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宁波诺丁汉大学自主招生 FAQ 

  

 

关于 SPP 招生及专业  

1. 工作原则 

自主招生工作由宁波诺丁汉大学直接开展，不以任何形式授权任何机构、企业和个人开

展名额预定、培训、有偿咨询等，请考生和家长谨慎甄别不实信息。 

 

2. 毕业后获得的学位证书与高考批次是否相同？ 

本次招生不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被录取并入学的学生需放弃原留学资格。毕业后仅

颁发英国诺丁汉大学学位证书，可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获得中外合作办学国外学位认

证。学位认证专业具体信息，请参考：http://www.crs.jsj.edu.cn/aproval/detail/111   

  

3. 此次自主招生拟录取人数是多少？开放专业有哪些？  

拟招录 352 人。开放专业参考招生简章。如遇符合条件申请数量大幅度超过可录取人数

上限，学校将适时提前关闭相关专业的申请通道。因招生专业实时更新, 新专业信息以网

上申请系统为准。  

 

4. 此次自主招生的报名时间是？ 

已开通网上申请系统，请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 10 时前尽快提交申请。因招生名额有

限，学校有可能根据实际申请情况适时调整关闭申请通道时间，请有意向的申请人尽早

申请。 

 

5. 各个专业的介绍及特色在哪里可以找到？  

1） 官网：关于三大学院的专业介绍，每个专业每一学期所学课程列表等，详细信息请

见：  

https://www.nottingham.edu.cn/cn/Schools-Departments/Directory.aspx   

2） 微信号：“宁波诺丁汉大学招生办”微信号的菜单栏--“专业聚焦”--三大学院各个专业

介绍 

3） 视频号： “宁波诺丁汉大学”  

http://www.crs.jsj.edu.cn/aproval/detail/111
http://www.crs.jsj.edu.cn/aproval/detail/111
https://www.nottingham.edu.cn/cn/Schools-Departments/Directory.aspx
https://www.nottingham.edu.cn/cn/Schools-Departments/Directory.aspx


 

6. 学生培养模式  

自主招生学生的教学及生活管理参照高考学生统一管理。所有学生需完成教育部规定的

思想政治课和体育课内容。所有学生在就读期间同高考学生享受同等的申请海外交换交

流的资格。  

  

7. 入学及核验 

学生入学时间及要求参照高考批次学生统一管理。我校将对相关申请材料原件进行严格

审核。对于在自主招生过程中存在的弄虚作假的行为，一经查实，入学前发现的，取消

入学资格；入学后发现的，取消录取资格。同时，学校有权将有关情况报送教育主管部

门。 

 

8. 收到宁诺通知书后可否申请延期？  

该批次收到宁波诺丁汉大学录取通知书后需要在通知书规定时间内缴纳全款，不能够延

期到下一学年。  

  

9. 自主招生批次学生可否申请奖学金？ 

成功注册的同学，在读期间与高考批次的同学享受同样的奖学金的申请资格。  

 

10. 是否有转专业的机会？ 

自主招生大一学生希望转专业的话，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递交申请 （时间窗口同高考生

转专业）。学校会根据正常招生流程，同时考虑学生在校期间的学术成绩以及该专业的容

纳能力来决定是否允许转专业。  

 

11. 毕业后就业发展前景如何？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毕业生，不仅拥有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学位，他们的辩证思维、团队合

作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被世界知名的雇主与高校肯定和认可。全英文的教学和多元文

化融合的校园环境更让他们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倍增职业竞争力。了解更多就业去向，

欢迎访问 https://www.nottingham.edu.cn/cn/careers/index.aspx  

 

  

https://www.nottingham.edu.cn/cn/careers/index.aspx


入学要求  

12. 是否一定需要国内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及高中毕业证书？ 

原则上需提供国内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及高中毕业证书。 

 

13. A Level 成绩还没出来，可以先用有条件录取通知书申请吗？ 

请提交目前已有的尽可能完整的申请材料以供审核。 

 

14. 拿到的是 2022 年春季的 offer 是否可以申请?  

 可以申请。 

 

15. 英语语言成绩有具体小分要求吗？ 

 雅思（学术类）：6.0 各项不低于 5.0 (不接受 IELTS Indicator) 

 TOEFL (iBT) ：79，听力及写作不低于 17 分； 阅读不低于 18 分；口语不低于

20 分 (接受托福 home edition) 

 PTE Academic：65 各项不低于 59 

各项分数须为同一次考试，不接受“拼分”。 

 

16. （全英文授课）国际高中/国际课程/海外高中毕业生是否还需要递交雅思成绩？ 

申请材料需包括英语语言能力测试成绩单（如雅思或 PTE 或托福）或其他同等的英语成

绩单 （如下）： 

 GCE ALevel/ AS：C 

 IB：IB English A1 or A2 or English Literature (Standard or Higher Level) 4 

 IB English B (Higher Level) 4 

       IB English B (Standard Level) 5 

 SAT Evidence-Based Reading and Writing：500 

 ACT English Language Arts (ELA) ：26 

 

17. 是否接受其他英语语言测试成绩，如多邻国？ 

不接受。目前只接受雅思、托福、PTE 的英语语言测试成绩，和其他同等标化考试英语

成绩单。 

 



18. 录取标准和流程 

申请人需满足英国诺丁汉大学本科专业相应入学标准，以及英语语言成绩最低要求：雅

思成绩 6.0 或 PTE 成绩 65 或托福成绩 79。 

提交完整申请材料，有国际课程/国际预科成绩单，并持有全球前 50 强海外高校无条件

录取通知书的申请将被优先审核。 

学校将根据各专业可录取名额，按申请时间先后顺序，对通过初审的申请人进行测试, 并

将对申请人学业水平、语言能力及测试成绩进行综合评价并择优录取。 

 

19. 测试形式和内容是什么？ 

测试为剑桥领思在线英语水平测试，包括 1）听力和阅读；2）写作；3）口语。测试采

用专业的远程在线监考平台对考试全程进行监考。 

 

20. 申请提交后，多久能收到测试通知？会有邮件通知吗？ 

剑桥领思测试将在 2022 年 8 月 6 日至 2022 年 8 月 13 日间陆续进行。通知邮件将在

考试前（至少 48 小时）发送至学生申请邮箱地址，内容包括考前准备、注意事项与考

试指引等信息，请按照邮件内容指引进行考试。 

 

21. 测试时间是什么时候？ 

剑桥领思测试为上午 9：30 分，具体日期将通过邮件通知，请提前安排好时间，确保在

规定的日期和时间完成考试。 

 

22. 哪里可以查看更多测试细节？ 

剑桥领思测试细则已另文通告，请点击查看。 

 

23. 已在海外高校就读大一的学生能否申请？ 

已在海外高校完成大一课程的学生，可以通过此自主招生通道申请大二入学，即 3 年制

本科（3YrUG）课程。  

  

 

如何申请  

24. 申请系统的地址？是否需要申请费用？ 

https://guide.piloteducation.cn/


不用，请使用我们的线上“自主招生”申请系统递交您的申请（链接）

https://admissions.nottingham.edu.cn/account/login   请在系统“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Letter of commitment）”处下载、签名，并扫描或拍照上传。  

  

25. 专业选择中，后缀 3YrUG 和 4YrUG 的相同专业区别是什么？ 

已获得海外大学本科一年级无条件录取通知书的学生选择申请四年制本科专业

（4YrUG）；已在海外高校完成大一课程的学生选择申请三年制本科专业（3YrUG）。 

 

26. 只能申请和海外高校录取通知书相同/相关专业吗？ 

申请专业和已获得录取的海外高校专业可以不为同一专业。 

 

27. 国籍一栏如何选择？  

申请人请选择中文 “中国”  

 

28. 上传文件格式是否有要求？ 

请按申请系统要求上传。 

 

29. 是否有机会进校面对面咨询或参观？ 

鉴于目前学校疫情防控的要求，建议可以通过电话 0574-88180182 或邮箱 

admissions@nottingham.edu.cn 咨询。  

  

30. 其他补充材料可以在哪里进行递交？ 

申请系统最后“Other document”部分，申请人可依据自身情况进行附加材料的上传。  

  

31. 能否查询是否递交成功？ 

系统递交申请后不会收到自动回复邮件，学生可以自已在申请系统中确定申请是否递交成

功。学校会尽快对成功递交材料的申请人进行初审。  

   

 

递交材料后问题   

32. 如成功录取后何时开学？ 

https://admissions.nottingham.edu.cn/account/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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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入学时间及要求参照高考批次学生统一管理。高考批次为 9 月 11 日开学，具体信

息将在电子录取通知书中详细说明。 

  

33. 学费是多少？是否与高考批次一致？除学费外其他费用大致多少？  

本科：学费、住宿费等学杂费参照高考批次学生的统一标准收取。2022-2023 年度学费

为 100000 元/学年。 

 

34. 支付学费的方式 

学生可通过中国银行线上支付平台缴纳学费。建议支付学费前确保开通中国银行个人手

机银行（可非本人）。详细支付方式参考电子录取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