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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哈尔滨工程大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自主招生项目简介 

 

  中国政府奖学金自主招生项目是中国政府为资助世界各国学生、学者到中国高

等学校进行学习和研究，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而设立

的奖学金。 

 

   一、奖学金资助期限 

学生类别 专业学习期限 
汉语补习期限 

（中文授课） 

硕士研究生 3学年 1学年 

博士研究生 4学年 1学年 

 

   二、申请时间  

   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向哈尔滨工程大学提出申请，申请时间 2016年 12月

15日-2017年 1月 20 日。 

 

   三、申请人资格 

   1、申请人须为非中国籍公民，身体健康；  

   2、申请人的学历和年龄要求：  

       (1)华攻读硕士学位者，须具有学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35周岁；  

       (2)来华攻读博士学位者，须具有硕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40周岁；  

   3、学习成绩优良(百分制 75分以上)；  

   4、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5、未获得其它任何奖学金资助。  

 

   四、奖学金内容和全额奖学金标准 

   1、免交注册费、学费、住宿费；  

   2、提供来华留学生综合医疗保险 800元/人/年；  

   3、提供奖学金生活费，生活费由学校按月发给学生本人，标准为（人民币/

月） ：硕士研究生：3000元； 博士研究生：3500 元  

   注：国际往返机票和交通费学生自理。 

    

补充说明：  

1.奖学金生要求进行超出学校教学计划的实验或实习，所超出费用由本人自

理。  

2.奖学金生活费自奖学金生入学之日起逐月定期发放。新生九月十五日（含

十五日）之前注册的，发给全月奖学金生活费；十五日以后注册的，发给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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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生活费。毕业生的奖学金生活费发至学校确定毕业之日以后的半个月。对

休学、退学或结业回国者，奖学金生活费自下个月起停发。学校规定的假期内奖

学金生活费照发；奖学金生假期内因离校休假而未能按时领取奖学金生活费，返

校后可以补发。奖学金生未请假而不按时到校注册、非健康原因离校或者旷课，

时间超过一个月者，停发当月的奖学金生活费。  

3.奖学金生因患严重疾病需休学者，应回国休养，回国旅费自理；经学校批

准休学者，享受奖学金资格。最长可保留一年，但休学期间停发奖学金生活费。

奖学金生因其他原因休学者，其享受奖学金的资格不予保留。  

4.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综合保险：是指由中国教育部为在华奖学金生

所投付的综合医疗保险。主要用于学生因大病住院或发生人身意外伤害所支付的

费用。由奖学金生所在学校持相关费用收据并按照事先规定的保险条款向保险公

司理赔。保险公司不受理个人理赔事宜。  

5.中国政府奖学金主要资助奖学金生本人，如需携带陪读家属，涉及费用请

自理。 

 

五、申请材料 

申请人必须如实填写和提交以下申请材料（均为一式三份，即一份原件，两

份复印件） 

1.申请人须在留学基金委网的“来华留学网上报名系统”中填写和提交申请

基本信息，在提交信息后，请打印系统自动生成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表。 

 (1)留学基金委来华留学网上报名系统的网址为

http://laihua.csc.edu.cn 

（2）哈尔滨工程大学受理机构代码：10217 

 (3) 网上申请时间: 2016年 12月 15日起 

注：CSC填表说明，见附件一。 

2.经过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如申请人为在校学生或已就业，需另外提交本

人就读学校出具的预毕业证明或就业单位出具的在职证明。中英文以外文本需附

经公证的中文或英文的译文。 

3.申请硕士、博士的学生须提供学习成绩单。中英文以外文本需附经公证的

中文或英文的译文。 

4.来华学习和研究计划（不少于 800字），用中文或英文书写，并由本人签

名。（学习计划模板见附件二） 

5.申请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者，须提交两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用中文

或英文书写，需推荐人签字。 

6.护照照片页复印件（必须项）。 

7.《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复印件，原件自行保留)：此表格由中国卫生检

疫部门统一印制，仅限于来华学习时间超过 6个月者，须用英文填写。申请人应

严格按照《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中要求的项目进行检查。缺项、未贴有本人照

片或照片上未盖骑缝章、无医师和医院签字盖章的《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无效。

鉴于检查结果有效期为 6个月，请申请人据此确定本人进行体检的时间。（体检

表格式见附件三） 

注：上述申请材料（纸质材料 ，一份原件，两份复印件）须于 2017 年 1

月 20日前寄送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留学生办公室。 

http://laihua.cs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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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材料邮寄地址: 

地址：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 145-1号   

哈尔滨工程大学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留学生办公室（主楼 716室） 

联系人: 尹华 

邮政编码：150001 

电话：+86-(0)451-82568218，82568266 

无论录取与否，申请人材料均不退还。如因特殊原因，部分资料无法送达请

及时说明。 

 

六、专业的选择  

    申请者请登陆留学生招生网站 http://studyheu.hrbeu.edu.cn查询详情。  

 

七、授课语言  

硕士及博士项目的授课语言为汉语或英语。 

材料类、土木类、机械类、电类专业可英文授课。 

管理类、人文类专业只可中文授课。 

无汉语基础或汉语水平未达到入学语言要求的奖学金生在进入专业学习前，

一般要进行 1年的汉语补习。如在进入专业学习前未取得 HSK5级证书时，学校

可视情况有权取消奖学金资格；申请英文授课的奖学金生要求托福 80分及以上

或雅思 5.5分及以上。  

    注：参加汉语补习一年的同学，专业课授课语言为汉语，且不得更改授课语

言。  

 

八、录取及通知  

1.哈尔滨工程大学对奖学金申请人的申请材料经由评审后决定是否录取，并

有权对申请人所选择的学院、专业和年限进行适当的调整。申请人条件或申请材

料不符合规定和要求的，视为申请无效，不予受理。  

2.哈尔滨工程大学鼓励申请人提前在网上查询指导教师信息，并在学习计划

中，表明 5位有意向的指导教师信息，相关学院会根据申请及导师情况提前安排

指导教师。  

3.凡被录取的申请人，由哈尔滨工程大学上报中国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和中

国教育部备案。  

4.奖学金获得者来华后原则上不得变更《录取通知书》上明确的学习专业及

学习期限等信息，不接受申请转学、转学院、转专业或更换导师。  

5.哈尔滨工程大学将在 7月 31日前将《录取通知书》和《外国留学人员来

华签证申请表》（JW201 表）寄送学生本人或学生所在的相关部门，由其将上述

文件转交学生本人。 奖学金获奖结果也将同时在

http://studyheu.hrbeu.edu.cn 的“通知栏”公布。 

6.已获奖学金的申请人如在 9月 30日前不能到校报到注册，将被视为放弃

奖学金资格。 

 

九、 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 145-1号   

http://studyheu.hrb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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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程大学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留学生办公室（主楼 716室） 

联系人: 尹华 

邮政编码：150001 

电话：+86-(0)451-82568218，82568266 

传真：+86-(0)451-82530010 

E-mail：heufao@hrbeu.edu.cn; studyheu@yahoo.com 

 

  

十、专业名称 

2017-2018 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博研究生项目 

注：加“★”的专业可以英文授课。 

 

硕士专业 (3 年) 博士专业 (4 年) 

★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 土木工程 

力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 轮机工程 

★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 

★ 水声工程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机械工程 

★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管理科学与工程 

应用经济学 

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 

★ 化学工程与技术 

★ 材料科学与工程 

★ 光学 

★ 光学工程 

应用数学 

法学 

★ 核科学与技术 

马克思主义理论 

力学 

★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 轮机工程 

★ 控制科学与工程 

★ 水声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机械工程 

★ 信息与通信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 材料科学与工程 

★ 光学工程 

★ 核科学与技术 

思想政治教育 

 

 

 

mailto:heufao@hrb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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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国政府奖学金网上申请表填表说明 

留学基金委来华留学网上报名系统的网址为http://laihua.csc.edu.cn  

请注册登录，并牢记密码。为了避免由于在线申请操作有误导致学校

无法查询网上申请信息，请在学习计划中填写网上申请用户名及密码。 

步骤一：请选择您要申报的留学项目种类：中国政府奖学金 

步骤二：填写所有基本信息 

注：哈尔滨工程大学受理机构编号：10217 

步骤三：填写最高学历所有信息 

注1：在校时间写至毕业或预计时间 

注2：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栏填写本科或硕士 

步骤四：填写语言能力及学习计划所有信息 

注1：学生类别选择硕研或博研 

注2：学科门类及专业按照哈尔滨工程大学专业目录名称填写 

注3：请确保哈尔滨工程大学为你的第一志愿学校 

注4：专业学习时间 

硕士：2017年9月1日至2020年7月15日（无需汉语补习） 

2018年9月1日至2021年7月15日（需汉语补习） 

博士：2017年9月1日至2021年7月15日（无需汉语补习） 

2018年9月1日至2022年7月15日（需汉语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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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是否需要汉语补习：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如选择需要汉语补习，

专业学习的授课语言必须为汉语） 

     汉语补习时间：如需汉语补习，请填写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7

月15日 

注6：申请人是否曾在华学习或任职：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是否学习过汉语：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学习或任职单位：学习汉语地点 

起止时间：学习汉语时间 

步骤五：填写在华事务联系人或机构及亲属情况 

步骤六：填写亲属情况 

步骤七：预览所有信息填写完成后，需要认真检查，保证填写信息准

确 

步骤八：确认并提交申请表 

步骤九：下载并打印申请表 

点击“下载申请表”，下载生成的PDF格式的申请表后，打印两份申请

表格，并贴上照片，注意填写签名及日期。 

步骤十：将申请表格和其它申请材料（均为一式三份，一份原件，两

份复印件）在规定时间内向哈尔滨工程大学邮寄提交。 

注意：建议使用IE浏览器，使用其它浏览器网上申请，可能会影响部

分菜单的正确选择。 

步骤十一：请在学习计划中写明用户名和密码，方便我们及时修改填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写错误的申请表。 

附件二：学习计划模板 

学习计划 STUDY PLAN 

申请：在 http://studyheu.hrbeu.edu.cn, (AGENCY NUMBER: 10217) 登记注册 

Application: Log in http://studyheu.hrbeu.edu.cn, (HEU AGENCY NUMBER: 10217) 

用户名(USER NAME)：                密码(PASSWORD)：                   

为了防止申请表无法查询，请填写以上信息。 

In order to avoid disappearance of your application form, please fill in above information. 

导师预选：登入 http://studyheu.hrbeu.edu.cn，招生，学院列表，导师信息 

Expected Supervisor: please click to http://studyheu.hrbeu.edu.cn，ADMISSIONS，COLLEGES LIST，

supervisor information 

选择（option）1：            选择(option)2：            选择(option)3：            

选择（option）4：            选择(option)5：            选择(option)6：            

姓 FAMILY NAME  名 GIVEN NAME  

国籍 NATIONALITY  出生日期 BIRTHDAY  

专业 APPLICATION MAJOR  申请层次 LEVEL MASTER □; PHD □ 

申请研究领域 

Expected Research area 

 

教育背景 EDUCATION BACKGROUND 

时间 DURATION 学校 Institution 专业 MAJOR（with GPA） 层次 LEVEL 

   本科 BACHELOR 

   硕士 MASTER 

研究课题名称/ Research title： 

一、研究背景 Research Background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Research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三、文献综述 Literature Review 

四、申请人科研准备工作概述 Scientific Preparations of the Applicant 

五、科研方法 Research Methods  

 

 

http://studyheu.hrbeu.edu.cn/
http://studyheu.hrbeu.edu.cn/
http://studyheu.hrbeu.edu.cn/
http://studyheu.hrbe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