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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慶市及北碚區簡介 

 

重慶是中國著名歷史文化名城，有文

字記載的歷史達 3000 多年，是巴渝文化

的發祥地。因嘉陵江古稱“渝水”，故重

慶又簡稱“渝”。北宋崇甯元年（1102年），

改渝州為恭州。南宋淳熙 16年（1189年）

正月，孝宗之子趙惇先封恭王，二月即帝

位為光宗皇帝，稱為“雙重喜慶”，遂升

恭州為重慶府，重慶由此而得名。1891

年，重慶成為中國最早對外開埠的內陸通

商口岸。1929 年，重慶正式建市。第二

次世界大戰時期，國民政府定重慶為陪都，重慶同華盛頓、倫敦、莫斯科一道被列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指

揮中心，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 

重慶位於內陸西南部、長江上游地區，幅員面積 8.24 萬平方公里，轄 38 個區縣（自治縣）。戶籍人

口 3375 萬人，常住人口 2991 萬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 59.6%。人口以漢族為主體，有土家族、苗族、回

族、滿族、彝族、藏族等 55 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人口 200萬人、占總人口 6%。地貌以丘陵、山地為主，

其中山地占 76%，有“山城”之稱。屬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年平均氣溫在 16～18℃，常年降雨量 1000～

1450毫米。重慶域內水系豐富，流經的重要河流有長江、嘉陵江、烏江、涪江、綦江、大寧河等，長江幹

流自西向東橫貫全境，流程 665公里。旅遊資源豐富，有長江三峽、世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世界自然遺

產武隆喀斯特和南川金佛山等壯麗景觀。 

重慶市是中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1997年 6月 18日正式掛牌），是國家重要中心城市、長江上游地

區經濟中心、重要現代製造業基地、西南地區綜合交通樞紐、西部開發開放的重要戰略支撐、國家“一帶

一路”重要戰略節點和長江經濟帶、西部中心樞紐和內陸開放高地。直轄以來，重慶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顯

著成就，產業結構調整取得積極進展，老工業基地煥發生機活力，農業農村和現代服務業發展水準大幅提

升，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提速，內陸開放格局基本形成，三峽百萬移民搬遷安置任務圓滿完成，各項社會事

業全面進步。 

直轄以來，重慶市每年的 GDP 增長都保持在兩位數以上。汽車、電子資訊、裝備製造、綜合化工、材

料、能源和消費品製造等千億級產業集群全面形成，農業農村和金融、商貿物流、服務貿易等現代服務業

快速發展。以交通為重點的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加快，建成“二環八射”高速公路網和“七幹線二支線”

鐵路網，港口年貨物輸送量近 1.5 億噸，江北國際機場年旅客輸送量近 3000 萬人次。內陸開放高地加快

崛起，兩江新區開發開放全面推進，以寸灘水港、江北國際機場、團結村鐵路中心站三個一類口岸及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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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路寸灘保稅港區、西永綜合保稅區、鐵路保稅物流中心（B 型）為主體的水、空、鐵全面開放格局基

本確立，以長江黃金水道、渝新歐國際鐵路等為支撐的向東向西國際貿易大通道全面形成。教育、醫療、

文化、科技、社會保障等取得新的進步。生態環境品質持續改善。 

重慶，這座朝氣蓬勃、活力迸發的美麗山水之城、現代魅力之都，正以從容自信、開拓開放的姿態，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征程中闊步前行。 

北碚區位於重慶市城區西北部，重慶主城九區之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事先規劃，逐步按計劃建設

的經濟開發區。因有巨石伸入嘉陵江中，曰碚，又因在渝州之北，故名北碚。北碚區背靠縉雲山，嘉陵江

環城而過，以濃郁的文化氛圍、著名的風景名勝、雄厚的科技實力、秀麗的花園城區而名揚四方。 

該區環境十分優美，空氣環境品質已連續 12 年居重慶主城首位，Ⅱ級以上優良空氣品質天數長期保

持在 338天以上。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達 26.16平方米，全區森林覆蓋率達 48.68%。素有“嘉陵江畔明珠”、

“重慶都市花園”的美譽。 

北碚區幅員面積 75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77.09萬人。 

北碚區是市級風景旅遊區、智力型清潔工業基地，西部第一個國家園林城區、全國綠化模範城市、國

家環境保護模範區，國家生態示範區、中國人居環境範例獎、全國首批國家可持續發展先進示範區等國家

級榮譽，並被聯合國人居環境署授予“迪拜國際人居環境良好範例獎”。 

 

二、 西南大學簡介 

西南大学（Southwest University）是教育部直属，

教育部、农业部、重庆市共建的重点综合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现任党委

书记李旭锋教授、校长张卫国教授。 

学校主体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坐落于缙云山麓、嘉陵

江畔，占地 8000余亩，校舍面积 165万平方米，绿地率达

40%，泱泱校园，宏丽庄重，气象万千，是闻名遐迩的花园

式学校，教育部表彰的文明校园。 

学校溯源于 1906年建立的川东师范学堂，几经传承演变，1936年更名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1950年，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教育、国文、外文、史地、数学等系与 1940 年成立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建立西

南师范学院，农艺、园艺和农产制造等系与 1946年创办的私立相辉学院等合并建立西南农学院。1985年，

两校分别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2000年，重庆市轻工业职业大学并入西南师范大学；2001

年，西南农业大学、四川畜牧兽医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合并组建为新的西南农业大学。2005

年，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开启了学校发展崭新篇章。 

百余年来，筚路蓝缕，玉汝于成，数代西南大学人以其弘毅坚韧、自强不息的奋斗铸就了"特立西南、

学行天下"的大学精神，不断丰富着"含弘光大，继往开来"的校训内涵。 

http://baike.baidu.com/view/41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7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7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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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余年来，学校始终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为己任，杏坛育人，劝课农桑，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一大批名师先贤曾执教于此，春风化雨，躬耕不辍。数十万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成为民族复兴大

业的建设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骨干。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强、特色鲜明，现有 53 个一级学科，涵盖了哲、经、法、教、文、史、

理、工、农、医、管、艺等 12 个学科门类，其中有 3 个国家重点学科、2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9

个一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44 个一级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有 1 种专业博士学位、19 种专业

硕士学位，另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2个，有 6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世界排名前 1%。 

学校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富有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学校现有 32 个学院（部），105 个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 20 个、

重庆市特色专业 43 个。教学资源丰富，现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4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 3

个、重庆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3 个，有国家级精品课程 46 门、重庆市精品课程 96 门，有国家级大学生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1 个。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2968人，其中教授 572 人、副教授 1115 人，博士生导师 331

人、硕士生导师 1398 人。现有在校学生 5 万余人，其中普通本科生近 4 万人，硕士、博士研究生 11000

余人，留学生 800余人。 

学校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1个、省部共

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1 个、教育部或农业部重点实验室 10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3 个、"111 计

划"创新引智基地 3 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 2 个、农业部科学观测实验站 2 个、国土资源部野外基

地 2个、国家大学科技园 1个、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12个、重庆市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5个、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1 个、文化部公共文化研究基地 1 个、国家体育总局重点实验室（共建）1

个、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3 个。"十二五"期间，学校国家级科研立项数量达 900 余项，科

研经费总量达到 20.35亿元，获"973"项目、"863"项目（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700 余项，获得授权专利 1000 余项，育成动植物新

品种 50 个，出版专著 800 余部，自然科学在 SCIE、EI、ISTP 在三大检索论文数量达 5400 余篇，人文社

会科学在 SSCI、A&HCI、CSSCI 三大检索论文数量达 3600 余篇。"十二五"以来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中国专利优秀奖 1项、教育部普通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20 余项、重庆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8项。 

学校注重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立足重庆、面向西南，服务全国"，与重庆、

四川、云南、贵州、江苏、山东等省市 50余个地、市、县建立了校地战略合作关系，与国内 50多家大中

型企业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与 26省市 500余个行政事业单位和 1000多家企业开展了有效的项

目合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县校合作，受到广泛好评，

被誉为产学研有效结合的"石柱模式"。 

学校积极推进国际化进程，与美、加、泰、日、韩、越、澳、俄等近 30个国家和地区的 80多所高校、

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在泰国、加拿大、哈萨克斯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 3所。 

三、 學校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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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書館設施齊全，校史館館藏豐富 

學校中心圖書館地上 15 層，地下 1 層，建築面積 3.7 萬平方米，總投資 1 億多元。按四個功能空間

設計，其中，1 至 8 層（包括 1 至 5 層裙樓）為學習交流功能空間，主要是文獻借閱和讀者學習區，約 2

萬多平方米；9至 11層為學習研究功能空間，主要是特藏珍貴文獻區及側重為教師和研究生服務的學術交

流研究區，約 2400平方米；12至 13層為技術及服務保障功能空間；負一樓及一樓部分區域為文化展示與

休閒功能空間，主要設計有視聽室、3D閱覽室及配套為讀者服務的小型超市、簡餐、咖啡廳等。 

中心圖書館採用了大平面、大開間設計，集借、閱、藏、諮詢於一體，可提供近 4000 個閱覽座位。

中心圖書館紙本文獻將涵蓋圖書館全部文獻

類別，設有經典著作、考試考級、新書導讀、

出版社新書推薦等多個主題閱覽區和古籍保

護中心、民國文獻中心、西大文庫、主題研修

區等多層次、多類型文獻利用空間。中心圖書

館配備了先進的多媒體資訊技術平臺和 RFID

自助借還系統、讀者自助列印複印設備、飲水

設備、數位化自主學習中心，充分體現了現代

大學圖書館智慧化、數位化和人性化的特徵。 

（二） 教學樓風格各異， 

西南大學共有中式、歐式等 45座教學樓。所有教室都配備有空調、電扇及多媒體教學設施。 

 

 

 

（三） 體育設施 

學校有標準跑道運動場 5個，多功能大型體育館 1個，另

設有籃球館、羽毛球館、室內恒溫游泳池、健身館、露天乒乓

球場、羽毛球場、藍球場、排球場等各類齊全的體育設施。 

（四） 學生宿舍 

以花、水果或植物名稱命名，我校共有梅園、竹園、橘園、杏園、李園、桃園、楠園七

大學生宿舍片區。每一宿舍區皆配備有教育超市、食堂、圖書室等便利的生活設施。宿舍內

配備有空調、獨立衛生間（淋浴和蹲位廁所）、網路介面、雙層床（上床下課桌）等設施。

本科生宿舍為 4人或 6人間，研究生為 2人或 4人間。所有交換生都能保證分配有一個校內

宿舍床位。 

（五） 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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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園、竹園、橘園、杏園、李園、桃園、楠

園七大學生食堂及教職工食堂（禾豐樓）提供品

種豐富、美味可口且價格低廉的食物，供來自於

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師生享用。除常規食物外，學

校還提供清真食品（梅園食堂一樓民族餐廳），

以及臺灣、韓國、日本、香港等全世界各地美食。

此外，學校附近的火鍋、江湖菜等眾多富有地方

特色大小餐館也是很多同學的就餐選擇。 

除学生食堂外，校内李园园区的李园小吃街、杏园园区的杏园小吃街也有小吃和餐厅供

大家选择。学校中心图书馆负一楼设有咖啡厅。西南大学南门(二號門)外天生丽街、五号门

外文星湾大桥附近、城北九号好吃街、北碚老城步行街、城南步行街、城南万达广场等，有

各式各样的大小餐厅、火锅店供大家选择。 

（六） 交通 

校園觀光車：學校占地面積廣大，有專門的校園觀光車穿梭於校園內，為同學們提供交

通便利。觀光車分為不同線路，可以抵達校園每一個角落。同學們憑校園一卡通乘坐。 

公共交通：學校位於重慶市郊區的北碚區，一、二、三、六、八號校門處皆有往返市區

的公共汽車，單程行程約 40分鐘。二號門外有輕軌（地鐵）6號線前往市區，運營時間為每

天 6:00至 22:30，單程行程約 50分鐘。此外，還有多條公交線路以及輕軌（地鐵）6號線前

往機場、火車站、奧特萊斯購物廣場、宜家商場、市內各大商圈等。迷人都市生活近在咫尺。 

（七） 其他生活設施 

學校附近其他基本生活設施包括超市、商業步行街、電影院、森林公園、銀行、集市、

郵局、自然博物館等等，為同學們的生活提供便宜。 

四、 接收學院資訊 

各學院（部、所、中心）資訊，請參閱教學單位 http://www.swu.edu.cn/glfw_jxdw.html

及科研平台 http://www.swu.edu.cn/kxyj_kypt_zrkx.html。專業導讀：

http://bkzsw.swu.edu.cn/s/bkzs/zydd.html 

 

http://www.swu.edu.cn/glfw_jxdw.html
http://www.swu.edu.cn/glfw_jxdw.html
http://www.swu.edu.cn/kxyj_kypt_zrkx.html
http://bkzsw.swu.edu.cn/s/bkzs/zyd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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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聯繫方式及申請資訊 

（一）聯繫方式 

聯繫單位 西南大學港澳臺辦公室 

聯絡人 譚飛雪  張藝 

電話 +86-23-68253749 傳真 +86-23-68863805 

電郵 gangaotai@swu.edu.cn 

地址 重慶市北碚區天生路 2號西南大學港澳臺辦公室（郵編：400715） 

 

（二）2021年春季學期港澳臺友校交換生申請資訊 

交換時間 自 2021年 3月 1日至 2021年 7月 18日，一學期 

交換名額 依兩校交換生協議 

申請截止日 2020年 11月 30日 

申請資格 

1.大二、大三本科生，二年級碩士、博士研究生 

*若有大一、大四或研一、研三同學申請，只要不影響該生正常畢業或修學，我校均可接

受交換。 

2.所申請專業與原專業對口 

3.目前仅接受台湾、香港、澳门籍同学申请 

接收專業 詳見接收交換生學院及交換專業一覽表 

報名費用 無 

申請文件 

（為簡化手

續，現申請只

需提交電子版

材料即可） 

1. “港澳臺學生赴西南大學交換學習申請表”（務必黏貼照片或電子照片；第三頁“母

校派遣證明”欄目由貴校負責派出交換生事宜老師填寫） 

2. 大學期間成績單 

3. 研修計畫 

4. 作品集（音樂、美術、服裝設計、景觀設計等專業同學請附作品集，與其他申請材料

一併寄送） 

5. 教授/副教授推薦信一份 

6. 健康檢查表（當地醫院檢查即可，可來校後補交） 

*以上材料需單獨掃描為清晰的 PDF格式。 

同一學校的申請者由該校負責老師統一將申請材料發送至 gangaotai@swu.edu.cn 

*根据当时新冠疫情防控要求，报到时可能需提供相应的健康证明等材料 

學雜費 免 

選課規範 

1. 為保證西南大學全日制學生身份，每星期上課學時至少為 20學時（每學時 40分鐘） 

2. 主修或副修音樂樂器，另加收教師指導費。 

3. 來校前，可聯繫老師索取課程資訊，開學到校後再上網選課。 

mailto:tanfeixue@sw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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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信息 
1. 入校後統一安排學生宿舍，但需自行購買床上用品。4-5 人間住宿費用為每

人每學期 約 500~600元。 

醫療保險 須提供當地醫療保險投保證明（時間段必須覆蓋在西南大學就讀時間）。 

志願者服務 
我校為每位交換生安排對應學院的志願者，幫助交換生同學在西南大學就讀期間的各項事

宜。 

其他資訊 

西南大學所在地區生活費（根據個人習慣有所不同） 

1. 手機話費：各通信公司提供不同套餐，費用約為每月人民幣 50 元至 100元之間，包

括基本話費和上網費用 

2. 餐費：在學校各食堂就餐，費用約為每日人民幣 30元左右 

3. 交通費：學校校園觀光車每次乘坐人民幣 1元；前往市區大巴車單程約 10元，輕軌

（地鐵）單程約 7元  

4. 書籍費：每學期約人民幣 200元 

5. 其它生活費用：視個人習慣，預估一個月約人民幣 1000元 

 

 

 

更多學校資訊，盡在 www.swu.edu.cn 

熱忱歡迎您來到美麗的西南大學學習！ 

 

   
 

http://www.sw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