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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是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广东省属综合性大学，是教育部、广东省、李嘉诚基金会三方共建的省

部共建大学，也是全球唯一一所由私人基金会——李嘉诚基金会持续资助的公立大学。学校占地面积1990.20

亩，建筑面积57. 01万平方米。

学校现有国家重点学科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5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5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9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04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5个。现有全日

制在校生13000人，已为社会培养出各类人才近13万人。

学校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多次入围世界权威大学排行榜，连续六年进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2021

年在中国内地高校中并列第51位；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目前学校已与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法国等26

个国家和地区逾100所高校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合作关系，同时积极邀请众多国内外一流大学的知名学者到

校访问，为师生开设课程、讲座。学校围绕“有志、有识、有恒、有为”的育人目标，坚持以学生为本，持续

进行大学管理体制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诸多改革开国内高校先河，被李岚清同志高度评价为“中国高校

改革的试验田”。

未来，学校将继续围绕高水平大学建设，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实现汕头大学第五次党代会确立的“三步

走”战略目标，为建成一所“文理医工融合发展，突出学科交叉特色的研究性大学”而接续奋斗。

汕头大学
SHANTOU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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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BROAD PROGRAM
汕头大学出国留学项目

项目依托汕头大学优质的国内外教育资源，通过对已有国际合作办学项目进行优化，引入英、美、澳、加、泰等

国多所国外知名大学的优质项目，建立国内学习与国外学习相结合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办学专业涵盖了数字

媒体与艺术设计、国际时尚管理、企业管理、经济学、国际商务等特色鲜明的商科和艺术类专业。继续教育学院

负责出国留学项目具体办学及管理工作，为项目提供运作指导。学生在汕头大学进行语言课程、通识教育课程和

学科基础课程等学习，成绩符合国外合作院校要求且被录取者，将赴国外合作院校继续学习，毕业后可获国外院

校颁发的相关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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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风光·活力无限
CAMPUS SCENERY · INFINITE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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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优势

1. 省重点高校办学，正规办学有保障   

汕头大学是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广东省属综合性大学，入选广东省级211工程建设高校，是香港高校与内

地高校师生交流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建设高校、中国政府奖

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广东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实验示范校。

2. 重本师资水平高，小班教学国际化

项目师资队伍强大，国内雅思培训专家和外教进行双语授课。教学体系专业严谨，统一使用国外原版教材，实行

互动小班化授课，因材施教，让每位学生学有所长。

3. 共享汕大资源，国际游学交流多

国外大学的专家教授经常来访，与学员近距离交流，带给学员精彩讲座。学院将根据项目学生特点，组织形式

多样的游学活动，使学生尽早了解并熟悉国外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以提升学生海外求学的适应能力。表现优异

者可受邀到国外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和游学。

COLLEGE  ADVANTAGES

4. 多所国外院校，自由选择规划

项目设计了可以得到英、美、澳、加、泰等国家高校互认豁免学分的课程。学生在国内修完相应课程后，可申

请以学分互认形式赴国外合作学校学习深造。 

5. 对接专业强势，国内外就业面宽  

项目专业涉及经济、金融、艺术等领域，均是汕大强势专业。学生海外毕业后，可在国内外热门领域实现就

业，海归回国就业优势明显。

6. 优质管家服务，课堂生活全面把关

专职班主任、教务和生活老师全程管理，实行24小时值班制，记录学生考勤及听课情况，检查学生就寝情况，

每周一次与家长联系交流，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管理，保证学习质量。

7. 专业留学服务，无忧留学保障

为项目学生打造个性化留学方案，开展“多对一”留学规划。项目学生可结伴赴海外留学，安全出行。

8. 整体费用合理，节省时间精力

互认豁免学分课程可帮学生最大程度节省时间精力，缩短国外留学时间，直接节约出国留学的成本，一年可节

省费用10-20万人民币。品学兼优的学生，更有机会获取国外高校的奖学金。



携手汕大·一路前行
ALL THE WAY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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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项目
STUDY ABROAD PROGRAMS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1+3 PROGRAM

留学方案（1+3模式：国内一年+国外三年）

国际本科1+3项目

学生在汕头大学学习一年的语言课程及部分专业课，成绩达到要求后，可选择知名大学的国际大一课程，顺利

完成国际大一课程的学生将衔接大二课程并取得国外大学学士学位。

学生在汕头大学学习1-4年（具体学习时长视不同项目而定），国外合作大学认可豁免汕头大学课程学分。学

生完成国内课程学习且雅思成绩达到相关要求后，可赴国外合作大学继续学习1-3年（具体学习时长视不同项

目而定），完成学业后获国外大学本科学位。学生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申请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第一年
汕头大学
语言专业课

第二年
海外名校大一课程
多种专业选择

第三、四年
海外名校大二大三
获得海外名校文凭

汕头大学国际本科课程设置：

出国留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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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识课程（泰国方向）：

交际英语、日常生活泰语、商务泰语公文写作、中泰大数据基础分析、汉语公文写作、人工智能与物联网应

用、创新思维与分析、逻辑学、中国东盟经济体新经济与文化、国际法。

合作院校：格乐大学

国际本科 2+2  /  2+3 项目

国际本科 1+3 项目

国际本硕 4+1 项目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2+ 2 / 2 +3 PROGRAM
国际本科 2+2 / 2+3 项目

学生在汕头大学学习2年，国外合作大学认可豁免汕头大学课程学分。学生完成国内课程，可获国外合作大学

豁免学分（不超过本科总学分的1/3）。雅思成绩达到外方大学要求后，学生可申请赴英澳等国家的合作大学

继续学习2年，完成学业后获颁国外大学本科学位。

合作院校包含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多所国外知名大学，其中多所高校为AACSB认证的全球顶尖商学院

以2+2升学模式为例：

项目课程

语   言  课   程：基础英语、学术英语、雅思培训

商科专业课程：计算机基础、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数学、会计学原理、财务管理、商务统计学、

                             个人理财与投资、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企业环境、管理会计

艺术专业课程：设计素描、何谓设计及设计的本质与特征、色彩与视觉成像、新媒体概论、视觉与空间创意、

                             当代设计研究基础、手绘配景图、概念艺术创作 、点阵与矢量图形、计算机辅助设计、

                             色彩构成基础、立方体空间的构成

美国通识课程：批判性思维、美国历史、西方艺术史、哲学导论、文化人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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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方向推荐专业：   平面设计、服装设计、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国际时尚管理等 。

商科方向推荐专业：   金融学、经济学、会计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企业管理、管理学、
                                       酒店及旅游管理等 。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AND MASTER 4+1 PROGRAM

01无需高考、雅思

学生入读此项目无需参加高考，高二会考结束且成

绩合格，只需参加校内组织的入学语言测试，即可

报名入读无需提供英语雅思成绩 。

03  无需出国

学生的4年本科学习课程全部在国内汕头大学就读，

无需出国 。

04 节省费用

项目无需出国，4年全部在国内完成，为学生和学生

家长节省近40-60万人民币 。

02  国际认可

学生通过此项目获得的英国桑德兰大学的本科学位

证书与前往英国攻读获取的本科学位证书完全一

致，真实有效，国际认可 。

05 小班授课

项目采取小班授课形式，有助于学生对学习内容的

吸收，老师也可以更好地关注和辅导每一位学生。

08  中外名师

项目采取双语教学形式，将采取中教外教相结合的

教学方式 。

07 海外学籍注册

学生在大三结束后，3年专业课和语言成绩达标，将

注册英国桑德兰大学学籍。

06  名校硕士对接

通过项目学习成功获得英国桑德兰大学本科的学

生，有机会申请进入世界排名前100的英国大学继

续进行硕士学位深造 。

国际本硕 4+1 项目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对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留学热潮在疫情蔓延的情

况下也受到极大影响，甚至在疫情最严重阶段，很多国家封锁、高校闭园致使“准留学生”面临学业搁置，出

国无门的境遇。在此特殊背景下联合英国桑德兰大学，专门为“准留学生”打造了不出国门也可获得国际认可

的国外大学本科学位项目。

针对高中毕业生，汕头大学采取项目单独招生。学生报名时参加汕头大学组织的校内考试，成绩合格的学生直

接进入汕头大学国际本科项目学习4年。完成4年学习且成绩合格的学生，将获得由英国桑德兰大学颁发的国际

认可的本科学士学位。本科毕业的学生可选择申请赴英国桑德兰大学或全球其他名校继续学习1年获得中国教

育部认可的硕士研究生学位。

国际4+1项目简介

国际4+1项目项目八大优势

推荐专业：商务与管理

本科合作院校：桑德兰大学

硕士部分合作院校：利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纽卡斯尔大学、雷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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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泰多语培养的本科专业/培养方向（中文授课，英语泰语作为必修学分语言课程）

学位 专业 学分

BBA工商管理学士

B.Ed教育学学士

B.Com.Arts传媒艺术学士

130学分

120学分

120学分
人力资源、电子商务、金融与会计、旅游与酒店管

理等培养等方向

学前教育专业   

广播与电视专业影视后期动漫定向与推荐就业班 

BFA艺术学学士

BPH公共卫生学士

120学分

120学分

艺术设计与数字传媒专业

大健康促进与医学大数据专业

专业设置 —— 高中起点本科（面向高中或中专毕业生）

本科推荐院校

RECOMMEND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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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格乐大学建于1952年，坐落在泰国首都曼谷，是由泰国人格乐·曼卡拉（ เ กร ิ ก 

มังคละพฤกษ์）建立，旨在传播教育英语的大学，泰国第一所用英语教学的私立大学。目前在

校生近万人，其中国际学院在读学生千余人，优秀博士导师三百余人，开设本科大类专业20个、硕士专业8

个、博士专业6个，细分培养方向共计123个。

★ 泰国国家级科研型大学7家示范单位之一                                                             ★ 拥有泰国国家级核心期刊的综合研究型高等学府

★ 泰国高等教育科研创新部批准的中文授课国际课程基地                                  ★ 中泰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定院校

★ 泰国高端政商校友资源平台全球中文联盟会员单位国际大学协会                 ★ 泰国政府批准001号私立大学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IAU）成员大学

★ 全球能源互联网大学联盟成员及南亚东南亚大学联盟成员大学



推荐专业：商务与管理

酒店管理、事务管理和旅游排名第4    护理和妇产学排名第5      时尚与纺织品位列第14     机械工程排在26位      

电影制作和摄影排名第15                     设计与工艺位列21名        财务与金融、新闻出版和公关排名第27

完成4年学习且成绩合格的学生，将获得由英国桑德兰大学颁发的国际认可的本科学士学位。本科毕业的学生可

选择申请赴英国桑德兰大学或全球其他名校继续学习1年获得中国教育部认可的硕士研究生学位。

可申请世界TOP100名校如以下院校

项目学生成功获取世界TOP100名部分校OFFER展示

南安普敦大学 诺丁汉大学利兹大学伯明翰大学杜伦大学 谢菲尔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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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报排名：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教育专业排名第2                  旅游及酒店管理排名第9         电影制作与摄影排名第14

旅游及酒店管理排名第2     电影制作与摄影排名第6          媒体与电影研究排名第14         机械工程排名第13

桑德兰大学（University of Sunderland），建立于1901年，位于英国泰恩威尔郡桑德兰

市，是一所英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桑德兰大学是英国东北五校之一，也是全英建立最早的三

家理工学院之一。桑德兰大学由艺术，设计和传媒学院、商学与法律学院、应用科学学院、教育与社会学学院

四大学院组成。目前在校学生约17101名，包括来自世界118个国家和地区的2695名国际学生。

★ 英国大学联盟（UEN）成员，在新的英国大学科研评估和英国政府教学水平
    评估中位居榜首。

★ 2005年被《泰晤士报》高等教育评为提供“最佳学生体验”的英格兰大学

★ 2019年Whatuni学生选择奖“年度大学”中排名第16（共131所大学）



                                     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建校于1967年，位于澳大利亚的西澳首府珀斯市（Perth），澳

大利亚科技大学联盟（ATN）成员，素有澳洲的“麻省理工”之称。它是澳大利亚西海岸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

学，全澳名列榜首的科技大学，同时被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认证委员会评为全国一流大学之列。科廷大学在

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是澳洲12所连续三年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为世界200强大学之一。

★ 2021 QS世界大学排名第217

★ 2021 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第174

★ 2021THE世界大学排名第201–250段

★ 2020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第201-300段

★ 2017年在英国政府卓越教学框架（TEF）中获得金奖

★ 2019年《卫报》大学排名中，林肯大学名列全英国第22名

★ 2019年《泰晤士与星期天泰晤士报》大学排名中名列全英国42名

★ 2019年《完全大学指南》中排名全英国43名

★ 2018年学生满意度（NSS）中排名全英第8名

★ 2020年完全大学指南排名位列英国42名

★ 2020年《卫报》大学指南位列全英第17名

语言要求：雅思总分 6.0，各单项不低于 5.5

推荐专业：商业研究、商务管理、商务金融、商务经济

                                     林肯大学近年来在各个大学排名中脱颖而出，在近四年时间内排名上升超过60个名次。被

                                    《泰晤士报》评价为“近年来上升最引人注目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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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要求：雅思总分 6.0，各单项不低于 6.0

 推荐专业：会计学、国际商务、市场营销、管理学



                                     卡普顿大学（CBU）是加拿大的一所公立大学，下设4个学院，分别是文学院、理工学院、

                                     商学院和健康与教育学院。在麦克林杂志评选的加拿大毕业生最满意的公立大学中，CBU

屡获殊荣。CBU位于加拿大东海岸的卡普顿岛，卡普顿岛凭借美得让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和生动的文化成为北美

岛屿排名第一的旅游圣地。

语言要求：雅思总分 6.0，各单项不低于 6.0

推荐专业：酒店和旅游管理、应急管理、工商管理 — 供应链管理方向、工商管理 — 会计方向

AACSB International，英文全称是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中文名称是“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目前全球仅有761所商学院获得AACSB认

证，少于世界所有商学院总数的5%。AACSB International 以极其严格及高标准的教育认证制度

而著称，其代表着一所商学院的最高成就，也是商学教育达致世界级水平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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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AACSB？



★ 在英国官方每7年发布一次的REF（英国大学科研实力）排名中，利物

浦大学位居英国第22位，大学综合排名均处于世界Top1%。化学和计算

机科学专业均位列全英第一名。

★ 利物浦大学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建筑系，利物浦大学建筑系在英国最

权威的研究水平考核（RAE2008）中排名第三，其管理学院也是国际商

管学院促进协会 (AACSB) 成员之一。

★ 杜伦大学多个院系位列全英第一，是2015完全大学指南排名中英国仅有的一所全部学科均排名前10的大学；

★ 杜伦大学在2021卫报排名全英第4位；

★ 2021QS世界大学排名第86位；

★ 商学院同时拥有三重认证EQUIS、AMBA和AACSB，是世界排名前1%的顶尖商学院，也是英国十大商学院之一；

★ 著名的英国罗素大学集团、科英布拉集团、全球大学高研院联盟和N8大学联盟的成员。

 推荐专业：
会计与金融硕士、商业分析和大数据硕士、财务与投资管理理

学硕士、金融技术理学硕士、管理硕士

 推荐专业：
金融硕士、会计学理学硕士、会计与金融理学硕士、国际银行与金融理学硕士、国际货币、金融和投资理学硕

士、市场营销理学硕士、管理学理学硕士

硕士推荐院校

RECOMMENDED INSTITUTES FOR M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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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始建于1881年，位于英国五大核心城市之一利物浦的

                                     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世界老牌名校，英国著名的研究型公立大学。利物浦大学是英国著名

的六所红砖大学之一，英国常春藤联盟罗素大学集团、N8大学联盟、江苏-英国高水平大学20+20联盟创始成

员之一。利物浦大学共培养出9位诺贝尔奖得主，包括英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罗斯（Sir Ronald Ross）

                                     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世界百强名校，英国顶尖大学之一，在英国乃至全世界一直

                                     享有极高美誉，是位于英国东北英格兰城市杜伦的一所顶尖公立大学。杜伦大学的教学与科

研历史可以追溯到600多年前，它属于英格兰最早开设的一批大学，是仅次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英格兰第

三古老的大学。杜伦大学也是素有英国常青藤盟校之称的罗素大学集团（The Russell Group）成员，拥有起源于

1072年的达勒姆堡和大教堂。2010年5月，杜伦大学与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加拿大女王大学、新西兰奥塔哥大

学、德国图宾根大学、西澳大利亚大学以及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一道加入了马塔里卡大学联盟。



院校 简介 QS排名

其他合作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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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始建于1825年，位于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名校，英

国顶尖学府，世界百强大学，著名的六所红砖大学之一，曾于1900年获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的皇家特许状。学

校同时也是罗素大学集团、M5大学联盟、全球大学高研院联盟成员，Universitas 21创始成员，中英大学工程教育

与研究联盟成员 。

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勋衔Soton，世界百强名校，英国顶尖学府。英国皇家授勋大学，

英国罗素大学集团创始成员，世界大学联盟、科学与工程南联盟、国际大学气候联盟、世界港口城市大学联盟、

RENKEI成员。

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始建于1831年，是一所位于英国第三大城市利兹市的世界百强综合研究型大学，

英国前十顶尖学府，英国六所红砖大学之一，英国罗素大学集团创始成员之一，亦是白玫瑰大学联盟、N8大学联

盟、RENKEI、中欧商校联盟、“一带一路”商学院联盟、国际大学气候联盟、世界大学联盟成员，至今已培养出

包括6位诺贝尔奖得主、3位国家元首和工党党魁基尔·斯塔默在内的众多著名校友。

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是世界百强名校，英国顶尖学府。学校位于英国英格兰南约克郡谢菲

尔德市，建校历史可追溯至1828年，是英国著名的六所红砖大学之一。作为一所百年名校，谢菲尔德大学共培养

出6位诺贝尔奖得主。谢菲尔德大学是英国众多百年名校中最具有国际声望的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之一，为世界大

学联盟、罗素大学集团、白玫瑰大学联盟、N8大学联盟、欧洲大学协会以及英联邦大学协会等组织成员。

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建于1881年，位于英国英格兰诺丁汉市，是一所世界百强名校，英国老

牌名校，顶尖公立研究型大学。诺丁汉大学是英国罗素大学集团成员、中英大学工程教育与研究联盟成员、

Universitas 21创始成员、M5大学联盟创始成员和Sutton Trust 13、英日RENKEI成员。诺丁汉大学在英国乃至世界

范围内获得广泛美誉，如英国“女王企业奖”和“女王高等教育年度金奖”等。

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建于1964年，是一所位于英国英格兰西北部兰开夏郡的顶尖学府，世界一

流研究型大学，享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属于平板玻璃大学，是N8大学联盟、欧洲大学协会、英联邦大学协会成

员，拥有世界一流的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LUMS）以及英国顶尖的环境科学学院、数学与统计学系、语言学

系、法学院等。

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是位于英国英格兰东北部的世界排名前1%的顶尖大学，英国著名公立大

学、老牌名校。纽大作为世界上诺贝尔奖产出数量最多的大学联盟罗素大学集团的成员，以及N8大学联盟、欧洲

大学协会（EUA）、英联邦大学协会（ACU）、英日RENKEI的成员，拥有欧洲顶尖的医学院，同时传媒专业位居

英国前三，其它学科门类皆相当齐全且出色。

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是一所综合研究型大学。卡大是英国罗素大学集团成员，坐拥2位诺贝尔奖得

主，51位英国五大学术院院士和32位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培养出伊拉克总统、约旦首相、牛津大学校长等众多

名流政要。卡大商学院是获得AACSB官方认证的商学院，是欧洲最大的商学院之一。2008年和2014年REF商科排

名高居全英第4和第6。

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位于英国英格兰南部伯克郡首府雷丁，是一所英国一流研究型大学，始建于

1892年，曾是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所创立的分院，后于1926年得到英国皇家宪章授权，成为一所独立大学。雷

丁大学是英国前1994大学集团成员，江苏—英国高水平大学联盟成员、国际大学气候联盟成员，曾于1998、

2005、2009、2011先后四次获得英国女王周年奖。

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始建于1909年，英国顶尖学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拉夫堡大学借由英国军

事工业的研究需要而迅速崛起，并在1966年被授予皇家宪章，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水平，是M5大学联盟的创始成员

之一。荣获“英国年度大学称号”、“大学设施奖”金奖。并且在“Table of Tables”、完全大学指南、卫报、泰晤士

报等英国所有国内大学综合排名中均位列前十。拉夫堡大学连续五年荣获QS“世界五星+”大学殊荣。

伯明翰大学

南安普敦大学

利兹大学

诺丁汉大学

兰卡斯特大学

谢菲尔德大学

纽卡斯尔大学

卡迪夫大学

雷丁大学

拉夫堡大学

87

90

91

99

135

93

152

159

205

226



入读条件

报名材料

凡已经取得高中、职高或中专学历的学生均可申请报读汕头大学出国留学项目，高中会考、高考成绩仅做参
考。每年9月份统一入学。

收费标准

报名须知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报名申请表 身份证复印件 高中毕业证复印件 高考成绩单 雅思/托福成绩单

大一寸彩照三张 作品集
（仅限艺术方向）

          作品集要求:
（1）以国外大学各专业当年申请录取的具体要求为准。

（2）因院校申请需求，作品集统一由国际艺术项目艺术作品集培训基地知名教授辅导，具体费用
          根据培训课时和申请院校要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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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部分

国外部分

国际本科1+3项目17800元/年

国际本科项目（商科方向-艺术方向）55000元/年

国际本硕4+1项目55000元/年

* 另需住宿费3000元/年

国际本科项目学费约150000 - 200000元/年

国际本科1+3项目（格乐大学）学费159800 元/三年

* 注：1+3项目第一年需交50000元（包含在学费内）至泰国格乐大学，为学籍注册费

国际本硕4+1项目另需国外院校学籍注册费约4000英镑

国外大学学费各有不同，具体请参考各国外合作大学官方网站的学费标准

1. 未达到免笔试入学条件的学生，均需参加出国留学项目入学考试合格后予以录取。

    入学考试分为三部分：笔试 + 面试 + 留学适应力测试

2. 免笔试条件（符合其中之一即可）  

    ①高考英语单科成绩100分及以上

    ②雅思成绩 4.5 分及以上                                                                                                  

    ③高考成绩总分达到考生当地本科录取线

3. 开放日暨入学考试时间，请关注我校官方网站。



学生日常·闪耀光芒

STUDENTS DAILY· SH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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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出国留学
赖老师

SHANTOU  UNIVERSITY  REGISTRATION  LOCATION

地址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大学路243号

地址二：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大学路116号

手机：13112575668    赖老师

固话： 0754 - 86503511

汕头大学报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