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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训：实事求是

河北大学简介
河北大学(Hebei University)是教育部与河北省人民政府“部省合建”的

重点综合性大学，也是河北省重点支持的国家一流大学建设一层次高校。学校

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河北省保定市，地理区位优越、交通便利，位于北京、天

津一小时经济圈内，距离雄安新区只有 20公里。

学校始建于 1921 年，建校近百年来，已经培养了近 40 万名优秀毕业生。

目前，学校拥有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青、万人计划等国家级人才 67人

次，省部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342 人次。建有 95个本科专业、46个一级学科硕士

点、30种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5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学科专业涉及 12大学科门类。

我校拥有良好的国际化传统，1965 年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是河北省第一

批开展留学生教育的高校。近年我校在留学生教育方面发展迅速。我校现为汉

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和汉语水平考试（HSK）考点，并具有中国政

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招生资格，还被国务院侨办批准为华文教育基地，

是全国第二批通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认证的高校。迄今为止，我校已经为韩国、

日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苏丹、津巴布韦、马来西亚、吉尔吉斯斯坦、蒙

古、赞比亚等 90 多个国家培养了近 5000 名毕业生，有力地增进了中外交流，

在世界各地广受好评。现在学校十八个二级学院（中心）面向全球招收本科、

硕士、博士及语言生留学生，河北大学欢迎广大有志青年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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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资格

一、申请人须为非中国籍公民（必须持有有效的外国护照或国籍证明文件 4 年

（含）以上，且最近 4年（截至入学年度的 4月 30 日前）之内有在国外实

际居住 2年以上的纪录（一年中实际国外居住满 9 个月可按一年计算，以入

境和出境签章为准）；

二、申请人愿意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及学校纪律，品德良好，尊重中国风俗习惯；

三、截至 2020 年 1月 1 日年满 18 周岁；

四、本科申请人须具有高中或以上学历且成绩良好；

硕士研究生申请人须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且成绩良好；

博士研究生申请人须具有硕士或以上学历且成绩良好；

五、中文授课项目：汉语水平应在 HSK4 级 210 分及以上；

英文授课项目：母语或官方语言为英语,或雅思 6.0 及以上/托福 85 及以上

或等同于其他水平考试的英文成绩证明（非英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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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专业

一、汉语言长短期培训

培训时间分为一个月、三个月、一学年。

注：寒暑假短期汉语培训需集体报名，视具体情况成班。汉语言长短期培

训工作均由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组织实施。

二、推荐专业

2020 年河北大学国际学生推荐专业目录

学院名称 预开设专业
培养

层次

授课

语言
学制 备注

国际交流与教

育学院

汉语言 本科 中文 4年 详见“申请资格”。

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研究生 中文 2年
HSK五级 210分及以上；

HSKK中级 60分及以上。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字学

硕士研究生 中文 3年 HSK六级 210分及以上。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汉语言文字学

博士研究生 中文 3-4 年 HSK六级 210分及以上。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
本科 中文 4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广播电视学

新闻与传播 硕士研究生 英文 3年

母语或官方语言为英

语；或英语水平在雅思

6.0 及以上/托福 85 及

以上。

http://ciee.hbu.edu.cn/
http://ciee.hb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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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更多研究方向

请参看本招生

简章附件 1）

电子商务

本科 中文 4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会计学

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中文/英文 4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母语或官方语言为英

语；或英语水平在雅思

6.0 及以上/托福 85 及

以上。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

硕士研究生 英文 3年

母语或官方语言为英

语；或英语水平在雅思

6.0 及以上/托福 85 及

以上。

财务管理

公共管理

旅游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 英文 3-4 年

母语或官方语言为英

语；或英语水平在雅思

6.0 及以上/托福 85 及

以上。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中文 4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金融学

保险学

国际贸易学

硕士研究生中文/英文

3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母语或官方语言为英

语；或英语水平在雅思

6.0 及以上/托福 85 及

以上。

国际商务 2年

世界经济 3年

应用经济学 博士研究生中文/英文 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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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

比较教育学

硕士研究生中文/英文 3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母语或官方语言为英

语；或英语水平在雅思

6.0 及以上/托福 85 及

以上。

教育史

高等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

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方向）

博士研究生中文/英文 3-4 年
教育学

（外国教育史方向）

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方向）

法学院

法学 本科 中文 4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法学理论

硕士研究生 中文 3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具有学士学位；专业面

试。

宪法学与

行政法学

刑法学

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法学

（经济法学、刑法学、

诉讼法学、民商法学

方向）

博士研究生 中文 3-4 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具有相关专业硕士学

位；专业面试。

哲学与社会学

学院

哲学 本科 中文 4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

硕士研究生 中文 3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具有哲学本科学位，本

科成绩为良好以上；母

语为英语。

中国哲学

逻辑学

哲学

（儒家哲学、道家哲

学、逻辑学方向）

博士研究生 中文 3-4 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具有哲学硕士学位；发

表过与所报方向相关的

高水平哲学论文；母语

为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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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中文 4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环境设计

动画

绘画

(中国画方面)

书法学

历史学院

历史学
本科 中文 4年 通过 HSK 四级考试。

世界史

世界史

硕士研究生 中文 3年

通过 HSK 四级考试。

中国史

（近现代史方向）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中国史专业（近现代史

方向）学士学位背景。

考古学 通过 HSK 四级考试。

中国史

（近现代史方向）
博士研究生 中文 3-4 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中国史专业（近现代史

方向）硕士学位背景。

宋史研究中心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方向) 硕士研究生 中文 3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中国史（中国古代史方

向）学士学位背景。科学技术史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方向)
博士研究生 中文 3-4 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中国史（中国古代史方

向）硕士学位背景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本科 中文 4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生物技术

生物信息学

生物工程

生物学 硕士研究生中文/英文 3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母语或官方语言为英

语；或英语水平在雅思

6.0 及以上/托福 85 及

以上；学士学位；生物

学专业背景。

生物学 博士研究生中文/英文 3-4 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母语或官方语言为英

语；或英语水平在雅思

6.0 及以上/托福 85 及

以上；硕士学位；生物

学专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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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环境科

学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中文/英文 3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母语或官方语言为英

语；或英语水平在雅思

6.0 及以上/托福 85 及

以上。

化学

（化学生物学、高分

子功能材料、分析科

学技术方向）
博士研究生中文/英文 3-4 年

分析化学（纳米药物）

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

光学工程

硕士研究生中文/英文 3年

相关专业本科学位；

GPA：3.0 以上（4分制）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凝聚态物理

光学

等离子体物理

理论物理

光学工程（光伏科学

与工程、光电材料与

器件、发光材料与显

示技术、光学诊断与

光信息技术 4个研究

方向）

博士研究生中文/英文 3-4 年

硕士学位、相关方向研

究背景；HSK 四级 210

分及以上；母语或官方

语言为英语；或英语水

平在雅思 6.0 及以上/

托福 85 及以上。

数学与信息科

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文 4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数学 硕士研究生 英文 3年

母语或官方语言为英

语；或英语水平在雅思

6.0 及以上/托福 85 及

以上；数学专业背景。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本科 中文 4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建筑学

土木工程 硕士研究生 中文 3年

质量技术监督

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 中文 4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仪器科学与技术 硕士研究生 中文 3年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博士研究生 中文 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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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本科

中文 5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卫生检验与检疫 中文 4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硕士研究生 中文 3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药学院 药学 本科 中文 4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中医学院 中医学 本科 中文 5年 HSK四级 210分及以上。



校 训：实事求是

费用说明

一、各类专业自费生收费标准

学生类别 学费 报名费

文

科

本科生 16000 元/学年 600 元

普通进修生 16000 元/学年 600 元

高级进修生 20000 元/学年 600 元

硕士研究生 20000 元/学年 600 元

博士研究生 23000 元/学年 600 元

理

科

本科生 18000 元/学年 600 元

普通进修生 20000 元/学年 600 元

高级进修生 23000 元/学年 600 元

硕士研究生 23000 元/学年 600 元

博士研究生 27000 元/学年 600 元

汉语长期生 16000 元/学年 600 元

汉语短期生
10000 元/三个月

免报名费
4800 元/一个月

二、公寓住宿费用：

1号楼 40 元/床/天 2号楼 30 元/床/天

三、其他费用说明：

来华留学保险费：800 元/年/人

体检费：500 元/人

签证延期费用：800 元/年/人

生活费（估算）：约 1500 元/月/人

学生类别 学费 报名费

艺术和医学
本科生 16000 元/学年 600 元

硕士研究生 30000 元/学年 600 元

博士研究生 34500 元/学年 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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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申请

一、中国政府奖学金

“丝绸之路”本科项目详情及申请步骤请参阅如下链接：

http://ciee.hbu.cn/zsjz/918.jhtml （中文）

http://ciee.hbu.cn/zsjz/919.jhtml （英文）

“高校研究生”硕士项目详情及申请步骤请参阅如下链接：

http://ciee.hbu.cn/zsjz/920.jhtml （中文）

http://ciee.hbu.cn/zsjz/921.jhtml （英文）

“支持地方奖学金”博士项目详情及申请步骤请参阅如下链接：

http://ciee.hbu.cn/jxjsq/650.jhtml （中文）

http://ciee.hbu.cn/jxjsq/649.jhtml （英文）

二、孔子学院奖学金

项目详情及申请步骤请参阅如下链接：

http://ciee.hbu.cn/zsjz/797.jhtml （中文/英文）

三、河北省政府来华留学奖学金*（限自费生）

项目详情及申请步骤请参阅如下链接：

http://ciee.hbu.cn/zsjz/964.jhtml （中文）

http://ciee.hbu.cn/zsjz/965.jhtml （英文）

四、河北大学来华留学生校长奖学金*（限自费生）

项目详情及申请步骤请参阅如下链接：

http://ciee.hbu.cn/zsjz/966.jhtml （中文）

http://ciee.hbu.cn/zsjz/967.jhtml （英文）

*注：河北省政府来华留学奖学金和河北大学来华留学生校长奖学金发放对象为自费留学生，

自费生入学完成注册手续后方能申请。

http://ciee.hbu.cn/zsjz/918.jhtml
http://ciee.hbu.cn/zsjz/919.jhtml
http://ciee.hbu.cn/zsjz/920.jhtml
http://ciee.hbu.cn/zsjz/921.jhtml
http://ciee.hbu.cn/jxjsq/650.jhtml
http://ciee.hbu.cn/jxjsq/649.jhtml
http://ciee.hbu.cn/zsjz/797.jhtml
http://ciee.hbu.cn/zsjz/964.jhtml
http://ciee.hbu.cn/zsjz/965.jhtml
http://ciee.hbu.cn/zsjz/966.jhtml
http://ciee.hbu.cn/zsjz/966.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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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

★ 一、河北大学留学申请表

★ 二、监护人保证书

★ 三、体格检查记录

★ 四、本人护照首页扫描件

★ 五、本人白色背景照片，尺寸不低于 320*240 像素，高宽比为 4：3， 大小

为 100-500KB，JPG 格式

★ 六、最高学历证明（须经中国大使馆认证）

★ 七、个人简历

★ 八、无犯罪记录证明

★ 九、经济担保证明

十、HSK 考试证书

十一、考试成绩单

十二、学术发表成果

十三、获奖证书

注：以上资料中，带★标志的材料为必需申请材料，其他材料可选择提供。其

中一、二、三可登录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网站“常用下载”页面

（http://ciee.hbu.cn/cyxz/index.jhtml）进行下载。

如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或孔子学院奖学金，只需在相应网站上传申请资料

即可；自费留学生需要把申请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studyinhbu@hbu.edu.cn

mailto:以上所有申请材料在指定日期前发送至邮箱studyinhbu@hb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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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流程

一、我校收到材料后，将对材料进行审核，并于 15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

二、材料审核通过，我们将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您参加面试。

三、由相关学院进行面试。

四、面试结束后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我校提供您的通讯地址。待材料与面试

审核通过后，我校将以邮寄的方式将《河北大学入学通知书》和《外国留

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2 表）寄送至您所提供的通信地址。

五、收到《河北大学入学通知书》和《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

（JW202 表）后，可持上述材料至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申请学习类（X1或 X2）

签证。

六、申请签证成功后，请邮件通知我校您的到校时间。

七、如确因有事不能按时到校，请提前通知我校，否则以自动退学处理。



校 训：实事求是

申请日期

2020 年 1月 10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2020 年秋学期）

2020 年 9月 30 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2021 年春学期）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老师、张老师、顾老师

电话：0086-312-5971109

传真：0086-312-5971109

E-mail: studyinhbu@hbu.edu.cn

网址：http://ciee.hbu.edu.cn/

微信公众号：HBUCIEE

河北大学留学生

mailto:studyinhbu@hbu.edu.cn
http://ciee.hb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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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管理学院建立于 2000 年，现有师生 4000 余人。

学院现有 7 个系，包括信息管理与工程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图书馆

系、档案学系、财政系、和旅游管理系，可以为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提供

多学科有特色的教育。学院在本学科领域拥有高质量的学术地位，建有 MBA、MPA

和 MPAcc 教学与研究中心。另外，学院还与河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合作建设一

个合作班--注册会计师方向班（CPA），与爱尔兰国家学院合作建设一个国际合

作项目--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中爱合作班）。学院还建有多个研究中心，包括

雄安研究会和社会建设与治理中心等。

学科情况

管理学院拥有多层次的学位授予点，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同时，

我们也设有 MBA、MPA 和 MPAcc 研究中心。

我们热忱欢迎并真诚期待有志之士的加入！

招生方向：

☑信息管理 ☑智能决策 ☑公司治理

☑企业伦理 ☑智能财务 ☑公司财务

☑大数据会计 ☑审计学 ☑旅游管理

☑智慧旅游 ☑数字营销 ☑金融科技

☑ “一带一路”研究 ☑风险管理与决策 ☑精准扶贫

☑乡村振兴 ☑政府应急管理 ☑互联网经济

☑大数据经济管理 ☑管理决策 ☑图书馆学

☑档案科学 ☑现代档案技术 ☑不确定决策

☑商业数据决策 ☑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