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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020-84096681 

广东财经大学概况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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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本科预科项目就是其中重

要的项目之一。学生在广东财经大学学习一年，通过语言、文化、

思维、能力等各方面的准备，成功进入欧美高校学习，并成功完成

学业获得学士学位，回国后可申请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给

予学位认证。                        



广东财经大学学习一年 + 海外大学学习三至四年（美国、加拿大为学分制，英国、澳洲为学年制）。

课程学制
ducational SystemE

IFP 海外顶尖名校预备课程（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 : 国际大学预备

课程，简称 IFP) 是广东财经大学利用自身优势，携手欧美名校联合开发出的一套国际大学

预备教育课程。本课程是根据欧美名校招生委员会录取新生的标准，结合欧美名校的教育

体系和课程规范进行设计，旨在帮助中国高中毕业生通过语言、文化、思维、能力等各方

面的准备，成功进入欧美高校学习，并成功完成学业。课程学制一年，学生达到条件被录

取后，进入欧美大学学习 3-4 年，拿到学士学位，回国后由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给予学位认证。

P项目介绍
rogram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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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P 课程体系
FP for Top-schools Curriculum System

职业准备：
西方职业素质

思维培养：
批判性思维 + 创新思维

社会知识文化准备：
缩短中西方社会文化与知识的差距

技能准备：
独立 + 学习 + 生存 + 沟通技能培养

思想与习惯过渡：
从国内高中过渡到国外大学名校

I
IFP 的整体课程体系旨在通

过以下五个层次对学生进行系统

培训和锻炼，最终帮助学生迅速

融合进当地社会，按照国际先进

的人才培养理念，从各方面精心

打造和完善自我，最终才能成为

具备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03
咨询电话：020-84096681 



吴同学 

录取学校：墨尔本大学 

毕业高中：南海华师附中

蔡同学

录取学校：新南威尔士大学  

毕业高中：东莞南开实验学校

陈同学 

录取学校：莫纳什大学 

毕业高中：江西南昌外国语学校

罗同学

录取学校：麦考瑞大学 

毕业高中：南海石门中学

邝同学

录取学校：西澳大学 

毕业高中：南海华师附中

黄同学

录取学校：悉尼科技大学 

毕业高中：三水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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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学

录取学校：西蒙菲莎大学 

毕业高中：南海中学

何同学

录取学校：约克大学

毕业高中：南海一中

杨同学

录取学校：考文垂大学 

毕业高中：广州一一三中

范同学 

录取学校：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毕业高中：南海华师附中

商同学

录取学校：东北大学 

毕业高中：深圳清华实验学校

王同学

录取学校：罗切斯特大学  

毕业高中：广州一中

谭同学

录取学校：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毕业高中：南海华师附中

孙同学

录取学校：皇家路大学

毕业高中：番禺中学

温同学

录取学校：迪肯大学 

毕业高中：潮州高级中学

咨询电话：020-84096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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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
eaching AchievementsT

雅思成绩单 ( 部分 )  IELTS Test Reports (part)

范同学
雅思成绩：6.0（听力 6.0）

何同学
雅思成绩：6.0（听力 6.5）

孙同学
雅思成绩：5.5（阅读 6.5）

谭同学
雅思成绩：6.0（听力 7.0）

蔡同学
雅思成绩：5.5 （阅读 6.5）

陈同学
雅思成绩：6.5（阅读 8.0）

邓同学
雅思成绩：6.0（听力 6.5）

罗同学 
雅思成绩 6.0（听力 7.0）

王同学 
雅思成绩：7.0（阅读 8.0）

伍同学 
雅思成绩 6.5（听力 8.0）

张同学 
雅思成绩 6.5（听力 6.5）

郑同学 
雅思成绩 6.0（听力 6.5）

咨询电话：020-84096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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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ram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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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进入国内高中生到国外

大学生的过渡阶段，预科毕业后直

接进入国外名校学习，省时、省钱，

可节省留学费用 30 万左右，赢在起

跑线。

●学生完成一年预科学习，达

到国外大学录取条件，优先被国外

院校录取。

●与 US News 综排 78 名美

国迈阿密大学深度合作，学生在广

财预科阶段可提前先修迈阿密大学

文理学院认证的 15-20 个学分的通

识课，所修学分可全部转入迈阿密

大学本科学分中，实现真正预科课

程国际化。

●结合学生学术、能力和素质

背景，为其制定最理想，最合适的

留学方案。

●进入广财校园学习，共享

大学所有资源，与优秀师生为伴。

●本课程采用纯英、美式教育， 

双语教学和全英教学相结合，使用

海外原版教材。

●讲授国外大学学习技巧系列 

课程，帮助学生成功跨越中西方文 

化差异导致的学习障碍。

●优秀的留学规划以及升学

指导团队，保障我们学生顺利获得

签证。

●根据学生的需求，海外院校

可提供接机，住宿安排，生活介绍

等配套服务。

教学成果
eaching Achievements

咨询电话：020-84096681 



D
专业类别 专业（就业）方向

新闻媒体 传播学、广告学、新闻学、媒体与通讯

商科管理

金融、贸易、国际商务、管理学、市场营销、公司财务、风险控制、

创业学、国际投资、供应链管理、公共与非盈利管理、

金融工程、管理信息系统、商务法律与税收、小企业管理

理工方向
数学、化学、物理、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化学工程、

土木工程、矿业工程、通信、汽车制造

设计方向
建筑、城市规划、景观设计、测绘、桥梁设计、艺术设计、

平面设计、广告设计与制作、影视动漫、工程管理与设计

酒店餐饮 酒店管理、烹饪、调酒、餐饮管理、迎客管理、健康管理

教育方向 教育管理学、教育心理学、特殊教育、婴幼儿教育、教育技术

人文方向 历史、地理、文学、语言、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研究、考古学、文物保护与修复

对接专业（部分）
 ocking Specialties（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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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特色管理
haracteristic Management

★家庭化生活管理：

     学生统一入住广东财经大学学生

宿舍，每晚班主任查寝，力求杜绝安

全隐患。

★标准化上课管理：

班主任每天了解学生上课和出勤 

情况，及时了解学生的动态和心理状

况，做好辅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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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彩课余生活：

     学生享有和统招生相同的硬件资

源和人文资源，参与校运会、社会实

践等党团活动，让学生找到归属感和

认同感。

★多样化课程设置：

      区别于国内传统大学预科课程，

侧重语言强化的同时，按照国际本

科学分课程标准提前帮助学生进入

专业课学习并进行学习技能的培训，

提前感受国际顶尖本科通识教育。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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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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缴费方式：

1. 到校刷卡或现金支付 ;

2. 汇款支付 :

帐  号 : 71465775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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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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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计划    

35 人

※ 因广州校区床位有限，报名录取按照先后顺序，额满

 为止

录取条件

1. 参加并通过国际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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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同等学历

者；或高二在读生（留学时必须能提供高中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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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020-84096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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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1. 报名费：300 元

2. 培训费：62800 元 / 学年 （确认报名后须缴纳部分培训费 5000 元）

3. 留学申请费：英联邦 12000 元，美国 16000 元（限申三所院校，不含第三方收取的费用；超三

     所后，每加申请一所加收申请服务费 2000 元 / 所）

4. 书杂费：3000 元 / 学年

5. 住宿费：根据住宿条件，按学校标准收取

6. 军训费、保险费、热水卡、一卡通等费用按照当年学校标准执行

入学及留学申请流程

咨询电话：020-84096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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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生活
tudent LifeS

咨询电话：020-84096681 



P合作院校（部分）
artner universities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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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生活
tudent Life

 帝国理工学院                                          4   杜克大学                                                 9

 兰卡斯特大学                                          6   康奈尔大学                                            14

 格拉斯哥大学                                        17   东北大学                                               40

 曼彻斯特大学                                       19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48

 纽卡斯尔大学                                        21   华盛顿大学                                            56

 卡迪夫大学                                           32   普渡大学西拉法叶分校                            57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35   匹兹堡大学                                            68

 莱斯特大学                                           38   迈阿密大学                                            78

 雷丁大学                                             40   密歇根州立大学                                      83

 考文垂大学                                          46   圣地亚哥大学                                         93

 利物浦大学                                          50   圣路易斯大学                                         95  

 朴茨茅斯大学                                        51   罗切斯特理工学院                                   97

 澳洲国立大学                                    5 星  西蒙菲莎大学                                  综合类 1

 西澳大学                                          5 星  维多利亚大学                                 综合类 2            

 墨尔本大学                                       5 星  滑铁卢大学                                    综合类 4       

 悉尼大学                                          5 星  纽芬兰纪念大学                              综合类 7

 阿德雷德大学                                   5 星  温莎大学                                       综合类 15           

 莫纳什大学                                       5 星             多伦多大学                                    商科类 1

 麦考瑞大学                                       4 星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基础类 2    

迪肯大学                                           4 星      安大略省理工大学                           基础类 10     

 纽卡斯尔大学                                    4 星  西安大略大学                                 医博类 7

 拉筹伯大学                                       4 星  渥太华大学                                    医博类 9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4 星  萨省大学                                      医博类 13

 悉尼科技大学                                    4 星  曼尼托巴大学                                 医博类 15

英国
U  K 

美国
USA

澳大利亚
Australia 

加拿大
Canada

 学校名称                                 学校排名   学校名称                                   学校排名

 学校名称                                   学校排名   学校名称                                    学校排名

咨询电话：020-84096681 



国际预科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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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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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n t a c t  U s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