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玖淀み理詳細説明
学位弘法弁理流程国
第一歩…登陪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笈展中心岡鈷
（www．cdgdc．edu．cn／rzzx／index．jsp）嘆等申清表格
・1．点者 学位玖証申清、査淘
2．嘆等弛近碍逆入坑磋申清東面
3．填雪中清表，井打印《中国学位近事玖正中清
表》、
4．提交申請，井牢記系銃捻出的中清号褐及密碍

＿具
第二歩；根据系統汁算出的費用利用敏行忙款的方式逆行支付
収款単位：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笈展中心
敗

号：816618500308091001

牙戸坂行：中国敢行北京中英村科技囲区支行

＿三室、

第三歩…根据要求郎寄弔面材料（忙款后一周内寄出）
学位近事夏印件（A4）一式丙扮，与打印井
笠名的《中国学位近事玖証申清表》、敏行忙
款焦据麦印件一同寄往玖淀み理中心。
注：清在虹款后一周内及吋寄送弔面材料。
単 位 名 称 ：教 育部 学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友 展 中心玖 淀 赴
地 址 ：北 京 市 海 淀 区王 庄 路 1号 同方 科 技 「 場B−1819
郎改 編 褐 ： 1000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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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歩…み理中心用EMS蒋玖法線告寄拾申清人

中国学位玖淀申清説明
一、法人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友展中心阿東
（www．cdgdc．edu．cn／rzzx／index．jsp）

1・点缶 学位玖近申清、査淘 送入 填雪中清学位玖近表格 頁面；
2・点吉〟新中清点畜達人 后，在下面方梅内輸入盤証碍后点古 下一歩 ，送入 填写申清学位玖証表格 頁面；
3・逐項玖真填写岡上申清単，蛭碗玖元俣后，在銭提交申清，打印出玖近中浦表。提交申清后，所填信息不能再
逆行任何更改。
4・提交申清后，系統将自功捻出申清号和密喝，井汁算出臥速答淘所需費用。清牢記中浦号却密碑，以后党申清
号和密褐通達同格杏淘弔面申清材料、費用到迭情況以及玖速完成吋向和郎寄情況。
5・毎一位申清人必須単独申清，使用同一申清号可逆行多↑項目的玖淀申清。
二、徴納費用
1、教納栃准…
玖証啓淘収費按照国家有夫部口批准的牧費項目及椋准執行，息費用根据申清人填孜的臥近項目逐項果汁，
其中包括玖近寄新線告費、各扮孜告費、玖近寄斬艮告和各扮拒告的郎寄費等各項費用，中浦人逆行岡上申清吋
系銃会計算合汁費用。以下力具体牧費柘准：
A、中文玖法線告210元／項；
B、英文玖近孜告260元／項；
C、各扮玖磋扱告 50元／項；
D、加急服各（需屯講与玖磋赴碗玖）五工作日200元／項；
E、カ保証准碗快捷送込，玖磋扱告等材料将通達EMS方式寄送，郎寄費用按EMS莫除掠准吸取。
2、教納方式…
玖証瞥渦的所有費用必須通達敏行紅款方式支札（清尽量用近事持有人姓名忙款，井且各必在附言、各注、
款項来源等桂中注明恵弔持有者姓名和申清号。毎人単独忙款，以便核対。）
枚数単位‥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笈展中心
人民市敗号；816618500308091001
美元就号；816618500308091014
井戸敏行…中国敢行北京車夫村科技国区支行
清通達上述方式井戸格技系統汁算出的金額徴納相夫費用，否刺将会戸重影嫡玖近速度。一姪法人玖磋程
序，在20工作日内所牧費用不得退款。
三、寄送弔両材料
1、所需提供材料…
A、学位磋弔玖近，需提交学位近事夏印件一式丙扮；
B
ヽ

′
ヽ

C

成境単玖証，需提交中、英文成須単原件（需学校主管部口蓋章）1各一扮、夏印件各丙扮；
在湊証明玖泣，需提交学校出具的在凌近明和学生証或高考表敬通知弔夏印件一式丙扮；

D、如玖近申清是由生年便（領）傍、移民局、香港特別行政区入境事各赴、境夕卜呼値机杓（知和S）翼面通知要
求捉交玖証孜告的，清附上相夫机杓弔面通知的夏印件一扮。
E、己姪提交的学位近事、成壊単弔面材料一蛭提交法人玖磋程序，中途不得更換。
2、材料要求：
以上夏印件大小カA4尺寸。所有提交的弔面申清材料均用干軍核、存積，恕不退述。

3、材料寄送：
址：

各項材料准各斉全后，構造同笠名后的《中国学位近事玖淀中浦表》、敢行忙款梵据夏印件一井寄往以下地

磨き

単位名称；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友展中心弘法赴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同方科技「場B−1819
郎改編碍：100083
清在忙款后一周内及吋寄送弔面材料，玖淀赴不接受当面通交申清材料。玖近程序在材料和款均到迭后方可
后功。
四、臥近寄淘吋限
1、玖近督淘工作一般在弔面申清材料和忙款均収到后20↑工作日内完成，玖証赴将按中浦入所填雪的郎寄地址
寄出玖従容淘扱告和友票。
2、加急服各需屯活与玖砿赴碗臥，方可逆行，朕系屯活010−82379480。
3、如超出20↑工作日未能完成玖滋，弘法赴将按申清人所迭拝的延期或撤鞘申清赴理。申清人需在《中国学位
玖速答渦中清表》中迭拝適期赴理方式，如未逸拝将視力迭揮延期赴理。如超辻50十工作日述未能完成玖近，
玖近赴将停止弁理井退迩申清人所徴費用。
4、如遇特殊情況，元法対申清材料逆行玖近，汰近赴将通知申清人，井退迩所徴費用。
5、如因申清人提供材料（信息）不完整、不准碗或不真実，専致玖近工作不能按吋完成，不能退迩申清費用。
6、受相夫学校寒、暑備影桐，慨期期同部分学位玖証申清夏核工作元法正常逆行，玖近工作亦碓以在正常工作日
之内完成0建淡申清人提前申清学位玖淀，以避免償期造成的影軋対受到償期影鴫的学位玖磋申嵐我椚会
及吋向有夫使（領）精和移民部n説明情況。
五、各扮玖証報告
日学位玖証督淘完成之日起一年内，申清人如需重新出具玖法線告，滴下戟《各扮孜告申清表》，項等后寄
送或侍真至学位中心玖近赴，井数納相庄各扮費用和郎寄費用（牧費椋准兄《各扮孜告申清表》），費用敷納方
式兄第三条説明。超迂一年期限清重新中清臥近。

六、弘法速度査淘
梵申清号和密碍可通達同格査淘：
・弔面申清材料、費用到迭情況（材料和忙款寄出五工作日后）；
・玖近赴提示信息（清随吋夫注）；
・玖淀完成吋同和郎寄郎寄単号（根据系統拾出的即S郎寄単号登衰椚猟emS．C弧Cn，可躁踪査淘由β寄洋情）。
七、臥法線告教法
先決iiE申清号和玖法線告完成号可在学位中心岡鈷（http‥／／ww．cdgdc．cn）上査淘汰淀孜告，対弔面孜告
逆行弛証。
ノし臥証啓淘
・在逆行岡上申清次従え前，清仔矧淘濠岡天上相夫内容
・屯活啓淘‥010−82379480，倍真：010−82378718（24小吋）
・上班吋同‥毎周一至五8‥00−12：00，13：00−17：00

持

高中会考、高考成境玖証か理流程国
参加辻高考者

未参加辻高考者

（需亦理高考成績玖速及高中会考成錬汰磋）

（需弁理高中会考決定）

息
，叡
第一歩…登陪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友展中心岡鈷
（www．cdgdc．edu．cn／rzzx／index．jsp）填雪中清表格
1．点者や国会考、高考玖淀
2．填写教法褐逮入坑淀申清東面
3．填雪中清表，井打印《中国会考、高考玖近申清表》
4，提交申清，井牢蒐系銃拾出的申清号碍及密掲

揚
第二歩…根据系統汁算出的費用利用敏行虹款的方式逆行支付
牧款単位：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友展中心
敗

号‥

816618500308091001

井戸版行：中国敏行北京中英村科技囲区支行

㊨
第三歩：根据要求師寄事面材料（虹款后一周内寄出）

⑥

」虹
1．身扮証夏印件 （
A4 ）−扮
2．会考成境単玖証：省、市考試主 管部n 頒友 的高
中会考成壊単夏印件
■3．高考成境単玖証 ：省 （市）招 舟或考試主管部 rl
．牙具 的高考成 績証 明原件 1扮 ，夏印件 （
A 4 ）一扮 。

1．
身傍証夏印件 （
A4）−扮
2．
会考成壊単弘法：省、市考試主管部「
1頒笈的高中
会考成績単麦印件 （
A4）一式丙分

注意‥迂苧省会考合格証和会考成壊単玖証者，需要提供由迂苧省招考か出
具的相庄磋明度件。
「京省、湖南省、湖北省、山西省、上海市波有統一組銃的高中学
亜会考，陳西省省奴重点高中学並生不参加銃一会考，上述省市中
清人只弁理高考成境玖速即可。

以上弔面材料与打印井笠名后的《中国会考、高考玖荘申清表診、敢行忙
款焦据象印件一井寄往玖淀み理中心
単位名称… 教育 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友展 中心玖泣赴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号 同方科技上 場B −
18 19

郎改編碍；10 00 83

⑥
第四歩：弁理中心用EMS蒋玖証撮告寄鎗申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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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会考、高考成壊乱淀み理説明
、 進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
（http：／／m．cdgdc．edu．cn／rzzx／index．jsp）
1・点奇 中国会考、高考玖磋 送入 中国会考、高考玖証申清 東面；
2・点蓄 新中満点蓄進入 ，送入下一乗，仔矧閲凌岡天上提示内容后，在東面底部方稚内輸入盤近桐，法人中国
会考、高考玖近岡上申清東面；
3・逐項玖真填写岡上中浦単，軽碗玖元俣后，在銭提交申清（提交后岡上申清内容将不能再修改），井打印出決
意E中浦表。
4・提交申清后，系統将自功拾出申清号和密碑，井汁算出玖近寄淘所需費用。清牢克申靖号和密碑，以后党申清
号和密褐可通達同格査淘弔面中浦材料、費用到迭情況以及玖磋完成吋向和郎寄情況。
5・毎人需単独申清，使用同一申清号可逆行同一人多↑項目的玖近申清（清不要重夏申清）。
二、教納費用
1、教納栃准…
玖近寄淘牧費按照国家有夫部口批准的枚費項目及椋准執行，息費用根据申清人填孜的玖磋項目逐項果汁，
包括玖近寄斬艮告費、各扮根告費、玖近督斬艮告和各扮報告的郎寄費等各項費用，申清人逆行岡上申清吋系統
会計算合計費用。具体牧費椋准；
A、英文玖法線告 260元／項；
B、各扮玖磋根告 50元／項；
C、加急服各（需屯活与弘法赴碑玖）五工作日200元／項；
D、カ保証准碗快捷送迭，玖法線告等材料将通達馳S方式寄送，郎寄費用按即S莫除掠准吸取。
注…加急需与玖近赴屯溝助、商，同意后方可か理，未姪同意自行忙款申清加急元致。
2、徴幼方式；
玖従容渦的所有費用必須通達敏行虹款方式支付。（清尽量用近事持有人姓名忙款，井且各必在附言、各注、
款項来源等桂中注明証弔持有者姓名和申清号。清毎人単独忙款，以便核対。）
牧款単位…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友展中心
帳
号；816618500308091001
井戸敏行…中国敢行北京中共村科技国区支行
提示：清戸格按系統汁算出的金額徴納相夫費用，否則蒋会戸重影嫡玖淀法度，責任自負。一蛭送入玖近程序，
在20工作日内所収費用不得退款。
四、寄送弔面材料
1、所帯提供材料‥
◆身扮磋夏印件（A4）一扮
◆高中会考合格証玖近；需提供各省（自治区）、市考試主管執、1銃一頒友的高中学並会考合格証夏印件（A4）
一式丙扮；
◆高中会考成壊単玖凪需提供各省（自治区）、市考試主管部口統一組銃的高車草地会考成壊単夏印件（A4）
一式丙扮；

◆高考成境単玖近；需提供各省（市）招み或考試主管部1出具的高考成績証明原件一扮，夏印件（A4）−扮；
注意：己姪提交的弔面材料一旦接収法人玖証程序，中途不得更換。所有提交的弔面申清材料均用干軍核、存軌
恕不退述。

摘

特別提示；
◆申靖迂苧省会考合格証和会考成鎮単玖証者，需提供由迂苧省招考み出兵的相虔証明鹿件，朕系屯活；
024−86981125，中招赴；
◆豊子「泰省、湖南省、湖北省、山西省、上海市没有省（市）琉一組軟的高中学並会考，険西省省級重点高
中学並生不参加琉一会考，建淡上述各省市考生倣高考成壊乱証。
◆如不能按上述要求提供材料，蒋会等致塩的玖証申清元法完成。
2、材料寄送‥
各項材料准各斉全后，構造同打印井笠名的《中国会考、高考玖近申清表方、敏行忙款梵据夏印件一井寄往
以下地址：
単位名称：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友展中心玖近赴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同方科技「場B−1819
郵政端岡：100083
提示‥清在忙款后一周内及吋寄送弔面材料，玖証赴不接受当面通交申清材料；玖証程序在材料和款均到迭后方
可眉功。

五、玖証啓淘吋限
1、玖泣工作一般在弔面申清材料和忙款均収到后20↑工作日内完成，玖近赴将按申清人所填写的郎寄地址和方
式寄出玖正客淘扱告和友票。
2、如超出20十工作日未能完成玖証，玖証赴将按申清人所逸拝的延期或撤硝申清赴理。申清人需在《中国会考、
高考玖近申清表》中速揮適期赴理方式，如未逸捧将視力迭揮延期赴理。如超辻50↑工作日逐未能完成玖証，
玖磋赴将停止弁理井退迩申清人所徴費用。
3、如国中清人提供材料（信息）不完整、不准碗或不真英，寺致玖近工作不能按吋完成，不能退迩申清費用。

六、各扮玖法線告
白玖磋完成之日起一年内，申清人如需出兵各扮根告，滴下戟《各扮線告申清表》，填写后寄迭或倖真至学
位中心弘法赴，井激納相座各扮費用和郎寄費用，費用椋准和徴納方式風発三条説明。超辻一年期限須重新中清
玖近。

七、弘法速度査淘
◆梵申清号和密碍可通辻同格査淘：
◆弔面申清材料、費用到迭情況（材料和忙款寄出五工作日后）；
◆玖近赴提示信息（清随吋夫注）；
◆玖近完成吋同和郎寄単号（豊泉椚吼enlS．COm．Cn，根据系銃捻出的別S単号，可躁踪査淘郎寄洋情）
ノし玖証報告敏速
先決磋申清号和玖証報告完成号可在学位中心岡鈷（http：／／ww．cdgdc．cn）上査淘汰近扱告，対弔面扱告
逆行敏速。
九、玖証瞥淘
◆在逆行岡上申清玖淀之前，清仔細閲湊岡東上相夫内容
◆屯誘客淘… 010−82379480，倍真010−82378718（24小吋）
◆上班吋同：毎周一至五8：00−12：00，13‥ 30−17‥ 00

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