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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市“中亚五国”
留学生教育培训计划项目专项奖学金

预本科直升项目招生简章



项目时间表

申请时间：2022年11月1日- 12月20日

预科学习时间：2023年2月- 7月

本科学习时间：2023年9月- 2027年7月

申请资格

1. 拥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五国”国籍，持有有效外国普通

护照，身体健康、对华友好；

2. 品行端正、遵纪守法、勤奋好学，在其国籍所在国无违法犯 

 罪记录；

3. 年龄在25周岁以下（不满18岁可由法定监护人提供委托书）；

4. 高中毕业及以上学历（申请时尚未毕业须提供预毕业证明， 

 最迟在入学前取得高中毕业证书）；

5. 高中阶段所学全部科目平均分不低于满分的70%；

6.  中文水平应相当于HSK2-3级同等水平；

7.  符合教育部教外函[2020]12号文件规定及我校相关规定。

西安交通大学是中国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国的常春藤联盟C9高校成员。学校创办于1896年，是中国

最早兴办的高等学府之一。学校是一所具有理工特色，涵盖理、工、医、经、管、文、法、哲、艺等9个学科

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目前，来自130个国家的3000余名外国留学生就读于西安交大。2013年，被教育

部授予全国“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荣誉。2022上海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位列第10位。

为吸引更多“中亚五国”优秀学生来西安学习，培养熟悉中国、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往能力、具备较高专业

素养的国际化人才，西安市政府设立“中亚五国”留学生教育培训计划项目专项奖学金。西安交通大学作为项

目承办院校，面向中亚五国开放“预本科直升”项目，学生在我校完成预科学习后，直接升入本科学习，无需

再次参加审核及面试。

申请材料

1.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留学生入学申请表》（在西安交通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在线申请系统中填写完成即可）；

2. 《西安市“中亚五国”教育培训计划项目留学生专项奖

学金申请表》；点击此处下载：

http://sie.xjtu.edu.cn/sq.htm

3.  高中学历证明；

4.  学习成绩单。高中阶段全部课程的成绩单；

5. 语言水平能力证明（HSK证书或其他汉语学习经历证明）；

6.  英文推荐信。一封，由高中校长或老师出具（推荐人签字 

 并注明电子邮箱和联系电话）；

7.  学习计划。用中文或英文书写，不少于600字；

8.  个人有效普通护照；

9.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原件及公证件（此表由中国卫生

检疫部门统一印制，可点击

https://sie.xjtu.edu.cn/en/tigejianchajilu.pdf下载，需

英文或中文填写。申请人应严格按照中要求的项目进行检

查。缺项、未贴本人照片或照片上未盖骑缝章、无医师意

见和医院签字盖章的表无效。检查结果有效期为6个

月）；

10.  无犯罪记录证明；

11.  其他支撑材料（如有）。

注： a. 材料不符合要求，不予受理；

 b. 2～11项均须上传至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网上报 

 名系统；

 c. 以上材料均须中文或英文版本，其他语种须提供翻译件 

 的公证件；

 d. 学校在审核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要求学生提交其他材料。



联系方式
地 址：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 

国际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逸夫外文楼A922）

邮 编：710049    

邮 箱：adm-sie@xjtu.edu.cn   mbbs-adm@xjtu.edu.cn
电话：86-29-82668063   86-29-82665924   86-29-82668812
网申系统：http://isso.xjtu.edu.cn/recruit/login
学院网址：http://sie.xjtu.edu.cn/       
学校网址：http://www.xjtu.edu.cn/

申请、录取与报到

1.  网上提交申请

登录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网上报名系统，选择

“本科”项目，根据网站提示完善个人信息并上传相关

申请材料，按系统提示完成在线申请并上传材料。无需

邮寄纸质材料。

报名系统：http://isso.xjtu.edu.cn/recruit/login

2.  支付报名费完成申请

申请者在我校系统中提交申请后，我校进行初审，初审

通过者，系统将开放报名费支付，报名费800元，需按

时足额完成支付，申请完成。无论录取与否，报名费不

予退还。

3.  录取

学校将根据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成绩、语言水平和面

试综合表现等择优录取。请完成申请后及时关注本人申

请系统和注册邮箱，跟进复审与学术审核、预录取、学

费缴纳、终审录取等信息。

4. 报到

录取学生须严格按照录取通知要求办理报到注册手续。

报到注册时间为2023年2月，具体以录取通知要求为

准。报到时将再次核验毕业证书原件、语言水平证书

等。未能提供证书或证书核验不通过者，将被取消录取

资格。

奖学金

@studyatXJTU

@studyatxjtu

@International Admission Office-XJTU

@studyatxjtu

1.  免交学费；

2.  免费提供校内住宿；

3.  生活补贴：1800元/月，每年发放10个月；

4.  提供来华国际旅费；

5.  提供入境安置相关费用；

注： a. 所有学生须参加年度评审，学习成绩及在校综合表现经评审  

 达标者可继续享受奖学金。

 b.学生如遇重大疫情、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无法来华， 

 学校将采取线上授课。线上授课期间，3、4、5项费用停发。



备注：金禾经济研究中心本科项目采用双语形式教学，拟申请者须具备中文和英文双语能力，并具备一定的数理基础。

学院 项目 授课语言 授予学位类型 学制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言（商务汉语） 中文 文学学士 4年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法学院 法学 中文 法学学士 4年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电子政务） 中文 管理学学士 4年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中文 管理学学士 4年

 ★工商管理 中文 管理学学士 4年

 化学 中文 理学学士 4年

 应用化学 中文 理学学士 4年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智能制造方向）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金禾经济研究中心 数量经济与金融 中文 经济学学士 4年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班） 中文 经济学学士 4年

 贸易经济 中文 经济学学士 4年

 电子商务 中文 经济学学士 4年

 经济学 中文 经济学学士 4年

 金融学 中文 经济学学士 4年

 财政学 中文 经济学学士 4年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能源与动力工程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环境工程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核工程与核技术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储能科学与工程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土木工程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环境科学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哲学 中文 哲学学士 4年

 社会学 中文 法学学士 4年

 汉语言文学 中文 文学学士 4年

 环境设计 中文 艺术学学士 4年

 书法学 中文 艺术学学士 4年

 生物医学工程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生物技术 中文 理学学士 4年

 英语语言文学 中文 文学学士 4年

 日语语言文学 中文 文学学士 4年

 材料物理 中文 工学学士 4年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中文 理学学士 4年

 应用物理 中文 理学学士 4年

新闻与新媒体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中文 文学学士 4年

专业列表 

注：标★为推荐专业

电信学部

管理学院

化学学院

经济与金融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

物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