文授课品牌课程等等。学院培养的优秀国际留学生不断
涌现，其中不乏在 SCI 期刊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者、在
所在国担任高级官员和大型企业担任高管等一大批爱华
知华友华人士。学校高度重视多元文化融合，以“一带
一路”建设为契机，积极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促进多元文化碰撞和思想交融。现与国外 200 多所大学
及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与英国兰卡
斯特大学、美国爱达荷大学以及德国奥迪集团、英戈尔
施塔特市政府、英戈尔施塔特工业技术大学共建 3 所孔
子学院。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校提出了在 2050 年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学校将秉承“博学慎思 明辨
笃行”的校训，坚持学术立校、人才强校、开放活校、
文化兴校，发扬“厚德尚学 自强不息 务实创新 追求卓
越”的精神，紧紧抓住“双一流”建设和广州国际校区
建设的重要契机，坚持内涵发展，深化综合改革，全面
提高质量，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奋勇前进。

华南理工大学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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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课程

本科招生专业类目录
• 学制 4 年，其中建筑学院专业 5 年
•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学生中文授课本科项目按照专业大类进行招生。
• 第一学年按照大类培养方案学习基础课。
• 大一结束前，根据各学院分流方案，按成绩排名分流。
• 大二开始，进入相关专业学习。请按照招生专业类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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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校区
院系 招生专业类 专业 核心课程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类

机械工程

工程热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
制造技术基础，工程力学，机械设计基础，

流体力学与传热，自动控制理论

机械电子工程

车辆工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建筑学
建筑设计，建筑设计原理，建筑设计基础，
美术，中国建筑史，西方建筑史，计算机

辅助设计
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

风景园林 风景园林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类

土木工程

理论力学，流体力学，土木工程施工，土
木工程项目管理，交规化，工程水文学

水务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

工程管理

交通运输类
交通工程

交通运输

土木工程
（双语授课：需要参加

入学测试）

土木工程（双语授课：需要
参加入学测试）

电力学院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程热力学，传热学，轮机原理，机械设

计基础，电路，VB 语言程序设计能源与动力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信息工程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
微机系统与接口，数字信号处理，通信电

子线路，信息论基础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
院 自动化类

自动化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力电子
技术，智能控制导论，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材料科学基础，固
体物理，薄膜物理与技术，光电子材料与

器件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功能材料

材料类（英文授课：需
要参加入学考试）

材料类（英文授课：需要参
加入学考试）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

应用化学
物理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
学实验，生物化学，化学反应工程，化工

热力学，化工设计，自动控制理论与技术，
石油加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能源化学工程

制药工程

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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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招生专业类 专业 核心课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分析，食品加工与保藏原理，食品生

物化学食品质量与安全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轻工类
轻化工程

化工原理，有机化学，微生物学
资源环境科学

数学学院 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

数据结构信息与计算科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物理与光电学院 物理学类

应用物理学 基础物理，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热力学
与统计物理，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数字
电子技术，固体物理，计算物理，数学物
理方程，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光学，信息
光电子学，信息论基础，信号与系统，数
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数字电子技术，

数据结构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原理，
会计学，营销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管理统计学，运筹学，
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
财务管理，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

会计信息系统，国际会计

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

会计学 会计学

工商管理（英文授课） 工商管理（英文授课）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管理学原理，政治学原理，经济学，社会学，
公共管理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公共
政策分析，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危机
管理，网络社会治理，领导科学，公务员
制度，行政公文写作，管理信息系统，运
筹学，统计学，社会调查原理与数据分析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
基础英语，高级英语，翻译理论与技巧，

口译，英国文学选读，英语听力，英语阅读，
英语写作，英语口语，基础日语，高级日语，
日汉翻译，日语口译，日本文学作品选读，
日语听力，日语阅读，日语写作，日语口

语
日语 日语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运动训练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学，
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医学，

体育科研方法。专项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
副项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

学
位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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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校区
院系 招生专业类 专业 核心课程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计算机科
学概论，数据库，数字逻辑，离散数学

网络工程

信息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英文授课）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文授
课）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概论，离散数学，数字
逻辑，数据结构与算法，操作系统，编译
技术，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系统，软件体

系结构，软件测试与维护

环境与能源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监测，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
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环境工程

微生物学，物理性污染控制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英文授课） 环境工程（英文授课）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科学类

生物工程
有机化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现代

生化技术，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制药

生物技术

经济与金融学院
经济学类

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技术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财政学，金融学原理，管理学原理，金融
工程，市场营销学，证券投资分析，中央
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金融衍生品
理论与实务，国际贸易原理，国际金融，

国际结算，统计学，计量经济学

金融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
（英文授课） 国际经济与贸易（英文授课）

旅游管理系 旅游管理类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会计学原理，会展现场信息技
术，旅游电子地图技术，会展项目管理，

企业战略管理，酒店管理概论，旅游规划，
会展策划与管理，旅游景观设计，展览工
程管理，餐饮运营与管理，会展创新理论

与实践，人力资源管理

会展经济与管理

电子商务系 电子商务类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概论，ERP 原理与应用，消费者
行为学，电子商务前沿，项目管理，互联
网金融，供应链管理，物流博弈基础，物
流配送理论与应用，物流成本管理，采购

与供应管理，国际物流，物流信息系统设计，
配送中心设计与管理，智能物流系统设计

物流工程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

新闻学 新闻学基础，网络传播学，视听节目制作，
广告学原理，基础摄影，大众传播媒介概

论，品牌学概论，整合营销传播，公共关系，
调查统计与分析，品牌营销战略管理

传播学

广告学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法学类
法学 法学入门，法律职业伦理，法律逻辑学，

法理学，宪法，刑法总论，民法总论，商法，
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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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招生专业类 专业 核心课程

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 音乐表演
视唱练耳，和声，曲式与作品分析，音乐

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学 音乐学

舞蹈学 舞蹈学

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工业设计
设计素描，色彩学，工业设计概论，工业
设计史，表现技法，产品设计方法学，工

业设计，工程基础，设计基础，设计概论，
艺术设计史

环境设计 环境设计

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装与服饰设计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
中级汉语，高级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
汉语听力，报刊阅读，应用写作，论文写作，

商务汉语，中国文化概况

院系 招生专业类 专业

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双语授课） 生物医学工程（双语授课）

国际校区

入学要求

1. 完成高中或同等学历课程，成绩单中所有科目要求及格
以上（含及格），应届高中毕业生可提交预毕业证明（入
学后须补充提交高中毕业证，成绩单原件及翻译件）；
2. 中文授课专业汉语水平要求（语言水平证书须在入学时
仍为有效）：
• 理工科及建筑专业需达到 HSK 四级 180 分及以上；
• 外语、体育、文科、经管、艺术设计类专业需达到 HSK
五级 180 分及以上。
3. 英文授课专业英语水平要求（语言水平证书须在入学时
仍为有效）：
托福 IBT68 及以上；雅思 5.5 及以上（母语为非英语国家
学生）；或同等英语水平证书。
免提交英语水平证书须满足以下条件：
• 母语为英语国家学生；
• 最高学历为英文授课课程的学生，须提交英文授课证明。
4. 双语授课专业语言水平要求（语言水平证书须在入学时
仍为有效）：
• HSK 四级 180 分及以上；
• 托福 IBT68 及以上；雅思 5.5 及以上（母语为非英语国
家学生）；或同等英语水平证书。
5.HSK 成绩未达到入学要求者，可先在国际教育学院学习
汉语课程，直到获得相应汉语水平等级证书方可进入专业
学习。

6.《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原件，须用中文或英文填写。
7. 申请艺术类专业学生，需要提交现场演奏作品的 CD 或
DVD。申请建筑类专业的学生，需要提交两幅作品，主题
分别为人物和静物。申请设计类专业的学生，需提交两幅
设计作品。
8. 申请土木工程（双语授课）、材料类（英文授课）专业
学生需参加专业学院组织的数学和英语入学考试。考试不
通过者，可转为其他英文授课专业或转学至其他学校。
9. 学生报到注册两周内，已报到注册学生可申请转专业。

备注 : 
院系名称、专业名称等信息以学校最新
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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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截止时间 学习开始时间

每年6月30日 每年9月，具体时间以录
取通知书为准

申请流程

参见最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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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专业亮点

学制

入学要求

主要汉语类课程

毕业与就业

本专业旨在培养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汉语基本知识及
技能，熟悉中国国情，具有较强地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应
用型人才，我院依托本校经济与贸易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的人文学科基础，整合与共享其优质专业的教学及科研资
源，提供国际关系，商贸汉语、对外汉语教学三个方向。

三个方向均采取校内联合培养制度，即一、二年级在
国际教育学院进行汉语专项技能培训及汉语基础知识学
习；三、四年级则根据学生所选专业方向，系统学习相关
专业方向的理论及应用知识。

• 拥有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基地。
• 拥有多个实习基地，如：赛莱拉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国际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 校友企业实习。

全日制本科四年

一年级：
• 高中水平毕业，成绩优良；
• 汉语水平要求：HSK 四级 180 分及以上（语言水平证书
有效期两年）。
二年级：
• 高中水平毕业，成绩优良；
• 至少一年大学学习经历（须提供一年的大学成绩单）
• 汉语水平要求：HSK 五级 180 分及以上（语言水平证书
有效期两年）。

中级汉语、高级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
报刊阅读、应用写作、论文写作、中国文化概论、IT 汉语、
科技汉语、跨文化交际等。

学生学习表现优良、修满毕业要求学分，通过 HSK5
级 180 分及以上并完成毕业论文及答辩方向方可毕业，获
得学校颁发的本科毕业证，并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适合从事国际贸易、旅游、酒
店管理、文化传播、文化交流、对外汉语、翻译、外交以
及国际事务等工作。

学
位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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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

(1) 培养目标 : 培养掌握汉语语言技能、了解中国文化及语
言知识，并掌握一定语言教学理论及技能的对外汉语教学
人才。

(2) 培养特色 : 二年级以汉语基础课程为主，培养学生的汉
语交际技能；三、四年级开设中国语言、文学、文化及对
外汉语教学等专业课程，使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汉语基础，
而且对中国语言及文化有较全面了解，掌握对外汉语教学
基本理论与方法。

(3) 专业课程 :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文学、中国文化
概论、中外文化比较、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
法等。

(4) 实习与实践 : 教学实习等。

国际关系

(1) 培养目标 : 培养掌握中国与世界政治和经济、国际关系、
社会学、跨文化交际、外交管理等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
外语能力强，能在政府、企业、新闻媒体等部门从事涉外
公共事务、跨国商务、国际问题分析与报道等工作的复合
型人才，为政治学、国际关系等相关研究生专业培养后备
人才。

(2) 培养特色 : 一、二年级以汉语基础课程为主，培养学生
的汉语交际技能；三、四年级开设国际关系专业课程，让
学生具备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的同时，掌握涉外公
共事务、跨国商务、国际问题分析与报道的应用能力。

(3) 专业课程 : 中国国情概述、中国外交史、选举制度比较
分析、跨文化交际、管理学原理、政治学原理、组织行为
学、商贸洽谈与国际谈判等。

(4) 实习与实践 : 语言实习、商务实习、当地报社考察实习、
当地政府机构考察、翻译实习。

教学方向、入学要求等信息以学校最新文件为准。

商贸汉语

(1) 培养目标 : 培养了解中国国情，适应现代社会商贸、文
化需求，能较熟练地运用汉语从事商贸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2) 培养特色 : 二年级以汉语基础课程为主，培养学生的汉
语交际技能；三、四年级开设经济、贸易等商贸课程，使
学生一方面了解国际商贸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又熟知中国
经济情况及中国商务文化。

(3) 专业课程 : 中国对外经贸概论、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
导论、国际商务谈判、跨国公司管理与经营、产业经济学等。

(4) 实习与实践 : 语言实习、公司或企业参观调研等。



五山校区
院系 专业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及加工工程、高分子材料及加工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安全科学与工程

建筑学院

建筑历史与理论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建筑技术科学

城乡规划学

风景园林学

土木与交通学院

力学

土木工程

道路与铁道工程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船舶与海洋工程

电子与信息学院

电路与系统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中文授课，3 年制；英文授课，2 年制）

电力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电气工程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英文授课，2 年制）
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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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课程
(学制 2-3 年 )

学术型学位是指按照传统的如哲学、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设立的学
位，以学术研究为导向，重视学术创新。我校2020年将
面向国际学生在工学、理学等9个门类招收攻读学术型学
位硕士研究生。



院系 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材料、组织工程、纳米医学与医学影像）

材料科学与工程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工程、化学工艺、生物化工、应用化学、工业催化、能源化
学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糖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中文授课：3 年；英文授课：2 年）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浆造纸工程

生物质科学与工程

数学学院

基础数学

计算数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应用数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

物理与光电学院

理论物理

凝聚态物理

声学

光学

物理电子学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会计学

企业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MBA 中心

工商管理（MBA，英文授课，2 年制）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中文授课：3 年制； 

IMPA 英文授课：1.5 年制）

体育学院 体育学

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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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校区
院系 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中文授课，3 年制；英文授课，2 年制）

环境与能源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学

发酵工程

经济与贸易学院

区域经济学

金融学

产业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数量经济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物流工程、电子商务）

旅游管理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

法学院

法学理论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刑法学

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国际法学

知识产权

艺术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设计学院
设计学（信息与交互设计、工业设计授予工学学位）

设计学（公共艺术与设计、环境设计、设计与创新授予艺术学学位）

医学院
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材料、组织工程、纳米医学与医学影像）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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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校区
院系 专业

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学



每年6月15日

每年9月，秋季

参见最后页

入学要求

申请截止时间

学习开始时间

申请流程

专业名称、院系名称及专业所在院系等
信息以学校最新文件为准。

1. 大学本科毕业，并取得本科学历与学位证书，成绩优良。
提交预毕业证明申请者，入学后须补充提交本科学位证书、
成绩单原件及翻译件。

2. 中文授课专业汉语水平要求（语言水平证书须在最近两
年有效期内）：
• 理工科专业要求达到 HSK 四级 180 分
• 文科、经管、艺术设计、体育类专业要求达到 HSK 五级 
  180 分
• 新闻传播学（汉语国际教育与传播）要求达到 HSK 五级
   210 分

3. 英文授课专业英语水平要求（语言水平证书须在最近两
年有效期内）（母语为非英语国家申请者）：托福 IBT 80
及以上；雅思 6.0 及以上
免提交英语水平证书须满足以下条件：
• 母语为英语的英联邦国家申请者
• 最高学历为英语授课课程的申请者，须提交英语授课证明
4.HSK 成绩未达到入学要求的申请者，可先在国际教育学
院学习汉语课程，直到获得相应汉语水平等级证书方可进

6322

学
位

课
程

入专业学习。

5. 艺术类专业的申请者，须提交现场演奏作品的 CD 或
DVD。建筑类、设计类专业的申请者，须提交相应的设计
作品集（至少 2 张素描画、2 张色彩画）。

6. 两份推荐信。

7. 华南理工大学导师签发的《导师预同意接收函》。

8. 来华学习 / 研究计划（中文或者英文，不少于 500 字）。

9.《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原件，须用中文或英文填写。

10. 工商管理两年制 MBA 申请者须符合下列要求之一且通
过 MBA 中心相应的审核：
• 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或 3 年以上工作经验（截止至 9
月入学时，2018 年 9 月 1 日前获得本科毕业证书）
• 获硕士或博士学位并有 2 年或 2 年以上工作经验（截止
至 9 月入学时，2019 年 9 月 1 日前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

11. 学生报到注册两周后，学校不接受转专业申请。



三年制文科学术型硕士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较高的汉
语水平，掌握坚实的国际汉语教育及跨文化传播学理论基
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独立从事汉语言文化教育、跨文化
传播的硕士留学生。本专业毕业生适合从事汉语教育、文
化传播、文化交流、翻译、外交以及国际事务等工作。

专业依托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国际教育学院研究实力，
专业化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与传播学术型人才。

• 大学本科毕业，并取得学历与学位证书，成绩优良

• 获得HSK考试五级210分及以上（语言水平证书须在两年
有效期内）

学
位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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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简介

专业特色

入学条件

新闻传播学（汉语国际教育与传播）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学生应在导
师指导下于入学后两周内制定出培养计划，第三学期按照
《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中期筛选分流办法》参加
阶段考核。并于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课程修读及社会实践
环节。学生应在第三学期初在导师指导下提出学位沦为选
题和撰写计划，并在本专业内进行开题报告，经专家小组
评审认可后正式进入专题调研和撰写计划，并在本专业内
进行开题报告，经专家小组评审认可后正式进入专题调研
和论文撰写工作。本专业鼓励学生发表汉语教育与跨文化
传播研究类的学术论文。

1.本科学位证书和成绩单

2.HSK五级210分及以上（语言水平证书有效期两年）

3.两份推荐信

4.华南理工大学导师签发的《导师预同意接收函》

5.学习/研究计划（中文或英文，不少于500字）

6.《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原件，须用中文或英文填写。

• 申请截止时间：每年6月15日

• 开课时间：每年9月

• 学制：3年

在课程设置上，以汉语及传播学课程为主，并配以适
当的教育学课程有：跨文化沟通与适应专题研究、跨文化
传播研究方法、传媒运营与管理研究、品牌传播理论专题
探究、汉语概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概论、孔子学院
传播专题研究、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中国文学文化概况
等（课程以入学实际开课为准）。

课程设置

培养方式

申请材料

重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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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校区

博士学位课程 （学制4年）

院系 专业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及加工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化工过程机械）

建筑学院

建筑历史与理论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建筑技术科学

城乡规划学

风景园林学

土木与交通学院

力学

岩土工程

结构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桥梁与隧道工程

道路与铁道工程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船舶与海洋工程

电子与信息学院

电路与系统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中文 /英文授课）

电力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

电气工程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中文 /英文授课）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中文 /英文授课）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材料、组织工程、纳米医学与医学影像、生物医学电子与
医学信息）

学
位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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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专业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工程、化学工艺、生物化工、应用化工、工业催化、能源化
学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糖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中文 /英文授课）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浆造纸工程

生物质科学与工程

数学学院 数学

物理与光电学院
物理学

物理电子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会计学

企业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26

学
位

课
程



大学城校区
院系 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环境与能源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中文 / 双语授课）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学

发酵工程

经济与金融学院 应用经济学

旅游管理系 旅游管理

电子商务系 管理科学与工程

医学院
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材料、组织工程、纳米医学与医学影像、生物医学电子与
医学信息）

国际校区
院系 专业

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学
位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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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月15日

每年9月，秋季

参见最后页

入学要求

申请截止时间

学习开始时间

申请流程

专业名称、院系名称及专业所在院系等信息以学校最新文件为准。

1. 大学硕士毕业，并取得硕士学历与学位证书，成绩优良。
提交预毕业证明申请者，入学后须补充提交硕士学位证、
成绩单原件及翻译件。

2. 中文授课专业汉语水平要求（语言水平证书须在两年有
效期内）：
• 理工科专业要求达到 HSK 四级 180 分
• 文科、经管、艺术设计类专业要求达到 HSK 五级 180 分

3. 英文授课专业英语水平要求（语言水平证书须在两年有
效期内）（母语为非英语国家申请者）：托福 IBT80 及以
上；雅思 6.0 及以上

4. 双语授课专业语言水平须满足以下要求（语言水平证书
须在两年有效期内）：
• 汉语要求：达到 HSK 四级 180 分
• 英语要求：托福 IBT80 及以上；雅思 6.0 及以上（母语
为非英语国家申请者）

5. 免提交英语水平证书须满足以下条件：
• 母语为英语的英联邦国家申请者
• 最高学历为英语授课课程的申请者，须提交英语授课证
明

6.HSK 成绩未达到入学要求的申请者，可先在国际教育学
院学习汉语课程，直到获得相应汉语水平等级证书方可进
入专业学习。

7. 建筑类专业的申请者，须提交设计作品集，两幅素描作
品，主题分别为人物和静物。

8. 两份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

9. 华南理工大学导师签发的《导师预同意接收函》。

10. 学习 / 研究计划（中文或者英文，不少于 500 字）。

11. 已经发表的文献资料或硕士阶段毕业论文。

12. 学生报到注册两周后，学校不接受转专业申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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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历课程

29



华南理工大学的国际预科课程旨在为有志于攻读本校本科层次的理、工、农、经、管专业学习的国际学生，提供一学
年的强化基础知识课程。在预科项目中，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与语言能力的训练并重，全面提高学生的汉语或英语运用的
综合水平，同时也注重开阔学生的跨文化交际及学术视野，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实现预科学生在其
本国接受的中等教育与我国高等教育起点的基本对接，使其在语言能力以及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达到进入我国高等学校专
业阶段学习的基本标准。

• 中文授课: 综合汉语、听力、口语、
汉字、数学、物理、科技汉语。

• 英文授课: 数学、物理、英语、综合
汉语、计算机科学概论。

• 中文授课:
(1) 有效普通护照复印件；
(2) 高中学历证明及各学年成绩单；
(3) 春季插班的申请者，需提供汉语水平考试（HSK）四
级或以上；
(4)《外国人体格检查表》。

• 英文授课:
(1) 有效普通护照复印件； 
(2) 高中学历证明及各学年成绩单；
(3) 托福 IBT 50以上或雅思5.0，或英文授课证明（适用于
个别国家）；
(4)《外国人体格检查表》。

• 中文授课: 23,000 人民币/学年;
• 英文授课: 18,000 人民币/学年

核心课程申请材料

学习费用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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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科 (中文或英文授课，一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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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级别

文化活动

学制

报名截止日期

学费

初级、中级、高级

参观广州的历史文化景点等。

长期：1 学期或 1 学年（两个学期）；
短期：1-2 个月（根据已有汉语基础，经测试符合要求， 
              进入相应级别课程）。

秋季学期：每年 6 月 30 日
春季学期：每年 12 月 31 日

一学期：人民币 8,500 元
一学年：人民币 16,200 元

汉语课程分为
“普通汉语”，
“强化汉语”及
“暑期国际汉语夏令营”三种。

汉语课程

普通汉语



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

课程亮点

主干课程及教学课时

学制及学期安排

报名截止日期

学费

“强化汉语”面向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提高汉语水平的
留学生。其特点是课程密集、教学进度相对较快。

“强化汉语课程”听说读写并重，教授全面的汉语知
识和技能。通过一年的学习，学生能运用汉语进行日常的
交际，并能就某个话题进行对话或讨论，汉语水平提高速
度较普通汉语课程快，从而能顺利进入专业课程学习。

课程密集；教学进度较快；汉语水平提高较快。

每周 30 课时，主干课程有：
必修课：初级汉语、初级口语、初级听力、初级汉字、
初级阅读等；
选修课：科技汉语（初级）、初级 / 中级 IT 汉语；HSK
考试辅导；学唱中国歌；中国武术或书法等。

每年两个学期，秋季学期于 9 月初开学，春季学期于
2 月末开学，具体时间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强化汉语”课程长度为一年。

秋季学期：每年 6 月 30 日
春季学期：每年 12 月 31 日

一学期：人民币 10,000 元
一学年：人民币 18,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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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资格

(1) 强化汉语课程”适用于“零起点”的申请者。申请者
如有汉语基础，请申请“普通汉语课程”。

(2) 所有申请华南理工大学专业学位课程并需要进行汉语
补习的留学生要求申请“强化汉语课程”。



课程背景

课程时间

课程费用

结业

课程设置及活动安排

华南理工大学是中国国家汉办“汉语桥”奖学金海外
留学生培训学校之一，多年来承担中国国家汉办各类奖学
金海外留学生培训项目，并获得好评；华南理工大学也获
得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批准成立了“中华文化传承
基地”，从而成为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的“传授民族语言，
传播中华文化，体验民俗风情，展现建设成就”综合性服
务基地。华南理工大学组织夏令营短期汉语言培训课程已
逾十年，为留学生开设高质量、丰富多彩的汉语言及中国
文化课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年来，我们已为近千名
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提供各类汉语言短期课程培训。

课程时间
2021 年 7 月 12 日至 8 月 8 日（四周 )

报名截止日期 : 2021 年 6 月 30 日

欢迎团体报名，开班时间及教学内容可根据需要进行设计

学费：3,500 元

住宿费
双人房：27 元 / 天
四人房：12 元 / 天

• 上述所有费用一经支付一律不予退还。

学生完成预定的课程安排将授予结业证书。

• 汉语类课程：以汉语听、说、读为主（每周 12 节课）；

• 文化课及活动：当代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与
  地理、中国书法、太极拳、中国武术、包饺子等（每周
   4 节课）；

• 3-4 次广州当地企业参观；每周末一次的广州市内或周
   边地区参观游览。

• 8 个有关中国当代热门话题和专业领域的专题讲座（中
文 / 英文均可）

• 每周 8 节中国语言及文化课；

• 3-4 次广州当地企业参观；每周末一次的广州市内或周
   边地区参观游览。

讲座专题主要包括：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贸易、电子商务、
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系统、智慧城市、现代交通、新材料
应用等最新发展信息和成果介绍。

(1) 教学内容丰富实用、富有广东地域文化特点。
(2) 汉语学习与生活体验紧密结合。

课程（一）：中国语言文化系列（2 学分）

课程（二） 创新：粤港澳大湾区系列（2 学分）

课程亮点

课程亮点

• 讲座具体内容以实际授课为准。
• 可根据团组具体需要单独设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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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国际汉语夏令营

(1) 聘请知名学者和教授介绍该专业和领域最新发展成
       果，了解最新科技和经济发展动态。

(2) 全面和深入理解当代中国发展进程，感受粤港澳大湾       
        区经济和科技发展活力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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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培养优秀的国际化人才，打
造我国高等教育品牌，受中国教育部委托，华南理工大学面向全球招收中国政府奖学金全日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本年度
将提供70个名额。华南理工大学同时还是中国政府奖学金预科教育试点院校，承接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
育工作。

奖学金
中国政府奖学金

1.申请人为非中国国籍公民，身体健康；

2. 申请人的学历和年龄要求：
• a) 来华攻读硕士学位者，须具有学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
• b) 来华攻读博士学位者，须具有硕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

1.免交申请费、学费和住宿费；
 
2. 提供每月生活费：
• 硕士生：人民币 3,000 元
• 博士生：人民币 3,500 元
3.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综合医疗保险。

申请人资格 全额奖学金内容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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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1.申请日期：每年10月1日至3月31日
2.每年5月底招生办公室在国际教育学院网站上公布候选
人名单
3.每年7月中旬招生办公室在国际教育学院网站上公布最
终获奖学生名单
4.每年8月初招生办公室将邮寄录取通知书和签证申请表
（JW201）等入学材料
5.开学时间：每年9月

1.申请人在国家留学基金委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管
理信息系统http://www.csc.edu.cn/Laihua/填写并提交
《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表》，下载并打印《中国政府奖学
金申请表》（PDF格式）。
受理机构编码：10561	项目类别：B

2.申请人在华南理工大学网上报名系统http://www.scut.
edu.cn/apply填写并提交网上申请表，并在系统中上传
《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表》（PDF格式）。

3.申请人从http://www2.scut.edu.cn/sie_en/1176/list.
htm下载并打印“华南理工大学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申请
材料清单”，按照清单列表顺序认真准备申请材料，填写
平均绩点并签名后，连同此申请材料清单将所有申请材料
邮寄至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

申请流程

奖学金项目 申请对象 资助类型 资助标准 受理机构

中国政府奖学金

高校研究生项
目

所有外籍人士 学历项目（硕士和博士） 全额 / 部分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
育学院招生办公室

丝绸之路项目
“一带一路”国家

外籍人士
学历项目（硕士） 全额 / 部分

中非友谊奖学
金

非洲国籍人士 学历项目（硕士和博士） 全额 / 部分

卓越奖学金 -
发展中国家工

商管理项目

指定发展中国家外
籍人士

学历项目（硕士） 全额

65 个国家的中国使领
馆教育处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
育学院招生办公室

国别双边项目 所有外籍人士
学历项目和进修项目（本

科，硕士和博士）
全额

所在国留学生派遣部
门或者所在国中国使

领馆教育处

中美人文交流
专项奖学金

美籍人士
学历项目（本科，硕士和博

士）
全额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
育学院招生办公室

中欧，中美学
分生专项奖学

金项目

与我校签署交换协
议的欧洲或美国高
校非中国国籍学生

进修项目 全额 / 部分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

育学院招生办公室

邮寄地址：中国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华南
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 B1-212
邮编：510006
联系电话：86-20-39381048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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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申请材料

1. 华南理工大学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申请材料清单

2.《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表》

3.《华南理工大学留学生申请表》

4. 有效的护照首页

5. 在华学生须提供护照签证页

6. 已公证的最高学位证明或者预毕业证明（原件复印件 /
和翻译件）

7. 已公证的本科或者硕士阶段修读的全部课程成绩单（原
件复印件 / 和翻译件）

8. 来华学习 / 研究计划（中文或者英文，不少于 500 字）

9. 两份推荐信（博士申请者须提供两名教授或者副教授的
     推荐信）

10. 华南理工大学导师签发的《导师预同意接收函》

11. 博士申请者须提供已经发表的文献资料或者硕士阶段
       的毕业论文

12. 音乐类专业申请者须提供本人音乐作品的光盘；建筑
       或者设计类专业申请者须提供本人设计作品的作品集 
   （至少两张素描画、两张色彩画）

奖
学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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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外国人体格检查表记录》原件，须用英文填写

14. 有效的语言类水平证书（有效期两年）：

中文授课专业汉语水平要求（语言水平证书须在两年有效
期内）：

• 理工科专业要求达到 HSK 四级 180 分

• 文科、经管类、艺术设计类专业要求达到 HSK 五级 180
分

• 新闻传播专业硕士（汉语国际传播）要求达到 HSK 五级
210 分

英文授课专业英语水平要求（语言水平证书须在两年有效
期内）：

• 本科层次：托福 IBT 68 及以上；雅思 5.5 及以上（母语
为非英语国家申请者）

• 硕博层次：托福 IBT 80 及以上；雅思 6.0 及以上（母语
为非英语国家申请者）

• 最高学历阶段的英文授课证明（母语为英语的英联邦国
家申请者）

注：以上材料须提供中文或者英文文本，最高学位证书或
者预毕业证明和成绩单的翻译件须为公证件。

申请者若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国际教育学院网站查询：
http://www.scut.edu.cn/sie/

以国家留学基金委或者学校最新文件为准。



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为培养合格的汉语教师，促进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国文化传播，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设立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以鼓
励世界各国学生、学者和汉语教师来华学习汉语言文化及相关课程。受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委托，华南理工大学面向全
球招收四周、一学期、一学年研修生，以及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的奖学金生。

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资助内容包括：学费，住宿费，
生活费（四周研修生除外）和综合医疗保险费。生活费由
接收院校按月发给（本科生，一学年和一学期研修生生活
费标准为2500元人民币/月）。

(一)申请者登陆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在线申请报名系统
（网址：cis.chinese.cn）注册，填写《国际中文教师奖
学金申请表》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电子扫描件。

申请材料：

1.护照首页

2.HSK, HSKK成绩单（有效期两年）扫描件

3.推荐机构负责人的推荐信

4.《外国人体格检查表》，须用中文或英文填写

5.申请学历项目需提交已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预毕业证
明，在校学习成绩单

6.在职汉语教师须附上就职机构出具的在职证明和推荐信

7.未满18周岁的申请者，须提交在华监护人署名的委托书
公证件

(二)申请者还须提供接收院校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三)推荐机构审核并推荐合格学生至我校

(四)申请者登录华南理工大学国际学生在线服务系统（网
址：www.scut.edu.cn/apply）注册，填写个人信息，上
传所需申请材料（免报名费）

(五)我校审核材料并组织网络面试，择优预录取

(六)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集中评审，择优资助

本年度招生类别是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一学年研修生，
一学期研修生和四周研修生（满 10 人开班）。招生对象为
非中国国籍人士，身体健康，年龄一般在 16-35 周岁之间（统
一以 2021 年 9 月 1 日计）。在职汉语教师可放宽至 45 周岁，
本科奖学金申请者一般不超过 25 周岁。

资助内容及标准

申请流程

奖学金类别及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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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本科

2021 年 9 月入学，资助期限为 4 年。具有高中学历，
汉语考试成绩达到 HSK（四级）210 分，HSKK（中级）60 分。

一学年研修生

2021 年 9 月入学，资助期限为 11 个月。不录取在华
留学生。汉语考试成绩达到 HSK（三级）210 分，具有
HSKK 成绩。

一学期研修生

2021 年 9 月入学，2022 年 3 月入学，资助期限为 5
个月。不录取护照上有 X1,X2 签证者。汉语考试成绩达到
HSK（三级）180 分，具有 HSKK 成绩。

四周研修生（满 10人开班）

2021 年 7 月或 12 月入学，资助期限为 4 周。不录取
护照上有 X1,X2 签证者。具有 HSK 成绩，由中外语言交
流合作中心组团进行报名，并事先联系接受院校确定在华
学习计划，提前报总部审批。



广东省政府来粤国际学生奖学金

为吸引更多优秀国际学生来广东学习，大力推动广东
省高等教育国际学生工作健康快速发展，提升广东省高等
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广东省政府特设“广东省政府来粤国
际学生奖学金”，面向全球招收优秀国际学生。

• 申请人须为非中国籍公民，身体健康；
• 申请人的学历和年龄要求：
• 来华攻读硕士学位者，须具有学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
• 来华攻读博士学位者，须具有硕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

博士研究生 : 30000 元人民币
硕士研究生 : 20000 元人民币
本科生 : 10000 元人民币

申请人需在网上报名信息平台（http://www.scut.edu.
cn/apply）填写并提交申请，上传以下材料扫描件：

1. 护照首页，若是在华学生，需提供当前签证页

2. 最高学历证明或预毕业证明

3. 学习成绩单

4. 来华学习和研究计划（不少于 500 字）

5. 两份推荐信（博士申请者须提供 2 名副教授或教授推荐
信）

6. 申请学习音乐专业的学生须提交本人作品的光盘；申请
学习美术、建筑、设计专业的学生需提供艺术 / 设计作品
集

7.《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

注：以上材料需提供中文或英文文本，证书和成绩单须为
公证件。

申请人资格

奖学金等级和内容

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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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截止日期：每年 6 月 15 日

2. 招生办公室将在 4-6 月之间有两次集中评审，评审结果
会通知获奖学生

3. 招生办公室将在 8 月份将录取通知书和签证申请表
（JW202）等入学材料寄给申请人

4. 开学时间：每年 9 月 1 日（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5. 申请者若需了解其他信息，请登陆国际教育学院网站查
询：http://www.scut.edu.cn/sie/

重要时间



华南理工大学优秀国际学生
奖学金

为资助在我校攻读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优秀国际学生
完成学业，我校设立了“华南理工大学优秀国际学生奖学
金”项目。奖学金采用年度学费减免的方式，分多个等
级。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负责受理奖学金申请、评
选以及日常事务管理等工作。

1. 申请人须为非中国籍公民，身体健康。

2. 申请人的学历要求：

• 来华攻读本科学位者，须具有高中毕业证书

• 来华攻读硕士学位者，须具有学士学位

• 来华攻读博士学位者，须具有硕士学位

凡获得华南理工大学奖学金的国际学生均须参加每年
的奖学金年度评审。在校期间表现良好，并顺利通过年度
评审者，可继续获得下一年度的奖学金。否则，将被转为
自费学生，停止授予奖学金一年，但可申请参加下一年度
的评审，待评审合格后，可恢复授予奖学金。国际教育学
院保留奖学金政策的最终解释权。

申请人资格

年度评审

类别 等级 奖学金标准

本科

一等奖 每年学费全免（共四年）

二等奖 每年学费半免（共四年）

三等奖 前两年学费半免（共两年）

硕士

一等奖 每年学费全免（共三年）

二等奖 每年学费半免（共三年）

三等奖 前两年学费半免（共两年）

博士 全奖

每年学费全免（共四年）
• 提供生活费 : 1,400 元 / 月（不含汉语补习期间费用）

• 备注 : 申请博士奖学金的学生，若未能达到专业要求的 HSK 汉语水
平，可先行申请一年汉语奖学金，学费全免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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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申请人登陆我院网上报名信息平台（http://www.scut.
edu.cn/apply）建立学生账号，填写申请信息并上传以下
申请材料：

1. 护照首页，若是在华学生，需提供当前签证页

2. 最高学历证明或预毕业证明（原件复印件和翻译件）

3. 学习成绩单（原件复印件和翻译件）

4. 研究生层次申请者须提交两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

5. 研究生层次申请者须提交来华学习和研究计划（中文或
    者英文，不少于 500 字）

6. 研究生层次申请者须提交华南理工大学导师签发的《导
    师预同意接收函》

7. 博士申请者提交已经发表的文献资料或硕士阶段毕业论文

8. 申请学习音乐专业的学生须提交本人音乐作品的光盘；
     申请学习美术、建筑、设计专业的学生需提供艺术 / 设
     计作品集

9.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须用英文填写
注：以上材料需提供中文或英文文本，证书和成绩单须为
公证件。

10. 语言类水平证书：
中文授课专业汉语水平要求（语言水平证书须在有效期内）：
• 理工科专业要求达到 HSK 四级 180 分；
• 文科、经管类、艺术设计类专业要求达到 HSK 五级 180 分；
• 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汉语国际传播）要求达到 HSK 五
   级 210 分。

奖
学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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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授课专业英语水平要求（语言水平证书须在有效期内）：
• 本科层次：托福 IBT 68 及以上；雅思 5.5 及以上 （母语
   为非英语国家学生）
• 硕博层次：托福 IBT 80 及以上；雅思 6.0 及以上 （母语
   为非英语国家学生）
• 最高学历阶段的英文授课证明 （英语国家学生）

重要时间

1. 申请截止日期：每年6月15日

2. 招生办公室将在4-6月之间有两次集中评审，评审结果
会通知获奖学生

3. 招生办公室将在8月份将录取通知书和签证申请表
（JW202）等入学材料寄给申请人

4. 开学时间：每年9月1日（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5. 申请者若需了解其他信息，请登陆国际教育学院网站查
询：http://www.scut.edu.cn/sie/



奖
学

金

42



备注：普通进修生(本科/硕士）参考相应的本科生/硕士生各类项目收费标准；高级进修生（博士）参考博士生各类项目收
费标准。”

学 费 金 额

汉语
（初级、中级、高级）

一个月（满 10 人开班） 2,560 元

两个月（满 10 人开班） 4,400 元

一学期（普通班） 8,500 元

一学年（普通班） 16,200 元
一学期（强化班） 10,000 元

一学年（强化班） 18,200 元

国际预科
一学年 ( 中文授课 ) 23,000 元
一学年 ( 英文授课 ) 18,000 元

本科
（每学年）

文科 18,200 元
经管类 20,000 元

理工科、外语、体育专业 23,000 元
艺术设计类 25,000 元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 18,200 元
英文授课、双语授课本科专业 26,000 元

硕士
（每学年）

文科 23,000 元
经管类 25,000 元

理工科、外语、体育专业 28,000 元
艺术设计类 28,000 元

MBA（英文授课） 44,500 元
MPA（英文授课） 33,500 元
英文授课硕士专业 32,000 元

博士
（每学年）

文科 34,000 元
经管类 34,000 元
理工科 40,000 元

学
习

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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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费用
申请费 : 450 元



住宿费
项目 费用明细

五山校区
（均为空调房）

住宿费
（从秋季学期至次年春季学期结束，共 10 个月）

单人房：15,000 元
双人房：9,800 元
三人房：8,000 元

寒 / 暑期住宿费
单人房：50 元 / 天
双人房：33 元 / 天
三人房：27 元 / 天

大学城校区
（均为空调房）

住宿费
（从秋季学期至次年春季学期结束，共 10 个月）

空调双人房：8,000 元
空调四人房：3,500 元

寒 / 暑期住宿费 空调双人房：27 元 / 天
空调四人房：12 元 / 天

宿舍配有：床、书桌、椅子、衣柜、书柜、网络端口。
公共设施包括：自习室、阅览室、活动室、乒乓球室、厨房、洗衣房。

注：
(1) 宿舍采取“先到先得”原则分配宿舍。
(2) 所有费用需以人民币，建议使用线上支付。
(3) 国际学生可以在校外住宿，但必须按规定在入住校外宿舍的24小时内到居住地派出所办理登记手续。
(4) 外国国际学生须持有效学习签证来学校报到申请，否则，自行承担后果。
(5) 学校为自费留学生至多提供两年的宿舍。
(6) 中途退学者，学费一律不予退还。
• 住宿一个月以下，收费按天计算，标准如下（只适用于五山校区）

约人民币15,000-20,000元/年，用于
每天生活开支，包括饮食、交通、通
讯等等

800元/年

30元(学历生全免)482元（学习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学生
免体检费）

生活费 保险费

校园一卡通费用体检费

800元（12个月以上，含12个月）
400元（12个月以下）

办理居留许可证费用

房间类别 金额（每人每天）

空调房间
单人房 90 元

双人房 50 元

6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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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重点理工科高校大型图书馆之一，教育部直属的全

  国13个“外国教材中心”两个校区三座馆舍总面积共有

  67,169平方米；

• 馆藏书342万册；数字资源量39 TB；

• 国内外重要网络、光盘数据库 179余种；电子阅览室五

  山校区有97个电脑机位，大学城校区有176个电脑机位

  供读者使用；

• 通过Dialog国际联机检索系统，可提供600多个大型专业

  数据库的使用；

• 广州石牌六大高校图书馆馆际互借；

• 读者服务部：提供信息技术咨询、电子技术服务、摄

  影、打字、复印服务；在图书馆内可以享用无线网络

  (WIFI)。

学校向学生提供一系列的IT设施和服务，主要包括：
• 学生可以享用两个校区共800多台的电脑、互联网以及
   学校E-mail服务
• 学生可以通过学校统一认证账号在互联网站进行学习
• 学校的主要教室均使用数字化多媒体教学
• 计算机教学实验室为学生提供计算机相关课程的培训与
   实验
• 留学生专用现代化语音室帮助汉语生提高汉语水平

五山校区:

校园西区有三个学生饭堂餐厅，分别是西湖厅饭堂、
北方风味饭堂、学六饭堂，校园周围有多家餐馆和 快餐
店。留学生公寓内设有公用厨房，供留学生免费使用。留
学生宿舍附近还有校园超市，商品齐全，服务周到，可以
买到称心如意的生活和学习用品。

大学城校区:

现有两个学生食堂（其中学生第一食堂设有清真餐
厅）和一个校园超市，邻近的东门广场有超市和多家特色
餐馆。

广州国际校区:

现有一个学生饭堂，环境舒适现代化，满足多样化口
味需求，附近有一家全家超市，可提供咖啡和各类熟食。

图书馆

IT 设施

学生饭堂

体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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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校区
• 1个高尔夫俱乐部
• 21个篮球场
• 8个网球场
• 16个国际标准羽毛球场
• 2个游泳池
• 4个排球场
• 2个健身房
• 1个地面田径场
• 50乒乓球桌
• 1个溜冰场

大学城校区
• 21个篮球场
• 4个网球场
• 14个国际标准羽毛球场
• 2个游泳池
• 5个排球场
• 2个健身房
• 1个跆道训练场
• 2个地面田径场

学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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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材料清单 语言生 预科生 本科生 普通进修生

（本科/硕士） 硕士生 博士生 高级进修生
（博士）

护照复印件 √ √ √ √ √ √ √

HSK 汉语水平测试证书
( 只针对中文授课专业 )

√ √ √ √ √ √

英语水平测试成绩单
（托福 / 雅思，只针对英文授课专业）

√ √ √ √ √ √

高中二年级结业证书及成绩单（O’Level） √

高中毕业证书及成绩单或 A’Level √ √

本科毕业（学位）证及成绩单 √ √

硕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证及成绩单 √ √

在校成绩单 √ √

两份推荐信（教授或副教授出具） √ √ √

一份个人陈述 / 学习计划 / 研究计划 √ √ √

《导师预同意接收函》 √ √ √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 √ √ √ √ √ √ √

两幅绘画或设计作品
（只针对建筑、设计类专业）

√ √ √ √ √

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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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普通进修生（本科 / 硕士），若报读本科专业，只需提供高中毕业证； 若报读硕士专业，只需提供本科毕业证。



登录网址 ： www.scut.edu.cn/apply 建立学生账户

填写个人信息，上传所需申请材料（申请材料要求参见以上列表），并
在线缴纳申请费

如果您通过审核，将会收到一封电子版录取通知书

为您申请《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2》以及出具正式录
取通知书

 您需持录取通知书及 JW202 表到当地大使馆申请学生签证（X VISA）

欢迎来到华南理工大学报到注册

审核时间约 7-14 天

审核时间约 45 天

邮寄时间约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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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材料：请在申请前准备好以下材料的电子扫描件，以便在网络申请过程中

上传（每个上传文件应不超过 1MB）

• 各类证明，学位证和成绩单必须从有效机关签发及公证；所有文件必须经过正

规翻译公司翻译成中文或者英文

• 学生报到注册 2 周后，学校不接受新生转专业申请

• 如果你在中国其他大学有学习经历，并持有签证，请上传签证页扫描件，并准

备好转学证明（需提供你的在校出勤率达到 80%）和成绩单

• 部分国家学生需要提交经驻外中国大使馆公证的《无犯罪证明》及个人简历，

具体要求学校会通过邮件进行通知

• 对于未满 18 岁的申请者，申请学历项目或者长期进修项目时，需要有中国国籍

的监护人，并提交由驻外中国大使馆公证的《监护人委托书》，具体要求学校会

通过邮件进行通知	

• 部分国家学生需要提交经济证明，具体要求学校会通过邮件进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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