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资助类别 

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二、资助期限 

中国院校自主招生项目原则上不提供中文补习或预科课程，专业学习资助期限与基

本学习年限一致，本科为 4年，硕士研究生为 2或 3年，博士研究生为 4年。 

 

三、资助专业及授课语言 

见附件《申请专业列表》。 

 

四、资助内容及标准 

中国政府奖学金全奖包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和综合医疗保险费。 

1. 免学费； 

2. 提供免费双人间住宿。学生可选择校外住宿，并申领住宿补贴： 

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700元人民币/月 

博士研究生：1000元人民币/月 

3. 生活费： 

本科生：2500元人民币/月 

硕士研究生：3000元人民币/月 

博士研究生：3500元人民币/月 

4. 综合医疗保险费：800元人民币/年 



 

 

五、申请条件 

（一）非中国籍公民，身心健康； 

（二）学历和年龄要求 

1. 申请攻读学士学位者，应当具有高中毕业同等学力，学习成绩优秀，年龄一般

不超过 25周岁； 

2. 申请攻读硕士学位者，应当具有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力，学习成绩优秀，年龄一

般不超过 35周岁； 

3. 申请攻读博士学位者，应当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学习成绩优秀，年龄一

般不超过 40周岁； 

（三）其他申请条件与申请材料 

申请人须同时满足国家留学基金委和中国人民大学对本奖学金项目规定的申请条

件，并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国家留学基金委已发布《中国政府奖学金招生简章》，简

章中明确了本奖学金项目的基本申请条件和所需申请材料。我校对本项目申请人条件及

所提交申请材料的要求同自费申请，参见我校本年度招生简章： 

中文本科：http://iso.ruc.edu.cn/sqlx/bkszwsk/index.htm 

中文硕博：http://iso.ruc.edu.cn/docs/2021-12/2ce24e4689634329957e1bd300dd1d37.pdf 

英文硕士：http://iso.ruc.edu.cn/sqlx/MasterinEnglish/index.htm 

 

六、申请流程 

1. 申请人按照我校本年度招生简章（见上）相关要求，登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

学生申请系统”（https://international.ruc.edu.cn/），完成线上报名申请，上传

所需申请材料，缴纳报名费（人民币 800元）； 

2. 申请人登录“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管理信息系统”，在线填写《中国政府

奖学金申请表》并提交所需申请材料； 

a) 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管理信息系统：http://www.campuschina.org 

b) 国家留学基金委仅受理承担自主招生项目的高校推荐人选的申请，不受理

学生个人的直接申请。 

https://campuschina.org/zh/content/details1003_122933.html
http://iso.ruc.edu.cn/sqlx/bkszwsk/index.htm
http://iso.ruc.edu.cn/docs/2021-12/2ce24e4689634329957e1bd300dd1d37.pdf
http://iso.ruc.edu.cn/sqlx/MasterinEnglish/index.htm
https://international.ruc.edu.cn/
http://www.campuschina.org/


 

 

c) 在基金委系统上报名时，留学项目种类选“B类”，受理机构代码填

“10002”。 

3. 申请人按照我校本年度招生简章相关要求，将纸质申请材料连同《中国政府奖

学金申请表》一并寄来我办。 

4. 学校按照自费申请流程，审核材料、安排考核，完成自费录取流程后，根据学

生的申请材料、考核表现和综合素质进行综合考评，确定推荐名单报送国家留

学基金委； 

5. 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资格审核和学术审核，确定最终奖学金录取人选，通知学

校录取结果后，学校将录取通知及材料发送至申请人。 

 

七、注意事项 

1. 每名申请人最多可获得一个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的资助。同时被多所高校推荐

的奖学金申请人，国家留学基金委仅为其保留一所学校的奖学金资格； 

2. 奖学金获得者来华后不得变更录取院校，原则上不得变更学习专业及学习期

限； 

 

八、联系方式 

（一）国家留学基金委 

传真：0086-10-66093972 

网址：www.campuschina.org 

部门：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来华留学招生部 

地址：中国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号 A3楼 13层 

邮编：100044 

生源洲别 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 

亚洲 0086-10-66093923 asia-admission@csc.edu.cn 



 

 

非洲 0086-10-66093584 africa-admission@csc.edu.cn 

欧洲 0086-10-66093921 europe-admission@csc.edu.cn 

美洲 
0086-10-66093578 

americas-admission@csc.edu.cn 

大洋洲 oceania-admission@csc.edu.cn 

（二）中国人民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传真：0086-10-62515343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号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108室留学生办公室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fice 

Room 108,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Center 

No. 59, Zhongguancun S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 

（此为申请材料寄送地址） 

邮编：100872 

学生类别 负责老师 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 

本科 黄老师 0086-10-62512359 huangjuniso@ruc.edu.cn 

中文硕博 郭老师 0086-10-62519310 guohanchuan@ruc.edu.cn 

英文硕士 方老师 0086-10-62512698 fangruting@ruc.edu.cn 

mailto:huangjuniso@ruc.edu.cn
mailto:guohanchuan@ruc.edu.cn
mailto:fangruting@ruc.edu.cn


 

 

附件：申请专业列表 

本年度，我校自主申报奖学金项目共 3个：高校研究生项目、丝绸之路奖学金项

目、中非友谊奖学金项目。三个项目除基本要求外另有申请条件如下： 

（一）高校研究生项目、中非友谊奖学金项目： 

1. 仅限硕士、博士研究生申请； 

2. 中非友谊奖学金项目限来自非洲国家的学生申请； 

3. 两个项目可申请专业相同，列表如下： 

 学院 专业 

中文硕士 

财政金融学院 金融（证券投资与金融机构管理方向） 

法学院 民商法学 

法学院 经济法学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城乡发展与规划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学院 外交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一带一路方向） 

劳动人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商学院 国际商务（专业学位） 

新闻学院 新闻学 

新闻学院 传播学 

新闻学院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 

应用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学 

哲学院 中国哲学 



 

 

全英文硕士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关系 

法学院 中国法 

商学院 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财政金融学院 金融（金融科技方向） 

应用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学 

哲学院 中国哲学 

新闻学院 新闻与传播 

经济学院 发展经济学 

公共管理学院 城乡发展与规划 

中文博士 

法学院 民商法学 

法学院 经济法学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城乡发展与规划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学院 外交学 

劳动人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新闻学院 传播学 

哲学院 中国哲学 

 

 

 

 

 

 



 

 

（二）丝绸之路奖学金项目： 

1. 限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申请； 

2. 可申请专业列表如下： 

 学院 专业 

中文硕士 

财政金融学院 金融（证券投资与金融机构管理方向） 

法学院 民商法学 

法学院 经济法学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城乡发展与规划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学院 外交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一带一路方向） 

劳动人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商学院 国际商务（专业学位） 

新闻学院 新闻学 

新闻学院 传播学 

新闻学院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 

应用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学 

哲学院 中国哲学 

全英文硕士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关系 

法学院 中国法 

商学院 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财政金融学院 金融（金融科技方向） 



 

 

应用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学 

哲学院 中国哲学 

新闻学院 新闻与传播 

经济学院 发展经济学 

公共管理学院 城乡发展与规划 

中文博士 

财政金融学院 金融学 

法学院 民商法学 

法学院 经济法学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城乡发展与规划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学院 外交学 

劳动人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新闻学院 传播学 

哲学院 中国哲学 

本科 

财政金融学院 金融学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学院 外交学 

劳动人事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新闻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