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雷恩商学院项目本硕连读项目
一、项目简介：
项目采取全英文授课。南邮统招本科生不限于经管类专业学生，在南京邮电大学完成本
科前三年的课程学习，成绩达标后可以进入法国雷恩商学院继续学习。第一年学习工商管理
BBA 学士课程，在国内本科学士学位的基础上取得双学士学位，同时获得南京邮电大学学士
学位及法国雷恩商学院 Hons BBA。第二年在法学习一个专业硕士课程，并完成硕士企业实
习和毕业论文，可取得相应硕士学位。
硕士学习期间，学校免费提供不同级别的法语必修课程。
参与该项目的大三学生可远程提交本校学士毕业论文，学生可回本校答辩，也可以通过
视频或电话远程答辩。在法国学习时间：2 年（3+2 本硕连读）
二、申请条件：
1. 申请人应为我校在读的大三全日制本科学生；
2．政治素质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无违法违纪记录；
3．学习成绩优异，平均学分绩点在 2.5 以上，无不及格课程，具有较强的、扎实的专业理
论基础和实践能力；
4. 英语标准成绩：TOEFL ibt ≥ 70 or IETLTS
5．思想活跃，具有开拓创新意识；
6．身心健康，能圆满完成出国访问与学习任务；
7．已交足我校规定的各项费用。
三、招生专业：
硕士可选专业如下：
1

MSc

国际市场营销

2

MSc

会计、管理控制与审计

3

MSc

国际商务谈判

4

MSc

供应链管理

5

MSc

国际金融

6

MSc

运动、休闲和旅游管理

7

MSc

传播与网络营销

8

MSc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9

MSc

国际奢侈品及品牌管理

四、申请时间：
每年 3 月申请，9 月派出。
五、项目费用：
两年学费总计: 26600 欧元。
六、咨询联系：
国际合作交流处 朱老师 85866716

≥ 6.0 or TOEIC

≥ 700；

法国鲁昂高等工程师学院双学位项目
一、项目简介：
我校和法国鲁昂高等工程师学院经友好协商，新增在本科生层次开展 3+2 双学位课程项
目并签署协议。项目主要面向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软
件学院。
3+2 模式：在法学习 1.5 年，实习 0.5 年。
本科生前三年在南邮学习，接下来两年在法国鲁昂高等工程师学院学习硕士课程。两年硕士
课程的第四学期，学生须在企业、大学或研发机构参加为期 4-6 个月的实习。法国硕士两年
课程第一年年末，学生回国完成南邮最后的学术要求，并获得南邮学士学位。在鲁昂工程师
学院两年硕士课程第二年年末，学生可获得鲁昂工程师学院硕士学位。
二、申请条件：
信息系统、电子嵌入式系统相关专业的学生。
三、招生专业：
语言要求：雅思 6.0
四、申请时间：
每年 3 月申请，9 月派出。
五、项目费用：
2017 年入学的学生，2 年学费共 15300 欧元（每年或有增幅，以通知书为主）
；鲁昂地区的
生活费约 600 欧元/月。
六、咨询联系 ：
国际合作交流处 殷老师 85866246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商学院 3+1+硕士项目
一、项目简介：
该项目是南京邮电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商学院（简称 SoBA）及国际教育项目
部（简称 IEP）合作开展的项目。在美学习一年以后，达到要求即可直接升入河滨分校商学
院硕士项目。社会学生若单独申请该校商学院硕士，则雅思最低要求为 7.0。
3+1+硕士项目：会计、管理、金融等相关专业学生完成南邮前 3 年的学习后，申请去加
州河滨分校学习 1 年。在美共 3 学期（9-12 月，1-3 月，4-6 月），每学期需修满 12 学分。
圆满完成 1 年学习并符合南邮毕业要求者，将获得南邮毕业证书及学士学位；美国颁发的正
式成绩单及学习证书。第 2 年可继续申请在加州河滨分校攻读硕士学位（会计硕士 1 年、金
融硕士 1 年、工商管理硕士 2 年）。对于 GPA 不低于 3.2、GMAT 不低于 650 分的申请者（注：
GMAT 考试仅限申请硕士时需要），将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奖学金的额度从部分学费减免、
全部学费减免、到更多的生活费补助。
二、申请条件：
1. 我校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大三学生。
2. 3+1：在我校前 3 年的 GPA 不低于 2.7，雅思 6.5 或托福 80 分
3+1+硕士项目：前三年、大四年级 GPA 都必须不低于 3.2，GMAT 560 分（注：GMAT 考
试仅限申请硕士时需要）
注：申请时需要提供相应雅思或托福成绩；如果申请时没有语言成绩，但其他条件符合者，
将先给予有条件录取，最晚在大三结束前考出语言换正式录取书。
三、招生专业：
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相关专业。
四、申请时间：
每年 2 月申请，9 月派出
申请时需提交如下材料：
1. 国际留学生申请表
2. 大学前三年的官方成绩单
3. 个人陈述，说明申请参加此项目的理由
4. 存款证明（3.7 万美金或等值人民币）
5. 雅思/托福成绩单（没有者可先交其他材料，最晚 8 月 1 日之前提交）
五、项目费用：
1.本科阶段优惠学费：2016—2017 学年 1 年学费 27000 美元（该校本科生正常学费为每年
36000 美元），以后每年学费更新提前六个月通知，硕士阶段学费和其他学生等同，但有机
会获得奖学金。
2.生活费：住宿费约每月 600 美元，伙食费约每月 1000 美元。
3.硕士阶段学费：
会计硕士:5.3 万美元；金融硕士 5.8 万美元；工商管理硕士 MBA 4.7 万美元/学年。优秀学
生可申请奖学金及生活补助，最高可拿全额奖学金。以 14~15 学年中国学生为例，70%的中
国学生拿到了奖学金，最高者获得 5.2 万美金。
六、咨询联系：
国际合作交流处 殷老师 85866246

《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双学位项目
一、 项目简介：
《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双学位项目是教育部所属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CEAIE）
、
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CCIEE）和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AASCU）共同管理的新型
中美高等教育双向交流与合作项目，项目旨在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国际创新型人才。
2016 年 6 月，项目列入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成果清单。
CCIEE 和 AASCU 选择中国和美国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公立）作为该计划的成员单位，
具体承担教学任务，截至到 2016 年 10 月，有 144 所中美大学参加项目（其中：中方大学
114 所，美方大学 30 所）
。
121 双学位项目主要面向我校大一本科生，即直接从我校选拔本科一年级学生，到参加
该计划的美方大学学习第二、三年课程，然后返回我校学习第四年课程，学生可在四年内同
时获得中美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
项目优势：
1. 政策优势：列入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成果清单。
2. 平台优势：130 所中美高校联盟，美方合作院校开设 690 个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可供选择。
3. 录取优势：项目内申请较为简便，申请时也无需提供托福/雅思成绩。
4. 签证优势：团组预约， 统一培训，2016 年签证通过率为 99%。
5. 学位优势：同时获中美项目院校本科文凭。所获得的文凭和学位均为中美两国政府及国
际承认。
6. 就业优势：项目学生在中美两国都会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交群体和人际关系圈子，具有国
际化视野和良好的英语水平，就业状态良好。每届均有多名毕业生进入世界 500 强工作。
7. 深造优势：拥有良好的赴美出入境记录，美国大学 GPA 成绩及毕业证书，使学生在今后
的名校和奖学金申请中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8. 费用优势：比普通留学生可节省 50%以上的费用。
9. 保障优势：项目由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和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主办和全程监管，
同时所有中美项目院校均配备协调员老师对 121 项目学生进行全程管理和服务。
二、申请条件：
1. 学习成绩优良，多数美方大学要求第一学期平均成绩达到 70 分以上，无不及格课程。
2. 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需满足美方大学具体要求）
三、招生专业：

专业需满足美方院校可交流专业的相关专业条件，详见每年招生简章。
四、申请时间：
每年 12 月-次年 1 月申请，次年 9 月派出
五、项目费用：
详见美方院校招生简章。
六、咨询联系:
国际合作交流处 殷老师 85866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