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秋季同济大学国际学生本科招生简章 

一、招生专业： 

请点击查看：2021 年同济大学国际学生本科生招生专业目录 

二、招生对象  

年满 18 周岁且不超过 25 周岁者（截止申请当年 12 月 31 日，含 12 月 31 日），高中毕业

以上学历，身体健康的非中国籍公民； 

申请当年 8 月 31 日前未满 18 周岁者,请点击查看具体要求。 

我校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外函〔2020〕12 号》。“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法》第五条，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

不具有中国国籍。自 2021 年起，其申请作为国际学生进入我高等学校本专科阶段学习，除

符合学校的其他报名资格外，还应持有有效的外国护照或国籍证明文件 4 年（含）以上，

且最近 4 年（截至入学年度的 4 月 30 日前）之内有在外国实际居住 2 年以上的记录（一年

中实际在外国居住满 9 个月可按一年计算，以入境和出境签章为准）。二、祖国大陆（内

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在移民并获得外国国籍后申请作为国际学生进入我高等学校本

专科阶段学习的，应满足本通知第一项要求。” 

 

三、申请时间  

自费生申请期限：2020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1 年 5 月 14 日 

奖学金生申请期限：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 

https://study.tongji.edu.cn/finalmajors.xlsx
https://study.tongji.edu.cn/style/under18yearsold.pdf


 

四、申请材料  

1、本人普通护照个人信息页。 

2、高中毕业证书。 

中英文以外文本的证书需提供中文或英文翻译件的公证件原件， 文件公证件需由中国驻外

国使领馆或外国驻华使领馆提供； 

应届高中毕业生由本人所在学校出具预计毕业证明原件，如录取，需在报到时携带高中毕业

证书原件验证。 

3、高中阶段全部课程成绩单原件或公证件。 

中英文以外文本的成绩单需提供中文或英文翻译件的公证件原件， 文件公证件需由中国驻

外国使领馆或外国驻华使领馆提供。 

4、语言能力证明。 

申请理工类需提供新版 HSK 4 级（总分≥180 分）或以上证书； 

申请建筑、医学、经管类需提供新版 HSK4 级（总分≥200 分）或以上证书； 

申请文科、艺术类专业需提供新版 HSK5 级（总分≥180 分）或以上证书； 

（如果高中阶段学习为中文授课，需提交中文授课证明，免提供 HSK 证书。） 

※ 汉语言（经贸方向/国际教育方向）本科入学要求： 

一年级：新版 HSK 3 级（总分≥180 分）或以上； 



二年级（插班）：新版 HSK4 级（总分≥210 分）以上且具有一年汉语学习经历（仅限

高校汉语进修项目或汉语授课本科专业学习经历）； 

三年级（插班）：新版 HSK5 级（总分≥210 分）以上且具有两年汉语学习经历（仅限

高校汉语进修项目或汉语授课本科专业学习经历）。 

5、特定专业需提交 3 幅绘画作品。 

申请建筑学、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城市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

计、产品设计等本科专业须提供 3 幅绘画作品：素描 2 幅、水彩 1 幅。 

6、外国人体格检查表（六个月以内）或目前使用的有效在华签证； 

7、报名费缴费证明。 

通过线下银行或网银汇款，需提交汇款凭证照片或网络汇款截图； 

通过在线申请系统汇款不需提交，提交申请后直接在系统内支付即可。 

8、其他辅助申请材料。 

如获奖证书，参加本国高考成绩单，其他大学录取通知书等。 

除上述申请材料外，必要时我办可要求申请者提供补充材料。 

在线申请时需上传全部申请材料，无对应项目的材料请上传至补充材料一栏。 

开学来校报到时，请携带相关证书及证明材料原件以备查验（具体要求将列入《报到须知》

随录取通知书一并寄出，届时请关注。）一旦发现材料造假将取消入学资格。 

 

五、申请方式  



第一步：在线申请。 

登录同济大学网上报名系统 http://study-info.tongji.edu.cn，完成网上报名。 

第二步: 支付报名费。 

报名费：600 元 （报名费一经缴纳，不予退还）  

支付方式： 

1、在线支付，在线申请系统内支付报名费； 

2、线下银行或者网银汇款，需支付好报名费后在线申请时在申请系统内上传汇款凭证。 

账户信息： 

【国内】（面向中国境内账户）： 

For Accounts in China:  

 户名(Beneficiary)：同济大学 

 账 号 (Beneficiary Bank Account 

No.)：033267-00812000848 

 开户银行(Beneficiary Bank)：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翔殷支

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翔

殷 支 行 行 号 (Bank Number ） ：

【国外】（面向中国境外账户）： 

 For accounts overseas: 

 Beneficiary: TongJi University 

 户名：同济大学 

 Beneficiary Bank: Bank of China, Shanghai 

Branch yangpu sub-branch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赤峰路支行 

 Address: NO.83 chifeng road, shanghai, 200092, 

P.R.China 

 地址：中国上海市杨浦区赤峰路 83 号（邮编：200092） 

http://study-info.tongji.edu.cn/


103290035039 

 地址(Address)：上海市杨浦区翔殷

路 1128 号 

 

 Beneficiary Bank Account No.: 433859245525 

 账号：433859245525 

 Swift number: BKCHCNBJ300 

 转账号：BKCHCNBJ300 

 

六、费用标准(人民币)  

学生类别 专业 授课语言 学费/年 

本科生 

文科 

中文 

20000RMB 

  

理、工科 24600RMB 

建筑/医学/电影/

舞蹈/动画/广播电

视编导   

28700RMB 

医学(英文授课) 

英文 

45000RMB 

建筑与城规学院国

际班 

33800RMB 

 

学费及意外伤害及住院医疗保险费保险费<(800RMB/年)在报到注册时缴纳。 

 



七、录取流程 

同济大学招生录取采取资料审核制，笔试或面试环节由各专业学院自行组织。学校将根据学

生情况综合评定，择优录取。 

 

八、录取报到  

1、请随时关注网申系统中本人的申请状态，如被录取，申请状态会变为录取状态。录取两

周后陆续寄发录取通知书及其他录取材料。 

2、被录取者应持普通护照、《同济大学录取通知书》、《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

（JW202 表）前往中国驻外使（领）馆办理入境学习签证，并持上述材料，按通知书上规

定的时间到同济大学办理入学报到手续并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有关规定办理居留证

件。 

3、本科生留学生入学后的第一年均为试读，如第一学年不及格课程学分达到 25 学分或未

达到学院公布的要求的，将予以退学处理，无法进入二年级继续学习。 

4、申请时提交预计毕业证明的学生需要在报到时提交正式毕业证书。 

 

九、奖学金 

（一）中国政府奖学金（国别双边项目） 

中国教育部根据与有关国家政府、机构、学校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签订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协议

或达成的谅解而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或部分奖学金。各个国家申请时间不同（一般为 11 月至



3 月之间），请直接向本国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及有关部门咨询。录取文件由奖学金受理机

构（本国有关部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发给本人。 

登录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http://www.csc.edu.cn)了解具体信息。 

（二）上海市政府奖学金 

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设立，用于资助优秀外国留学生到上海高校接受高等学历教育。 

申请详情请查看网页： 

上海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https://study.tongji.edu.cn/info/1043/1115.htm 

奖学金申请结果：可通过同济大学外国留学生入学在线申请系统查询

（http://study-info.tongji.edu.cn）或访问同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网站“公告通知”栏目

查询（http://study.tongji.edu.cn/）。 

 

十、联系方式  

同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地址：中国上海杨浦区四平路 1239 号同济大学综合楼 705 室 邮编：200092 

联系电话：0086-21-65983611  

电子邮箱: isotju@tongji.edu.cn 

网址：http://study.tongji.edu.cn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或搜索微信号“isotju”关注同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微信公众号。  

https://study.tongji.edu.cn/info/1043/1115.htm
http://study-info.tongji.edu.cn/
http://study.tongji.edu.cn/
http://study.tongji.edu.cn/


 

以上内容如有变动，请以同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最终解释为准，请及时关注

同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网站更新。 

 

https://study.tongji.edu.cn/__local/2/99/3C/3F787C88A6CD11E92EC6A9D985E_46BB2371_382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