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师范学院与乌克兰塔夫里维尔那茨基国

简章

一、项目介绍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教育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与

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高水平复合型国际人才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

的青睐。流利的英语、海外大学学习经历已经成为 21世纪高素质人才

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为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2020年，周口师

范学院与乌克兰塔夫里维尔那茨基国立大学签署了联合培养研究生协

议，并合作开展“1.0＋1.0”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旨在为我校应

往届本科毕业生提供优质的国际化教育资源，提升我校国际化办学水

平，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教育背景、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国际化专

业人才。

塔夫里维尔那茨基国立大学（原名塔夫利达国立大学），始建于

1918年，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全国综合排名第四位（2019），是

一所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及前苏联最具名望的国立大学。历史上曾经

培养了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等著名人物。大学师资力量雄厚,现今在职

教员将近 1000 名，其中 120 名博士、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05名副

博士、6名科学院院士、专家副教授超过 300人。

所获荣誉：

是唯一获得英国信誉认证机构（ASIC）认可的乌克兰大学。

立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项目 2021年招生



获得美国高等教育认可委员会（CHEA IQG USA）认可的乌克兰

大学。

唯一一所获得批准的乌克兰大学-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中国）成员。

少数乌克兰国际大学协会（UNESCO）的注册会员。

少数能与欧盟学历互认的乌克兰大学。

是获得中国教育部认证、承认文凭的正规高等学校，可通过中国

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http://www.jsj.edu.cn）和中国留学网

（http://www.cscse.edu.cn）查询。

完成学业后获得的学位证书由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给予认

证，同时获得留学生资格（国外高校只授予学位证书，留服中心认证是

说明和在中国高校取得的毕业证和学位证效力一致）。

二、招生计划

由乌克兰塔夫里维尔那茨基国立大学负责安排招生计划，年招生

人数 120名。

三、招生专业

计算机科学、艺术学（音乐和美术）和经济学。

四、招生对象

周口师范学院应届、往届本科毕业生和社会在职人员。入学时必

须获得学士学位。

五、报考条件

1.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提供教务部门出具的在读证明，保证毕业时获

得学士学位。



2.往届毕业生须取得学士学位。只有本科学历证书的人员不能报

考。

3.语言要求：雅思 5.0分及以上，或通过塔夫里维尔那茨基国立大

学在周口师范学院校内举办的英语成绩测试。

4.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招生单位规定。

5.家长或家属支持，有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

六、报名时间与地点

七、报名手续

（一）周口师范学院需要的报名材料

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要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报名手续，并提供以下

材料的电子版和纸质版：

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

1

周口师范学院与乌克兰塔夫

里维尔那茨基国立大学联合

培养硕士研究生项目申请表

（含电子照片）

正反面打印

2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身

份证和护照）

身份证 A4纸居中排版。正面在

上，背面在下。

已经办理护照的复印个人信息

页即可。

1.报名时间：2021年 1月 1 日-2021年 2 月 1 5 日。

2.报名地点：对外合作交流处406室。



3 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

4 学士学位证书复印件

5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教

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

表》复印件（往届生）

须将“在线验证”有效期设置

为 6个月，方便办理公证时当

场验证。可在“在线验证”到

期前再次延长验证有效期。

6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

网《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学位认证报告》复印

件（往届生）

7 学生证复印件（应届生）
毕业后须补交 3、4、5、6项材

料

8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教

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复印

件（应届生）

9 个人简历（含电子照片）
电子照片粘贴到简历上，普通

A4纸彩色打印

10 应届本科毕业生证明

11 大学期间课程成绩单
专升本的考生须同时提供专

科、本科期间的课程成绩单。

2021年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提交

学校教务部门开具的应届本科

毕业生证明



须加盖学校教务管理部门或档

案管理部门公章。

12
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单复印

件

若有，请提交最高成绩。

没有则此项不提交。

13 证件照
1寸、2寸近期彩色证件照各 4

张（必须白底）

纸张及装帧要求：

①以上第 1-12项材料，全部使用 70gA4复印纸。一式 5份，彩色、

黑白打印均可。

②以上第 1-12项材料，无需装订，按材料先后顺序，用长尾夹夹

住即可。

③证件照需在每张照片背面使用铅笔或圆珠笔署上考生姓名，然

后用小塑料袋或纸袋包装，每人 1袋。

纸质版申请材料送交至：

地址：对外合作交流处（行政办公楼 408室）

电子稿要求：

以上第 1-9项需要提交电子稿。pdf版扫描件。

请将 9项材料压缩包发送至：285528874@qq.com

八、资格审查与材料审核

收到考生报考材料后，将对考生的资格进行审查，确认符合报考

条件者允许参加相关考试或面试。

压缩包文件名为“2021硕士-申请专业-姓名-性别”。



九、面试

面试时需准备 10分钟的英文自我介绍（因疫情原因有可能采取网

络面试或录视频的方式），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毕业院校、毕业专

业、毕业时间、学习目的、学习计划和申请攻读硕士学位的专业及研究

方向。

地点：周口师范学院。

十、录取

根据考生的成绩和材料，择优录取。经乌克兰教育部和塔夫里维

尔那茨基国立大学核准后，为考生发放邀请函（录取通知书）。受疫情

影响，2020年开学时间待定。

十一、联合培养与管理模式

1.联合培养模式。

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为“1.0＋1.0”，1.0为国外学习最短学制，

第一个 1.0为学生在周口师范学院学习时间，第二个 1.0为学生在国外

学习并进行论文答辩时间。达到乌克兰塔夫里维尔那茨基国立大学毕业

要求，可授予塔夫里维尔那茨基国立大学硕士学位。

2. 管理模式。学生出国之前签订《中乌联合培养研究生安全文

明承诺书》。

十二、项目费用

第一年费用为 60000元/生/年，第二年费用为 30000元/生/年。其

中包含学费、在乌住宿费、注册费、签证费和双认证等费用。

时间：2021年 2 月 1 5 日～2021年 3 月 1 5 日。



十三、生活费

一般不会高于考生本人在我国的消费水平。

十四、奖助体系

塔夫里维尔那茨基国立大学不提供奖助学金。

十五、硕士学位授予条件

根据乌克兰教育和科学部的要求，要完成联合培养计划，硕士生

应发表一篇论文(校内或以上)，至少参加一次乌方高校组织的学术会议，

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后，方可完成联合培养计划并授予乌方硕士学位

证书。不能满足上述条件者，将缓期毕业，直至满足毕业条件。

十六、出国留学公证

需要提供的公证文书：

所需材料 截止日期

1.本科毕业证书

公证一般需要 7-10个工作日。

（如：出国留学日期是 2020年 8

月 25 日左右，须在 2020 年 7 月 10

日前公证完毕。因后续还有邀请函、

双认证、签证、保险、机票预订等手

续需要办理，以此类推。）

2.学士学位证书

3.成绩单（专升本的考生须同

时提供专科、本科期间的课程

成绩单）

4.健康公证

5.出生公证（医学出生证明或

户口本）

十八、邀请函

邀请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录取通知书。



塔夫里维尔那茨基国立大学办理邀请函需要的电子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文件名

1
Application Form

（申请表）

1.master＋英文签名＋Application Form

如：1.master Shan Zhang Application Form

2

Information

（乌克兰教育与科

学部通知单）

2.master＋英文签名＋Information

如：2.master Shan Zhang Information

3
аява магістр 2020

（入学申请单）

3.master＋英文签名＋Заява магістр 2020

如： 3.master Shan Zhang Заява магістр

2020

4

护照（个人信息页）

扫描件和

医学出生证明（或

户口本）公证文书

扫描件

4.master ＋ 英 文 签 名 ＋ Passport ＆

Certificate of Birth

如：4.master Shan Zhang Passport

5
本科毕业证书公证

文书扫描件

5.master＋英文签名＋毕业证

如 ： 5.master Shan Zhang Certificate of

Graduation

6
学士学位证书公证

文书扫描件

6.master＋英文签名＋学位证

如 ： 6.master Shan Zhang Certificate of

Bachelor’s Degree



7

成绩单公证文书扫

描件（专升本的考

生须同时提供专

科、本科期间的课

程成绩单）

7.PhD/master＋英文签名＋成绩单

如：7.master Shan Zhang Bachelor’s

transcript

第 1、5、6、7项申请材料文档内容均超过 1页，要进行编辑，编

辑成一个文档。不需要文件夹，也不能是散页。

1、2、3项申请材料需要同时递交纸质材料，统一领取后填写。

压缩包内文命名图例

十九、咨询单位和电话

咨询单位：塔夫里维尔那茨基国立大学（中国）招生处

电子信箱：285528874@qq.com



咨询电话：蔡老师 19937190717、裴老师 15629010610 微信同号

注：简章中公布的各项出国留学手续费用，具体数额以相关部门

收费标准为准。

周口师范学院对外交流合作处

    2021年 1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