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名称 主管部门 受理范围 办公电话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北京大学 国际合作部外事处 本校申请人 010-62751244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 100871 马岚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10-62516909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商学楼
312

100872 张毅博

清华大学 国际合作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10-62784618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国
际处

100062 曾勤

北京交通大学 国际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10-51684378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上
园村3号国际交流中心

100044 罗军

北京工业大学 国际交流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10-67391152 北京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100124 吴文英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国际交流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10-82338394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7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0083 曹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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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 国际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10-68913931
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院2号办公楼138室

100081 张维琦

北京科技大学 国际处 本校申请人 010-62332541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北京科技大学国际处

100083 梁志扬

北京化工大学 国际处 本校申请人 010-64451480 北京市北三环东路15号 100029 王永生

北京邮电大学 学生处 本校申请人 010-62283032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
号学十楼131

100876 高鹏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研究生院 本校申请人 010-89733246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18号
研究生院

102249 刘一凝

中国农业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港澳台办公室）

本校申请人 010-62737982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17
号主楼414室

100083 刘冉

北京林业大学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10-62338095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35
号

100083 孔祥彬

北京中医药大学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10-64286308
010-53911347

北京市北三环东路11号 100029 黄丹卉

北京外国语大学 就业创业中心 本校申请人 010-88816211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号

100089 兰建华



中国传媒大学 学生国际交流部 本校申请人 010-65783741
北京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
号中国传媒大学21号楼C
区212

100024 徐雯

中央财经大学
学生处学生就业创

业指导中心
本校申请人 010-62289134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39
号中央财经大学行政楼
104

100081 薛雪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就业创业指导中心 本校申请人 010-64492173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
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求真
楼3层

100029 徐松

北京体育大学 招生与就业工作处 本校申请人 010-62982287
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48号
南办公楼130

100084 王正

中国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负责研

究生）
本校申请人 010-58908066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25号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培
养办公室

100088 肖宝兴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研究生院 本校申请人 010-62339255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丁11
号逸夫楼1709

100083 朱锦萍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国际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10-82322951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100083 黄煦

南开大学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本校申请人 022-85358829
天津市海河教育园区南开
大学大通学生中心E310

300350 胡军

天津大学 学工部 本校申请人 022-83613600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
天津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
108室

300072 郑文博



河北工业大学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22-60204053 天津市红桥区光荣道8号 300130 田颖慧

太原理工大学 研究生院 本校申请人 0351-6010857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迎
泽西大街79号

30024 丛石

大连理工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411-84706609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
工路2号主楼120室

116023 尹蕾

东北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24-83687412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化
路3巷11号

110819 洪欣岩

大连海事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411-84729936 大连市凌海路1号 116026 张冬艳

吉林大学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本校申请人 0431-85167475
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号吉林大学前卫南区
田家炳B座学生就业中心

130012 朱宇

东北师范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431-85099585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号

130024 郭晓强

哈尔滨工业大学 国际合作部外事处 本校申请人 0451-86403699
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92号哈尔滨工业大学行政
楼524

150001 王茵

哈尔滨工程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451-82519213
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
145-1号723室

15001 刘志强



东北农业大学 国际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451-55190156
哈尔滨香坊区长江路600
号东北农大国际交流处
104室

150030 周光明

东北林业大学 国际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451-82190337
哈尔滨市和关路76号东北
林业大学国际合作处

150040 计晓艳

复旦大学 研究生院 本校申请人 021-65643613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
大学8号楼研究生院

200433 樊智强

同济大学 研究生院 本校申请人 0241-65981601
上海四平路1239号同济大
学研究生院瑞安楼506

200092 袁媛

上海交通大学 研究生院 本校申请人 021-34207040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
号陈瑞球楼

200240 孔令体

华东理工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21-64251149
上海市梅陇路130号逸夫
楼205室

200237 张闻

东华大学 国际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21-67792157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
2999号行政楼409

201620 赵明炜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合作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21-62232217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
东师范大学物理楼361

200062 曹晓颖

上海外国语大学 对外合作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21-35372867 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 200083 蒋昕宇



上海财经大学 研究生院 本校申请人 021-65903590
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777
号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101室

200433 闫欢

上海大学
招生与毕业生就业

工作办公室
本校申请人 021-66137205

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99号
上海大学A楼433

200444 汪宏斌

南京大学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本校申请人 025-89688918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8号南京大学仙林校区

210000 刘慧

苏州大学 国际合作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512-67605729
江苏省苏州市十梓街1号
苏州大学

215006 梅琳

东南大学 研究生院 本校申请人 025-83795781
江苏省南京市四牌楼2号
东南大学研究生院

210096 朱丹

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

国际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25-84890911
南京市秦淮区御道街29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国际
合作处

210016 沈敏

南京理工大学 教务处 本校申请人 025-84303008
江苏省南京市孝陵卫200
号 南京理工大学

210094 裴钰鑫

中国矿业大学 国际合作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516-83592003 江苏省徐州市大学路1号 221116 张玉川

河海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本校申请人 025-83787958 江苏省南京市西康路1号 210098 胡宁宁



江南大学 国际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510-85913623
江苏省无锡市鑫湖大道
1800号

214122 秦洁

中国药科大学 国际合作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25-83271416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童家
巷24号

210009 潘荣杰

南京师范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25-85891436 南京市文苑路1号 210023 孙倩

浙江大学 研究生院 本校申请人 0571-88981407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区
研究生教育综合楼812-1

310058	 张馨月	

安徽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551-63861801
安徽省合肥市九龙路111
号安徽大学磬苑校区行政
组A616室

230601 齐军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国际交流中心 本校申请人 0551-63602671 合肥市金寨路96号 230026 王建国

合肥工业大学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本校申请人 0551-62905680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屯溪
路193号

230009 丁兆罡

厦门大学 学生工作处 本校申请人 0592-2188609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
南路422号厦门大学颂恩
楼513

361005 李怡佳

福州大学 对外合作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591-22865305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学园
路2号福州大学校友楼207

350116 邓静璇



山东大学
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中心
本校申请人 0531-88365698

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山东
大学中心校区学生就业创
业指导中心 221办公室

250199 肖祥

中国海洋大学 研究生院 本校申请人 0532-66782547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
号中国海洋大学行远楼
139号

266100 梅涛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532-86981985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
西路66号中国石油大学行
政楼1210房间

266580 刘召利

郑州大学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371-67780026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科学
大道100号综合行政中心
546

450001 孟莉莉

武汉大学 国际交流部 本校申请人 027-87288297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
山路16号

430072 陈优丽

华中科技大学 研究生院 本校申请人 027-87557421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
路1037号

430074 尹红云

许峰

张妍

武汉理工大学 研究生院 本校申请人 027-87855613
湖北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
院

430070 寇帆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研究生院 本校申请人 027-67885155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
究生院武汉市洪山区鲁磨
路388号

430074



华中农业大学 国际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27-87286927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
山路一号

430070 陈婉

华中师范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27-67868863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
路152号国交一号楼308办
公室

430079 张遗川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国际交流部 本校申请人 027-88386443
湖北省武汉市新技术开发
区南湖大道182号

130073 徐汇飞

湖南大学 研究生院 本校申请人 0731-88821813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大学南
校区研究生院楼培养办公
室

410082 李建

中南大学 国际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731-88879256
湖南长沙岳麓区麓山南路
932号计算机楼307室

410083 黄彦凝

国防科学技术
大学

研究生院 本校申请人 0731-84572519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410073 侯艺华

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731-88872245
湖南省长沙岳麓区麓山路
36号湖南师范大学国际合
作处

410081 曾子荷

暨南大学 国际交流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20-85220457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601号
暨南大学行政楼714房

510632 何睿弘

华南理工大学 国际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20-87113488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381
号

510641 王庆年



华南师范大学 国际合作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20-85211065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55
号

510000 戴黍

广西大学 国际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771-3238987
广西南宁市大学东路100
号广西大学国际交流处君
武楼402

530004 郭冠楠

四川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28-85407080
四川成都一环路南一段24
号

610065 樊玲

重庆大学
学生就业指导与服

务中心
本校申请人 023-65112193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正街
174号重庆大学A区主教
0122

400044 张红春

西南交通大学 国际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28-66367892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犀安
陆999号西南交通大学犀
浦校区

611756 廖莉

电子科技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28-61830602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西
源大道2006号电子科技大
学清水河校区主楼B3区

611731 李扬

四川农业大学 国际交流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28-86293221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惠民
路211号

611130 周筝筝

西南大学 招生就业处 本校申请人 023-68254619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400715 向本科

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处 本校申请人 028-87092564
四川成都温江柳台大道
555号

611130 蒋建华



贵州大学 国际合作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851-88292959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州
大学北区

550025 周斌

云南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871-65930609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大学城
云南大学明远楼314

650500 何可人

西北大学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29-88302243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710069 高倩

西安交通大学
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中心
本校申请人 029-82665276 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 710049 郑旭红

西北工业大学 国际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29-88491264
陕西省西安市友谊西路
127号西北工业大学国际
合作处

710072 马颖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29-88202221 西安市太白南路二号 710071 孔难难

长安大学 国际处 本校申请人 029-82334156
西安市南二环中段长安大
学北院国际处

710064 罗涛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

国际合作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29-87080181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台城路
3号

712100 乔文军

陕西师范大学
毕业生就业指导服

务中心
本校申请人 029-85310465

陕西省西安市西长安街
620号陕西师范大学就业
中心

710119 刘洪超



兰州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931-8915626
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号

730000 丁歌

宁夏大学 对外合作交流处 本校申请人 0951-2061253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
西路489号

750021 马小玲

青海大学 外事工作办公室 本校申请人 0971-5315633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宁大
路251号

810016 乔有明

新疆大学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991-8582438
新疆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666号

830046 王葵

石河子大学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993-2057352
新疆石河子市北四路221
号

832003 陆克旭

中国科学院大学 国际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10-88256206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19
号（甲）

100049 田严琼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本校申请人
010-88567907
010-81360327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高教园
长于大街11号

102488
蔡晨青
于晓洋

北京语言大学
学生处招生就业办

公室
本校申请人 010-82303135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
北京语言大学综合楼B座
713室

100083 武玉洲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本校申请人
020-39328003
020-36207021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2号（北校区）

510420 陈梦岑



中山大学 学生工作管理处 本校申请人 020-84112080
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号中山大学南校园熊
德龙学生活动中心

510275 黄殷

北京师范大学
教务部（研究生

院）
本校申请人 010-58802820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
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前主
楼A207室

100875 张钰婧

省市 部门 受理范围 办公电话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河北省
教育厅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除有关高校外，河
北省的申请人员

0311-66005180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
449号 825室

50051 董郁倩

山西省
教育厅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除有关高校外，山
西省的申请人员

0351-3046623
0351-3041061

山西省太原市滨河西路南
段129号B座

30024
殷洁
张云鹏

辽宁省
教育厅国际交流服

务中心
除有关高校外，辽
宁省的申请人员

024-86207163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嫩江
街44号1门

110031 郭浩

吉林省 教育厅国际处
除有关高校外，吉
林省的申请人员

0431-88905335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1485号

130051 董秋慧

黑龙江省
教育厅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除有关高校外，黑
龙江省的申请人员

0451-53637875
0451-8753550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红军街75号

150001 吴昊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省
教育厅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除有关高校外，江
苏省的申请人员

025-83335212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15
号

210024 闫莉

浙江省 教育厅外事处 
除有关高校外，浙
江省的申请人员

0571-88008896
浙江省杭州市文晖路321
号

310014 陈璐

安徽省 教育厅外事处 
除有关高校外，安
徽省的申请人员

0551-62831809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321
号

230061
刘跃生
朱克锦

福建省
教育厅出国留学管

理中心
除有关高校外，福
建省的申请人员

0591-87091443
福建省福州市鼓屏路162
号福建省教育厅五楼

350003 张利红

江西省 教育厅国际合作处
除有关高校外，江
西省的申请人员

0791-86765763
南昌市赣江南大道2888号
(教育发展大厦1901室)

330038 夏静

山东省
教育厅国际交流与

合作处
除有关高校外，山
东省的申请人员

0531-81676801
山东省济南市文化西路29
号

250011 厉耘

河南省
教育厅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除有关高校外，河
南省的申请人员

0371-69691081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正
光路11号D809房间

450018 关煜平

湖北省
教育厅对外合作与

交流处
除有关高校外，湖
北省的申请人员

027-87328300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洪山路
8号

430071 祁品伟

湖南省 教育厅国际交流处
除有关高校外，湖
南省的申请人员

0731-84714936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二段
238号

410016 刘颖



广东省 教育厅交流合作处
除有关高校外，广
东省的申请人员

020-37627706
  020-
37628703

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东路
723号高教大厦13楼 

510080
周柳余
陈丽丽
谭建飞

海南省
教育厅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除有关高校外，海
南省的申请人员

0898-65339365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9
号省政府大楼403室

570203 黄联平

四川省
教育厅对外交流合

作处
除有关高校外，四
川省的申请人员

028-86135015
028-86129011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陕西
街26号

610041
李果
李问袤

贵州省 教育厅国际处
除有关高校外，贵
州省的申请人员

0851-85283389
贵州省贵阳市观湖区金朱
东路162号

550087 谢雯文

云南省 对外交流与合作处
除有关高校外，云
南省的申请人员

0871-65124467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学府
路2号云南省教育厅514

650223 魏蓝

陕西省
教育厅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除有关高校外，陕
西省的申请人员

029-88668928
029-88668929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南路
563号

710061 杨洋

甘肃省 教育厅国际处
除有关高校外，甘
肃省的申请人员

0931-8826130
甘肃省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71号1303室

730030
刘倩
刘俊玲

青海省
教育厅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除有关高校外，青
海省的申请人员

0971-6310575
青海省西宁市五四西路35
号

810008 林海

内蒙古自治区
教育厅对外合作与

交流处

除有关高校外，内
蒙古自治区的申请

人员
0471-2856510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路
5号

10011 赵晓芳



广西壮族自治区
教育厅教师培训中

心

除有关高校外，广
西壮族自治区的申

请人员
0771-5815402

广西南宁市竹溪大道69号
1601室

530021 甘煜慧

西藏自治区 教育厅政策法规处
除有关高校外，西
藏自治区的申请人

员

0891-6599858
 

0891-6599523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藏大东
路15号

850000
彭胜乔
芦静

宁夏回族自治区
教育厅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除有关高校外，宁
夏回族自治区的申

请人员
0951-602307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
路127号

750002 梁彩梅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教育厅外事处
除有关高校外，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申请人员
0991-7606020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胜
利路229号

830049 雷友凤

北京市
教委国际教育交流

中心
除有关高校外，北
京市的申请人员

010-83552059
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18号
西楼104

100053 李岚

天津市
教委国际教育交流

服务中心
除有关高校外，天
津市的申请人员

022-83215188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
道50号3109室

300074 穆怀妍

上海市
教委国家留学基金

办公室
除有关高校外，上
海市的申请人员

021-33356660
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245
号

200041 寒明君

重庆市 教委国际处
除有关高校外，重
庆市的申请人员

023-63635846
重庆市江北区北滨一路
369号

400020 宋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