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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bout the applicant 学生基本信息
Male 先生

Female 女士

Address 通信地址

Family name 姓
First name 名

ID card 身份证

Nationality 国籍

Postal code 邮政编码		

Date of birth (DD/MM/YYYY) 出生日期

Home phone 家庭电话

Email

Mobile phone 手机

Please specify if you have dual nationality 是否有双重国籍
if yes, please list 如果有 请填写:

2. Education 教育经历

Name of high school/college/university 毕业学校
Country 国家

Highest qualification 最高学历

City 城市

Completion date (MM/YYYY) 完成时间

3. Mother tongue and English level 母语及英语水平
If English is not your mother tongue, or if you have not spent the last two years in full-time English education, please indicate the score and provide
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of one of the following* 如果英语不是你的母语或者没有在英语学校至少就读三年的经历，请提供以下任意成绩：
TOEFL score 托福

IELTS score 雅思成绩

Cambridge First Certificate score 剑桥英语一级证书

Your mother tongue 你的母语

Cambridge Advanced score 剑桥英语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your Education Counselor.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请联系你的课程顾问。

4.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工作经验
Do you have professional working experience in a hospitality-related field?
是否有在酒店领域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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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please provide details in your CV)
有，请提供简历 			

No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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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cademic program 课程选择
HPP Hospitality Preparatory Program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LRJJ Certificate in International Hotel Administration			

LRJJ Operational Hospitality Certificate

LRJJ Diploma in International Hotel Management

LRJJ Operational Hospitality Postgraduate Program
in Hotel Management

LRJJ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International Hotel Administration

酒店预备课程

国际酒店管理证书

酒店营运管理证书

国际酒店管理高级证书

国际酒店管理研修生课程高级证书

                  研修生酒店运营管理证书（中文授课）

Please indicate the month and the year you wish to start 请选择您的入学日期:
M
 arch 20____，三月		

September 20____，九月

6. Room 住宿选择

I would like the following arrangement 我期望以下的安排：
日海酒店

单人间

双人间

7. Medical needs and learning differences 病史和学习障碍
Do any of the below conditions apply to you 以下情况是否与你相符：
Learning Differences学习障碍
Mental conditions (depression, bipolar, eating disorder, etc) 精神疾病（沮丧、躁郁症、饮食紊乱等）
Allergies to medicine 药物过敏
Daily medication 每日服药
Any other specific conditions (diabets, asthma, epilepsy, etc) 其他特殊情况
Physical limitations 身体限制

8. Required docunments 需要的文件

请完整填写申请表并提供以下材料并反馈给我们：
1.

学历证明复印件

4.

建议提供最新的学校成绩单

3.

建议提供行业和学术机构开具的推荐信

6.

2张一寸照片

2.

英语成绩证明（如：托福、雅思等，证明须有一年以上的有效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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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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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bout the parent/legal guardian/emergency contact 关于家长
Mr. 先生

Ms. 女士

Address 通信地址

Family name 姓
First name 名

Profession 职业

E-mail 电子邮件

Nationality 国籍

Home phone 家庭电话

Mobile phone 手机

9. Application fee 报名费

报名需要支付300元报名费，可以通过现金或者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户名 A/C Name: 上海锦江国际理诺士酒店管理专修学院学杂费存取专户
账户A/C No. 9799 0155 2600 02371

开户行 Bank: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第一营业部

Refund policy 退费政策
报名费：报名费不予退还。

学生入校4周后，本学年学费不予退还。
入学2周内，若学生有正当且充分的理由（如：重大灾难，参军，重大疾病，以及由管理层认定的其他理由）并经学院管理层同意，可予
以退还不超过本学年学费的80%。
入学超过2周至4周内，若学生有正当且充分的理由并经学校管理层同意的，可以退还不超过本学年学费的50%。
除未领用的书本费可酌
情退还，其他杂费不予退还。
若学生被开除，则学费将不予退还。
学生必须在报名时明确是否住学校标准宿舍以及是否需要被品。
学生退学或被开除的，所交的报名费、校服费（仅限HPP和专修生课程）和被品费（学校宿舍已登记）、学生卡、体检费等杂费一律不退。
只退还下个学期的书本费用。
学生住学校标准宿舍的必须每4个阶段付一次宿舍费（除研修生课程学生外）
，退学或开除的学生宿舍费不退。
其他住宿政策请参照学费单。

为保证政策的合理性，退学政策和制度会及时更新，修改。
退学政策和制度更改前入学的学生，此后该学期仍适用其入校时有效的退学政策和制度。
新生：学费仅可以用现金或银行汇款转账方式支付。
学费的支付说明学生在所读课程入学的确定并且立即适用以上的退费政策。

Delaration 承诺

为了学院疾病预防和健康状况管理政策一致，学院如果认为有必要，将要求学生在学习期间接受不定期体检。

我郑重承诺以上信息是真实完整有效，并且我同意接受学院要求的入学体检以及我在校期间的不定期体检。
故意隐瞒或提供虚假信息将会被开除学籍。
如果医生开具的健康证
明有误，学院概不负责。

我确认已经阅读并理解入学通知书，并承担由于我的疏忽大意导致的一切责任，同时锦江理诺士免责。
我同意并理解退费政策。
我知道学院将根据入学测试制定我的学习计划：
此计划可能在分级测试之后视成绩而改变。
我在此声明我所填的内容完整准确。
同时我已阅读并且同意这份入学申请及其附约，我将会遵守锦江国际理诺士酒店管理专修学院的规章制度。
我理解学院每年的学费可能会
有变化，我接受学费的变动。
我同意并更理解学院的退费政策。
我理解条款适用所有新生，并且条例如有任何修改在本学期都将保持不变。
本报名表为中英双语版本，由于文字解
释产生的异议，以中文为准。

Signature of applicant 申请人签名

Signature of the parent/legal guardian 家长或监护人签名

Date (DD/MM/YYYY)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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