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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中意学院洛阳中意学院

合作方

意大利教育大学和研究部
意大利驻华使馆
意大利都灵市政府

洛阳新区管理委员会
洛阳市教育局
洛阳中意科技园 意大利都灵市政府

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
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
意大利萨萨里大学

洛阳中意科技园
洛阳师范学院
河南省科技厅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
意大利能源集团
意大利珠宝科技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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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师范学院

洛阳师范学院是一所省属普通高等师范本科院校，位于千年帝都、牡丹花
城——洛阳 学院有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 教育科学研究所 基础教育研城 洛阳。学院有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教育科学研究所，基础教育研
究中心，水产研究所，泡沫混凝土研发基地，绿色杂化功能材料省级重点实
验室培育基地，无机
非金属材料河南省高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激光光谱技术、中草药中间体技术、古都虚
拟在线等洛阳重点实验室。
截至2012年 学校每截至2012年，学校每
年拿出100万元设立青年科研基金项目、省部
级以上科研培育基金项目、教育科学研究基
金项目以及应用技术研究基金项目等多个校
内科研项目，为不同层次科研水平的教师提供相应的支持和资助。学校每年
投入的科研经费达1000万元以上。截至2013年，学校设有文学与传媒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物理与历史文化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科学学院、物理与
电子信息学院、化学化工学院、信息技术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生命科学系、
商学院、体育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等17个院系，4个公共教学部，56个本科专业，涵盖文、
理、工、经、管、法、史、教、农等9大学科门类。

洛阳中意科技园是中意两国在创新设计和技术战略合作框架内，在中意两国
政府支持下 由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和中国洛阳新区管理委员会合作创立的

Luoyang Sino-Ital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洛阳中意科技园

政府支持下，由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和中国洛阳新区管理委员会合作创立的。
研究院占地100亩，建筑面积40420平方米。目前主要从事世界一流创新设计、
技术研发、企业孵化、高端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及产品展示等活动。它是中
意两国在科技和教育等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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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师范学院与意大利高等院校签署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洛阳中意学院

依托洛阳中意科技园平
台，洛阳中意科技教育台，洛阳中意科技教育
合作协议正式签署。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洛阳中意学院

揭牌成立揭牌成立

洛阳市教育局、洛阳新
区管理委员会、 洛阳
师范学院，洛阳中意科
技园教育合作协议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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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中意学院、洛阳师
范学院、意大利能源集
团，意大利珠宝科技协
会人才培养协议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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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中意学院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洛阳中意学院的正式成立正是经过一步步的沉淀积聚而成。

洛阳中意学院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洛阳新区管理委员会政 意大利教育、大学研究 意大利驻华使馆、都
府访问意大利都灵理工
大学并签署了依托洛阳
中意科技园平台，成立
洛阳中意学院进行人才

培养的合作协议。

究
部，河南省科技厅，洛
阳市政府 就科技教育
合作发表联合声明。意
大利教育部部长佛朗西
斯克.普罗福莫先生访
问洛阳，与河南省科技

灵市政府、洛阳市政
府、河南省科技厅，
科技教育合作协议签
署仪式在意大利驻华
使馆举行。

问洛阳，与河南省科技
厅厅长贾跃，洛阳市市
长李柳身共同签署中意
科技教育合作联合声明，
共同支持洛阳中意科技
园设立的洛阳中意学院
项目 明确其为两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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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明确其为两国在
科技教育领域合作的重
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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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大利合作大学简介

洛阳中意学院

、意大利合作大学简介

那不勒斯大学意大利萨萨里大学
University of Sassari

那不勒斯大学
University of Naples 

Federico II

都灵理工大学
POLITECNICO DI 

TORINO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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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灵理工大学
POLITECNICO DI TORINOPOLITECNICO DI TOR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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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灵理工大学
POLITECNICO 

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坐落在世界设

计之都都灵，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国立

DI TORINO

大学,始建于1859年。

都灵理工大学是意大利工业原创技

术(如设计，汽车，电子，航天等)

的发源地和意大利和世界许多知名企的发源地和意大利和世界许多知名企

业的研发地，每年签署工业合同近800个。都灵理工科技园有在校职工孵化企业120家

。在世界ARWU 2010 排名中，都灵理工大学在意大利排名第一，在欧洲排名第七，全

世界排名51-57 。

•学校特色

这里有世界数一数二的建筑学专业教学基地Valentino  城堡 ；工程学和建筑

学的研究而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大学之一；现有超过4000名国际留学生， 来自105个不

同的国家和地区；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意大利语、英语课程教学（本科，研究生和博同的国家和地区；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意大利语、英语课程教学（本科，研究生和博

士）；都灵理工语言中心（CLA）为所有的国际学生在学年中提供免费的意大利语高级

课程。

•院系设置
2个建筑学院 4个工程学院 1个博士学院 18个系

51

2个建筑学院、4个工程学院、1个博士学院，18个系。

250
双学位协议

51-
57

在全世界

1600
中国学生

120
孵化企业 9

1
在意大利

7
在欧洲



都灵理工大学
POLITECNICO DI TORINO

至高声望

154年来，从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走

POLITECNICO DI TORINO

Six
Internati
onal

出了无数名影响了意大利各个领域

的杰出人才，他们是意大利社会发

展的中流砥柱。他们中的诺贝尔奖

获得者更是对全人类科学的发展做
Club�degli�
Investitori

Eight 
Italian 
Funds

onal 
Funds

出了极大的贡献，也激励着都灵理

工大学一代一代人在学术领域永不

停歇探索的步伐。

Investitori

世界企业研发基地

Giulio NattaRita Levi 

都灵理工大学科技园拥有研发、企业孵

化、商务中心、服务中心，风险投资等

5个区域。菲亚特, IBM, 米其林, 微软, 

摩托罗,诺基亚, 菲利普, Pirelli, 西

1963年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
都灵理工大学
工业化学学院

Montalcini
1986年诺贝尔医学
奖得主
都灵理工大学生物
医学工程学位

门子, 意大利电信等都是都灵理工大学

重要的合作伙伴。拥有10亿欧元风险投

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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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灵理工大学 与中国紧密合作
POLITECNICO 
DI TORINO 都灵理工中国

中国发展改革
委员会能源所

中国社科院工

中国大学都灵理
工分校区：
•西安交通大学
上海同济大学

30多个国内
知名大学合

分校区：

• 上海同济分校
• 河南分校区

中国社科院工
业经济研究所

清华大学等

项目实施(3)

•上海同济大学,
• 哈尔滨工业大
学
• 天津大学
• 南京东南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知名大学合
作协议

• 1300 名中
国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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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萨萨里大学
University of SassariUniversity of Sass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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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萨萨里大学
University of Sassari

萨萨里市位于美丽海岛撒丁岛的西北部，是撒丁岛的第二大城市。而萨萨里大学正
坐落在这里。

萨萨里大学在1617年正式成为法定公立大学，是我国教育部认

University of Sassari

可的意大利大学之一。排名情况：全球高校网(4ICU)国家高校
排名48。该大学在
意大利小规模大学中排名第二。

其校区分布广，今已有11所院系， 聘有教师760余人，注册学
生大约18000人，开设的课程多样。校内研究支持中心基础设生大约 人，开设的课程多样 校内研究支持中 基础设
施富足。共有23个研究中心，24个图书馆， 40多个学习中心。

萨萨里大学的学位分为：

三年制学士学位、两年制硕士学位及五年制本硕连读学位。

萨萨里大学的11个院系：农业系，经济系， 药剂系，

建筑系， 法律系， 文学与哲学系， 语言及外国文学系，建筑系， 法律系， 文学与哲学系， 语言及外国文学系，

医学外科系， 数学、物理自然学系， 政治系， 兽医学。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喜欢美味的意大利红酒，在这里你

可以学习葡萄种植与酿酒学；如果你希望帮助动物们，这

里有本硕连读的兽医学；如果你喜欢语言和哲学，那选择

更多了 只要你有耐 和 趣 都 以在这 挖掘到自 的宝藏更多了。只要你有耐心和兴趣，都可以在这里挖掘到自己的宝藏。

另外，为了帮助国际学生更好接受课堂内容和适应意大利环境，萨萨里大学的CLA

（语言中心）还为大家提供了免费的意大利语培训课程。

更多详情请登陆：www.uniss.it更多详情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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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大学
University of Naples 

Federico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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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大学
University of Naples 

那不勒斯是意大利南部的第一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也是意
大利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是个繁荣的地中海港口和商业城
市。那不勒斯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美食而著称，
意大利比萨饼就起源于这里

Federico II

意大利比萨饼就起源于这里。

那不勒斯大学 成立于1224年，是我国教育部承认的公立
大学。学生注册人数98000多人，教师和研究人员大约
3000人，行政和技术人员4800余人。同时它也是意大利南
部最大的大学，图书馆藏书120万册，另有近18000种报刊，
是意大利和欧洲最大的研究中心之是意大利和欧洲最大的研究中心之一。
排名情况：全球高校网(4ICU)国家高校排名38。

那不勒斯大学可以提供93门学士课程，大量的研究实验室，
4个地区性研究中心，大学是意大利和欧洲最大的研究中
心之一。

那不勒斯大学的学位分为：三年制学士学位、两年制硕士学位及五年制本硕连读学位、
三年制博士学位。工程和数理科学的本硕都有相关英文课程；建筑学也有英文授课的
研究生课程。

那不勒斯大学有13个学院：农学院，建筑学院，生物技术科学学院，经济学院，药学
院，法学院，文学与哲学学院，医学与外科学院，医学与兽医学院，数学，物理与自院，法学院，文学与哲学学院，医学与外科学院，医学与兽医学院，数学，物理与自
然科学学院，政治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其中建筑学和农业学都是他们的特色学科）

综合学科种类多课程细化，是那不勒斯大学的绝对优势。基本上你可以轻易找到适合
自己的学科。如果你对科研有兴趣，不妨在这里攻读博士。

更多详情请登陆： www.unin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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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宗旨：为洛阳新区发展和中意合作培养人才

三、培养层次：学士，硕士

洛阳中意学院

四、项目优势 :
1. 意大利使馆官方认可支持，签证通过率高。
2. 洛阳市政府支持，并为突出优秀学生提供奖/助学金。
3. 合作意大利大学教育资源卓越，且均为公立大学。毕业颁发我国教育部认可学历

学位证书。
管 会 会 作4. 回国就业前景广阔，洛阳新区管委会及洛阳中意科技园会为优秀毕业生提供工作

实习机会。
5. 留学费用低廉，可另申请补助，让你俭学无需勤工。
6. 意大利优秀外教面对面辅导。
7. 意大利生活技能指导课堂。
8. 出国前的心理辅导咨询。

五、培养模式
1. 本科1+3模式：

在洛阳中意学院完成一年预科课程（英语和意大利语双语培训，让学生出国后迅速适
应环境），通过考核项目学生将进入意大利优秀合作大学继续本科（三年）的学
习。完成全部本科学习计划后，由意大利合作大学颁发本科文凭。习。完成全部本科学习计划后，由意大利合作大学颁发本科文凭。

2. 研究生1+2模式：

在洛阳中意学院完成一年预科课程（英语和意大利语双语培训，让学生出国后迅速适
应环境），通过考核项目学生将进入意大利优秀合作大学继续研究生（两年）学
习。完成全部学习计划后，由意大利合作大学颁发研究生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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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4/2015学年招生专业和名额
1.本科1+3 （共招收150名）

洛阳中意学院

(1) 全英文授课专业

都灵理工大学：汽车工程 计算机工程 电子工程 机械工程 建筑学 通信工
程。

（如下专业第一年为英语授课） ：航空航天工程 建筑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电影传媒工程 土木工程 电机工程 能源工程 环境工程 材料工程 工程领域数
学 物理工程 工程与管理学 物理工程 工程与管理。

那不勒斯大学：工程物理学、验光学。

(2)   意大利语授课专业

都灵理工大学：土地、城市、乡村与环境规划、工业工程等。

萨萨里大学：农业、语言文化传媒、文化旅游学、森林与环境科学、葡萄栽
培技术与酿造 经济管理 自然学 文学 政治等培技术与酿造、经济管理、自然学、文学，政治等。

那不勒斯大学：植物生产、食品技术、建筑室内装饰与设计、企业与市场经
济、考古学等。

2.研究生1+2 （共招收50名）

(1) 全英文授课专业(1) 全英文授课专业

都灵理工大学：汽车工程 计算机与通信网络工程 计算机工程 电子工程 能
源与核能工程 工程与管理 机械工程 纳米技术 石油工程 通信工程 纺织工程
生态设计。

那不勒斯大学：工程物理学、建筑学。

(2) 意大利语授课专业(2)  意大利语授课专业

都灵理工大学：电气工程、管理工程、信息工程、建筑工程等。

萨萨里大学：通讯和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和管理、社会服务和社会政策、经
济学、企业管理与专业咨询等

那不勒斯大学：建筑（建筑设计）、分子与工业生物技术、企业经济、法律、
哲学，考古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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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费用：

1.     洛阳中意学院（第一年）

报名考务费 300元人民币

洛阳中意学院

报名考务费：300元人民币

学费:  (1)  申请本科，高考一本分数线以上，1万人民币

高考二本分数线以上，3.8万人民币

高考三本分数线以上，5万人民币

(2)  申请研究生，3.8万人民币

对于 本院校已录取学生 可选择走读形式 年后未出国退还全部学费对于一二本院校已录取学生，可选择走读形式，一年后未出国退还全部学费。

2.     意大利大学（后两年/三年）

全额每年约2500欧元（折合约每年2万人民币）

八 奖学金/助学金：八、奖学金/助学金：

1. 洛阳新区管委会公派留学生奖学金金额为10万人民币/人

2. 意大利皮诶蒙特大学助学金“EDISU”

(1) 学费减免

根据学生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评估 在意第一年学费可以减免到每年400至根据学生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评估，在意第一年学费可以减免到每年400至
1000欧元不等（折合约每年3200元人民币至8000元人民币），之后每年需纳入学
分考核。

(2)   住房补贴(每年约2400欧元，折合约19200元人民币)

(3)   资金补贴(每年约2400欧元，折合约19200元人民币)

(4) 用餐补贴(每餐约6欧，折合约48元人民币/餐)(4)   用餐补贴(每餐约6欧，折合约48元人民币/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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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中意学院

九、2014/2015学年招生考试信息：

洛阳中意学院

1.  报名申请条件

本科： 研究生：

•高中应届毕业生，或大学在校
一年级学生

•高考成绩最低要求在380分以上

•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

•留学动机正确积极

•大学本科毕业生，或大学

在校四年级学生

•申请研究生专业应与本科

学习专业相近或类似

•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
•有独立和创新精神

身体健康无犯罪 录

•留学动机正确积极

•有独立和创新精神

2. 申请材料

本科：

•填写完善的正式报名表+一寸彩色近照填写完善的正式报名表 寸彩色近照

•个人简历

•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高中毕业证及会考成绩复印件

•获奖证书复印件（没有的无需提供）

•留学动机和计划书（不超过两千字）•留学动机和计划书（不超过两千字）

•推荐信2封

研究生：

除以上材料外，还需提供本科毕业证、学位证，及大学在校期间成绩单、英语四
级/六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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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中意学院

九、2014/2015学年招生考试信息：

洛阳中意学院

3 奖学金评选3. 奖学金评选

本项目对特别优秀的学生提供一定名额奖学金。根据第一年在洛阳中意学院
成绩以及家庭收入情况综合评定。

4. 入学考试

由洛阳中意科技园和洛阳师范学院共同组织入学考试，考试内容为英语相关。由洛阳中意科技园和洛阳师范学院共同组织入学考试，考试内容为英语相关。

5. 录取程序

初审：根据申请人的递交材料进行审核

笔试+面试：初审合格的申请者将被通知参加笔试和面试

结果公布 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取 7月底公布名单结果公布：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取，7月底公布名单。

6. 时间表

报名截止日期：2014年7月10日

笔试时间：2014年7月15日上午

面试时间 2014年7月15日下午面试时间：2014年7月15日下午

地点：洛阳中意学院（具体地点时间会提前通知）

开学时间：201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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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中意学院

十、报名方式及信息咨询：

洛阳中意学院

1.报名方式

请将材料于工作日邮寄至（拒收到付）：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厚载门街6号6楼，
洛阳中意科技园办公室 杨星华（收）

邮编：471000  电话：0379-80850170

资料审核后，电话通知本人缴纳考务费，等待考试。

2.信息咨询

•电话：0379-80850170电话：0379 80850170

•电邮：info@lystp.com

•网址：www.lystp.com

•QQ：153104975（请注明“姓名+中意学院”）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厚载门街6号6楼，洛阳中意科技园办公室

杨星华（收）杨星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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