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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 , 国家“211 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高校 , 坐落
在首都北京朝阳区。学校校园规划精致 , 环境优雅 , 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学校下设研究生院及 17 个学院 46 个本科专业 , 现有在校学生 1.6 万余人 ,
其中本科生 8300 余人 , 研究生 4900 余人 , 来华留学生 2500 余人 , 为中国大陆地区留学生比例最
高的高等院校。同时学校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 是中国最早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院校之一。
目前已同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马来西亚、泰国等 4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0 余所
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交流关系 , 不断开展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 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面向世
界办学的特色更加鲜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同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共同合作推出了“欧美亚留学直通车”项
目 , 旨在为准备到世界知名学府攻读本科及硕士学位的中国学生“量身定做”了一条留学绿色通道。
项目学生在享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校内资源和校园文化的同时 , 还会接受国外引进的课程体系的
严格教育。帮助中国学生从外语水平、学术能力、研究方法、外国文化和职业规划等多个方面做好
出国留学的准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留学直通车”项目课程体系集外语考试培训 (IELTS/TOEFL/
TestDaf/ TCF/TEF/CELI/CILS/DELE)、外国高考 (SAT/TestAs)、学术外语 (EAP/ZOP 证书课程 )
和国外大学本科及硕士基础课程于一体 , 学生通过诸多课程模块的学习 , 不但可以达到留学必需的
语言要求 , 还将熟悉国外教学模式 , 如讲座、研讨会、团队合作、论文写作、公众演讲、项目设计
与实施等 , 掌握攻读国外大学所需的学习技能和研究方法。

目前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留学直通车”项目课程体系已经获得多个国家海外知
名院校的认可。国内高中及本科毕业生通过在对外经贸大学半年或者一年的课程学习 , 可以就读世
界名校 , 并有 300 多个热门专业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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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en’s Wishes

It is a pleasure to welcome you to International Bachelor's Preparation Program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The program represents a golden bridge of opportun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t is a place where 

student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in partnership with teams of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teachers working together to 

help them develop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world, its cultur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life opportunities that await them.

Learn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helor's Preparation Program is where East genuinely meets West, blending together the 

very best of both worlds in term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we work hard not only to produce outstanding academic results 

but also develop students into confident, caring young people with the inter-personal skills they will need to be successful 

adults. We strive to help them become the best they can be. 

By study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helor's Preparation Program, students will learn and develop techniques and skills far 

beyond those they would normally expect to encounter. Program graduates are flexible, independent learners, able to 

cope with pressure and different challenges. They learn to work effectively on their own, in teams and are able to prioritise 

their work by managing their time effectively. Program graduates leave with qualifications which give them access to top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world including USA, Canada, the UK, Australia, Germany, Austria, Malaysia to name just a few. 

They return with a highly sought after skill set, able to flourish in today's domestic and global markets. 

If you have high aspirations, are ready to embrace new experiences and relish the prospect of working hard with other 

gifted students then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to the International Bachelor's Preparation Program where you 

can become one of the special international graduates and take your place in tomorrow's exciting fast-changing world.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Warren

Academic Director

International Bachelor's Preparation Program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FACE语



项目优势

★★“211”重点大学一级学院专业办学 , 国际化校园生活

“留学直通车”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正规项目 , 学生校内上课 , 统一配发学生一卡通 , 学生可与近五十个国家的 2500 余名留学生共同

参加各种活动等。一年学习结业后获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结业证书。

★★高质量的教学

本项目师资由对外经贸大学知名教授 , 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奥地利、马来西亚等国合作大学互换教师和

教育专家组成 , 专业和完善的师资是学生成功的保证。授课形式采取有别于中国传统教学模式的小班互动式教学 , 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

主性。

★★国外大学原版教材

本项目语言和专业课所用的教材均为国外高校原版教材 , 让学生近距离体验国外大学本土教育。

★★严格的管理

除了一流的师资外 , 对外经贸大学还为每一个班级配备了专业的辅导员和生活老师 , 辅导员会协助学生复习当天所学课程的知识点和

难点 , 为每一个学生解决学习上的问题 ; 生活老师会将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及时与家长沟通 , 以便家长更好的了解学生在校情况。

★★合作大学快捷录取

对外经贸大学“留学直通车”项目的合作大学均认可国内阶段的学习成绩 , 学生只要通过笔试和面试 , 就可以就读合作院校 , 从而减

轻了学生因出国留学所需各项成绩的硬性要求带来的无形压力。

★★欧洲公立大学免学费

德国、奥地利的公立大学本科硕士阶段均不收取国外阶段学费,同时留学生享有同本土学生同等的住房、医疗、保险和交通等诸多补贴,

为志愿出国留学的工薪家庭学生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

★★就业前景广阔

学生毕业后可以选择回国或继续深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教育特色鲜明、资源丰富、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与中国长期以来保

持良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关系。“德国工业 4.0 和中国制造 2025”､“东盟经济共同体”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

未来发展的国家战略，给留学欧洲、亚洲的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前景。

★★全方位的境外服务

学生到达国外后 , 国外大学为学生提供在国外所需的各项服务 

※ 负责学生机场接机及住宿安排

※ 协助学生到校注册和选课

※ 协助学生当地警局注册和银行开户 

※ 协助学生寻找当地工作机会



美加英澳新部分可申请大学

美国

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 定向班 )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
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
美利坚大学…………………………………………………… American University 
马萨诸塞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德雷塞尔大学…………………………………………………… Drexel University
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奥本大学………………………………………………………… Auburn University
阿拉巴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
新罕布什尔大学……………………………………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太平洋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
犹他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Utah

戴顿大学……………………………………………………… University of Dayton
圣 - 托马斯大学 ……………………………………………St.Thomas University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 定向班 )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堪萨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亚利桑那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肯塔基大学 ( 定向班 ) …………………………………… University of Kentucky 
辛辛那提大学………………………………………………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俄勒冈州立大学…………………………………………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俄亥俄大学………………………………………………………… Ohio University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拉文大学…………………………………………………… University of La Verne
南佛罗里达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 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美国加州艺术学院………………………………… 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美国旧金山艺术大学……………………………………Academy of Art University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维多利亚大学 ( 定向班 ) …………………………………… University of Victoria 
卡尔顿大学…………………………………………………… Carleton University
西门菲莎大学 ( 定向班 ) ………………………………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达尔豪斯大学 ( 定向班 ) …………………………………… Dalhousie University
西安大略大学………………………………………………… Western University
萨省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曼尼托巴大学 ( 定向班 ) ………………………………… University of Manitoba 
滑铁卢大学………………………………………………… University of Waterloo
阿卡迪亚大学…………………………………………………… Acadia University

阿尔伯塔大学（定向班）…………………………………… University of Alberta 
温尼伯格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innipeg 
麦克马斯特大学……………………………………………… McMaster University
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 
渥太华大学……………………………………… University of Ottawa, or uOttawa 
布鲁克大学………………………………………………………… Brock University
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温哥华岛大学………………………………………… Vancouver Island University 
皇家路德大学……………………………………………… Royal Roads University 
卡莫森学院……………………………………………………… Camosun College

英国

杜伦大学 ( 定向班 ) …………………………………………… Durham University 
华威大学…………………………………………………… University of Warwick 
兰卡斯特大学………………………………………………… Lancaster University 
艾克塞特大学………………………………………………… University of Exeter
拉夫堡大学 ( 定向班 ) …………………………………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
萨里大学……………………………………………………… University of Surrey 
东英吉利大学……………………………………………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伯明翰大学………………………………………………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约克大学 ( 定向班 ) …………………………………………… University of York 
苏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ussex
诺丁汉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南安普顿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Kent
谢菲尔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莱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女王贝尔法斯特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邓迪大学……………………………………………………… University of Dundee 
曼彻斯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阿斯顿大学………………………………………………………… Aston University 
利物浦大学…………………………………………………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基尔大学…………………………………………………………… Keele University
考文垂大学…………………………………………………… Coventry University 
布鲁内尔大学…………………………………………………… Brunel University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Royal College of Art 
英国伦敦艺术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澳大利亚

澳洲国立大学………………………………………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悉尼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新南威尔士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莫纳什大学……………………………………………………… Monash University
昆士兰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西澳大学 ( 定向班 ) ………………………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阿德莱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麦考瑞大学 ( 定向班 ) ………………………………………Macquarie University 
科廷科技大学……………………………………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弗林德斯大学…………………………………………………… Flinders University
格里菲斯大学…………………………………………………… Griffith University 
纽卡斯尔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卧龙岗大学 ( 定向班 ) …………………………………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塔斯马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Tasmania 
悉尼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拉筹伯大学…………………………………………………… La Trobe University
迪肯大学………………………………………………………… Deakin University 
埃迪斯科文大学…………………………………………… Edith Cowan University 
南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 ( 定向班 ) ………………………………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坎特伯雷大学……………………………………………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梅西大学………………………………………………………… Massey University
怀卡托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林肯大学………………………………………………………… Lincoln University



欧洲部分团审大学

德国

莱比锡大学……………………………………………………… Universität Leipzig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resden
帕特博恩大学……………………………………………… Universität Paderborn
锡根大学………………………………………………………… Universität Siegen
开姆尼茨工业大学………………………………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Chemnitz
弗莱贝格工业大学………………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gakademie Freiberg
耶拿大学………………………………………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哈勒 - 维腾贝格大学 ………… 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 - Wittenberg
魏玛大学…………………………………………… Bauhaus-Universität Weimar
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Clausthal
马格德堡大学……………………… Otto-von-Guericke-Universität Magdeburg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 Universität Duisburg-Essen
多特蒙德应用技术大学（定向班）………………… Fachhochschule Dortmund
基尔应用技术大学（定向班）……………………………… Fachhochschule Kiel
亚琛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 Aachen
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 Fachhochschule Anhalt
哈尔茨应用技术大学…………… Hochschule Harz, 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 (FH)

茨维考西萨克森应用技术大学…………… Westsächsische Hochschule Zwickau
哈姆 - 利普斯塔特学院 ………………………… Hochschule Hamm-Lippstadt
梅泽堡应用技术大学………………………………… Hochschule Merseburg (FH)
比勒费尔德应用技术大学……………………………… Fachhochschule Bielefeld 
莱茵瓦尔应用技术大学…………………………………… Hochschule Rhein-Waal
勃兰登堡应用技术大学…………………………… Fachhochschule Brandenburg
西南法伦应用技术大学…………………………… Fachhochschule Südwestfalen
德累斯顿工程和经济应用技术大学…… Hochschule für Technik und Wirtschaft
多特蒙德国际管理学院……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 ISM Dortmund
埃森经济管理应用技术大学…… Fachhochschule für Oekonomie & Management 

(FOM)- Staatlich anerkannte Fachhochschule für Berufstätige
波恩储蓄银行财团学院…………… Hochschule der Sparkassen-Finanzgrupp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Bonn
欧洲应用技术大学……………Europäische Fachhochschule Rhein/Erft, europe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富克旺根艺术大学……………………………………………Folkwang Hochschule
柏林艺术大学……………………………………… Universität der Künste Berlin
斯图加特音乐学院…… Staatliche 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Darstellende Kunst 

Stuttgart

奥地利

莱奥本矿业大学……………………………………… Montan Universität Leoben
维也纳应用科技大学………………………………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Wien 布尔根兰应用技术大学……………………………… Fachhochschule Burgenland

亚洲部分可申请大学

马来西亚

澳洲莫纳什大学分校………………………Monash University Malaysia Campus
英国诺丁汉大学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Campus
马来亚大学（定向班）………………………………………… Universiti Malaya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马来西亚沙巴大学……………………………………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定向班）………………………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马来西亚理工大学………………………………… 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马来西亚北方大学……………………………………… Universiti Utara Malaysia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泰莱大学………………………………………………………… Taylor's University
英迪国际大学…………………………………………INT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思特雅大学………………………………………………………… UCSI University
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林登大学学院…………………………………………… 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汝来大学…………………………………………………………… Nilai University
世纪大学…………………………………………………………… SEGI University
精英大学…………………………………………………………… HELP University
双威大学………………………………………………………… Sunway university
多媒体大学……………………………………………………Multimedia University
吉隆坡建设大学…………………………  Infrastructure University Kuala Lumpur
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 Limkokwing University of Creative Technology
拉曼大学…………………………………………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伯乐大学学院……………………………………………… KDU University College

泰国

玛希隆大学……………………………………………… Mahidol University (MU) 
苏兰拉工业大学…………………… Suranar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UT)
易三仓大学…………………………………………… Assumption University (AU)
泰国农业大学…………………………………………… Kasetsart University (KU)
孔敬大学…………………………………………… Khon Kaen University (KKU) 
宋卡王子大学………………………………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PSU)
艺术大学………………………………………………… Silpakorn University (SU)

诗纳卡宁威洛大学…………………………… S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 (SWU) 
国立法政大学………………………………………… Thammasat University (TU)
清迈大学  ………………………………………… Chiang Mai University (CMU)
朱拉隆功大学……………………………………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CU) 
国王科技大学… King Mongk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onburi (KMUTT)
皇太后大学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MFLU)
华侨崇圣大学………………………………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新加坡理工大学………………………………… 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
南洋理工学院………………………………………………… NanYang Polytechni



招生对象及报名材料

★★招生计划 :

对外经贸大学留学直通车项目本年度英语班计划招生 : 60 人 ( 其中定向班限额招生 20 人 )，德奥班计划招生 40 人 ( 其中定向班限额

招生 20 人 )，马来西亚班 20 人，泰国班 20 人。

★★招生对象 :

本科 : 中国境内应、往届高中毕业生 ( 高中二年级成绩优异者 , 并能于次年 6 月参加高考达到相关要求拿到高中毕业证书者 ) 及大一、

大二在读生。

硕士 : 国家认可的应往届本科毕业生 ( 含大四在读学生 ) 或三年制大专毕业生。

★★录取条件 :

★★报考要求 :

本科报考材料 : 报名者需携带本人身份证、高中毕业证书、高考成绩证明、一寸白底彩色近照 4 张、二寸白底彩色近照 4 张。

硕士报名材料 : 报名者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 或在读证明 ) 和成绩单、英语能力证书或成绩单、一寸白底彩

色近照 4 张、二寸白底彩色近照 4 张、中、英文个人简历各一份。

本科

英语班
(1) 高考三本线或英语单科成绩 90 分以上 , 免试入学 ;
(2) 艺术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当地艺术本科线 , 免试入学 ;
(3) 其他条件者需参加学校组织的入学考试 ( 笔试 ), 成绩合格者择优录取。

英语定向班 ( 限额招生 ) 普通高中生高考成绩达到当地二本线以上 , 英语单科成绩 110 分以上同时参加学校入学测试。

德奥直通车班
(1) 普通高中生高考成绩达到当地二本线以上 , 免试入学 ;
(2) 艺术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当地艺术本科线 , 艺术成绩达到当地省联考成绩 , 免试入学 ;
(3) 其他条件者需参加学校组织的入学考试 ( 笔试 ), 成绩合格者择优录取。

德国定向班 ( 限额招生 ) 普通高中生高考成绩达到当地二本线以上 , 英语单科成绩 90 分以上同时参加学校入学测试。

马来西亚班
(1) 高考三本线或英语单科成绩 90 分以上 , 免试入学 ;
(2) 艺术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当地艺术本科线 , 免试入学 ;
(3) 其他条件者需参加学校组织的入学考试 ( 笔试 ), 成绩合格者择优录取。

马来西亚定向班 普通高中生高考成绩达到当地二本线以上 , 英语单科成绩 110 分以上同时参加学校入学测试。

泰国班
(1) 高考三本线或英语单科成绩 90 分以上 , 免试入学 ;
(2) 艺术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当地艺术本科线 , 免试入学 ;
(3) 其他条件者需参加学校组织的入学考试 ( 笔试 ), 成绩合格者择优录取。

硕士 大学本科 GPA 成绩不低于 70 分 , 其他条件者参加学校组织的入学考试。



 教育投资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 3 层 309 室 

邮  编 ：100029

电  话 ：010-64494758      010-64494470 

学院网址：http://sir.uibe.edu.cn

项目网址：http://www.uibelx-edu.com

住宿床位订金：2000 元 ( 入学后可抵住宿费 ) 

报名方式：

※ 现场报名学生直接携带报名材料到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诚信楼 3

层 309 办公室

※ 登录对外经贸大学留学直通车项目官方网站：www.uibelx-edu.com, 点

击在线报名 , 填写提交网上报名表 , 并将住宿订金通过学校财务网上缴费

平台或银行汇款汇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报名方式及相关费用

地址及联系方式

汇款户名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汇款账号 : 01090353700120105474948 

开  户  行 : 北京银行和平里支行 

缴费平台 : http://epay.uibe.edu.cn/pay.html

银行汇款务必注明学生本人姓名 + 国际关系学院

注 : 对外经贸大学将对所收取的学费开具正式发票。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该项目的名义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 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英 语 班 68000 元

欧 洲 班 58000 元

亚 洲 班 48000 元

住 宿 费 等 参照入学须知相应收费标准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