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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交流学习项目总览
国家资助类项目
1．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资助项目
赴外国家：英国、美国（每年都有变化，参看年度计划调整）
赴外学校：英国诺丁汉大学、美国霍华德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国科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等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主要赴国外进行课程学习、毕业设计、或赴国际组织
/企业/实验室实习
在外学习时间：3-12 个月
申请名额：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要求
对方提供专业：商学、统计学
申请人条件：本科二年级（含）以上优秀学生，学习成绩平均分不低于 85
分（百分制）或 GPA 不低于 3.5 分（四分制）
外语要求：雅思 6.5 分，托福 95 分，德、法、意、西语达到欧洲统一语言参
考框架（CECRL）的 B2 级，日语达到二级（N2），韩语达到 TOPIK4
级
费用情况：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规定留学期间的奖学金生
活费，资助标准及方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详见文件——
咨询方式：教务处，电话 62288313，周老师
备注：

2.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项目类型：攻读博士学位/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
在外学习时间：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规定
学校申请名额：名额不限
对方提供专业：商学、金融、经济、法学、社会学等专业
申请人条件：博士、硕士、应届本科
费用情况：国家提供往返机票和生活费，外方高校免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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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间： 3-4 月初
咨询方式：研究生院办公室，电话 62288140，师老师，陈老师
网上查询：
http://www.csc.edu.cn/Chuguo/7f549cfac70f48469f9a03d3b42325bf.shtml
或 http://gs.cufe.edu.cn/sort.asp?dy1=综合管理&dy2=国家公派留学

3. 北京市高等学校国内外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项目
项目类型：科研联合培养/课程联合培养
在外学习时间：按照研究生院规定
申请名额： 以研究生院公布为准
对方提供专业：商学、金融、经济、法学、社会学等专业
申请人条件：博士生、硕士生
费用情况：提供往返机票等
报名时间： 4-5 月
咨询方式：研究生院办公室，电话 62288140，师老师，陈老师
网上查询：http://gs.cufe.edu.cn/sort.asp?dy1=综合管理&dy2=北京市公派留学

4. 国家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
项目类型：攻读硕士学位/联合培养硕士生
在外学习时间：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规定
学校申请名额： 不限
对方提供专业：商学、金融、经济、法学、社会学等专业
申请人条件：硕士生、应届本科生
费用情况： 国家提供往返机票、生活费
报名时间：3-4 月初
咨询方式：研究生院办公室，电话 62288140，师老师，陈老师
网上查询：
http://www.csc.edu.cn/Chuguo/ef6a0410f70d489cbffd99c7c2bfa6d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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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本科项目一览
名校访学项目：
1．哥伦比亚大学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大二（含）以上本科生，学分 GPA3.3（4 分制）以上；托
福 100 分，雅思 7.0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大二（含）以上本科生，学分 GPA3.0（4 分制）以上；托
福 99 分(阅读 26， 听力 26，口语 25，写作 22)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3.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商学院及法学院课程不开放)
8

2017 中央财经大学学生海外交流学习项目手册

申请人条件：我校大二（含）以上本科生，学分 GPA3.5（4 分制）以上；托
福 90 分或雅思 7.0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4. 宾夕法尼亚大学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大二（含）以上本科生，学分 GPA3.3（4 分制）以上；托
福 104(单项不低于 26 分)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5. 哈佛大学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大二（含）以上本科生，学分 GPA3.3（4 分制）以上；托
福 100 分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6. 牛津大学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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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名额：学年 1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大二（含）以上本科生，学分 GPA3.8（4 分制）以上；雅
思 7.0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1 月
备注：

7. 伦敦大学学院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1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大二（含）以上本科生，学分 GPA3.3（4 分制）以上；雅
思 6.5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海外高水平大学访学及交换项目：
1.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3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本科生 1、2、3 年级，学分 GPA3.0（4 分制）以上；托福
100，雅思 7.0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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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本科生 1、2、3 年级，学分 GPA3.0（4 分制）以上；托福
79；雅思 6.5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3. 美国范德宝大学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本科生 1、2、3 年级，学分 GPA3.0（4 分制）以上；托福
100；雅思 6.5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4.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1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本科生 1、2、3 年级，学分 GPA3.0（4 分制）以上；托福
70；雅思 6.5（单项不低于 6.0）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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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5. 美国阿肯色大学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本科生 1、2、3 年级，学分 GPA3.0（4 分制）以上；托福
80；雅思 6.5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6.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本科生 1、2、3 年级，学分 GPA3.5（4 分制）以上；托福
90；雅思 7.5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7.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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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条件：我校本科生 1、2、3 年级，学分 GPA3.0（4 分制）以上；托福
79；雅思 6.5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8. 美国天普大学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年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本科生 3 年级，学分 GPA3.0（4 分制）以上；托福 95；雅
思 7.0
费用情况：学费（全免/半额）
，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备注：
9.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大四 1 学年
申请名额：每学年 2-5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大三学生，学分 GPA3.5/4（平均分 85）以上；雅思 7.5 以上（单
科不低于 7.0）（英语成绩不达标者，可稍后补交）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备注：课程及费用请点击查看：http://www.lse.ac.uk/general-course

10．英国爱丁堡大学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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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本科生 1、2、3 年级，学分 GPA3.0（4 分制）以上；托福
92（单项不低于 23）；雅思 6.5（单项不低于 5.5）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11．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3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本科生 1、2、3 年级，学分 GPA3.0（4 分制）以上；雅思
6.0（单项不低于 5.5）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1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本科生 1、2、3 年级，学分 GPA3.0（4 分制）以上；托福
87；雅思 6.5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13．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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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交流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本科生 1、2、3 年级，学分 GPA3.4（4 分制）以上；托福
90；雅思 6.5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14．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1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我校本科生 2、3 年级，学分 GPA3.0 以上，雅思不低于 6.0（单
科不低于 6.0）；托福不低于 80（写作不低于 22，其他项不低于 18）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15．俄罗斯联邦政府直属金融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4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2、3 年级，学分 GPA3.0 以上，英语较好，有俄语
基础优先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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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6．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2、3 年级，学分 GPA3.0 以上，英语较好，有俄语
基础优先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17．法国 EDHEC 商学院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3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2、3 年级，学分 GPA3.0 以上，英语托福 90+，雅
思 6.5+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18. 日本明治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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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2、3 年级，学分 GPA3.0 以上，日语 1 级或 2 级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1 月，9 月
备注：

19．日本福冈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1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2、3 年级，学分 GPA3.0 以上，日语 1 级或 2 级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20．日本创价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学期 1 人（每年一学期）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2、3 年级，学分 GPA3.0 以上，日语 1 级或 2 级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21．韩国国立全北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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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2、3 年级，学分 GPA3.0 以上，韩语、英语较好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22．韩国首尔市立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2、3 年级，学分 GPA3.0 以上，韩语、英语较好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23．台湾中兴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3 人
对方提供专业：对方学校要有对应专业
申请人条件：派出时为在籍本科生 3 年级，学分 GPA3.0 以上,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24．台湾台北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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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对方学校要有对应专业
申请人条件：派出时为在籍本科生 3 年级，学分 GPA3.0 以上,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25. 台湾东吴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除法学外，对方学校要有对应专业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2 年级，学分 GPA3.0 以上,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26．台湾东海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5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对方学校要有对应专业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2 年级，学分 GPA3.0 以上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27．台湾辅仁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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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每学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对方学校要有对应专业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2 年级，学分 GPA3.0 以上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备注：

中财-英国伯明翰大学本升硕项目：
英国伯明翰大学本升硕项目（中财-伯明翰项目）
项目类型：本升硕项目
在外学习时间：赴英国留学一年，取得硕士学位
申请名额：20 人左右
对方提供八个经济系硕士专业：
1.

MSc in Economics

2 . MSc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3.

MSc in Economic Policy

4.

MSc in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5.

MSc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

MSc in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Banking

7.

MSc Mathematical Finance

8.

MSc in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e

申请人条件：大四学生，GPA 平均 80 分以上，雅思 6.5（单科不低于 6.0）
费用情况：学费（项目学生有学费部分减免）、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12 月——次年 3 月
备注：

海外大学 3+1+X 项目：
1．美国康涅狄格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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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本科 3+1+X 项目
在外学习时间：大四-研究生阶段
申请名额：20 人
对方提供专业：统计学，经济学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3 年级，经济管理类专业，学分 GPA3.0 以上，托福
80，雅思 6.5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本科阶段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1 月
备注：申请对方硕士或博士项目，需要三封老师推荐信

2．美国天普大学
项目类型：本科 3+1+X 项目
在外学习时间：大四-研究生阶段
申请名额：10 人，交换生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
Fox School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Actuarial Science，Financial Analysis and Risk Management，Financial Engineer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novation Management & Entrepreneurship，Investment Management，IT
Auditing and Cyber-Security，Marketing，Statistics
School of Media &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Journalism，Media Studies and Productio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Economics，Political Science，Sociology，
Colleg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omputer Science，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Mathematics
School of Tourism & Hospitality Management：
Sport and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Tourism &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3 年级，专业不限，学分 GPA3.0 以上，托福 79，
雅思 6.5，申请 FOX 商学院的学生需要提供 GMAT 或 GRE 成绩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本科阶段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交换生学费全免及学费半额。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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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项目类型：本科 3+1+X 项目
在外学习时间：大四-研究生阶段
申请名额：6 人
对方提供专业：
Actuarial science,
Applied mathematics,
Pure mathematics,
Combinatorial and optimization,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Quantitative Finance(Financial Engineering),
Statistics(and bio-statistics)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3 年级，数学、统计、精算、保险、计算机、金融、
经济、财政、税务等（要求理科背景）经济管理类专业，学分
GPA 均分 75 以上，托福 90(写作、口语 25+)，雅思 7.0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本科阶段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4．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学院
项目类型：本科 3+1+X 项目
在外学习时间：大四-研究生阶段
申请名额：10 人
对方提供专业：
Applied Economics, M.A.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Public and Nonprofit Management, M.P.A.
Professional Applied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M.S.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3 年级，专业不限，学分 GPA3.0 以上，托福 79，
雅思 6.0，大学英语六级 450 分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本科阶段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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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班与交流营项目：
1．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暑期项目
项目类型：暑假短期学习（商务夏令营、人文夏令营）
在外学习时间：2017.7.15-8.15
申请名额：20 人左右
对方提供课程：商务类、人文类、教育类等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GPA3.0 以上，英语较好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费用，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备注：项目情况、费用核算、申请表详见公告

2．美国 UCLA 暑期学术项目
项目类型：暑假短期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2017.8.7-9.15
申请名额：30 左右
对方提供课程：自主选择课程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1、2、3 年级，GPA3.0/4.0，英语六级 490，雅思
6.5，托福 79 以上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备注：项目情况、费用核算、申请表详见公告

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暑期学术项目
项目类型：暑假短期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2017.7.3-8.11
申请名额：20 人左右
对方提供课程：自主选择课程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1、2、3 年级，GPA3.0/4.0，托福 100，雅思 7.0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23

2017 中央财经大学学生海外交流学习项目手册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备注：项目情况、费用核算、申请表详见公告

4．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暑期学术项目
项目类型：暑假短期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2017.7.3-8.11
申请名额：5 人
对方提供课程：自主选择课程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1、2、3 年级，GPA3.0/4.0，托福 80，雅思 6.5，大
学英语四级 493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备注：项目情况、费用核算、申请表详见公告

5．英国伦敦大学暑期学术项目
项目类型：暑假短期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2017. 7.24-8.11
申请名额：5 人
对方提供课程：自主选择课程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1、2、3 年级，GPA3.3/4.0，雅思 7.0（单科 6.5+）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备注：项目情况、费用核算、申请表详见公告

6．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暑期语言项目
项目类型：暑假短期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2017. 7.17-8.5
申请名额：5 人
对方提供课程：自主选择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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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1、2、3 年级，GPA3.0+，英语四级。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备注：项目情况、费用核算、申请表详见公告

7．英国华威大学经济学院暑期学术项目
项目类型：暑假短期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2017. 7.16-8.4
申请名额：10 人
对方提供课程：自主选择课程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2、3 年级，在籍研究生，GPA3.0+，英语较好。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可申请学校部分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备注：项目情况、费用核算、申请表详见公告

8．日本福冈大学短期交流项目
项目类型：交流营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每年 10 月份的二周
申请名额：1 人
对方提供：国际学生交流，文化参访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1、2、3 年级，GPA3.0 以上，综测排名、日语较好
费用情况：费用全免(包括食宿及国际旅费)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学校选拔
备注：

9. 日本福冈大学短期交流项目
项目类型：暑期语言短期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2017. 7.26-8.10
申请名额：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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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提供：日语课程，文化参访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1、2、3 年级，在籍研究生，GPA3.0 以上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学校选拔
备注：项目情况、费用核算、申请表详见公告

10．韩国庆南大学暑期项目
项目类型：交流营学习
在外时间：暑假 3 周
申请名额：4 人
对方提供：韩国语言讲座，文化参访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3 年级，GPA3.0 以上，综测排名，外语较好
费用情况：免学费、食宿费用，自付国际旅费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学校选拔
备注：

11．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暑期项目
项目类型：交流营学习
在外时间：2017.7.10-7.26
申请名额：10 人（2 人免费）
对方提供：经济讲座，文化参访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2、3 年级，GPA3.0 以上，外语较好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学校选拔
备注：

12．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暑期项目
项目类型：交流营学习
在外时间：2017.7.10-7.26
26

2017 中央财经大学学生海外交流学习项目手册

申请名额：10 人
对方提供：经济讲座，文化参访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1、2、3 年级，GPA3.0 以上，外语较好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学校选拔
备注：

13．台湾东吴大学“溪城讲堂”
项目类型：交流营学习
在外时间：2017.7.17-8.15
申请名额：10 人
对方提供：专题讲座，文化参访
申请人条件：在籍本科生 1、2、3 年级，GPA3.0 以上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备注：项目情况、费用核算、申请表详见公告

校级研究生项目：
1. 英国雷丁大学硕士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年
申请名额：不限
对方提供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申请人条件：硕士一年级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备注：学生自主申请

2. 英国雷丁大学博士联合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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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联合培养项目
在外学习时间： 按照对方大学要求
申请名额：不限
对方提供专业：经济、管理类专业
申请人条件：博士生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备注：学生自主申请

3.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攻读博士或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项目类型：攻读博士或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在外学习时间：按照对方大学要求
申请名额：2-3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本科、硕士、博士
备注：学生自主申请

4.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研究生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研究生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2 学期
申请名额：2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在籍研究生，雅思不低于 6.0（单科不低于 6.0）；托福不低于
60（写作不低于 22，其他项不低于 18）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备注：学生自主申请

5.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攻读博士或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项目类型：攻读博士或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在外学习时间：按照对方大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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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名额：不限
对方提供专业：商学、金融、经济等专业
申请人条件：本科、硕士、博士
费用情况： 免学费、提供往返机票、生活费补助
备注：学生自主申请

院级交换项目：
1. 金融学院
1）英国伯明翰大学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大三第一学期）
申请名额：2 人
对方提供专业：经济、金融相关专业
申请人条件：金融学院大二本科生，雅思 6.5(单科不低于 6.0)，GPA 3.5 以上。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咨询方式：金融学院 62288134 张老师
备注：全部自费生名额为 10 人

2）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访学项目
项目类型：访学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2 学期
申请名额：机动
对方提供专业：金融相关专业
申请人条件：金融学院本科生，成绩优秀，外语良好。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学费有折扣）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咨询方式：金融学院 62288134 张老师
备注：学院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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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国莱斯特大学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2 学期
申请名额：本科 4 人，硕士 4 人
对方提供专业：金融相关专业
申请人条件：金融学院本科生，硕士生，成绩优秀，外语良好。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咨询方式：金融学院 62288134 张老师
备注： 学院择优录取

4）荷兰蒂尔堡大学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2 学期
申请名额：本科 4 人，硕士 4 人，博士 4 人
对方提供专业：金融相关专业
申请人条件：金融学院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成绩优秀，外语良好。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咨询方式：金融学院 62288134 张老师
备注： 学院择优录取

2. 会计学院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海外实习项目
项目类型：海外实习
在外学习时间：3 个月
申请名额：10 人
对方提供项目：会计业务实习工作
申请人条件：会计学院大四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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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情况：中注协提供交通费等生活补助
报名时间：每年 10 月
咨询方式：会计学院 61776035 王伟老师
备注：

3．统计与数学学院
1）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大三第一学期）
申请名额： 12 人
对方提供专业：统计学相关专业
申请人条件：统计学院大二本科生，英语较好
费用情况：部分减免学费，自理生活费、住宿费
报名时间：每年 12 月
咨询方式：统计学院 62288548 李老师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2）瑞典厄勒布鲁大学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大三第一学期）
申请名额： 2
对方提供专业：统计学相关专业
申请人条件：统计学院大二本科生，英语较好。
费用情况：免学费，自理生活费、住宿费
报名时间：每年 12 月
咨询方式：统计学院 62288548 李老师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3）英国诺丁汉大学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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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不限
对方提供专业：统计学相关专业
申请人条件：统计学院本科二年级，成绩平均分 88 分以上，雅思 6.5 以上。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 每年 12 月
咨询方式：统计学院 62288548 李老师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4）香港城市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2 人
对方提供专业：统计学相关专业
申请人条件：统计学院本科二年级，成绩较好，英语出色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 每年 12 月
咨询方式：统计学院 62288548 李老师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5）美国密歇根大学暑期培训项目
项目类型：暑期培训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暑期 1 个月
申请名额： 不限
对方提供内容：统计学相关课程（社会研究方法等）
申请人条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英语较好。
费用情况：学费有半价优惠，国际旅费、生活费、住宿费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咨询方式：统计学院 62288548 李老师
32

2017 中央财经大学学生海外交流学习项目手册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4．经济学院
1）日本冈山大学-韩国江源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三校暑期交流项目
项目类型：三校之间轮换交流访问
在外学习时间： 8 月一周
申请名额：10 人
对方提供内容： 经济类讲座、企业参访、文化交流活动
申请人条件：经济学院优秀本科生、研究生，英语较好。
费用情况：国际旅费、生活费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5-6 月
咨询方式：经济学院 62288079 刘老师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2）日本神户大学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项目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1 人
对方提供专业：经济专业
申请人条件：经济学院本硕学生，成绩优秀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 每年 3 月,9 月
咨询方式：
备注：学院择优录取

5．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 美国西北大学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攻读硕士学位
在外学习时间：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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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名额：10 人
对方提供专业：项目管理专业
申请人条件：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大四学生，新托福不低于 83 分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 每年 10 月
咨询方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62288700 邹老师
备注：

2） 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硕士联合培养项目
项目类型：攻读硕士学位
在外学习时间：1.5-2 年
申请名额：暂不限
对方提供专业：项目管理专业、金融工程专业
申请人条件：我校大四学生，通过英语六级，大学平均成绩 75 分以上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 每年 9 月
咨询方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62288700
备注：

3） 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大三第一学期）
申请名额：2 人
对方提供专业：房地产专业
申请人条件：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房地产专业大二本科生
费用情况：免学费，自理生活费、住宿费用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咨询方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62288700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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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本科联合培养项目
项目类型：3+2 双学位项目
在外学习时间：3-4 学期（大三第一学期开始）
申请名额：5 人
对方提供专业：应用金融专业
申请人条件：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大二本科生，雅思 6.5 分或新托福 90 分以
上，前两年 GPA 3.0 以上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全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4 月
咨询方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62288700
备注：

5） 香港理工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大三第一学期）
申请名额：年度 5 人
对方提供专业：工程管理专业
申请人条件：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大二本科生，GPA3.0 以上，英语较好。
费用情况：免学费，自理生活费、住宿费用
报名时间：每年 4 月
咨询方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62288700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6） 香港城市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大三第一学期）
申请名额：每专业 2 人
对方提供专业：管理科学专业、房地产专业
申请人条件：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大二本科生，GPA3.0 以上，英语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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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情况：免学费，自理生活费、住宿费用
报名时间：每年 4 月
咨询方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62288700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7） 台湾台北大学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大三第一学期）
申请名额：4 人
对方提供专业：房地产专业
申请人条件：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大二本科生，GPA3.0 以上，英语较好。
费用情况：免学费，自理生活费、住宿费用
报名时间：每年 4 月
咨询方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62288700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8） 香港城市大学
项目类型：攻读硕士学位
在外学习时间：硕士阶段
申请名额：5 人
对方提供专业：工程管理专业
申请人条件：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大四本科生。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4 月
咨询方式：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62288700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6. 法学院
1） 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交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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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3 人
对方提供专业：法律专业
申请人条件：法学院大四本科生、硕士生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4 月
咨询方式：法学院 62289142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2）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法学院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不限
对方提供专业：法学
申请人条件：法学院大四本科生、硕士生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4 月
咨询方式：法学院 62289142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3) 美国旧金山大学法学院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2-3 人
对方提供专业：法学
申请人条件：法学院大四本科生、硕士生
费用情况：学费（有折扣）、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4 月、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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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方式：法学院 62289142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4） 意大利都灵大学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2-3 人
对方提供专业：法学
申请人条件：法学院大四本科生、硕士生
费用情况：学费（有折扣）、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4 月、9 月
咨询方式：法学院 62289142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7．文化与传媒学院
1）台湾铭传大学研修项目
项目类型：研修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研究生第一学期的 2 个月
申请名额： 1 人
对方提供专业： 新闻传播学相关课程及实践
申请人条件：文化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费用情况：免学费、住宿费，对方补助生活费 1 万台币，往返交通费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7 月
咨询方式：文化与传媒学院 62288028 胡老师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2）台湾明道大学研修项目
项目类型：研修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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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学习时间：学期
申请名额：学院确认
对方提供专业： 书法等相关专业
申请人条件：文化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费用情况：学费、住宿费等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咨询方式：文化与传媒学院 62288028 胡老师 史老师
备注：学院择优选拔

8．外国语学院
1）美国威斯康大学麦迪逊分校国际学生访学（VISP）项目
项目类型：进修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4—12 个月
申请名额：不限
对方提供课程：
申请人条件：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本科生
费用情况：全部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 每年 3-5 月、9-12 月
咨询方式： 外国语学院李新英老师，13681560305，lynn325@126.com

2）英国剑桥大学暑期课程（人文商政类）
项目类型：寒暑假短期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 寒、暑期两周
申请名额：30 人以内
对方提供课程：人文商政类
申请人条件：英语较好，综合能力强
费用情况：全部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 每年 4 月、10 月
咨询方式： 外国语学院孙茜老师，61776179， sunqian93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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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9． 商学院（MBA 教育中心）
1）美国霍华德大学交换学习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大三第一学期）
申请名额：3 人
对方提供专业：商学院专业
申请人条件：商学院大二学生，GPA 平均分 80 以上，雅思 6.5，托福 87 以上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咨询方式： 商学院 62288082 郭老师
备注：

2）中财-美国霍华德大学-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 MBA 项目
项目类型：访问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集中课程
申请名额：机动
对方提供专业：MBA 课程
申请人条件：商学院 MBA 学生
费用情况：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咨询方式： 商学院 62288082 郭老师
备注：

3）美国拉塞尔大学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硕士生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2 学期
申请名额：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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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提供专业：MBA
申请人条件：MBA 学生
费用情况：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 3 月
咨询方式： MBA 教育中心 62288082 郭老师
备注：

4）台湾辅仁大学 3+1+1 项目
项目类型：3+1+1 项目
在外学习时间：大四 1 学年
申请名额：不限
对方提供专业：商学院专业
申请人条件：商学院大二学生，GPA 平均分 80 以上，雅思 6.5，托福 87 以上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
咨询方式： 商学院 62288082 郭老师
备注：学院择优录取

5）比利时根特商学院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大三 1-2 学期
申请名额：年度 5 人
对方提供专业：商学院专业
申请人条件：商学院大二学生，GPA 平均分 80 以上，雅思 6.5，托福 90 以上
费用情况：免学费，生活费自理
报名时间：每年 3 月、9 月
咨询方式： 商学院 62288082 郭老师
备注：学院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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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1）美国罗格斯商学院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2 人
对方提供专业： 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本科生
费用情况：免学费，自理生活费、住宿费用
报名时间： 每年 3-5 月、9-12 月
咨询方式：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62288392 王老师
备注：

2）法国 IESEG 商学院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4 人
对方提供专业：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费用情况：免学费，自理生活费、住宿费用
报名时间：每年 3-5 月、9-12 月
咨询方式：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62288392 王老师

3）比利时鲁汶大学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2 人
对方提供专业： 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研究生
费用情况： 免学费，自理生活费、住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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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间：每年 3-5 月、9-12 月
咨询方式：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62288392 王老师

备注：申请名额年度有变化，具体请咨询项目负责老师

4）香港城市大学交换项目
项目类型：交换学习
在外学习时间：1 学期
申请名额：2 人
对方提供专业： 专业不限
申请人条件：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研究生
费用情况： 免学费，自理生活费、住宿费用
报名时间：每年 3-5 月、9-12 月
咨询方式：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62288392 王老师

备注：申请名额年度有变化，具体请咨询项目负责老师

三、常见问题 Question

And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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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参加赴海外大学学习项目基本流程
1） 查询项目信息
登陆学校国际合作处网站，进入------项目栏，查询中央财经大学学生赴海
外大学学习交流项目。我校目前正常运转的项目都可以通过----查阅。
2） 确认申报资格
查阅项目信息，确认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凡属中央财经大学全日制在籍学
生，均可按照申请程序和办法进行申请。
3） 项目申请
确定项目之后，按照项目要求和程序进行申报。部分项目学校或学院会定
期的发布公告，通知报名事宜。也有部分项目需要学生与负责老师自行联
系。
4） 申请所需基本材料
A. 中英文成绩单，要有我校教务处盖章，教务处成绩单盖章时间为周二、
周四下午 1:30-4:30。
B. 英语成绩（托福、雅思），托福和雅思成绩有效期是两年，请同学们提
前做好英语成绩准备。
C. 推荐信，学术推荐信由学生找相关专业教授开具，学校推荐信由负责
联系该项目的部门出具，如学院或国际合作处。
D. 其他海外高校可能需要提交的材料还包括：Personal Statement, Study
Plan, passport photo 等等
5） 材料审核及面试
材料由我校进行初步审核，然后送达接收学校，由接收学校确定录取
人选。我校初步审核步骤中个别项目需要进行面试。
6） 对方学校确认接收
7） 办理手续
A. 参加项目学生须自行办理接收学校注册、我校离校手续及其他出境手
续（护照、签证、机票、保险等）。
护照：学生需要去户籍所在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中心办理，具体信息请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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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北京市公安局网站 http://bjgaj.gov.cn 出入境办事大厅查阅。
签证：各国具体信息上该国驻华大使馆网站查询，请学生提前咨询，做好
时间准备。
保险：学生自行联系保险公司购买覆盖自己在海外学习期间的保险。
B. 校内离校手续：学生需要到国际合作处网站相关下载栏中下载相应表
格，按程序进行办理离校手续。
8） 海外学习
学生办理完赴外手续之后，应按照期限前往接受学校参加交流项目，不得
改变行程，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延长交流期限。
9）返校手续
参加项目学生完成海外学习后，应按照项目规定时间返回，返校后到所在
学院、教务处、研究生院、国合处等办理学分登记等返校手续。

2．参加校级交换项目学生是否可以选择专业？
由于有学分转换的要求，交换学生只可以选择交换学校同专业或相似专业的
课程。交换生必须带回交换学习考试成绩，进行学分转换，不可参加我校的课程
考试。

3．是否可同时申请多个赴境外大学学习项目？参加过项目学生是否还可以申
请？
如项目派出时间重合，则只可申请一个项目。重复申请者将被取消申请资格。
曾经参加过赴境外大学学习项目的同学，并且按照规定完成海外学习和返校
手续的同学，符合项目要求下，均可以再次申请其他项目。

4．参加赴境外大学学习项目的同学有哪些责任和义务？
参加项目学生返校后应完成一份“境外大学交换学习报告”，为后续项目的
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

5. 海外学习期间是否需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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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海外接收学校未统一购买保险的话，则学生必须购买覆盖海外学习期间的
个人医疗保险及意外险。

6. 项目申请成功后及项目执行期间，是否可以退出项目？
项目学生在入选项目并确认参加后如无特殊原因，不得随意退出或放弃交换，
否则将记录学生海外学习项目不良表现，会影响以后参加学校海外学习项目的申
报资格。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完成项目，学生应通知派出单位，如学院或国际
合作处、研究生院，学生应自行负担因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7. 是否可以延长项目时间或提前结束项目？
如无特殊原因，学生不可擅自延长项目时间或提前结束项目，如有特殊原因，
须向双方学校提交申请，待审批后方可。

8. 如有海外学习项目疑问，哪里可以取得信息？
海外学习项目手册里，大部分项目可以咨询国际合作处联系电话，个别国家
公派及院级项目都列出负责老师的联系电话，学生可以直接咨询项目负责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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