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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厦海职院〔2019〕14号

关于印发《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招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
华侨华人后裔学生招生简章》的通知

学院各部门：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招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的华侨华人后裔学生招生简章》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 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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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
招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
华侨华人后裔学生招生简章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集美校友总会回信精神，更

好地宣传“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的丰功伟业，传承

和弘扬嘉庚精神，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吸引和鼓励

更多优秀华侨华人后裔学生来厦门学习深造，厦门市陈嘉庚教育

基金会特设立“陈嘉庚奖学金”，我校是该奖学金项目的招生学

校之一。

根据《陈嘉庚奖学金章程》等文件要求，我校特制定招收“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华侨华人后裔学生招生简章，欢迎符合

条件的留学生申请就读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一、学校简介

（一）学院名称：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国标代码：12629）

（二）办学类型: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

（三）层次:大专

（四）学制:三年

（五）地址

翔安校区：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洪钟大道 4566 号

思明校区：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 61 号

（六）概况：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位于美丽温馨的海上花

园城市——福建厦门，是隶属于福建省教育厅的公办普通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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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院校，是教育部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福建省示范性高职院校、

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 A 类建设院校、福建省文明学校、福

建省平安校园、福建省优秀就业单位。学院前身是爱国华侨领袖

陈嘉庚先生创办于 1920 年的集美学校水产科，具有百年的悠久

办学历史。

学院现有思明和翔安两个校区，占地 712 亩，总规划占地面

积 1000 余亩，设置有航海技术系、生物技术系、信息技术系、

机电工程系、工商管理系、基础部、思政部 7 个系部 32 个专业，

在校学生 9000 余人。

学院现有专兼职教师 525 人，其中副高职称以上占 32%，“双

师素质”教师占专任教师的 74.8%。拥有省级教学团队“水产养

殖技术专业团队”，省级教学名师 1 名，省级专业带头人 11 名，

农业职业教育教学名师 7 名。建有大型船舶操纵模拟器等校内实

训室及各种仿真实训室 152 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183 个。其中，

中央财政支持的实训基地 3 个，省级财政支持的实训基地 4 个。

共配置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超亿元，馆藏图书 50.75 万册。

学院大力实施国际化办学水平提升工程，积极拓宽开放办学

视野。成立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与澳大利亚蓝山国际酒店学院、

泰国博仁大学、台湾海洋大学等高校开展联合办学和师生互访；

组织承办环境科学与计算机科学各类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实施

对接国际海事公约组织标准的国际船员体系专业认证、IEET 悉

尼协议专业认证等方式推动人才培养国际化；聘请加拿大

EdwardMcBean 院士、肖惠宁院士等 40 多位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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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兼职或特聘教授。推动成立“国际海洋环境系统工程研究中

心”“海上丝绸之路茶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等国际合作平台。

学院大力弘扬“嘉庚”精神，依照“海纳百川、崇德尚匠、

产教融合、以文化人”的办学理念，秉承诚以待人、毅以处事的

“诚毅”校训，坚持“服务海洋、服务地方”的办学定位，坚持

“亲近产业、融入企业”的产教深度融合的办学模式，深化改革

创新，突出开放融合，依托海洋、立足福建、面向全国、辐射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着力为海洋强国、海洋强省和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创新创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技术技能人才和社

会培训、应用技术研发、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多样化社会服务，努

力把学院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省内领先、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

高水平海洋类高等职业院校。

二、招生对象条件

（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华侨华人后裔，拥护“一

个中国”，对祖籍国友好。

（二）申请读我校的学生，须获得高级中学或同等学历的中

专以上毕业证书，年龄在 18-30 周岁（截止 2019 年 9 月 1 日前），

持外国有效普通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

（1）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在移民外国后作为

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必须持有效外国护照 4 年（含）以上，且最

近 4 年（截止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之内有在国外实际居住 2 年

以上的记录（一年中实际在国外住满 9 个月可按一年计算，以入

境和出境签章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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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有关规定，外籍华人（含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

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须通过公安机

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的国籍认定，方可办理外国人居留许可并按外

国留学生身份进行学籍注册。未通过国籍认定者将被取消入学资

格。

（三）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法规。学生身体健康，身体条件

须符合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规定，体检不合

格者不予录取。

（四）具有运用汉语和汉字进行交际和沟通的基本能力，中

文能力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四级水平者优先录取。

三、招生专业

序号 系别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1

航海技术系

600301 航海技术

2 600310 轮机工程技术

3 600308 港口与航运管理

4 630506 报关与国际货运

5 600304 船舶检验

6 600312 水路运输与海事管理

7 600313 集装箱运输管理

8 工商管理系 630202 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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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30503 国际商务

10 630903 物流管理

11 640101 旅游管理

12 670202 商务英语

13 600309 港口物流管理

14 600302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15

信息技术系

6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6 610116 光电技术应用

17 610210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8 610119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 610105 智能终端技术与应用

20 610214 电子商务技术

21

机电工程系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22 560205 制冷与空调技术

23 5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24 560103 数控技术

25 5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26 560309 工业机器人技术

27 生物技术系 510401 水产养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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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510403 水族科学与技术

29 520808 环境评价与咨询服务

30 590107 食品营养与检测

31 630603 商检技术

32 590101 食品加工技术

（备注：上述所有专业学制三年）

四、学生申请时间及申请材料

（一）申请时间

2019 年 2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

（二）申请材料

申请人须提供如下材料，所有材料须一式三份：

1.《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留学生入学申请表》（见附件 1）；

2.《陈嘉庚奖学金申请表》（见附件 2）；

3.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复印件；

4.2 寸白底彩色免冠照片；

5.经公证的中文或英文高中或中专毕业证书和成绩单，中英

文以外文本需附上经过公证的中文或英文译本；

6.汉语水平考试（HSK）证书复印件；

7.毕业学校鉴定表或推荐信；

8.申请人华人华侨后裔证明（模板格式见附件 3）

所在国家华人社团、或较有影响的华人出具申请人为华人后

裔的证明函；



–– 8 ––

9.无犯罪记录证明，开具时间为近半年；

10.《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学生经济担保书》（见附件

4）及其担保材料复印件，须用中文或英文填写，提供足以保障

其来华留学期间的学习、生活、国际旅行等合理费用的存款证明

（存款金额应不低于 5 万元人民币），以及经费担保人（仅限本

人亲属）的护照或身份证明复印件。申请奖学金者也需提交经济

担保书。

11.来华学习计划（不少于 800 字）。

申 请 者 请 将 全 部 申 请 材 料 扫 描 电 子 版 发 到 邮 箱

xmoc522@163.com,并将全部完整的申请材料纸质版在 5 月 10 日

前一起寄到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

五、奖学金资助标准

陈嘉庚奖学金资助标准：人民币 5 万元/人/学年；福建省政

府奖学金资助标准：人民币 3 万元/人/学年。被录取到我校就读

的外国留学生，需要按程序评审，评审通过后奖学金原则上按月

发放。

奖学金可以用来支付学费、住宿费、保险费、教材费、生活

费等费用。

奖学金不可兼得，申请者最多只能获得其中一种奖学金资

助。

我院将全面审查奖学金申请者的学业成绩、语言能力水平

等，根据奖学金遴选办法，坚持规范、客观、公平的原则，从被

录取的学生中择优选拔奖学金候选人，报学院及奖学金上级主管

https://admissions.xmu.edu.cn/cn/16974/list.htm
mailto:申请者请将申请材料发到邮箱xmoc522@163.com
mailto:申请者请将申请材料发到邮箱xmoc522@163.com


–– 9 ––

部门审批。同时，根据奖学金评审相关办法对各类奖学金获得者

进行年度考核，符合条件的可继续申请或享受下一学年的奖学

金，否则将取消其享受奖学金资格或降低奖学金标准。

六、收费标准

（一）学费标准：15000 元人民币/人/学年。

（二）住宿费标准：2200 元人民币/人/学年。

留学生入住学生公寓，公寓每四人一间，配有空调、热水器、

家具、独立卫生间。

享受奖学金学生与自费学生的收费标准相同。

七、联系方式

中国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

地址：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洪钟大道 4566 号

邮编：361100

电话: (0086-592) 7769322 7769288

传真: (0086-592) 7769322

电子信箱：xmoc522@163.com

学院网址：http://www.xmoc.edu.cn/

招生办网址：http://zs.xmoc.edu.cn/

八、附则

（一）本招生简章由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

解释。

（二）附件

1.《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留学生入学申请表》

mailto:xmoc522@163.com
http://www.xmoc.edu.cn/
http://zs.xmo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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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嘉庚奖学金申请表》

3.华裔证明（模板）

4.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学生经济担保书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9年 1月 2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