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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同济大学 

联合培养知识产权法硕士项目 

招生简章 

一、合作双方简介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是知识产权政策、服务、信息

和合作全球平台。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WIPO协助其 189个

成员国发展和谐的国际知识产权框架，以满足社会进步的需要。

WIPO提供在多个国家获取知识产权和争议解决的业务服务。并

且也提供独特的、知识产权信息知识库免费进入的服务。世界知

识产权学院（WIPO Academy）建立于 1998年，在WIPO有关

加强各国使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世界知

识产权学院采纳跨学科的、知识产权教育近路，注重知识产权与

贸易、创新、健康、应用科技、信息技术和创新型产业的联系。 

同济大学是中国声誉卓著的大学之一。经过 110年的发展，

同济大学已经成为一所特色鲜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研

究型、国际化大学，综合实力位居国内高校前列。2013 年，学

校提出“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愿景。

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生 17228人，硕士研究生 13864人，博士

研究生 4717 人。另有外国留学生 3566 人。在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究所的支持下，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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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3年正式开始知识产权学科建设。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科

依托同济大学传统的对德合作及理工科优势，以国际性、前瞻性

和实用性为指导，汇聚一批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将人才培养、

学术研究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对接。在此基础上，为

了打造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国际顶尖知识产权学科，建设世界

一流的国际化高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基地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可持续发展与知识产权研究智库，2016 年上海市政府决定，依

托同济大学成立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学院建设得到了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机构的大力支持。经中国教

育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商定，自 2017年开始，委托同济大学实

施“一带一路”知识产权硕士培养项目。 

 

二、项目简介 

设计无处不在。从现代艺术的精湛之处，比如博物馆中展示

的家具或者灯具，到日常事物，比如视频储藏罐或者风挡雨刷器，

围绕我们的绝大多数东西是被有意地精巧制作出来，以求满足观

感的同时亦能实现它们适当的功能。产品设计是一种语言，其虽

然根植于文化传承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其理解却是全球化的并

因此成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工具。这种超越国界交流的内在能力

使设计成为真正具有国际纬度的领域之一。除此之外，设计并不

局限于美学上的形态以及个体产品功能上的性质。其包含了的系

统化的思考、不同体系和合作模式之内和之间的互动以及程序的

组织安排。在此广义上的理解之下，设计是创新驱动的关键因素。 

综合性的和动态的设计概念构建了本硕士项目的背景。本项

目旨在为学生提供一种独特的和具有挑战性的机会，不仅仅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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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在知识产权核心领域那些固化的知识，更是去专注于设计保

护的方方面面。因为本项目是在与WIPO合作下实施的，国际层

面的知识将广泛地被纳入项目，而且比较法也会被纳入进来，特

别是与服务于区域保护制度的主要的典范的欧洲联盟法。另外，

同济大学设计和创新学院、该领域的专业法官和实务界人士的加

盟，将增强和启发学习体验。 

项目采用全英语、模块化、贴近实务的教学方式，将借助

WIPO和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的国际化、学科交叉和协同合作

平台，汇聚世界顶尖的知识产权学者和专家为学生提供一流的知

识产权国际课程。 

 

三、项目概况 

1. 授课语言：英语 

2. 招生规模：30人（中外学生各 15人） 

3. 项目包括讲座、课堂讨论、实地考察以及来自大学、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法院等部门的资深

专家模块化教学等。 

4. 学制：2.5年（其中课程修读时间为 1年（在上海），其余

时间（在中国或者留学生本国）为社会实践、毕业论文写

作和答辩（在线）等；顺利完成课程修读环节的学生，将

获得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同济大学联合颁发的课程修

读证明；顺利完成所有培养方案环节的学生，将获得同济

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优秀学生可以申请提

前毕业，但最低学习年限为 2年）。 

5. 学习时间及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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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 在中国或者留学生本国 

时间 第 1年： 

课程学习 

第 2年 

- 毕业论文写作及答辩 

- 实习 

要求 - 通过培养方案中全部

课程 

- 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 公开发表 1篇以上论文（学术期刊或

学术会议） 

毕 业 证

书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

同济大学联合颁发课

程修读证书 

- 获得同济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书 

- 获得同济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 

 

 

6. 学习计划及课程 

包括公共课程（主要培养学生汉语能力及中国文化的了解）、

学位课程（主要培养学生法学及知识产权方面的基本知识、专业

技能和思维方式）、非学位课程（主要拓展学生在知识产权专业

知识方面的知识面及兴趣点）、毕业论文及其他培养环节。具体

见附件。 

 

7. 奖学金 

经世界知识产权学院和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审

核，符合入学要求的，可申请WIPO和中国政府专项奖学金，名

额 10人，WIPO奖学金（5人）涵盖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

中国政府专项奖学金（5人）涵盖学费和住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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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事宜 （留学生） 

1. 包括条件： 

1) 身心健康的非中国籍公民； 

2) 中国教育部认可的“一带一路”国家大学本科毕业生、研

究生等（专业方向不限）； 

3) 1年以上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经验； 

4) 英语水平：托福 95、雅思 6.5或相当英语水平证明； 

5) 注：自 2010 年起，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

在移民国外后以外国留学生身份申请来校学习的，除符

合上述要求之外，还需满足以下条件：申请人须持有有

效的外国护照或国际证明文件 4 年（含）以上，且最近

4 年（截至入学年度的 4 月 30 日前）之内有在国外居

住 2 年以上的记录（一年中实际在国外居住满 9个月可

按一年计算，以入境和出境签章为准）。 

 

2. 申请时间 

2017年 2月 15日-5月 30日（2017年 9月开学） 

 

3. 申请材料 

1) 《同济大学外国留学生入学申请表》； 

2) 申请者个人普通护照复印件（个人信息页）； 

3) 毕业证书及学士或以上学位证书复印件。中英文以外文

本的证书需提供中文或英文翻译件的公证件原件； 

注： 文件公证件需由中国驻外使领馆或外国驻华使领馆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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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届毕业生由本人所在学校出具预计毕业证明原件，如

录取，需在报到时补交毕业证书文件。  

5) 本科或硕士阶段全部课程成绩单原件或公证件。中英文

以外文本的成绩单需提供中文或英文翻译件的公证件原

件； 

注： 文件公证件需由中国驻外使领馆或外国驻华使领馆

提供; 

6) 英语语言证明； 

7) 两位副教授或相应职称以上的学者的推荐信原件（需写

明推荐人的联系方式）； 

8) 个人陈述，1000字左右，用英文撰写。内容应包括个人

学习、工作经历，学术研究成果，硕士阶段的研究计划，

毕业后的个人发展目标等； 

9) 申请入学自我介绍视频材料（U盘或类似存储介质）； 

10) 发表过的论文目录、摘要，或者其它能够证明自己研究

能力的材料； 

注：除上述申请材料外，必要时同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可要

求申请者提供补充材料。无论录取与否，以上申请材料一律

不予退还。 

 

4. 申请程序 

1) 登 录 同 济 大 学 网 上 报 名 系 统 : http://study-
info.tongji.edu.cn 进行网上报名,并打印出 PDF 文件。 

2) 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申请费并将转账凭证复印件与其

他申请材料一道递交（也可在递交时现场支付）； 

3) 递交申请材料；可由本人递交或委托他人递交，也可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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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到同济大学外国留学生办公室（邮寄地址见联系方式）；

全部申请材料务必在申请截止日期前递到，否则视为自

动放弃申请。 

注: 同济大学目前招生录取采取资料审核制，无入学考试，

无面试环节。 

 

5. 费用标准 

1) 申请费：410 元 (人民币) 

注：申请费在递交申请材料时缴纳，申请费一经缴纳，不予

退还 

2) 学费：8万／人； 

注：学费及意外伤害及住院医疗保险费(600RMB/年)在报到

注册时缴纳 

银行信息： 

收款银行名称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收款银行地址：中山东一路 23号 上海，200002，中国 

银行代码：BKCHCNBJ300 

收款人：同济大学 

收款人账号：433859245525 

 

五、录取与注册（留学生） 

1. 请随时关注网报系统中自己的申请状态，如被录取，申

请状态会变为录取状态。录取两周后陆续寄发录取通知

书；  

2. 被录取者应持普通护照、《同济大学录取通知书》、《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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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2表）前往中国驻外使

（领）馆办理入境学习签证，并持上述材料，按通知书上

规定的时间到同济大学办理入学报到手续并根据上海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居留许可）； 

3.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均为试读，硕士研究生第

一学年的所有学位课程考试合格，方可取得准备论文资

格，学位课程考试不合格者作进修处理。 

 

六、申请事宜、录取与注册（国内学生） 
参见《关于报考 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同济大学联合

培养知识产权法硕士研究生的说明》以及《关于已获得我校法学

专业预录取考生进入WIPO项目班的通知》。 

七、联系方式 

协调人（同济大学）：于馨淼 

电子邮件：yuxm@tongji.edu.cn 

联系人（同济大学）：孔维佳 

电子邮件：marina_kong@tongji.edu.cn 

电话：0086-21-6598 3113 

地址：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中国上海杨浦区四

平路 1239号，综合楼 1001室，邮编 200092 

网址：http://sicip.tongji.edu.cn  

协调人（WIPO Academy）：CHIKOWORE Martha 

电话： +41 22 3389111 

电子邮件：martha.chikowore@wipo.int 

网址：http://www.wipo.int/academy/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