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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蓄，博学笃行
北外经济管理国际项目，是一个面向未来、面向世

界、面向信息时代开设的国际人才培养项目。我们要

培养的，是敏于行、善于言、有思想、有视野、有担

当的跨国、跨文化商业领袖人才。他们最重要的作

用，是充当中国和世界交往的桥梁和领袖，自由地穿

梭于不同的国家和文化，成为有浓郁中国情怀的世界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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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重点院校，是国家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高校之一，

也是我国历史最悠久、语种最多的高等外语院校，被誉为“外交官的摇篮”。学校环境

优美，毗邻国家图书馆和中关村高科技区。现有在校生七千多名，其中两千多名是来自

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海外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是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高等学府，造就

了校园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和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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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成立于2001年，现已经成为北外计划

内招生规模最大、最富有活力和发展最快的院系之一。学院以计

划内招生为主，但为了推进整个学院乃至大学国际化，也双向招

收国际交流生（即来华留学生及出国留学生）。目前拥有在校本

科生、研究生、国际学生和外国留学生近两千人。学院目前拥有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国际商务）、

会计学、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七个计划内本科专业和

外交学（国际经济）、管理科学、金融学和国际商务四个计划内

硕士学科；国际商务、金融学、会计与财务管理三个双学士学位

专业；经济、管理和IT三大门类出国留学专业，及复语型高级经济

管理人才实验班。所有计划内本科、硕士专业均同时向来自全球

各地的留学生开放。学院鼓励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吸收

欧美大学商学院的经验进行创新和改革，并且鼓励教师从事经济

商业各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活动。

国际商学院坚守高端、严谨、创新、务实的办学原则，致力于建

设中国具有最强外语背景的国际化一流商学院，打造中国“跨国

商业精英的摇篮”。学院以其务实的教学定位、创新的培养机

制、雄厚的师资力量、领先的硬件配置和一流的学生就业去向，

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优秀学生。学院拥有学术背景雄厚

的师资队伍，90%以上拥有博士学历及海外留学或研究经历，还

拥有国内领先的金融和商务实验室，并且配备了金融、统计与计

量、国际贸易、ERP、电子商务、财务会计、审计、税收等教学

模拟软件，让学生在拥有深厚商科专业知识及过硬英语水平的同

时，也具备非常强的国际商业事务处理能力。

无论是在教学、研究或国际合作领域，国际商学院始终坚持的理

念是：用国际化的视角推动中国经济、用国际化的视角参与经济

管理理论创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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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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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国际商学院经济管理学科群被确定为国家211工程重点支持

学科

2007年，国际商学院在教育部、财政部实施的高等学校“质量工程”

中，被批准为 “跨国经济管理人才培养实验区”

2007年，国际商学院经济管理学科实验教学中心被评为“北京市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

2009年，商学院跨国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果被评为“北京市

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0年，学院金融学教学团队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称号

2007-2012年，学院有五名教授和副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

持计划”

2012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跨国经济管理人才培养实验教学中心”被

教育部批准为“十二五”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学院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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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我们有幸处在一个变化中的时代，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正

在经历着未曾有过的变局，工业化、市场化快速荡涤了社

会的每个角落。我们的朋友不再局限于成长的村落，足迹

也不再踯躅于国门的边缘。我们开始渴望着更加宽阔多样

的舞台，拥有被所有人关注的尊严和荣耀，享受富足的物

质生活带给我们的惬意。 

北外国际商学院，和我们大家一道，是这个时代的经历者

和见证者。从建立的第一天，她就毫不犹豫地加入到中国

变革的滚滚洪流。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为之付出了全

部的智慧和坚持，他们的故事，像一条条涓涓细流，共同

融汇成国际商学院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历史。 

北外国际商学院，致力于向来自全球的未来商业领袖，介

绍中华与世界的优秀文明和传统，传递属于全人类的共同

价值观，探讨已经发现或者尚未被发现的商业知识，发掘

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个性与人生价值。 

院长致辞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院长   牛华勇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北外国际商学院飞速发展的十年，也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增

长的十年。到今天，学院已经成为涵盖计划内本科、硕

士、来华留学、出国留学、高层管理培训、经济管理双学

位等多种办学形式的在内的综合性教育机构。国际化、复

合型、复语型的办学特色得到了越来越好的体现。 

北外国际商学院的独特之处，并不仅仅是因为她的鲜明办

学特色，更是因为她的整个文化氛围——不用已知的知识

去否定未知的知识，保持对未来世界的充足的好奇心，有

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用知识、视野、责任感

以及强大的内心不断地充实自己。 

到今天，北外国际商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早已经遍布全球。

从伦敦东区的金融中心，到非洲土地上的现代化工厂；从

北京CBD的摩天大楼，到波士顿和芝加哥的著名学府；从

黄浦江岸的辉煌灯火，到维多利亚湾的东方之珠。他们正

在把来自北外国际商学院的理念和文化，散播到世界的每

一个角落。 

今天我更是非常高兴地看到，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年轻

人，正源源不断地加入到国际商学院的大家庭中，继续谱

写出属于我们这个家庭的传奇。

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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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领导签约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

共建出国留学培训基地

签约仪式

国外大学学位证书样本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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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经济管理国际项目是由北外与世界各国50多所知名高校在进行学术及

科研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创办的多元化项目，也是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与我校合作开展的基地培养项目之一。该项目分为预科、本科、

硕士三个办学层次，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负责办学，自2001

年创办以来，已有上千名毕业生。

培养目标
经济管理国际项目旨在培养具有过硬外语水平，熟悉中西方文化与现代

商业环境，具有较强综合素质的国际化人才。项目针对国外学习和中国

学生的特点，重点培养学生坚实的语言基础和过硬的专业基础；自学和

批判性思维能力，独立生活和自我管理能力；跨文化沟通素养和团队协

作素养；通过以上两个基础、两大能力和两个素养的培养，帮助学生顺

利出国，实现与国外教育在知识上、语言上和生活上的无缝对接。

教学方法
我院作为 “十二五”国家级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所有项目均采用全

英文授课，使用国际经典教材，并积极采用国际化的授课模式，可与

国外合作大学课程无缝衔接。通过在授课过程中增加课堂及课后的活

动，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及用英语进行商务沟通的技巧。

同时，我们也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例如通过课程及活动设计、

生活学习环境的熏陶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并通过案例活

动、体育竞赛等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通过慈善活动来培养学生

的社会服务意识等等），总之，我们要培养的，是具备国际化视野、

专业化知识、综合性能力、深厚性人文素养的管理人才，是敏于行、

善于言、有思想、有视野、有担当的跨国、跨文化商业领袖人才。

经济管理
国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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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宋泽宁：

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国际商务系副主

任，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中心副主任，

案例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博士，

美国Brandeis University 商学院访问

学者，瑞士西北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

教授经济学入门、商务谈判等课程，多

次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优秀教学奖，在

传授给学生知识的同时，其个人魅力对

学生也很有感染力。并获得过北京市高

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还曾获得北京外国

语大学学生工作先进个人“园丁奖”。

牛华勇： 

国际商学院院长，国际商学院创业中心特邀顾问, 制度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管理科学学会工商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客座研究

员，北京市流通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曾是美国弗吉尼亚

州立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曾获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三），并于2009

年被SIF中国评为最佳指导教师，还曾被北京市教育工会评为北京市青年师德先

进个人，并获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有深厚的学术研究水平，曾在

国内外富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过众多有见地、高水平的金融类学术著作。主要

教授《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税收制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

策》、《公司财务原理》、《财政学》等课程。

丁晓松：

教授，国际商学院院长助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

任。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斯德哥尔摩大学、中瑞大学联合

培养博士，风险与决策分析专业，有多年海外留学

和生活经历，治学态度严谨，学术研究居于同领域前

沿。在教授学院本科生、研究生课程的同时，一直担

任国际经济管理项目微积分课程的教学，知识讲解深

入浅出，能以生动形象的形式传授抽象的理论。

项目师资



11

刘鹏： 

国际商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

BFSU-SolBridge项目执行院长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经济方向博士，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工商管理

硕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学硕士。2001年第21届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是2007年英国外交部“志

奋领”奖学金获得者，2008年英国兰卡斯特大学MBA优秀毕业

生，2011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引航奖”，2012年被评为北京市

优秀辅导员。

鲁柯·戴尔丹尼斯：

教授，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博科尼大学经济系工商管理博士，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科

学法学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先后

担任过博科尼大学企业税收研究所研究员、税收和电子

商务欧洲中心经理、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等职务。

有很强的学术研究背景，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几十篇，在商业和法学等领域的从业经验是学生课堂上

最大的财富。

邵明星：

讲师，国际商学院院长助理，管理科学

与工程系副主任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长

期教授计算机基础和电子商务开发等课

程，对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开发和研究尤

其深入，课程体系充实完善，课程设计

新颖，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

马琳：

讲师，国际商学院院长助理，跨文化管

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交流与合作办

公室主任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人文学院人文学

（传播方向）博士毕业，美国密歇根

州立大学访问学者，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CASS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跨文化

沟通、IMC和消费者行为，授课风格独

特，极具亲和力。

裴艳丽： 

副教授，研究生与科研办公室主任、管

理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博士后，中国人

民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专业博士，中国

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投资经济专业硕

士，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贸易经济

专业学士。曾是英国斯泰福厦大学访问

学者。主要教授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ERP原理与实践、网络营销、市场

研究方法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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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曹洪星： 

国际商学院讲师 

中国科学院管理学博士，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企业管

理硕士，有深厚的学术研究

水平，曾在国内外富有影响

力的刊物上发表过众多有见

地、高水平的金融类学术著

作。主要教授市场营销、项

目管理、项目评估等课程。

孙文莉：  

副 教 授 ， 国 际 经 济 系 副 主

任，世界经济与国家经济研

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

研究所经济学博士，中国商

业经济学会商业经济应用与

管理研究分会理事，新加坡

国立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

教授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

理论与政策等课程。治学态

度严谨，学术成果丰硕。

李思飞：  

国际商学院优秀讲师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金

融学博士毕业，教授财务会

计、会计与公司治理等课程。

在国际、国内知名学术期刊

上发表多篇论文，学术成果显

著，教学和科研能力强，学术

研究具备国际视野；教学风格

国际化，获得很好的教学反馈

与教学效果。

Ethan Forbes 

CHUNG：

国际商学院讲师

墨尔本大学金融硕士，新南

威尔士大学商学硕士。教授

商务计算机，高等数学，商

务统计学，金融等课程。讲

课风格独特，视野国际化，

极受学生欢迎。

项目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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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ier G R 

Soopramanien：

国际商学院副教授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经济学博

士，兰卡斯特大学研究员，

知识伙伴研究咨询员，兰卡

斯特大学管理科学系讲师，

博士生导师。教授国际市场

管 理 ， 市 场 研 究 方 法 等 课

程 。 发 表 过 多 篇 文 章 和 书

籍，教学科研能力强。

Martin Chan：

国际商学院讲师

柏 林 大 学 博 士 ， 政 治 学 硕

士。教授宏观经济学，商务

入门，科学方法。

Faan Lown: 

国际商学院讲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区域经

济 学 硕 士 。 教 授 微 观 经 济

学，宏观经济学等课程。发

表过多篇文章和书籍，教学

科研能力强。

John Luther 

Rogers：

国际商学院讲师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学

士，美国西北大学MBA。教

授国际金融，跨文化管理，

商业道德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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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独家合作资质：作为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在北京独家的基地培养项

目，该项目依托我校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外语学习师资，借鉴国际先进的教

学模式，为广大的中国学生提供更多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并为学生在学习

生活、申请签证及学历认证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该项目的学生可

在完成学业后第一时间取得海外学历学位认证，轻松取得北京、上海等就

业落户的机会，而很多类似项目在学位认证方面根本无法保障。

最强外语背景的商学院：国际商学院致力于建立具有中国最强外语背景

的经济和管理学科，依托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强大的师资队伍、独特的课

程设置和先进的教学设备，已迅速发展成为北外本科教学规模最大的学

院。全院教师均毕业于国内外著名高校，其中70%以上拥有海外留学背

景, 师资队伍兼具一流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经管专业知识。学院拥有一

群具有雄厚学术背景的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还拥有国内领先的金融和

商务实验室，并且配备了金融、统计与计量、国际贸易、ERP、电子商

务、财务会计、审计、税收等教学模拟软件，让学生在拥有深厚商科专

业知识及过硬英语水平的同时，也具备非常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十年的办学经验、完善的教学管理: 我院从2001年开办该项目，是中国

最早开设国际项目的学校之一。积累了多年项目运营的经验，我院的国

际合作课程与教学管理都已制度化和体系化，运作非常成熟，学生从入

学到出国，甚至回国就业都可以得到最专业的指导，具有其他机构不可

比拟的经验优势。

项目优势

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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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文授课模式，与国外大学课程完美衔接：目

前我院出国留学课程采用全英文授课，使用国外

经典教材，并积极采用国外的授课模式。通过在

授课过程中增加课堂及课后的活动，培养学生运

用知识的能力及用英语进行商务沟通的技巧。这

与国外商科教育的模式非常接近，可与国外大学

的课程完美衔接。

国家级跨国管理人才培养实验区的综合培养：

我院作为“跨国经济管理人才培养实验教学中

心”，于2012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十二五”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曾被评为“北京市教学

成果一等奖”，我们所要培养的，是具备国际化

视野、专业化知识、综合性能力、深厚性人文素

养的管理人才，是敏于行、善于言、有思想、有

视野、有担当的跨国、跨文化商业领袖人才。

国际化的学习环境：我院从2010年正式开始招

收海外留学生就读我院用英文开设的商科课程，

目前在我院学习商科的海外留学生人数约400

人，占我院在读学生人数的25%。国际化的学习

氛围使出国留学的学生提前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学

生交流，体验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

别，在开拓视野的同时也能有更多的机会练习英

语的沟通能力，还能提前适应国际化的生活环境

和学习环境，为即将开始的留学生活做好准备和

铺垫。这是目前其它留学机构不可能提供的资源

优势。

与国外大学的全方位合作：我院与国外大学采用

学术合作的模式，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国外大学

的法人代表直接签署合作协议。合作的范围除该

项目之外，还涉及本科生与研究生的交换项目，

教师的学术交流及两个大学共同开展科研项目等

内容。每个合作院校都有专人负责联络及项目的

日常管理与维护，对于我校学生在国外大学的学

业进展情况进行跟踪，方便家长及时了解学生的

情况及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得到及时的协助。

节省留学时间及费用开支：在北外学习一年的费

用仅为国外一年费用的1／3甚至1／4。如果学

生选择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完成两年制的国外大学

合作课程，将可节省近40％的留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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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项目信息
培养模式 合作学校 热点专业 北外入学条件 限招人数

本科（2+2）

北外：预科课程及本科课程

两年

国外：本科课程两年

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利兹大学、肯特大学、雷丁大学、利物浦大学、班戈

大学、普利茅斯大学、斯旺西大学、国立斯泰福厦大学、罗汉普顿大学、赫特福德大

学、威斯敏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利兹城市大学、谢菲尔德哈拉姆大学、哈

特斯菲尔德大学，布拉德福德大学、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索尔福德大学等

金融

会计

国际商务

工商管理

电子商务

旅游酒店管理

1、取得高中毕业证或同等学历。

2、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英语单科100分（150分制）以上者，可免笔试（若该地区不实

行150分制，参考相关标准执行）。

3、取得雅思总分5.0或托福IBT61以上可免试录取。

4、没有参加高考或高考成绩达不到免考标准的学生，需要参加北外举办的入学考试，择

优录取。 

80人

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纽卡斯尔大学、拉筹伯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斯威本科技大学

美国 弗吉尼亚州立大学

加拿大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

本硕连读（2+3）

北外：本科课程两年

国外：本科两年，硕士一年

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

学生在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学士学位后，也可向我院申请其他合作大学的硕士课程

（国家不限）

金融

会计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信息与决策系统

创业学

1、取得高中毕业证或同等学历。

2、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英语单科110分（150分制）以上者，可免笔试（若该地区不实

行150分制，参考相关标准执行）。

3、取得雅思总分5.0或托福IBT61以上可免试录取。

4、没有参加高考或高考成绩达不到免考标准的学生，需要参加北外举办的入学考试，择

优录取。 

20人

预科（1+3）

北外：预科课程一年

国外：本科课程三年

英国 伯明翰大学、兰卡斯特大学、诺丁汉大学、雷丁大学、肯特大学、班戈大学、普利

茅斯大学、赫特福德大学、斯旺西大学、国立斯泰福厦大学、罗汉普顿大学、威斯

敏斯特大学等

金融

会计

国际商务

工商管理

电子商务

旅游酒店管理

创意产业

信息管理

1、取得高中毕业证或同等学历。 

2、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英语单科110分（150分制）以上者，可免笔试（若该地区不实

行150分制，参考相关标准执行）。

3、取得雅思总分5.0或托福IBT61以上可免试录取。

4、没有参加高考或参加高考达不到免考标准的学生，需要参加北外举办的入学考试，择

优录取。 

40人

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纽卡斯尔大学、拉筹伯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斯威本科技大学

爱尔兰 都柏林大学、利默里克大学、都柏林城市大学、高威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

斯）、香侬酒店管理学院、阿斯隆理工、爱尔兰国家学院

荷兰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蒂尔堡大学、萨克逊大学、海牙大学

美国 佛罗里达大学、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肯特州立大学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纽芬兰纪念大学

韩国 SolBridge国际商学院

硕士（专本升硕1+1）

北外：预科课程一年

国外：硕士课程一年

英国 雷丁大学（本科起点）、肯特大学、班戈大学、普利茅斯大学、国立斯泰福厦大

学、罗汉普顿大学、赫特福德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

金融

会计

国际商务

工商管理

电子商务

旅游酒店管理

1、凡取得国家统招的全日制本科或大专毕业证书。

2、通过公共英语（CET）四级或以上考试（含四级），可免笔试，需参加口语测试。 

3、取得雅思总分5.5或IBT托福70以上可免试录取。

4、没有参加以上两项考试或以上两项成绩未达到我院录取标准的学生，需要参加北外举

办的入学考试，根据成绩择优录取。 

30人

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纽卡斯尔大学、拉筹伯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

爱尔兰 都柏林城市大学、高威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斯）、爱尔兰国家学院

荷兰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蒂尔堡大学、海牙大学

韩国 SolBridge国际商学院（本科起点，豁免2-3门课程）

预备课程    30人

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该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同时开设少量的商科基础课程及通识课程。该课程按照学

生的英语水平分为一学期制和一年制两个层次。该课程专为以下学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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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模式 合作学校 热点专业 北外入学条件 限招人数

本科（2+2）

北外：预科课程及本科课程

两年

国外：本科课程两年

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利兹大学、肯特大学、雷丁大学、利物浦大学、班戈

大学、普利茅斯大学、斯旺西大学、国立斯泰福厦大学、罗汉普顿大学、赫特福德大

学、威斯敏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利兹城市大学、谢菲尔德哈拉姆大学、哈

特斯菲尔德大学，布拉德福德大学、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索尔福德大学等

金融

会计

国际商务

工商管理

电子商务

旅游酒店管理

1、取得高中毕业证或同等学历。

2、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英语单科100分（150分制）以上者，可免笔试（若该地区不实

行150分制，参考相关标准执行）。

3、取得雅思总分5.0或托福IBT61以上可免试录取。

4、没有参加高考或高考成绩达不到免考标准的学生，需要参加北外举办的入学考试，择

优录取。 

80人

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纽卡斯尔大学、拉筹伯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斯威本科技大学

美国 弗吉尼亚州立大学

加拿大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

本硕连读（2+3）

北外：本科课程两年

国外：本科两年，硕士一年

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

学生在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学士学位后，也可向我院申请其他合作大学的硕士课程

（国家不限）

金融

会计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

信息与决策系统

创业学

1、取得高中毕业证或同等学历。

2、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英语单科110分（150分制）以上者，可免笔试（若该地区不实

行150分制，参考相关标准执行）。

3、取得雅思总分5.0或托福IBT61以上可免试录取。

4、没有参加高考或高考成绩达不到免考标准的学生，需要参加北外举办的入学考试，择

优录取。 

20人

预科（1+3）

北外：预科课程一年

国外：本科课程三年

英国 伯明翰大学、兰卡斯特大学、诺丁汉大学、雷丁大学、肯特大学、班戈大学、普利

茅斯大学、赫特福德大学、斯旺西大学、国立斯泰福厦大学、罗汉普顿大学、威斯

敏斯特大学等

金融

会计

国际商务

工商管理

电子商务

旅游酒店管理

创意产业

信息管理

1、取得高中毕业证或同等学历。 

2、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英语单科110分（150分制）以上者，可免笔试（若该地区不实

行150分制，参考相关标准执行）。

3、取得雅思总分5.0或托福IBT61以上可免试录取。

4、没有参加高考或参加高考达不到免考标准的学生，需要参加北外举办的入学考试，择

优录取。 

40人

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纽卡斯尔大学、拉筹伯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斯威本科技大学

爱尔兰 都柏林大学、利默里克大学、都柏林城市大学、高威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

斯）、香侬酒店管理学院、阿斯隆理工、爱尔兰国家学院

荷兰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蒂尔堡大学、萨克逊大学、海牙大学

美国 佛罗里达大学、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肯特州立大学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纽芬兰纪念大学

韩国 SolBridge国际商学院

硕士（专本升硕1+1）

北外：预科课程一年

国外：硕士课程一年

英国 雷丁大学（本科起点）、肯特大学、班戈大学、普利茅斯大学、国立斯泰福厦大

学、罗汉普顿大学、赫特福德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

金融

会计

国际商务

工商管理

电子商务

旅游酒店管理

1、凡取得国家统招的全日制本科或大专毕业证书。

2、通过公共英语（CET）四级或以上考试（含四级），可免笔试，需参加口语测试。 

3、取得雅思总分5.5或IBT托福70以上可免试录取。

4、没有参加以上两项考试或以上两项成绩未达到我院录取标准的学生，需要参加北外举

办的入学考试，根据成绩择优录取。 

30人

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纽卡斯尔大学、拉筹伯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

爱尔兰 都柏林城市大学、高威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斯）、爱尔兰国家学院

荷兰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蒂尔堡大学、海牙大学

韩国 SolBridge国际商学院（本科起点，豁免2-3门课程）

预备课程    30人
1、未达到经济管理国际项目（含预科、本科及硕士）入学要求的学生；2、有意参加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含预科、本科及硕士）下一学期（或学年）入学的学生；3、有意出国留学的高三在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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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18

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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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课程名称 (中文) 学时/周

商科模块

Microeconomics

Macroeconomics

Probability &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Operation Management

Quatitative Economics & Business 

Analysis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概率与数理统计

运营管理

计量经济学与商务分析

3

3

3

3

3

数学模块

(三选一)

Calculus I& II

Calculus I,Linear Algebra & Probability 

Theory

Calculus II，Linear Algebra & 

Probability Theory

微积分I&II

微积分I/线性代数与概率论

微积分II/线性代数与概率论

6

8

8

选修模块

English Writing

Academic Writing

Intro to Psychology

British Literature

写作I

写作II

心理学

英国文学

2

2

3

3

英语模块

Spoken English

Business English

Intensive Reading

口语强化&口语II

商务英语听说I&商务英语阅读I

精读I

6

4

4

通识模块

Intro to Philosophy

Human Geography

Western Civilization

American Literature

U.S. History

哲学

人文地理

西方文明

美国文学

美国历史

3

3

3

3

3

北外学分：59

UIC学分：68-69

中美本硕连读2+3
北外阶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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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预科（1+3）及本科（2+2）第一年课程

第一学年 课程名称 学时/周 学期

商科模块

高等数学基础 BUS101

商务入门 BUS102

微观经济学 BUS103

宏观经济学 BUS104

市场营销管理 BUS105

概率和数理统计 BUS106

计算机基础  BUS101

3

3

3

3

3

3

2

秋季

秋季

秋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英语模块

精读I ENG101

写作I ENG102

口语强化 ENG103

泛读 ENG104

语法 ENG105

商务英语听说I ENG 106

4

2

2

2

2

2

秋/春季

秋/春季

秋/春季

秋/春季

秋/春季

春季

通识模块
西方文明 （通识） GEH106

批判性思维和学习方法 GESB101

2

2

春季

秋季

综合素质   模块

新生欢迎周 素质拓展、学习方法指导、文化艺术参观活动

身体素质 体育课（每个春季学期）

社会实践活动
安全急救知识

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留学指导

英澳美各大学概况

英澳美大学申请标准

个人职业规划

申请材料指导

出国行前指导

海外留学生存ABC（中西烹饪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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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年 必修课程 学时/周 学期

商科模块

会计学原理 BUS202

财务管理 BUS203

商法基础 BUS204

管理学基础 BUS205

3

3

3

3

秋季

秋季

春季

春季

选修课程 学时/周 学期

国际商务谈判 BUS109

计量经济学与商务分析 BUS206

组织行为学 BUS212

线性代数 BUS209

2

3

2

3

春季

春季

秋季

春季

第二学年 课程名称 学时/周 学期

英语模块

精读II ENG201

写作II ENG202

口语II（外教口语） ENG203

商务英语阅读I ENG204

商务英语听说II  ENG206

4

2

2

2

2

秋/春季

秋/春季

秋/春季

秋/春季

秋/春季

通识模块
英美文化（通识）GEH207

跨文化沟通（通识） GEH302

2

2

秋季

春季

综合素质   模块

新生欢迎周 素质拓展、学习方法指导、文化艺术参观活动

身体素质 体育课（每个春季学期）

社会实践活动
安全急救知识

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留学指导

英澳美各大学概况

英澳美大学申请标准

个人职业规划

申请材料指导

出国行前指导

海外留学生存ABC（中西烹饪方法等）

本科（2+2）第二年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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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硕士（专本升硕1+1）
北外阶段课程

综合素质   模块

社会实践活动
安全急救知识

企业参观及实习

留学指导

英、澳、韩各大学概况及升学标准

个人职业规划

申请材料指导

行前指导

海外留学生存ABC

核心课程名称 学时/周 学期

商科模块

高等数学基础 BUS101

商务入门 BUS102

概率和数理统计 BUS106

管理学 BUS205

3

3

3

3

秋季

秋季

春季

春季

选修课程名称 学时/周 学期

国际商务谈判 BUS109

计量经济学与商务分析 BUS206

线性代数 BUS209

组织行为学 BUS212

人力资源管理 BUS216

跨文化商务沟通 BUS218 

战略管理 BUS302

运营管理 BUS305

2

3

3

2

3

3

3

2

春季

春季

春季

秋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课程名称 学时/周 学期

英语模块

精读III ENG301

学术写作III ENG302

口语III（外教口语）ENG303

商务英语阅读II ENG304

学术英语听力 ENG305

4

2

4

2

2

秋/春季

秋/春季

秋/春季

秋/春季

秋/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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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课程

必修课程 学时/周 学期

精读（基础）

语法与词汇

写作

商务英语听说

听力

商务入门

批判性思维与学习技巧

概率与数理统计

体育

综合素质教育

4

4

2

2

4

3

2

3

2

素质拓展、文化艺术参

观、以及社会实践活动

春季/秋季

春季/秋季

春季/秋季

春季/秋季

春季/秋季

秋季

秋季

春季

春季/秋季

选修课程 学时/周 学期

高等数学基础

微观经济学

英美文化

基础法语

宏观经济学

计算机基础

跨文化沟通

3

3

2

2

3

3

2

秋季

秋季

秋季

秋/春季

春季

春季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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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合作学校简介
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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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合作大学

英国

英国位于欧洲西北部，面积约为24.4万平方公里（包括内陆水域），由

大不列颠岛、爱尔兰岛东北部和周围一些小岛组成，海岸线总长11450公

里。全境由四部分构成：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四个地区

都拥有自己的习俗、文化和传统。英国人口将近6000万，官方和通用语

均为英语，居民多信奉基督教新教，另有天主教会和印度教、犹太教及伊

斯兰教等较大的宗教社团。英国属于海洋性温带阔叶林气候，终年湿润温

和，季节间的温度变化很小，雨天较多，全年分两季：4月至9月是春夏

季，晴朗暖和；10月至翌年3月是秋冬季，潮湿、阴寒且昏暗。

英 国 是 发 达 的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 其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在 西 方 国 家 中 居 前

列。2000年，英国经济规模居世界第四，并连续第二年成为世界最大的

海外投资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资累积额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其首

都伦敦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英国拥有先进的工业技术，是世界上

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第三大航天工业国；是西欧第二大化学工业国；旅

游业是“英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从旅游收入上计算，英国是世界

第五大旅游国。

英国是世界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重要研发

基地之一，其科研几乎涉及所有科学领域。以

世界1%的人口，从事世界5%的科研工作，所

发表学术论文占9%，引用量达12%，仅次于美

国。获国际大奖人数约占世界的10%，迄今已

涌现出78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居世界第二。

英国是一个有悠久教育传统的国家。它的教育体

系经过几百年的沿革，相当的完善和复杂，且具

有非常大的灵活性。总体来说分为三个阶段：

义务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延续教

育（Further Education）和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中英教育制度的差别使得两国的

学生在年龄和学业程度上无法一一对应，因此中

国的学生在考虑赴英留学的时候，必须要充分了

解两种教育制度的区别，准确判定自己目前的受

教育水平处于英国教育体系的哪一个位置。才能

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适当的课程和安排合理的学

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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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学校名称 合作类型 北外 国外 学校优势

曼彻斯特大学 本科 2年 2年 ● 历年最高世界排名为全球第26名，英国著名的六所“红砖大学”之首

● 英国常春藤名校联盟罗素大学集团的创始成员，始建于1824年

谢菲尔德大学 本科 2年 2年 ● 英国名校联盟“罗素大学集团”成员

● 世界百强名校，是英国最著名的“红砖大学”之一

利兹大学 本科 2年 2年 ● “红砖大学”及英国常春藤名校联盟“罗素大学集团”成员

● 在最具权威性的QS世界大学排名中，利兹大学2013-2014年度排

名全球第97位

肯特大学 预科 1年 3年 ● 肯特大学的商学院是英国最顶尖的30所商学院之一

● 肯特商学院是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MFD)、英国商学院协会

（ABS）以及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AMBA）会员

● 肯特商学院跻身全球商学院MBA百强之列

硕士 1年 1年

本科 2年 2年

雷丁大学 本科 2年 2年 ● 在最新《泰晤士报》英国商科排名中列26位，其中“会计与金融专

业”高居全英前20位

● 英国著名的红砖大学，有近百年招收海外学生的历史，是英国最美

的校园之一，有58%的科系列为5星或超5星，2013年Times排名

24位

预科 1年 3年

硕士 1年 1年

斯旺西大学 本科 2年 2年 ● 学校开设的专业中有65%排在英国大学的前25名

● 在2005年全英大学教学满意度排名中名列第16名
预科 1年 3年

班戈大学 本科 2年 2年 ● 金融与会计专业在2008英国RAE科研评估全英第一

● 《泰晤士报》学生服务支持和帮助排名第一

● 全英国际学生满意度调查中教学质量与教学支持排名前十  预科 1年 3年

硕士 1年 1年

利物浦大学 本科 2年 2年 ● 英国最著名的“红砖大学”之一

● 英国名校联盟“罗素大学集团”成员

普利茅斯大学 本科 2年 2年 ● 英国最大的大学之一，被《周日时报》和《卫报》提名为英国最好

的新大学

● 因其优秀的教育而成为第一女王年度奖的得主

● 独立调查表明学科领域中的11个教学水平位于优秀行列
预科 1年 3年

兰卡斯特大学 预科 1年 3年 ● 根据2013年英国《卫报》排名，兰卡斯特大学在英国综合排名位于第7名

● 英国五所实行学院制的英国大学之一（其他学院制大学包括牛津、

剑桥、约克、杜伦

● 英国TOP5的商学院

伯明翰大学 预科 1年 3年 ● 位于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全球百强大学

● 英国名校联盟“罗素大学集团”成员

● 国际大学组织“Universitas 21”创始成员

诺丁汉大学 预科 1年 3年 ● 英国名校联盟“罗素大学集团”成员

● 英国《金融时报》与《泰晤士报》评诺丁汉大学为“英国十大顶尖

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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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

爱尔兰是一个西欧国家，位于欧洲西北海岸的爱尔

兰岛，西临大西洋东靠爱尔兰海，与英国隔海相

望，爱尔兰为北美通向欧洲的通道。爱尔兰人属

于凯尔特人，是欧洲大陆第一代居民的子嗣。它

有5000多年历史，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

首都是都柏林，位于爱尔兰岛东部。这座翡翠岛

国，摄人心魄的自然美景，不失现代都市的热闹繁华，风风雨雨的曲折

历史，从大河之舞到激情的流行音乐，整个岛屿处处弥漫着艺术气息。

爱尔兰共和国于1922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是个和平宁静的国

家。爱尔兰是一个议会共和制国家，也是欧洲联盟、欧洲理事会、经济

合作与发展、世界贸组织和联合国组织的成员。爱尔兰经济在欧洲名列

前茅，是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因经济发达赢得了“欧洲

小虎”的美誉。

爱尔兰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经济总量较小，但非常发达，主要依赖出

口贸易。经济增长率在欧洲名列前茅，2003年已成为世界上人均GDP

排名第二的国家（仅次于卢森堡），因而赢得了凯尔特之虎的美誉。目

前，虽然出口贸易依然是爱尔兰经济的主要支柱，但国内消费额的提高

以及建筑业和投资方面的复苏也带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爱尔兰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教育水平被世界所公认。早在中世纪，爱尔

兰就是西方世界中教育界的佼佼者。爱尔兰的

各届政府都把教育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并加大

投资和支持力度。爱尔兰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

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

荣和创造力。

爱尔兰的教育科学部负责教育并制定教育制度

和计划，包括课程的设置和全国统一考试的管

理。爱尔兰的义务免费教育阶段是从6岁到15

岁。大部分的爱尔兰人受过高等教育。爱尔兰

的教育体系传统上分三个阶段：初等教育8年；

中等教育5-6年；高等教育提供包括职业教育、

技术培训、本科和研究生等广泛的课程。在近

几年的发展中，爱尔兰人逐渐形成了“终身学

习”的理念，学习的机会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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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学校名称 合作类型 北外 国外 学校优势

都柏林大学 预科 1年 3年 ●  2011年世界排名89位，是世界上仅有的五十几所“三皇冠认

证”的大学之一

●  其商学院世界排名前20位，尤其是迈克尔斯莫菲特商学院，是爱

尔兰唯一被称为三皇冠认证的顶级商学院，目前世界上只有9所

商学院获此殊荣

●  设有爱尔兰唯一的孔子学院。

利默里克大学 预科 1年 4年 ●  是爱尔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建立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世界大学排名

前500名

●  所有本科课程都有1年时间实习，学生就业率高，在校学生创业

成就高

都柏林城市大学 预科 1年 3年 ●  位于首都都柏林，世界大学排名前500名，是爱尔兰著名的国立

综合型大学

●  世界年轻大学排名前50名，拥有七个国家级研究中心
硕士 1年 1年

爱尔兰国立大学

（梅努斯）

预科 1年 3年 ●  是爱尔兰第二古老的大学，被《爱尔兰时报》评为“爱尔兰最好

的大学”

●  为毕业的学生将提供实习与工作的机会

国立高威大学 预科 1年 3年 (文) ●  位于爱尔兰四大城市之一，世界大学排名前300名

●  生物制药专业全爱尔兰第一（生物制药是爱尔兰的强项专业，全

球前15大生物制药公司有12家在爱尔兰有研发中心）
4年 (理)

硕士 1年 1年

香侬酒店管理

学院

预科 1年 3年上课

2年实习

●  应用型大学，隶属于国立高威大学。酒店管理专业世界排名第

三，欧洲排名第二。

●  采用世界先进的“三明治”授课方式，即一、三、四学年在校上

课，第二、2学年全日制带薪实习（学校负责安排实习，并承诺

最低薪水，两年实习的酒店至少4星级，第二次实习直接就业，

中国学生一般会在英美的国际连锁酒店）

●  该学院颁发的所有学位均被国际酒店与饭店协会、英国酒店餐饮

国际管理协会及爱尔兰酒店餐饮协会认可，学生毕业后拥有后两

协会的专业成员资格。 

硕士 1年 1年

阿斯隆理工 预科 1年 3年 ●  应用型大学。本科毕业后可获得ACCA14门考试的9门减免，剩

余5门通过后可直接获得3年工作签证，就业薪水在人民币20-40

万之间

爱尔兰国家学院 预科 1年 3年 ●  由政府资助的非赢利性应用型公立大学，位于首都都柏林的市中

心繁华地段

●  学院的云计算专业全球首创，微软的研发中心就设在爱尔兰国家

学院里。

硕士 1年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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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荷兰全称尼德兰王国，位于欧洲西偏北部，国土总面积41864平方千

米，濒临北海，与德国、比利时接壤。欧盟成员国之一，也是北约、联

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员。荷兰是协商民主政体的典型样

本。其首都虽然设在阿姆斯特丹，但是中央政府、国王居住办公地、

所有的政府机关与外国使馆、最高法院和许多组织都在海牙。荷兰以海

堤、风车、郁金香和宽容的社会风气而闻名。

从西班牙获得独立之后，荷兰发展成为17世纪航海和贸易强国。作为欧

洲运输枢纽的重要角色而闻名于世，荷兰的商船数目超过欧洲所有国家

商船数目总和，被誉为“海上马车夫”。荷兰因有着繁荣和开放的经济

而闻名于世。拥有全球第一大港口鹿特丹，农业实现了高度机械化，畜

牧业也是世界闻名。荷兰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西方十大经济

体之一。荷兰是欧洲国家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国家之一。

荷 兰 的 教 育 体 制 划 分 为 3 个 层 次 ， 初 等 （ P r i m a r y ） 、 中 等

（Secondary）与高等教育。初等教育面向4到

12岁的儿童，目标为开发学生的理解与创造能

力，引导情感发展，同时也培养他们的社会与

文体能力。中等教育从12岁开始，共分为两大

类，一种是一般中等教育，另一种是职业中等

教育。高等教育有两大主流，一是由综合大学

所提供的大学教育，二为由高等专业教育大学

所提供的高等专业教育。第三个领域则是国际

教育，荷文称之为IO，国际课程是由IO学院，

大学及高等专业教育大学共同提供。综合大学

培养学生在学术或专业的环境可独当一面地进

行科技工作，高等专业教育大学则着重于应用

艺术与科学的范畴，提供学生特别的专业所需

的知识与技术，而IO学院则专为提供外国学生

的教育所设立。

学校名称 合作类型 北外 国外 学校优势

马斯特里赫特

大学

预科 1年 3年 ●  荷兰排名前3，欧洲前20，世界排名前200的顶级高校之一，也

是荷兰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大学位于欧元和欧盟的诞生地。

●   其经济学院是欧洲最好的学院之一，获三项世界顶级皇冠认证，

国际商务专业世界排名前25位。硕士 1年 1年

蒂尔堡大学 预科 1年 3年 ●  世界排名前300，其经管学院和法学院欧洲排名第一，在理论计

量经济学领域世界排名第七位，领先于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

●  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荷兰研究型大学，在中国的知名度高。
硕士 1年 1年

萨克逊大学 预科 1年 3年 ●  知名应用科学类大学，学生第一年可获3300欧奖学金，之后每

年若成绩合格都可以继续拿奖学金。

海牙应用科学

大学

预科 1年 3或4年 ●  知名应用科学类大学。海牙是荷兰的第二首都，是皇室、各国使

馆和国际法庭的所在地。

●  其本科国际商务管理专业荷兰排名第一，MBA课程荷兰排名第二
硕士 1年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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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合作大学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领土面积全球第六大，澳大

利亚不仅国土辽阔，且物产丰富，是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全球第

十二大经济体系，全球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也是多种矿产出口量全球

第一的国家。1770年至1900年，澳大利亚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在此之

前至少有四万年时间，澳大利亚完全是土著居民居住的地方。1901年，

殖民统治结束，澳大利亚成为一个独立的联邦。

澳大利亚四面环海，拥有很多自己特有的动植物和自然景观。澳大利亚

是一个移民国家，奉行多元文化，约四分之一的居民出生在澳大利亚以

外。澳人口高度都市化，近一半国民居住在悉尼和墨尔本两大城市，全

国多个城市曾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其第二大城市墨尔

本曾多次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

澳大利亚是一个体育强国，常年举办全球多项体

育盛事。澳大利亚曾两次主办夏季奥运会，并且

是每年的一级方程式赛车和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的常年主办国。澳大利亚还是最早倡议成立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的国家。

澳大利亚常被描绘成一个以农村或农业为主的

国家，有时给人偏僻或落后的印象， 事实上这

都是误会，澳大利亚的科研技术全球领先，拥有

很多足以自豪的科技成就，例如检查怀孕妇女的

超声波成像技术、拯救过无数生命的西药盘尼西

林、现今全世界通用的飞行记录仪黑匣子、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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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教育体制大致承袭英国的系统，小学

6年；中学6年（不分初中高中）；专科2-3年；

大学3年。依据科系的不同，其修业年限也有差

异，例如：文、商、理科3年，工科4年，法律4

年或5年，医科6年。澳洲大学还专门为海外留

学生设计了大学预科课程，为他们所报读的大学

本科学习做准备，本地居民是不需要进入预科班

课程的，大学预科班是为了帮助那些已经在自己

国家完成12年级的高中教育，但是无法直接申

请进入澳大利亚的大学的申请者，通常为期一

年。澳大利亚的大学水准极高，被英国泰晤士报

评为全世界第三。30几所大学中有9所排名进入

世界前100名。

为动力的心脏起搏器等等，都是澳大利亚科学家的发明。截至2012年年

底，澳大利亚先后有十三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

澳大利亚很注重教育，全国有42所大学及230多所专科技术学院。这

些大学和学院几乎都是公立学校（私立大学只有两家），教育体系各州

略有差别，但都由联邦政府控制管理，所以能保持平均也较高的教育质

量。各学校的学历文凭各州相互认可，澳大利亚的学历资格被世界各国

广泛承认。

澳大利亚的教育具有世界一流的水准。这个人口前几年才突破2000万的

国家，已先后有十三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所有的澳大利亚学校教

育都是根据个体的需要、能力与兴趣而设，使得每个学生都得以发挥其

个人各方面的潜能，并能运用于各行各业。

学校名称 合作类型 北外 国外 学校优势

昆士兰大学 本科 2年 2年 ●  澳洲著名的五星级大学，也是澳洲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立

大学之一

●  2009年TIMES世界排名41，其商学院跻身全球百强

●  是 “澳大利亚常青藤名校”的Group of Eight联盟（澳洲八大

名校联盟）成员之一

预科 1年 3年

硕士 1年 1.5或2年

昆士兰科技大学 本科 2年 2年 ●  是唯一坐落于布里斯班市中心的大学，也是澳洲毕业生就业率最

高大学之一

●  其商学院是澳洲仅有的五所同时获得AMBA、EQUIS、AACSB

认证的商学院之一
预科 1年 3年

纽卡斯尔大学 本科 2年 2年 ●  是澳大利亚十大名校之一，也是国际上公认的”由问题指导学

习”的学习方法的先驱

●  是澳洲最先开设MBA课程的大学之一，持有其商学院MBA学位

的学生，将有资格成为澳洲工商（CMAA）管理学会的成员

预科 1年 3年

硕士 1年 1年

拉筹伯大学 本科 2年 2年 ●  位于墨尔本市，是澳大利亚最大和发展最快的公立大学。

●  被评为澳大利亚十佳大学之一，其商科专业在澳洲排名第七

●  被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评为世界最佳一百所大学之一
预科 1年 3年

硕士 1年 1年

斯威本科技大学 预科 1年 3年 ●  百年历史的澳洲名校

●  毕业生综合能力排名第一，学生对学校综合满意度调查排名第

四，科研发展速度排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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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合作大学

美国

美国本土位于北美洲中部，东临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北面是加拿大，

南部和墨西哥接壤。美国目前有50个州、一个联邦直辖特区及若干境外

领土，国土面积约962.9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二或第四名（水域面积

有差异）。美国人口约为3.1亿人，其数量为世界第三。是个多元文化和

多元民族的国家，以白人为主，但有大量移民。

美国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20世纪90年

代，以信息、生物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受此推动，美经

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增长期。在全国各地区，经济活动重心不一。例如:

纽约市是金融、出版、广播和广告等行业的中心；洛杉矶是电影和电视

节目制作中心；旧金山湾区和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是技术开发中心；中

西部是制造业和重工业中心，底特律是著名的汽车城，芝加哥是该地区

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东南部以医药研究、旅游业和建材业为主要产业，

并且由于其薪资成本低于其他地区，因此持续的吸引制造业的投资。

美国的服务业占最大比重，全国75%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美国拥有丰

富的矿产资源，包括了黄金、石油和铀，然而许多能源的供应都依赖于

外国进口。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出口国，占世界农业出口市场的一半

以上。美国工业产品主要包括了汽车、飞机和电子产品。美国也有发达

的旅游业，排名世界第三。

美国幅员辽阔。主体部分地处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地形呈南北纵列分

布，平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一半以上。密西西比河和五大湖为灌溉，航

运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美国的农业生

产实现了地区生产的专业化，形成了一些农业带（区），生产规模很

大。农业生产的各个过程和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和专业化，效率高，产

量大。美国许多农产品的生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前列，是世界上的农业

大国。

早期的移民把欧洲文化带到美国。 很快地， 这些文化遍及美国各地。 

时至今日，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之一。 许多的美国艺术家们对

于发展新的风格， 新的自我表现方式， 甚至新

的文化型式都做出巨大的贡献。

在美国，教育管理是州或地方政府的责任，而非

联邦政府。不过，联邦政府教育部可以通过控制

教育基金来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美国学生有法

定义务在公立学校接受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教

育；即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分公

立、私立两种，大部分是公立学校，实行免费义

务教育制。另外，中小学校一般免费或半费供应

午餐，学生由校车定点接送。

在美国，学生18岁高中毕业后不需要通过大学

入学考试就能升入高等院校学习，成绩优秀的学

生可以优先进入好的大学学习。美国的大学很

多，也有着公立和私立之分，有四年和两年之

分，有区域性和全国性之分，有专科学院和综合

学院之分等等。这些学校完全独立，与政治、教

派都没有关系，每个大学的日程表、教纲、教育

宗旨，连发给各个教学员工的工资都不一样。美

国还有专注于本科人才培养的文理学院以及专注

于平民教育普及的社区大学。美国的平均教育水

准极高，联合国的经济指数调查中将美国的教育

水准列为世界第一。美国的许多高等院校有非

常大竞争力。在世界排名前500名大学中，美国

占168所，前20名中，美国占17所。全美有约

3600所大学。而最有名的有六所：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

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每次的全美或世界大学

排名都能进前10名；超过80%的美国诺贝尔奖

得主都曾在这六大名校之一学习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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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合作类型 北外 国外 学校优势

伊 利 诺 伊 大 学 芝

加哥分校

本硕连读 2年 3年 ●  在美国最新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中为一级国家级大学。

为全美五十所一类重点研究型大学之一，UIC的Liautaud商业

研究生院经过了商业和会计的双向认证，其中的企业家领导力

及创业学专业排名全美第十八名，力压马里兰大学等名校。

●  在教学及研究上有着非常著名的领导地位，因此每年都被评

选为优良的学府之一。

●  该校的学术水平不仅获得《Fiske大专院校指南》5颗星的最高

水平评价，也获评为全美提供多元化课程的最佳大学之一。

●  在1922年颁发第一个会计的学士学位，更在1939年颁发全球

第一个会计学博士学位。

弗吉尼亚州立大学 本科 2年 2-3年 ●  美国USNEWS列入顶尖学术大学之一，其特色专业被列入全

美排名前十

●  被美国政府列入东海岸8大高校推动地区经济和科研发展中心

之一，就业率100%

预科 1年 3年

佛罗里达大学 预科 1年 4年 ●  US News & Word Report 2010: 综合排名第53位，是公立

常春藤之一

●  《金融时报》全球MBA排名63，在《福布斯》全美最佳商学

院中排名第50名

肯特州立大学 预科 1年 4年 ●  《US News & World Report》美国大学最新排名：第一类

国家级大学（Tier 1,  Best national University）

●  《泰晤士报》2010最新排名：世界最佳200大学北美地区排

名79

●  《华盛顿月刊》 全美大学总排名56 ，被誉为“最佳中西部大

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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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加拿大是北美洲最北的一个国家，西抵

太平洋，东至大西洋，北滨北冰洋，领

土面积达998万平方公里，为全世界面积

第二大国家。加拿大素有“枫叶之国”

的美誉，首都是渥太华。加拿大是一个

移民国家，奉行多元文化，约四分之一

的居民出生在加拿大以外，全国多个城

市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

加拿大政治体制为联邦制、君主立宪制

及议会制，伊丽莎白二世为国家首领及

象征，并无实际权力。加拿大是典型的

英法双语国家，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高度发达的科技，加拿大是世界上最

大的经济体之一，八大工业国组织成员，是世界上拥有最高生活品质的

国家之一，国民拥有很高的生活质量，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国

家之一，也是西方七大工业国家和世界十大贸易国之一，经济高度国际

化。加拿大也是G8、G20、北约、联合国、英联邦、法语圈国际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员。

加拿大经济为混合经济，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经济自由指数中排

名高于美国和大部份西欧国家。在过去的150年里，制造业、矿业和服

务业的大幅增长使加拿大从传统的农业型国家转变成高度发达的工业国

家。如许多第一世界的国家一样，加拿大经济以服务业为主，雇佣人数

占总就业人口的近四分之三。然而与其它第一世界国家不同的是，加拿

大的第一产业占有相对较高的地位。肥沃的大平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小

麦和油菜产地，使得加拿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加拿

大能源产业发达，是发达国家里极少数能源出口国之一。

加拿大的教育管理权归省级政府，各省教育经费基本依靠自筹，联邦政

府提供一定的资助来普及中、小学教育。加拿大

的高等教育不仅发达，而且富有特色。加拿大的

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4%，高于美

国的5.2%；25—64岁年龄段人口中，40%的

加拿大人完成了高等教育，美国为36%；高等

教育入学率为46%，居世界首位。在办学质量

上，一个仅为2600多万人口的国家，其多伦多

大学在2001年的世界公立性大学排名中位居第

10。从1999年开始，加拿大连续7次被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每两年

评选一次），这是根据人均收入、人均寿命及教

育程度三项指标综合考虑而评选出来的，其中加

拿大得分最高的是教育。”与此同时，加拿大不

忘在高等教育方面援助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受

益的国家之一。

学校名称 合作类型 北外 国外 学校优势

纽芬兰纪念大学 本科 1.5年 2.5年 ●  在加拿大综合性大学排名中名列前五位

●  其商学院是加拿大十五所通过AACSB认证的商学院之一

●  纽芬兰纪念大学是北美地区留学成本最低的世界级名校

●  公益性大学，学费低廉

2年 2-3年

预科 1年 3年

多伦多大学 预科 1年 4年 ●  世界大学排名（2013~2014） 世界17，加拿大第一

滑铁卢大学 预科 1年 4年 ●  位于加拿大最富庶的五大湖区，安大略省的滑铁卢市，距多伦

多仅一小时车程

●  2009年英国TIMES世界大学排名中滑铁卢大学位列11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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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合作大学

韩国

韩国，全称大韩民国，位于东北亚朝鲜半岛南部，三面环海，西南濒临

黄海，东南是朝鲜海峡，东边是日本海，北面隔着三八线非军事区与朝

鲜相邻，领土面积占朝鲜半岛总面积的4/9。

韩国是20国集团和经合组织（OECD）成员之一，也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和东亚峰会的创始国，亦是亚洲四小龙之一。自20世纪60年

代以来，韩国政府实行了“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推动了韩国经

济的飞速发展，缔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都将韩国列为发达国家。

20世纪60年代，韩国经济开始起步。70年代以来，持续高速增长，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经

济进入中速增长期。2008年9月发生金融风暴后，韩国一度被认为，可

能步上冰岛后尘，成为第二个破产的国家。但不到一年，局势就翻转，

韩国竟成为OECD30个会员国中，复苏最快的国家。韩国是世界第7大

出口国和第9大进口国。《韩欧自由贸易协定》与《韩美自由贸易协定》

的正式生效，使韩国成为全球第一个与欧盟和美国两大经济体都签署自

贸协定的国家。

如今，韩国经济实力雄厚，钢铁、汽车、造船、

电子、纺织等已成为韩国的支柱产业，其中造船

和汽车制造等行业更是享誉世界。大企业集团在

韩国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三星、现代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SK、LG和KT（韩国电信公

司）等大企业集团创造的产值在其国民经济中所

占比重超过60%。

韩国是一个十分重视教育的国家。韩国人的行为

准则强调忠诚、自律和爱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

与效率、竞争、民主等现代理念交融，成为韩国

实现经济起步和迈向未来的重要精神资源。在韩

国人心中，本国产品质量是世界一流的而且最适

合本国人使用。因此，韩国人日常使用的物品从

手机、电视机到汽车等大都是本国的产品。正是

民众的这种爱国精神，不断支持着韩国民族企业

从一个高峰迈向另一个高峰。

学校名称 合作类型 北外 国外 学校优势

又松大学

SolBridge国际商

学院

预科 1年 3年 ●  又松大学2010年被韩国评为最具创新大学

●   SolBridge国际商学院是由全球知名教授组成的全英文教学的

商科学院

●   SolBridge国际商学院毕业的学生掌握至少三种语言

●   为优秀的学生提供丰厚的奖学金

硕士 1年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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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寄语
学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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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

正比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

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

奇迹就可以被创造出来。

马琳

教师寄语

在国际化的时代，成功需
要国际化的视野。登高远
眺方知天地壮观。

宋泽宁

选择一所大学，即选择一条通往未来的

道路。大学是人的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

的一个阶段，每年，我们学院有幸与来

自世界多个国家的1600多名精英学子一

起进步，见证他们的成长，共同分享成

功的喜悦。如果你是一个有理想，有追

求的人，欢迎加入北外国际商学院！

刘鹏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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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a great thrill and privilege to be involved in the BFSU-International 
Programme as a foreign teacher! I design my classes such that

students get involved and engaged during the lesson. I want students 
to interact with me in class and participate actively and constructively. 
I hope students not only assimilate the knowledge taught in class, but 
also acquire the important skills of learning how to study and survive

independently. And importantly, enjoy the experience and have fun 
whilst learning it! Come join us!

Ethan Forbes CHUNG

作为一名外教，我很高兴能够加入北外商学院经济管理国际项目。我设计的
课程能够让学生能更好的参与并融入课堂。希望学生在课堂上和我有建设性
的活跃互动。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不仅仅是学习和应用知识，更重要的是学
到独立学习技能和生存。能够享受过程并且快乐的学习！期待你的到来！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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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北外国际班2012级毕业生，现就读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
学，获得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昆士兰大学、雷丁大学
以及伦敦艺术大学五所学校六个offer，在校期间出任学生会副
主席、班长。

在英联邦国家，北外1+3的成绩是可以取代预科成绩的。也就
是说你们选择了非合作院校，更需要北外成绩做你的预科学术
背景，否则只能从预科读起而不能直接进入本科。而北外成绩
更多的是象征着你的学术能力，也就是你学习知识的态度和能
力，这无关乎你的课程内容。所以无论你以后是不是学商科，
走不走合作院校，北外成绩都是申请本科时所有学校考核你的
重要标准。

张逸之

北外国际班2010级毕业生，昆士兰大学留学听起来是多么让人无限憧憬的两个字，其实真的不
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独立一个人在国外生活会有很多

你想不到的。学会克服、学会包容，这种磨难真的是人生
成长路上的试金石。回过头来这也是你最宝贵的财富。站

得更高才会看得更远，想的才会更深。愿各位学弟学妹们
能圆梦昆大，一帆风顺成为有思想有深度的新型人才！

孟紫梁

学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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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国际班2004级毕业生，昆士兰科技大学

学会自学和独立思考。相比于国内的大学一学期将近十门课，很多刚到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同学们会很兴奋，因为无论是本科、研究生、博士学位，一个学期都只会安排四门课程，而且每门课每周的上课时间只有三到四个小时（Lecture and Tutorial）。一门课一般是12个学分，这代表说，这门课每周应用起码12个小时来学习，除掉上课总共3个小时，剩下9个小时的时间，你应该“自学”在家或者学校。自学包括，完成老师给你的阅读材料、作业和你自己对学科的探索。

杨熠

北外国际班2008级毕业生，昆士兰大学

在国外上学我最喜欢的，应该是自己可以选择自己的

课表，虽然选课的过程很痛苦，但是自由了很多，可

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时间，然后去做更多自己想

做的事情

北外国际班2007级毕业生，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

到这里的三个月，我体验了一种与国内完全不同的文化

与生活方式，这些开阔了我的眼界，也改变了以往的许

多观念。以往globalization（国际化）对我来讲是仅是一

个空泛而深奥的词汇，但现在至少在一点点地了解，认

同，很感激在学龄时代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在这里一切

顺利，请老师们放心，也祝同学学习生活充实愉快！

柯妍

杜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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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是什么性质的机构？

是否为北外的二级学院、独

立学院或其他盈利性机构？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直属一级

学院，也是北外计划内本科

招生规模最大、最富有活力

和发展最快的学院之一，目

前 拥 有 在 校 本 科 生 、 研 究

生、国际学生和外国留学生

上千人。2002年国际商学院

经济管理学科群被确定为国家“211工程”建设的重点支持学科。

明确的说，国际商学院不是北外的二级学院或独立学院，也不是北

外的校办企业或挂靠企业，而是北外正规的一级学院，以计划内招

生为主，为了推进整个学院乃至大学国际化，也双向招收国际交流

生（即来华留学生及出国留学生）。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是什么样的机构？

该项目和中留服是怎样的关系？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简称中留服，是中国教育部直属事业单

位，其业务领域涉及国外学位学历认证，公派出访团组护照签证，

国外宣传服务保障，科研启动基金申请等。简单的说，不论以任何

形式获得的海外学位学历都必须经过中留服的认证才能意味着被中

国政府认可，也才能毫无限制的使用于各种场合（如公务员报考、

职称评定，企事业单位职位申请等）。

2007年，该项目也以其坚挺的优秀品质被确定为中留服的基地培

养项目，凡是就读该项目的学生在正式入学北外后，就同时在中留

服注册，并由中留服下属机构为学生办理签证，学生完成学业后，

由学院协助学生到中留服进行学位认证。

北外和国外众多合作大学是什么关系？ 

北外和众多国外合作大学在数十年的学术探讨及科研的背景之下，

与这些学校进行相互的课程衔接及融合，与每一个合作学校都签署

过学术交流协议，明确了具体的课程方案及学分互认方案，在我们

派遣留学生赴国外大学入学的同时，国外大学也可能派遣海外留学

生到我校就读，这种双向的课程融合及互认方案对推进双方的合作

交流及国际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该项目的学生与北外的统招学生有何区别？

该项目的学生在北外就读期间，受北外国际商学院的直接管理，

享有和统招学生同等的学习及生活待遇，享受相同的优质教育资

源，自习室、图书馆、资料室、体育馆、各种体育设施等全部同等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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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持北外一卡通到学生食堂就餐，并为学

生提供校内住宿。主要区别在于：统招学生所

有的学分均在北外完成，所获得的是北外的学

位；该项目的学生只有部分学分在北外完成，

所获得的是海外合作大学的学位。

就读该项目的学生能获得什么样的学历？

该学历是否被我国教育部认可？

就读该项目的学生能获得国外合作大学所颁发的

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因为该项目是中留服的基

地培养项目，所以该项目学生的毕业证能获得教

育部认可，且我院能协助学生进行学位认证。

相对于其它类似的高校合作办学，该项目的优

势是什么？

该项目有很多其他类似项目无可比拟的优势，比

如：作为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在北京独家的

基地培养项目，为学生在学习生活、申请签证及

学历认证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国际商学

院作为最强外语背景的商学院，让学生在拥有深

厚商科专业知识的同时，也拥有过硬英语水平；

该项目具有十余年的办学经验及完善的教学管

理，让学生从入学到出国，甚至回国就业都可

以得到最专业的指导；该项目实行全英文授课模

式，使用国外经典教材，并积极采用国外的授课

模式，可与国外大学的课程完美衔接；北外有

30%的学生是海外留学生，而且该项目内就有很

多海外留学生，国际化的学习氛围学生提前与国

际接轨，在开拓视野的同时也能有更多的机会练

习英语的沟通能力，这是目前其它留学机构不可

能提供的资源优势；我院与国外大学采用学术合

作的模式，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国外大学的法人

代表直接签署合作协议，合作的范围广泛等等。

相对于通过中介机构直接赴海外留学，该项目

的优势是什么？

从学生权益保障方面来说：北外作为教育部直

属重点211高校及全国语种最多的高等学府，

每一个官方项目的筛选和运作都是经过学术的

考量，实践的验证及历史的沉淀，学生不需要

在可靠性方面有任何的怀疑和纠结；另外，该

项目作为教育部的基地培养项目，学历认证更

是毋庸置疑。而很多通过各种渠道直接留学的

学生，通常在入学一段时间后才发现自己就读

的是一所“野鸡大学”或是大学合作的语言学

校，对这些学生而言，上一所正规大学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从学生心理健康角度来说：北外30%的学生是海外留学生，学生在我校学

习期间，其实就在逐步适应着都非常国际化的环境；而且我院在日常的教

学及学生管理工作中，很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

辩证思考能力等，这些都是国外大学很注重的基本能力。很多高中毕业直

接赴海外留学的学生，虽然语言成绩过关了，但是出国后却因难以适应全

新的环境而中断学业，甚至导致一些心理上的异常，这种情况非常多见，

值得引起重视。

从学生的学习能力上来说：学生在我院学习期间，所使用的教材都是国际

通用教材，课堂上采取全英文的教学方式，并积极采用国外大学引导式的

上课模式，可与国外大学的课程完美衔接，学生在就读海外合作大学后，

在学习上通常可以做到无障碍。而很多高中毕业直接留学的学生，虽然一

向各科成绩优异，语言成绩也过关了，但出国后才发现自己根本适应不了

国外的教学方法而不得不中断学业重新开始，这种情况层出不穷。

从费用上来说，学生在北外学习一年，所有费用（含生活费）仅为国外

一年费用的1／3甚至1／4。如果学学生选择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完成两年

制的国外大学学分课程，将可节省近40％的留学费用。这样的费用优势

让很多工薪阶层的孩子圆了留学梦。

该项目的国外合作大学都是些什么层次的大学？

我校合作的国外大学在每个国家都保持着一定的梯度，从在该国排名第

一梯队（相当于中国的211/985大学）的学校到排名中等的学校，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成绩选择与自身条件相匹配的学校。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

整体水平与西方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其实在当地排名中等的大学，

从硬件设施、学术水平以及对学生的服务方面都要远远优于国内的普通

一类本科院校。而且学校在该国的综合排名并不能代表他各个学科的学

术水平，学生在选择学校时，也需要综合考虑专业的排名，并结合自身

的条件做出客观的选择。

除了简章所列的合作大学？

学生是否还可以申请其他心仪的大学？

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申请非合作大学（这种情况每年都有），由

于该项目的质量得到了很多一流大学的认可，因此，学生们获得通知书

的几率非常高。

除了简章所列的招收专业，学生是否还可以申请别的专业？

简章中所列专业只是学生们申请较多的热门专业，各大学的商科类专业基

本都是对我们的学生开放的，对于1+3的同学来说除了可以申请商科专业

之外，也可以尝试申请其他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在北外学习期间，都是些什么样的老师给学生上课？

学生在北外就读期间课程主要由北外国际商学院的老师承担，部分国外

合作院校的老师也会短期在我院进行授课，如英国肯特大学、兰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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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大学、斯泰福厦大学的老师都曾在我院讲课。在高校之间，教师的交流

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对于授课的内容以及课程的质量我院都会有非常

严格的评估，通常评估分为教学督导评估和学生评估两个方面，综合得

出的结果决定了老师的课酬以及任课的资格。

在北外学习期间，学校如何管理学生？

还会给学生组织什么样的活动？

在北外就读期间，学生首先要遵守北外的学生管理规定，对于国际项

目的学生，我院管理要比计划内本科生更加严格，每个教学班（约35

人）就有一个班主任负责日常的学习与学生管理，同时还设有专职的辅

导员老师负责学生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指导。国际项目的学生在北外期

间，可以加入大学的学生会、各种社团或者体育娱乐部，参加学校组织

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同时学院内部也会有迎新晚会、万圣节晚会、

圣诞晚会、新年晚会、篮球比赛、演讲比赛、书法比赛、郊游、出国游

学、志愿者服务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有

选择地参加。

该项目是否设有奖学金？

什么样的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

该项目的奖学金有以下几种：1.入学奖学金，金额在5,000-20,000之

间，直接从学费中扣除。申请的基本资格是高考一本线以上，或者是

雅思6.0（或者托福80分以上），根据学生满足条件分成三个档次，

每个档的人数会根据当年招生的人数有所调整；第二种奖学金是根据

在北外学期期间的成绩来评定。分为一、二等，优秀学生及优秀班干

部等几个不同的项目。具体的评定办法可以参考当年的学生手册。

如果没有通过入学考试，还能参加本项目吗？

该项目对学生入学是有一定的标准，没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不能参加

经济管理国际项目的课程，但可以考虑进入该项目的预备班。预备班分

为一学期制和一年制，每年春季和秋季都有课程开班，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成绩以及预备班的入学条件，选择就读，预备班结束后满足升学条件

的学生可以直接升入本项目。

学生签证如何办理？

若被拒签该怎么办？

由于签证服务是一种非常专业的服务，我院学生的签证统一委托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下属的嘉华世达公司统一办理，该公司是中国第一家获得

自费留学中介服务的公司，有着非常丰富的办理各国签证的经验，自我

院与该公司合作以来，我院项目的学生还未因没有获得签证而无法前往

国外大学读书。如果被拒签，也可以根据签证官给的拒签理由重新准备

补充说明材料再次递签或者申请上诉。

该项目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情况如何？

自2001年至今，该项目培养的学生已上千人，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回国

就业。学生的留学背景以及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

都使他们在就业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就业主要

方向是外企，金融机构以及大型国企。例如：招

商银行北京分行、光大银行北京分行、中石油、

中石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奔驰汽车公司、

阿斯顿马丁汽车公司等都有该项目的毕业生。

本科学生到国外合作大学入学后还需要完成多少

课程？

两年或三年一定能完成所有学分吗？

学生在国外大学的课程根据学习的专业会有不

同，而且每个学校的学分体制也不同，不能一概

而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1+3的学生三年时间

是一定能够修完学分的（2+2模式的两年），但

是对于个别课程没有通过考试，需要补考的学

生，学习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长。

北外的课程结束后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申请就

读国外大学课程？

国外大学的录取条件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英语语

言成绩（目前排名较好的学校无条件录取雅思总

分要求最低6.5，排名一般的学校是6.0，每个学

校还对各单项有不同的要求）。第二是北外所有

科目的平均分，排名较高的学校一般都要求平均

分在80%以上，要求低的学校也是要至少每门

课都及格(60%)。（具体的要求请参考学生申请

手册。）

经济管理国际项目的学生完成学业回国后，学历

认证会有问题吗？

目前国内有很多学校和机构都在运作此类项目，

被官方认可的同类项目只有两种类型。第一类

是“合作办学项目”，该项目需要引入国外大学

的资源，而且学生通常是通过高考途径招生，项

目需要在教育部备案。第二类是出国留学培训基

地项目，该项目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与高校共

建的项目，大学自主研发课程，课程的质量和内

容得到国外大学认可，学生学习的专业基础课程

可以得到国外大学的学分豁免。 

北外经济管理国际项目属于第二类，学生只要从

北外合作的院校顺利毕业并拿到学位，认证都不

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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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合作的2+3本硕连读实验班有什

么优势？

首先，伊利诺伊大学是美国一流的大学，学生通过本项目可

以便捷的享受到国际顶尖的教育水平和先进的培养理念；

其次，美国本科的学制通常是四年，硕士的学制通常是两

年，国际留学生一般情况下都要增加一年的预科课程，也

就是说正常情况下高中毕业生需要花费至少7年的时间才

能获得美国的学士学位及硕士学位，而该项目总共只需要

5年。极大的节省了时间成本。

再次，学生有一半的本科学分是在我校完成的，花费上只

相当于美国的1/3，再加上学习时间比一般情况下缩短了两

年，对资金也是极大的节省。

学生就读2+3本硕连读实验班后，是否可以申请其他大学

的硕士课程？

学生在获得伊利诺伊大学的学士学位后，可以按照项目

流程继续向伊利诺伊大学商学院申请一年的MBA课程，

也可以自主申请或向我院申请其他合作大学的硕士课

程，学生在选择申请硕士课程的时候，可以不受国家、

学校及专业的限制。

学生如何提前申请赴海外合作大学入学？

未满足国外大学语言要求的申请者需要在海外大学就读多

长时间的语言课程呢？

学生申请国外大学是由我院老师代为申请，学生只需按照

指导老师的要求提交材料即可。

若学生未满足国外大学的语言要求，国外大学会提供相应的

语言课程，课程的时间取决于学生的具体语言成绩及各个大

学的要求。例如，澳洲大学要求学生与无条件录取的雅思要

求每差0.5分读10-12周语言，英语相同情况下为4-6周。每

个学校的具体要求学生可以参考该大学网站。

专升硕的学生在申请国外大学时有限制吗？

专科的学生只能申请部分合作大学，有一些学术性较强的

大学只接受拥有学士学位的学生。

申请MBA项目的学生一定要有工作经验吗？

不是必要条件，现在大多数学校已经不做要求了，但是如果

有相关的从业经验一定会有助于你的申请和之后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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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北外阶段

本科／预科 学费66000元/年  住宿费约3000元/年  杂费2000元/年

本硕连读 学费76000元/年  住宿费约3000元/年  杂费2000元/年

硕士  学费66000元/年  住宿费约3000元/年  杂费2000元/年

预备班  学费58000元/年  住宿费约3000元/年  杂费2000元/年

留学阶段

国外合作大学本科课程及生活参考费用

校名称

英国

澳大利亚

美国

加拿大

爱尔兰

荷兰

韩国

学 费（年）

12000～16000 英镑

22000～32000澳元

16990～38760美元

约8800加元

8000～13500欧元

6500～8500欧元

约11754美元

住宿及生活费 （年）

8000～10000英镑

10000～13000澳元

10000～12723美元

约8148加元

约8000欧元

约7000欧元

约3880美元

合 计（年）

20000～26000英镑

32000～45000澳元

26990～51483美元

约16948加元

16000～21500欧元

13500～15500欧元

约15634美元

注：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份一本线的学生，将提供最高2万元的入学奖学金。

国外合作大学硕士课程参考费用

学校名称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韩国

学 费（年）

20000美元

12000～16000 英镑

22000～32000澳元

约11754美元

住宿及生活费 （年）

10000美元

8000～10000英镑

10000～13000澳元

约3106美元

合 计（年）

30000美元

20000～26000英镑

32000～45000澳元

约14860美元

（以下表格中费用仅供参考，具体费用以国外大学当年公布最新收费标准为准。）

1英镑= 10.21人民币    1美元=6.12人民币    1澳元=5.51人民币    1欧元= 8.41人民币    1加元= 5.52人民币   

注：此汇率为2014年2月中行折算价，入学时以当日汇率为准。

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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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保障

在北外学习期间，享受北外优质教育资源，自习室、图书馆、资料室、体育馆、各种体育设施

等全部开放，持北外一卡通到学生食堂就餐；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期间，北外将为学生提供校内住宿。

在国外学习期间，国外大学提供校内外不同档次的宿舍，学生可自由选择。

学生管理

该项目的学生管理纳入学院统招生管理系统，并实行双轨制的学生管理方式，即班主任和辅导

员同时对学生进行学习、生活及心理等全方位的严格管理和悉心指导，并定期与家长沟通。

学习资源

丰富的图书资源和设备先进的机房方便学生快捷地获取教学信息。

签证服务

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下设的专业签证机构和资深签证顾问为学生出国签证保驾护航。

相关支持和服务

报名须知
招生对象

本科/本硕连读/预科：获得高中毕业证或同等学历。（入学

条件参见项目信息）

硕士：取得国家统招的全日制本科或大专毕业证书。（入学条

件参见项目信息）

报名材料

本科/本硕连读/预科：学生身份证的复印件、学生高考成绩

单的复印件（仅限参加高考的学生）、高考毕业证书的复印

件（还未得到证书者，可先提交原高中提供的毕业证明）、

英语成绩证明 （仅限托福或雅思成绩）

硕士：身份证的复印件、专科或者本科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

复印件、专科或者本科就读期间完整的成绩单复印件、英语

成绩证明复印件（大学英语四六级、托福或雅思成绩单）

缴费方式

1、现场缴费：开学时在大学财务处刷卡缴费

2、银行汇款

开户名：北京外国语大学        

帐号：0200007609026402172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紫竹院支行

注意：请在附言中注明“国际商学院”及学生姓名

报名时间

春季入学：报名截止日期为2月25日。

秋季入学：报名截至日期为8月10日。

报名方式

直接报名：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国际商学院

电话报名：010-88818850  010-88818769  

 010-88810828 

传真报名：请填好报名表传真至我院  010-88810828

电邮报名：请填好电子版报名表发至我院邮箱

liuxue@bfsu.edu.cn

邮寄报名：请填好报名表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9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120办公室（邮编：100089）

报名表获取方式：登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网站：

http://liuxue.bfsu.edu.cn在线报名，或者下载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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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济慈之家劳动

头脑风暴

旧物拍卖会

集体出游

领导力论坛

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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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体育馆

教室

宿舍楼

学生餐厅

图书馆

学生创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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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国际项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UQ International
UQ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CRICOS Provider Code: 00025B

Address. UQ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Brisbane QLD 4072 Australia

T +61 7 3365 7941
F +61 7 3365 1794

E applicationstatus@uq.edu.au
W www.uq.edu.au/international

Student ID Number: 43291944
Date of Birth: April 16, 1994

If you have any queries about your acceptance
please refer to your Education Representative

Mr Zexin Deng
No. C-19D, Dushimingyuan,
Shuchen Road
Luohu District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China

May 21, 2013

Dear Mr Deng

Package Offer for Bachelor of Commerce

Congratulations on choosing to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UQ). UQ is pleased to offer you 
admission to the following program, provided you complete a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Bridging 
English Program’ (ESP:BEP) course at the Institute of Continuing and TESOL Education (ICTE-UQ) and 
achieve the minimum overall grade and attendance required for entry. Please see the attached offer letter 
from ICTE-UQ for ESP:BEP course details.

Details of offer

Details of your degree program are as follows:

Program: Bachelor of Commerce
CRICOS Code: 001944K
Plan: Undeclared
Program Duration: 6 semesters*
Total Program Units: 48
Commencement: 03-MAR-2014 (Compulsory orientation begins 24-FEB-2014)
Completion: 30-NOV-2016
Estimated of Tuition Fees: Refer enclosed “INTERNATIONAL TUITION FEES ADVICE”The fees quo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Tuition Fees Advice are current for your commencing 
year as stated in this offer and will increase annually thereafter.
Your tuition fee includes a provision for a Student Services and Amenities
Fee (SSAF).**

Faculty: Business, Economics & Law
Department/School: Business School
Campus: St Lucia

Further details of your program can be found at the UQ Courses and Programs website: 
http://www.uq.edu.au/study.

*  In an academic year, Semesters 1 and 2 are each of 13 weeks duration (an optional Summer semester is 
usually of 10 weeks duration; intensive Teaching Periods linked to Semesters, range from 4 to 8 weeks).

**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SSAF, please go to http://www.uq.edu.au/myadvisor/student-services-and-
amenities-fee.

June 20, 2013

Mr Zhe Cheng
No.181 West Street, Ning Yang Xian.
Tai An, shan dong  271400
China

Dear Mr Cheng

Ref:  30982  (Please use this number when contacting CET)

Date of Birth:  Jul 19, 1994
CRICOS Course Code: 070496B

CENTRE FOR ENGLISH TEACHING

PACKAGE OFFER 

Thank you for your application. The Centre for English Teaching is pleased to offer you
a place at CET.  This offer will package your English and University of Sydney courses.
Your details are as follows::

Course: Direct Entry Course 15 Weeks
Start Date: 30 September 2013
Finish Date: 7 February 2014
Length of course: 15 weeks
Course Fees: A$9,734.00

Before you pay your fees please email admissions your current university offer with
only English as a condition.

PLEASE NOTE: Payment must be received at least one month
before the course start date to allow time for visa document
processing.  The Declaration of Financial Capacity must be sent to
Aye Aye Mon at International Office aye.mon@sydney.edu.au when
payment is made so the COE can be issued.

To accept this offer, please pay: 

Tuition Fees (CET) A$7,200.00
Administration Fee (CET) 290.00
Materials Fee (CET) 175.00
Health Insurance (43 mths) – Single 2,069.00

Total Fees: A$9,734.00

_sk_letter_types_id

6

_pk_offer_id 12497

Centre for English Teaching T +61 2 9036 7900 ABN 15 211 513 464 
Level 5, Wentworth Building G01 F +61 2 9036 7908 CRICOS 01019C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E Helen.White@sydney.edu.au
NSW  2006  Australia W sydney.edu.au/cet

 

 

Offer letter 

AS3 

Mr Y Li 
Date:21 
February 2014 

Room 120 
Personal 
ID:1117383815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cheme 
Code:UC01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NO.19,North Xisanhuan Avenue,100089   

 
  

Please read ALL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letter 

Dear Mr Li 

Congratu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as asked us to tell you that they are 
offering you a place for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e, N300; starting in October 2014, at 
point of entry 1. 

This offer is subject to you obtaining Please supply a copy of your passport personal 
details page that you will be using to apply for your Tier 4 student visa. You can scan and 
email this to the named contact on your offer letter. Pass an English test approved by this 
institution Please refer to p.26-27 of your offer booklet for a list of acceptable English 
language qualifications and the English requirements for your course. Please send 
evidence of your qualification(s) to the Admissions Office by Friday 25th July 2014. Please 
note, evidence must be in the form of either an original certificate/transcript or a 
photocopy certified by your School/College/Institution. All documents must be in English 
or accompanied by a certified translation. Overall score of 85% in th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me in Business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It is important you understand your offers and how to fulfil any conditions before making 
any replie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may help you to understand your offer, but if the 
conditions are not clear, please contact the university or college for clarification. 

If your offer is unconditional, the university or college is offering you a place based on 
the qualifications you already hold. You may however be required to fulfil other 
non-academic conditions. If relevant, these will be detailed in the offer overleaf. 

 

 

Admissions Office    

 

Dear Mr Feng, 

Reading ID 
number: 

23017638 

UCAS personal ID: 1117167145 
Full name: Chenxu Feng

We are delighted to confirm that your application to study with us at 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 has been successful. You now hold a conditional offer 
for the BSc Finance and Investment Banking.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has 
been put together to help ensure that you are clear on what you will need to 
do to confirm your place (satisfying the conditions of your offer).  

Course details 

Programme: BSc Finance and Investment Banking 
Department: ICMA Centre; Henley Business School 
Start date: 22 September 2014 
End date: 9 June 2017 
Study type: Full-time  

Offer details 

Your offer is conditional upon satisfying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by 
31 August 2014:  

Successfully complete and pass the Foundation Year with 80% overall, 
including 80% in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chieve a 
minimum overall score of 6.5 in IELTS, with no component below 5.5 or the 
equivalent in another approved test as listed at 
www.reading.ac.uk/ad-EnglishTests.aspx 

Financial information 

From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us in your application, we consider you to 
be a non-EU student for fees purposes. (If you believe that you may be 
eligible to pay Home/EU fees, please complete our fee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online at www.reading.ac.uk/ad-feesassessment.aspx.) 

Tuition Fee: £16500 (This is the fee for your first year only. Fees for 
subsequent years are subject to an annual increase.) 

Accepting your offer 

Please let us know whether you wish to accept our offer of a place through 
UCAS by logging on to Track at www.ucas.ac.uk. (This option will only 
become available to you once you have received a decision on all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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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Ref: 3212605
Name: Shuyu Liu

02 April 2014

Mr Shuyu Liu
C/O Ms Fan Zh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 North Xisanhuan Ave
Haidian Dist
Beijing 100089
China

Dear Mr Liu,

Re: Admission to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I am pleased to offer you a place in a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To accept this offer you need to:

1. Complete the attached forms
2. Return these via email to IA@newcastle.edu.au

To gain further information on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you will need to read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e MY START guides which can be accessed at http://www.newcastle.edu.au/mystart-guides. The MY START 
guides provide invaluable pre-departure information.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is progressive and comprehensive with an international focus and we have a strong 
reputation for our teaching and globally recognised research programs.

To find out more about our University please visit www.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and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City of Newcastle please visit the Lonely Planet Study-Newcastle at http://www.newcastle.edu.au/top10city.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IA@newcastle.edu.au.

Once again, congratulations and thank you for choosing to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Yours sincerely

Brett Blacker
Director, International Office
International and Advancement Division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录取通知书

英国肯特大学通知书样本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录取通知书

英国雷丁大学录取通知书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录取通知书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录取通知书 英国伯明翰大学录取通知书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录取通知书

英国班戈大学录取通知书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通知书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

英国斯泰福厦大学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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