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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

项目名称

暨南大学伯明翰大学联合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英国利兹大学

合作举办英语教学硕士学位教育项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英国雷丁大学

合作举办英语教育硕士学位教育项目

深圳大学与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合

作举办金融科技与风险控制硕士学位教

育项目

/

/

/

/

院校名称

暨南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深圳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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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记者

了解到，近日，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北

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

院、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等多所广东高

校均启动招生，为持有境外一流大学录

取通知的准留学生提供入学机会。

港中文深圳：

9月20日前递交申请材料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负责人表示，

持有境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原计划就读

境外本科、 研究生的中国内地学生，可

在9月20日前按时递交申请材料。 香港

中文大学

（深圳 ）

将对学生的申请信息

及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对合格的申请

者签发2020年秋季入学通知书。

自主招生按学院大类招生，学生须

在报名时填写学院

（或金融工程专业）

志愿。 招生要求方面，本科生需要英语

满足以下其中一个要求：托福网考不低

于79分，笔试不低于550分；雅思

（学术

类）

平均分不低于6.5分。 学校将对申请

材料进行初审，9月23日前，学校将以邮

件形式陆续邀请初审通过的申请者参

加面试，择优确定预录取学生名单。

新生入学后，录取的学生应放弃原

留学资格，并在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注册

系统注册，同时在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

学生注册系统中注册。 对符合学位授予

条件的毕业生，授予香港中文大学学位

并颁发学位证书, 并可在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获得认证。

北师港浸大：

招生报名时间截至9月21日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

国际学院按专业大类加专业的方式进

行招生，共有14个专业

（类 ）

，其中数学

与应用数学、音乐表演专业为2020年新

增专业。

持有境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原计划

就读境外本科的中国内地高中毕业生

均可报名，报名时间截至9月21日。 学校

招生委员会对考生材料进行资格审查。

通过申请材料审核的考生，学校将通过

电话或电邮的方式通知安排面试。 9月

23日，考生参加学校全英文面试。 面试

前，考生须提供个人有效身份证、高中

毕业证书、高中成绩、境外大学本科录

取通知书、雅思、托福或其他外语考试

成绩单、获奖证书等原件备核。 通过本

方案招收的学生， 入学后的教学计划、

学习资源、收费规定和管理安排等将由

学校统一安排。

根据安排，10月7日是新生缴费、注

册报到的时间。 招录学生应放弃原留学

资格，在本校进行注册，同时该校报教

育部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注册系统中注

册，学生毕业达到学位标准和完成学业

要求者将获颁发国际认可的香港浸会

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可在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获得认证）

。

广以：

被一流境外大学录取免试入学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招生对象为

持有境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原计划入读

境外大学本科专业的中国内地高中毕

业生。

据了解， 学校以英语为教学语言，

实行全英教学。 本科招生专业包括：化

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技术与

食品工程、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被AR－

WU世界大学排名

（

2020

年版 ）

前300的

境外大学录取的学生免笔试及面试录

取；其他学生将统一参加学校组织的笔

试和面试， 视笔试和面试结果择优录

取。

录取工作将于9月25日前结束。 报

到和注册等具体安排将在寄送录取通

知书时一并告知。 被录取的学生将注

册成为以色列理工学院学生， 同时在

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注册系统中注册，

入读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符合以色

列理工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

生将授予其学士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

学位证书可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获

得认证。

教育部出台专门举措应对疫情期间出国留学难

部分合作办学高校扩招出国留学生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6 日从教育部

了解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各国

（地） 入境、 签证、 航班等政策限制，

部分我国学生赴境外国家和地区留学

的计划被迫改变、 延迟甚至取消 ，

不少学生面临就学困难。 教育部为

此出台专门政策， 通过引导学生国

内上网课、 允许国内高校提供短期

学习交流机会、 发挥中外合作办学

优势等方式， 解决这类学生的现实困

难。

教育部国际司

（港澳台办）

负责

人介绍， 针对境外高校安排学生上网

课的情况， 将合理引导学生在国内通

过远程教育方式继续完成学业， 同时

及时回应解决留学人员普遍关心的学

历学位认证等政策性问题， 明确留学

人员受疫情防控影响无法按时返校而

选择通过在线方式修读部分课程， 以

及因此导致的其境外停留时间不符合

学制要求的情况， 不作为影响其学历

学位认证结果的因素。

教育部明确， 在确保教育公平的

前提下， 允许高校通过签订协议等方

式， 接收出国留学人员先行在国内高

校借读学习。 允许部分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和项目以及内地 （祖国大陆） 与

港澳台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保证教

育公平的前提下， 考核招录部分符合

特定条件的出国留学生， 双向选择，

择优录取， 为学生提供国内求学机

会。 招生不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

不占用高校原有招生指标， 对高校其

他各类招生不产生影响。

此外， 教育部还将指导驻外使领

馆教育部门积极与驻在国教育部门和

高校联系， 敦促其妥善解决我留学人

员学业受阻问题。 教育部还通过多种

途径和渠道对接用人单位需求， 为毕

业生提供就业创业支持指导。

扩招不占用高校原有招生指标

答：

依法在办的可颁发外方

学位证书的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内

地

（祖国大陆）

与港澳台地区合作

办学机构和部分项目所在高校，

根据自身意愿和实际办学能力，

在与外方及港澳台合作单位就招

生方案达成一致的前提下可开展

招生工作。 参与此次招生的有北

京、浙江、广东等19个省市的约90

个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内地

（祖国

大陆）

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

构和项目。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临时性扩招院校名单（广东）

广东多所高校为准留学生提供入学机会

答：

当前形势下，部分出国留

学计划遇阻的学生希望在国内寻

求就学机会。 有关高校也表达了

明确意愿， 希望通过中外合作办

学招录部分出国受阻的优秀学

生，缓解学生燃眉之急，承担高校

社会责任。经深入研究论证，教育

部充分考虑中外合作办学在教学

语言、 培养模式等方面与出国留

学高度契合、相互贯通的特点，可

以此为渠道解决部分出国留学人

员的实际就学困难。因此，作为疫

情期间特殊安排， 教育部允许部

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以及

内地

（祖国大陆）

与港澳台地区合

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招录部分符合

特定条件的出国留学生， 疏通学

生就读出路，提供更多就学选择。

问：此次招生对象主要涉及哪类学生？

答：

已持有境外大学录取通

知书、 原计划于2020年秋季学期

攻读境外高校本科或硕博士研究

生的中国内地

（大陆）

籍学生符合

基本报名条件。 各招生院校根据

相关规定和本校实际情况设置报

名条件和录取标准， 公开招生简

章。

答：

此次扩大合作办学招生

不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 不占

用高校原有招生指标， 对高校其

它各类招生不产生影响。 招生工

作遵循双向选择、择优录取、保证

质量的原则。 学校对报名学生进

行综合评价， 以适当形式组织招

生考试， 录取标准不低于外方合

作办学者同类专业在其本国的标

准。学生完成学业后，达到学业要

求的，仅颁发外方高校学位证书，

并可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获得

认证。 相关高校应制定详细招生

简章，明确招生对象、招录程序、

录取标准等， 严格保证招录工作

公平公正。

问：根据此次招生政策，哪些院校参与招生？

问 答

问：这一举措出台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问：此次招生采用怎样的招生方式？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