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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概况G 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广东财经大学成立于1983年，原名为广东商学院，经过36年的发展，

学校已建设成为全日制本科生、硕士生 27100 多人的省属重点院校，是广

东和华南地区重要的经、管、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基地。学

校现有 57 个本科专业，其中市场营销、法学、金融学、会计学、财政学

等 5 个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和法学 3 个一级学

科是省级优势重点学科，理论经济学是省级特色重点学科。

学校有广州和佛山三水两个校区，总占地面积 2275 亩，广州校区毗

邻广州国际会展中心，佛山三水校区坐落在三水森林公园旁。现有校舍约

72.8 万平方米 ,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17439 万元，图书 534 余万册（含

电子图书）；自主建成各类数字化教学资源 1772 项。

广东财经大学国际学院作为学校直属教学机构，是学校提供国际化教

育的教学与研究单位之一。学院自 2007 年成立以来，大力推进多层次的

国际合作教育项目，SQA AD （3+1） 国际本科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我们通过国内三年 + 国外一年的培养模式，将国内高中学生培养成为熟练

掌握英语、精通专业课程、通晓英美文化、具有国际化视野，并兼备全球

学习和应用能力，受到各类企事业单位青睐的创新型、应用型国际化人才。

广东财经大学 SQA AD（3+1）国际本科项目拥有特色鲜明的国际会计

和国际商务两个专业，集结经验丰富的教学和管理团队，精心研究和设计

教学方案，竭尽全力为项目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项目。项目学生将享有与

广东财经大学普招本科生相同的学习和生活资源，让学生完全融入到广东

财经大学的氛围。                          

01SQA AD
咨询电话：020-84096681 



项目介绍P rogram Introduction

为
了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国内急需的技能

型人才，促进中英两国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在英

国苏格兰政府、英国文化委员会（BC）、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OSTA）、中国企业联合会 / 中国企

业家协会等多家机构的支持下，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CSCSE）与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SQA）共同将英国高等教

育文凭（AD）项目作为国际职业资格证书培训项目引入国内。

项目为广大高中毕业生和同等学历者提供在国内接受国际化优

质课程的教育机会，为学生和家长节省昂贵的出国留学费用。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是 SQA AD 项目中国大陆

地区的独家引进单位，专门设立国际高等教育项目管理办公

室，负责该项目的推广、管理、监督、协调，并为项目院校

和学生提供相关服务。

2014 年，广东财经大学和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签约承办 SQA AD 项目，学生在广东财经大学学习 3 年后，

可选择进入英、美、澳、加百所经教育部认证的国外高校之

一完成毕业课程及毕业论文，获得国外大学的学士学位，回

国后可申请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学位认证。学

生获得学士学位证书后，可直接申请攻读国外大学硕士课程， 

最短学制为 1 年， 成绩合格者，将获得硕士学位。

02 SQA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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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波书记、杜承铭副校长、王廷惠副校长亲切
看望国际学院运动员

于海峰校长参加广东财经大学国际学院 SQA AD
项目系统外审评审会

杜承铭副校长参加 2019 年 SQA AD 项目年会
与中留服领导合影



项
目
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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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项目

热门 
专业

认证
保障

西式
课堂

优质
师资

共享
资源

经济
实惠

成功
留学

全程
服务

中英政府合作国际教育项目，官方保证；英国高等教育文凭SQA AD项目于2017年已写入《中

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五次会议联合声明》。

财经类特色高校，会计学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国际商务专业设有广东省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实验区，打造“财经专业”+“英语”的双核心培养模式。

所获国外大学学士学位回国后由项目学生准备材料向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申请认证。

国外原版教材、小班制、互动式、人性化教学、双语或全英授课。

广东财经大学优势专业师资，海归教师为主、辅以外教，业内精英客座教授。

学校统一安排住宿，充分享用学校的各项软硬件资源，融入大学生活，感受重点大学良好的

学习氛围。

多国
留学

学生在国内成绩合格，达到国外大学要求，可以选择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

家的高等院校深造，历届出国率 99%，签证通过率 100%。

国内三年学习课程与国外大学课程相同，学分互认，学生通过 SQA AD（3+1）项目完成本

科阶段学习，获得国外大学本科学士学位，可节省留学费用 60 余万元。

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国外大学介绍，邀请国外大学和知名学者来校开展各种讲座，与学生近

距离接触，让学生了解国外生活和学习情况，帮助学生实现东西方教学模式的平稳过渡。

统一办理国外大学申请、留学签证、行前指导等全程服务，为学生提供住宿安排、学习跟踪、

硕士申请等服务。



第 1 年：全面学习英美文化、学术综合英语、国外大学学习技能课程及基础课程，培养学生英语听、

说、读、写等技能。

第 2 年：升级考试通过（雅思 4.5 分及以上）的学生，中英双语学习专业模块课程。

第 3 年：全英文学习专业核心课程和国外大学留学指导。

国内阶段：

广东财经大学

第 3+1 年：赴国外对接大学学习学位核心课程，完成毕业论文，成绩合格，获得国外大学的学

士学位，并由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学位认证。

第 3+1+1 年：获得国外大学学士学位者，可继续申读硕士学位。

国外阶段：

英美澳加著名大学其中之一

学业规划A cademic Progress Plan

04 SQA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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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置M ajors Arrangement

    专业 1 ：国际商务
 （招生计划：120人）

培养掌握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现

代商务管理的基本知识，了解商务经营管理环

境，熟悉国外及我国商务管理的方针、政策和

法规以及国际商务管理的惯例与规则，具备较

强的人际沟通以及分析和解决企业管理问题能

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管理人才。

05SQA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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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2 ：国际会计
（招生计划：105人）

培养掌握会计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现代

商务管理的基本知识，熟悉我国及国际会计领域

的惯例与规则，掌握国际会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具备熟练操作计算机、多种办公软件应用能力，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人际沟通、英语听说能力，

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能够在经济管

理部门、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等涉外企事业单位

从事国际会计专业工作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办学特色 S chool-running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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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育 理 念   以学生为中心，循序渐进教学，培养英文思维和专业理念，让学生不仅能流

利顺畅地使用英语，还能充分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努力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培 养 机 制  “财经专业”+“英语”双核心机制，培养精通英语和财经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

生，让学生在国际化学习平台上提升能力，开阔视野，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 精 品 课 程   小班教学，量身打造特色课程，帮助学生尽快熟悉国外教学方法和社会文化，

缩小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为成功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 VIP 式管理   班主任每节课到班上了解学生出勤、学习情况、学习动态。班主任、宿管老

师轮班查寝，杜绝住宿安全隐患。

★ 教 学 指 导   围绕“有效学习，高效课堂”的教学目标，每班配备班主任和教务老师，负

责帮助和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难题，制定学习计划。

★ 科 学 评 价   采用欧美大学全程综合评价体系 (出勤评价、课堂参与评价、课堂抽查评价、

作业评价、期末考试评价，组成最后综合评价 )，强调学习过程，促进学生扎实成长。

★ 学 习 模 式   采用国外大学教学大纲，培养学生提前适应国外的学习节奏和评价机制；学

生经过 3+1+1 的学习模式，5年能获得国外大学本科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与国内取得硕士学位相比，

节省了 1-2 年时间。

★多彩校园生活  学生享有和统招生相同的硬件资源和人文资源，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运

会、英语演讲比赛、知名专家学者讲座、各类学校社团和社会实践等活动，让学生融入到广东财经大

学的校园里，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

★家校联系制度  设立家长信制度，让家长第一时间了解孩子的动态，方便家长了解学生

在校的学习与生活。



   ★ 留学生回国北深广优先落户。

   ★ 政府就业创业奖金资助。

   ★ 留学生购买免税车。

   ★ 学术研究优惠政策。

   ★ 享受创业园优惠创业投资和创业补贴。

留学认证A uthentication of Foreign Degree

留学政策P referenti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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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证书 国外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国外大学硕士学位证书

国外大学学士学位认证证书

国外大学硕士学位认证证书

SQA AD
咨询电话：020-84096681 



国外合作对接院校F oreign Universities Introd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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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部分）

硕士院校（部分）



备注：截止目前，SQA AD国际本科海外对接院校已近百所；更多海外院校信息，请咨询广东财经大学国际学院SQA AD国际本科招生办公室；

由于每年海外大学都在发生变化，广东财经大学国际学院 SQA AD 国际本科招生办公室保留随时增减国外合作院校的权利。

09SQA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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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介绍
考文垂大学（Coventry University）建校历史可追溯到

1843 年考文垂设计学校。在 2019 卫报英国大学排名中位居英国第 13名。

考文垂大学被《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时报》的 2014 年优秀大学

指南评为“年度现代化大学”并于 2015,2016 年连续三年获此殊荣，从

而获得英国最现代化大学的地位。考文垂大学在学生满意度及教学设施

建设上与其他学校相比名列前茅。考文垂大学下设四大学院，包括人文

艺术学院，商科与法律学院，工程环境与计算机学院及生命科学学院，

课程设置有本科及研究生课程等。在考文垂大学伦敦校区学习该校保证安排工作实习或与工作相关的项目 , 相信学生

在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之一的中心区学习是了解商业的最佳地点。

德比大学（University of Derby）始创于 1851 年，德比大学

于 1992 年正式更名为大学，属新一类的综合性大学。位于英格兰中部，距离伦

敦和曼彻斯特只有大概 1 个半小时的火车车程。德比的安全、住宿标准、财务程

序和卫生与宗教服务在现代化大学中排名前三。享有盛誉的巴克斯顿新校区建于

2005 年 9 月，使用改建后的 Devonshire 皇家医院建筑，位于美丽的温泉镇最高

地区。德比大学就业率卫报排名全英前 10；在 2019 年卫报英国大学专业排名中，

会计与金融在全英排名第 35 位；商业、管理与市场营销在全英排名第 10 位。 

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建立于 1974 年，是澳大

利亚联邦政府投资承办的一所大学，现列入澳大利亚顶尖大学，其教学质

量享有盛誉，为国内外 7000 多名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教育。迪肯大学

作为澳大利亚年轻但最具有活力的大学之一，在各大全球大学排行榜中，

稳居世界大学前 2%，并被享有声望的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评定

为5星级大学。2019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迪肯大学的世界排名为309位。

中央昆士兰大学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是澳大利亚最有活力最

具创新最丰富多彩的大学之一。成立 30 年多来，从澳大利亚东部沿海到

太平洋地区，中央昆士兰大学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校园网络，在澳大利

亚拥有十二个校区。CQU 是 1967 年由政府设立并且是大学联邦协会会

员之一。中央昆士兰大学的毕业生平均薪资全澳最高，就业率高居全澳

Top4，并远超全澳平均水平。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位于世界学术名城——牛津。这里学风浓郁、精英荟萃，历来为求学圣地。

学校历史悠久，始建于 1865 年，目前已发展成为英国具有特色的一所综

合性学，曾被授予英女王高等教育奖。以其雄厚的实力为骄傲，在科目

教授上，侧重实际应用，2019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 排行第 363 名。



国外院校录取通知书（部分） F oreign Admission Offers (part)

曾同学

录取学校：中央昆士兰大学

陈同学

录取学校：北安普顿大学

冯同学

录取学校：卡迪夫城市大学

何同学

录取学校：伯明翰城市大学

黄同学

录取学校：考文垂大学

黄同学

录取学校：普利茅斯大学

李同学

录取学校：德蒙福特大学

梁同学

录取学校：南威尔士大学

刘同学

录取学校：考文垂大学

10 SQA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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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同学

录取学校：菲沙河谷大学

马同学

录取学校：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

欧同学

录取学校：西英格兰大学

潘同学

录取学校：朴茨茅斯大学

王同学

录取学校：桑德兰大学

吴同学

录取学校：考文垂大学

余同学

录取学校：中央兰开夏大学

张同学

录取学校：威斯敏斯特大学

钟同学

录取学校：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11SQA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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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生活
tudent Life S

1

2

3

4
5
6

7 8

1. 2018 年校运会入场
2. 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3. 第七届英文才艺大赛
4. 足球比赛合影
5. 篮球比赛合影

6. 2018 暑期雅思特训营
7. 2017 年 SQA 理想大使获得者钟玮彤同学
8. 谢同学获得 2017 广财新生自我形象设计大赛
   最佳才艺奖及最佳人气奖
9. 学生获得创行世界杯全国赛二等奖912 SQA AD

咨询电话：020-84096681 



多彩生活
tudent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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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2014 级毕业典礼合照

2. 2015 级开学典礼合照

3. 2016 级开学典礼合照

4. 2017 级开学典礼合照

5. 2018 级开学典礼合照5



校园风光C ampus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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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1. 广州第一教学楼
2. 广州校区综合楼
3. 北教学楼
4. 广州校区 -- 宿舍

5. 教室
6. 图书馆咨询台
7. 宿舍楼



5. 教室
6. 图书馆咨询台
7. 宿舍楼

报名须知及录取条件A pplication and Admissions

1．招生计划

国际商务 :120 人

国际会计 :105 人

2．录取条件

1、参加并通过国际本科项目的入学笔试及

面试者；

2、获得高中毕业证书的应往届高中毕业生

及同等学历者；或高二在读生（申请出国时必须

能提供高中毕业证）。

3．免笔试入学条件
符合以下三项条件之一者，可直接面试录

取 :

1、高考总成绩达到当地本科分数线；

2、高考英语成绩达到 90 分（卷面分的

60%）及以上；

3、雅思考试成绩达到 4.5（含 4.5）以上。

报名费 300 元 ( 不退 )

学费 国内三年，52800 元 / 学年（确认报名后须缴纳部分学费 5000 元）

海外学籍注册费 按照中留服当年标准在第二年由学生自行在线缴纳

书杂费 1500 元 / 学年

住宿费 根据住宿条件，按学校标准收取

留学申请费 按照留服中心当年收费标准代留服中心于第三年上半年一次性收取

                 体检费、保险费、军训费等参照学校相应收费标准执行

学费T uition Fees

4. 报名须知

报名材料

1、报名表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一寸蓝底免冠彩照 2 张

4、高考成绩复印件

5、学历证书复印件

6、报名费 300 元整

1、到校刷卡 / 现金支付

2、汇款支付

帐 号 : 7 1 4 6 5 7 7 5 5 0 6 2

账户名称：广东财经大学

开户行：广州市中国银行新港中路支行

注： 汇款附言请务必注明“SQA AD+ 学生

姓名”。

审核阶段

●材料合格且符合录取条件者在 1-3 个工

作日内得到电话通知，需加试者另行通知考试

时间、地点及考试内容。

1115
咨询电话：020-84096681 

SQA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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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育人为先，有你共存，明天更辉煌！

——班主任曾昭洪老师

大学是你们人生中最能培养能力的阶段，一定要多争取机会培养自己的组

织能力，和他人沟通的能力及协调能力，待人处事的应变能力，困境中不断自

勉的能力。

——班主任高岩老师 

青春 , 需要彩虹般绚丽的向往 , 而追求的脚步则需山一般坚实沉稳 . 祝愿

你的辛勤付出，为青春增添无限光彩。

——专业课程老师古青菲

青春是一趟开往美好未来的列车，途中会经历暴雨和天晴，勇敢向前，

与你同行。

——专业课程老师尹路遥

SQA AD
咨询电话：020-84096681 

老师寄语 Tutors'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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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国内学习，国外的学习还是比较紧张的，因为不仅需要适应环境，还需要学习

专业知识，不过国外的生活节奏要比国内轻松许多，不像国内许多大城市忙忙碌碌。 

      ——2014级刘晨睿同学（毕业于考文垂大学，被曼彻斯特大学硕士课程录取）

首先，我想对推荐我成为广东财经大学国际学院 SQA 理想大使之一的学院领导说一

声感谢。我也希望向那些教给我知识并为我提供了一个优越学习环境的讲师们表达诚挚的

谢意，他们的行动鼓舞着我前行。此外，我想向班主任致以衷心的感谢，他们为我的校园

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除此之外，在我的学习生涯中，我发现同班同学都非常热爱学习，

特别是我的室友们，我们曾互相帮助并克服过许多困难。                     

    ——2015 级郑惠泽同学（2017 年国际学院理想大使）

2016 年入学的我，今年将从这里毕业，去英国完成 SQA 本科课程的最后一年。在

这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通过 SQA AD 项目的学习，给我们一个机会去适应国外的教

学模式，从而能比较顺利地从英国毕业，拿到比较好的学位证书。

                           ——2016 级邓淇同学（2018 年国际学院理想大使）

学生感言R eflections of Students

SQA AD
咨询电话：020-84096681 

2017年 9月，我走进了广东财经大学的校园并入读了SQA AD项目。我的大一生活十分

精彩，除了跟着老师扎实地学习雅思英语以外，在课余时间我还参加了许多学院和学校的活动。

大二的上半学期，我学习了许多商务相关的知识，这使我对专业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国际

学院的老师特别认真负责，我在大一已经取得了6.5分的雅思成绩，并荣幸在大二获得了学

院的理想大使称号。感谢所有老师和领导，理想大使的名号将在我人生中画下一个惊叹号。                            

——2017 级廖一慧同学（2018 年 SQA 理想大使）

   我在 2018 年 9 月成为了广东财经大学国际学院的一员，在国际学院的学习经历带给

我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因为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也认识了不少有趣的师长，

与此同时，这里的老师对待教学也是十分负责任的。SQA AD（3+1）项目与传统国内

大学的教育有所不同，课程给我们提供了接触外国文化的机会，会接触到不一样的事

物。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还有更深的感悟，希望在以后的学习中可以收获到更多东西。

                                                             ——2018 级姚子龙同学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仑头路 21 号广东财经大学国际学院国际本预科招生办公室（老干中心 105 室）

电         话：020-84096681

微         信：gdufesqaadifp

报名邮箱：gcaigjlx020@vip.163.com

学院网站：http://is.gdufe.edu.cn  

项目网站：www.gcib.cn

来校路线：乘坐 14、18、37 路公交车在广东财经大学站（赤沙总站）下车，对面即是广东财经大学南门；

                 或乘坐地铁八号线在新港东地铁站 D 出口出站，往南步行约 500 米即可到达广东财经大学北门  

联系我们
ontact UsC

 3+1国际本科   3+1+1国际本硕连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