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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简介
东北大学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辽宁省省会沈阳。学校始建于
1923 年，是国家首批“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2017 年入选
“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现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学校在校生超过 45000 人,可以提供 68 个本科学历项目、179 个硕士研究生
学历项目和 109 个博士研究生学历项目。已经与全世界 36 个国家的 219 所大学
建立了合作关系。
学校在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培育了东软、东网等知名企业，
其中东软是中国第一个上市的软件公司，主要面向全球提供 IT 解决方案与服务，
在 60 多个城市建立营销与服务网络。目前拥有近 20000 名员工，美国、日本、
欧洲、中东、南美均设有子公司。
东北大学经教育部授权，招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现有来自 98 个国家的 1500
余名留学生在校学习。已毕业的留学生大部分供职于世界各国知名企业和高校等
科研机构。
国际教育学院（汉语本科学历教育）
工商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器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学院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江河建筑学院
外国语学院
文法学院
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艺术学院
体育部
理学院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材料与科学工程学院
冶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秦皇岛分校
沈阳市
中国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及旅游中心，设有美国、俄罗斯、朝
鲜、日本、韩国、法国、德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及英国签证中心，人口约 800 万，
拥有沈阳故宫、清福陵、清昭陵等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交通便利，地铁覆盖，桃

仙国际机场、多个火车站点四通八达，乘高铁至北京 4 小时。四季分明、环境优
美，全年气温约在-11℃至 25℃之间。城市生活丰富精彩，大型商场、休闲娱乐
场所应有尽有，被联合国评为最佳人居城市。
东北大学校园环境优美，南滨浑河、北邻南湖公园。学校地处商圈，交通便
利。校园内运动场地设施齐全，设有足球场、体育馆、健身房、武术房、游泳馆
等等。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是东北大学的组成部分，坐落于美丽的滨海城市秦皇岛，
北倚燕山、南临渤海，环境优美清新，生活设施完善，文化氛围浓厚。
每月生活费：800-3000 元，取决于学生消费水平。
宿舍费：单人间：40 元/天；双人间：30 元/人/天（卫生间、电话、电视、宽带
网、冰箱、厨房、热水器、空调）。
学费标准

本科生 Bachelor

硕士生 Master

博士生 Doctor

理工科 Science

20,000 RMB

文科 Art

16,000 RMB

理工科 Science

25,000 RMB

文科 Art

20,000 RMB

理工科 Science

30,000 RMB

文科 Art

25,000 RMB

英语授课项目
专业
Major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
Civil Engineering
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Mechanical
Manufacture
and Automation
生物医学工程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学位
Degree
Bachelor 本科
Master 硕士

学费
TuitionFee
20,000RMB /Year
25,000 RMB /Year

学制
Program duration
4 Year
3 Year

Bachelor 本科

20,000RMB /Year

4 Year

Master

硕士

30,000 RMB /Year

3 Year

Master

硕士

25,000 RMB /Year

3 Year

Master

硕士

25,000 RMB /Year

3 Year

申请条件
1.非中国国籍，身体健康，自觉遵守中国法律及学校规章制度
2.若攻读本科学位需具有高中学历，年龄一般在 25 岁以下
若攻读硕士学位需具有学士学位，35 岁以下
若攻读博士学位需具有硕士学位，40 岁以下

申请时间
在线报名：2020 年 4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
校内审核：2020 年 6 月 1 日-2020 年 7 月 15 日
面试考核：时间另行通知，请关注邮件通知
申请方法
登录东北大学国际学生服务系统 http://studyinneu.neu.edu.cn 按要求填报。博士
研究生需首先联络导师，并于在线报名系统首页下载《东北大学导师接收外国留
学生意向表》请导师填写并签名。
招生咨询邮箱：studyinneu@mail.neu.edu.cn
在线申请需提交的材料
1. 护照首页及其空白页（有效期须超过 6 个月）
2. 原为中国公民，后加入外国国籍的申请者，按照教育部教外来〔2009〕83 号
文的相关规定提交入籍证明、近 4 年的护照出入境签章页、近 4 年的外国学
习生活经历证明
3. 经济担保人及在华联系人信息
4. 申请者需提交最高学历成绩单，本科生需提交高中毕业证，硕士研究生需提
交本科学位证，博士研究生需提交硕士学位证，尚未获得毕业证或学位证的
申请者，需提交所在教育机构开具的预毕业证明，以上证件需将原件或公证
件扫描件，语言为中文或英文
5. 申请专业授课语言为中文的学生，需提供 HSK5 级 180 分以上证书
6. 学习英语专业(本科)的同学需提供雅思 4.5 分以上或托福 70 分以上的成绩证
明，学习用英文授课的其他专业，可能需要面试。
7. 体检报告
8.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需提供两封推荐信
9. 博士研究生需提交《东北大学导师接收外国留学生意向表》
录取
学校根据申请者成绩及面试表现，申请材料和招生名额确定最终录取名单，录取
结果将通过在线申请平台及邮件发送。
医疗保险
根据规定，国际学生在华学习期间必须购买中国医疗保险，学生可在报到注册现
场购买学生团体平安保险，价格 400 元/学期或 800 元/年。一次性交一年及以上
学费的学生，学校赠送医疗保险。没有购买规定保险的学生，学校不予办理报到
注册手续。
奖学金
中国政府奖学金国别奖项目
攻读进修生、本科生、硕士生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请咨询申请人所在国的中国
大使馆。

中国政府奖学金自主招生项目
攻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请关注东北大学每年 12 月至 1 月公布的申请方
法，网址：http://www.sie.neu.edu.cn 或 http://studyinneu.neu.edu.cn
辽宁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项目
攻读博士研究生：请关注学校每年 12 月至 1 月公布的申请方法，
网址：http://www.sie.neu.edu.cn 或 http://studyinneu.neu.edu.cn
东北大学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学校为优秀的自费留学生提供各类奖学金，请关注网站：http://www.sie.neu.edu.cn
或 http://studyinneu.neu.edu.cn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中国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 3 巷 11 号东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邮编：110819
电话：+86-24-23892157
传真：+86-24-23891829
电子邮件：奖学金咨询：lxsh@mail.neu.edu.cn
自费生咨询：studyinneu@mail.neu.edu.cn
学校网址：http://www.sie.ne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