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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清华大学招收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研究生简章 

 

我校 2021年继续采取“申请-审核”制即申请材料审查加综合考核的方式招

收港澳台地区研究生。 

申请人须按照我校要求的时间和考核方式进行申请及参加考核。 

 

一、 申请资格 

（一）港澳台地区申请人所持身份证件须符合以下条件： 

1.港澳地区申请人持①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②《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 

2.台湾地区申请人持①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②《台湾居民来往大

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 

（二）港澳台地区申请人的学业水平须符合以下条件： 

1.申请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硕士生）须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

学士学位相当的学位或同等学历。 

2.申请博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须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硕士

学位相当的学位或同等学历。 

3.持国（境）外教育机构学历的申请人，所获学位须通过中国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认证。 

（三）品德良好、身体健康、遵纪守法。 

（四）有两名与申请专业相关的副教授以上（含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

书面推荐。 

（五）部分专业学位项目申请人，还应符合相关专业或项目规定的其他申请

条件，具体要求见《清华大学 2021 年招收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研究生专业目

录》中相关院系的“招生说明”栏（专业目录将于 11月下旬公布）。 

二、 学习方式 

学习方式分为全日制、非全日制（兼读制）两种。各专业/项目的学习方式

参见专业目录。非全日制（兼读制）研究生不安排住宿，在学期间医疗费用自理。 

三、 申请办法 

请于 2020 年 12月（具体申请起止时间将于 11 月下旬另行公告），登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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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学港澳台研究生网上申请服务系统”（申请网址将于 11月下旬另行公告）,

填写申请信息，在线缴纳报名费（申请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报名费为 138元人

民币/人；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费为 200 元人民币/人），并在申请系

统中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扫描件：港澳地区申请人须提供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

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扫描件，台湾地区

申请人须提供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

湾居民居住证》扫描件。 

2.个人陈述：包括本人的学术背景、攻读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计划等内

容，字数不限。 

3.学位证书扫描件：申请硕士生的须提供学士学位证书或同等学历文凭，申

请博士生的须提供硕士学位证书或同等学历文凭，应届毕业生须提供预计毕业证

明或在学证明，毕业后补交学位证书。持国（境）外教育机构学历者，还须提交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http://zwfw.cscse.edu.cn/）出具的学位认证报告，

持内地（祖国大陆）教育机构学历者，还须提交中国教育部学位中心

（http://www.chinadegrees.cn/cn/）出具的学位认证报告，应届生应在入学前

补交认证报告。 

4.成绩单扫描件：申请硕士生的须提供本科成绩单，申请博士生的须提供本

科成绩单及攻读硕士学位的成绩单。申请人所提供的成绩单须由就读学校官方签

发。 

5.两份专家推荐书：与申请专业相关的副教授以上（含副教授）或相当职称

的专家提供的推荐书。推荐人在申请系统中在线完成推荐书，并将书面版寄至申

请人所申请院系的研究生教学办公室，或在线完成推荐书后将书面版密封（在密

封信封的封口骑缝处签字）交申请人寄至所申请院系的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6.外语水平证明扫描件：申请项目对外语水平有明确规定的，按照项目招生

简章或招生说明执行；没有明确规定的，申请人可提供外语水平证明供院系审核

参考，外语水平证明的类型可为托福（TOEFL）/雅思（IELTS）/GRE 考试/全国大

学英语考试（CET）/全国高校英语专业考试（TEM）等证明或其他可证明申请人

外语能力的成绩单或证书。 

7.申请院系要求的其他材料。 

 

申请须知： 

1. 每名申请人只可申请一个院系的一个志愿。 

2. 申请人应在申请前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申请资格或申请条件（包括学

校和申请院系、专业、项目发布的申请条件），因不符合申请条件产生的相关后

果由申请人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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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请人应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申请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因网报信 

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核、录取或入学的，后果由申请人本人

承担。   

4. 上传的各种证书、认证、证明须是中文或英文的原件。如为其他语言的

文件，须同时上传该文件原件及英文或中文翻译公证件。请用扫描仪将相关文件

彩色扫描后上传，不接受手机或相机拍摄的文件，不接受复印件。 

5. 有关申请专业、申请导师及专业目录中招生说明等申请问题咨询，请直

接与申请院系或项目联系，导师个人信息请在申请院系网页查询。 

6. 请申请人在安全场所上网申请、支付报名费，因自己操作失误或网上支

付帐号和密码泄露造成的损失，我校概不负责。网上支付报名费前务必慎重考虑，

因各种原因不能完成申请者，已支付的报名费不予退还。无论申请是否成功，是

否录取，已支付的报名费不予退还。 

7. 除招生专业目录上特殊说明的项目外，一般在北京校本部培养。清华大

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是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的，其录取标准、培养要求、学位授

予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完全一致。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学生全程在深圳培养，不安

排校本部住宿。 

8. 清华大学不允许研究生同时有两个及以上学籍。 

9. 申请人须承诺学历、学位证书、申请身份、所提交的申请信息及材料的

真实性，凡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违反考试纪律、弄虚作假、诚实守信等方面问题

者，一经查实，即取消申请、录取或学习资格。 

10. 我校及相关招生院系以申请服务系统、网站、电话、电子邮件、短信等

方式公开或发送给申请人的相关信息、文件和消息，均视为送达，因申请人个人

疏忽等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申请人本人承担。 

11. 如果上级部门出台新政策、安排，我校将做相应调整，并将及时予以公

告。 

四、 审查与综合考核 

院系组织材料审查组对通过材料形式审核的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审阅，综合评

价申请人的学业水平、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择优确定参加综合考核名单，并通

知申请人参加综合考核。综合考核一般包括笔试和面试，通常在 3-4 月安排，内

容、形式等具体要求及时间安排由各院系公布并通知申请人。请申请人注意查看

相关公告并与申请院系保持联系。 

综合考核期间将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时须提交所有纸质版申请

材料（包括本人签名的报名登记表等，其中成绩单须为申请人所在或毕业院校出

具的成绩单原件或加盖公章的认证件）。审查不通过的不能参加综合考核。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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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通过综合考核，申请材料一律不予退还。 

五、 录取 

我校根据申请材料审查情况、综合考核情况等综合评核，择优录取港澳台地

区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一般于每年 6月下旬或 7月上旬发放。 

六、 入学 

新生应按我校规定的日期入学，一般为每年 8月下旬报到，具体时间以录取

通知书为准。 

新生报到时，须出示身份证件、学位学历证书原件以及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出具的学位认证报告（持国（境）外教育机构学历者）/中国教育部学位中

心出具的学位认证报告(持内地（祖国大陆）教育机构学历者)供我校进行资格复

审，并参加新生体格检查，体检标准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不符合入学条件者，取消录取或学习资格。 

七、 费用和奖助 

1．我校按照国家和北京市规定向港澳台地区研究生收取学费（2021年学费

标准将于 11 月下旬另行公告）。除部分专为港澳台地区研究生开设的项目之外，

其他港澳台地区研究生的学费标准与 2021 年我校招收内地（祖国大陆）同类专

业研究生相同。 

2．港澳台地区新生在入学报到时向我校交纳相应的学费、住宿费，全日制

研究生医疗政策与我校招收内地（祖国大陆）同类专业研究生相同，其他费用自

理。 

3．港澳台地区研究生在学期间与内地（祖国大陆）研究生享受同样的资助

奖励政策。研究生奖助相关规定请参见我校研究生招生网“政策法规”栏目《清

华大学研究生奖助工作实施办法》。关于为港澳台地区研究生专门设立的奖学金

情况，可在入学后向我校有关部门咨询。 

4 在我校住宿的港澳台地区研究生应缴纳住宿费，住宿费标准与内地（祖国

大陆）研究生相同。2020 年录取的研究生在北京校本部住宿收费标准上限为 600 

元/学期·人，2021 年住宿费标准将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时说明。2020 年录取的研

究生在深圳住宿标准约为 1000元/人/学年，2021年住宿标准将在入学时另行通

知 

八、 信息查询、申诉、联系方式 

1. 我校港澳台地区研究生招生的最新信息（含招生简章、招生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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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公告、拟录取公示等），请查阅我校研究生招生网 http://yz.tsinghua.edu.cn

及“清华大学港澳台研究生网上申请服务系统”中相关栏目。 

2.申请人对院系招生环节有异议的，可向院系书面形式具名提起申诉，院

系应当受理并予以答复。申诉人对答复有异议的，可向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提起

申诉。 

3.咨询及申诉联系方式： 

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位于清华大学“二校门”东侧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本地址仅接待招生

咨询及申诉，不接收书面申请材料。） 

邮政编码： 100084 

咨询电话： （+8610）62781380 

电子邮件： grad@tsinghua.edu.cn 

4.我校各院系教学办公室联系电话表附后。 

5.我校院系设置及各院系网站入口： 

 https://www.tsinghua.edu.cn/publish/newthu/newthu_cnt/faculties/index.html 

6.清华大学查号台： （+8610）62793001 

 

附：我校各招生院系咨询电话 

院系名称 联系电话 

  

院系名称 联系电话 

建筑学院 62782359 

经管学院 

博士：62795329 

土木系 62784882 硕士： 

金融 62788688 

MIM 62789822 

哥大 62789822 

会计 62794227 

水利系 62782291 

环境学院 62797857 

机械系 62782343 

精仪系 62785712 MBA：62798116 

能动系 62796112 EMBA：62789913 

车辆学院 62783482 

公管学院 

博士：62794350 

工业工程系 62771010 硕士：62785603 

电机系 62782138 EMPA：62796240 

电子系 62784883 PPP：62787965 

计算机系 62799936 
金融学院 

金融：62706129 

自动化系 62784871 FMBA：62706166 

http://yz.tsinghua.edu.cn/
http://yz.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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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电子系 62788906 EMBA：62798555 

航院 62783051 法学院 62781334 

工物系 62782677 新闻学院 62797670 

化工系 62788646 马克思主义学院 62772700 

材料学院 62783256 人文学院 62771874 

数学系 62782620 社科学院 62798949 

物理系 62773648 美术学院 62798172 

化学系 62781685 苏世民书院 62770631/62770969 

生命学院 62785829 核研院 62771089 

地学系 62797419 教研院 62772802 

交叉信息院 62781643 
医学院 

62782493 

药学院 62772963 临床医学：62797384 

软件学院 62771436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0755-26036110 

清华-伯克利

深圳学院 

0755-26924345 

/86543994 

清华大学全球创新

学院 
62789207/62798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