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年招收国际学生本科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广州中医药大学创办于 1956 年，建校基础是成立于 1924 年的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是新中国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药高等学校之

一，原直属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2000 年转由广东

省人民政府管理。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018

年晋级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2020 年成为广东省人民政

府、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单位。学校秉承“崇德远志、和

衷有容、汲古求新、笃学精业”大学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整体办学水平、医疗服务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均位居全国中医药院校前

列。

详细介绍请点击：

http://www.gzucm.edu.cn/jjy.jsp?urltype=tree.TreeTempU

rl&wbtreeid=1042

二、申请资格

1、持外国有效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学习成绩优良，品行端正，

无犯罪记录，身体健康，且必须具有相当于中国高中或以上学历，原

则上年龄在 30周岁以下；

2、语言要求：申请者汉语水平需达到新汉语水平考试（HSK）5

http://www.gzucm.edu.cn/jjy.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042
http://www.gzucm.edu.cn/jjy.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042


级及以上水平。如母语为中文或最近几年在中国大学接受汉语授课的

学位课程者，则可以免除对 HSK 成绩的要求；

3、根据中国教育部教育部教外函〔2020〕12 号文件规定，父母

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

的，不具有中国国籍。自 2021 年起，其申请作为国际学生进入我高

等学校本专科阶段学习，除符合学校的其他报名资格外，还须于 2017

年 4月 30 日之前持有有效的外国护照或国籍证明文件，且于 2017 年

4 月 30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之间有在外国实际居住 2 年以上的记

录（一年中实际在外国居住满 9 个月可按一年计算，以入境和出境签

章为准）；

4.中国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在移民并获得外国

国籍后申请作为国际学生进入我校本科阶段学习的，应满足持有有效

的外国护照或国籍证明文件满 4 年（截至 2017 年 4月 30 日），且于

2017 年 4月 30 日至 2021 年 4月 30 日之间有在外国实际居住 2年以

上的记录（一年中实际在外国居住满 9 个月可按一年计算，以入境和

出境签章为准）。

三、申请方式

网上申请：

http://ic.gzucm.edu.cn/cn/student/register

（系统开放时间：每日上午 8:30——下午 17:00）

注：网上申请提交成功后，请务必及时关注网申系统的状态变化

及个人邮箱，所有录取信息将通过邮件反馈。

http://ic.gzucm.edu.cn/cn/student/register


四、申请截止时间

2021 年 4月 15 日

五、网上提交申请材料说明（文件格式均要求 JPG 或 PNG）

1、小一寸（2.2cm×3.2cm）近期证件照；

2、有效护照（护照须在递交申请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3、最高学历毕业证书；

（1）如申请人为在校学生，需提交本人就读学校出具的预计毕

业证明，录取后需补交学历证明。

（2）如果是在国外取得的学历证明必须提交公证件；中英文以

外文本还需提供经公证过的中文或英文的翻译件。

4、成绩单；

最高学历教育阶段全部课程的成绩单。中、英文以外文本的成绩

单需提供经公证过的中文或英文翻译件。

5、HSK5 级证书（母语为汉语或高中阶段使用汉语教学，亦或是

近年在中国大学用汉语授课的毕业生，经我校认定，可免除提供 HSK

成绩）；

6、个人陈述（中文或英文，不少于 800 字），内容应包括个人

学习或工作经历，家庭经济状况，兴趣爱好，学习计划以及毕业后的

个人发展目标等；

7、外国人体检表（可在附件下载）；

8、无犯罪记录证明；

9、申请人诚信承诺书（可在附件下载）；



10、奖学金申请表

该报名系统为自费生申请系统，请申请自费生奖学金者提交相关

奖学金申请表格。

11、其他证明材料：

（1）从中国大陆（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移民外国并加入外国国籍

的申请人，需提交：入籍证明。最近 4年的护照出入境记录或证明最

近 4年内国外实际居住 2年以上的文件；

（2）其他证明材料如获奖证明、推荐书等（如有）；

（3）截至 2021 年 9月 1 日年龄仍未满 18周岁的申请人，需提交

在华法定监护人的相关法律文件。

注：必要时，我校会要求申请人提交补充材料。

六、专业及费用

1、报名费 800 元人民币，于开学报到当日缴交；

2、专业及学费

序号 专业名称 学制（年） 学位
学费（人民币

／年）

1 中医学 5 医学学士 25,000

2 针灸推拿学 5 医学学士 25,000

3 康复治疗学 4 理学学士 25,000

4 中药学 4 理学学士 25,000

5 护理学 4 理学学士 25,000

注：各专业均用汉语授课，使用中文教材。



3、住宿费

校区 房间类别 收费标准（人民币/人/年）

大学城
单人间 16,000 元

双人间 9,600 元

4、保险费（外国留学生综合医疗保险）800 元/年，可在报到当

日现场缴交，或使用微信、网页等方式进行购买；

说明：

（1）学生入学时应按照学校规定缴纳学费和住宿费，学生学费、

住宿费的收费标准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有

关规定执行，以上收费标准如有变动，按照新标准执行；

（2）学费、住宿费以一年为期一次性缴交，床上用品及日常生

活用品自行购买；

（3）如选择外宿，必须按规定办理外宿手续；

（4）在校期间伙食费、医疗费和交通费等，均由学生本人负责。

七、新生奖学金

1、中国政府奖学金（全额奖学金）：

类别 受理机构
受理机构

编码

申请截止

时间

A类 国别双边项目
所在国留学生派遣部门或

所在国中国使领馆

请向所在国

留学生派遣

部门咨询

具体时间请

向所在国留

学生派遣部

门咨询

B类 自主招生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国际学院

招生培训办公室
10572

2021 年

3 月 31 日



注：所有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者，需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CSC）“来华留学网

上报名系统”（网址 https://studyinchina.csc.edu.cn）提交申请信息。申请

国别双边项目者，可先与我校国际学院招生培训办公室联系，获得我校《预录取

通知书》；申请高校自主招生项目无需《预录取通知书》。

2、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广东省来粤留学生新生奖学金—— 申请人可直接在我校国际学

生报名系统提交申请。奖励金额为本科生 RMB10,000 元/人。

注：1、上述奖学金的具体申请要求请详见我校各类奖学金申请办法；

2、以上奖学金金额如有调整，以实际公布为准。

八、申请流程

递交材料→ 审核资料→录取→ 寄发《录取通知书》和《外国留

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2 表）→ 到中国驻所在国使（领）

馆办理 X1签证→ 来校报到

九、入学注册

已被我校录取的外国留学生，请凭《录取通知书》、护照原件和

X1签证（来华学习签证），按照录取通知书报到时间到我校报到注

册，逾期两周不报到注册者，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具体报到事宜

请参照《入学须知》。

新生入学后，由学校组织体检。身体条件不符合要求的，取消其

入学资格；仅专业受限者，可以商转其他专业。

十、其他

1、请各位申请者根据上述要求，4月 15 日前在报名系统提交申

请；

https://studyinchina.csc.edu.cn/


2、资料审核期间，请保持通讯畅通，确保我们可以及时与您取

得联系；

3、录取通知书将通过国际快递邮寄，邮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

请耐心等候；

4、其它未尽事宜，请及时留意本网页招生信息栏公布的通知或

与我们进行联系。

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老师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 232 号广州中医药大

学国际学院招生培训办公室（邮编：510006）

电 话：86-20-39356996

电 邮：010427@gzucm.edu.cn

附件 1.外国留学生体格检查表

附件 2.申请人诚信承诺书

附件 3.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申请表

广州中医药大学

国际学院

2021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