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外国语大学
3+1 国际本科
招生简章

中国教育部出国留学培训基地

中英政府教育合作项目
13 年辉煌办学历史



四川外国语大学（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简称 “ 川外 ”，位于中

国直辖市重庆，是一所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市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院校，

拥有完整的学士、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是中国西南地区外语和涉外人才培养以及外

国语言文化、对外经济贸易、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四川外国语大学始建于1950年4月，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俄文训练团；

1951 年 1 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附设俄文大队；1953 年 5 月，成立

西南俄文专科学校；1959 年 5 月，扩建为四川外语学院；2013 年 4 月，更名为四川外国

语大学。

走向世界    先到川外

学校简介
SISU Introducation



为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国际化涉外高级通用人才，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

学院开设了 3+1 或 2+1 国际本科项目，并引用英国 BTEC-HND (Business & Technology 
Education Council-Higher National Diploma) 课程，开设国际商科、奢侈品管理专业，均采

用英联邦国家高等院校学历教育和高质量的课程体系。

高二或高三学生，申请报考川外3+1或2+1国际本科项目，大一、大二或大一、二、三学年，

在川外进行语言及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第三或第四学年，学生可以根据成绩，申请赴国

外合作院校攻读本科最后一年课程，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可以获得国外合作

院校的本科学位，同时可以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

学生在川外学习期间，可以注册四川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专科学历，或选择注册

BTEC-HND 英联邦国家高等教育文凭，成绩合格，考评通过，则可以获得四川外国语大学

成人教育大专学历或英联邦国家高等教育专科文凭。

项目简介
Programme Introducation        

BTEC-HND 简称英联邦国家高等教育文凭，在全世界共

有 120 多个国家，7000 多个中心，实施 BTEC 课程、教学、

培训模式。学生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3+1 国际本

科项目学习 2 或 3 年后，可自主选择赴英联邦国家继续学习 1
年，成绩合格，达到毕业要求，即可获得国内外认可的本科学

士学位，毕业后，还可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大学，继续研读 1 或

2 年制的硕士课程，成绩合格，达到毕业要求，获得硕士学位。



管理专业培养学生掌握管理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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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国外及国内商务管理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以及国际商务管理的惯例

与规则。通过此专业的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现代企业管理方法与技巧，具备熟练的操作计算机、

运用多种办公软件应用开发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现代商务经营管理问题的基本能

力。　　    

This course provides an up-to-date insight into all aspects of business,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s,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Achieving this qualification could typically 
lead to a business career at junior management level in an administrative, commercial or 
managerial role.

教学计划

国 

内 

阶 

段

第一、二、三学年或
第一、第二学年 

1、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全日制学习英语强化课程
及专业基础课程。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英语功
底，熟练运用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

第三或第四学年

4、选择英、法等国家的多所教育部认可的高校
完成本科课程并获学士学位，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进行学历学位认证。

国 

外 

阶 
段第四或第五学年

5、直接申请英、美、澳、加等国家大学硕士研
究生课程，最短 1 年可取得硕士学位，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进行学历学位认证。

2、双语学习国外大学专业课，英语综合能力训
练，雅思课程学习。

3、全英语学习国外大学专业课，雅思强化课程。

+

专业介绍
Major Introducation

+



教学特色
Teaching Features       
1、教学方式个性化  

教师会根据学生学习的不同方式，与学生共同讨论学习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2、教学手段多样化  

教学采用师生互动模式，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小组演讲、角色扮演等，鼓励学生

积极主动参与教学。  

3、教学内容国际化  

课程中英文授课，但课业要求全英文完成。学生要通过大量查阅资料、参与社会实践
来完成学习过程。  

4、课业评估法  

学生考试压力减少，其考评方式为 “课业”(Assignment) 形式，即教师根据课程进

度为学生设计课业，学生利用三周左右的时间完成，每次所完成的课业会有一次修整

的机会，主要是根据老师的建议对已完成的课业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课业的最终考

评结果以等级体现，分为合格（Pass）、 良好（Merit）、优秀（Distinction）三个等级。 

只记成功、 不记失败， 即课业成绩以修整后的终稿为考评对象，也就是说 BTEC-HND

课程注重考核学生的成长过程，而非简单的应试教育模式。  

项目优势
Programme Advantage
1、国外课程体系，原版教材双语与全英教材，引入国外教学模式，原汁原味。  

2、秉承川外学科专业优势，发挥国际金融、工商管理学科特长，中西合璧。  

3、专业师资，海归教师，业界精英承担专业教学，辅以外教，理论联系实际。  

4、“3+1或2+1”国内加国外的学习模式，节省留学费用至少60-100万RMB，减少学习时间1-2年。  

5、学生可以选择注册英国 HND 学籍或四川外国语大学成教专科学籍。  

6、权威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学生国内学习，循序渐进，打牢基础，降低留学风险。  



课程名称                                                                                                             CreditValue 
IELTS training courses 雅思培训 》6.5
Business Accounting 商务会计 2
Business Law: An Introduction  商法导论 1
Communications: Analysing and Presenting Complex Communication 商务沟通技巧 1
Creating a Culture of Customer Care  1
Economic Issues: An Introduction  经济学导论 1
Economics I: Micro and Macro Theory and Application 微观与宏观理论及其应用 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Software 1 信息技术：应用软件 1 1
Using Software Application Packages 软件包应用 1
Managing People and Organisations 人力与资源管理 2
Marketing: An Introduction 市场学导论 1
Behavioural Skills for Business 商务行为技巧 1
Business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商务契约关系 1
Business Culture and Strategy 商业文化与策略 2
Economics II: The World Economy 经济学Ⅱ：世界经济 1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 Busines 商务信息和通讯技术 2
Preparing Financial Forecasts 财政预算 1
Statistics for Business 商务统计学 1
Presentation Skills 演示技巧 1
Training and Developing the Workforce 员工培训与开发 2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国际营销导论 1
Pers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个人发展规划 1
Business: Group Award Graded Unit 1  商务管理：记分单元 1 1
Business: Group Award Graded Unit 2  商务管理：记分单元 2 1
Business: Group Award Graded Unit 3 商务管理：计分单元 3 1

30 Unit Credits Required 30

课程安排
Curriculum
※商科课程

※更多课程信息，详请见 2019 年奢侈品管理宣传册！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国际贸易运营管理、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会计与财务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供应链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Business Finance 商务金融、Marketing 市场营销、
Pubic relations 公共关系、Brand Management 品牌管理、Electronic commerce 电子商

务（跨境）、Tourism Management 旅游管理、Human resources 人力资源、Media and 
Comunication 新闻传媒、Hospitality Management 酒店管理、Wine Mangement 葡萄酒

管理、Luxury Retail 奢侈品零售、Fashion Design 服装设计、Visual Merchandising 视

觉营销等 20 多个专业。  

在跨国企业、银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非营利性组织、国际贸易进出口公司、政

府外经贸管理部门、外经贸专业公司、互联网企业、跨境电商企业、国际奢侈品品牌企业、

国际酒店连锁企业等，从事运营管理及实际业务工作。 

国外对接专业

就业方向
Job Orientation

（商科及奢侈品管理专业）





往届优秀学生
Outstanding Students  

姓名：Daisy 赴英国留学 2 年

学历：Master degree    
专业：(MBA )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国内院校：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国际本科项目

留学心得：和多数的同龄人一样，出国留学是装在我心里的一

个梦想。其实对很多人来说，留学最大的收获就是两样东西：

一是独立生存的能力；二是追求梦想的平淡心态。 在英国学

习期间，我体验到真实多元的文化，感受到各国学生之间的思

维差异和来自外面世界的友善与帮助。同时，自己的处事能力

和应变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就像电影《霍比特人》里所说

的那样："The world is not in your maps and books……When 
you come back, you will not be the same." 

姓名：Yvonne LONG 赴英国留学 1 年

学历：Bachelor degree (with upper second) 
专业：(BA)Business with Business Communication
国内院校：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国际本科项目

留学心得：在川外的日子是 “ 累并快乐着＂的，老师和同学就

像我的家人一样，尤其感谢我的 “ 女神 ” 老师启蒙了我对商业

的兴趣。国内的这三年，我不仅收获了专业领域的系统知识，

也提高了英语能力，为实现赴英留学的梦想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同时还获得了人生中最宝贵的友谊。 在学习中逐渐进步，也在

欢乐中逐渐成长。然而，我并不仅仅满足千此，在拿到 HND
证书，收到国外大学 offer 后（让我意 外而又开心的是在川外

3 年的努力换来了英国大学的奖学金），我如愿的站在了大不

列颠的土地上，开启了为期一年的寻梦之旅。

在英国的留学生活因美丽的海滨风景，数不胜数的名胜古

迹而变得更加浪漫多彩。不仅如此，学习之余体验兼职打工，

赚取零花钱的同时更能增加社会经验，也可以相约三五好友看

一场绝妙的英超球赛，或利用假期闲暇游览充满文艺气息与现

代化繁荣的各大都市，在休息娱乐的同时，扩大了视野，丰富

了自己的生活经历。

其实，留学让我得到的不仅仅是学历，更重要的是获得包

括 “ 把自己丢在任何地方都能生存的能力 ” 的各种能力。



英国院校：卡迪夫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斯旺西大学、莱斯特大学、考文垂大学、布里斯
托大学、埃克塞特大学、朴次茅斯大学、伯明翰大学、伯明翰城市大学、伍斯特大学、华
威大学、利兹大学、东英格利亚大学、桑德兰大学、埃塞克斯大学、杜伦大学、诺森比亚
大学、赫尔大学、东安格利亚大学、赫德斯菲尔德大学、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萨克逊大学、
桑德兰大学、堪培拉大学、约克圣约翰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诺丁汉大学、约克大学、
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南安普敦大学、圣玛丽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谢菲尔德大学、
拉夫堡大学

法国院校：雷恩商学院、SKEMA 商学院、IPAG 商学院、第戎商学院、图卢兹商学院、NEOMA
商院、PSB 商学院、ISTEC 商学院、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巴黎美国商学院等。

澳洲院校：格里菲斯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迪肯大学、昆士兰大学、墨尔本大学、塔斯
马利亚大学、南昆士兰大学、纽卡斯尔大学

截止 2017 年底，川外国际教育学院已与世界上 13 个国家 110 余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国外可申请院校
Foreign Cooperative Partners        

历届录取通知书 ( 部分 )



类   别 金   额 备      注

考试费 800 元 一旦报名，报名及考试费不予退还

住宿费     4,400-9,000 元／学年         含全年水、电、气费

保险费   60 元 / 学年 由保险公司收取

入学体检费   80 元 由川外校医院收取

招生对象 报名办法

报考及录取条件
Requirements of Application & Admission

时间安排

招生计划

收费标准

• 合格的应、往届高中毕业生；

• 高三在读生；

• 完成高二课程且能获得高中毕业证的学生。  

• 现场报名 : 持身份证或户口

 本、毕业证、免冠照片 4张，到川外国

 际教育学院 3+1 国际本科办公室报名，

 并参加相关的面试及笔试。

• 网络报名 : 可登录专业微信公众号或官

 方网址，在线提交报名信息，外地学生

 可申请远程视频笔试及面试。 

• 高考总成绩 390 以上，且高考英语单科 90

 分以上，免笔试入学；  

• 雅思成绩 5分以上的学生，免笔试入学；  

• 其他报名者均需要参加我院统一组织的入学

选拔
• 即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 招满即止 )

备注 : 包含教育、教学管理费和学杂费，不包含教材费和第三方费用如大使馆签证费用等，由学生承担。

国外阶段
按照国外大学标准执行 
( 学费＋住宿费＋生活费 =25-30 万元人民币／年）  

专业 招生计划 招生范围  

国际商科 Business Management 50 人 全国

奢侈品管理 Fashion Management 50 人 全国

笔试面试 

- 65,000 元 / 年

◆ 学 费

◆ 其 它



023-6470 1278；136 1824 5542（王老师）；185 8146 5223（文老师）

http://iec.sisu.edu.cn

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壮志路 33 号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大厦 1 楼 1102、1103 办公室 ( 进门大厅左手第二间 )

在线报名。

2664240251；540608361

特别申明：本宣传资料所载内容仅为要约邀请使用，不对我校具有约束力或构成最终承诺。
本项目最终解释权归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3+1 国际本科办公室所有。

四川外国语大学 3+1 国际本科

在线咨询。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