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度
中国年轻行政人员长期培养支援项目
Japan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Scholarship for Chinese Young Leaders
(JDS 中国)

项目说明

致各位中央机关、地方商务厅窗口部门负责人
本项目是在中国商务部的协助下，日本政府开设的奖学金项目。通过 1 次
材料提交，和 3 次选拔的合格人员，将于明年夏天赴日，在日本大学的研究生
院（硕士课程）学习研究 1～2 年。希望各位负责人能够给与本项目支持。
① 协助宣传本项目
② 提交报名人员名单及推荐函（截至 9 月 29 日（三））
阅读本材料后，如有任何疑问请与 JDS 项目办联系。
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网站上查询下载。请大家多多支持！

≪申请人员说明会≫
待定
地点：北京市内酒店会议室及云会议室
※详细内容请参照网站,进行报名※
也非常欢迎各窗口负责人参加

扫一扫，快速访问 JDS 中国

1．JDS 中国项目的相关机构
1． 运营委员会构成
－日方－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

－中方－
•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

2．实施机构
•日本国际协力中心（JICE） ／

JICE 北京代表处

2．JDS 中国项目的目的和对象
日本政府开展的中国年轻行政人员长期培养支援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旨在通过接收中
国优秀的年轻行政人员作为留学生，在日本的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课程）学习研究 1-2 年，使其
习得日本及世界各国的先进的制度以及经验技术等专业知识，提高研究能力和政策水平。同时，
增进中日两国政府间的相互理解。
项目期待留学生们能在各个领域加强人才之间的交流，并在回国后，将在日本留学时习得的
经验学以致用，成为能够在实践中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课题的专家，在各个政府机关中发挥重要
作用。同时，构建起中日友好的桥梁。

3.

JDS 中国项目的特点



以行政人员为对象
培养一批从事制定政策且在中日两国之间承担桥梁作用的行政人员。
进行赴日前日语培训
具备一套完善的服务、管理体系
除了在经济上给予留学生支持以外，项目实施机构日本国际协力中心（JICE）还为留学生
提供在日期间的其他帮助。




内容包括:
赴日前后举办说明会；承担留学生房屋租赁时的保证人；对留学生进行定期回访，掌握留学
生学习进展的同时，对留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给予指导；给留学生提供体验
Homestay（民宿）的机会；举办留学生和日方政府有关人士的交流活动。

4. 招生信息



招生名额：28 人（英语课程 25 人、日语课程 3 人）
本项目接收人员的留学领域定为如下 3 个领域。
1） 法律（英语）
2） 国际关系（英语/日语）
3） 公共政策（英语/日语）



取得学位以及留学期限：硕士（1～2 年）
※接收大学信息：请参阅第 6 页的〈10. 接收大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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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请条件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年龄

到 2022 年 4 月 1 日为止、22 岁以上 40 岁以下
（出生于 1982 年 4 月 2 日至 2000 年 4 月 1 日之间）

职业

中央行政人员或地方行政人员（仅限招生对象机关）
仅限政府序列国家公务员、省级·省会级·计划单列市级的公务员（垂直单位限
定范围相同）

工作经验

在招生对象机关中，作为公务员有 3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如果前职单位也是招生对象机关，计算工作经验时可将以前的工作经验也加上。

学历

本科学历及本科以上学历（以取得学位证为准）
（法律专业的申请人员要有法律或同等领域的学位）

语言能力

拥有取得硕士学位所需的语言能力
【参考语言能力水平】
英语：TOEFL iBT79（CBT213/PBT550）
、IELTS5.5、TOEIC730
※2020 年 4 月 1 日以后参加英语考试取得的成绩视为有效
※报考东京大学，需要持有托福或者雅思的有效成绩
日语：日语能力测试 1 级（N1）
※日语不设置有效期限

军籍·公安工作
经验

过去和现在没有军队和公安部门工作经历的人员

其他

1.不接受以下三类情况的申请
①正在接受或预计接受其他奖学金的人员。
②已接受其他海外奖学金并在海外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员。
③过去或现在有在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外国 The end user list 所列单位隶属经历
的人员。
2.该项目要求申请人员身心健康。
3.报名人员被录取后需要取得并提交因私护照。
4.必须有所属单位的推荐，一旦报名成功，不能以个人或单位工作安排原因为由
退出。

6. 项目的变迁及已选派的人数
JDS（中日人才培养奖学金项目）2002 年首次在中国开展，作为“日本无偿援助项目”之一，
持续到 2011 年。作为其后续项目，日本外务省主办的“中国年轻行政人员长期培养支援项目（JDS
中国）”从 2012 年度开始实施，至今已选派的人数总计 679 名。

7. 奖学金的构成


JDS 中国项目对留学生支付下述费用
（1）奖学金（14 万多日元/月，因所在地不同，金额有所不同）
（2）住房相关补助
（3）资料寄送费



下述费用由 JDS 中国项目替留学生支付
（1）大学学费（JICE 直接支付给大学）
（2）机票费（JICE 直接支付给旅行社，仅负担赴日留学和毕业回国）
（3）海外旅行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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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招生对象
○中央机关等(54 个机关)
【国务院组成部门】
1. 外交部
2.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3. 科学技术部
4. 工业和信息化部
5.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6. 民政部
7. 司法部
8. 财政部
9.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0. 自然资源部
11. 生态环境部
（含中日环境保护中心）
1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3. 交通运输部
14. 水利部
15. 农业农村部
16. 商务部
17. 文化和旅游部
18.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含中日友好医院）
19. 应急管理部
20. 中国人民银行
21. 审计署
【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
22.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直属机构】
23. 海关总署
24. 国家税务总局
2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7. 国家体育总局
28. 国家统计局
29.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30. 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31. 中国科学院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
33. 中国工程院
3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3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6.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37.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
38.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39. 国家能源局
4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1. 国家铁路局
42. 国家邮政局
43. 国家文物局
4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45. 国家外汇管理局
4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47.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机构】
48. 最高人民法院
49. 最高人民检察院
5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人民团体】
51.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5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53. 中华全国总工会
54.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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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63 个) ※对象机关原则上参照【中央机关等】所限定的范围。
1 黑龙江省
2 吉林省
3 辽宁省

33 吉林省长春市
34 辽宁省沈阳市
35 河北省石家庄市

4 河北省
5 河南省

36 河南省郑州市
37 甘肃省兰州市

6 甘肃省
7 山东省
8 江苏省
9 安徽省
10 浙江省

38 山东省济南市
39 江苏省南京市
40 安徽省合肥市
41 浙江省杭州市
42 福建省福州市

11 福建省
12 江西省
13 湖北省
14 湖南省
15 广东省

43 江西省南昌市
44 湖北省武汉市
45 湖南省长沙市
46 广东省广州市
47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
17 贵州省
18 四川省

48 贵州省贵阳市
49 四川省成都市
50 云南省昆明市

19 云南省
20 海南省
21 山西省

51 海南省海口市
52 山西省太原市
53 陕西省西安市

22 陕西省
23 青海省

54 青海省西宁市
55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24 内蒙古自治区
25 宁夏回族自治区

56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5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26
27
28
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北京市
天津市

58
59
60
61

30 上海市
31 重庆市
3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辽宁省大连市（计划单列市）
山东省青岛市（计划单列市）
福建省厦门市（计划单列市）

62 广东省深圳市（计划单列市）
63 浙江省宁波市（计划单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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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研究方向
根据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课题，JDS 项目要求申请人员的研究计划符合其专业的研究方向，并
且他们赴日后要根据该专业的研究方向完成论文。特制定研究方向如下：
领域

1.法律

研究方向以及详细说明
◆「为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改善法律制度」
为实现稳定的经济成长及和谐社会的发展，要研究经济、社会（包括劳动法）、知识产
权、环保等领域的法律制度，将来运用到提高法律透明度，改善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执行当中。

◆「亚太地区和中国」

2.国际关系

日本与正在发展的中国需要就 SDGs，及金融危机、能源安全、自然灾害、反恐等亚
太地区的课题通力合作，形成良好的亚太地区秩序。培养对构筑并加强邻近各国及友好
国家信赖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的人才。
◆「全球课题和中国」

需要在发展、SDGs、环境问题等全球课题进一步促进日中双边和国际合作。培养能够为
此做出贡献的人才。
◆「强化行政制度、提高执行能力」
通过研究日本的行政制度及其运营，不只分析和研究个别制度和团体，还要瞄准某一个
领域，使其领域研究到能够展开讨论和实际运用的程度。
◆「为促进地区开发，完善相关制度」
为了实现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如何实现“可持续开发”，不只从地方行政人员的
视角看地区开发，还要培养主动并长期观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看法。有时将个别的地区、
城市当作研究对象进行专门研究，但主要目的是培养作为行政人员的企划、实施、运用和管
理能力。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根据地区差距会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适当地缩小差距并合理分配收入是社会结构
当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要提高劳动保险、养老金制度等社会保障水平。另外，改善公共
卫生（医疗和水）以及强化防治感染病，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需要与邻国携手
采取措施的问题。培养公共卫生方面治理的人才可以加强应对全球课题的体制。

3.公共政策

◆「完善与环保有关的政策和制度」
为了在中国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低碳社会，需要培养能够解决循环经济・3R、
气候变动、水利、环境污染等人才。通过培养能够推进世界以及亚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精
通政策、技术方面的人材，为中国乃至全球性的环境改善做出贡献。
◆「整顿商业环境，实现商业公正性」
为了促进民间企业的稳定发展以及日本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顺利进军中国市场，需要站
在行政人员的角度完善促进商务活动的制度。企业支援等政策也需要行政人员充分了解中国
企业以及日本企业在内的全球外资企业的海外进军战略，在商学院研究民间企业也符合此研
究方向。
◆「健全的财政运营管理」
从长远的角度培养能够从事财政管理工作的企划能力和监督管理能力，该目的是与 JDS
接受大学提供的研究内容基本上一致，这是能够发挥 JDS 优势的领域。另外，在经济社会发
展计划、金融政策和税务制度等研究中，可以培养实际性的视角，该领域的成果也受到参与
JDS 的其他国家的赞扬。
◆「充满活力的市场与产业」
产业是稳定经济的基础，为了培养产业，除了促进现有的产业发展之外，必须扩大海外
贸易、投资招揽。为了实现该目标，需要研究有利于民间机构的行政措施（完善市场、税务
优惠等能够积极推进商务活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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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
（3）

英语
（25）

语言

公共政策
（2）

国际关系
（1）

公共政策
（19）

2

早稻田大学
早稲田大学

政治学研究科
政治学研究科

政治学专业·全球公共政策课程
政治学専攻・グローバル公共政策コース

全球治理与区域战略专业（GR）课程
硕士（政策・媒体）
グローバル・ガバナンスとリージョナル・ストラテジー（GR）プログラム 修士（政策・メディア）

政策·媒体研究科
政策・メディア研究科

庆应义塾大学
慶應義塾大学

地球环境学硕士
Master of Art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Studies

国际环境课程
International Graduate Course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Studies

地球环境学研究科
Graduate School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Studies (GENV)

上智大学
Soph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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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政策学硕士（专业职）
Master of 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学教育部
公共政策学专业国际项目课程(MPP/IP)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GraSPP) Master of Public Policy, International Program

东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2

硕士（公共政策）
修士（公共政策）

硕士(国际公共政策)
Maste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人文社会商务科学学术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国际公共政策学位项目
群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ciences,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筑波大学
University of Tsukuba

硕士（国际协力政策）
Master of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olicy

国际・行政硕士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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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协力政策专业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olicy

全球治理课程（外交政策副课程）
Foreign Service Sub-program (Global Governance)

亚细亚太平洋研究科
Graduate Schoo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大学院国际・公共政策教育部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Policy

立命馆亚细亚太平洋大学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一桥大学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硕士(国际关系学)
Maste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比较法学硕士
Master of Laws (Comparative Law)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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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关系研究科
国际关系学课程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gram

立命馆大学
Ritsumeikan University

2

国际关系
（4）

大学院法学研究科
Graduate School of Law (GSL)

名古屋大学
Nagoya University

2

（2022年度赴日）

综合法政专业·国际法政课程「COVID-19后支持亚洲可持续社会经济开发
的国际合作网络的扩充和法律、开发人才培养的课程」
“A Program to Enhance a Collaborative Human Resources and Network
for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ost-COVID-19
Asia”: Comparative Law and Politics (LL.M.) Program /Department of
Combined Graduate Program in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s

法律
（2）

课程

名额

研究科

接收大学分配方案

领域

大学名称

2021年度 中国年轻行政人员长期培养支援项目

1年或者
2年

2年

2年

2年

1.5年

1年

2年

2年

2年

留学年限

10. 接收大学信息

※网站上有更详细的信息，欢迎参考<JDS 中国网站> http://www.jds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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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DS 中国 申请指南
选拔流程
为了通过公平的竞争选拔出优秀的 JDS 中国留学生，中央 54 个机关以及 22 个省・5 个自治区・4 个
直辖市・27 个省会城市·5 个计划单列市，共 63 个地区有申请资格的人员向 JICE 提交申请材料。





招生开始后，请项目负责人对本项目进行宣传。
※如果需要通知用的模板，可以在网站上下载。（http://www.jdschina.org）
报名人员名单及 JDS 申请相关的材料 7 月 19 日（一）之前上传至网站，请自行下载。
所有的申请材料都向 JICE 中国 JDS 项目办公室（以下简称 JDS 项目办）提交。※联系方式在最后
提交的材料不再退还。

1

提交报名人员名单

（2021 年 9 月 29 日（三）截止）

请中央机关、地方商务厅窗口部门负责人于截止日期前将报名人员名单及推荐函邮寄
到 JDS 项目办。名单内容为①申请人员姓名②所属单位③所属部门④本人单位座机
号码⑤手机号码⑥邮箱地址⑦报考哪所大学⑧有无有效语言成绩。邮寄“报名人员名
单”和“推荐函”之后，请电话联系 JDS 项目办，确认快递是否已经寄到。如果没
有进行电话确认，万一出现快递没有寄到、丢失的情况时，JDS 项目办将不承担任何
责任。



各中央机关、地方商务厅窗口部门负责人填写报名人员名单及推荐函后，邮寄到 JDS 项目办。
之后，打电话确认快递是否已收到。
JDS 项目办工作人员按照名单内容与报名人员直接取得联系，为报名人员提交申请材料提供相
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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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 JDS 中国申请材料

（2021 年 10 月 22 日（五）截止）

日语：アプリケーションフォーム（修士課程）
英语：Application Form for MASTER LEVEL
于 10 月 22 日（五）之前将电子版 JDS 中国申请材料提交给 JDS 项目办。
发邮件后，请打电话确认邮件是否收到。如果没有进行电话确认，万一出现
电子邮件没有送到等情况时，JDS 项目办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根据需要，JDS 项目办工作人员与报名人员直接联系。








申请人员必须选定研究领域和希望留学的大学。根据大学的不同，课程的设置大不相同。请务
必在充分了解网站上发布的大学信息后再进行申请。
报名材料中，有关于制定研究计划的参考和注意事项，请参阅网站。
请填写所有申请表，网上下载的模板（E01/J01）以 Excel 文档形式、研究计划以 Excel 或 Word
文档提交，其他证明等材料（学位证明材料等）制作成彩色 PDF 文档通过邮件发到 JDS 项目
办。
提交材料中，如果材料本身的语言（毕业大学开具的证明材料等）为英语·日语之外的语言，
请到公证处办理日文翻译或英文翻译的公证件。
为了防止由于大学研究科的课程和报名人员的研究题目不一致而导致不合格，请于报名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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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JDS 中国网站和大学网站，认真了解想报名大学的情况。
收到电子版 JDS 中国申请材料后，JDS 项目办及 JICE 总部同时进行检查，确认材料是否符合
要求。之后，由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商务部确认结果。
最后 JICE 总部将申请材料递交给各个接收大学。
所有材料不全、虚假材料、研究计划的内容明显准备不充分的情况时，判定该申请人员为不合
格。
如果需要邮寄纸质的申请材料或一部分资料的话，JDS 项目办会与本人联系。
语言考试 （2021 年 9 月 11 日（六）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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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中旬～2021 年 12 月中旬实施）

第 2 次选拔：专业面试 （2022 年 1 月 11 日（二）至 1 月 14 日（五）实施）

在北京由日本接收大学的教授进行线上面试。
日语课程申请人员用日语进行，英语课程申请人员用英语进行。
专业面试结束后电话通知不合格人员。
面试时，请务必携带 2021 年 7 月 15 日～2022 年 1 月 10 日间进行的体检报告（须附上英译或
日译文）
。体检报告格式（C1）与申请材料都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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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次选拔：材料审查

日本接收大学的教授对已经通过资格检查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预计在 12 月下旬邮件通知申请人员选拔结果。

4





2021 年 9 月 11 日（六）分别进行日语考试、英语考试（日语考试相当于日语
能力测试 1 级，英语考试为 TOEIC）
。
根据报名人数及报名人员地域的考虑，日语：北京。英语：北京、地方城市（暂
定上海）
。
持有 2022 年 4 月 1 日为止有效的英语成绩或日语一级资格的人员不需要参加。
2021 年 9 月底通知考生考试结果。

第 3 次选拔：综合面试 （2022 年 1 月 18 日（二）至 1 月 19 日（三）实施）

在北京由日本大使馆、商务部的代表进行面试。
综合面试是对日语课程申请人员用中、日语进行，对英语课程申请人员用中、英语进行。
最终合格人员 28 名， 1 月下旬会收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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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
手续

·合格人员在 2022 年 3 月到 7 月之间，需要提交大学要求的入学申请材料和小论文等。
·届时由 JDS 项目办联系合格人员。

赴日
前

·合格人员必须出席 2022 年 7 月中旬在北京举办的说明会。
·合格人员 7 月中旬起必须参加在北京进行约 2 周的日语培训。

赴日

·JDS 中国留学生预计于 2022 年 8 月赴日。
·大学入学时间为 2022 年 9～10 月。

中国年轻行政人员长期培养支援项目（JDS 中国）规则

请 JDS 中国留学生务必遵守下述规定:
出发前
(1)
(2)

必须于定好的日期出发赴日
必须参加赴日前说明会和日语培训

日本留学期间
必须参加赴日后到入学前的说明会和各项安排
不能因个人原因改变大学和研究科
遵守日本的法律
不违反大学的规定
赴日后 3 个月内不能申请家属赴日或与家属同住
(有些大学的规定与此不同，届时请 JDS 中国留学生遵守大学的规定)
(8) 不得开车
(9) 在日本花费超出奖学金的部分自己负担
(10) JDS 中国留学生在日期间，不得申请博士课程等进一步的学习
(11) 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在预定时间按时归国
(3)
(4)
(5)
(6)
(7)

回国后
(12)
(13)
(14)
(15)

必须参加归国报告会
不能使用在本项目取得的留学签证，再次以“学生/留学生”的身份赴日
积极配合与 JDS 中国项目有关的部门
在自己国家工作不低于 2 年

除上述规则外，遵守运营委员做出的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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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提交报名人员名单] 提交期限：9 月 29 日（三）
◆ 各中央机关、地方商务厅窗口部门负责人填写报名人员名单及推荐函后，邮寄到 JDS 项目办。
◆ 请邮寄“报名人员名单”和“推荐函”之后，电话联系 JDS 项目办，确认快递是否已经寄到。
如果没有进行电话确认，万一出现快递没有寄到、丢失的情况时，JDS 项目办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 JDS 项目办工作人员按照名单内容与报名人员直接取得联系，为报名人员提交申请材料提供相应的
帮助。

报名人员名单
①
姓名

②
所属单
位

③
所属部
门

④
本人单位
座机号码

⑤
手机
号码

10

⑥
邮箱地址

⑦
报考的大学

⑧
有否有效语言
成绩

[参考 2：JDS 中国申请材料]

提交期限：10 月 22 日（五）
◆ JDS 中国材料需要填写和准备的内容比较多，所以希望各位报名之后，就开始着手填写 JDS 中
国申请材料。
◆ 请务必在发完邮件之后，电话联系 JDS 项目办，确认电子邮件是否已经收到。如果没有进行电
话确认，万一出现电子邮件没有送到等的情况时，JDS 项目办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内容
使用语言
数量
需要提交的材料

提交方法

要求
英语或日语
电子版一式（包括附
件）
JDS 中国申请材料

备注
申请哪个语言的课程，就用哪个语言填写。
所有材料制作成彩色 PDF 文档，邮件发送给 JDS 项目办。

贴好照片。
必须电脑输入。
单位，部门等要填写全称。
请把自己的职务填写确切，如主任科员等。
拼音和出生年月要与身份证一致。
年龄填写时，填写截止到 2022 年 4 月 1 日的年龄。
入学年月和毕业年月要与学位证，成绩单的记载一致。
学位名称要与学位证的记载一致。
如果毕业后大学改名，需要将能够证明大学改名的文件（从大学的
网站上下载“大学概要”等既可）翻译成英文或日文后与申请材料一
并提交。
计算就读年月时不用细化到月，最后的总年数也是整年。
工作年限只填写“作为公务员的工作年限”，但经历也要填写转为公
务员之前的工作经历。
填写工作年限时要细化到月，写到“某年某月”（截至到提交电子版
JDS 中国申请材料的日期）
研究计划务必参考所报领域的研究方向（每个领域都有相应的研究
方向，详见 JDS 中国网站的“研究方向”。
）面试时考官较为关注你
的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方向和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因此请务必认
真填写研究计划。
所有页面右下角都要签字，
包括自己所写的研究计划等也需要签字。
学位证明、毕业证明
提交大学开具的学位和毕业证明材料（需要学校盖章）或公证件，
均需要中英文或中日文对照。
已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者，除了本科学位和毕业证明或公证件之
外还要提交硕士（或博士）学位和毕业证明材料或公证件。
成绩单
提交大学开具的 4 年的成绩单（分学年开具，需要学校盖章）或公
证件，均需要中英文或中日文对照。
已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者，除了本科成绩单之外还要提交硕士（或
博士）成绩单。
如果提交不按学年分的成绩单时，都需要提交理由书。（请在 JDS
中国网站上下载理由书模版）
推荐信
提交 1 份“单位推荐信”。用英语或日语填写。
填写单位推荐信的领导级别没有特别要求，委托自己的直接上司即
可（不用委托级别最高的领导）
。
领导无法用英语或日语填写的，申请人员自己翻译后由领导签字。
单位派遣保证书
单位部门主管领导和人事部门签字并盖章。
有效语言考试成绩单
提交原件或公证件，公证件需要中英文或中日文对照。（参加 JICE
中国 JDS 项目办 9 月份举办的语言考试者不用提交成绩单）
参加 JICE 中国 JDS 项目办 9 月份举办的语言考试者请同时提交语
言考试申请。
语言考试申请
已有有效语言成绩者不用提交。
问卷
提交 1 份问卷（信息来源）
。
身份证复印
正反面复印
将签完字的申请材料及所有材料制作成彩色 PDF 文档，通过邮件发到 JDS 项目办

11

如有不明之处，请咨询 JICE 中国 JDS 项目办公室
（JICE 北京代表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24 号 东海中心 606 室
（建国门东南方向、距离地铁<建国门>站步行约 5 分钟）
电话：010-65667058 电话/传真：010-65667057
邮箱: jds.china@jice.org /jds.china1@jice.org
网站：http://www.jdschina.org
网站上有详细的信息，欢迎参阅。
填写材料下载网站：http://www.jds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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