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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ampus Network (CCN) 中文授课项目 

2023 年马来西亚招生简章 

一、 联盟介绍 

留学中国预科教育联盟（China Campus Network，简称 CCN）是由一批综合实力高和具备国际知名

度的中国高等学校在 2016 年 2 月创立，联盟秘书处位于中国上海市，是联盟 37 所成员高校外国留学生

重要招生途径。 

CCN 秉承以教育促进中外贸易和投资的使命，以“提质增效、规范管理、内涵建设、留学强国”为方

针，通过中国高校间教育资源整合共同打造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体系，以及全球政府、行业伙伴的战略

合作关系设立多项“政府参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项目，致力培养“一带一路”背景下具有较强竞争力、符

合中外发展需要的优质国际化本土人才。至今，CCN 已发展成中国最大来华留学生预科培养基地，成为

成员高校重要的本科与硕士生优质生源基地。联盟秘书处将持续携手成员高校推展留学中国教育，让更

多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学子搭上留学中国列车，成就学子留学中国理想，共创留学中国新价值。 

二、 申请资格 

申请人持有马来西亚有效护照，身心健康、品行端正，愿意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大学校纪校规。 

高中毕业或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成绩合格，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积极的学习态度。具备一定中文水

平，在文凭考试中具中文科成绩。否则，须通过 CCN 汉语水平面试或提交汉语水平考试（HSK）成绩；

独中统考学生免除 HSK。 

注：对于申请人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国外，本人出生即具有外国国籍；或原为祖国

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后移民国外并获得外国国籍的申请人，须符合中国教育部教外函

〔2020〕12 号文件中的规定并额外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 申请时间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4 月（奖学金名额有限，招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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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请材料 

除特殊情况，材料一般无需邮寄纸质版，只需提交清晰彩色扫描件即可。所有文件内容必须是中文

或英文，否则需要呈交原件及提供中文或英文公证翻译件。 

CCN 申请表格 点击此处下载表格 

证件照片 近期白底免冠头像照片 

护照扫描 将第二页签名页、第三页个人信息页扫描在同个页面，护照有效期至少一年 

毕业证书 高中起所有学历证明，在籍生请提交校方开具的预毕业证明函件 (范本) 

学年成绩单 高一年段起每学年的成绩单（国中成绩翻译件范本） 

文凭成绩单 即 SPM、IGCSE 或者 STPM、A-Level、UEC，应届毕业生请提交预考成绩 

推荐信 至少一封，由毕业学校教师开具，信函需附上教师签名、职位和联系方式 (范本) 

个人陈述 内容涵盖个人背景、学习动机、学习计划、未来展望，1,000 字为佳 (范本) 

奖状及证书 (如有) 与志愿相关的皆可提交 

其它文件 (如需) 视大学需求收取，如：面试视频 MP4、作品集 (艺术类专业)、语言水平考试成绩

单、外国人体格检查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监护人证明、经济担保书等 

五、 申请流程 

1. 确定目标志愿：了解不同大学和专业的入学要求、奖学金要求，将目标学校和专业作为志愿报名。 

2. 电邮提交申请：申请者准备申请材料，并电邮至 apply@ccneducation.com.my。 

（本办事处不会以 GMAIL 或其他电邮地址接收申请材料，请提防冒充者） 

3. 缴纳手续费：完成支付后，统一由马来西亚办事处为申请者在 CCN 内部线上系统进行申报。 

4. 入学资格审核：确认申请者入学资格及奖学金资格，正常情况下用时两周。 

六、 录取通知 

1. 收到申请结果：被录取者将会获得录取通知，符合奖学金资格者还会获得奖学金条件通知书。 

2. 决定接受录取：在规定时间内确认接受录取，接受录取意味同意相关奖学金附带条件。 

3. 缴纳项目费用：在规定时间内直接向 CCN 秘书处国际汇款缴纳，逾期缴纳将被视为放弃入学。 

4. 进入学习阶段：于四至八月在指定 CCN 国际预科中心接受预科教育，于同年九月衔接至本科。 

  

https://ccneducation.com.my/cn/page/950996/ccn-university-programme-details
https://ccneducation.com.my/cn/page/950996/ccn-university-programme-details
https://ccneducation.com.my/cn/page/950996/ccn-university-programme-details
https://ccneducation.com.my/cn/page/950996/ccn-university-programme-details
https://ccneducation.com.my/cn/page/950996/ccn-university-programme-details
mailto:apply@ccneducation.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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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项目列表 

（一）IFP 国际本科预科标准项目（COS 中国机会奖学金计划） 

预科是国际学生为了适应中国学历教育体系的一种桥梁课程。国际学生能够通过此项目参与

「COS 中国机会奖学金」遴选，在奖学金录取保证的前提下进行 CCN 成员大学共同认可的预科以提升

学科基础知识。在达到本科入学标准后，以奖学金被保送到成员大学进一步延续来华留学梦想。 

教学安排  被录取的学生将被安排于 2023 年 4-8 月进行 540 学时预科教育（分工科、商科或

人文方向预科班），通过预科考核后于 2023 年 9 月衔接至本科阶段。 

本科阶段，除了学习本科专业，学生亦要在第一学年加入「International Boosters 

Programme」，通过 CCN 数字校园在线获得如高数、管理学、计算机导论等大学课

程学习资源、参与课业辅导和答疑等专属活动，提升学生本科学习适应性。 

志愿选择  
(大学/专业/奖学金) 

大学与专业目录请查阅马来西亚办事处官网专业目录，奖学金等级如下所示： 

等级 资助标准 
SPM 

或同等资格 
UEC 

或同等资格 

A1 本科学费（985/211 高校） 
5B+ 30 点 

A2 本科学费（非 985/211 高校） 

A3 本科学费半免 
5C+ 35 点 

A4 本科学费半免以下 

自费 视预科表现发放剩余奖学金名额 5C 40 点 

*各志愿高校保有配置全部或部分等级之权利；上述提及 SPM 与 UEC 成绩之要求仅供参考，以实际要求为准。 

奖学金选拔 

与录取保证 

学生在报名时，须要选择 2所大学、2个本科专业作为本科志愿。对于复旦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申请者，其高中成绩应当在 80% 或以上，须

在报名时四选一纳入第三志愿，惟第三志愿不享有录取保证承诺。 

凡提交申请将自动参与奖学金生遴选，无须额外申请： 

▪ 收到申请后，据申请人高中学术成绩评定奖学金等级，并在发出申请结果通知

时，颁发「China Opportunity Scholarship (COS) Conditional Offer」予相关学

生。该通知书上会列明所保证的奖学金等级、奖学金附带条件等详情，每个志愿

只能取得 1 个特定等级的奖学金保证名额。 

▪ 接受录取、完成预科并通过预科考核后，按照学生志愿顺序、学术成绩、个人陈

述、推荐人评语、面试表现 (如有) 等因素确定最终本科录取高校，该高校按通知

书上所保证的奖学金等级，从大一开始对学生进行资助。学生有义务按照大学奖

学金之规定参与奖学金资格年度评审。 

证书与学位 CCN 预科毕业证书、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 

 

  

https://ccneducation.com.my/cn/page/702/ccn-international-foundation-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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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UEA ”一带一路”校企合作人才培养项目（UEA 专项奖学金计划） 

近年来，随着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快速发展、

加快成熟并渗透至各行业，数字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创新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影响最广泛的

产业领域。本项目由大学与企业联合打造，面向数字化、全球化背景以及“一带一路”重点发展领域人才

需求特点，培育具备国际视野、数字思维、行业技能与商业智慧的复合型人才，建立能够助力各国数

字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后备军。 

教学安排  被录取的学生将被安排于 2023 年 4-8 月进行 600 学时预科教育（分工科、商科或人

文方向预科班），通过预科考核后于 2023 年 9 月衔接至本科阶段。 

本科阶段，除了学习本科专业，学生亦要在第一学年加入「International Boosters 

Programme」，通过 CCN 数字校园在线获得如高数、管理学、计算机导论等大学课

程学习资源、参与课业辅导和答疑等专属活动，提升学生本科学习适应性。 

同时，第三学年加入「Digital China Programme」暑假数字创业者实训，学生将有

机会与行业专家探索新中国在数字化建设的发展脉络，通过前沿产业数字化及数字

产业化真实案例分析，帮助学生建立数字思维和前瞻思维。学生还会获得实践机

会，在导师指导下建立起团队，为真实存在的企业产品设计数字化商业发展解决方

案。他们需要以路演 (Roadshow) 形式展示自己的商业洞察和商业模式，通过考核，

从中提高策划与实践意识，强化职业竞争力。 

志愿选择  
(大学/专业/奖学金) 

大学与专业目录请阅读附件 2，奖学金等级如下所示： 

等级 资助标准 
SPM 

或同等资格 
UEC 

或同等资格 

A0-1 本科学费、住宿费、生活费 
5A 20 点 

A0-2 本科学费、住宿费或生活费 

A1 本科学费（985/211 高校） 
5A- 25 点 

A2 本科学费（非 985/211 高校） 

A3 本科学费半免 
5B+ 30 点 

A4 本科学费半免以下 

*各志愿高校保有配置全部或部分等级之权利；上述提及 SPM 与 UEC 成绩之要求仅供参考，以实际要求为准。 

奖学金选拔 

与录取保证 

学生在报名时，须要选择 1 所大学、1 个本科专业作为本科志愿。 

凡提交申请将自动参与奖学金生遴选，无须额外申请： 

▪ 收到申请后，据申请人高中学术成绩、推荐人评语、个人陈述、面试表现 (如有)

等因素评定奖学金等级，并在发出申请结果通知时，颁发「UEA Scholarship 

Conditional Offer」予相关学生。该通知书上会列明所保证的奖学金等级、奖学

金附带条件等详情。 

▪ 接受录取、完成预科并通过预科考核后，学生直接定向进入本科录取高校，该高

校按通知书上所保证的奖学金等级，从大一开始对学生进行资助。学生有义务按

照大学奖学金之规定参与奖学金资格年度评审。 

证书与学位 CCN 预科毕业证书、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DCP 培训证书或实习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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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费用缴纳 

1. 手续费： 

凡提交申请，每人须以银行国内转账方式，交付 400 马币手续费予 CCN 马来西亚办事处，一经缴

纳，不予退还。若申请未通过则根据实际情况申请调整本科志愿，无须重复支付手续费。 

银行信息如下： 

▪ Bank Account：MAYBANK BERHAD 

▪ Account Number：501084438992 

▪ Beneficiary Name：CCN MALAYSIA RESOURCES 

▪ Recipient Reference：请填写申请人英文姓名 

2. 项目费用（不涉及本科学杂费）： 

获录取者若决定接受录取，须按照通知书规定，以银行国际转账方式，交付项目费用予 CCN 秘书

处，银行信息、分期支付与退款政策根据通知书为准。项目费用标准如下所示： 

▪ IFP 国际本科预科标准项目：26,800 人民币 

▪ UEA “一带一路”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项目：36,800 人民币 

注：以上标准仅适用于马来西亚学生，其它国家学生不享有特别减免。 

3. 其它相关费用： 

来华留学前，学生应当提前做好财务规划。在学生没有获得奖学金时，则需要自费承担相关开销。

学生可以参考以下明细做准备，数据仅供参考： 

▪ 本科学费： 

» 文学、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专业：14,000–39,900 人民币/每学年 

» 理学、工学专业：16,600–30,000 人民币/每学年 

» 艺术学专业：16,000–32,000 人民币/每学年 

» 医学专业：25,000–35,000 人民币/每学年 

▪ 其它杂费： 

» 大学宿舍：5,000–30,000 人民币/每学年 

» 大学教材：400–1,000 人民币/每学年 

» 医疗保险：600–800 人民币/每学年 

» 居留许可：800/每学年 

» 生活开销：12,000–18,000 人民币/每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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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联络方式 

留学中国预科教育联盟马来西亚办事处 

▪ 联系电话：+6014-2670075（WhatsApp） 

▪ 官方网址：http://ccneducation.com.my  

▪ 电邮地址：info@ccneducation.com.my  

▪ Facebook：https://facebook.com/CCNMalaysia/  

▪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ccnmalaysia/  

▪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c/chinacampusnetworkmalaysia  

 

注：本简章留学中国预科教育联盟马来西亚办事处负责解释，若有未尽善处，本办事处可随时增删之。 

制定日期：2022 年 10 月 28 日。 

 

http://ccneducation.com.my/
mailto:info@ccneducation.com.my
https://facebook.com/CCNMalaysia/
https://www.instagram.com/ccnmalaysia/
https://www.youtube.com/c/chinacampusnetwork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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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CCN 成员高校名单（C9、985、211、双一流） 

高校名称 所在城市 高校类组 中国排名 亚洲排名 世界排名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C9、985、211、双一流 3 10 46 

浙江大学 杭州 C9、985、211、双一流 4 6 42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 C9、985、211、双一流 7 52 302 

复旦大学 上海 C9、985、211、双一流 7 7 34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985、211、双一流 10 51 262 

天津大学 天津 985、211、双一流 10 71 307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 C9、985、211、双一流 14 63 217 

南开大学 天津 985、211、双一流 16 75 378 

四川大学 成都 985、211、双一流 17 103 406 

山东大学 济南 985、211、双一流 18 77 39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985、211、双一流 19 116 443 

东南大学 南京 985、211、双一流 22 113 461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 985、211、双一流 25 127 551-0560 

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 985、211、双一流 26 122 406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211、双一流 40 156 801-1000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 211、双一流 41 301-350 801-100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 211、双一流 49 351-400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211、双一流 54 261-270 801-1000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 211、双一流 56 301-350  

上海大学 上海 211、双一流 60 084 42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武汉 211、双一流 70 165 651-070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211、双一流 82 301-350 1201-1400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东营 211、双一流 83 236  

贵州大学 贵阳 211、双一流 87 551-600  

备注： 

1. 完整成员名单请查阅 CCN 马来西亚办事处官方网站。 

2. 入选或参与 "211 工程"、"985 工程"、"C9 联盟"、"双一流" 建设的高校，都是中国实力顶尖、具备

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学府；中国排名数据取自 CUAA 校友会排行榜，亚洲排名与世界排名数据取自 QS

排行榜。 

3. 城市分级： 

✲ 一线城市及新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武汉、西安、天津、南京、青岛； 

✲ 二线城市：哈尔滨、兰州、济南、长春、贵阳； 

✲ 三线城市：镇江、桂林、马鞍山、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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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UEA 专项奖学金列表 

工科方向 培养高校 专业实力 最高等级奖学金资助内容 

机械工程 (智能制造) 西安交通大学 全国前 2-10% 学费、生活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西安交通大学 全国前 2% 学费、生活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全国前 2% 学费、住宿、生活费 

上海大学 全国前 2-10% 学费 

智能科学与技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全国前 2% 学费、住宿、生活费 

软件工程 天津大学 全国前 2-10% 学费(限额两万)、生活费 

人工智能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全国前 2% 学费、住宿、生活费 

化学工程与工艺 天津大学 全国前 2% 学费(限额两万)、生活费 

商科方向 培养高校 专业实力 最高等级奖学金资助内容 

国际经济与贸易 

西安交通大学 全国前 2% 学费、生活费 

西北工业大学 全国前 10-20% 学费、住宿、生活费 

东南大学 全国前 2-10% 学费、住宿、生活费、保险 

上海大学 全国前 2-10% 学费 

西安石油大学 全国前 20-50% 学费、住宿 

电子商务 

广西师范大学 全国前 10-20% 学费、住宿、生活费 

东南大学 全国前 10-20% 学费、住宿、生活费、保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全国前 10-20% 学费、住宿、生活费 

江苏大学 全国前 10-20% 学费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西安交通大学 全国前 2% 学费、生活费 

市场营销 (跨境电商) 西北工业大学 全国前 2-10% 学费、住宿、生活费 

工商管理  东南大学 全国前 2-10% 学费、住宿、生活费、保险 

行政管理 (电子政务) 西安交通大学 全国前 2-10% 学费、生活费 

旅游管理 东南大学 全国前 2-10% 学费、住宿、生活费、保险 

人文方向 培养高校 专业实力 最高等级奖学金资助内容 

汉语言 

西安交通大学 全国前 20-50% 学费、生活费 

天津大学 全国前 20-50% 学费(限额两万)、生活费 

广西师范大学  学费、生活费、住宿 

汉语言文学 西安石油大学 全国前 20-50% 学费、住宿 

新闻学 上海大学 全国前 2-10% 学费 

网络与新媒体 
西安交通大学 全国前 2% 学费、生活费 

上海大学 全国前 2-10% 学费 

数字媒体艺术 
江苏大学 全国前 20-50% 学费 

上海大学 全国前 2-10% 学费 

视觉传达设计 上海大学 全国前 2% 学费半免 

*专业实力数据取自软科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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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Mechanical Engineering）   —————— 

 是什么？ 

机械工程是以数学、物理、化学、力学、材料学、控制学、计算机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理论基础，以理论

分析、物理实验、工程试验、计算机仿真等为手段，研究和解决机械在设计、制造、运行、控制、管理、使

用、维护等方面理论及实际问题的应用学科和专业。 

 学什么？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导论、机械设计基础、机械控制工程、机械制造技术、制造执行系统、机械故障诊

断、制造技术前沿、现代机器人技术、企业与生产运作管理、微纳制造技术、三维实体数字化建模、增材制造

技术、特种加工技术等。 

 干什么？ 

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生可进入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或智能制造行业生产第一线，从事机械和自动化设备装置的设

计研究和科技开发、制造工作，也可以从事技术管理与控制、经营销售等方面工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是什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方向包括算法与计算系统研究、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开发、应用。计算机科学家使用各

种数学算法、编码程序和他们的专业编程技能，来研究计算机进行信息获取、表示、存储、处理、传输过程，

并开发新的软件和系统，应用到各行各业。 

 学什么？ 

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导论、计算机组成、操作系统原理、算法分析与设计、计算机网络原理、形式

语言与编译、数据库系统、汇编语言、JAVA 语言程序设计、人工智能、物联网应用概论、嵌入式智能系统、

软件定义网络、软件工程、网络与信息安全、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导论与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离散数学、微机原理与系统设计、计算机组织与体系

结构、操作系统、计算机通信与网络、数据库系统、人工智能导论、软件工程等。 

上海大学：离散数学、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操作系统、编译原理、数

据库原理、软件工程、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系统结构、算法设计与分析、嵌入式系统、信息安全技术、人机界

面设计、大数据技术基础、人工智能、智能计算系统、Web 开发技术等。 

 干什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应用性广、交叉面多，覆盖社会各行各业，这就决定了就业领域非常广泛，毕业生可以

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编程、系统分析、数据库管理、网络架构、软件开

发、研究等信息服务等工作。 

 

智能科学与技术（Intellig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是什么？ 

智能科学与技术是一个将计算机、自动化、智能系统、传感信息处理等融为一体的一个交叉学科和专业，工程

性和实践性很强。智能科技应用已经成为 IT 行业创新的重要增长点，其应用领域有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智

能电器、智能楼宇、智能社区、智能物流等等，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学什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数据结构和算法应用、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微机原理与系统设计、数字信号处理、最优

化理论与方法、计算智能导论、模式识别、机器学习、图学基础与计算机绘图、深度学习导论、智能数据挖

掘、智能遥感技术、智能网络与云计算技术等。 

 干什么？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生能在 IT、新兴金融、工商企业、政府机构等宽泛范围内，从事智能系统开发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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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能办公与家居产品设计、物联网技术支撑、大数据产业研究、信息通信支撑工作等高技术类工作，也能

从事相关产品销售工作，或继续深造。 

 

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   —————— 

 是什么？ 

软件工程是将计算机科学、数学、工程学和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应用于软件系统的开发与维护中的一门交叉性

的工程学科。随着全球经济社会呈现出向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转型态势，各行业对软件专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

长，市场对网页设计、网络应用程序开发、应用程序开发等相关人才需求高涨。 

 学什么？ 

天津大学：计算机系统导论、程序设计原理、离散数学导论、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算法

设计与分析、操作系统原理、数据库原理、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 语言程序设计、软件工程、编译原

理、形式化方法、软件测试技术等。 

 干什么？ 

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生可以进入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信息服务行业等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服务、技术研

究、软件的分析、设计、开发、维护等工作。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是什么？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它作为电子信息类专业，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

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 

 学什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概论、认知计算、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知识工程、

计算智能导论、脑科学基础、Python/JAVA 程序设计、图学基础与计算机绘图、集成电路设计导论、智能数据

挖掘、智能控制导论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知识工程、智能网络与云计算技术、大数据与网络信息检索等。 

 干什么？ 

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就业方向在于科研机构、高校讲师、互联网企业软硬件开发人员三个主要的方向。科研机

构主要对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的探究，为真正的人工智能实现储备技术力量。 

 

化学工程与工艺（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 

 是什么？ 

化学工程与工艺包含化学工程和化学工艺两大内容，前者主要是研究化学工业及其相关生产过程中所进行的化

学和物理过程，后者则是以产品为目标，研究利用已有的化学工程的研究成果，为化学工业生产提供技术上最

先进、经济上最合理的方法、设备与流程，把原料变成产品。 

 学什么？ 

天津大学：工程制图基础、化工数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工导论、化工传质、化学工艺学、化工流

体流动、化工热力学、化工反应工程、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化工机械基础、化工设计、化工传递过程、化工

分离过程、分子设计与化工产品过程、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反应器设计及应用、化工安全与环保等。 

 干什么？ 

化学工程专业毕业生能在化工、能源、信息、材料、环保、生物工程、轻工、制药、食品等部门，从事工程设

计、技术开发、生产技术管理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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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贸易（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 

 是什么？ 

国际经济与贸易属于应用经济学科专业，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企业国际化经营、国际投资与全球营

销、国际贸易风险分析与规避等，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制定国际化经营战略，以及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国际贸

易与投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分析手段。 

 学什么？ 

西安交通大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管理学、国际商务、国际金融、国际商

法、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市场营销学、国际商务谈判、国际技术与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原理、

跨境电商、世界经济贸易地理、跨国公司经营管理、中国与丝路国家贸易等。 

西北工业大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管理学原理、电

子商务、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营销学、国际投资、国际金融、服务贸易、中国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学、世界经

济、经济法学、外贸函电、国际技术贸易、进出口报关实务、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等。 

东南大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统计学、经济

法、数据库原理、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口语、外贸函电、国际市场营销、国际物流管

理、博弈论、领导力与团队管理等。 

上海大学：现代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世界经济、国际商务环境、国际经济合作、

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法、WTO 概论、跨国投资概论、国际金融、国际结算、财务管理、网络银行、证券投

资、税收学、经济地理、合同法、中国对外贸易、服务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全球经营战略等。 

西安石油大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统计学、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

融、国际商务谈判、国际市场营销等。 

 干什么？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可以到外贸公司、进出口生产企业、涉外机构等单位，从事企业国际化经营管理、

国际投资、国际市场调研与营销策划、国际贸易风险分析与规避、国际贸易纠纷调解的辅助性工作。 

 

电子商务（eCommerce）   —————— 

 是什么？ 

电子商务是指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手段，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商务活动。这专业主要研究电子商务经济、电子商

务管理、电子商务技术的基本理论。中国电商已经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商业生态，带动了移动支付、快递物流、

数字商业服务、原创品牌等多个产业的发展，也重塑了许多行业的运营模式。 

 学什么？ 

东南大学：管理运筹学、网络营销、电子支付、电商经济学、企业资源规划、电商与物流系统分析和设计、数

据挖掘与商业智能、运营管理、用户界面分析与设计、商业研究方法、计算机网络、网络企业管理、用户界面

分析与设计、全球化采购管理、数据库原理、国际商务、商务智能与数据挖掘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计算机网络基础、数据库原理与应用、Python 基础、JAVA 程序设

计、电子商务导论、电子商务安全基础、网络金融与电子支付、络经济学、商务网站的设计与开发、网络营

销、商务数据分析、群决策与社会选择、互联网产品用户体验、数据挖掘与商务智能、大数据分析等。 

江苏大学：电子商务网络与通信、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电子商务网页与网站设计、网络营销策划与实务、国

际商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商务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数据结构、程序设计 (Java, ORACLE, JSP)、网络零售、消

费者行为学、电子商务系统分析与设计、网络广告、信息经济学、营销策划学、电子商务战略等。 

广西师范大学：管理学原理、电子商务概论、网络技术、信息经济学、供应链与物流管理、网络零售、电子商

务法律法规、电子商务管理、网络营销、电子支付、会计学原理、专业导读等。 

 干什么？ 

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可以进入电商企业、电商服务企业、互联网企业，甚至是传统企业，从事电子商务规划与

咨询、平台运营及数据分析、战略设计、商务策划、销售渠道建立、跨境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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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管理与应用（Big Data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 

 是什么？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主要研究大数据分析理论和方法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以及大数据管理与治理方法。无论是政

府机构抑或企事业单位的运作都涉及数据。面对庞大的数据量，相关单位需要有专业的数据管理人才，通过数

据分析，从数据中洞悉有用的信息以制定政策和提高管理效率。 

 学什么？ 

西安交通大学：电子商务、大数据技术基础、电子交易与电子支付、机器学习、优化理论与算法、社交网络与

文本分析、数据分析语言基础、数据资源管理、数据质量管理、消费者行为、商务数据分析、视频数据处理、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系统工程、金融大数据分析、电信大数据分析、项目管理与决策等。 

 干什么？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毕业生作为既懂商业与管理，又懂大数据分析的复合型人才，可以到政府机构、企事业

单位，从事数据分析、商业决策支持等工作，相关工作岗位包括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企业数据官等。 

 

市场营销（Marketing）   —————— 

 是什么？ 

市场营销主要研究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市场营销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进行市场营销与管理、产品

与品牌的推广宣传等，包括市场调查、市场分析、市场定位、营销策划、品牌推广、市场宣传等，实现在创

造、沟通、传播和交换产品中，为客户、合作伙伴以及整个社会带来经济价值。 

 学什么？ 

西北工业大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管理信息系统、会计学原理、组织行为学、系统工程、财务管理、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国际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学、市场分析与预测、零售管理、商务谈判、品牌管理、国际

贸易理论与实务、服务营销、新媒体营销、营销企划实务、管理沟通等。 

 干什么？ 

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可以到各类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市场调研、数据分析、营销策划、广告策划、品牌管理、

市场开发、营销管理等工作。 

 

工商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是什么？ 

工商管理主要研究管理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包括企业的经营战略制定和内部

行为管理等，运用现代管理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有效的企业管理和经营决策，制定企业的战略性目标，以保证企

业的生存和发展。 

 学什么？ 

东南大学：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财务管理、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数字技术与运营管理、数字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数字时代管理设计方法、战略管理、领导力与团队管理、数

据库原理等。 

 干什么？ 

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及企业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各类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

门，从事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生产管理、企业金融、投资分析以及教学科研方面等工作。 

 

行政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   —————— 

 是什么？ 

行政管理研究的主体对象是行政机关，是一门研究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规律的科学。运用计算机、网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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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行政管理在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方面将可以进一步得到优化重组，提高管理预期和

行政效率。近年来，政府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全球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发展趋势，各国政府大力推进政府数字

化转型和数字政府建设，加大了能熟练掌握信息网络构建与运行技术现代行政管理专门人才的前景。 

 学什么？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理论与应用、公共危机管理、社会统计学、运筹学、管理

系统数学建模、政务管理信息系统、大数据技术及应用、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电子政务系统分析与设计等。 

 干什么？ 

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并不限政府公务员和政府部门，他们也可以到非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从事公共政

策分析与研究岗位、企业电子信息管理系统的策划、建设、运营、维护与管理工作。 

 

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   —————— 

 是什么？ 

旅游是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短期性的生活方式，它是伴随着宗教、游览、商业、探险以及文化交流等

活动进行的。旅游管理是一门研究旅游企业管理、 旅游开发与旅游市场营销、会展服务与管理等业务领域理论

知识的新兴应用型学科，旨在培养适用现代旅游业发展需要，具备较高的现代管理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旅游管理

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 

 学什么？ 

东南大学：中国旅游史、旅游学概论、旅游市场学、旅游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旅游资源学、旅游统计学、旅

游心理学、导游艺术、旅游消费者行为、旅游与游憩地理学、休闲文化与产业管理、旅游服务管理、旅游景区

管理、世界遗产概论、世界旅游地理、组织社会学、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等。 

 干什么？ 

旅游管理毕业生能够进入旅行社、旅游咨询公司、景区公园等企事业单位，从事旅游景区和度假区的开发与管

理、旅游路线的规划设计、旅游产品宣传策划与销售等相关工作。 

 

汉语言（Chinese）   —————— 

 是什么？ 

汉语言主要研究汉语及语言学、中国文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培养具备系统、扎实的汉语语言学基础，

能够利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从事与汉语言文字处理和语言教学相关工作的汉语人才。部分高校在汉语言专业基

础上，为学生提供经济管理专业知识，使学生可以具有跨文化交流和经济管理能力，未来能够从事与中国有关

的商务活动的高级复合型专门人才。 

 学什么？ 

西安交通大学：汉语口语、汉语听说、汉语阅读、汉语写作、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商务汉语综合、商

务对话、商务汉语写作、经济学原理、国际贸易实务、商务新闻阅读、中国文化概论、商务案例综合、中国经

济与对外贸易概况、市场营销学等。 

天津大学：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听力、汉语阅读、现代汉语写作、中国概况、计算机基础、经济学原

理、管理学、国际贸易、市场营销、国际金融、当代中国经济、商务汉语案例、人力资源管理、经济法等。 

广西师范大学：汉语综合、汉语口语、汉语听力、汉语听说、汉语阅读、汉语写作、汉外笔译、外汉笔译、外

汉口译等。 

 干什么？ 

汉语言专业毕业生能够在文化教育部门、对外汉语教学机构、企事业单位等从事教学、研究、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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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是什么？ 

汉语言文学主要研究汉语和中国文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包括其相关理论、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等，涉

及诗词歌赋、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等多个领域。相较于汉语言，汉语言文学侧重于研究文学的修养与内涵，

而汉语言侧重于语言研究。 

 学什么？ 

西安石油大学：文学概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基础写作、美学原理、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等。 

 干什么？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能够在报刊宣传、新闻出版、文化传播、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传播、

文化宣传、文字编辑、文学评论、文学写作、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新闻学（News）   —————— 

 是什么？ 

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学、传播学、文学等方面基本理论和知识，在新闻的采编和传播、事件评论、新闻嗅觉敏

锐力等方面得到技能训练，培养出具备较高的新闻职业素养、有较强的数据分析的高级新闻传播复合型人才。 

 学什么？ 

上海大学：网络与新媒体技术应用、传播学概论、数据挖掘与分析、新闻学概论、数据新闻理论与实践、新闻

与传播体制、新闻摄影、摄像基础、高级新闻业务、深度报道、舆情调查与分析、融合媒体报道、传播学研究

理论与方法、新媒体新闻生产、新闻伦理与法规、数据可视化等。 

 干什么？ 

新闻学专业毕业生能在报社、杂志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新闻网站等新闻单位从事采编工作和大众

传播媒介的经营管理工作，也可以进入政府部门、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公关策划工作，还可以在高等院校和科

研机构从事较高层次的新闻业务、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网络与新媒体（Internet and New Media）   —————— 

 是什么？ 

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正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结构性要素，社会与人际多方面的沟通与传播，正逐渐

从传统媒介转向新媒体。此专业主要研究传统媒介和新媒体与信息网络领域的变革趋势，掌握和运用新媒体内

容策划与制作、新媒体与信息网络的传播战略、现代互动营销理论和媒体经营模式等核心概念，培养出能够适

应当下传播科技快速变迁，顺应数字网络信息时代发展趋势下的新型媒体人。 

 学什么？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采访与写作、新媒体运营与管理、新媒体数据分析与应用、网络舆情检测与研判、新闻评

论学、传播统计学、新闻摄影与摄像、新媒体营销与策划、传播与社会热点问题透视、新媒体广告分析、传播

心理学、网络空间安全、数字音视频内容制作、批判传播学、国际传播等。 

上海大学：互联网发展史、新媒体概论、西方新媒体理论、新媒体与社会、网络社会心理学、媒介融合、网络

与新媒体研究、智能媒体创新与设计、数据挖掘与分析、数据可视化、网络与新媒体用户分析、新媒体报道与

运营实务、舆情调查与分析、数据新闻理论与实践、智能营销等。 

 干什么？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毕业生能够进入传统广播电视集团、新闻报社等行业从事数字化出版与传播工作；媒介传播

公司的内容管理、策划、受众调查工作；新媒体大数据采集、挖掘、分析工作；政府机构、大中型企业的网络

信息安全管理工作；教育与科研机构的新媒体研究工作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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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艺术（Digital Media Art）   —————— 

 是什么？ 

数字媒体艺术融合当代艺术与技术，主要研究设计学、艺术学、数字媒体、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

能，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艺术处理和创作的方法和技巧，涉及媒体艺术与未来互动、智能产品与信息设计、

数字娱乐与创新体验等方面的设计。 

 学什么？ 

上海大学：数码造型、数码色彩、影像表达、图形创意、创意思维、实验短片、动态影像艺术、虚拟空间交互

设计、混合媒介设计、服务设计与商业模式、社会创新设计、大数据综合设计、互动装置艺术、共享创新课、

信息可视化设计等。 

江苏大学：数字媒体艺术概论、故事创作、影视产业概论、影视非线性编辑、数字影视包装、数字游戏设计基

础、可视化编程设计、增强现实应用设计、影视广告制作、功能游戏设计、影视摄像、影视特效创作等。 

 干什么？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毕业生广泛就业于互联网、广告、游戏、新媒体、数字文化产业等各类领域，从事数字媒体

创作、数字产品设计、影视特效及后期、游戏及交互应用设计相关技术应用、运营或管理工作。 

 

视觉传达设计（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 

 是什么？ 

视觉传达设计是指设计者基于特定的设计目的，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归纳后，以文字、图形、色彩、造型等基本

要素进行设计创作，在可视化信息传达给受众时能够产生对设计目有促进作用的过程。一个高质量的视觉传达

作品不但会对观者在视觉上产生瞬间冲击，激发和强化他们跟商家品牌和产品在情感上的联系，甚至可以激发

潜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为商家带来关注和实际利益。 

 学什么？ 

上海大学：造型基础、形态构成、设计色彩、插画基础、摄影基础、VI 设计、字体设计、版式设计、包装与材

料设计、书籍设计、设计思维、视觉环境与感性传达、符号与传达记号学、公共导识设计、广告与招贴设计、

网络媒介传达、企画与创意等。 

 干什么？ 

视觉传达设计对于社会各行各业属于基础性需求行业，其就业前景不仅仅只是传统认知的平面设计范畴，而是

越来越多的呈现出跨界的设计服务，比如与环境、会展、文创、数码等领域的交叉与设计拓展岗位，主要涉及

广告及相关服务业等行业。 

 

 

 

附表 3：近三年奖学金申请结果 

指标 2020 届 2021 届 2022 届 

预科毕业率 100% 100% 100% 

本科录取率 
985／211 高校 92% 100% 100% 

非 985／211 高校 8% 0% 0% 

奖学金情况 

100%本科学费＋津贴 46% 68% 68% 

100%本科学费 54% 5% 15% 

50%本科学费 0% 27% 15% 

自   费 0% 0% 2% 

 



 

 

 

 
为推动和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CCN联盟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上，发起成立“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校

企联盟以及阿里巴巴全球跨境电商联盟。前者由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进行揭牌，后

者由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参赞杨军与阿里巴巴副总裁黄明威进行揭牌。在前行的路上，CCN联盟始终在海

内外获得中国驻外使领馆、外国政府与机构的支持与合作。 
 

 

 
CCN联盟秉承“请进来、走出去”结合原则，诚邀海外师生来华参观联盟成员大学及各类重点实验室以感

受中国高教科研水平、参观预科中心考察预科授课情况、走访中国企业体验中国科技生活模式；邀请专家

到访马来西亚为师生分享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经验，为独中与国中教师进行数字经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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