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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介绍 

（一）基本情况 

1、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展中国家学历学位教育项目是商务部利

用中国政府对外款项，于 2008 年创办。为受援国培养高端经贸商务官

员、管理人才而专门设立的，致力于培养政治、经贸、外交、农业、科

教文卫、能源交通、公共管理等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为推动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包括 1年制硕士学位项目、

2 年制硕士学位项目和 3 年制博士学位项目。 

项目主要资助受援国政府官员、学术机构研究人员、相关领域中高

级管理人员等来华全英文攻读硕士、博士学历学位。由于学制较短，要

求学员必须事先获得学士学位，并在相应领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以便

及时和充分理解授课和学习内容，要求学员有较好的健康状态，以便适

应高强度学习并最终获得学位。 

该项目为学员所在国家和中国的经贸合作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

的作用，受到所在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从 2017年度开始在北京林业大学设立林业

经济与政策硕士项目，在受援国培养林业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

型人才。我们相信您通过此项目获得学位后，必将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

人生未来。 

2、招生对象 

受援国林业、农业、资源和环境部门及其他相关机构负责该领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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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领域业务工作的官员，涉农、涉林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具有经济学、管理学、林学或

资源环境科学教育背景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3、培养目标 

培养政治、经贸、外交、农业、科教文卫、能源交通、公共管理等

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4、招生计划 

 （1）专业设置：林业经济与政策硕士 

招生专业大类为林业经济，具体招生研究方向包括：林业经济理论

与政策；森林资源与环境经济；林业区域可持续发展；林产品国际贸易。 

 （2）招生人数：20 

 （3）教学使用语言：英语 

 （4）学制：2 年 

5、资助内容 

（1）免交学费、教材资料费、调研考察费、英文授课补助费、毕业论

文指导费； 

（2）免费提供校内住宿； 

（3）给予生活补助：36000 元/人/年； 

（4）给予一次性安置费 3000 元/人； 

（5）代为购买来华综合医疗保险； 

（6）免费提供往返国际机票：提供一次往返国际机票，和一次回国探

亲往返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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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所有学位生须参加年度评审，学习成绩测评达标者可在第二年继

续享受全额奖学金。 

（8）其他费用由商务部或学校统筹管理使用，不发放给学员。商务部

仅为学员提供学制内的资助。学员因故延期毕业，不获得继续资助。 

（二）学校介绍 

1、学校简介 

北京林业大学位于中国首都北京市海淀区，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

与国家林业局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学校办学历史可追溯至 1902 年的

京师大学堂农业科林学目。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农业大学

森林系与河北农学院森林系合并，成立北京林学院。1956 年，北京农

业大学造园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部分并入学校。1960 年被列为全国重

点高等院校，1981年成为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1985

年更名为北京林业大学。 

学校以林学、生物学、林业工程学为特色，是农、理、工、管、经、

文、法、哲相结合的多科性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经全国第四轮学

科评估，林学和风景园林学两个一流建设学科位居 A+档位。学校现有

17 个学院，65 个本科专业及方向，25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16

个专业学位授权点，8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7个博士后流动站。 

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校生 25276 人，其中本科生 13693

人，研究生 6712 人，各类继续教育学生 4871 人。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312 人，包括教授 363 人、副教授 573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3 人。 

学校科学研究和科技平台建设实力雄厚、成果丰硕。现有国家、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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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及野外站台共 49 个。2011 年以来，以

第一作者单位发表论文被 SCI 收录 4230 篇，EI 收录 2735 篇，承担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等重大科技计划课题，获得科研经费 24.9亿元。 

学校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和开放办学。学校先后与 30 余个国家和地

区的 190 余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非政府组织建立了教育与科技合

作关系。目前有来自 50 个国家 300 余名留学生在校进行本科、硕士、

博士、汉语学习。 

目前，学校正以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为宗旨，进一步提高办学质

量，为建设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林业大学而努力奋斗。 

2、承办院系介绍 

本项目具体将由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承

办。该学科点正式创建于 1959 年，拥有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

授予权，林业经济管理、农业经济管理、林业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二级

博士学位授权点和林业经济管理博士后流动站；拥有林业经济管理、农

业经济管理、农村与区域发展 3 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林业经济管理

二级学科现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国家林业局重点

学科。 

学科点现有专任教师 48 人，其中教授 19 人（博导 19 人），副

教授 20 人，有海外学习经历 16 人，国家级高端智库人才 4 人，外聘

国际兼职教授 9 人。 

学科已形成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林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林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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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济与贸易、森林资源核算与资产化管理、生态系统保育与管理、

农村林业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等 6 个优势研究方向。2012-2015 年，年

均科研经费超过 1,000 万，国家级基金项目 50 项，国家重要研究专项

6 项，国际合作 6 项。获省部级及一级学会以上奖励 19 项；发表 SSCI、

SCI 论文 51 篇。 

学科建有国家林业局农村林业改革发展研究基地、国家林业局生

态文明研究中心、全国林业预算资金绩效研究考评中心、自然资源与

环境审计研究中心等研究咨询机构，已成为国家林业发展政策和战略

制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管理的重要智库单位，相关教师成为国家林业

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重要智库成员。 

学 科 国 际 化 取 得 长 足 发 展 ， 现 与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及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建有 1+1合作硕士项目，

与 University of Oxford 和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建

有暑期学校项目。每年邀请 10 名左右国际知名林业经济学家来校授

课和科研合作指导。近年先后发起主办了“中国林业经济国际论坛”，

承办多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建有“亚太森林网络英文林业经济与政策

硕士项目”，“商务部援外学历学位教育项目”，目前境外来华攻读

学位与校际交流的留学生 60 余人。 

3、学生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设施介绍 

北京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 10 至 12 摄氏

度。1 月-7 至-4摄氏度，7 月 25至 26 摄氏度。 

学校本部校园面积 703 亩，鹫峰实验林场占地面积 11627 亩，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展中国家学历学位教育项目 

  

7 

河北沧州教学科研实习基地 3,002 亩；此外还建有北方（河北平泉）

教学实习基地，南方（福建将乐）教学实习基地，黑龙江朗乡林业

局教学科研实验基地，北京八达岭林场科研教学实习基地。学校图

书馆建筑面积 23,400平方米，藏书 184.55万册。电子文献 48,900GB，

数据库 70 种。建成了完善的数字校园网络。 

学院建有支持留学生学习和研究工作需要的先进和完备保障体

系，拥有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林业经济与政策动态模拟

实验系统；建有湖北太子山林业管理局外业教学实践基地；建有多

功能专业资料室和全英文资料室，面积 400 余平方米，藏书 20,000

余册，期刊 216 种，工具书 2,000 余册；建有专门的留学生图书阅

览室，购置了 10 万余元英文图书；建立了 80 平方米的留学生专业

工作室，有 45 个标准工位及配套的设施。 

宿舍：单人间. 

宿舍坐落在学校的体育馆南边，拥有空调、冰箱、衣柜、书桌、

电视及网络设备，设有公共卫浴和厨房。 

学校体育馆、篮球场、足球场等设施齐全，拥有 7 个食堂，包

括一个清真餐厅。在学校食堂就餐，平均每餐 10 元左右。 

校医院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学生还享受全年的医疗

保险，学生在这里可以享受舒适的环境以及多彩的校园生活。 

（三）教学安排 

1、课程安排 

（1）课程设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展中国家学历学位教育项目 

  

8 

本项目学位要求为 31 学分，包括课程学习 26 学分和必修环节

5 学分。必修环节设置包括学术研讨与报告（2 学分）、开题报告（1

学分）、实践训练（2 学分）三部分。 

课程学习的学分基本要求为 26 学分，其中学位课学分为 20 学

分，专业选修课要求为 6 学分，均须在第四学期开始前完成。具体

课程设置如下表：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主讲 

教师 

考核 

方式 

学
位
课
 

公共课

模块 

[1] 基础汉语 128 8 黄鹤 考试 

[2] 中国国情 32 2 李芝 考核 

经济学

基础课

模块 

[3] 微观经济学 32 2 于畅 考试 

[4]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2 2 谢屹 考试 

专业学

位课模

块 

[5] 林业经济学 32 2 刘俊昌 考试 

[6] 林业政策学 32 2 
温亚利、

姜雪梅 
考试 

林学技

术课模

块 

[7] 林业技术前沿 32 2 

林学院

森培教

研室 

考核 

专业选修课模

块(至少选修 6

学分) 

[8] 宏观经济学 32 2 周建华 考核 

[9] 计量经济学与统计软件 48 3 

李凌

超、李

强 

考核 

[10] 林业经济与政策前沿专题 32 2 温亚利 考核 

[11] 现代森林经营管理学 32 2 
公培臣 

谢屹 
考核 

[12] 社区林业 32 2 温亚利 考核 

[13] 森林生态学 32 2 李俊清 考核 

[14] 林产品国际贸易 32 2 付亦重 考核 

[15] 林业金融专题 32 2 秦涛 考核 

说明：考评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核两种，考试分开卷考试和闭卷考试，考核主要指课

程论文、调研报告等其他形式的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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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基本内容介绍 

［1］基础汉语：使用你好中国系列教材，教学内容包括语音、词汇、

课文、语法。在日常教学中，结合学生实际，培养学生热爱学习汉

语的兴趣，同时培养学生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培养学生汉语

口语交际能力。 

［2］中国国情：主要教授中国基本国情，包括中国地理、历史、传

统文化、文学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环保、科技、外交政策

以及林业及其相关政策的基本情况。 

［3］微观经济学：主要介绍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主

要研究方法和主要理论，包括：经济学十大基本原理，供给理论，

需求理论，弹性，生产成本，四种市场类型（竞争，垄断，垄断竞

争，寡头），为进一步学习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和从事经济管理工

作奠定基础。 

［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主要讲解资源的稀缺性，资源和环境的可

持续利用，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原理，非可再生资源的最优配置，可

再生资源的最优配置，公共资源的最优利用，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

题，自然资源与环境价值核算和评估等内容。 

［5］林业经济学：主要讲授林业投资分析，如资本的时间价值和评

价林业投资的方法；林业产业的内容，如林产品的生产和森林服务

的提供等；森林经营的经济学问题，如森林最佳轮伐期及其采伐规

则等。 

［6］林业政策学：介绍政策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林业政策学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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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框架及内容，了解世界主要林政发展的历史及现行林业政策特点，

学会运用林业政策学的基本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各类国家林业发展中

的现实问题。 

［7］林业技术前沿：介绍现代苗木、用材林、生态公益林、城市森

林、经济林、能源林培育新技术进展和现代林业生物技术研究进展

等林学技术前沿理论与研究方法。 

［8］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中主要的概念，世界经济发展一览，商

品需求与产出水平的确定，货币需求与利率，IS-LM 模型，价格、工

资与失业，AS-AD模型，自然失业率与菲利普曲线，通货膨胀与名义

货币增长，经济增长，储蓄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财

政和货币政策。 

［9］计量经济学与统计软件：线性模型概述、多元回归模型、多重

共线问题、异方差问题、自相关问题、虚拟自变量及 Stata 统计学

软件包的上机操作。 

［10］林业经济与政策前沿专题：主要介绍林业与应对气候变化、

林产品贸易与环境、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林业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林业与反贫困、林业与食品生产、林业国际履约与合作、

林业产业发展、可持续森林利用等领域的国际研究前沿进展。 

［11］现代森林经营管理学：主要讲解森林资源的效益与经营目标, 

同龄林经营、异龄林经营、森林收获调整、森林多目标经营等主要

森林经营决策问题的研究理论与分析方法，森林经营风险分析，森

林经营与气候变化，森林可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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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社区林业：主要讲授社区林业产生的背景、社区林业经济系

统要素构成，社区林业经济运行的环境影响因素，社区林业的组织

形式，社区林业与乡村可持续发展，非木材林产品与社区林业，社

区林业中的性别分析，社区林业调查方法。 

［13］森林生态学：旨在培养学生逐步掌握森林生态学的基本理论

和一些调查、研究方法。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奠定生态学基

础。同时培养学生应用生态学的观点，在实践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14］林产品国际贸易：林产品贸易与投资的基本知识，世界林产

品贸易的发展情况与未来趋势，世界林产品贸易的摩擦与救济情况，

世界主要林产品贸易国家以及中国主要林产品贸易伙伴的贸易政策，

中国林产品的贸易政策，中国林业对外投资的情况与区位选择。林

产品与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

林产品贸易的一些热点性问题，如非法采伐及相关贸易、森林认证

等。 

［15］林业金融专题：主要内容包括：林业金融保险需求分析、林

业金融保险供给分析、林业产业投资收益和风险分析、林业金融工

具设计、林业风险管理体系和森林保险体系等内容。 

（3）师资配备 

学科拥有一支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英语水平好、敬业精

神强的师资队伍。目前本学科有近 20 名教授及副教授能够开设英文

课程，其中有 10 名教师已承担全英文课程的讲授。学科还专门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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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瑞典农业大学公培臣教授、美国奥本大学张耀启教授担任我校梁希

学者，承担学术研究、教学和青年教师指导工作。聘请了 6 位国外林

业经济学知名教授为讲座教授并承担部分研究生课程。聘请 15 位国

内知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教授为兼职、客座教授。 

本项目拟为每位招收的留学生安排个人学术导师，并采取导师指

导、学科及导师组辅助，参与日常教研室学术活动综合培养模式；学

院设有专门的留学生管理机构和相关管理人员，建立了完善的留学生

管理制度和培养方式，并积累了丰富的留学生管理和服务经验，可以

胜任留学生的教学、培养、学术科研指导和日常管理工作。 

主要授课教师情况如下： 

刘俊昌：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林业经济与管理学科教授，

2002 年获得北京林业大学林业经济与管理专业管理学博士学位，主要

研究领域为林业经济。 

温亚利：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林业经济与管理学科教授，

2003 年获得北京林业大学林业经济与管理专业管理学博士学位，主要

研究领域为林业经济与政策领域、保护经济与政策。 

周建华：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副教授，

1999 年获得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管理学博士学位，主要研

究领域为消除贫困，农村发展与环境经济。 

谢屹：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林业经济与管理学科教授，

2008 年获得北京林业大学林业经济与管理专业管理学博士学位，主要

研究领域为农户森林经营行为、林业制度改革、可再生资源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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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策。 

付亦重：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贸易学科教授，2009 年

获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

为国际服务贸易政策，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服务创新。 

王兰会：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统计学科副教授，2010 年获

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资源环境统计、

数量经济、应用统计。 

李凌超：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贸易学科副教授，2015

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林业经济管理专业管理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

域为森林转型、林业产业发展与贸易。 

2、教学方式 

本项目拟招收留学生采取导师（组）负责制的培养方式。每位研究

生至少由一位导师负责指导，也可由两位导师共同指导；由两位导师指

导的，须确定承担研究生培养各环节全部责任的第一导师，第二导师主

要承担研究生研究工作交叉学科领域的业务指导。 

培养模式包括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的培养计划、学术研讨与报告、

开题报告、实践训练等四个部分。 

课程教学方式总体上包括课堂讲授、讨论、上机实验、仿真模拟、

基地实习实践等形式。考评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核两种，考试分开卷考试

和闭卷考试，考核主要指课程论文、调研报告等其他形式的考评。 

必修环节各部分教学方式各有侧重，其中： 

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计划和论文研究计划。课程学习计划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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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后两个月内完成，包括计划学习的课程名称、学时、学分数等；论

文研究计划须在开题报告论证之前完成，要对论文主要研究内容、文献

阅读与材料准备、论文开题、论文研究、论文撰写、论文答辩环节做出

具体安排。培养计划由导师网上审核通过后执行。 

学术研讨与报告具体形式为：4 次讲座+4 次研讨。由学科统一组

织，各研究生依序进行计划主题的报告，随后围绕报告主题开展研讨。

每次学术活动后，研究生需填写“北京林业大学学术型研究生学术研讨

与报告举办情况记录表”（以下简称“记录表”），并在网上提交毕业

答辩申请之前填写“北京林业大学学术型研究生学术研讨与报告评价

表”（以下简称“评价表”），经导师考核、学科评定通过后，研究生

应将“评价表”和“记录表”装订成册后提交到所在学院，并计 2 学分。 

第三学期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开题。在广泛查阅文献和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北京林业大学学术型硕士生学位论文开题报

告”。开题报告内容包括论文选题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文献综述、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拟突破的难点、创新点、已

具备的研究积累等。开题报告需获导师审核通过，并在举行开题报告会

的前一周送交考核小组成员审核，开题报告学科考核小组进行论证。论

证未通过者，在一定时间内（两次开题间隔时间不少于三个月）重新开

题，2 次开题未能通过者，学籍顺延一年；顺延期满仍未能重新开题或

第 3 次开题未通过者，终止研究生培养。开题报告通过后记 1 学分，并

以书面形式交至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由主管院长审批后备案。研究

生应按开题报告研究计划开展论文研究工作，导师定期对研究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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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查。 

研究生实践训练主要采取林业实践实习的形式。第一学年春季（第

二个学期）结束前两周进行“中国林业实践实习”。要求研究生至少参

加 1 次问卷调研或座谈调研分析活动，并提交一份不少于 8,000 字的

社会实践实习报告，要求附上调研问卷和调研座谈提纲，由学院统一组

织实施。 

研究生在网上提交毕业答辩申请前，填写、打印“北京林业大学学

术型研究生实践训练考核表”（其中实践训练情况按训练形式分类总

结，各不少于 2,000 字），经导师、学科评定通过后及时将有关材料提

交到所在学院，由研究生秘书将其信息录入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并计

2 学分。 

3、学期安排 

2021 年该项目拟于 2022 年 9 月进行新生注册，学制 2 年，共 4

个学期。课程学习必须在前 3 个学期内完成。培养计划必须在第 1 个

学期开学 2 个月内完成；学术研讨与报告须在前 3 个学期内完成；开

题报告须在第 3 个学期开学 1 个月内完成；实践训练于第 2 个学期

实施；第 4 个学期完成论文并进行毕业答辩。 

寒假大约在 1 月下旬至 2 月末，暑假在 7 月至 9 月，学生拟于

2024 年 7 月毕业。 

4、毕业论文 

（1）毕业论文具体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及内容应与开题报告基本一致，要求能够体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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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定的科学问题或实

际应用问题的能力，研究结果应有新意，在学术上或在实践中有一定的

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 

    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工作，应以严谨求实

的态度对待论文研究工作，确保数据与资料真实、方法得当、结果正确、

结论明确、语言精炼、图表清晰、文献丰富。论文篇幅一般不少于 4.5

万字，写作语言为英语。论文格式符合《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格式的统一要求（人文社科类）》。 

（2）论文答辩具体要求 

    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之前：首先，必须完成本项目培养方案规定的

课程学习及必修环节；其次，在读期间要在公开出版发行学术刊物上发

表（或接收）1 篇以上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第三，在规定的截

止期限之前完成了网上答辩申请程序；第四，按时提交完整的学位论文，

并且通过了专家匿名评审。达到以上条件，研究生可以参加论文答辩。 

5、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按照北京林业大学有关规定组织送审和答辩，经答辩委

员会审查通过，并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批准后，可授予管理学硕

士学位。 

二、申请办法 

（一）申请条件 

 （1）非中国籍的发展中国家人士，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 45周岁（1976

年 9 月 1 日之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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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援国林业、农业、资源和环境部门及其他相关机构负责该领域

或相关领域业务工作的官员；涉农、涉林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具有经济学、管理学、林

学或资源环境科学教育背景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3）身心健康，提供当地公立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或体检表，无中国

法律法规禁止入境和禁止在华长期居留的疾病。无严重高血压、心脑

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其他严重慢性疾病、精神性疾病或者有可

能对公共卫生造成重大危害的传染病、重大手术恢复期及急性病发作

期、肢体严重残疾。怀孕期妇女不得来华参训。如在华学习期间怀孕，

将被退学。 

（4）具有三年或以上工作经历者优先。 

（5）英语水平良好，能熟练使用英语从事专业课程学习。 

（6）具备本领域的职业发展潜能，有意致力于推动所在国与中国的

友好交流与合作。 

（7）已在华学习或已被其他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录取的在学人员不

得申请。 

（二）申请程序 

1、入学申请 

   申请人应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以前登录 ic.bjfu.edu.cn, 在线完

成北京林业大学国际学生申请表并打印，手签姓名和日期。 

    经费来源一栏选择商务部奖学金。 

2、奖学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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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须登录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来华留学网

（https://studyinchina.csc.edu.cn/#/login），注册登录后，依次

选择“在线报名”、“中国政府奖学金”后进入申请页面，并依提示填

写学校、专业信息和个人信息等内容。最后形成并打印中国政府奖学金

申请表，并手签姓名，粘贴照片。 

重要说明： 

A、我校的受理机构编号为 10022，学科门类为“管理学”，专业方

向为“林业经济管理”。 

B、表中生成的 CSC 号码在填写来华留学签证 201 表时使用。 

3、材料准备 

   在提交申请前请备妥以下资料： 

（1）单位推荐信：由申请人所在的机构出具推荐信，介绍申请人基

本情况并表明愿意推荐其来华参加学习。 

（2）学术推荐信：由两名副教授及以上级别的个人分别出具推荐信，

介绍申请人的学术背景、专业方向、过往业绩和研究能力。 

（3）以往学历学位证明复印件：包括上一学历《毕业证书》、《学

位证书》等复印件（应届毕业生可提供在读学校出具的预毕业证明）。 

（4）成绩单复印件：学生在上一学历主要课程学习成绩单复印件。 

（5）个人简历：个人背景资料及高中以后学习和工作经历。 

（6）学习计划：个人对来华学习相关专业的设想和目标，个人在华

学习期间希望完成的学习和研究任务（英文 1000 字）。 

（7）语言水平证明复印件：雅思 6.0 以上或托福网考 79 分以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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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证明复印件。 

（8）普通护照复印件：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件，清晰显示个人照片、

姓名、护照号码等信息。请勿使用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提交申请。 

（9）体检表：近 1个月的体检结果，证明申请人非患有严重传染病

或影响所学专业的残疾或其他中国政府不允许入境的其他疾病。 

重要说明：在报到注册时，需提供申请材料（3）、（4）、（7）、

（8）的原件。若原件内容与此前提交的申请材料内容不符，学校将不

予办理注册手续。 

4、提交申请 

（1）学员在得到所在政府有关负责部门的批准和推荐后方可申请

该奖学金项目，根据所在国有关部门的具体要求递交材料； 

（2）所在国政府允许学员个人直接向我驻外使馆递交材料的，学

员需持所在国批准允许赴华留学的有关证明或推荐信，将上述 1、

2、3 形成的纸质文件原件及其扫描电子版文件递交给中国驻所在

国大使馆经商处； 

（3）所在国政府有关负责部门书面请求经商处为该国推荐学员出

具推荐函，并在该书面请求中注明，如所报学校名额已用完，是否

接受调剂到其他学校相同或类似的专业攻读学位。如有其它特殊说

明一并提出。 

  重要说明： 

（1）提交的所有材料均应以英文或中文书（印）就，如果提交的文

件中有非英文或中文书（印）就的，应提供经过认证的英文或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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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2）《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成绩单》、《语言水平证明》

等重要文件，除提交复印件外，还需同时提交原件，供中国大使馆经商

处人员核验。经商处人员核验之后，学员自行将申请材料扫描上传至报

名系统。 

（3）所有纸质文件（包括原件和复印件）经使馆经商处核验后，应

一并索回，并妥善保管。一旦您被录取，应将这些纸质文件（包括原件

和复印件）带到中国并交给北京林业大学国际学院审核并存档。 

（三）截止日期 

   2021 年 11 月 16 日 

三、其他重要说明 

（一）联系方式 

国际学院招生联络人：刁雅榕  成思家  

电话：0086-10-62338271 

电子邮箱：admission@bjfu.edu.cn, diaoyr@bjfu.edu.cn 

网站： ic.bjfu.edu.cn 

经济管理学院联络人：刘圆执 

电话：0086-10-62337674 

邮箱：liuyuanzhi6891@163.com 

通讯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35 号 北京林业大学 

邮编：100083 

（二）其他说明 

file:///D:/ç��å¦ç��/æ��æ�°æ��æ��/æ��ç��/2013å¹´æ��ç��ç®�ç« /2013å¹´æ��ç��ç®�ç« /ä¸æ��/lxs@bjfu.edu.cn
http://www.studybeijing.com.cn/
mailto:liuyuanzhi689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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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论申请结果如何，所有申请材料将不予退还。 

2、无论是否录取，中国政府将不做解释说明。 

3、不允许携带配偶、子女来华陪读，奖学金不提供配偶、子女来华探

亲的各项费用。 

4、来华手续及其有关要求等将在录取文件中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