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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大校字〔2017〕51 号             

 

关于印发《济南大学国际学生校长奖学金 
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济南大学国际学生校长奖学金实施办法（暂行）》已经校长

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济南大学 

2017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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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大学国际学生校长奖学金实施办法（暂行） 

 

第一条  为优化国际学生结构，提升国际学生教育层次，吸

引更多优秀国际学生来校学习深造，参照中国政府来华留学奖学

金的有关规定，特设立济南大学国际学生校长奖学金（以下简称

奖学金），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奖学金的评审工作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 

第三条  奖学金内容 

奖学金面向海外招收优秀硕士、博士国际学生，奖学金内容

包括：博士生在读期间的保险费、学费、住宿费、生活费（2000

元/月），硕士生在读期间的保险费、学费、住宿费（生活费自理）。   

第四条  奖学金期限  

奖学金期限为硕士 3 年，博士 4年。逾期未毕业者，不再享

受该奖学金。 

第五条  组织实施 

济南大学国际学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

会”）负责奖学金的评定及年度评审工作。 

第六条  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须为非中国籍公民，身心健康，品行端正，无

不良信用及违法记录。 

（二）申请硕士项目者，年龄一般不超过 30 周岁；申请博

士项目者，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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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人须是品学兼优的本科毕业生或硕士毕业生，或

者是在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GPA 原则上不低于 3.5。 

（四）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过高水平学术论文或具有

国外交流、访学、实习经历者优先考虑。 

（五）申请中文授课项目者，汉语需达到 HSK5 级及以上水

平；申请英文授课项目且母语（或官方语言）非英语者，英语须

达到雅思 6.5 或者托福 90 分及以上水平。 

第七条  申请材料 

奖学金申请人必须如实填写和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济南大学国际学生校长奖学金申请表》（见附件）一

式两份； 

（二）学习计划书（不少于 1500 字）； 

（三）已获最高学位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及在校成绩单复

印件； 

（四）已发表论文、获奖及其他学术成果的复印件； 

（五）两份教授推荐信； 

（六）学校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第八条  申请程序 

每年 5月底前，符合申请条件的国际学生向留学生管理办公

室提交申请。留学生管理办公室收到申请材料后，会同有关部门、

培养单位提出初审意见，报评审委员会审议，确定奖学金获得者

名单。 

第九条  年度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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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委员会每年 7 月中旬对在校奖学金生进行年度评审，评

审内容包括奖学金生的学业成绩、学术成果、导师评价、课堂考

勤及行为表现等方面。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中止其奖学金资格一年： 

（一）本学年考核成绩两门及以上不合格的。 

（二）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的学生。 

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评审或者连续两年未通过年度评审

(含开题及中期筛选、论文送审)者，取消奖学金生资格。 

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留学生管理办公室负

责解释。 

  

 

 

 

 

 

 



 
 

附件 

 
济南大学国际学生校长奖学金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UJN PRESIDENT SCHOLARSHIP 

                                                             

请用中文或英文清晰、完整的填写/Please complete the blank in Chinese or English clearly                  

护照姓/ Passport 
Surname 

 
护照名/ 

Passport Given 
Name 

 
 

照片/ 
Photo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国籍/ 
Nationality 

 

性别/ 
Sex 

□男/Male      □女/Fema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Yr.   月 Mo.   日

Day 

婚姻状况/ 
Marital Status 

□ 已 婚 / Married  □ 未 婚 / 
Single 

护照信息/ 
About Passport 

号码/ Passport No: 

有效期/ Valid Until:          年 Yr.    月 Mo.    日
Day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宗教信仰/ 
Religion  

 Email  

在华紧急事务联络
人 /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in 
China 

姓名/ Name: 
电话/ Tel: 

最后学历/ 
Highest 

Education Level 

 
□本科/ Bachelor          
□硕士/ Master            

现工作或学习单位
/ 

Employer / 
Institute 

 
职业/ 

Current 
Occupation 

 
 

从何途径了解学校/ 
By which way do you know 

UJN? 

□报纸广告/ Newspaper Ads                        □网络/ Internet          
□ 在 济 大 学 习 的 亲 友 / Relatives or Friends study at UJN （ 亲 友 姓 名
/Name:                       ） 
□亲友 Relatives or Friends  □中介机构/ Agencies                □其他/ Others              

语言能力/ 
Language 

Proficiency 

汉语/Chinese:□HSK 证书/HSK Certificate, Level           (If applicable)  □很好/Excellent  □一般/Fair  □
不会/ None    
英语/English: □很好/Excellent  □一般/Fair  □不会/ None  □可以用英语学习/could be taught in English 
母语/Mother tongue:                          其他语言/Other languages:                     

申请专业/ 
Degree 

Programme 
Applying for  

□博士/Ph.D  □硕士/Master 

学习时间 Study Period: 从/From       年/year       月/month 到/to       年/year       月/month 
申请专业/Major applying for                              
授课语言 Preferred Teaching Language                            

受教育情况/ 
Education 

Background 

学校/Institution       在校时间/Time(from/to)     专业/Field of study       证书/Diploma or Certificate 
                                                                                                     
                                                                                                     
                                                                                                     

工作经历/ 
Employment 

Record 

工作单位/Employer                    起止时间/ Time(from/to)                职务职称/Position or 
Title 

                                                                                                 
                                                                                                 
                                                                                                 



 
 

本国联系方式/ 
Contact Ways in 

Your Own 
Country 

地址/ Add:                                                                邮编/ Postcode: 
 
                       
电话/ Tel:                           邮箱/ E-mail:                            传真/ Fax:                 

申请人亲属情况/ 
Family Members 
of the Applicant 

                     姓   名                   职 业                   联系电话 
                      Name                   Employment                Contact Phone 
配偶/Spouse:  
父亲/Father:  
母亲/Mother:  

我保证/I hereby affirm that: 

1.上述各项中所提供的情况真实无误/ All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above is true and correct; 

2.在华期间，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从事与本人来华留学身份不相符合的活动/During my 

stay in China, I shall abide by the laws and decrees of Chinese government, and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any activities inappropriate to the capacity as a student; 

3.在学期间，遵守济南大学的规章制度，尊重学校的教学安排/ During my study at UJN, I shall 

observe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and will follow the teaching arrangement made 

by the university;  

4.因提供信息错误、不清晰或不完整而造成的任何后果由我本人承担。/I will take all the 

responsibilities for any result caused by wrong, incomplete or unclear information in this form. 

申请人签名/Signature：                   申请日期/Date:          年/ Yr.      月/ Mo.      

日/ Day 

无此签名，申请无效/The application is invalid without the applicant's signature� 

申请说明/Note： 

1. 请与本表同时提交：认证的最后学历和学位证书；成绩单（原件及认证的中英文翻译件）；

不少于 800 字的研究计划；HSK 证书（如有）；两封教授或副教授推荐信；护照复印件。The 

Application Form is required to submit with：(1) the Notarized highest diploma or certificate, 

(2)transcripts(original and the notarized English or Chinese translations,(3) A study plan or 

Research Proposal in Chinese or English with a minimum of 800 words (4) Two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from professors or associate professors.(5)HSK certificate(If applicable), 

photocopy of passport, and the application fee.  

2. 申请材料概不退还。The application fee is nonrefundable, and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will 

not be returned. 

★ 济南大学留学生管理办公室 /International Student Affairs Office, University of Jinan 

地址/Add：中国山东省济南市南辛庄西路 336号 250022 / No.336 West Nanxinzhuang Road, 

Shandong, 250022 P. R. China 

电话/Tel: 0086-531-82765557                  传真/Fax: 0086-531-82765810    

网址/Website: http://ciee.ujn.edu.cn         邮箱/Email: ujnglobal@qq.com  

 

 

济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5月 1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