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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大学国际学生语言生招生简章

一．专业目录：汉语言

二．学习期限：一年

三．授课语言：对外汉语

四．申请资格

1. 年满 16 周岁，身体健康；

2. 持外国有效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并符合教育部《关于规范

我高等学校接受国际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教外函〔2020〕

12 号）等相关规定；

3. 高中毕业。

五．报名材料（申请材料若非中文，需提供中文或英文公证件）

1. 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证明书（应届毕业生可先提供预毕

业证明）；

2. 高中阶段全部课程成绩单或同等学历课程成绩单原件扫描件；

3. 如非应届高中毕业生，需提供已经修读大学全部课程成绩单；

4. 已在华申请者须提交护照签证页、居留许可页扫描件和目前所

在学校开具的在校表现证明；

5. 有效护照信息页扫描件（有效期两年以上）；

6. 白色背景免冠 2 寸彩色护照照片（JPG 格式）；

7. 监护人担保书（见附件）及资产证明（余额 4500 元人民币及以上）；

8. 《外国人体格检查表》；

9. 无犯罪记录证明。

* 注：申请者须确保填写的申请内容和上传的附件材料真实有效，

如有不诚信者，将永久取消申请本校的资格。

六．报名截止日期：每年 6 月 30 日

上海电力大学成立于 1951 年，是中央与上海市共建、以上海市管理

为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是以工为主，兼有理、管、经、文等学科，

主干学科能源电力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学校。建校70年来，

培养了三十余万名能源电力人才，见证与支持了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和

飞跃。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moe_850/202006/t20200609_464159.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moe_850/202006/t20200609_4641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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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名方式

1. 无需参加入学测试的专业，经审查报考学生提交的材料后择

优录取；

2. 学校会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学生录取结果；

3. 学校将在 7月至 8月寄发录取通知书。

九．开学时间：

学科类别 住宿费（元/年/人）保险（元/年）

语言生 15000 3500（两人间） 800

十一. 宿舍

如果需要在校内住宿，需要提前预约，宿舍优先考虑第一年在我校就

读的学生，第二年需重新提交申请。

十二. 保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相关规定，来华学习的留学生需在我国大

陆购买团体综合保险，作为其办理新学期入学注册手续的必备材料，团体

综合保险名称为：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华人员综合保险保障计

划。保费为：每年 800 元人民币。关于团体综合保险的具体条款、保险责

任、理赔方式等信息，请登录 www.lxbx.net 查阅并下载相关资料。

十三. 联系方式

上海电力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城环路 1851 号图文信息楼 1017 室

邮编：201306 电话：0086-21-61655063

邮箱：applytostudy@shiep.edu.cn

注册申请并上传申请材料，完成在线申请流程（报名时需用电子

邮箱进行注册，注册后会收到一封邮件，点击激活账户完成正式

注册）。推荐使用 360 浏览器或谷歌浏览器。

八．录取方式

登录学校国际学生在线申请网站：2022年上海电力大学国际学

生秋季入学在线申请报名（非学历长期语言生）
http://icsm.shiep.edu.cn/internationalEducationStudent

学费（元/年）

每年 9月（具体报到日期见录取通知书）

十．费用标准

https://icsm.shiep.edu.cn/INTL/foreignAffairs/foreignStudentEducationApplication/applicationPublish/applicationPublishIndex
https://icsm.shiep.edu.cn/INTL/foreignAffairs/foreignStudentEducationApplication/applicationPublish/applicationPublishIndex
https://icsm.shiep.edu.cn/internationalEducation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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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ogramAdmission Brochu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

i. Applicants should be over 16 years old and in good health.

ii. Applicants must be non-Chinese citizens with a valid passport. For 

those who were Chinese citizens before becoming foreign 

nationals, the document No.12 [2020]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ill be followed.

iii. Applicants must have obtained the senior high school diploma.

V. Application Materials (Document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Chinese

or English must be attached with original notarized Chinese or

English translations.)

i. Senior high school official Graduation Certificate or equivalent
diploma (Fresh graduate could submit Pre-graduation Certificate
first). Non-fresh graduate should provide the Certificate of the
highest academic degree.

I. Catalog of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s: Chinese language 

II. Period of schooling: 1 year

III.Teaching language: English and Chinese

IV. Qualification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 (SUEP), founded in 1951, is a 

full-time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jointly constructed by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SUEP is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with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in the field of Energy 

and Electric Power, which also provides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Engineering, Science, Management, Economics, Arts and other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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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Original transcripts of senior high school or equivalent. Non-fresh
graduate provides the Original transcripts of the highest academic
degree. The transcripts should cover all the courses have been
studied.

iii. Scanned copy of the home page of valid passport (valid in two
years or longer).

iv. Applicants who are already in China should submit the scanned
copy of the visa page and residence permit page of passport, as
well as the Performance Certificate issued by current school.

v. White background passport-size photo (image format JPG).
vi. Guarantee Statement & Bank assets certification (over RMB4,500).
vii. Physical Examination Records for Foreigner.
viii. Certificate of Non-Criminal Record.

*Note：Applicants should ensure the application contents and the

VI. Deadline forApplication: On 30th June of each year

VII. Application Procedure

i. For majors that do not ne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candidates will be selected after reviewing the

materials submitted by the applicants.

ii. SUEP will inform the admission result to the applicant by email.

iii. SUEP will send the admission letter from July to August.

 

 

 

Open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pplication System

and register with your e-mail. 360 browser or Chrome is
recommended. You will receive a confirmation e-mail once you
finish registration. You need to click the link in the e-mail to activate
your account.

VIII. Enrollment mode

http://icsm.shiep.edu.cn/internationalEducationStudent

attached documents are true and valid. Those who are 

dishonest will be permanently disqualified from applying 

for SUEP.

http://icsm.shiep.edu.cn/internationalEducation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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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First Semester staring date

September of each year

(Please check the admission letter for the specific registration date)

X. Expenses

Major Tuition fee Accommodation fee Insurance fee

Chinese 15000 RMB/ Year 800 RMB/ Year

XI. Accommodation

Please make an appointment in advance if you need living

accommodation in the school campus.

XII. Insuranc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purchase the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Plan of Foreign Students provided by Ping An Insurance

Company,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recommended by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udents who do not have valid

medical insurance are not allowed to register. The insurance fee is

800RMB/ year. Please visit www.lxbx.net. to get detailed

information and download related materials.

XIII. Contact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ffice

Address: Room 1017 Graphic information Building, No.1851

Huchenghuan Road, Pudong District, Shanghai, P.R. China

Zip code: 201306

TEL: 0086-21-61655063

E-mail: applytostudy@shiep.edu.cn

3500 RMB/ Year/Person
（double room）



-6-

上海电力大学国际学生本科生招生简章

 

上海电力大学成立于 1951 年，是中央与上海市共建、以上海市管理

为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是以工为主，兼有理、管、经、文等学科，

主干学科能源电力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学校。学校有国家级

特色专业 3 个，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1个，上海市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专业 2个。

一．专业目录

二．学习期限

学制：四年

三．授课语言

学习期限：四年至六年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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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资格

1. 年满 18 周岁，身体健康；

2. 持外国有效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并符合教育部《关于规范

我高等学校接受国际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教外函〔2020〕

12 号）等相关规定；

3. 高中毕业。

五．报名材料（申请材料若非中文，需提供中文或英文公证件）

1. 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证明书（应届毕业生可先提供预毕

业证明）；

2. 高中阶段全部课程成绩单或同等学历课程成绩单原件扫描件；

3. 如非应届高中毕业生，需提供已经修读大学全部课程成绩单

和毕业后学习或工作经历简历；

4. 两封推荐信；

5. 来华学习计划；

6. 语言要求：HSK4 级合格证书；

7. 有效护照信息页扫描件（有效期两年以上）；

8. 已在华申请者须提交护照签证页、居留许可页扫描件和目前

所在学校开具的在校表现证明；

9. 白色背景免冠 2 寸彩色护照照片（JPG 格式）；

10. 监护人担保书（见附件）及资产证明（余额 4500 元人民币

及以上）；

11. 《外国人体格检查表》；

12. 无犯罪记录证明。

注：申请者须确保填写的申请内容和上传的附件材料真实有效，

如有不诚信者，将永久取消申请本校的资格。

六．报名截止日期：每年 6月 30 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moe_850/202006/t20200609_464159.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moe_850/202006/t20200609_4641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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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名方式

1. 无需参加入学测试/面试的专业，经审查报考学生提交的材料

后择优录取（申请 A 等奖学金的学生须参加面试）；

2. 学校会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学生录取结果；

3. 学校将在 7月-8 月之间寄发录取通知书。

九、奖学金

1. 我校为上海市政府奖学金(SGS)院校 B 类，免学费，提供综合

医疗保险。

2. 我校提供上海电力大学校级奖学金：

一 等 奖学金包含学费（依据学费标准）、住宿费（3500元限校

内）、保险（800 元）及生活补助（12000 元）；

3. 每位学生每年只可申请一种类别的奖学金。

十．开学时间：每年 9 月（具体报到日期见录取通知书）

十一．费用标准

学科类别 学费（元/年） 保险（元/年）

20000 3500（两人间） 800

23000 3500（两人间） 800

登录学校国际学生在线申请网站：2022年上海电力大学国际学

生秋季入学在线申请报名（学历生-汉语授课）

注册申请并上传申请材料，完成在线申请流程（报名时需用电子

邮箱进行注册，注册后会收到一封邮件，点击激活账户完成正式

注册）。推荐使用 360 浏览器或谷歌浏览器。

八．录取方式

商科类

工科类

http://icsm.shiep.edu.cn/internationalEducationStudent

住宿费（元/年/人）

https://icsm.shiep.edu.cn/INTL/foreignAffairs/foreignStudentEducationApplication/applicationPublish/applicationPublishIndex
https://icsm.shiep.edu.cn/INTL/foreignAffairs/foreignStudentEducationApplication/applicationPublish/applicationPublishIndex
https://icsm.shiep.edu.cn/internationalEducation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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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宿舍

如果需要在校内住宿，需要提前预约，宿舍优先考虑第一年在我校就

读的学生，第二年需重新提交申请。

十三. 保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相关规定，来华学习的留学生需在我国大

陆购买团体综合保险，作为其办理新学期入学注册手续的必备材料，团体

综合保险名称为：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华人员综合保险保障计

划。保费为：每年 800 元人民币。关于团体综合保险的具体条款、保险责

任、理赔方式等信息，请登录 www.lxbx.net 查阅并下载相关资料。

十四. 联系方式

上海电力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城环路 1851 号图文信息楼 1017 室

邮编：201306

电话：0086-21-61655063

邮箱：applytostudy@shiep.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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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大学国际学生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上海电力大学成立于 1951 年，是中央与上海市共建、以上海市管理

为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是以工为主，兼有理、管、经、文等学科，

主干学科能源电力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学校。学校目前有动

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化学工程与技术、 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信息与通信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和物理学等七个一级学科，电子信息

、机械、能源动力、工程管理等 4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独立招收和

培养硕士研究生。

一．专业目录

上海电力大学提供以下 7门汉语教学的学科。

二．学习期限

学制：两年半

三．授课语言

汉语

四．申请资格

1. 年满 20 周岁，身体健康；

2. 持外国有效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并符合教育部《关于规范

我高等学校接受国际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教外函〔2020〕

12 号）等相关规定；

3. 获得学士学位。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moe_850/202006/t20200609_464159.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moe_850/202006/t20200609_4641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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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名材料（申请材料若非中文，需提供中文或英文公证件）

1. 本科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证明书（应届毕业生可先提供预毕

业证明）；

2. 本科阶段全部课程成绩单或同等学历课程成绩单原件；

3. 如非应届毕业生，需提供毕业后学习或工作经历简历；

4. 两封教授或副教授级专家推荐信；

5. 个人陈述（不少于 1000 字）或来华学习计划；

6. 语言要求：HSK4 级合格证书；

7. 有效护照信息页扫描件（有效期两年以上）；

8. 已在华申请者须提交护照签证页、居留许可页扫描件和目前

所在学校开具的在校表现证明；

9. 白色背景免冠 2 寸彩色护照照片（JPG 格式）；

10. 监护人担保书（见附件）及资产证明（余额 4500 元人民币

及以上）；

11. 《外国人体格检查表》；

12. 无犯罪记录证明。

注：申请者须确保填写的申请内容和上传的附件材料真实有效，如

有不诚信者，将永久取消申请本校的资格。

六．报名截止日期：每年 6月 30 日

七．报名方式

八．录取方式

后择优录取（申请 A 等奖学金的学生须参加面试）；

2. 学校会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学生录取结果；

3. 学校将在 7月-8 月之间寄发录取通知书。

1. 无需参加入学测试/面试的专业，经审查报考学生提交的材料

登录学校国际学生在线申请网站：2022年上海电力大学国际学

生秋季入学在线申请报名（学历生-汉语授课）

注册申请并上传申请材料，完成在线申请流程（报名时需用电子

邮箱进行注册，注册后会收到一封邮件，点击激活账户完成正式

注册）。推荐使用 360 浏览器或谷歌浏览器。

http://icsm.shiep.edu.cn/internationalEducationStudent

https://icsm.shiep.edu.cn/INTL/foreignAffairs/foreignStudentEducationApplication/applicationPublish/applicationPublishIndex
https://icsm.shiep.edu.cn/INTL/foreignAffairs/foreignStudentEducationApplication/applicationPublish/applicationPublishIndex
https://icsm.shiep.edu.cn/internationalEducation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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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奖学金

1. 我校为上海市政府奖学金(SGS)院校 B 类，免学费，提供综合

医疗保险。

2. 我校提供上海电力大学校级奖学金：

一等奖学金包含学费（依据学费标准）、住宿费（3500 元限校

内）、保险（800 元）及生活补助（12000 元）；

二等奖学金包含学费（依据学费标准），保险（800 元）；

3. 每位学生每年只可申请一种类别的奖学金。

十．开学时间

每年 9月（具体报到日期见录取通知书）

十一．费用标准

学科类别 学费（元/年）

25000 800

29000 3500（两人间）

十三. 保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相关规定，来华学习的留学生需在我国大

陆购买团体综合保险，作为其办理新学期入学注册手续的必备材料，团体

综合保险名称为：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华人员综合保险保障计

划。保费为：每年 800 元人民币。关于团体综合保险的具体条款、保险责

任、理赔方式等信息，请登录 www.lxbx.net 查阅并下载相关资料。

十四. 联系方式

上海电力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城环路 1851 号图文信息楼 1017 室

邮编：201306 电话：0086-21-61655063

邮箱：applytostudy@shiep.edu.cn

商科类

十二. 宿舍

如果需要在校内住宿，需要提前预约，宿舍优先考虑第一年在我校就

读的学生，第二年需重新提交申请。

工科类 800

3500（两人间）

保险（元/年）住宿费（元/年/人）



-13-

上海电力大学国际学生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上海电力大学成立于 1951 年，是中央与上海市共建、以上海市管理

为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是以工为主，兼有理、管、经、文等学科，

主干学科能源电力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学校。学校现有博士

研究生专业 1 个。

一．专业目录：电气工程

二．学习期限

学制：三年 学习期限：三年至六年

三．授课语言：汉语

四．申请资格

1. 年满 20 周岁，身体健康；

2. 持外国有效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并符合教育部《关于规范

我高等学校接受国际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教外函〔2020〕

12 号）等相关规定。

3. 获得硕士学位。

五．报名材料（申请材料若非中文，需提供中文或英文公证件）

1. 本科、硕士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历证明书（应届毕业生可先提

供预毕业证明）；

2. 本科、硕士阶段全部课程成绩单或同等学历课程成绩单原件；

3. 如非应届毕业生，需提供毕业后学习或工作经历简历；

4. 两封教授级专家推荐信；

5. 个人陈述（不少于 1000 字）或来华学习计划；

6. 语言要求：HSK4 级合格证书；

7. 有效护照信息页扫描件（有效期两年以上）；

8. 已在华申请者须提交护照签证页、居留许可页扫描件和目前

所在学校开具的在校表现证明；

9. 白色背景免冠 2 寸彩色护照照片（JPG 格式）；

10. 银行资产证明（余额 4500 元人民币及以上）；

11. 《外国人体格检查表》；

12. 无犯罪证明。

注：申请者须确保填写的申请内容和上传的附件材料真实有效，如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moe_850/202006/t20200609_464159.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moe_850/202006/t20200609_464159.html


800 元）；

三等奖学金学费减免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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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诚信者，将永久取消申请本校的资格。

六．报名截止日期：每年 6月 30 日

七．报名方式

1. 无需参加入学测试/面试的专业，经审查报考学生提交的材料

后择优录取（申请 A 等奖学金的学生须参加面试）；

2. 学校会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学生录取结果；

3. 学校将在 7月-8 月之间寄发录取通知书。

九、奖学金

1. 我校为上海市政府奖学金(SGS)院校 B 类，免学费，提供综合

医疗保险。

2. 我校提供上海电力大学校级奖学金：

一等奖学金包含学费（依据学费标准）、住宿费（3500元限校

内）、保险（800 元）及生活补助（12000 元）；

二等奖学金包含学费（依据学费标准），保险（

3. 每位学生每年只可申请一种类别的奖学金。

十．开学时间

每年 9月（具体报到日期见录取通知书）

十一．费用标准

学科类别 学费（元/年） 保险（元/年）

38000 3500（两人间） 800

注册申请并上传申请材料，完成在线申请流程（报名时需用电子

邮箱进行注册，注册后会收到一封邮件，点击激活账户完成正式

注册）。推荐使用 360 浏览器或谷歌浏览器。

八．录取方式

工科类

登录学校国际学生在线申请网站：2022年上海电力大学国际学

生秋季入学在线申请报名（学历生-汉语授课）

http://icsm.shiep.edu.cn/internationalEducationStudent

住宿费（元/年/人）

https://icsm.shiep.edu.cn/INTL/foreignAffairs/foreignStudentEducationApplication/applicationPublish/applicationPublishIndex
https://icsm.shiep.edu.cn/INTL/foreignAffairs/foreignStudentEducationApplication/applicationPublish/applicationPublishIndex
https://icsm.shiep.edu.cn/internationalEducation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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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宿舍

如果需要在校内住宿，需要提前预约，宿舍优先考虑第一年在我校就

读的学生，第二年需重新提交申请。

十三. 保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相关规定，来华学习的留学生需在我国大

陆购买团体综合保险，作为其办理新学期入学注册手续的必备材料，团体

综合保险名称为：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华人员综合保险保障计

划。保费为：每年 800 元人民币。关于团体综合保险的具体条款、保险责

任、理赔方式等信息，请登录 www.lxbx.net 查阅并下载相关资料。

十四. 联系方式

上海电力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城环路 1851 号图文信息楼 1017 室

邮编：201306

电话：0086-21-61655063

邮箱：applytostudy@shiep.edu.cn



附件(Annex ):

监护人担保书
GUARANTEE STATEMENT

作为以下申请人的监护人，我在此声明：申请人在中国

学习期间出现任何意外或经济问题，我将承担全部责任。

I hereby guarante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bove applicant’s

behavior and fina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his/her studying in China.

Should there be any emergency of financial problem occurred to him/her,

I will be in duty bound to take my responsibility for it.

申请人姓名/Applicant’s Name:

性别/Sex: 国籍/Citizenship:

护照号码/Passport No.:

监护人姓名/Name of Guarantor:

性别/Sex: 国籍/Citizenship:

身份证件号码/I D Card:

与被监护人关系/Relationship to the Applicant:

工作单位/Employer：

电话/Tel： 传真/Fax:

电子邮件/E-mail:

永久地址/Permanent Add. Of Guarantor:

监护人签字/Signature of Guarantor:

日期/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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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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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学生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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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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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食堂

学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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