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医学院联合博士研
究生学位项目》2020 年招生简章
Joint Ph.D. Degree Program betwee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JTU-SM) and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Faculty of Medicine (HUJI-MED)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和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医学院
的合作协议，两校自 2018 年起启动招录“联合博士学位项目”（以下简
称“中以双学位项目”），该项目将充分利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和希
伯来大学医学院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的强大实力，入选学
生在两校导师的共同指导下，通过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和耶路撒冷
希伯来大学医学院进行学习及合作科学研究，经两校答辩委员会审核
通过后获得双博士学位。入选学生在学习期间，还将有机会参与多种形
式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活动，以此探索建立新型医学研究生教育国
际化培养模式，培养生物医学领域的尖端人才，并以此推动两校间的深
入合作交流。
中以双学位项目的研究方向为免疫调节，癌症及代谢性疾病，在
库导师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及希伯来大学医学院的 28 名课题组
长，详细信息见网站信息 http://sii.shsmu.edu.cn/JPD/Default.aspx。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JTU) enjoys a long history and a
world-renowned reputation in China. The School of Medicine (SJTU-SM) is
one of the best medical institutions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remarked by great achieve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medical education.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HUJI) is Israel’s premier
university as well as its leading research institution. The Hebrew University
is ranked internationally among the 100 leading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The Faculty of Medicine(HUJI-MED)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clinical and
research medical center.
The Joint Ph.D. Degree (JPD) Program aims to promote synergistic
collaborations between SJTU-SM and HUJI-MED through the combined
supervision of joint students for dual Ph.D degrees. The scientific
proficiency of the participating faculty covers immune regulation, cancer,
and metabolic disorders. These pillars support a broad range of synergistic
research activities based on complementary scientific approaches, unique
technologies, and advanced infrastructure of the Program’s faculty and
partner institutions. Twenty-eight professors from SJTUSM and HUJI-MED
are selected as co-mentors of the JPD program. Please visit the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http://sii.shsmu.edu.cn/JPD/Default.aspx
一、 招生人数
3名
二、 学习形式和学习年限
攻读该联合博士学位的时间不少于 4 年，并可在两校最长学制允
许的范围内适当延长。

中以双学位项目的研究生在培养期间的科学研究及学习过程将在
两校完成，其中在两校的学习和科研实践应不少于 9 个月。
三、 选拔方式
采用“申请-考核”制招生方式，择优录取。
（一）“申请-考核”制
1. 申请条件
1）已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籍学生，毕业院校要求：中国高校需满足
为双一流高校或 985 院校，国外高校参照 QS、Times 和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任一排行榜前 150 所。
2）满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医学院大学的
相应录取条件及语言要求，语言成绩需达到 TOEFL 90 分及以上;
IELTS 7 分及以上。
3）身体健康，且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标准。
2. 申请材料提交
符合以上申请条件者，于 2020 年 6 月 14 日至 6 月 21 日，登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医学院联合博士学位项目网
站报名登记（网址：http://sii.shsmu.edu.cn/JPD/Default.aspx），报名时
须在网上同时提交本人学习工作经历、科学研究计划和所需的其他相
关材料（同类材料若有多份文件，须合并成一个 PDF 文件上传，上传
完成后建议下载文件自行检查）。
中以双学位项目网站信息以英文形式填写提交，除基本信息填写
外，需系统提交中以双学位项目申请表（表格模板，请至中以网站系统

下载）及 3 封专家推荐信，其中 2 封为拟报考中以双学位项目的两校
导师推荐信。
申请材料须如实提交，如有弄虚作假，一经发现立即取消所有资格。
2.材料评审
医学院将成立专家评审小组，各评审小组根据考生外语成绩、以
及学习和科研工作经历、学术成果、拟攻读博士学位的科学研究计划等，
对考生进行综合评估，得出材料评审成绩。医学院研究生院将根据招生
规模，结合申请材料评审成绩设定合格线，并将根据达线人数，按综合
评分成绩由高往低的原则确定进入复试名单。
3. 复试
进入复试者即进入综合考核环节。综合考核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和希伯来大学医学院双校专家组织遴选，为全英文考核。内容包括：
①专业课测试。测试形式为笔试，满分 100 分；
②综合面试。包含科研创新能力和专业素养等。主要考查学生的
科学素养、个人品性、创新能力和培养潜力等。满分 100 分。
复试时需提交《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报考登记表》（报
名网站下载并至少保存 1 年）及网上报名时提交的所有材料。
4. 录取
复试小组将根据考生的总成绩〔即：综合评分+专业课成绩+综合
面试成绩〕排列名次，由高到低依次录取。专业课成绩或综合面试成绩
不及格者（即得分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拟录取名单经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将在学校网上

统一公示拟录取名单。正式入学通知书将与以其它招收方式拟录取考
生的通知书一起发放，秋季正式入学。
四、 关于收费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
费标准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887 号）及《上海
市物价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本市研究生教育
收费管理的通知》（沪价费〔2013〕15 号）文件精神，我校向所有纳
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研究生收取学费。具体收费标准可查询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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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hsmu.edu.cn/xxgk/info/1077/3994.htm）。
五、 违纪处罚
对在报名或考核中有违规或弄虚作假等行为的，按《国家教育考
试违规处理办法》及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对在校生，将通知其所在学校，
由其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学籍；对在职考生，将通
知考生所在单位，由考生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 其他说明
1.学籍和学位认证：
（1）学位认证报告：登录“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
网”http://www.chinadegrees.cn，在线申请学位验证，打印下载本人的学
位认证报告。如不成功可根据要求申请书面认证，获得“学位认证报告”；
（2）学籍认证报告：登录“高等教育学生信息咨询

网”www.chsi.com.cn，进入“学信档案”在线申请学籍验证，打印下载本
人的学籍认证报告。如不成功可根据要求申请书面认证，获得“学籍认
证报告”）；
（3）持境外大学硕士学位证书者，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
证，提交认证报告。境外在读尚未获得硕士学位的考生须提供就读学校
出具的学籍证明（写明预计获硕士学位时间），若被录取，在报到时须
提供硕士学位证书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报告，否则不予报到注
册。
七、 联系方式
项目中方协调员：刘老师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重庆南路 280 号西 5 号楼 1205 室
电话：021-63846590-776504
Email：liuyongxiao@shsmu.edu.cn

研究生院：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重庆南路 227 号东 1 楼 315 室（邮编 200025）
电话：021-63846590-776248，
传真：021-53068810
Email：yzb@shsm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