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国际学生申请上海大学学历项目常见问题

1、如要申请学历项目，需要什么资格？
非中国籍公民，身体健康
来华学习本科专业者，须具有高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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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周岁以下是否可以申请？
可以，但必须有在华担保人。请下载《监护人保证书 Guarantee Statement》。

3、申请条件有哪些？
申请者需达到各专业学院入学标准，具体标准参见招生简章。部分专业特殊要求如下：
●申请理工类专业，高中数学及物理成绩须合格；申请经济管理类专业，高中数学成绩
须合格；
● 美术和音乐专业需提供个人作品；
● 申请经济学院硕士、博士研究生不需要提供导师接收函，符合条件的录取者将由专
业学院分配导师；
● 申请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项目，需具有管理科学或理工科背景且在申请时已在 SCI
或 SSCI 期刊发表过至少一篇学术论文。
4、如申请中文授课专业，在语言能力水平上是否有要求？
申请人需提供 HSK 成绩：
学科专业性质
新 HSK 成绩要求
汉语言及汉语国际教育本科、艺术类专业
新HSK4级 180分以上
理工类专业
新HSK4级 195分以上
经管类专业
新 HSK4 级 210 分以上

新 HSK5 级 180 分以上

人文社科类专业

注：2021 年申请中文授课专业统一要求 HSK5 级 180 分或以上。未达到要求者，须参
加我校预科项目学习。
5、如申请英文授课专业，是否有语言能力水平要求？
TOEFL 最低分 80；雅思（A）最低分 6.0。

6、如果了解专业信息？
可访我们的网站 www.apply.shu.edu.cn 获取专业信息。
7、学校是否有全英文授课专业？
类别
专业名称
本科

硕士

博士

国际经济与贸易
工商管理
金融学
国际贸易学
国际商务
企业管理
社会学
人口学
国际关系与外交学
文物与博物馆
国际组织与治理
全球学（中国研究）
法律（中国商法）
金融
会计
工商管理（全球本土 MBA）
食品科学
生物学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设计学（数字媒体设计方向）
与导师授课语言相关

学制
4
4
4
2.5
2
2.5
3
3
3
2
3
3
2
2
2
2
3
3
2.5
2.5
2.5
3
3 -4

学费
学院
（人民币/学年）
30000
悉尼工商学院
30000
悉尼工商学院
30000
悉尼工商学院
36250
经济学院
36250
经济学院
36250
管理学院
32500
社会学院
32500
社会学院
32500
文学院
32500
文学院
32500
文学院
32500
文学院
50000
法学院
45000
悉尼工商学院
59000
悉尼工商学院
44500
MBA 中心
36250
生命科学学院
36250
生命科学学院
36250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36250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36250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48750
上海美术学院
具体参见 www.apply.shu.edu.cn

8、此次申请时间什么时候开始？
申请开放时间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开始。
9、什么时候截止？
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0 号

10、如何提交申请？

11、请问你们接受纸质版的材料吗？
不接受，只接受网上申请。
12、网上申请需要提交那些文件
以下材料应准备完整、清晰的电子文件（PDF 或 JPG 格式）。
 护照复印件
 护照尺寸证件照
 按照要求上传包含自我介绍及来华学习计划的小视频（AVI, MOV,MP4 三种格式，
大小在 50M 以内），根据申请专业的授课语言选择语种为中文或英文
 最高学历证明
 在校学习成绩单
 语言水平证书复印件或成绩网页截屏（注册时须提供证书原件备查）；

 两封教授或副教授或相关领域专家的推荐信（需有推荐人签字和联系方式）
 在线选择导师或上传导师接收函（注：申请经济学院、MBA 中心、悉尼工商学院
硕士研究生及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项目无须选择导师，符合条件的录取者将由专业学院
分配导师）
 来华学习和研究计划。根据申请专业的授课语言，选择用中文或英文书写（不
少于 800 字）；
 经济担保证明
 不满 18 周岁需提供监护人保证书
注意： 1)非中文或英文的文件，需附经公证的或发证单位提供的汉语/英语翻译件；
2)应届毕业生可提供预毕业证明
3)以上材料申请时仅需要上传扫描件，开学报到时需提供原件备查。

13、在线测试有哪些规则？
本考试共分为四部分：汉语水平测试、中国国情、跨文化交际和心理测试；题型
为单选题；总分 100 分，共 110 题左右（汉语题数因水平而异）。每道题都有答题时间
限制，请在有效答题时间内做出选择,一旦提交后，无法修改；一个邮箱账号经注册后
只能测试一次，可以申请多个学历项目。

14、我该如何选择导师？
第一步：登录上海大学在线申请系统（www.apply.shu.edu.cn），选择你要申请的专业;
第二步：在专业信息下的导师列表中查看简介及研究方向;
第三步：填写申请信息以后，在线选择导师;
第四步：系统会自动发送申请信息给导师的邮箱，等待并查看审核结果。

15、关于如何联系导师的建议。
① 联系与你的研究方向和兴趣一致的导师联系，注意不要群发邮件；
② 清楚的表明你的研究方向；
③ 提供如学术论文或技术报告等材料证明你的能力；
④ 态度礼貌。

16、如何知道申请状态？
系统会将申请状态自动发送邮件给你。请确保你的邮箱能正常使用。如果你在申请一周
后未收到系统发送的邮件，请邮件或电话与我们联系。

17、申请时，是否需要交报名费？
需要，取得上海大学《预录取通知书》后，请在线支付报名费人民币 500 元。
如你没有交报名费，你的申请可能不被我们接受。无论申请人是否被录取，报名费恕不
退还。
18、如何知道学费信息？
在专业列表中可查到学费信息。
19、贵校提供奖学金吗？
有多种奖学金可供选择：
如你申请本科项目，你只能申请上海市政府奖学金（B 奖）。
如你申请研究生项目，你可能被授予中国政府奖学金（全奖），或上海市政府奖学金（A
奖），或上海大学新生奖学金（全奖）。
更多奖学金信息请查看《上海大学国际学生奖学金申请指南》。
20、报名费有哪几种付费方式？
第一种：在线付费
第二种：转账
第三种：到校支付
21、预付学费的政策是？
1、所有学历项目申请人都须预收学费人民币 5000 元，包含自费学历生和自主招生奖学
金候选人。

2、支付方式仅限银行转账。
3、以下情况不用预付学费：

1）中国政府奖学金常规项目 A 类 (Type A 一般指除中国高校外其他受理机构负责招生
的奖学金项目，如中国驻某国大使馆）；

2）通过我校合作机构提交申请的学历生。

4、新生正式报到后，自费学历生须支付第一年余下的学费；免学费的奖学金生根据退
费政策将预收学费退还至学生本人在华银行卡。

5、申请悉尼商学院学历项目者，请将预付学费转账至悉尼工商学院账户。
6、已预付学费成功的申请人，以下情况可申请退费：

A. 自支付成功（以我校实际到账日）30 天内，书面确认放弃申请者，按我校实际到账
金额以人民币形式退还至中国国内银行账户。由申请人承担汇率差和手续费，以当天汇
率结算；
B. 取消专业

C. 如果大学在学生确认录取书之后取消该专业，按我校实际到账金额以人民币形式退还
至中国国内银行账户。由申请人承担汇率差和手续费，以当天汇率结算；

D. 已报到并预付学费的奖学金生，开学后可退还预付费，按我校实际到账金额以人民
币形式退还。学生承担汇率差和手续费，以当天汇率结算；

E. 因非个人原因签证申请失败者，需提交使领馆正式的签证申请失败证明，在报到截

止日（2020 年 9 月 11 日）前向学校书面递交退费申请书，可按我校实际到账金额退还
预付费；由申请人承担汇率差和手续费，以当天汇率结算；
7、已预付学费成功的申请人，以下情况不予退还预付学费:

A. 自支付成功（以我校实际到账日）30 天以后，确认放弃者，不予退还；
B. 已录取但未报到的学生，预付学费不予退还；
C. 因个人原因导致签证申请失败者，不予退还；
D. 入学后提出转学或退学者，不予退还。
22、如要转账，请问账户信息是？
① 外币汇款

② 人民币汇款

收款人名称：上海大学

帐户名：上海大学

收款人帐号：98211454800000228

帐号：033584-00801000968

收款人开户银行名称：上海浦发银行静 开户行：农行闸北支行共和所
安支行
(SWIFT NO.SPDBCNSHXXX)
注：请勿在中国境外转人民币至以上两个银行账户

③ 悉尼工商学院汇款信息
收款人名称：SHU-UTS SILC BUSINESS SCHOOL
收款人账号：31634000002047078
收款人开户银行名称：上海银行
（SWIFT CODE: BOSHCNSH）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城中路 20 号
备注：如申请悉尼工商学院专业，请将学费和预付学费转账至账户③。

23、我可以申请哪种入境签证入华？
来华学习半年以上的学生，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领馆申请来华入境 X1 签证；
来华学习半年以下的学生，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领馆申请来华入境 X2 签证。
24、我需要从学校拿到哪些材料去申请入境学习签证？
申请 X1 签证，需要学校提供的录取通知书原件和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1
或 JW202）；
申请 X2 签证，可凭录取通知书原件或复印件，如有需要，可提供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
证申请表（JW201 或 JW202）。
25、如果时间不足以申请到 X 签证，我是否可以申请旅游签证，来华后转成学生签证？
不可以，必须要申请学生签证来华。
26、我是否可以用 X 签证从事临时工作。
不可以，国际学生持 X 签证法律上禁止在华从事工作。
27、我是否可以为父母申请陪伴签证？
不可以。

28、在上海大学期间住宿如何安排？
你可以选择校内住宿，但校内住宿资源有限，我们鼓励学生们去校外住宿。

29、如果是校内住宿，是和中国学生住一起还是和外国学生住一起？
你会和外国学生住一起。
30、如果是校内住宿，需要预定宿舍吗？
需要。我们会在规定的时候内发送预定宿舍的通知。
31、我可以选择哪些房间？
多种房型供选择，有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和四人间。
更多信息请查看 http://www.issc.shu.edu.cn/
32、入住时，是否要交押金？
不需要。
33、校内宿舍里是否有网络？
有。可选择无线网络和有线网络。
34、如果我是在非工作时间抵达，是否也可以入住？
可以。 宿舍前台 24 小时都有工作人员。如你已经预定，可以出示录取通知书完成入住
相关手续。
35、国际教育学院是否协助校外住宿？
我们可以推荐正规的房产中介，也会有老生志愿者协助校外住宿。

36、我需要在出发之前购买国际保险吗？
是的，我们强烈建议购买国际保险。
37、我需要在到达之后再购买中国的保险吗？
如果你的学习时间不超过 180 天，已经购买国际保险，可以不需要购买中国的保险。
如果你的学习时间是超过 180 天，即使已经购买了国际保险，也必须要购买中国的保险。
38、购买保险需要多少钱？

半年的保险费用 400 元，一年的费用是 800 元。
39、我去哪里购买保险？
我们的国际学生服务中心会提供办理保险服务。

40、注册报到的流程
第一步：可以登录 www.apply.shu.edu.cn 在线完成预报到
第二步：招生办公室审核入学材料
第三步：财务处缴费
第四步：如果需要，购买保险
第五步：提交所有的材料给留学生事务办公室
41、报到时候需要随身带那些材料文件？
《录取通知书》、护照、签证申请表以及申请材料原件。
42、如果到达学校是深夜或者休息日，我该怎么办？
先登记住宿，然后等到工作日再办理注册。

43、国际教育学院为外国学生们提供各项服务。如你需要帮助，请与我们联系。
如果我申请过程需要帮助？
请联系国际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协助老师
联系方式： +86-21-66136615（宝山校区）
邮箱：apply1@oa.shu.edu.cn，apply9@oa.shu.edu.cn
44、到校后，我需要签证申请方面的帮助？
请咨询宝山校区的 V 楼国际学生服务中心。
45、招生办公室的工作时间是？
周一至周五，上午：8:00 ——11:30，下午：13:00 ——16:40 （节假日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