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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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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27 日至 30 日） 

基 本 信 息 

姓    名 
 

姓名拼音 
 

性  别 
 

照 

片 

半年内免冠正面照 

宽度不超过 3cm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  族 
 

联系电话 
 

其他电话 
 

所在院校 
 

主修专业  

辅修专业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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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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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 

申请专业及学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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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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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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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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 建议使用 Adobe Reader 软件填写本表单，为避免乱码，请勿转换为 word 或

其它类型文件进行填写。填写完毕后，可使用“打印为 PDF”功能存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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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育经历自本科时期，倒序形式填写。可含国外访学经历； 

4、 “学习成绩”栏中需勾选成绩种类，空缺项填“无”； 

5、 “奖项荣誉”及“颁奖单位”尽可能填写全称，限填 5 项； 

6、 “实践实习”及“学生工作”栏中成果类内容，请尽量简写，各限填 5 项； 

7、 “审核意见”一栏，无需填写； 

8、 打印时仅保留申请表页面，正反双面打印（黑白即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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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