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留学生招生简章 

 

 百年老校、历史悠久 

 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 

 课程建设齐备、师资力量雄厚 

 留学生项目 

 

百年老校、历史悠久 

贵州大学成立于 1902 年，秉承“明

德至善 博学笃行”的校训，坚持以兴学

育人为根本，立足贵州、服务地方，努力

建设有特色领军型高水平大学。贵州大学

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2012

年，被列为国家“中西部高校综合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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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工程”14 所高校之一；2016 年 5 月，成为中西部“一省一校”重点大

学建设工程高校 ；2017 年 9 月，成为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018

年 2月，成为教育部、贵州省人民政府“部省合建”高校。 

贵州大学占地面积 4646亩，

设有 40个学院、专业涵盖哲学、

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

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管

理学、艺术学、医学等 12个学科

门类。在校全日制学生 45973人；

在职职工 3841人，其中专任教师

2395 人。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 17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7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49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97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17 个；普通

高等教育本科专业 137个。 

学校现有世界一流建设学科 1 个（植物保护）、国家级重点学科 1 个

（农药学）、国家一流建设学科 5个（农林经济管理、大数据科学及技术、

生态学、生物学等）、区域一流建设学科 1个（土木工程）、省级特色重点

学科 23个。 

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 

贵州大学十分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与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余

所高校或研究机构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2018 年招收来自 58 个国家和

地区的超过 1000名长短期留学生。 

与美国普莱斯比学院、冈

比亚大学共建孔子学院；2008

年以来，承办或协办了 11 届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

是教育部教育援外基地、中国

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培养

院校、孔子学院奖学金来华留学生培养院校、贵州省政府奖学金来黔留学

生培养院校、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东盟研究中心；先后成为 IAUP

（国际大学校长联盟）、AUAP（亚太大学联盟）、东盟大学联盟等国际组织

成员。 



课程建设齐备、师资力量雄厚 

贵州大学招收留学生始于 20 世纪 80 年

代，办学历史源远流长，现国际教育学院拥有

一支教学经验丰厚，学历结构分布合理的教师

队伍，为留学生开设零基础、初级、中级、高

级四个层次的汉语及中国文化课程。此外，组

织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及文化体验，让留学生

在学习之余能充分体验中国文化和贵州少数

民族文化及人文风情。国际教育学院帮助留学

生高效地提高汉语语言及文化素养，为留学生

在贵州大学学习优秀学位项目打下坚实基础。 

 

留学生项目 

 非学历项目 

类别 描述 

长期汉语进修生 
一学期或一学年项目，学习中国语言及文化相

关课程 

短期中国文化体验项目 
专门设计的短期项目（时间2周至3个月之间），

提供语言文化课程以及文化体验和考察活动 

专业进修生 
进入院系学习本科、硕士或博士研究生课程，

进修专业知识 

 

 学历项目 

学历层次 申请者要求 招生专业 

本科 
高中毕业以上学历、

HSK四级 

我校共有 136个本科专业，均可招收

留学生本科生 

硕士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HSK四级 

我校共有硕士点 252个，均可招收留

学生硕士研究生 

博士 
具有硕士以上学位、

HSK五级 

我校有学科博士点 56个，均可招收

留学生博士研究生 

注：1. 除特定英语授课专业外，学位项目一般为汉语授课，要求达到 HSK 成绩 4 级方

可进行专业学习；2.凡无汉语基础的留学生可以先在贵州大学进行 1-2 年的汉语补习，

参加 HSK 考试成绩达到要求后进入专业学习。3. 需相关专业目录信息请与我们联系。 

 



留学生奖学金 

类别 内容 

中国政府奖学金 

免申请费、学费、校内住宿费、保险费。 

提供生活费补贴：硕士 3000元/月，博士

3500元/月。 

孔子学院奖学金 
免申请费、学费、校内住宿费、保险费。 

提供生活费补贴：2500元/月。 

贵州省政府奖学金 免全部学费。 

贵州大学奖学金 
按奖学金等级和项目免全部或部分学费。 

提供优秀学生奖学金及特殊贡献奖学金。 



汉语及中国文化课程设置 

必修课 选修课 课外活动 

汉语综合 中国历史 运动会 

汉语精读 中国服饰 艺术活动 

汉语听力 中国民族及宗教 传统中国节日庆祝 

汉语口语 汉字书写及绘画课 社会实践活动 

汉语泛读 中国旅游文化 集体出游 

汉语写作 中国民间音乐舞蹈 节目或展览 

HSK 考试辅导 中国烹饪 文化考察 

 

注：必修课程每周约为 18-22 课时。选修课每学期根据具体情况开设 4-5 门。每月组织

1-2 次留学生文体活动，每学期为留学生提供 2-3 次免费文化考察活动。 

 

  

  

  

 

 



申请与录取 

申请人直接在国际教育学院网上申请窗口 http://gzu.at0086.cn/StuApplicat

ion/Login.aspx 提交申请，按要求上传并同时邮寄以下材料（如为中文或英

文以外语种，请提供中文或英文翻译件）： 

 贵州大学留学申请表  

 有效护照照片页 

 个人简历 

 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英文或中文件）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 

 资金资助证明（银行资金证明，提供至少人民币 2 万/年或等额资金证明） 

 学历项目申请人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i. 本科生：需提供一名副教授以上推荐信、高中课程成绩单； 

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需提供两名副教授以上推荐信、本科课程

成绩单；如有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所获专利或其他研究成果也鼓

励提供； 

博士研究生： 需提供一名教授和一名副教授以上推荐信、硕士课程

成绩单、硕士论文摘要；如有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所获专利或其

他研究成果也鼓励提供； 

ii. HSK 成绩报告（如果没有，则需进行 1-2 年的汉语补习） 

 

注： 

※学历教育生的申请时间为每年的 6 月 30 日以前；汉语进修生的申请时间在每年的 6

月 30 日（秋季学期入学）或者 11 月 30 日（春季学期入学）以前，申请者须在

http://gzu.at0086.cn/StuApplication/Login.aspx 上注册提供以上必需材料，并同时邮寄至

贵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收到申请材料 2 个月内将 JW202 表以及学校录取通知书寄给获得录取

的申请人，以便学生在境外直接申请 X1 或 X2 签证（学习类签证）入境。 

※申请者必须提供完全真实可信的材料（包括学历及成绩证明、个人信息、健康信息等）。

一旦发现材料不实或虚假，国际教育学院有权在招生各阶段取消学生申请或入学资格。 

 

报到注册 

1.留学生应在规定报到时间（见录取通知书）携带录取通知书、外国人体格

检查记录表及其他申请材料原件到贵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报到； 

2.学生报到后，须持本人在国（境）外所做的体格检查记录及所有体检材料

原件到贵州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行认证； 

3.贵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将协助学生办理居留许可、学

生食堂卡，银行开户，认证体检材料等。 

http://gzu.at0086.cn/StuApplication/Login.aspx


住宿 

留学生公寓配有公共洗衣机。室内配有淋浴器、卫生间（马桶）、电热取暖

器等。公寓有以下房型可供选择： 

 三人房间 （共用卫生间）                       350 元/人/月 

 双人房间 （独立卧室、共用卫生间）             500 元/人/月 

 单人房间 （独立卫生间）                       800 元/人/月 

 

餐饮、保险及医疗 

学校有 4 个学生食堂可供选择，其中一个为清真餐厅（每餐人民币 10 元左

右）。学校附近有各种风味的中国餐馆以及西式快餐店。 

奖学金生享有免费医疗保险。自费留学生必须在中国购买保险，费用自理。

就医可以在离宿舍 2.6 公里的贵州大学校医院或 3.2 公里的花溪区人民医院（二

甲）。 

 

贵州大学位于贵州省省会、中国西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贵阳市。贵

阳是云贵高原上一颗闪耀的明珠，平均海拔 1000 米左右，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夏季平均温度为 19℃-26℃，有“爽爽的贵阳”之称；喀斯特地貌分布广

泛，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85%，形成了峰林、溶沟、峡谷、溶洞为一体的绚丽

景观；森林覆盖率达 41.78%，是中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汉、苗、布依、

仡佬等 17 个世居民族和谐共荣，形成了五彩缤纷的民族文化“大观园”。 

 

 

 

 

 

 

 

 

 

 

 

 



      

   

   

   

 

 

 

 

 

 

中国·贵州·贵阳·花溪 

贵州大学西校区·国际教育学院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West Campus), 
Huaxi,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电话：+86 (851) 83627738 

  +86 (851) 88292749 

电子邮件：cie@gzu.edu.cn 

www.gzu.edu.cn; cie.g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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