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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 2017 年“服装•艺术•时尚”青年论坛 

暨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申请表 
（2017 年 5 月 19 日至 21 日） 

基 本 信 息 

姓    名 
 

姓名拼音 
 

性  别 
 

半年内免冠正面照

宽度不超过本框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  族 
 

联系电话 
 

其他电话 
 

身份类型 □青年教师  □硕士研究生  □本科生

所在院校 
 

主修专业 
 

辅修专业 
 

电子邮箱 
 

是否愿意做学术或研究报告 □是  □否

通讯地址 
 

身份证号 
 

                 

教 育 经 历 

起止时间 所在院校 专业 学历类型 

 

学 习 成 绩 

成绩排名 

大一年级 本专业人数 □综合成绩排名 □GPA排名

大二年级 本专业人数 □综合成绩排名 □GPA排名

前五学期 本专业人数 □综合成绩排名 □GPA排名

本科阶段 本专业人数 □综合成绩排名 □GPA排名

硕士阶段 本专业人数 □综合成绩排名 □GPA排名

外语水平 

英语四级 雅思成绩 GRE 成绩 

英语六级 托福成绩 GMAT 成绩 

其它成绩 
 

孟虎
附注
因PDF文件表单功能限制，无法粘贴电子照片，请利用PDF签名功能或其它方式解决此问题。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2017 年制表 

奖 项 荣 誉 

获奖年月 奖励名称 颁奖单位 奖项级别 

   
□国际□国家□省部□市级□校级 

   
□国际□国家□省部□市级□校级 

   
□国际□国家□省部□市级□校级 

   
□国际□国家□省部□市级□校级 

   
□国际□国家□省部□市级□校级 

 

实 践 实 习 

起止时间 活动名称 组织单位 活动成果 

    

    

    
 

学 生 工 作 

起止时间 职务名称 工作内容/成果 

   

   

   
 

已有学术成果及未来研究方向 

 

 

 

申请人声明 审 核 意 见 

 

我保证提交的申请表和其它全部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

果我提交的信息不真实或不准确，我同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被录取后，我将严格遵守本次论坛相关规定与纪律，保证所在学

校和父母知晓情况，并注意出行安全，非论坛期间和在论坛期间因违反

论坛规定和纪律引发的人身安全、财产损失等责任自负。 

 

申请人签名：               日期：2017 年   月  日 

 

□ 同意参加 

 

□ 拒绝参加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签章） 

2017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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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表中勾选类内容，建议使用实心方框■； 

2、“是否愿意做学术或研究报告”中，报告内容包括科技论文、设计作品、专利成果、创新创

业方案、前沿性专题报告等，报告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 

3、所采集身份证号，仅为学员在我校参加论坛期间购买保险所用； 

4、教育经历自本科时期，倒序形式填写。可含国外访学经历； 

5、“学习成绩”栏中需勾选成绩种类，空缺项填“无”； 

6、“奖项荣誉”及“颁奖单位”尽可能填写全称； 

7、“实践实习”及“学生工作”栏中成果类内容，请尽量简写； 

8、“审核意见”一栏，无需填写； 

9、打印时仅保留申请表页面，并严格控制在 2 页范围，正反双面打印（黑白即可）； 

10、请积极发挥个人创造力，妥善整理相关材料，以便专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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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流 程 

（一）申报材料准备 

*学生必须材料* 

1、申请表 1 份（见附件）； 

2、本科以来成绩单和专业排名证明材料（各 1 份；需教务处或所在院系盖章）； 

3、个人陈述 1 份：介绍本人专业背景、从事过的研究工作以及未来攻读硕士或博士研究

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计划等（千字以内）。 

*教师必须材料* 

1、申请表 1 份（见附件）； 

2、个人陈述 1 份：介绍本人专业背景、从事过的研究工作等（千字以内）。 

*附加材料*（教师及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提交） 

1、英语水平证明材料复印件； 

2、其他材料：包括获奖证书复印件（学术或学科竞赛类相关奖项），体现自身学术水平

的代表性学术论文、专利或体现有特殊专业特长的证明材料等； 

3、设计作品集（攻读艺术及设计类专业）。 

 

（二）申请方式及时间 

1、网上申报：下载论坛申请表；将申请表、个人陈述和成绩单扫描件及其它材料通过电

子邮件发送至：menghu@mail.dhu.edu.cn 并抄送 lulu@dhu.edu.cn，邮件标题格式示例为“东华

大学-张三-2017 青年论坛申请”，网上申报的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19 日 24：00 前； 

2、书面资料提交：申请表和个人陈述打印、签字，与其它申请材料一起邮寄。请于信封

或快递正面注明“青年论坛申请”。 邮寄材料的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4 月 20 日（以寄出当地邮

戳为准）。建议以  快递  方式寄送。 

3、邮寄地址： 

【顺丰快递】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882 号东华大学第三教学楼 804 室，卢老师收，邮

编：200051，联系电话：021-62373608 转 809； 

【其它方式】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882 号东华大学第三教学楼 1013 室，孟  虎收，邮

编：200051，联系电话：188-0026-5323。 

 

（三）材料审核及录取 

学院将组织专家组对申请者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合格同学将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前收到录

取通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通知），即为本次论坛正式成员。未收到通知者即未能入选，不再

另行通知（谢绝来访来电）。 

 

（四）事务咨询 

卢老师 lulu@dhu.edu.cn  孟  虎 menghu@mail.d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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