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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4个留学目的国概览 

大洲 国旗 国家名称 基本情况

欧 
洲

!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高等教育分公立与私立两种。公立高等教育由公立大学和公立高等职业院校组成，私立高等教育由私立大学、私立

学院和私立高等职业院校组成。在塞浦路斯，大学可提供高等文凭(3年)、学士学位(4年)、硕士学位(18个月到2年)和博士学位

(1-3年)课程，塞浦路斯多数私立高等学校以专科教育为主(学制两年)，少数有本科教育(学制四年)。其中部分私立高等学校以招收

外国学生为主，有的全为外国学生。 

　　塞浦路斯私立高等学校的办学规模、质量不一。2000年,塞浦路斯成立了“教育评估与质量鉴定委员会”简称CEEA，主要负

责对塞浦路斯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估与监管，“私立大学评估委员会”简称ECPU则主要负责私立大学的建立审批

及教育质量的周期性评估。“高等教育资质认证委员会”简称KYSATS成立于1996年，主要负责对塞浦路斯本国及国外教育机构

获得的文凭进行认证。 

　　根据塞浦路斯法规，禁止外国留学生打工，违反者将被遣返。

" 丹麦

　　丹麦高等教育主要由丹麦科学、技术与创新部，丹麦教育部和丹麦文化部负责管理。自2005年实施高等教育改革后，丹麦的

高等教育可以分为3个部分:大学（University）、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和高等职业教育学院（Academies of 

Professional Higher Education）。 

　　综合性大学由科学、技术与创新部负责管理，这些大学侧重学术研究，一般开设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可以颁发学士

（Bachelor）、硕士(Master)和博士(PhD)学位。艺术类院校由文化部负责管理。大学学院等其他教育机构由教育部负责管理。

大学学院一般开设学制为3年至4年半不等的专业性本科课程，颁发职业学士学位（Professional Bachelor），专业主要涵盖教师

培训、工程、护士、健康、商务以及社会工作等学科。高等职业教育学院开设2年至2年半不等的职业教育课程,或者与大学合作，

开设一些本科课程。 

　　丹麦大学本科教育和职业学院的绝大多数专业用丹麦语授课，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设有英语授课课程。个别大学和职业学院每

年也设立用英语授课的专业，招收外国学生，但有名额限制。

# 英国

　　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大学、高等教育学院、教育学院以及艺术及设计学院。 

　　英国现有90多所大学和150多所提供本科以上课程的学院。 

　　英国各类院校是否开设预科由各学校自己确定。

$ 希腊

　　希腊教育主管部门为希腊国家教育与宗教事务部，其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分为大学类、技术类两类。 

　　希腊另有一类由本国私立教育机构与国外院校合作成立的学校，这些学校在希腊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注册为学院（college）

或教育培训公司，教学条件、教育水平和师资力量不一，不在希腊国家教育与宗教事务部的管辖范围之内。

% 荷兰

　　荷兰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研究型大学、应用科学大学、国际教育机构。 

　　研究型大学,通常称为University,以教学和科研为主。目前，全荷兰共有13所公立研究型大学。 

　　应用科学大学,通常称为Hogeschool或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学生经四年的专业学习，可

取得学士学位。一些应用科学大学还设置硕士学位课程，一般使用英语授课，学制一年左右，国外申请者一般要求具有学士学位

或相当水平的学位。 

　　国际教育机构，通常称为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e，招生对象主要为外国学生，一般用英语授课，主要开设硕士研

究生课程，学习期限为一至两年。要求申请者具有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有些国际教育机构与荷兰的大学合作，为获得硕士学位

后的学生提供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 

　　荷兰对外国学生入学通常都要求具备良好的英文基础。荷兰的英语语言中心很少，学费比较昂贵。外国学生也可以先攻读荷

兰语，然后选择以荷兰语开设的课程。 

　　荷兰高等教育体系中没有预科。所有预科班都不是进入大学的直接渠道。 

　　经批准，外国学生在荷兰学习期间可以有条件打工，在当年9月到次年6月上课期间，学生每周打工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

为帮助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正确选择国外学习学校，加强对自费留学中介活动的监管，引导自费留学中介机构与国外正规学校开展合作，教育部通过教育

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www.jsj.edu.cn)公布了54个我国公民主要留学国家1万多所学校名单，基本涵盖了我国公民主要留学目的地国的正规高等学校。 

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以下两点。一是，公布的外国高校名单是供公众查询的参考名单。每一所高校都与所在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其办学质量

的优劣和办学声誉的好坏，在不同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标准、评价体系和评价主体。仅凭列入监管网名单与否而判别学校优劣的简单做法是十分不科学

的。外国高校以列入监管网名单为由而推介自身为优质教育资源的做法也是缺乏充足依据的。二是，由于各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千差万别，学校的规模大小不

一,教育教学质量参差不齐，需要充分了解该国高等教育体制。对于具体学校，也可通过学校官网及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进一步了解详细信息。 

54个主要留学目的国高等教育状况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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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兰

　　爱尔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为爱尔兰教育科学部。大学（University）享有高度自治。其它高等教育机构的学位颁发状况由爱

尔兰教育科学部所属高等教育及培训授予委员会（The 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wards Council，简称HETAC）监督，

所颁发的文凭亦须经该机构认可。理工学院为获得高等教育及培训授予委员会认可，可以以本校名义颁发文凭的院校。 

　　爱尔兰的语言学校一般都具有招收外国留学生的资格，大多以招收外国学生为主，有的学校主要招收中国学生。

' 挪威

　　挪威的高等教育直接由中央政府负责，以公立教育为主。 

　　挪威高等教育机构包括综合性大学、专业大学、高等学院、专业学院、艺术学院和私立大学。挪威高等教育机构开设的本科

专业以挪威语授课为主，部分硕士专业用英语授课，主要接收奖学金生和交换项目学生。

( 德国

　　德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综合性大学、高等专业学院、高等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等。 

　　综合性大学,通常称为Universität,以教学和科研为主。这类学校可授予Diplom,Magister Artium及Doctor学位。 

　　高等专业学院,通常称为Fachhochschule,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学生经4-5年的专业学习，可取得高等专业学院毕业文凭

（Diplom FH）。一些高等专业学院还设置使用英语授课的继续研修阶段课程（Aufbaustudium），学制一年半至2年，毕业后

可获得（Master）学位。申请者一般要求具有学士学位或相当水平的学位。一般情况下，高等专业学院无博士学位授予权。 

　　德国大学教学语言主要是德语，一些院校近年也逐步开设英语教学的国际课程。对外国学生入学通常都要求通过大学入学德

语语言考试（DSH）或德语作为外国语考试（Test Daf）。 

　　德国大学每学年两个学期，分别是10月至第二年2月和4月至7月。

) 法国

　　法国高校类别多样，主要有公立大学、公立院校及研究机构、工程师学校、私立或工商会创办的商业管理学校、私立新闻、

设计等其他专业院校。法国高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是法国国民教育、高等教育与研究部，简称法国教育部。法国政府针对各类高

校设置不同的官方评估机构，对院校和学历文凭进行评估、认证和监管。现行的法国高等教育体制和文凭体系是基于欧洲博洛尼

亚进程的要求，基本采用欧洲通行的学制标准，即学士3年（180个欧洲学分）、硕士2年（300个欧洲学分）和博士3年。由于历

史传统和法国特有的人才培养体制，除三级学位证书外，法国仍保留各个专业领域的文凭，如工程师文凭、建筑师文凭等。这些

文凭也已与欧洲三级学位体制相衔接。法国高校的学制和颁授学位的层次主要以高中会考（BAC）加学习年限，并结合欧洲统一

学分（ECTS）为标准判断。 

　　公立大学颁发学士Licence（BAC+3）、硕士Master（BAC+5）和博士Doctorat（BAC+8）学位，均为法国国家文凭

（Diplômed’Etat）。颁发国家文凭的资质经国家高等教育和研究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e l’enseignementsupérieur et 

de la recherche)评估。 

　　工程师学校属于法国独具特色的“大学校”（les GrandesEcoles）体系。工程师职衔委员会（Commission des 

Titresd'Ingénieurs）定期对工程师学校进行评估，评估合格的学校可颁发工程师文凭Diplômed'ingénieur（BAC+5），该文凭

属于法国国家文凭。根据法国《教育法》规定，获颁工程师文凭的学生同时获得硕士学位。 

　　私立商业管理学校经法国国家商业管理文凭认证委员会（Commission d’évaluation des formations et diplômes de 

gestion，CEFDG）评估合格，可颁发国家核准文凭（Diplômeviséparl’Etat）。该类文凭既有学士层次（BAC+3）,也有硕士

层次（BAC+5）。 

　　法国高校颁发的文凭，有的是国家文凭，也有的是学校自行颁发的校级文凭。此次所列法国高校名单，仅表示该高校（特别

是有关商校）有文凭获得法国政府的认可，并不表示该高校的所有文凭都得到政府认可。学生在选择留学院校时，对所涉及学校

的资质和文凭，应具体了解，再做决定。 

　　目前，一些私立商业管理学校针对外国学生开设了一些未经法国国家商业管理文凭认证委员会评估的课程，并自行颁发所谓

的“BBA”和“DBA”文凭。这类文凭均不被法国政府认可。对于私立商业管理学校颁发国家认可文凭的清单，可查阅

www.cefdg.gov.fr。

* 芬兰

　　芬兰高校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学，包括音乐、戏剧、美术和商学院等具有大学地位的学院，目前有16所，特点是开设本科、

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除教学外，还从事科研，有教授职位。另一类是高等技术学院，目前有25所，特点是只有本科学位课程，

不设立教授职位。高等技术学院提供的是高等职业教育，重视综合应用技术教育，特别关注与企业界的联系，学生毕业后可获学

士学位。近几年，芬兰的一些技术学院将自己的英文名称改为“XXXX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并用在自己的网站以

及对外招生宣传中，但是其芬兰语名称不变，教学内容也没有变，芬兰教育部网站关于这类院校的名称也仍使用“XX 

Polytechnic”。 

　　芬兰学位制度中设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学士学位学制3年，学生一般应获得180个学分才能获颁学位。申请攻读硕士学

位需已获学士学位，学制2年，修完120个学分可获颁学位。已获硕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至少再需要3年的时间。 

　　芬兰大学一般用芬兰语或瑞典语授课，但也有英语授课的国际课程。 

　　芬兰大学一学年为两学期制，秋季和春季。秋季学期从9月初开始至12月底结束；春季学期从1月中至5月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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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

　　瑞典高等教育按层次可以分为高等基础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两个阶段。 

　　高等基础教育文凭有两类：一类是普通大学文凭，包括2年制的高等学历文凭（80瑞典学分，1瑞典学分=1.5欧洲学分），3

年制的学士学位（120瑞典学分），4-5年制的硕士学位（160瑞典学分）；另一类是高等专业文凭，学制依专业而定，3-5年不

等。 

　　瑞典的研究生教育即博士生教育。一般情况下，博士阶段教育学制4年，以从事科研为主并撰写博士论文，通过公开答辩后方

可获得博士学位。 

　　随着博洛尼亚进程的实施，瑞典高等教育机构按照颁发文凭的权限可以分为有研究生层次学位授予权的高等教育机构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the right to award postgraduate degrees）和只能提供硕士及以

下层次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即大学学院。高等教育机构既可以开设1年制的硕士学位课程，也可以开设2年制硕士学位课程。公

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学位授予权由政府决定，大学学院需获得瑞典国家高等教育署的认可才有权颁发2年制硕士学位。 

　　瑞典高校的授课语言在学士学位阶段主要是瑞典语，但许多必修课使用的是英文课本，学生阅读的文献也常常是英语。在硕

士阶段和博士阶段，主要为英语授课。

, 瑞士

　　瑞士联邦政府未设教育部，各州具有教育自治权，联邦政府只有原则立法权。 

　　瑞士联邦政府颁布的《高教促进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高等院校是指大学性质的高等院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在瑞士官方公

布的材料中，瑞士的大学性质的高等院校包括：州立大学，联邦高等专业学院，联邦研究所和联邦政府承认的具有高等教育性质

的学院（独立学院）。 

　　联邦高等工业大学和联邦研究所由联邦内政部负责管理；州立大学由所在州政府管理；高等专业学院由联邦经济部负责管

理；独立学院享有大学促进法规定的政府拨款补贴资格。 

　　瑞士大学的传统学制为5年，医学专业6年，颁发大学毕业文凭（Diploma，Lizenziat），获得大学毕业文凭的学生可以攻读

博士学位。联邦高等专业学院系由多个独立学院组成的院校联合体，学制因专业而异，一般为2至4年。此类学院无博士学位授予

权。 

　　瑞士于1999年开始进行“波洛尼亚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改革，逐步实施欧洲统一的3—5—8文凭制度，即3年获学

士、5年获硕士、8年获博士。

- 意大利

　　意大利的学位目前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二级。大学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学士学位获得者可以直接申请读博士学位。大学

本科阶段包括3年的基础课程和2年的专业课程。 

　　意大利高等院校正逐渐采用依据欧洲学分转换体系（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ECTS）设定的学分制及三级学位制

度。一个学分对应25个小时的学习，60个学分对应一年的学习。本科学制3年，须完成180个学分，毕业后可获得学士学位（意大

利语为Laurea-L）。硕士学位（意大利语为Laurea Magistrale-LM）学制两年，须学满300个学分（包括本科学习期间取得的

180个学分）。博士学位（意大利语为Dottorato di Ricerca-DR）学制至少3年。 

　　意大利现有各类高等院校218所。 

　　意大利的高等院校大多数都用意大利语教学，但目前也有一些学校用英语授课。

. 波兰

　　波兰高等教育包括三个阶段的学习，第一阶段本科教育，学制6-8个学期，授予学士学位；第二阶段硕士教育，学制3-4个学

期，授予硕士学位；第三阶段博士教育，学制6-8个学期，授予博士学位。还有一种长周期学习，即本硕连读项目，学制为10-12

个学期，授予硕士学位。 

　　波兰高等教育机构依据《高等教育法》（2005年7月27日颁布实施）设立。根据该法规定，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撤

销、合并或更名，须经国会法案批准；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和学位授予，则须经主管高等教育的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批

准。波兰高等教育机构是欧洲学分转换体系（ECTS）成员。外国学生在波兰高等教育机构取得的ECTS学分可以得到其他ECTS成

员国的认可。大多数波兰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英语授课。 

　　波兰认证委员会（Polish Accreditation Committee）负责对波兰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进行监督。委员会的宗旨是督促

波兰高等教育机构（公立和非公立）改进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标准，以达到欧洲和全球先进水平。委员会还对高等教育机构实施

学术质量评估，如果得出负面评价，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有权撤销或中止其进行研究的权利。

/ 乌克兰

　　克兰的高等教育分4个阶段，现有共177所高等教育机构。教学语言是乌克兰语和俄语。 

　　进入高等学校学习需持有中学毕业证书并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各学校对入学考试的内容要求各有不同。 

　　高等教育第一阶段或基础阶段是学士学位阶段。学生在大学、高等专科学校或学院里完成3.5-4年的课程学习并通过毕业考试

后被授予学士学位。课程一般设有人文学科、基础学科及工艺学科几大类，便于学生将来继续攻读专业技术人员证书或硕士学

位。   

       高等教育第二阶段是专业技术人员（如工程师、教师、医生等）任职资格证书阶段。在大学、高等专科学校、学院或者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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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

艺术学校学完全部课程后可获得这种文凭。对中学毕业生来说，学习年限为5－6年，这取决于学校的类型；而对学士学位持有

者，学习年限则为1-2年。 

　　第三阶段是硕士学位阶段。硕士阶段的课程由2－3个阶段组成，学生通过相应阶段的学习也可以获得学士学位或专业技术任

职资格。学生必须通过毕业考试和国家学位评定委员会主持的某一专业领域的科研论文答辩，才能获得硕士学位。 

　　 高阶段：在乌克兰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机构也承担对从事科学或教育科学的人员的培训，可授予一些高级学

位：科学副博士、科学博士学位。申请者经过3-4年独立的研究工作，完成论文，并通过由特别科学委员会组织的答辩后，可获得

科学副博士学位。科学副博士由乌克兰 高证书委员会颁发。 

　　高级科学博士学位是乌克兰的 高学位。它由特别科学委员会组织对申请人所独立从事的科学项目进行公开答辩，由乌克兰

高证书委员会认可。这一学位的培养形式之一是让学生在某一特定领域或学科进行全日制的博士课程学习，如教育学专业。申

请者须以高级研究人员身份工作2年，但现在主要的方式是进行独立研究。

0 俄罗斯

　　俄罗斯的高等教育目前仍是新旧学制并存。旧学制的学习时间为5-5.5年，学生经过考试，获得《高等教育毕业证书》，同时

获得专家称号。获得此项证书后，通过考试或推荐，可以攻读副博士学位，一般3-4年，论文答辩通过后，获副博士学位证书，在

俄罗斯被认为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哲学博士（Ph.D）学位。 

　　新学制是将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分为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不完全高等教育。这是高等教育的初级阶段，学制2年，毕业后，学生可获得《不完全高等教育毕业证书》。 

　　第二阶段：基础高等教育。这是高等教育的中间阶段，学制4年，即在不完全高等教育的基础上加2年。学生毕业后可获得

《高等教育毕业证书》，同时获得学士学位。 

　　第三阶段：完全高等教育。这是高等教育的完成阶段，学制为6年，即在基础高等教育的基础上再加2年的专业学习，学生毕

业并经过论文答辩后获《高等教育毕业证书》，同时获得硕士学位。 

　　第四阶段：研究生教育阶段。几乎完全与老学制相同，该阶段课程面向完成完全高等教育阶段课程的学生。 

　　俄罗斯高等教育院校主要教学语言是俄语。

1 奥地利

　　奥地利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有大学和高等专业学院(Fachhochschule,Fachhochschulstudiengänge）。目前奥地利有22所国

立大学（Universität），12所私立大学，20所高等专业学院（包括一所远程教育高等专业学院）及高等专业学院课程教学点。国

立大学是奥地利高等教育的主体，由联邦政府举办。奥地利私立大学规模较小，举办私立大学须经奥地利国家认证理事会评估认

证后，由联邦政府高等教育主管部门批准。高等专业学院出现于1993年后，目前开办的高等专业学院多为州政府和社会团体或个

人举办，无联邦政府举办的。 

　　随着博洛尼亚进程的发展，奥地利也开始引入了学士（Bakkalaureat）、硕士（Magister）和博士（Doktor）的三级学位制

度，但部分大学（或学科）仍实行原来的二级学位制度，即大学毕业文凭（Diplom/Magister）和博士学位。奥地利大学和高等

专业学院均可颁发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证书以及大学毕业文凭，博士学位证书只有大学才有权颁发。 

　　有关奥地利高等教育的其他情况，可参见奥地利联邦高教和科研部网页：http://www.bmwf.gv.at

2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有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第一阶段4-5年（建筑学和医学6年），学生学习结束后，须通过国家考试，大多数专业的学生需要提交论文，并进

行论文答辩， 后获得大学毕业文凭（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文凭）；高等教育第二阶段即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

是不同学科的专门资格文凭培训；另一种是培养从事科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其学制3年，论文通过后，可被授予硕士学位；高等教

育的第三阶段即博士阶段，研究生需要有独立的科学研究成果，提交一篇对有关学科有重要贡献的论文，并经过论文答辩后方可

被授予理学博士学位。 

　　外国学生必须熟练掌握保加利亚语。

3 比利时

　　比利时按照语言分为弗拉芒语（荷兰语）区、法语区和德语区。高等教育分别由各语区教育部负责，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分布

在弗拉芒语区和法语区。 

　　目前，弗拉芒语区有5所大学，23所高等专业学院；法语区有5所大学及大学学院，21所高等专业学院和17所高等艺术学院；

德语区有1所高等专业学院。 

　　传统上，比利时的大学学制为4-7年，一般文、理学科为4-5年、工科为5-6年，农科为5年，医科为7年。大学学习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基础阶段，需2-3年，对学生进行基础教育，专业入门教育；第二个阶段为本科阶段，需2-3年，也叫学士阶

段，结业可取得学士学位；第三阶段为专业学科的研究阶段，即博士论文阶段或大学后地专业化学习阶段。在比利时，大学本科

毕业可直接注册攻读博士学位，时间为2-3年。欧洲博洛尼亚改革以后，比利时也实行了欧洲高等教育空间统一的“学士-硕士-博

士”三级学位制度，即学士3年，硕士1-2年，博士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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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班牙

　　西班牙的综合性大学有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两种。目前有公立、私立大学共77所。 

　　博洛尼亚改革前，西班牙的学制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教育（短期阶段，即大专阶段，三年学制，拿到的学位为Diplomatura）。大专毕业生可以继续进行同类学科第

二阶段教育的学业，也可以直接或通过进修其他补充课程间接进入大学本科课程的第二阶段学业。 

　　2、第一、二阶段教育（长期阶段，即完整的大学本科阶段，五年学制）。此种学业分为两个阶段，但通过第一阶段后并不颁

发任何文凭，也不意味着完成完整的学业或具备专门的职业资格。只有完成全部两个阶段的学业，学生才可按所学学科获得相应

的学士学位（Licenciatura）。 

　　3、仅第二阶段教育（即仅为大学本科后两年阶段）。此种学业为期2年，完成后可获得相应的学士学位（Licenciatura）。

大专或大学本科已完成第一阶段学业的学生，可以直接或通过进修其他补充课程间接进入该阶段学业。 

　　4、第三阶段教育（即博士学业）。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可进入本阶段学习。学生在完成相应的博士学位学习项目并并通过博

士论文后，可获得相应学术领域的博士学位（Doctor）。 

　　博洛尼亚改革后，根据2007年10月20日颁发的1393/2007号政令，西班牙大学开始实行欧洲通行的3-5-8学制。 

　　5、第一阶段教育，四年学制，需要完成240个ECTS学分，获得相应学科的学士学位证书（Grado）。 

　　6、第二阶段教育，一或二年学制，分别完成60或120个ECTS学分，获得相应学科的硕士学位证书（M&aacute;ster）。 

　　7、第三阶段教育，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可进入本阶段学习。学生在完成相应的博士学位学习项目并并通过博士论文后，可获

得相应学术领域的博士学位（Doctor）。

5 匈牙利

　　在匈牙利，个人、国家政府、在匈牙利注册的合法教会实体（包括其组织内的实体）、匈牙利境内的经济实体以及各类在匈

牙利登记的基金会、共同基金会都可以建立高等教育院校。个人创始人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高等教育院校运营的义务。相

较于本国的面积、人口和学生数量而言，匈牙利高等教育院校网络的覆盖率已经很广了。但是相较其他国家而言，仍处于中等水

平。匈牙利的高等教育院校可以分为两类——国立大学和非国立大学。一方面，国立和非国立大学有着明显的差别。另一方面，

这两类大学在一些方面也是相同的。非国立大学一般是由教会、商业组织和基金会创办的。不过，其建立和运营标准和国立大学

是相同的。同时，非国立大学建立时也需通过国家审核。符合条件的高等教育院校都能获得议会认可。国家承认的国立和非国立

大学在《高等教育法（附件）》中可以找到。 

　　非国立大学的建立与运营受到《高等教育法》和相关法规的限制。非国立大学也可以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然而，无论是国

立还是非国立高等教育院校都只能有一部分预算得到国家的财政补贴。基于匈牙利和梵蒂冈的相关协定，罗马天主教会创办的学

校享受国家拨款。政府与其他历史悠久的教会也签有类似的协议，以保证学校的资金来源。 

　　国外的高等教育院校也可以在匈牙利运营。在匈牙利，得到母国国家承认的外国大学可以开设课程，不过需要事先得到匈牙

利教育局的批准。如果其母国相关教育规定与欧洲高等教育区相关规定一致，则教育局予以批准。 

　　学位体制 

　　依照博洛尼亚宣言，三周期学历结构（即学士、硕士和博士）自2006年9月开始实行。 

　　多种周期系统下，经过6-8学期的学习可以获得学士学位。获得学士学位后， 多需要4个学期的学习就可以获得硕士学位。

此前，硕士课程需要两个学期的学习。三周期学历结构中也包括博士课程。除了多种周期课程，还有一些学术领域的课程培养周

期较长，比如需要10-12个学期的学习，大约需要获得300-360 ECTS学分。 

　　高等教育院校也会为具有学士或硕士学位的毕业生提供继续教育课程，但不能授予更高学位。

6 葡萄牙

　　葡萄牙的高等院校分为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无论公立或私立院校，所设立的课程都得到教育部的承认，所授予的学位等

同，所颁发的学位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相对私立院校，公立院校在教育质量保障和学费标准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从2006年起，葡萄牙开始进入博洛尼亚进程，实现了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统一的学分制以及学士、硕士和博士三段式的高

等教育体制。本科阶段一般为3年，完成3年的本科学习后继续学习2年可获得硕士学位，完成硕士学位后继续再学习3年可获得博

士学位，即3+2+3的模式。法律专业的本科学制为4年。工程类、医学类专业不设学士学位，分别是5年制和6年制的硕士学位。 

　　葡萄牙的高等教育体系为二元系统，即大学教育和理工教育，每个系统都有具体的学科理念以及不同的办学目的。大学教育

可颁发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理工教育只颁发学士和硕士学位。

7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的高等院校历史悠久，许多都在百年以上。现罗马尼亚的国立普通高等院校有49所，军事院校（隶属于国防部、内

务部等特种部门）有6所，私立高等院校共35所。 

　　罗马尼亚强项优势专业主要集中在国立大学。一般设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学制3+2+3,即本科3年（学士学位的学制

因专业而异：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和经济学、法学、政治科学、美术、体育等学科学制3年；技术科学、工程学、技术工程

学、农学、林学等学科学制4年；全科医学、牙医学、兽医学、建筑学等学科学制6年）、研究生（硕士）2年，博士3年。本科毕

业颁发DIPLOMA DE LICENTA，硕士毕业颁发DIPLOMA DE MASTER,博士毕业颁发DIPLOMA DE DOCTOR IN STINTE。 

　　罗马尼亚各大学主要以本国语言教学。本科教学基本用罗马尼亚语。硕士研究生阶段，只有少数专业设有英语、法语、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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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马尼亚

等授课的课程。硕士生以上课为主。博士阶段通用英语，以撰写论文为主。因此，如来罗攻读硕士研究生，必须了解该专业是否

用英语授课，否则必须事先学习罗语。如攻读博士研究生，则必须了解该专业是否有指导教师。如果指导教师工作量已满，他有

权拒绝招收新学生。此外在罗攻读博士研究生，必须经过导师面试。不经面试，无法录取；面试不合格，导师也有权拒收。各个

大学博士研究生的面试时间不同（从9月-12月），必须留意该大学当年发出的博士研究生面试通知。外国留学生进入罗马尼亚高

校学习，须出具相应的毕业证书并进行公证，考试合格后方能入学。

8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全国有45所国立和10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按照15个学科培养专业人才。白俄罗斯高等教育包括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本科阶段）：设有高等教育专业438个，主要培养具有基本专业知识、技术、能力，熟练掌握技能的专业人才，颁

发高等教育毕业证书（专家证书），并有资格按照所掌握专业技能就业或进入硕士研究生学习。 

　　第二阶段（硕士研究生阶段）：设有高等教育专业192个，主要是加深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完善知识、能力、技能，科教和科

研工作，完成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并颁发硕士学位证书后，有进入博士研究生学习及按照所学专业技能就业的资格。 

　　白俄罗斯即将实施新的教育标准以尽快融入欧洲一体化教育进程，届时将普遍采取4年本科+2年硕士的学制。

9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已加入博洛尼亚进程，高校普遍实行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制度及欧洲学分转换系统（ECTS）。一般情况下，

无论是大学还是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大都同时开设学术课程和专业课程，具体可以分为: 

　　一、可申请学术学位的学术课程:学士,约3-4年；硕士,约2年。 

　　二、可申请专业学位和专业资格证书的高等专业课程:专业学士,约4年；专业硕士,约2年。 

　　三、可申请博士学位(科学学位)的博士课程,约3-4年。 

　　通常本科毕业生可以继续攻读学术和专业型的硕士学位，硕士毕业生无论是学术型的还是专业型的都可以继续攻读博士课程 

　　拉脱维亚高校主要以拉脱维亚语教学，但大多数高校都能提供英语和俄语两种外语课程，外国学生到拉脱维亚学习必须熟练

掌握所需的教学语言。

: 列支敦士登 暂无

; 卢森堡

　　卢森堡高等教育由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组成，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第一阶段为本科教育，学制6-8个学期，授予学

士学位；第二阶段为硕士研究生教育，学制2-4个学期，授予硕士学位；第三阶段为博士研究生教育，学制3年。卢森堡是博洛尼

亚进程和欧洲学分转换体系（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ECTS）的成员。本科阶段学习一般须在6个

学期内取得180个ECTS学分。在特殊情况下，须在8个学期内取得240个ECTS学分。硕士阶段学习一般须在2年内取得120个ECTS

学分。也有一年制硕士学习，须完成60个ECTS学分。申请一年制硕士学习的学生须在本科阶段完成240个ECTS学分，即本科和硕

士加起来须完成300个ECTS学分。 

　　卢森堡大学建于2003年，是卢森堡目前唯一的大学，也是其高等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卢森堡大学是一所多语言、多科性的综

合研究型大学，有三个学院（科学、技术和通讯学院；法律、经济和金融学院；语言、文学、人文艺术和教育学院）和两个跨学

科研究中心。卢森堡大学可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除内部评估外，卢森堡大学每4年接受一次外部评估委员会的评估，涉及管理、教育、研究和教职员工表现，评估结论和建议

将被纳入卢森堡大学下一个4年的发展计划。评估报告可在卢森堡大学网站上公开查询。

< 马耳他

　　马耳他高等教育受马耳他教育、青年与就业部管辖，受1988年颁布的马耳他教育法案约束。马耳他是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的成

员，采用欧洲学分转换体系（ECTS），并根据博洛尼亚进程设置了国家学历资格框架，其学位得到欧盟和美国等其他主要国家的

承认。马耳他教育、青年与就业部下属的国家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委员会（NCFHE）负责对马耳他高等教育进行质量监督。 

　　马耳他大学始建于1592年，是目前马耳他唯一的大学，在马耳他高等教育中处于主导地位，为马耳他高等教育97%的学生提

供教育服务。马耳他大学共有14个学院和若干跨学科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和专业，可颁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

位。目前，马耳他大学在校学生超过11000名，其中10%是来自86个不同国家的国际学生。马耳他大学对已在本国完成中等或高

中教育获得本国高等教育入学资格的国际学生进行独立评估，以核定申请人所在国颁发的资格证书和马耳他国家资格证书是否水

平相当。若确定申请人不具备足够的学术资格直接进入大学学习，则为其提供为期一年的预科学习，以获得马耳他大学入学资

格。

= 捷克
　　捷克高等教育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本科教育，学制3-4年，学生毕业后通过国家考试获得学士学位；第二阶段硕士教育，

学制1-3年或4-6年。其中已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学制为1-3年，长硕士学位课程（不以学士学位为前提）学制为4-6年。设立长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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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

士学位的专业有：医学、兽医、药学、法律等。这两种硕士学位课程都颁发硕士学位。第三阶段博士教育，学制3-4年，获得博士

学位。 

　　捷克高等教育分两种形式，一种为由大专和职业学校所提供的专业导向课程，学制3年，毕业生可获得毕业证，但不获得学

位，捷克大专和职业院校约有175所；第二种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高等教育课程。高等教育机构包括26所公立高校（Public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2所国立高校（St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和44所私立高校（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公立大学和国立大学均依法设立，其中国立大学是隶属于国防部（国防大学）或内政部（警察学院）

的国家机构；私立大学是相对新颖的办学形式，申请人及学校法人必须获得教育青年体育部授予的许可方可办学。 

　　捷克高等教育法（The High Education Act）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标准、设立程序、学历学位证书的颁发以及高等教育质

量保障框架和措施作了相关规定。捷克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Commission Czech Republic(ACCR)依据高等教育法

建立，负责对捷克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和课程设置进行监督。

>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高等教育由克科学教育部主管。克已加入博洛尼亚进程，高校普遍实行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制度及欧洲学分

转换系统（ECTS）。 

　　克高等教育分两种形式：学术教育(university study)和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study）。大学提供学术教育，并在国家高

等教育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许可前提下提供专业教育，培养学术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其他高等

教育机构提供专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劳动力。学术教育第一阶段本科，学制3-4年；第二阶段硕士，学制1-2年；第三阶段博士，

学制3年；大学也可开办学制1-2年的专业领域博士（postgraduate specialist study）。专业教育第一阶段学制2-3年；第二阶段

专业硕士（specialist professional graduate study）学制1-2年。 

　　克高等教育机构包括7所大学、16所公立高校（Public Polytechnics and Schools of Professional Higher Education）和

28所私立高校（Private Polytechnics and Schools of Professional Higher Education）。 

　　克科学活动与高等教育法(The Scientific Activ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及建立高等教育机构条例(the Regulation on 

the Measures and Criteria for Establish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标准、设立程序、学历学位

证书的颁发以及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框架和措施作了相关规定。克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负责对克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和课程设

置进行监督。

? 斯洛文尼亚

　　根据斯洛文尼亚国家资历框架，斯洛文尼亚的高等教育由短周期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组成。 

　　斯“高等职业教育法”规定短周期高等职业教育由公立和私立高等职业院校提供，完成短周期高等职业教育后，获得高职文

凭。 

　　斯“高等教育法”规定普通高等教育由公立、私立大学或其他高等院校提供，这些学校至少需要具备能提供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和第二阶段，或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学位的资质。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本科）：本科课程通常需要三到四年的学习，要求获得180到240个ECTS学分。第二阶段（硕士）：硕士课程一

般需要一到两年的学习，要求获得60到120 ECTS学分。另外，综合硕士课程需要五到六年的学习，要求获得300或360 ECTS学

分。第三阶段（博士）：博士课程一般需要三到四年的学习，要求额外的180个或240个ECTS学分。

@ 摩纳哥 暂无

美 
洲

A 美国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各州政府负责注册并审批各类高等院校，但各院校是否被社会所认可则取决于政府承认的认证机构的认

证。 

　　美国高等院校包括公立与私立两种。主要实行二年学制或四年学制，二年制的多为技术专科学校和社区学院。据统计，目前

美国各类高等院校有3600多所。 

　　美国高等院校的质量认证一般由专业认证机构负责，经美国教育部认可的专业认证机构主要有六大区域认证机构及近百个专

业认证机构。联邦政府通过认证机构间接起到对各院校的管理与规范。全美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是协调并审核认证机构

的专业机构。通过区域性认证协会或其它专业认证机构的认证，各院校可实现学分相互转换，所颁发的学位证书或文凭证书能获

得社会的广泛认可。

B 加拿大

　　加拿大联邦政府不设教育部，教育由各省负责。由于加拿大地域广阔，各省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各省建立了适合本地

发展、相对独立的教育体制。加拿大高等教育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水准，每年吸引众多国际学生前往求学和深造。 

　　加拿大政府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分为大学和学院。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的。攻读本科一般需要3-4年时间，硕士研究生

需要1-2年，博士研究生需要3年。各类学院侧重培养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一般提供大专文凭和各种证书课程，学制2至3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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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拿大

颁发学位；部分学校也开设学制1至2年的课程，完成学业后可转入正规大学二、三年级继续攻读本科课程。 

　　目前，在加拿大以公司形式注册的私立学校数以千计，其专业、学科设置和师资配备等尚无有效监控。中国学生申请这些私

立学校时，务必谨慎。

C 古巴

　　古巴全国共有高等教育院校67所。这些高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古巴各部所属的大学和研究所；另一类是各省所属的大

学。为保证高等教育各阶段质量的提高，古巴实行“大学系统认证项目”，部属大学的学术水平普遍优于省属大学。 

　　古巴高等教育只设本科层次（pregrado）与研究生层次(postgrado)。本科层次所颁发文凭分为以下几种：1）学士

（Licenciado）；2）工程师（Ingeniero）；3）医学博士或兽医博士（Doctor en medicina o doctor en medicina 

veterinaria）；4）建筑师（Arquitecto）。为了获得上述本科层次文凭，学生一般需攻读5年时间（医学博士需6年）。研究生

层次文凭分成三种，分别为研究生文凭（Master）、专家文凭（Especialista）和科学博士（Doctor en Ciencias）文凭。其中研

究生文凭项目学习时长为两至三年，Especialista文凭项目学习时长为两至五年，科学博士文凭项目时长因各个项目而异，通常为

三到五年的时间。 

　　古巴即将实施接收国际自费留学生的计划，各部委正在陆续出台招生计划，届时将统一公布可以招收外国留学生的院校名

单。此次推荐的11所高校主要为在古巴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及学科门类相对较多的部属大学。

D 牙买加

　　牙买加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公立及私立两种。不同高等教育机构享有不同的自治权。高等教育机构根据办学性质颁发不同的学

业证书。高等教育法定认证机构为牙买加大学委员会（University Council of Jamaica）。 

　　专科证书、文凭及副学位由师范学院、社区学院、职业训练学院、医护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颁发，学制2-3年。 

　　学士学位由大学颁发，学制3-4年。 

　　硕士学位在获得学士学位后继续深造，并提交论文，学制一般2年。 

　　博士学位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深造，并提交论文，学制一般3-5年。

E 哥斯达黎加 暂无

F 格林纳达

　　格林纳达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种。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一所，即玛丽秀社区大学，该校提供专科教育。私立高等教

育机构一所，即圣乔治大学，该校提供本科、硕士、博士教育。高等教育机构根据办学性质颁发不同的学位证书。格林纳达教育

部为高等教育法定认证机构。

亚 
洲

G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以国家公立为主体，公立大学与私立高等院校并存。目前，马来西亚现有公立大学20所，近年来公立大学

开始对国外自费留学生开放招生，中国留学生人数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马来西亚私立高等院校众多，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兼招本国学生和外国留学生。私立院校大多采用引进英国、澳大利亚等

国高等教育课程，开设学分转移和双联课程的教育模式，少数外国高等院校在马来西亚设立的分校亦属私立性质。马来西亚私立

高等院校课程质量由国家学术鉴定局（MQA）监督审查，各私立院校通过国家学术鉴定局认证的课程可浏览MQA网站查询（网

址：http://www.mqa.gov.my/mqr/index.htm） 

　　马来西亚政府规定，持学生签证的外籍公民不可务工。

H 新加坡

　　新加坡的大学和理工学院均属于高等教育机构系列。新加坡政府投资并负责经营的高等学校包括4所大学和5所理工学院。其

中4所大学可以颁发学士学位以上（含学士学位）的文凭证书。5所理工学院可以颁发专业教育文凭。这些学校的课程、管理和水

平被普遍认可。 

　　新加坡大学的学位设置分为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攻读学士学位一般需要3年，在攻读学士学位阶段学习成绩优秀

者可多读1年取得荣誉学位。荣誉学位分等级而设，但它仍属于学士阶段教育。在新加坡攻读硕士学位通常需要1-2年；攻读博士

学位通常需要3-5年。 

　　在新加坡理工学院就读，一般是中学毕业学习3年后取得专业教育文凭。

I 韩国

　　韩国的基础教育包括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共12年；高等教育专科2—3年；本科一般4年，医科（含韩医、牙医）6

年；研究生教育分硕士和博士两个阶段：硕士一般为2年，博士一般为3年。韩国实行四级学位制：专门学士学位、学士学位、硕

士学位、博士学位。 

　　专科毕业发毕业证书，同时授予专门学士学位；4年制本科毕业后发毕业证书，同时授予学士学位；医科6年毕业后发毕业证

书，也授予学士学位，但可以申请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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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韩国

　　韩国实行专科教育的机构称“专门大学”；实行本科教育的机构为“大学校”（一般为综合性大学）或者“大学”；实行研

究生教育的机构为“大学院”，“大学院”多数设在大学校里，也有单独设立的“大学院”。 

　　韩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根据设立形式和经费来源渠道，分为国立、公立、私立三种，除个别公立学校可以由设立的地方政府自

行批准外，都必须经教育科学技术部批准，国家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必须接受教育科学技术部的监督和管理。 

　　韩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授课语言通常使用韩语，也有少数课程的授课语言为英语。 

　　2011年韩国共有认可的专科大学（韩语称“专门大学”，英语名称一般使用College）146所，提供本科和本科以上教育的四

年制大学195所，单独设立的只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大学院20所。 

　　韩国的“学院”(韩语称“学院”，英语名称一般使用Institute或College)主要是由社会力量创办的非学历教育机构。

J 日本

　　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根据设立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国立、公立、私立三种。 

　　大学里的“大学院”是实施研究生教育的机构，有硕士（学制2年）、博士（学制3年）学位授予权。有些学校硕士课程和博

士课程分别设立，有些学校是合在一起设立，分博士课程前期2年，博士课程后期3年，前期课程2年也视为硕士课程。 

　　“学部”是实施本科教育的机构，有学士学位授予权。本科一般4年，医科6年（含牙医、兽医，毕业后可直接报考4年制博士

研究生课程）。 

　　短期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只能实施大学专科教育，学制2-3年，颁发专科毕业证书，不能授予学位。 

　　在学部和大学院里，除攻读学位的正规学生外，还有“旁听生”、“履修生”和“进修生”。这三类学生都不能获得毕业证

书或学位证书，只有“履修生”修读的学分被承认。学部不招收“研究生”。 

　　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大多用日语授课，少数课程用英语授课。进入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要求日语国际能力考试至少达

到二级。

K 菲律宾

　　菲律宾的高等教育包括副学士学位教育、学士学位教育、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教育。 

　　在农业技术、文秘、商业和美术等专业学习两年后，可获得副学士学位。 

　　本科阶段的学习通常需要四年（工程学士需要五年），毕业生可以取得学士学位。 

　　取得学士学位的学生继续学习一年或两年可以获得研究生毕业证书；学习两年并提交学位论文（教育学硕士可无论文），可

以取得硕士学位。在此基础上，继续学习两年并通过公开的论文答辩，可以获得博士学位。 

　　菲律宾的学校，一个学年一般从6月至次年3月。 

　　在菲律宾，教学语言为菲律宾语和英语。

L 泰国

　　泰国的教育由教育部、大学部、内务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几个政府部门管理。泰国的高等教育由大学、研究所、学院或

其他类型的研究机构提供，分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硕士学位教育和博士学位教育。 

　　专科教育：主要由学院提供，所传授的知识主要与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有关。 

　　本科教育：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的学生一般经过四年的学习后可获得学士学位，专科毕业的学生还需学习两年。建筑、绘

画、雕塑、图像艺术、药剂学专业则需要五年；医学、牙科、兽医专业需要六年。 

　　硕士学位教育：获得学士学位后，进一步学习一年到两年，完成论文后，可获得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教育：攻读一般专业的博士学位需要三年时间；有些专业的博士学位，课程毕业后还需要一至两年的工作实践以后

才能获得。 

　　在泰国，除了国际课程用英语授课以外，大多课程用泰语授课。 

　　根据中泰双方2007年5月签署的《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定》的适用范围，已列入泰国政府认可的高等教育

机构名录的所有有权授予学位或者具有研究生教育资质的高等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中国政府承认的有高等学历教育资质和学位

授予权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所颁发的文凭、学位和证书，适用本协定。双方尊重各自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权并且尊重中泰

两国政府指定机构对外国文凭确认的权利。

M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实行英式教育制度，现有高等教育院校近50所，这些高校分为公立大学、开放大学及高等专业学校，其中大学教育

可颁授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高校普遍实行一学年两学期及课程学分制，一般获得学士学位需学习3年时间，硕士为1-2年，博

士为3年。 

　　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为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但在高校教学中通用英语。

N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一直延续了原苏联的教育体系，1991年独立后，高等教育发展比较迅速，现有50余所高等教育院校。 

　　从2010年开始,吉尔吉斯斯坦高等教育开始逐步实行新学制,但目前仍是新旧学制并存。吉已出台相关政策，以新学制逐步代

替旧学制的应用。吉高等教育新学制规定如下： 

　　一、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本科），学制4年。学生毕业并通过论文答辩后可获得《高等教育毕业证书》，同时获得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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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吉尔吉斯斯坦

　　二、研究生教育：该阶段课程面向完成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学生，学制2年，即在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的基础上再完成2年的

专业学习，学生毕业通过论文答辩后可获得《高等教育学业证书》，同时获得硕士学位； 

　　三、副博士研究生教育：该阶段课程面向完成研究生教育的学生，学生通过考试或推荐，可以攻读副博士学位，学制一般为3

年，根据个人论文完成情况及学术影响力，学制时间可能会有变化。论文答辩通过后获副博士学位证书，在吉尔吉斯斯坦被认为

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哲学博士（PhD）学位。 

　　吉尔吉斯斯坦高等教育院校主要教学语言是俄语。外国学生（包括本科毕业生）在吉尔吉斯斯坦接受教育要求至少1年的俄语

学习。

O 以色列

　　以色列高等教育实行三级学位制度，即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本科学制为3-4年，授予的学士学位包括文学学士

（B.A.）、理学学士(B.Sc)、教育学学士(B.Ed)、设计学学士(B.Des.)、美术学士（BFA）、舞蹈学学士（B.Dance）、音乐学士

(B.Mus)、法学学士(LL.B)等。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有资格申请硕士课程。硕士学制通常为2年，分研究型和非研究型两类。完成

研究型硕士学位学习的人，才有资格申请博士学位学习，博士教育分为很多学科类型，一般学制为4-6年，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需

进行学术研究并完成博士论文。招生的具体要求由各高等学校制定。学生也可通过&ldquo;直博&rdquo;模式获取博士学位。获

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可以直接申请硕博连读课程并获得博士学位。&ldquo;直博&rdquo;项目学制通常为4-6年。在此期间，学生需

修读进阶课程（advanced courses）、进行学术研究并完成博士论文。 

　　在以色列高等教育机构中，有67所学位教育机构，包括大学、学院和师范学院三种类型。学院和师范学院可授予学士和硕士

学位（通常为非研究型硕士学位），只有大学可以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种学位。 

　　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依据《高等教育委员会法（5718-1958）》成立，是以色列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管理机构。所有

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须经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准，其授予学位的资格也需由高等教育委员会授权。高等教育委员会下设专门的质

量保障和评价机构，定期对大学和学院进行教学评估。

非 
洲

P 南非

　　自2007年南非高等教育改革后，主要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分为综合大学、普通大学和理工大学。普通大学可以颁发学士、硕士

和博士学位，理工大学可以颁发技术学士（B.Tech）、技术硕士（M.Tech)和技术博士（D.Tech)学位，综合大学可以颁发以上两

类证书。 

　　南非大学一般不开设预科课程，但一般会为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提供一定的语言培训。根据南非政府的规定，我国高中毕业

可以申请去南非留学。大多数学校不要求语言成绩，但以学习英文为由赴南非的留学生，其学习签证一般不能延长，也不能转入

大学学习。 

　　南非质量认证机构（The South African Qualification Authority,SAQA）负责根据南非国家标准对外国教育文凭和教育资格

证书进行认证。南非大学主要以SAQA的认证评估结果作为录取国际学生的依据。 

　　南非法规不允许外国学生在南非打工。

Q 埃及

　　埃及的高等教育体系包括大学教育和非大学型中等后教育（主要为高等职业教育，相当于国内大专）两部分。埃及的高等教

育经费由宪法明文保障，具体运行由一部《大学组织法》（قانونتنظيمالجامعات）保驾护航。埃及本科学制四年、硕士学制三年、博士

学制三年，各级修业期满，均须经考试才能毕业并授予学位。 

　　埃及大学的学位授予资格需获埃及高教部(http://www.egy-mhe.gov.eg)和大学 高委员会(http://www.scu.eun.eg)认可。

高教部和大学 高委员会每学年对各校、各系、各专业的学历授予资质进行审查，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不予承认其学位教育的合法

性。政府内阁另设有“教学质量评估、保障与监督局”（http://naqaae.eg），与高教部平级，负责对大学的教学质量进行监

管。学校内部逐级设有大学委员会、院委员会和系委员会，大学校长担任大学委员会主席，总揽教学、科研、行政、财务等事

务。学校内部设有教学委员会、科研委员会、社会服务和环境发展委员会以及纪律委员会，对学校各个方面进行监督。 

　　埃及公立大学经费由国家拨款，私立大学经费主要来自学生学费，因此收费较高，但相对公立大学硬件较好。所有高校院系

和课程设置相仿，授课语言通常都为阿拉伯语，部分理科专业有英文授课，详细情况可查询高教部相关指南（http://www.egy-

mhe.gov.eg/publications/8)。

R 喀麦隆

　　喀麦隆全国共有高等教育院校近150所。这些高校分为高等教育部所属的公立大学、其他部委管辖的公立高等院校和私立大学

三种类型。根据喀麦隆法律规定，高等教育部负责对公立或私立院校的办学资格、文凭和学位颁发以及教育质量保障等方面进行

审批和监管。 

　　喀麦隆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法语，由于法语使用者占全国大多数人口，所以无论是课程内容还是教学方面，法语都占主导地

位。 

　　喀麦隆高校普遍实行一学年两学期制和课程学分制，并实行LMD三级学位体系。学生在通过高中会考（BAC）后，完成三年

高等教育，获得180个学分，获得学士学位（Licence），（双学位需要240个学分）；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两年的高等教育学习，

完成120学分，获得硕士学位（Master）；在硕士基础上进行三年的学习或研究，获得博士学位（Docto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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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的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为高等教育及科研部（网站：http://www.mesrs.dz）。 

　　阿尔及利亚全国共有91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包括47所公立大学、10所大学中心、19所国立高等学校、5所高等师范学校、

10所预备学校。此外，还有4所大学附属机构和2个综合预备课程班级也有资质教授高等教育课程。 

　　阿尔及利亚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通用法语，高校大多开设了法语授课的课程，某些专业如MBA课程，也有英文授课。 

　　阿尔及利亚实行LMD三级学位体系。学生在通过高中会考后，完成三年高等教育，获得180个学分，获得学士学位

（Licence），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两年的高等教育学习，完成120学分，获得硕士学位（Master）；在硕士基础上进行三年的学习

或研究，获得博士学位（Doctorat）。

T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承袭了英国的教育体制，高等教育主要包括大学、专科学院及高等技术学校，其中大学教育可颁授学士、硕士及博

士学位。高校普遍实行一学年两学期及课程学分制，一般获得学士学位需学习3年时间，硕士为1-2年，博士为3年。 

　　英语为毛里求斯的官方语言。但法语在广播电视、文字传媒，以及商业贸易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大 
洋 
洲

U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教育由联邦政府及州政府负责。 

　　澳大利亚的大学分布在州和地区，包括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澳大利亚大学及高等教育机构执行全国统一的学历学位及高等

教育文凭体系 

　　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VET)包括公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AFE）和私立职业技术学院。公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

一般由政府拥有和管理。私立职业技术学院一般由企业公司、私人和专业组织拥有和管理。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提供种类繁多的

课程。 

　　澳大利亚的语言学校包括独立机构及各类院校开设的语言培训课程。 

　　教育部所公布名单为澳大利亚大学和高等院校、公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私立院校名单。各类语言学校详情请参阅澳大利

亚教育、科学与培训部网站：http://cricos.deewr.gov.au。

V 新西兰

　　新西兰高等教育特指中学后教育，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大学（8所）、理工学院（18所）、私立教育机构（约550所）、毛利大

学（毛利语：Wānanga）（3所）以及行业培训机构（11所）。新西兰大学、理工学院和毛利大学为公立院校，按1989年颁布的

《教育法》设立；行业培训机构按1992年颁布的《行业培训法》设立。更多有关新西兰教育的信息请浏览新西兰教育国际推广局

(Education New Zealand)官方中文网站：www.studyinnewzealand.com/on/cn。 

　　在新西兰，高等教育和行业培训是由新西兰教育部、新西兰学历资格认证局（NZQA，网址：www.nzqa.govt.nz）和新西兰

大学委员会（Universities New Zealand，网址：www.universitiesnz.ac.nz）主管。新西兰学历资格认证局负责管理新西兰资历

框架（NZQF）。新西兰资历框架是教育机构质量是否获得保障的权威信息来源，该框架是以学习成果为导向，规定不同的资历持

有者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资历共分十个等级，等级的划分以学习内容的复杂程度为基础，一到十级复杂程度逐级提高。

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分列在资历框架的第七级至第十级。 

　　新西兰学历资格认证局作为质量监管部门，通过制定质量保障总体规则，对高等教育机构实施监督、管理和评估。规则的具

体实施则由新西兰学历资格认证局和新西兰大学委员会具体执行，分别对非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有效。 

　　新西兰政府于2002年颁布了《关于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行业规则》，旨在保障留学生权益。该规则为服务新西兰境内留学生

制定了准则，设定了指导与照顾的 低标准。该规则适用于所有招收国际留学生的各级院校及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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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sj.edu.cn/n1/12061.shtml
http://www.mesrs.dz
http://www.jsj.edu.cn/n1/12063.shtml
http://www.jsj.edu.cn/n1/12031.shtml
http://cricos.deewr.gov.au
http://www.jsj.edu.cn/n1/12040.shtml
http://www.studyinnewzealand.com/on/cn
http://www.nzqa.govt.nz
http://www.universitiesnz.ac.nz


二. 中国留学生出国留学基本情况
1. 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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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的 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54.45万人。其中国家公派3万人，单位公派1.63万人，自费留学49.82万人。从总体

趋势上看，近十年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人数总体上呈高速上升趋势，但2016年开始有所放缓。

1997-2016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 
与自费出国留学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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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留学⼈人员总数 其中⾃自费出国留留学⼈人数

2. 主要留学目的国中中国留学生占国际学生比例及中国留学生人数

综合各国政府移民或教育部门发布的官方统计数字显示，2015/2016学年中国留学生人数在除中国以外的其余七大留学目的国中的五个国家都位居第一。

如果排除前苏联国家，中国也是俄罗斯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在主要留学目的国日本和新西兰也位居第一。

2015/2016年中国留学生在世界主要留学目的国人数情况

国家
该国留学生占世界

国际学生比例

中国留学生在 

该国人数

中国留学生占该国国

际学生比例

中国留学生在该国国

际学生中的排名

美国 25% 328,547 31.50% 1

英国 12% 94,995 19.1% 1

法国 8% 28,043 9.1% 2

澳大利亚 7% 97,984 27.3% 1

俄罗斯 7% 20,209 13.4% 4

加拿大 6% 83,990 31.8% 1

德国 6% 30,259 10.1% 1

日本 -- 74,921 41.6% 1

韩国 -- 66,672 62% 1

新西兰 -- 16,520 32.7% 1

数据来源：美国国际教育协会，Project Atlas ,2016加拿大移民局(CIC)、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及英国独立学校委员会，澳大利亚移民局、日本学生支

援机构，韩国法务部*
如上表和下图所示，近年来，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一直为中国留学人员选择的主要目的国，在这些国家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数量

都超过5万。其中中国留学生在韩国、日本的国际学生中所占比极高，接近或超过半数，反映了国际学生因为地缘、文化等因素而产生的区域内流动特点。其

次在美、加、英、澳、新等英语国家国际学生中占比都接近或超过20%，在移民国家比例更接近或超过30%。而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因为地缘、语言等因

素，中国留学人员在国际学生中占比远低于英语国家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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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美国国际教育协会，Project Atlas ,2016加拿大移民局(CIC)、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及英国独立学校委员会，澳大利亚移民局、日本学生支

援机构，韩国法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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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大学排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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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媒体和各机构推出的大学排行榜存在各种缺憾，但它们满足了政府无法满足的公众对的大学信息透明度的需求，对公众而言，大学排名对了解一所

大学的威望和质量还是具有可靠性和参考价值的，排行榜是优秀的标准，它们有助于人们辨别各学术机构。 

就全球性大学而言， 具影响力的四大排名分别为《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usnews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

以及《QS世界大学排名》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英文简称ARWU是中国国家级研究项目，由中国政府授权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

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发布，2003年首次发布，根据研究结果，每年公布一次。该排名的初衷是寻找中国大学和世界名牌大学在科研上的差距；排名前100名

的大学有详细位次排名，后100-400名的大学提供区间排名。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是世界上 早的综合大学排名，侧重衡量高校的研究实力，以其客观的排名数据获得国际的称赞，但也因过分侧重理工科

而被诟病，是世界上影响力 大的大学排名之一。 

“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为美国权威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World Report）于2014年10

月28日首次发布，根据大学的学术水平、国际声誉等十项指标得出全球 佳大学排名。 

QS世界大学排名，是由教育组织Quacquarelli Symonds所发表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是历史第

二悠久的全球大学排名，第一次发布于2004年，仅次于《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003年）。2009年10月前，QS与泰晤士高等教育合作，发布世界大学排名

于《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称为“THE-QS世界大学排名”；2010年起，QS以原有的方式继续公布自己的排行榜，泰晤士则采用新的方法，并推出自己的

世界大学排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以教学、研究和国际展望(例如海外学生和教职员数目)作为标准，为全世界 好的980大学排列名次。

四大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

ARWU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

THE 

世界大学排名

发布方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

究中心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Quacquarelli Symonds 《泰晤士高等教育》

首发时间 2003年 2014年 2004年 2010年

指标1

科研成果（在《Nature》和

《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折

合数）*

学术声誉（世界学术声誉/区域学术声

誉) 
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 论文引用（师均论文引用量）

权重 20% 25% 40% 30%

指标2

科研成果（被科学引文索引

（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收录的论文数量）

高质量论文引用(高质量论文引用量/高

质量论文引用比率)
单位教职的论文引用数

教学（教学声誉/博士-学士学位授予比

例/学科门类/师均学校收入）

权重 20% 22.5% 20% 30%

指标3
教师质量（获诺贝尔科学奖和

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
文献引用(文献引用质量/文献引用量) 教师/学生比例

科研（学术声誉调查/研究经费/师均论

文数）

权重 20% 20% 20% 30%

指标4
教师质量（各学科领域被引用

次数 高的科学家数量）
论文发表 全球雇主评价

国际化程度（国际教师比例/国际学生

比例/国际合作研究比重）

权重 20% 12.5% 10% 7.5%

指标5
教育质量（获诺贝尔奖和菲尔

兹奖的校友折合数）

博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量/教授或博士

学位量)
国际学生比例 经济活动与创新

权重 10% 10% 5% 2.5%

指标6
师均表现（上述五项指标得分

的师均值）
国际合作研究 国际教师比例

权重 10% 10% 5%

对纯文科大学，不考虑 N&S 指标，其权重按比例分解到其它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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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托福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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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逾10,000所院校、组织和机构认可托福成绩，涵盖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

加拿大的所有顶级名校；另外，移民部门会参考申请者的托福成绩签发居住和工作签证；医疗及认证机构会

根据从业者的托福成绩颁发职业资格证书；越来越多的英语学习者也依据托福成绩客观评估自己的英语学习

进展。 

托福考试的顺序为阅读、听力、口语、写作，时长约4个小时，在一天内完成。托福考试各单项为30分，

总分为120分。

1. 考试介绍

考试结构 考试时长 考试内容

阅读 60-80分钟 3-4篇学术文章，每篇文章约700字，每篇文章设12-14个问题；

听力 60-90分钟

4-6段讲座，某些讲座包含课堂讨论，每段讲座时长3-5分钟，每

段讲座设置6个问题，2-3段对话，每段对话时长3分钟，每段对

话设置5个问题；

口语 20分钟
2个独立试题——考生依据话题，阐述自己的观点；4个综合试

题——以阅读和收听的信息为基础，进行口语表述；

写作 50分钟
1个综合试题——以阅读和收听的信息为基础进行写作；1个独

立试题——就某个话题阐述论点。

通常情况下，考生可在考试结束约15个工作日后登陆报名网站查询成绩（可能有少许例外）。ETS正式打印的成绩单随后将通过快递寄送到考生报名时

提交的中文地址。考生个人账户中将提供快递单号供考生去查询。托福考试成绩的有效期为两年；考生参加托福考试的次数不受限制，但两次考试之间的时

间间隔不得小于12个自然日。

2. 报名流程

中国大陆考生须登录教育部考试中心托福考试报名网站进行注册，网址为http://toefl.etest.edu.cn或http://toefl.etest.net.cn。

注册成为网上报名系
统（NEEA）用户，创

建个人档案
在线付报名费 注册考试 填写背景调查

托福考试的报名及交费等问题，请咨询教育部考试中心托福考试报名全国服务热线：010-82345672（周一到周五：08:30–12:00;13:00-17:00）。 

考试日服务电话：86-10-61957815（仅限考试日7:30–14:00开通）

特别提醒  中国户籍的考生在报名前必须确认已经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或所持二代居民身份证在考试日仍在有效期内。

3. 考试费用

项目 金额（单位：元）

托福网考考试费 1761

逾期报名附加费 288

转考费 576

恢复已取消成绩 144

成绩增送费（每份） 134



二. 雅思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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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LTS雅思考试（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是为那些

打算在以英语作为交流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留学或就业的人们设置的英语语言水平考试。雅思考试由英国文化

教育协会、IDP教育集团和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三方在全球共同组织运作。 

雅思考试内容涵盖听说读写四项语言技能，兼具实用性和学术性，能够精准地测评考生真实的英语沟通

能力。雅思考试有两种考试类型：学术类和培训类。学术类雅思适用于出国留学申请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

位，或获得专业资质。培训类适用于英语国家移民申请（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及英国），或申请培

训及非文凭类课程。 

全球超过9,000所教育机构、雇主单位、专业协会和政府部门的认可雅思成绩。雅思在中国大陆40个城

市共设有75个考试中心。

1. 考试介绍

考生须正常完成笔试、口试所有科目及如期参加现场照相方可以收到成绩单。考生通常可以在笔试后第10个工作日登录教育部考试中心雅思报名网站个

人主页查看考试成绩。考试成绩以 终收到的成绩单为准。考生成绩单将同时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通过EMS（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寄送服务）寄往考生报名

时提供的成绩单寄送地址，每位考生只能收到1份成绩单原件。考生可登录教育部考试中心雅思报名网站个人主页申请寄送额外成绩单并支付相关费用。考试

成绩自考试日期起2年内有效。 

如果您想要前往英国或在英国居留一段时间，您需要了解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UKVI)。该考试是为满足英国签证与移民局对特定类型英国签

证申请要求所开设的考试。

考试类型 考试结构 考试时长 考试内容 考试形式

学 
术 
类

听力
30分钟+10

分钟

4个部分，40道问题： 

考生听四段录音，难度随考试的进行而递增。 这些录音包括一些独白及对话、考试将听到不

同的英语口音和方言。 录音只能听一遍，但会留给考生一些时间阅读问题并记录答案。

纸笔考试

学术类阅读 60分钟

3篇文章，40道问题： 

考生将阅读三篇文章并回答文章后问题。文章从书本、杂志、期刊及报纸上选取，不需读者

具备专业知识。至少有一篇文章包含详细的论证。

学术类写作 60分钟

2篇作文： 

第一部分：要求考生根据给出的表格或图表，写一篇大约150字的文章，考查考生描述及分

析数据的能力。 

第二部分：要求考生针对某个问题或观点写一篇大约250字的短文，并要求考生能够使用恰

当语气及语域（包括词汇、语法等）讨论问题，并展开论证

口语 11-14分钟
3个部分： 

考察考生日常会话、对熟悉话题作一定长度的描述以及与考官之间的互动能力。
一对一面试

培 
训 
类

听力
30分钟+10

分钟

4个部分，40道问题： 

考生听四段录音，难度随考试的进行而递增。 这些录音包括一些独白及对话、考试将听到不

同的英语口音和方言。 录音只能听一遍，但会留给考生一些时间阅读问题并记录答案。

纸笔考试
培训类阅读 60分钟

3篇文章，40道问题： 

考试的文章以英语国家日常生活素材为基础。考试的文章将从报纸、广告、说明书及书籍中

摘取，考察考生对信息的理解及运用的能力。试题包括一篇较长的描述性，而非论证性的文

章。

培训类写作 60分钟

2篇作文： 

第一部分：要求考生写一封大约150字的信，询问信息或解释一种情况。 

第二部分：要求考生根据所给出问题或观点写一篇大约250字的短文，并能够使用恰当的语

气和语域（包括词汇、语法等）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反驳其他观点。

口语 11-14分钟
3个部分： 

考察考生日常会话、对熟悉话题作一定长度的描述以及与考官之间的互动能力。
一对一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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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元

3. 考试费用

雅思考试的报名及交费等问题，请咨询教育部考试中心雅思考试报名全国服务热线： 

010-82345671（周一到周五：08：30-17：00；周六（笔试日）：07：30-13：00）。

第一步 
注册成为教育部考试
中心（NEEA）用户

第二步 
预付考试费用

第三步 
预订座位

第四步 
填写报名表

第五步 
确认支付考试费用

第六步 
报名成功

第七步 
网上预订口试时间

第八步 
查看考试安排打印准

考证

2. 报名流程

中国大陆考生须登录教育部考试中心雅思考试报名网站进行注册，网址为https://ielts.etest.edu.cn/ 或https://ielts.etest.net.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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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考试分两项： 

一项是一般能力或称倾向性测验(General Test或Aptitude Test)。测试内容为测量考生的文字推理、数

量推理、逻辑思维及分析性写作的能力。这些衡量标准并不针对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而是旨在考察考生是

否有能力在研究生和商学院继续深造。 

二项是专业测验或称高级测验(Subject Test或Advanced Test)。测试内容为测量考生在某一学科领域

或专业领域内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以及能力水平的高低，从而帮助院校更好地了解申请人在某一学科领域的

能力情况。

成绩单将会在考试结束后10-15日由美国ETS直接邮寄给考生本人。一般能力测验的成绩有效期为5年。

1. 一般能力测验(General Test)简介

考试形式：计算机网络化考试。 

考试时段：总时长约为3小时45分。考试共分六部分，第三部分之后有10分钟的休息。 

考试次数：每月有1至2次考试。考生两场考试之间须间隔20天,即距上次考试21天就可重新参加新GRE®普通考试，并且在任意连续的12个月期间 多

只能报考5场考试。

考试时间 计分方式 考试内容

分析性写作

包括两个单独计时的写作任务：逻辑立

论文（Analyze an Issue）和驳论文

（Analyze an Argument），各30分

钟。

分数区间为0-6分之间,采用0.5分进制。

保持一个中心明确且连贯的讨论，清楚

有效地阐明复杂观点，用贴切的事理和

事例支撑观点以及检验论点及相关论

证。 

文字推理 共两个部分，每部分约20题、30分钟。

分数区间为130-170分； 小分数段为1

分；评分尺度为41个分数级。 

分析论述文字并得出结论，理解语言文

字的多层次含义，挑选重要观点以及理

解词语、句子及段落篇章的意思。

数量推理 共两个部分，每部分约20题、35分钟。

分数区间为130-170分； 小分数段为1

分；评分尺度为41个分数级。 

解读并分析量化信息以及运用算术、代

数、几何、概率以及统计学中的基本概

念和技能。数量推理部分允许考生使用

考生电脑屏幕上显示的计算器。 

2. 报名流程

中国大陆考生须登录教育部考试中心GRE考试报名网站进行注册，网址为https://gre.etest.edu.cn/ 或https://gre.etest.net.cn/ 。

注册成为网上报名系
统用户，创建个人档

案

向账户充值，用于支
付考试费 选择考场和考试时间 填写背景调查答案

GRE考试的报名及交费等问题，请咨询教育部考试中心GRE考试呼叫中心.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86-(0)10-82345673，电子邮件：greibt mail.neea.edu.cn；服务时间：周一到周五：08:30–17:00。

3. 考试费用

项目 金额（单位：元）

考试费 1456元

考试转考费 3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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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当日之后6周，考试成绩在ETS官网上公布，并由ETS所在地(Princeton, New Jersey, USA)直接邮寄考生本人或申请就读院校。专业测验的成绩有

效期为5年。

4. 专业测验(Subject Test)简介

报名与考试：GRE专业考试报名须直接向美国ETS寄送报名表和考费或登录ETS网站报名。考试的实施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管理的在全国各地的15个考点进

行。 

考试日期：每年4月，10月，11月举行全世界统一的GRE专业测验考试。 

考试形式与内容：专业测验考试形式一直是纸笔考试。目前开设八个专业，分别为：生物Biology，生化Biochemistry，化学Chemistry，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英语文学Literature in English，数学Mathematics，物理Physics，心理学Psychology。

学科 题量 考试内容 计分方式

生物学 205
总共分成三个部分：细胞与分子生物学；有机生物学；人体生物学，包括生

态学与进化论。

专业测验考试总

成绩为200-990

分，采用10分进

制；各科成绩为

20-99分，采用1

分进制。 

生物化学 180
涉及到三个领域，其中生物化学(36%)，细胞生物学(28%)，分子生物学与遗

传学(36%)。

化学 150
涉及大学化学课程的主要内容。其中，分析化学约占15%，无机化学约占

25%，有机化学约占30%，物理化学约占30%。

计算机科学 80

涉及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和计算机专业的课程内容。其中，软件系统及方法约

占35%，计算机与结构约占20%，计算机理论约占20%，计算数学约占

20%；其他如数学横型与模拟约占5%。

英语文学 230

其内容集中在重大事件、社会活动、著名作家等方面。主要侧重于大学课程

的知识，例如辨认作家、作品，概述并讨论历史事件，复述某篇名作的章

节；还有一类试题侧重于学生阅读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的能力。后一类

试题往往要求考生使用规定的结构、形式、文学技巧和风格进行作文。

数学 66

侧重于数学专业的知识和技巧。除了基本的微积分运算外，还包括线性代

数、数学分析等，要求考生能够举一反三。大约有1/4的试题涉及复变分析、

拓扑学、数论等方面的知识。

物理 100

主要涉及大学的物理课程。其中经典力学约占20%，电磁基础约占18%，原

子物理约占10%，物理光学及波动现象约占9%，流体力学及统计力学约占

10%，量子力学约占12%，狭义相对论约占6%，实验方法约占6%；其余9%

主要涉及近代物理学的内容，包括有拉格朗日和哈密尔顿力学、原子和质子

物理、低温物理及空间物理。

心理学 220

共分为三个部分：记忆、思维、知觉、人文学、比较心理学、生理学等，约

占43%；个性、临诊、变态心理、心理发展和社会心理学等，约占43%；历

史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心理测量、心理统计，约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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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T®考试是全球唯一的专为商科和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设计的标准化考试，目前在超过110个国家

设立了550多个考试中心。 

GMAT®考试是根据考生的能力而调整难度的计算机自适应考试。GMAT®考试由四个部分组成——分

析性写作，综合推理部分，数学部分和语文部分。考试总时间（包括休息）大约是4小时。

1. 考试介绍

考试开始前，考生可以选择 多5所想投送成绩的大学或项目投送GMAT考试成绩。投送费用已包含在考试费中。如需加送GMAT成绩，则需要通过注册

中心或MBA网站付费订购。 

如果考生选择接受本次考试结果，非正式成绩单将显示在考试机屏幕上并同时打印出来。非正式成绩单只显示考生数学和语文部分的成绩。分析写作和

综合推理部分的成绩将在结果回传后由专人评判。非正式成绩单上同时列出将接受成绩的学校信息。同时该成绩单上还给出了考生在网站上查看成绩的验证

码。考生大约将在考试结束的20天后获得正式成绩单（含分析写作和综合推理部分成绩）。 

考生 早可提前六个月注册考试或进行考试改期。同时考生两次考试预约的间隔必须超过31天，在连续的12个月内 多可参加5次GMAT考试。获得考

试成绩800分的考生5年内将不能再次参加GMAT考试。

2. 报名流程

中国大陆考生须登录教育部考试中心GMAT考试报名网站进行注册，网址为https://gmat.etest.edu.cn/ 或https://gmat.etest.net.cn/ 。

注册成为网上报名系
统用户，创建个人档

案

向账户充值，用于支
付考试费 选择考场和考试时间 填写背景调查答案

GMAT考试的报名及交费等问题，请咨询教育部考试中心GMAT考试呼叫中心.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86-(0)10-82345675，电子邮件：gmatservice neea.edu.cn；服务时间：周一到周五：08:30–17:00。(公众假期除外) 

特别提醒  GMAT考生注册考试时，请准确地按照护照上的姓名拼音和出生日期注册。如考生护照上姓名或出生日期和考试系统中的信息不符，考生将无

法参加考试。并且不退还考试费用。2006年起中国考生的唯一有效证件为护照（注：必须在有效期内）。外籍考生在中国参加GMAT考试，必须提供护照

（注：必须在有效期内）作为有效证件。

项目 题量 时长 考试内容

分析性写作 1 30分钟

考生在考试中分析的论证均为一般性题目，有些与商业相关，有些则涉及其他

方面。然而，请注意，具体的商业知识或其他领域的知识并非完成该题的前提

条件。该题仅评估考生的分析性写作能力。考生要基于一项给定的论证，分析

论证背后的推理和假设，然后对该论证的有效性进行批判性评价。就该话题考

生不需要给出自己的观点。

综合推理 12 30

题型分别为图表解读，二段式分析，表格分析，多源推理。 

图表解读：要求申请人对图形或图像进行说明，并通过选择相应选项来回答相

关陈述是否正确。 

二段式分析：解题包括两个部分，可选答案将以列表形式展现，每部分各一

栏 。 

表格分析：向申请人提供一份类似电子表格的分类信息表，申请人必须对该表

进行分析，以便根据所提供的信息来确定表述是否正确。 

多源推理：标签页下给出两至三个信息来源后会提出问题。申请人通过点击标

签页并审读所有相关信息（可能会集文本、图表为一体）来回答问题。

数学 37 75分钟 题型包括数据充分性分析和问题求解。

语文 41 75分钟 题型包括阅读理解，逻辑推理和句子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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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试费用

项目 金额（单位：元）

考试费 1725

考试更改费 345

成绩增送费 195/份

快递费 185

作文复议费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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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DaF（德福）是德语语言考试，对象是以赴德留学为目的的外国学习德语者或一般只想证明自己德

语语言水平的人。TestDaF是一种基于大学生活环境中语言能力的标准化中、高级考试。TestDaF试题由德

国TestDaF考试院集中命题、阅卷；在全球各专门的考试中心举行；根据考试成绩，所有应试者将得到由

TestDaF考试院签发的不同等级证书。通过TestDaF考试者将获得语言证书；德国所有高校都承认TestDaF考

试的语言证书。

1. 考试介绍

德福考试的所有内容及命题都和德国的大学有关，适合所有学科的申请者，德福考试由四部分组成：阅读理解、听力理解、笔头表达、口头表达

2. 报名流程

中国大陆考生须登录教育部考试中心TestDaf考试报名网站进行注册，网址为 http://testdaf.www.etest.edu.cn/  或 http://testdaf.etest.net.cn/ 。

注册成为网上报名系
统用户，创建个人档

案

向账户充值，用于支
付考试费 选择考场和考试时间 填写背景调查答案

TestDaf考试的报名及交费等问题，请咨询教育部考试中心TestDaf考试呼叫中心.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86-(0)10-82345676 ，电子邮件：testdaf@mail.neea.edu.cn  ；服务时间：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 13:00-17:00。

项目 时间 考试内容

阅读理解 60分钟
共有三段文章，这三段文章难度各异，属于不同类型的文章，问答题的形式也不一样。要求

理解大意，作答细节及间接表达的信息。

听力理解 40分钟
共有三段文章，这三段文章难度各异，属于不同类型的文章，问答题的形式也不一样。要求

听懂大意，作答细节及间接表达的信息。

笔头表达 60分钟
就某个题目完成一篇前后关联，结构清晰的文章，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要求能对示意图或表格

进行描述，第二部分要求能就某个讨论题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

口头表达 30分钟

考试由7段组难度各异的问答题组成，要求：能电话查询；能获得或提供信息，说服他人；

能对示意图进行描述和总结；能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能对一定问题发表意见并提出

理由。口试在语言实验室进行，录音播放问答要求，您边听边阅读试题，您的回答录在第二

盘磁带上，

TestDaF按照3-5级区分语言能力，5级（TDN5）为 高级。如果达到“TestDaF 4级”（TDN4），您就已得到在德国大学专业学习的语言水平资格。

如果成绩达到“TestDaF 3级”（TDN3）水平，也可以得到某些大学的特定专业的语言水平认可。“TestDaF 5级”（TDN5）是TestDaF考试的 高成绩。

它表示，应试者拥有非常高的语言水平，远远超过了入学所要求的水平。（有关TestDaF考试成绩等级的详细介绍，可以在TestDaF考试院的网页上获得：

www.testdaf.de。） 

TestDaF每年举行两次。考生参加TestDaF考试次数、年龄和学历不受限制，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均可报名。德福考试语言证书的有效性没有时限。 

在考试后6周左右的时间可与参加考试的考点联系领取德福语言证书。如在考试日之后一年内未到考点领取证书，则考点将把该证书退还给德福考试院。

如果需要副本，可给德福考试院写信，加做副本每份20欧元，在收到您的汇款后，德福考试院将会给您制作并邮寄证书副本(E-mail地址可以从德福考试院官

方网站上获得)。

3. 考试费用

1575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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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F和DALF是法国教育部颁发的官方文凭，用以证明外国考生或非法语国家中未获得法国中学或大学

文凭的法国考生的法语能力。其中，DELF文凭包括四个独立的文凭(A1,A2,B1,B2)，分别对应欧洲语言共同

参考框架(CECRL)中的前四个级别；DALF文凭包括两个独立的文凭(C1,C2)，分别对应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

架(CECRL)中的两个 高级别。 

获得DELF B2级文凭可免除法国大学入学语言测试；而获得DALF文凭的外国学生在申请法国大学时亦

可免除其它法语水平测试。 

一般而言，申请法国公立大学本科须提供DELF B2文凭，申请研究生则须具备C1水平。DELF和DALF是

法国教育部制定的法语考试标准，没有这两个文凭，可能会影响留学生进入法国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公立大

学。DELF和DALF文凭终生有效。

1. 考试介绍

考试主要考察以下四种能力：听力理解、口语表达、阅读理解和书面表达。DELF A1、DELF A2、DELF B1、DELF B2和DALF C1对4种语言能力分别评

估，而DALF C2中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相关联，表达取决于考生对考试材料的理解。考试材料涉及两个领域：人文科学和理工科学，考生可任选其一。 

DELF B2.水平的考生已经达到独立使用法语的水平，能够为自己的看法辩护，展开自己的观点，与对方商谈。这一级别的考生能够自如地进行会话并且

有能力自我纠正语言错误。DELF B2.全部考试总时长为2小时30分钟，满分100分，获得文凭分数线为50/100，每一项考试 低分数为5/25。考试内容如下：

DALF C1.水平的考生已经能够自主地使用法语,能够自如、主动地进行交际。考生拥有较大的词汇量，能够选择恰当的表达法来表述自己的意见，并且掌

握大量的表达法，讲话清晰流利、结构完整。DALF C1.考试总时长为4小时，满分100分，获得文凭分数线为50/100，每一项考试 低分数为5/25。考试内

容如下：

项目 时间 考试内容 分值

听力理解 30分钟

听完两段录音(两遍)后，回答相关问题。 

采访、信息播报等(听一遍) 

演讲、报告、发言、纪录片、电台或电视台广播(听两遍)。录音 大时长8

分钟

25分

阅读理解 60分钟

阅读两篇文章，回答相关问题： 

关于法国或法语国家的资讯类文章 

议论文

25分

书面表达 60分钟 通过论述表达个人立场(参加辩论、书写正式信函、评论文章) 25分

口头表达

备考：30分

钟，考试时

间：约20分

钟

观看一份简短文档，表述自己的观点并辩护。看法；能对一定问题发表意

见并提出理由。口试在语言实验室进行，录音播放问答要求，您边听边阅

读试题，您的回答录在第二盘磁带上，

25分

项目 时间 考试内容 分值

听力理解 40分钟
一段约8分钟的长录音(访谈、课程、讲座等)(听两遍)，几段简短的电台广

播(简讯、调查、广告等)(听一遍)。录音 大时长10分钟
25分

阅读理解 50分钟
阅读一遍约1500至2000字的表达某种思想的文章(文学作品或新闻稿)，回

答相关问题。
25分

书面表达 150分钟

包括两部分： 

对多篇约1000字的文章进行概括 

阅读多篇文章，撰写议论文：考生可以选择两个领域：文学与人文科学，

科学

25分

口头表达

备考：60分

钟，考试时

间：30分钟

口语报告，陈述多篇文章内容，并与考官进行讨论。考生可以选择两个领

域：文学与人文科学，科学，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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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考期 后一个级别考试后的1个月左右，您可以到考点或当地法盟领取成绩单和临时证书；考试后2-3个月您可以到考点或当地法盟领取正式证书。

2. 报名流程

中国大陆考生须登录教育部考试中心DELF-DALF考试报名网站进行注册，网址为http://delf-dalf.etest.net.cn/或http://delf-dalf.etest.edu.cn/。

注册成为网上报名系
统用户，创建个人档

案

向账户充值，用于支
付考试费 选择考场和考试时间 填写背景调查答案

DELF-DALF考试考试的报名及交费等问题，咨询电话如下：010-62979166-5，电子邮件：delfdalf mail.neea.edu.cn；服务时间：工作时间：周一至

周五8:30-12:00 13:00-17:00。

3. 考试费用

DELF B2：1650 元 

DALF C1：2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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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语能力测试（JLPT／The Japanese-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是对日本国内及海外以母语非

日语学习者为对象，进行日语能力测试和认定。在我国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组织和实施。每年举办2次，

于7月和12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实施。

1. 考试介绍

JLPT分为N1、N2、N3、N4、N5共5个级别，N1、N2考试分“语言知识（文字、词汇、语法）、阅读”和“听力”2个科目，N3、N4、N5考试分“语

言知识（文字、词汇）”；“语言知识（语法）、阅读”及“听力”3个科目，满分均为180分。成绩通知书由国际交流基金会通过教育部考试中心及下设考

点发放给考生本人，成绩合格者还将同时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颁发的合格证书。N1、N2、N3、N4、N5级的合格证书均长期有效。 

N1、N2考试分“语言知识（文字、词汇、语法）、阅读”和“听力”2个科目，N3、N4、N5考试分“语言知识（文字、词汇）”；“语言知识（语

法）、阅读”及“听力”3个科目，满分均为180分。

成绩通知书由国际交流基金会通过教育部考试中心及下设考点发放给考生本人，成绩合格者还将同时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颁发的合格证书。N1、

N2、N3、N4、N5级的合格证书均长期有效。成绩单和证书约在考试后三个月到达考点并在网上报名个人账户内显示。

类型 考试项目 时间

N1
语言知识（文字、词汇、语法）、阅读 110分钟

听力 60分钟

N2
语言知识（文字、词汇、语法）、阅读 105分钟

听力 50分钟

N3

语言知识（文字、词汇） 30分钟

语言知识（语法）、阅读 70分钟

听力 40分钟

N4

语言知识（文字、词汇） 30分钟

语言知识（语法）、阅读 60分钟

听力 35分钟

N5

语言知识（文字、词汇） 25分钟

语言知识（语法）、阅读 50分钟

听力 30分钟

2. 报名流程

注册成为网上报名系
统（NEEA）用户，创

建个人档案
在线付报名费 注册考试 填写背景调查

日本语能力测试的唯一报名方式是由教育部考试中心所属教育部考试中心海外考试报名信息网提供的全国统一网上报名。网址为:https://

jlpt.etest.net.cn/或https://jlpt.etest.edu.cn/。

日本语能力测试的报名及交费等问题，请咨询教育部考试中心JLPT考试报名全国服务热线：010-82345676（周一到周五：08:30–12:00;13:00-

17:00）。jlpt mail.neea.edu.cn

3. 考试费用

N1、N2级别考试费为450元人民币/人；N3、N4、N5级别考费为350元人民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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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为评价韩国语为非母语的外国人及海外侨胞的韩国语能力而设置的考试，并

作为留学、就业的依据。韩国语能力考试目前在32个国家、99个城市实施。世界各国及地区均承认本考试

的评价与成绩。

1. 考试介绍

韩国语能力考试包括：一般韩国语（Standard TOPIK,S-TOPIK），分三个级别（低级、中级、高级）。希望赴韩留学的小学生需递交一般韩国语能力的

初级证书，申请初、高中时需要递交中级证书、大学入学考试及研究生院时需递交一般韩国语的高级证书。(各院校的录取要求不同，请参考学校网站上的相

关信息)。 

中国大陆地区，一般是每年四月和十月在全国各地的考点同时举行考试。上午考韩国语能力考试Ⅰ（TOPIK 1），下午考韩国语能力考试Ⅱ（TOPIK

Ⅱ）。成绩单约在考试结束后3个月到达考点，届时请考生到考点领取成绩单。成绩有效期为至成绩单发放日（成绩单上记载日期）起2年。

2. 报名流程

注册成为网上报名系
统（NEEA）用户，创

建个人档案
在线付报名费 注册考试 填写背景调查

韩国语能力测试的唯一报名方式是由教育部考试中心所属教育部考试中心海外考试报名信息网提供的全国统一网上报名。网址为:https://

topik.etest.net.cn/或https://topik.etest.edu.cn/。

韩国语能力测试的报名及交费等问题，请咨询教育部考试中心JLPT考试报名全国服务热线：010-82345676-3（周一到周五：08:30 – 12:00; 13:00 - 

17:00）。topik@mail.neea.edu.cn 

3. 考试费用

300元/人

教育部考试中心系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主要承担教育考试专项职责任务。教育部考试中心在中国组织实施的海外考试动态可扫描以下二维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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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良莠不齐一直是让不少出国求学者头疼的问题。2017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第三批

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取消了对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的认定。在留学中

介资质审批取消后，为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同时也给出国留学人员选择留学中介机构一

个参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出国留学服务分会根据国家相关留学行业标准制定了《留学行业白名单管理

办法（试行）》。并于2017年6月公布了首批留学服务行业白名单。 

留学服务行业白名单企业均承诺在服务过程中遵守相关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32932-2016《留学中介服务规范》、GB/T 32933-2016《留学服务术语》、GB T 33287-2016《语言培

训服务评价》），签署了诚信经营公约，承诺接受协会的消费调解，并开通快速调解通道。 扫码查询留学服务行业白名单

选择留学服务行业白名单企业进行服务的消费者，如在接受服务过程中遇到问题，可通过出国留学服务

分会微信公众号（微信号：luxuezjhh）发布投诉信息或拨打热线电话（010-58429690）进行投诉，分会

将及时进行反馈和处理。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出国留学服务分会成立于2013年10月31日，是经教育部批准并在国家民政部登

记注册的全国性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行业自律组织。分会配合教育涉外监管网实施社会监督，发布出国留

学服务行业动态，宣传业务规范、有特色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正面引导社会舆论；设立消费者投

诉中心，制定自费出国留学服务行业维权条例，建立投诉受理、处理、赔偿体系，化解社会矛盾。
扫码关注出国留学服务分会微信

二. 关于《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为进一步发挥政府宏观监管职能，规范从业机构行为，保障消费者权益，教育部会同工商总局联合印发

了《教育部工商总局关于印发&lt;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合同示范文本&gt;的通知》，于2017年1月1日起

实施。 

《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以2004年版本为基础，新增了退费约定等，进一步细化了服

务范围、付费方式、违约条款、争议解决办法等，共计12条。更好地反映了自费出国留学市场的新变化，

进一步明确了留学中介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扫码下载《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三. 《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合同示范文本》解读

经过十年的市场发展和变化，2004年发布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委托合同（示范文本）》已不能适应现今的机构服务内容和消费者权益的维护。经

由多方专家及消费者的共同研讨，2014年提出的建议稿中，对原合同做出了多项重要修改。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发挥政府宏观监管职能，规范自费出国留

学中介行业服务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教育部、工商总局制定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合同示范文本》（GF-2016-1002），自2017年1月1日起实

施。原《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合同示范文本》（GF-2004-1002）同时废止。 

与2004版相比，新示范文本丰富了合同的内容，优化了整体结构，加入附件《院校及专业确认表》，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具体条例上，新增通知条款，

简化不可抗力条款，进一步细化了中介服务的范围，明确了合同签署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单独列出退费、违约责任，收退费模式更加合理，共计12条。此外，

新示范文本在重要条款都列出了“约定其它权利和义务”空白条款，体现了对双方自主性的尊重。以下，对修改的重点条款进行解读。

1. 修订背景

2. 重点条款及特点解读

原示范文本第一大点“服务项目及费用”分解为中介服务范围（第一条）和中介服务费用（第四条）。修改后的中介服务范围包括政策、教育情况咨询、

委托申请院校、委托申请签证、约定的其他服务。 

提醒广大消费者，专业资格公证翻译、成绩单翻译、Writing Sample及Research Proposal的制作和翻译等，一般不包括在留学机构提供的服务内。

I. 细化中介服务范围

A. 细化中介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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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委托人在咨询之初，没有明确的留学规划，对自己是否能够出国留学也没有清晰的认识，往往需要顾问老师给予深度分析后，才能确定留学层级、

院校和专业。同时，为增加留学的成功率，委托人往往申请多个院校和专业。 

原示范文本第一条，委托人只能体现一所申请境外院校，而新示范文本提供《院校及专业确认表》，委托人与受托人可协定多个申请院校及专业，符合

留学咨询的实际情况，增加了操作的便利性。

根据第二条委托人权利与义务的新增条款，委托人有权选择自行缴纳院校申请注册费、材料寄送费、签证等第三方收取的费用。提醒广大消费者，委托

留学机构办理此类事项，收费可能略高于第三方实际收取的费用，建议事先与机构做好协商工作。

一名委托人会同时选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和专业，由于不同院校、专业的申请难度不同，留学机构会收取不同的服务费，因此在签署合同时还不能

确定 终的服务费金额。原示范文本第三条，费用收取金额和方式简单。新示范文本第四条将更适合机构服务流程： 

（1）委托人申请的院校在双方协定的示范文本附件《院校及专业确认表》范围内，中介服务费为约定数额。申请院校超出《院校及专业确认表》范围，

每增加一所学校，委托人另缴纳约定数额的中介服务费； 

（2）可选择一次性付款，或留学申请成功后再付第二笔中介服务费。新示范文本规定，委托人收到符合约定的任何一所院校的录取通知书（包括有条件

录取通知书及无条件录取通知书）即视为留学申请成功。 

提醒广大消费者，增加《院校专业确认表》所含学校的其它项目所需的额外费用，需与机构自行协商。申请过程中，若想变更留学方案，也需另行商议

如何处理。

III. 收退费模式合理化

A. 按基本的服务流程收费

B. 增加附件《院校及专业确认表》

II.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A. 委托人有权选择自行缴纳第三方费用

B. 如遇政策等变化，双方均需及时配合

原示范文本规定，如遇留学国家政策、签证政策、院校入学标准的变化，委托人需及时提供相应材料。而新示范文本要求受托人也应及时通知委托人补

充相应材料。

除特别书面声明外，委托人所填写的《自费出国留学申请人信息》中载明的住址即为受托人寄送书面文书的通讯地址。受托人在提供中介服务过程中，

如按照委托人提供的其他联络方式无法取得联系时，受托人向该通讯地址发送的书面文书，即视为受托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委托人如更改通讯地址，应及时

以书面形式通知受托人。

C. 增加通知义务

D. 增加约定其他权利和义务条款

在对双方权利与义务的约定中，均增加了“约定其它权利和义务”空白条款，机构和消费者可以根据双方协商的情况自行补充。 

一些留学机构存在不与消费者共享申请邮箱账户和密码的现象，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不满。鉴于众多申请者的英文水平、申请经验不一等实际因素，实

现完全的共享存在一定的困难。建议消费者与机构就此问题事先协商，以免申请过程中产生纠纷，在保证申请效率的同时也为申请流程的透明提供保障。 

此外，机构对文书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书、I-20表格等录取材料的备案处理，也应引起消费者的关注。建议消费者事先与机构就上述文件的备案及用

于任何用途的权利问题达成一致。

新示范文本将原违约责任分解成退费条款（第五条）和违约责任（第六条），按照办理流程，按比例退费，而不是固定金额的形式，比较客观、公平。 

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没有收据，但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受托人曾收款的，受托人仍应承担退款义务。

B. 按不同的责任和办理步骤退费

委托人单方面解除合同，而留学机构在格式条款中设定不退还费用，是目前自费出国留学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如系受托人原因违约，或因不可抗力不

能履行合同导致合同解除，委托人应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 

新示范文本规定，委托人有权解除合同。根据合同实际履行的阶段，受托人应在扣除委托人已支付服务费的约定比例后，将余额退还委托人。提醒广大

消费者，此约定的受托人退费范围仅限于受托人已收取的中介服务费，不包含受托人受委托人委托向第三方代缴的费用。

C. 委托人单方面解除合同，按实际情况退费

II. 明确双方违约责任

A. 委托人迟延递交费用或材料，需负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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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迟延缴费，需按延迟日数支付违约金，但违约金不能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示范文本规定其数额为逾期付款总额的万分数。延迟支付中介服务费

超过约定期限，受托人有权解除合同。 

若因材料迟延或造假导致留学申请失败或被拒签，受托人没有过错的，不承担违约责任。

受托人向委托人提供虚假文件材料，或未在约定时间内取得录取通知书，除全额退还中介服务费外，还应支付违约金，并协助委托人追返已交给校方的

费用。 

受托人导致留学院校申请失败或被拒签，需全额退还中介服务费，并支付违约金。提醒广大消费者，示范文本未对此作具体限定，如因提供虚假材料、

刻意隐瞒申请相关信息、考试作弊、推荐信处理不当等因素，而受托人未劝阻或采取鼓励态度， 终未能获得正式录取，双方还需具体商议。

B. 受托人违约，需另付违约金并协助追返学费

四. 如何选择中介服务机构
1. 是否需要中介？

答案是肯定的，大部分家长学生需要专业帮助。

2. 怎么选中介？

选中介服务机构的核心在选择合适的顾问，而非中介机构规模大小。根本原因有二。第一，多数中介机构所提供的申请服务差异不大，选哪家所获得的

服务内容没有太大区别，区别主要在于服务质量。第二，服务质量与留学顾问直接相关，即负责学生的人是否专业，是否敬业。这就如择校，实际核心在选

择老师。在一个好的中介，遇到了一个不好的顾问，那这个中介对于这个孩子就是 不好的中介。第三，中介服务是人对人的服务，每个顾问擅长的领域和

服务对象都不一样，因此对他人而言“好”的顾问未必适合自己。 

因此在考察中介机构的时候重点在于考察公司的服务体系是否健全，有没有完善的服务规范和流程，以保证基本服务质量。通常情况下，大公司服务流

程比较规范，一般不会有大问题。但有更个性化要求，可以找中小机构。如果选择个人工作室，需要考察创始人的专业背景和具体服务案例，并尽量要求创

始人本人提供服务，否则风险更大。 

建议学生和家长选择中介的时候可以参考“留学服务行业白名单”，如果出现问题，可以向全国性行业协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出国留学分会进

行投诉。

3. 如何选择顾问？

选择合适的顾问首先需要提前做准备，做了充足功课，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家长和学生可以在咨询环节判断出顾问的专业度。没提前做功课的话，可以

反向判断——如果咨询时，顾问什么都承诺，都答应的，马上立即否决。其次，考察顾问从业年限，之前服务案例，不止听顾问口头说，之后要考证。

4. 中介的作用是什么？

对于中介作用要有清醒认识： 

第一， 终申请结果和学生实力（学业成绩、语言能力、综合素质）直接相关，希望通过中介通过造假获取好的申请结果是不可取的，也会带来海外学

习不顺利的隐患； 

第二，顾问提前进行咨询指导，对学生进行分析规划价值比较大，尤其是发掘学生特质，根据学生特点指导学生进行学业规划、并指导课余活动安排。

如果顾问 后申请阶段才介入，只能帮助学生在基本面不变的情况下是 合理的好。比如，如何突出学生特点，文书的修正，选择匹配的学校与专业等等，

不能也不应该要求对方通过“包装”帮学生通过起到更显著作用。 

在申请过程中，学生是主体，顾问是协助，不能完全甩给给顾问不参与。例如文书的写作就是在现有条件下挖掘学生的过程，务必一起参加构思讨论。

不可能有好的文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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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购买保险 

旅行在外，出现意外情况的几率增加，且国外医药等费用普遍较高，建议出行前及在海外居留期间，购买必要的人身意外和医疗等方面保险，以防万一。

同时，个人购买保险的有关情况也要及时告知家人。 

（二）行前提醒 

1.了解国情：尽可能多地了解旅行目的国国情，包括风土人情、气候变化、治安状况、艾滋病、流行病疫情、海关规定（食品、动植物制品、外汇方面

的入境限制）等信息，并针对突出问题，采取必要应对或预防措施。 

2.预防接种：根据旅行目的国的疫病流行情况，进行必要的预防接种，并随身携带接种证明（俗称“黄皮书”），以备进入目的国边境时检查。 

3.检查证件：检查护照有效期（建议保证有效期在一年以上）、空白页（应有两页以上空白页），办妥目的国入境签证和经停国家过境签证，确定是否

应携带“黄皮书”，核对机（车、船）票上姓名、时间、地点等信息，避免因证件问题影响旅行。 

4.预防万一：携带《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订阅“领事直通车”微信，登录中国领事服务网，了解相关旅行提醒及安全常识，查明中国驻目的国

使馆或领馆联系方式，旅行中尽量规避风险，同时还要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联络求助。 

5.少带现金：尽量避免携带大额现金出行，建议携带和使用银行卡。如银联卡，目前已可在全球许多国家使用。出境前可查询确认，以方便旅行。如必

须携带大额现金，记得做好安全防范，入出境时必须按规定向海关申报，还要注意符合目的地国家外汇限额。 

6.勿带禁品：严禁携带毒品、国际禁运物品、受保护动植物制品及前往国禁止携带的其他物品。切勿为陌生人携带行李或物品，防止在不知情中为他人

携带违禁品而引来法律麻烦。 

7.慎带药品：慎重选择携带个人物品，在海关规定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所携带药品的品种和数量。携带治疗自身疾病的特殊药品时，建议同时携带医生处

方及药品外文说明和购药发票。 

8.配合审查：赴目的国的意图应与所办理的签证种类相符，入境时请主动配合目的国出入境检查机关的审查，如实说明情况。对外沟通时要注意保持冷

静、理智，避免出现过激言行或向有关官员“塞钱”，以免授人以柄。 

9.谨慎签字：入境一国遭遇特殊审查时，如不懂当地语言，切忌随意点头应允或在文件上签字。可立即要求提供翻译或由亲友代行翻译。如被要求在文

件上签字，应在明确了解文件内容的情况下再做决定。 

10.入境惯例：当一国对您入境意图、停留时间、入境次数等有怀疑时，即使您已取得该国签证，该国也有权拒绝您入境并拒绝说明理由。 

11.维护权益：如被一国拒绝入境，在等待该国安排适合交通工具返回时，应要求该国提供人道待遇，保障饮食、休息等基本权利。否则，应立即要求与

中国驻当地使领馆联系。

1、管好财物，不露富，不炫富。 

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事先准备好零钱。不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贵重物品，也不在住处存放。 好在白天人多处使用自动取款机，取款时 好有朋友

在身边。因商业往来等原因接收大额现金后，建议立即存入银行。妥善保管证件。丢失银行卡，应立即报警并打电话到发卡银行进行口头挂失，回国后再办

理有关挂失的书面手续。上街行走应走人行道，避免靠机动车道太近。携物（背包、提包等）行走，物品要置于身体远离机动车道的一侧。遭遇抢劫时生命

安全第一，避免伤害自己。 

2、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车 

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走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规则，确保安全时迅速通过。在实行左侧通行的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

等）要注意调整行走习惯，确保安全。不要边看手机边过马路。夜晚停车应选择灯光明亮且有很多车辆往来的地方。走近停靠的汽车前，应环顾四周观察是

否有人藏匿，提早将车钥匙准备好，并在上车前检查车内情况，如无异常，快速上车。上车后记得锁上车门，系上安全带，不超速驾驶。下车时勿将手包等

物品留在车内明显位置，以防车窗遭砸、物品被窃。 

3、减少夜行，慎选场所，慎对生人 

远离偏僻街巷及黑暗地下道，夜间行走尤其要选择明亮道路。尽量避免深夜独行，尤要避免长期有规律的夜间独行。不去名声不好的酒吧、俱乐部、卡

拉OK厅、台球厅、网吧等娱乐场所。不搭陌生人便车，不亲自为陌生人带路，不让陌生人带路，不与不熟悉的人结伴同行。回避大街上主动为你服务的陌生

人，不饮用陌生人向你提供的食物、饮料。 

4、结伴出游，与众同坐，入乡随俗 

好结伴外出游玩、购物，赴外地、外出游泳、夜间行走、海中钓鱼、戏水时尤其要注意结伴而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尽量和众人或保安坐在一起，

或坐在靠近司机的地方。不要独自坐在空旷车厢，也尽量不要坐在车后门人少的位置。尽量避免在偏僻的汽车站下车或候车。穿衣着装要充分尊重当地风俗。

在穆斯林国家，女士严禁着装暴露，不宜穿过露、过紧、过透的衣服。 

5、配合警察，妥防勒索 

遇到当地警察拦截检查时，应立即停下，双手放在警察可以看到的地方，切忌试图逃跑或双手乱动。请警察出示证件明确其身份后，配合检查和询问。

二. 留学生海外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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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遭遇警察借检查之机敲诈勒索，应默记其证件号、警徽号、警车号等信息，并尽量明确证人，事后及时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和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反映 

6、常联家人，牢记领保热线 

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及时向家人更新自己在外旅行日程、联络方式。在外旅行、居留期间，建议选择电话、电邮、短信等多种方式保持与家人和朋

友的经常性联系。牢记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12308”，遇事迅速求救。

每年中领馆都会接到上百起国内家长打来的求助电话，绝大部分都是联系不上孩子了，失联的时间有长有短，长的有几个月联不上，短的只有24小时。

中领馆处理此类案件的基本程序是：先与国内亲属核实学生的基本信息，然后通过网络、同学关系、校方记录、警局记录、甚至当事人报警等途径进行寻找，

花费的人力、物力资源颇多。从近期处理的多起留学生失联案来看，主要原因是学生来美后手机关机、没电、欠费、丢失或损坏，或学生外出旅游，或平时

学习、工作太忙，多日不与家人联系或未在约定时间联系，或与家长闹情绪，故意失联。与国内保持联系的注意事项： 

1、要保持不定期联系。现在的留学生往往和国内家属定期定时联系，一旦遇到手机欠费、没电，出差或旅游信号不好等情况，就导致联系不畅引发国内

家属担心。为此，建议留学生和家中约定不定期联系，每周一次或两次，不要固定时间。 

2、要将所有信息完整告知家人。要让家人知道你在美的详细信息，包括在美详细住址、电话、电子邮箱、微信、QQ、所学专业及学校名称等。同时，

要留下应急联系方式，包括导师、同学、室友或其他朋友的联系方式等，以便家人在需要时可以多渠道联系到你。 

3、外出时要提前告知家人。遇有游玩、开会等外出情况时，应把行程提前通知家人和同学。 

4、不要故意失联。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身为子女，要体会到父母对你们的深深牵挂。

三. 留学生避免失联注意事项

中国驻外使馆

四. 海外紧急联系方式
中国驻外使馆教育处组

扫码查看中国驻外使馆联系方式 扫码查看中国驻外使馆教育处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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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公民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境外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历、学位证书，不属于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获得的学历、学位证书。对于证书效力的甄别和认

定等，需要通过相应的途径实现。 

一是，政府的行政承认。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中国对外国教育机构颁发的学位证书、学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的承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

加入的国际条约办理，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政府间的行政承认，是一种国家行为，可以为当事人提供行政救济渠道。目前，我与40余个国家和我国

香港地区签有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由于各国高等教育的体制不同，我与美国等国家还未签署政府间的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我国政府对外国教育机构颁发的学

位证书、学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的承认范围还十分有限。 

二是，社会的自主认可。社会认可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反映了企业、学校及其他社会组织对境外教育机构的认可程度。长期的办学积累所形成的学术

声誉和教育质量，是教育机构获得公众青睐的根本依据。社会认可与政府的行政承认不同，未纳入行政承认的，基于对境外教育机构的了解和信任，社会同

样可以予以认可。 

三是，中介组织的认证。为了甄别颁发学历、学位证书的境外教育机构的合法性以及所颁证书的真实性，有关社会中介组织开展了相关证书的鉴定工作。

中介组织可以依需根据专家的学术评估，对境外学历、学位与我国学历学位的对应关系提出咨询意见。认证境外学历、学位证书，是中介组织基于当事人的

自我意愿和中介组织公信力而提供的一种专业服务，旨在帮助当事人和用人单位掌握准确的信息和参考依据。这种认证并不代表国家的行政承认，它为社会

对境外学历、学位的认可，架设了专业服务通道。目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等开展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工作即属于这种情形。

1.鉴别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颁发机构的合法性； 

2.甄别国（境）外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历学位证书，或具有学位效用的高等教育文凭的真实性； 

3.对国（境）外学历学位与我国学历学位的对应关系提出认证咨询意见； 

4.为通过认证评估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出具书面认证证明（简称“认证书”）。

1. 如何看待对外国教育机构学历、学位证书的行政承认、社会认可和专业认证？

2. 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内容与范围

I. 认证内容：

1.在外国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攻读正规课程所获相应学历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 

2.在经中国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学习所获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在经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

并报中国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高等专科教育、非学历高等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学习所获国（境）外高等教育文凭； 

3.在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攻读正规课程所获相应学历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或其他

高等教育机构攻读正规课程所获学士以上（含学士）层次的学历学位证书。

II. 认证范围：

1.参加外语培训或攻读其他非正规课程（如短期进修）所获得的结业证书； 

2.进修人员、访问学者的研究经历证明和博士后研究证明； 

3.国（境）外高等院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预科证明； 

4.国（境）外非高等教育文凭、荣誉称号和无相应学习或研究经历的荣誉学位证书； 

5.未经中国政府相关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办学机构（项目）颁发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 

6.通过函授、远程教育及网络教育等非面授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 

7.国（境）外各类职业技能或职业资格证书；

III. 以下国（境）外机构颁发的证书暂不在学历学位认证范围内：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面向全国开展对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的认证服务。留学生可登录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系统进行学历学位认

证申请，网址为: http://renzheng.cscse.edu.cn/ 。咨询电话：010-62677800

3. 认证流程

① 登录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系统，注册个人账户，在线填写认证申请； 

② 在线支付认证费用费； 

③ 到选择的验证机构递交认证申请材料； 

④ 申请人可登录系统查询认证进程及状态； 

⑤ 认证完成后，认证结果通过EMS邮寄给申请人。

4. 中国境内公民获得外国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历、学位证书，应当注意哪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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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公民获得的外国教育机构学历、学位证书应当与其在所属国颁发的证书相同，符合相应的学术标准和要求，并在该国获得承认。 

需要关注的重点，一是，获得外国教育机构学历、学位证书渠道的合规性。只有合规合法的渠道，才能有效避免时间、经济、精神等利益受到不法侵害；

二是，获得外国教育机构学历、学位证书本身的有效性。学历、学位证书是教育机构质量声誉的重要载体。是否遵循统一的质量标准为其他国家的学生颁发

学历、学位证书，是区分外国教育机构水平高下的重要分水岭。对没有质量保障，随意颁发学历学位证书的教育机构，国际上通常称之为“学位工厂”或“文

凭作坊”。获得这样的证书无异于废纸一张。 

另外，中国境内公民获得港澳台地区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历、学位证书的，也可参照上述情形。

没有被列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材料验证机构名单》的机构如果声称可以代理认证申请或可提供认证咨询，均为虚假宣传。

这些机构一般通过网络或在线即时通讯工具进行虚假宣传，他们利用一些申请者暂时缺少某项申请材料而又急于认证的心理，吹嘘可以为申请者准备材料，

借机收取高额费用。但真实的情况往往是他们制造虚假材料并冒充申请者的代办人到中心验证机构递交材料。在此，特别提醒申请者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5. 特别提醒

扫描二维码查询《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材料验证机构名单》



二. 落户就业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指南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指南 P35

经教育部授权，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依据国家留学政策及地方政府制定的促进和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参照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

业管理办法，为符合相关要求的留学回国人员办理就业报到和落户手续服务。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是办理就业落户手续时审核的重要文件之一，要在获得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之后，才能申请办理就业落户手续。

① 在国外留学取得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 

② 出国前已办理解除公职手续的留学回国人员； 

③ 出国留学一年以上(满360天)； 

④ 申请在北京落户的需在国外取得硕士以上学位(含硕士)，且学业结束回国两年内,按要求把所有申请材料递交至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受理； 

⑤ 申请到其他省市省会城市(不包括 上海 、深圳) 落户的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⑥ 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请参考《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明信》流程。

1. 基本要求

申请在京落户的非北京户籍留学回国人员请将申请材料交由聘用单位统一办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不受理个人申请。

① 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 

② 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人事关系； 

③ 个人注册，按材料要求准备材料在回国处窗口现场办理或邮寄办理； 

④ 领取《就业报到证》（2份），办理档案转移手续；《落户介绍信》（1份），赴公安部门办理户口转移手续。

5. 在沪就业落户简介

① 回国赴上海、深圳工作的留学人员不需要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办理就业报到和落户手续，办理要求和相关手续请咨询当地人事局（引智办）； 

② 申请在京落户的非北京户籍留学回国人员，请将申请材料交由聘用单位统一办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不受理个人申请; 

③ 在国内保留学籍期间出国学习或以校际交流形式出国学习，回国后须由国内院校办理就业落户相关手续，不在我处办理相关手续。 

④ 北京户籍留学回国人员办理在京就业手续请本人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递送申请材料； 

⑤ 就业报到证、落户介绍信均只能办理一次，过期、丢失后果自负，请留学人员务必自行复印留存。 

⑥ 就业落户业务收取100元。 

⑦ 已在国（境）外入籍、定居的留学人员回国不能办理落户及就业报到手续。 

⑧ 符合城市功能定位和首都经济发展方向及产业规划要求的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也可

通过北京海外学人中心申请办理留学回国人员在京落户手续。

2. 注意事项

① 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 

② 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人事关系； 

③ 在京单位备案； 

④ 档案转移； 

⑤ 个人注册、单位预约：个人登录系统注册，单位通过数字证书登录系统在系统中预约递交材料时

间； 

⑥ 递交材料：按照约定时间，单位统一递交材料； 

⑦ 领取结果：审核通过后，电子邮件通知申请人审核结果，申请人按照邮件通知的时间和材料要求

领取结果； 

⑧ 领取《就业报到证》（2份），办理档案转移手续；《落户介绍信》（1份），赴公安部门办理户

口转移手续。

3. 在京就业落户流程

就业落户在线服务系统（留学人员登录注册）

4. 京外就业落户流程

留学人员及其家属来沪工作办理户口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管理审核；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负责受理。

I. 留学回国人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来沪工作的留学回国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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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国（境）外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 

（2）在国内“211”高校获得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或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中央直属及中科院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硕士毕业生参照“211”高校毕业生执

行），并在国（境）外高校获得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或在国内非“211”高校获得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或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并在国（境）外世界排名

前500名高校获得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或在国（境）外高校获得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和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不含大专起点本科和HND等形式）。 

（3）在国（境）外世界排名前500名高校获得本科学历、学士学位（累计在国（境）外学习时间须满1年以上；中外合作办学、联合培养等性质毕业生

应同时获得国内和国（境）外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不含大专起点本科和HND等形式）。 

（4）在国内获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或取得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赴国（境）外进修、做访问学者满1年以上。 

同时，符合上述四项条件的人员 近连续6个月在同一单位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应低于上一年度本市职工社会平均工资，个税缴纳情况应与社会保险缴费

基数合理对应。 

（5）其他不符合第（2）、（3）项条件，在国（境）外高校获得本科、学士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人员累计在国（境）外学习时间须

满1年以上；中外合作办学、联合培养等性质毕业生应同时获得国内和国（境）外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不含大专起点本科和HND等形式），同时 近连续12

个月在同一单位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达到上一年度本市职工社会平均工资1.5倍，个税缴纳情况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合理对应的人员。 

来沪创业的留学回国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在国（境）外高校获得本科、学士及以上学历学位（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人员要求同上）或符合第4项条件，来本市创办企业的留学回国人员（注册资金

不少于50万元人民币（实缴），本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且为第一大股东（不含股份转让、后期资金注入），个人股份一般不低于30%），同时 近连续6

个月在同一单位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本市职工社会平均工资，个税缴纳情况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合理对应。 

世界排名前500名高校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外国专家局）参考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QS世界大学排名、

上海交通大学2015年发布的学校名单确认后予以公布。上述名单待每年新的世界排名公布后对新增的院校名单予以追加，12月31日前在上海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外国专家局）网站www.21cnhr.gov.cn和www.shafea.gov.cn予以公布。同时，留学人员在国（境）外院校获得的学历学位应属于教育

部认可的范围。 

留学人员回国后应直接来上海工作，累计待业时间不超过2年；与申请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有效期在1年（含）以上，且自申请之日起有效期在

6个月（含）以上（如合同约定有试用期的，需完成试用期后方可申报）；留学回国人员年龄须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上。 

派遣人员不属于留学回国人员申办上海常住户口范围。

II. 申请接收

（一）接收方式 

1.窗口接收 

接收部门名称：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地址：梅园路77号一楼。） 

2.网上接收 

www.21cnhr.gov.cn 

（二）接收时间 

周一至周四9：00-11：30，13：30-17：00 

周五9：00-11：30，13：30-15：00 

如有问题，可拨打电话（021）32511311进行咨询

http://www.21cnhr.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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