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目录 

 

 

一、中国政府奖学金 .............................................................................................................................1 

（一）国别双边项目（A 类） ....................................................................................................1 

（二）中国院校自主招生项目（B 类） ...................................................................................2 

（三）专项奖学金项目、学分生项目 ......................................................................................3 

二、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3 

三、新汉学计划 ......................................................................................................................................4 

四、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新生） ................................................................................5 

五、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生卓越奖励金（新生） .......................................................................6 

 



 

1 

 

一、中国政府奖学金 

 

（一）国别双边项目（A 类） 

1. 申请受理机构：所在国有关派遣部门（多为中国驻所在国使馆或当地教育部） 

2. 申请时间：一般为 1 月初至 4 月初。 

具体时间请咨询本国奖学金受理机构。 

3. 申请流程 

 

 

 

 

 

 

 

 

 
 

国际学生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国别双边项目（A 类）流程图 

（具体流程以所在国有关派遣部门和基金委要求为准） 

 

a) 申请人向申请受理机构咨询申请方式并提交申请； 

b) 申请受理机构收到申请后进行审核，将确定推荐的申请人信息报送基金委； 

c) 基金委商请学校，学校进行材料审核、组织面试，将符合录取标准的拟录取

名单反馈至基金委； 

d) 基金委审核拟录取名单，最终确定录取名单。 

 详细信息请访问基金委网站：www.campuschina.org 

学生 所在国有关派遣部门 

国家留学基金委 学校 

① 提出奖学金申请 

②  

审核学生申请， 

流转审核通过的 

学生信息 

③ 审核学生申请，商请校方录取 

④ 

审核学生申请， 

为审核通过的 

学历项目申请者

安排面试考核， 

给出录取意见 

⑤ 为拟录取学生出具录取通知书和 JW201 表， 

   将拟录取学生名单连同材料上报 CSC 

⑥  

审核拟录取学生 

信息及录取材料， 

确认无误将材料 

返回派遣部门 

⑦ 发放录取材料，告知录取结果 

可

另

自

费

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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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意事项 

a) “国家留学基金委来华留学管理信息系统”操作说明和“受理机构编号”可

向所在国有关派遣部门咨询和索取； 

b) 国家留学基金委不受理个人的直接申请； 

c) 申请者须按要求参加我校入学考核（报名、笔试/面试等），具体要求和时间

安排由留学生办公室（下称留办）、学院通知；  

d) 为确保录取流程顺利进行，请在提交申请后定期查看个人联系邮箱；收到学

校邮件后，请持续关注个人邮箱，以免错过通知、影响录取； 

e) 计划攻读我校汉语授课本科、硕士、博士学位的 A 类申请者提供最低 4 级

的 HSK 成绩报告。若申请者提交 HSK6 级成绩报告（总分不低于 180 分，

单科成绩不低于 60 分），则无需进行汉语补习。若申请者提交 HSK4 级或 5

级成绩报告，学院在面试时将对申请者进行汉语考核。通过汉语考核并获得

录取资格的学生将获得一年汉语补习（下称汉补），汉补期间该生仍受中国

政府奖学金资助；否则，我校将驳回该生申请。汉补学生须在汉补结束前向

学校提交 HSK6 级成绩报告，方可开始专业学习。无法按时提交者，学校将

视当下汉语水平和汉补期间的学习情况，决定是否向基金委申请为其增加

一年汉补。若学生第一年汉语补习期间学习态度不佳，或两年汉语补习后仍

无法考取 HSK6 级成绩报告，我校将向基金委提交报告，申请取消该生专

业学习资格； 

f) 我校保留要求申请者补交所需申请材料的权利。 

（二）中国院校自主招生项目（B 类） 

点击查看我校本年度该项目招生简章 

 

 

http://iso.ruc.edu.cn/docs/2021-12/7a38ac4169a549ae97200645e9bc0ab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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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项奖学金项目、学分生项目 

    我校除以上介绍的两大主要项目外，也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专项奖学金项目和学

分生项目奖学金生。其中，专项奖学金项目包括长城奖学金项目、中国-欧盟学生交流

项目、中国-AUN 奖学金项目、太平洋岛国论坛项目等。以上项目的申请要求和申请方

式详见《中国政府奖学金招生简章》： 

    https://campuschina.org/zh/content/details1003_122933.html。 

 

二、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1. 申请本奖学金的学生须先获得推荐机构推荐资格。推荐机构包括但不限于： 

a) 孔子学院、独立设置的孔子课堂； 

b) 部分汉语考试考点； 

c) 外国相关教育机构、高校中文师范专业/中文院系、国外有关中文教学行

业组织； 

d) 中国驻外使（领）馆等。 

2. 申请时间：3 月至 5 月中旬（秋季学期） 

             3 月至 11 月中旬（春季学期） 

3. 申请类别： 

a) 汉语言进修项目（一学年或一学期） 

b)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4. 申请流程： 

a) 申请者自行联系推荐机构获得推荐资格； 

b) 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下称语合中心）组织获得推荐资格的申请

者报名、考核，并商学校审核； 

https://campuschina.org/zh/content/details1003_1229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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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学校审核 

i. 汉语言进修项目：学校审核申请材料，向语合中心反馈录取意见； 

ii.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项目：学校审核申请材料，学

院为通过审核的申请者安排面试。学校向语合中心反馈拟录取名单。 

d) 语合中心公布最终录取结果。申请人可登陆申请系统查询最终录取结果，

录取结果以语合中心系统公布为准。 

5. 注意事项 

a) 申请要求和流程详情参见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申请系统：cis.chinese.cn 

b) 请勿同时申请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和中国政府奖学金。 

 

三、新汉学计划 

 

1. 申请受理机构：语合中心汉学研究工作处 

2. 申请时间：12 月至次年 2 月或 3 月 

3. 项目类别 

a) 中外合作培养博士项目（高级进修生） 

b) 来华攻读博士学位项目（博士研究生） 

4. 申请流程： 

语合中心组织报名、考核，商学校审核。最终录取结果以语合中心公布信

息为准。 

5. 注意事项 

a) 具体项目介绍、申请要求及流程、招生专业目录和博导名单、常见问题、

联系方式等信息详见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系统：csp.chinese.cn； 

b) 我校已发布《中国人民大学 2022 年新汉学计划招生简章》，详情参见：

https://cis.chinese.cn/
http://ccsp.chinese.cn/myDoip/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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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so.ruc.edu.cn/jxj/kzxhxjhjxj/index.htm。 

c) 如有问题，可与我办张老师联系。办公电话为+86-10-62519310；电子邮箱

为 zhangruifang@ruc.edu.cn。 

 

四、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新生） 

 

1. 资助方式：学费减免 

2. 资助金额： 

a) 全额奖学金：减免第一学年全额学费 

b) 半额奖学金：减免第一学年半额学费 

3. 资助对象：当年入学的本硕博国际新生 

4. 申请方式 

    本科与硕博自费申请的工作流程与时间安排有一定差异，因此，本奖学金

的申请方式也有所不同。 

a) 本科新生：收到预录取通知、线上缴纳学费后，通过系统申请； 

b) 硕博新生： 

申请人在留办网站上下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生新生奖学金（奖励

金）申请表》，按要求填写后将其随纸质申请材料一并寄送至学校。 

5. 评审方式：学校按照奖学金评比办法进行评定，留学生办公室公布最终名单。 

6. 注意事项： 

a) 本奖学金申请者须先全额缴纳学费。如获评本奖学金，此前缴纳的学费将

以退费的形式返还给获评学生； 

b) 本奖学金可与中国政府奖学金、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孔子新汉学计划同

时申请，但无法同时获得；本奖学金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生新生卓越奖

http://iso.ruc.edu.cn/jxj/kzxhxjhjxj/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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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金在同一张申请表内申请，可以同时申请（学生须填写志愿顺序），但

无法同时获得； 

c)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生新生奖学金（奖励金）申请表》下载链接： 

http://iso.ruc.edu.cn/docs/2021-11/3bc23053f9ae4e3db8e99b5279c6f3a1.pdf 

 

五、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生卓越奖励金（新生） 

 

1. 资助方式：一次性奖励，报到后发放 

2. 资助金额：人民币 20000 元、40000 元 

3. 资助对象：当年入学的本硕博国际新生 

4. 申请方式： 

    申请人在留办网站上下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生新生奖学金（奖励金）

申请表》，按要求填写后与纸质申请材料一并寄至学校。学校收到申请材料

后，按照奖励金评比办法进行评定，由留学生办公室对外公布最终名单。 

5. 注意事项： 

a) 奖励金不能抵免学费，须待学生报到并缴纳第一学年学费后方可发放； 

b) 本奖学金可与中国政府奖学金、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孔子新汉学计划同

时申请，但无法同时获得；本奖学金与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新生奖学金

在同一张申请表内申请，可以同时申请（学生须填写志愿顺序），但无法

同时获得； 

c)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生新生奖学金（奖励金）申请表》下载链接：  

http://iso.ruc.edu.cn/docs/2021-11/3bc23053f9ae4e3db8e99b5279c6f3a1.pdf 

 

http://iso.ruc.edu.cn/docs/2021-11/3bc23053f9ae4e3db8e99b5279c6f3a1.pdf
http://iso.ruc.edu.cn/docs/2021-11/3bc23053f9ae4e3db8e99b5279c6f3a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