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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校及国教院介绍 

1.1 河海大学简介 

河海大学创建于 1915 年，是一所具有百余年办学历史，以水利为特色，工

科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实施 211 工程重点

建设、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以及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 

河海大学现有教职工 3258 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1187 名，博士生导师

400 名；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2 名，双聘院士 15 名。拥有 1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

点学科（水利工程），7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培

育点，10 个一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46 个二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 15 个博士

后流动站；12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66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5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198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12 种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其中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涉及

19 个工程领域；52 个本科专业。截止 2016 年，拥有各类学历教育在校学生 51272

名。 

河海大学校本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地址西康路 1 号，邮编 210098。

另在南京江宁区和常州也设有校区。学校网址为 http://www.hhu.edu.cn/ 

1.2 国际教育学院介绍 

河海大学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开展。学校是国家首

批授权可授予外国留学生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高校，已为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培养了千余名博士、硕士与学士，与 20 个国家（地区）的 57 所大学和科研机

构建立了校（所）际协作关系。 

学校从 1954 年开始已为五大洲的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上千名各类专

业技术人才，很多学生回国后成为该国高层技术专家、学者或高层管理人员，2016

年，学校留学生规模达到 1147 人，其中，学历生 743 人。 

目前，国际教育学院主要负责全校来华留学、出国留学、合作办学、短期

交流、汉语培训等项目的管理与服务。 

学院中文网址为 http://hhis.hhu.edu.cn/；英文网址为 http://ie.hhu.edu.cn/ 

1.3 办公地点与联系方式 

 学生事务：校本部友谊山 6 号楼（近学校大门）203 办公室； 

 招生培养，汉语交流：校本部友谊山，国际处 103 办公室； 

http://www.hhu.edu.cn/
http://ie.hhu.edu.cn/


 学生宿舍：校本部留学生 1 号楼管理站（近学校 2 号门），025-83787051； 

校本部友谊山 2 号楼管理站，025-83786902； 

校本部友谊山留学生 3/4/5 号楼管理站，025-83786003； 

           江宁校区 20 舍管理站，025-52148953。 

 相关机构： ①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办理居留许可机构） 

地址：白下路 173 号 

②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 （办理临时住宿登记）   

鼓楼区: 上海路 203 号 ；江宁区: 通淮街 98 号  

③南京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体检） 

地址：南京市雨润大街创智路 39 号 

1.4 接待时间 

国际教育学院每周有专门的时间接待学生，处理相关事务。国家法定假日和

周末不对外办公，寒暑期将安排值班老师。该制度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 

河海大学留学生事务接待时间表（本部办公室） 

姓名 
星期一上午 

8:30-11:30 

星期三上午 

8:30-11:30 

星期五上午 

8:30-11:30 

杨  颖 
医疗保险，奖学金， 

办理交费 

医疗保险，奖学金， 

办理交费 

医疗保险，奖学金， 

办理交费 

王新瑞 
学生活动，事务咨询， 

请假办理 

学生活动，事务咨询， 

请假办理 

学生活动，事务咨询， 

请假办理  

李  妍 招生录取，项目合作 招生录取，项目合作 招生录取，项目合作 

边  琦 居留许可，签证办理 居留许可，签证办理 居留许可，签证办理 

李君钰 / 课程安排，教务咨询 课程安排，教务咨询 

陈玮嘉 汉语培训 汉语培训 汉语培训 

胡宁宁 国际交流生 / 国际交流生 

河海大学留学生事务接待时间表（江宁校区 20 舍 1 楼） 

时间 姓名 事务 

星期二 14:00 李君钰 课程安排，教务咨询 

星期三 14:00 王新瑞 学生活动，事务咨询，请假办理 

星期四 14:00 杨  颖 医疗保险，奖学金，办理交费 

星期五 14:00 助  管 居留许可，签证办理 

 

 



第二部分 学生须知 

2.1 河海大学外国留学生守则 

（1）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学校的规章制度，有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 

（2）遵守社会公德，有良好的品行修养。 

（3）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4）勤奋学习完成学校规定的培养计划并积极参加校内外活动。 

（5） 创造和维护文明、整洁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保持公寓楼内外整洁美观。 

（6）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讲究卫生。 

（7）对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人民和他国人民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8）维护和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2.2 留学生公寓行为文明须知 

为营造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请所有留学生同学共同做好如下几条事项： 

(1)每天 12:00-14:00、22:00-8:00 时间段内，禁止在公共场合大声讲话或烧饭；禁

止大声播放音乐或声响。 

(2)每天 23:00-6:00 时间段内，有特殊原因需要出入的学生需在宿舍管理站处登记，

一个月内不得超过 3 次。 

(3)朋友到访，务必在宿舍管理站进行信息登记。如不进行登记，发生意外事件

后果自负。 

(4)禁止高空抛物，乱扔垃圾，随地吐痰，或丢弃烟头。不得将家具随意放臵在

公共区域。 

(5)不得聚众酗酒。 

(6)留学生入住后原则上不予调换房间。 

(7)所住寝室不能私自转让、转租或留宿他人。 

(8)拖欠住宿费者，超过两个月将被取消住宿资格。 

(9)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老师或宿管人员的合理管理。 

(10)收到国教院书面警告次数超过 3 次的学生，将不再容许居住于校内。情节严

重者将予以开除学籍。 

2.3 新生报到注册方式 

按照国际教育学院安排的具体流程执行。 

（1）携带录取通知书，JW201/202 表，护照，3 张护照照片，申请表，最高学



历、学位证书，成绩单，语言证明，推荐信，个人自述，健康证明等相关材料，

准备必要的费用，至国际教育学院报到。 

（2）全额奖学金生学校安排住宿；其他学生需缴费。 

（3）住校外的学生应到学校登记住宿信息。 

（4）签署留学生安全责任书，凭国际教育学院的入住通知书到宿舍办理入住，

并在 24 小时之内到派出所办理临时住宿登记。学生需自行购买被褥等床上用品。 

（5）根据要求进行体检，并及时办理居留许可。 

2.4 老生报到注册 

 每个学期开学的第一周，老生都必须本人报到注册，需要携带的证件包括护

照，学生证，银行卡（如需缴费）。 

 如果不能按时报到注册，奖学金将被停发，情节严重的，奖学金将被取消。 

 如果因为特殊原因的，需要填写请假申请单，并征得相关老师同意，发送至

ie_academic@hhu.edu.cn，否则不予通过。 

 具体的报到注册时间，将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2.5 学生请假制度 

（1）学生离校前应当本人进行请假申请，携带好个人申请与本表格。 

（2） 学生没有得到学校的同意即擅自离校的，将取消奖学金资格。情节严重的，

国际教育学院将停止其学籍。 

（3） 请假期限在 7 天以内的，应当由辅导员、教学秘书和研究生导师一致同意。 

（4）请假期限超过 7 天的，还需要经过国际教育学院相关领导的同意。 

（5）请假期限超过 1 个月的，奖学金将停发直到学生返回学校完成所有手续。 

 

 

 

 

 

 

 

 

 

 



第三部分 居留许可及保险 

3.1 居留许可和签证 

 

 

 

 

 

 

 

 

 

 

 

 

 

 

 

 

 

 

 

 

 

 

 

 

 

 

 

 

 

 

 

 

3.2 购买和使用医疗保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规定，来华留学生必须购买保险，否则将没有学习资

格 。 河海大学据此规定如下：  

学习时间一年（含一年）以上，申请 X 签证；学习

时间一年以下，申请 X 或 F 签证。 

持 X 签证的留学生自入境起 30 天

内必须在国际教育学院申请办理

居留许可。 

持 F 签证入境的留学生在中国停留

天数由签证栏内“停留天数”决定。继

续学习者，F 签证到期前须至国际教

育学院办理居留许可申请手续。 

留学生外出需随身携带本人护照和学校证件，以

备公安部门随时查验。 

 

入境后入住或变更住宿地点均须在入住后携带相关材

料至国际教育学院代办临时住宿登记。 

 

并在 24 小时内前往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住宿登记，

填写临时住宿登记表。办理相关手续时，留学生需按

有关规定向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交纳手续费。 

 

居留许可延期或变更，留学生需至少提前 2 周向

国际教育学院提出申请，以便开具相关证明材料。 



在我校学习时间在 6 个月以上（含 6 个月）的来华留学生，必须购买保险。 

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河海大学全额奖学金生等，奖学金条款中含有提供医疗保险

内容的，由学校支付费用保险费。其它各类奖学金生、自费生或校际交换学生，

保险费用由留学生本人支付给学校，统一购买； 

购买来华留学生团体综合保险的留学生，应在每学年开始时交纳相应的保险

费用，否则不予注册。保险费用为 800 元/学年(每年 9 月初到第二年 8 月底 ) 

 保单保险责任如下并实行全程医疗管理服务 

保障项目 保险金额（人民币） 

身故/残疾 10 万元 

意外伤害医疗 2 万元 

门诊医疗保险责任 2 万元（起付线 650 元，85%赔付 ；日限额 600 元） 

住院医疗保险责任 40 万元 

（1）被保险人在本次投保前发生的重大疾病或慢性病，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

金的责任。 首次投保或非连续投保的被保险人自投保之日起 30 日为等待期，如

等待期内出现住院情况，不负担赔偿责任。如连续投保或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事故

进行治疗的无等待期。  

（2）使用保险，须在公立医院的普通门诊就诊或普通科室住院，外宾病区、特

需、VIP 病区、包床、包房、私立及合资医院的费用不能报销；每次看病后要保

存好病历、收据原件，达到起付线申请理赔时要一并提供给保险公司；“日限额

600 元”：日限额指同一天在同一医院，同一科室就诊费用的限制额度。  

（3）保证收费收据上的姓名准确，如果不正确，须到医院收费处手工修改，在

修改的地方要盖医院的章；理赔申请提供的护照，必须是有效期内的护照复印件；

今年保险方案变更后，住院前、住院后、门诊手术的费用都归为门诊责任；如果

您的病情未到达住院条件，门诊治疗即可，而您自行住院，发生的住院费用将无

法获得理赔报销。  

（4）理赔材料寄送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5 号双子座 B 座 303 室，

收件人：来华项目理赔部。电话：010-59104919 邮编：100022。保险细则以《平

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华人员综合保险保障计划简介》为准，详情请见

www.lxbx.net 中的投保指南及理赔指南。 

平安保险住院垫付医院名单（南京市） 

医院名称 地址 区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医院 
鼓楼区丁家桥 87 号 鼓楼区 



江苏省人民医院 鼓楼区广州路 300 号 鼓楼区 

鼓楼医院 鼓楼区中山路 321 号 鼓楼区 

同仁医院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吉印大道

2007 号 
江宁区 

 住院垫付服务流程 

根据平安保险公司与北京环球医疗救援有限责任公司签定的医疗垫付服务协议，

来华留学生住院费用垫付服务流程如下： 

（1）留学生因病或意外伤害送至卫生部国际紧急救援中心救援网络提供的网络

医院就医（医院名录见留学保险网 www.lxbx.net 的网络医院专栏）。 

（2）留学生需住院治疗，其所在学校留学生管理部门老师（以下简称老师）或

留学生本人应即拨打垫付方 24 小时服务电话 4008105119 接通后按 1 键报险，告

之即将入住的医院名称，垫付方即与学生拟入医院联系住院治疗事宜。 

（3）留学生住院后的 24 小时之内，必须办理好如下事项： 

①填好“网络医院住院费用垫付委托书”（见附件 3）并加盖本校留学生管理部

门公章； 

②准备被保险人的护照首页复印件（护照复印件必须在有效期内），以便垫付方

确认被保险人身份（为此，建议各有关院校提前留存参保留学生护照首页复印件）； 

③将“网络医院住院费用垫付委托书”及留学生的护照复印件一同传真至

010-58766773。 

 垫付注意事项 

（1）配合垫付公司及时传真相关文件； 

（2）如须垫付，住院 24 小时内必须报案，超出时间的将不能办理垫付； 

（3）自费费用超出整个住院费用的 25%时，自费费用须留学生自行承担； 

（4）得知出院信息时，需及时通知垫付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出院材料与垫付公

司联系结算。 

 

 

 

 

 

 

 

 

 



第四部分 校园生活 

4.1 办理住宿 

南京需要变更住址的，或从外地来到南京的，需要在入住后 24 小时内前往

公安部门，办理临时住宿登记。 

 

 

 

 

 

 

 

 

 

 

 

需要退宿的，须提前打扫清理房间，将房间钥匙、空调遥控器等交还给物业

管理人员，经物业管理人员检查宿舍无误后，前往国际教育学院办公室，结清住

宿费用，开具《退宿同意书》。住宿结束时间以开具《退宿同意书》为准。 

4.2 校园网络 

4.2.1 计费方式 

（1）0.5 元/小时 

（2）20 元包 60 小时，超过 60 小时按 0.5 元/小时计 

（3）40 元包月（不限时） 

（4）100 元包半年（60 小时/月），超过 60 小时按 0.5 元/小时计 

（5）150 元包半年（100 小时/月），超过 100 小时按 0.5 元/小时计 

（6）200 元包半年（不限时） 

开通网络账户当月，自动默认为 200 元包半年的计费方式。如果您想要更换计费

方式，请在每月月底之前在网上自行更换，否则下月将继续使用现行的计费方式。 

4.2.2 网络账户开户步骤 

 通过校园网，直接访问网页 http://account.hhu.edu.cn/Self/nav_login， 进入“用

住址在校内 住址在校外 临时住宿宾馆 

到住宿地址所属

的公安局办理。 

填写国教院出具的

《临时住宿登记表》。 

江宁校区的同学

前往江宁派出所

（通淮街 98号） 

由住宿宾馆代

为办理。 

携带护照和护照复印件 

本部的同学前往

宁海路派出所（上

海路 203号） 

携带租房协议、护照

等材料及其复印件。 



户自助服务系统”； 

 用户名：学号；初始密码：123456；登录后可以自己修改密码。 

 现金交费 

    西康路校区：请先登录账户，自己打印或者到信息中心 1 楼（地图上 8 号楼）

打印交款单；再到河海馆 201 财务处交费，再把缴款凭条交给网络中心。 

    江宁校区：请自己打印交款单，到行政楼 3 楼财务处交费，再把缴款凭条交

给致远楼 506 网络中心。 

校园卡交费  

推荐使用自己或朋友的校园卡直接在自动圈钱机上直接交费。 

 网络开通步骤 

http://hhic.hhu.edu.cn/s/3/t/2685/p/1/c/16552/d/16587/list.htm 

下载网络客户端 Dr.Com，打开安装后的网络客户端并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完成以

上各项步骤您将能在宿舍使用网络。 

 

4.3 办理使用校园一卡通、中行卡 

4.3.1 校园卡功能 

（1）在学生食堂可刷卡就餐。 

（2）在学校的教育超市可刷卡消费。 

（3）奖学金生可在校医院刷卡就医。 

（4）在圈存机上通过校园卡转账交付上网费用。 

4.3.2 如何办理校园卡 

（1）在中国银行莫干路分行办理中国银行借记卡。 

（2）携带您的学生证、中国银行借记卡和 20元现金，前往学校的结算中心（学

校地图上的 32号楼）办理。 

4.3.3 如何办理中国银行账户 

（1）从学校 1号门步行 1.2公里到中国银行莫干路支行。 

（2）请携带您的护照、学生证或录取通知书、以及你在本国的税号或身份证前

往开户。填完存款单并存款（至少 1元）后您能同时得到一本存折和一张银行卡。 

User Name  

Password  

Dr.Com Client 

Download Page 

Self-Service 

Page 

http://hhic.hhu.edu.cn/s/3/t/2685/p/1/c/16552/d/16587/list.htm


4.4 国际教育学院学生请假申请表 

姓名（中文）  英文名  国籍  

年龄  性别  学历层次  

专业  护照号  住址  

请假时间  返回日期  签证有效期  

请假原因  

个人声明 
（围绕安全、健康等问题做出的承诺） 

                                     

                              

签名： 

                                       日期： 

辅导员意见 

 

 

 

   签名： 

   日期： 

教学秘书意见 

   

 

 

  签名： 

  日期： 

研究生导师

意见 

   

 

  签名： 

   

  日期： 

院领导意见 

    

   签名： 

 

   盖章： 

    

   日期： 

说明： 

（1）学生离校前应当本人进行请假申请，携带好个人申请与本表格。 

（2）学生没有得到学校的同意即擅自离校的，将取消奖学金资格。情节严重的，

国际教育学院将停止其学籍。 

（3）请假期限在 7 天以内的，应当由辅导员、教学秘书和研究生导师一致同意。 

（4）请假期限超过 7天的，还需要经过国际教育学院相关领导的同意。 

（5）请假期限超过 1个月的，奖学金将停发直到学生返回学校完成所有手续。 

 

该表可在 http://202.119.112.75/s/51/t/191/a/167090/info.jspy 下载获得。 

http://202.119.112.75/s/51/t/191/a/167090/info.jspy


4.5 奖学金的发放及停发 

（1）奖学金发放 

发放奖学金中包含生活费的学生，请在报到之后，到中国银行莫干路支行办

理借记卡； 有部分学生因各种原因，无法办理中国银行借记卡，请到山西路 68

号中国建设银行办理借记卡。卡办好后，请到国际教育学院 203 室登记卡号，以

便每月 10 日左右能收到奖学金。如果银行卡丢失，请及时补办并告诉国际教育

学院相关老师。 

（2）奖学金停发 

学期报到注册时不能按时报到注册的同学，将停发奖学金。如有特殊原因，

需离开学校，需在国教院网站下载请假申请表，经过导师及国际教育学院同意后

才能离校。离校期间，奖学金停发，等回校报到后向国际教育学院申请恢复发放。 

请 假 申 请 表 下 载 地 址 ：《 国 际 教 育 学 院 学 生 请 假 申 请 表 》

http://202.119.112.75/s/51/t/191/a/167090/info.jspy 

4.6 校园活动 

课余时间，国际教育学院为留学生组织了各种文体活动，如开学典礼、毕业

典礼、国际文化节、感知中国社会实践活动、新年晚会、模拟联合国、“同乐金

陵”大型活动、“CCTV 汉语桥大赛”、“留动中国”、田径运动会、友谊沙龙等。

留学生还可以参加学校各类社团活动。 

学校的体育场、足球场、篮球场，留学生都可以使用；篮球馆、羽毛球馆、

乒乓球馆、健身房等需要交纳一定费用。 

4.7 留学生培养相关信息 

4.7.1 来华留学本科生培养流程 

国际教育学院 学院 教务处 

报到 

学期注册（每学期） 

开具学院报到函 

制作学生证 

教育部学籍注册 

持报到函到学院报到 

查看班级、领取课表 
学生信息录入综合教务系统 

培养 安排第一年公共课程 安排专业课程 

每学期在教务系统中选课并

查看课表 

每学年审核学生是否达到升

学标准，否则转下试读 

 

毕业 

制作中英文证书 

办理离校手续 

教育部学历注册 

审核是否符合毕业标准 

 
发布毕业生名单 

http://ie.hhu.edu.cn/picture/article/51/ba/d0/733ccc954f83bc8319bbdfe10b13/821b6c02-085e-4f84-bba6-fb13da10da91.doc
http://202.119.112.75/s/51/t/191/a/167090/info.jspy


4.7.2 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流程 

国际教育学院 学院 研究生院 

报到 

学期注册（每学期） 

开具学院报到函 

制作学生证 

教育部学籍注册 

持报到函到学院报到 

安排导师 

学生信息录入研究生信息管

理系统 

培养 安排公共课程 安排专业课程 
每学期在研究生系统中选课

并查看成绩 

毕业 

制作中英文证书 

办理离校手续 

教育部学历注册 

申请答辩并提交学位申请材

料 
发布毕业生名单 

4.8 河海大学在校管理系统 

河海大学在校管理系统提供在线选课、查看课表、查看成绩、打印在读证明

和打印成绩等功能。请河海大学所有学历留学生使用自己的账号登录相应的系统

后，修改初始密码并牢记。 

在校管理系统的使用手册在国际教育学院网站上查看，国际教育学院的网址

是 http://ie.hhu.edu.cn/ 

 

研究生系统                          本科生系统 

 

 

 

 

 

 

 

 

 

 

http://ie.hhu.edu.cn/


第五部分 其他方面 

5.1 国际教育学院微信公众号 

 

    国际教育学院的重要通知和活动安排都将在微信公众平台HHIS上进行推送。 

5.2 河海大学外国留学生非学历进修招生简章 

国际教育学院每年春季和秋季学期都开设汉语长期进修课程。为满足不同汉

语水平学生的需求，使学生循序渐进地提高汉语水平，我院同时开设不同层次的

汉语课程。学生到校后，进入相应层次的班级学习，由专业对外汉语教师授课，

从听、说、读、写等方面进行培训。学院优秀的师资将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 

 学制与申请 

学制：一学期及以上 

申请条件：16 周岁以上，身心健康的外国籍公民； 

申请时间：春季学期： 1 月 20 日之前 ；秋季学期： 6 月 30 日之前 

申请材料： 

（1）河海大学申请表; 

（2）护照及签证复印页; 

（3）最高学历证书及相应成绩单; 

（4）学习时间超过六个月者需提供外国人体检表; 

（5）三张照片 

★ 必要时，我院会要求申请人提供补充材料 

 申请程序： 

（1）学生准备申请材料； 



（2）登录网址 http://ie.hhu.edu.cn/进行在线申请； 

（3）学校审核材料，告知录取结果； 

（4）学生缴纳报名费用（300RMB）； 

（5）国际教育学院制作录取通知书及签证表格并寄送给学生。 

 费用： 

（1）学费：6,600 元/学期；13,200 元/年（包含教材费） 

（2）报名费：300 元/人 

（3）保险：300 元/6 个月（强制），600 元/年 

 联系方式 

招生、教育信息：陈老师 Jessica 

电话：+86 25 83787955 

电子邮件: admission@hh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