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教国际 2022 年中欧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招生简章（法国）
项 目

UT 项目

简 介

专 业

招生要求

项目优势

法国工程技术大学集团(UT)由贡比涅工程技术大学
(UTC）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UTT)和贝尔福-蒙比利亚 生物工程、化学工艺工程、信息工程、机械工
高考成绩达到理科一本 本硕连读、精英培养、免学
工程技术大学(UTBM)三所院校组成，其成员均隶属法 程、 城市系统工程、材料技术与经济、自动化
线上 50 分，数学单科不 费、带薪实习、高薪就业、
国高等教育与科研部，是法国公立工程师院校，每年 及工业信息化工业工程、计算机与信息系统、
低于 110 分。
使馆签证绿色通道。
系统、网络与电信。
仅在法国前 8%的优秀高中生中选拔学生。

高考成绩达到理科一本
由法国最知名的十五所理工学院组成，拥有综合性大 水力工程、应用数学和模型建立、计算机科学、
本硕连读、精英培养、免学
综合理工项目
线上 15 分，数学单科不
学强大的学术背景和一流的研发实力。
智能建筑、机械工程、电子工程、材料工程等。
费、带薪实习、高薪就业。
低于 100 分。
2022 年 QS 排名第 86，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第
高考成绩一本线以上，
文理科:会计金融、中小企业管理、人力资源、
14，是一所多学科综合性大学，合并了 3 所大学、4
通过学校组织的笔试和
市场营销、国际贸易、计算机。
所大学校与 7 个研究所，包括巴黎第十一大学、凡尔
面试。
精英培养、免学费、升学率
巴黎萨克雷大学 赛大学、中央理工-高等电力学院，高等光学学院、
高、就业率高，有 2000 多家
法国国家原子能研究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等。有 理科:物理测量、化学、电子电机工程与工业计
合作企业。
300 多个高水平国际知名实验室，全法国超过 10%的 算机、机械制造工程。
科研成果出自该大学。
文理科:行政管理、市场营销、物流、传媒、商
法国大学科技学院（IUT）是隶属于法国公立大学的 业技术、社会经济管理学等。
IUT 项目

精英培养、免学费、升学灵
高考成绩一本线以上， 活，专业设置、教学大纲、
精英学院，是法国高等教育的第一阶段。法国优秀高
理科:化学、生物工程、能源、机械制造、电气 通过学校组织的面试。 考核标准依据企业人才培养
中毕业生首选的本科阶段最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
需求与时俱进。
工程、材料科学、通讯、计算机、食品安全土
木工程等。

学制：本科 3 年，硕士 2 年
费用预算：
国内阶段：5-6 万元人民币
国外阶段：预科学费 5000 欧元；注册费本科阶段：2770 欧元/年，硕士阶段：3770 欧元/年；法国政府为国际学生提供交通、住房、餐饮补助。

甘教国际 2022 年中欧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招生简章（意大利）
项 目

简 介

院 校

专 业

招生要求

比萨大学(设专项奖学金)、博洛
自 2005 年开始实施的官方教育交流计
尼亚大学、威尼斯大学、佛罗伦
划，旨在加强意大利与中国之间的学术
萨大学、米兰大学、米兰理工大
交流，巩固两国间业已存在的稳定关
学、都灵大学、都灵理工大学、 工程类、商科、文学文化、社会学、教育 1.完成 12 年基础教育并取得高中
系。项目由意大利驻华使馆执行，选拔
威尼斯大学、帕尔马大学、摩德 学、心理学、文化遗产、工商管理、经济、毕业证书；
马可波罗计划 符合条件的中国高中和大学毕业生赴
纳大学等。
社会工作、哲学、考古学、旅游学、地理 2.高考成绩 400 分以上；
意大利公立大学学习。该项目涵盖 56
学、历史宗教科学、艺术史等。
3.2022 年 9 月前年满 18 周岁。
所综合性大学、2 所外国人大学、3 所
理工大学及 14 所国家承认的私立大
学。

图兰朵计划

绘画、雕塑、版画、装饰设计、舞台美术、
插画、漫画、室内设计、平面设计、多媒
1.完成 12 年基础教育并取得高中
体设计、汽车设计、造型设计、服装设计、
2009 年，意大利政府启动了图兰朵计
毕业证书；
佛罗伦萨美院、罗马美院、米兰 珠宝设计、艺术保护与修复、艺术新技术、
划，为艺术、音乐和设计专业的中国学
2.参加高考和艺术联考；高考成绩
布雷拉美院、马切拉塔美院、库 视觉艺术、器乐表演(竖琴、吉他、单簧
生提供学习机会。该项目涵盖 20 所公
达 300 分以上，高考及艺考成绩
内奥美院、佩鲁贾美院、费尔莫 管、低音提琴、圆号、手风琴、长笛、竖
立美术学院、57 所公立音乐学院、1
换算后达 400 分以上。
国立音乐学院、博尔扎诺国立音 笛、双簧管、管风琴、钢琴、萨克斯、小
所国家戏曲学院、1 所国家舞蹈学院、
换算公式:总分=【高考成绩+(艺术
乐学院、奎拉国立音乐学院、佩 号、长号、大提琴、小提琴、打击乐)、
4 所工艺美术学院及 48 所国家承认的
分÷艺术总分)x750】÷2
斯卡拉音乐学院等。
室内乐、作曲、乐队指挥、爵士乐、电子
私立美术及音乐学院。
3.通过校方组织的考试或评审；
音乐、音乐教育、声乐等。
4.2022 年 9 月前年满 18 周岁。

学制：本科 3 年，硕士 2 年
项目优势：高等教育历史悠久、艺术专业世界领先、公立大学免学费、学制短、留学成本低、小语种优势。
费用预算：
国内阶段：5-6 万元人民币
国外阶段：语言学费 5000-6000 欧元；注册费 400-1000 欧元/年；房租：250-350 欧元/月

甘教国际 2022 年中欧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招生简章（西班牙）
1、招生要求
年满 18 周岁的应往届高中毕业生；
高考成绩 400 分以上（不分文、理科）。
2、学制
本科 4 年，硕士 1-2 年。
3、留学优势
【教育先进】50 所公立大学中有 13 所排名世界 500 强。
【黄金语种】西班牙语是全球 21 国的官方语言，近 5 亿人使用的第二大语言。
【费用亲民】政府教育经费补贴高，公立大学免学费，留学生政策优惠。
【入学便利】参考中国高考成绩录取，无入学考试。
【申根签证】经济担保要求低，签证率高。持西班牙申根签证可畅游欧洲 26 国，可参加
ERASMUS+计划赴欧盟其他国家大学交流学习。
【加分助跑】本科入学前参加加分考试，助力学生冲刺西班牙名校。
4、项目院校及专业设置
2022 年
院

校

QS 排

对标国内

名
巴塞罗那大
学
马德里自治
大学
巴塞罗那自
治大学
马德里康普
顿斯大学
庞培法布拉
大学
纳瓦拉大学

专

大学

168

南京大学

207

同济大学

业

护理、医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政策、体育管理、
生物学、地球与海洋科学、哲学、环境科学、教育学、艺术等。
物理、地理、化学、心理学、法学、体育管理、教育学、会计与
金融、现代语言、语言学、化学工程等。
兽医科学、农业科学、心理学、地理、环境科学、社会政策与管

209

武汉大学

理、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媒、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考
古学、语言学、现代语言、历史、化学工程等。

223

248
266

哈尔滨工
业大学
中山大学
北京师范
大学

牙医、兽医科学、药剂学与药理学、心理学、语言学、艺术与设
计、考古学、历史、传媒、人类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会
计与金融、地球与海洋科学、地理、化学工程、计算机科学等。
开发研究、社会政策与管理、经济学、会计金融、传媒、法学、
社会学、语言学、哲学、艺术设计、生物科学、电气工程等。
会计与金融、传媒、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法学、建筑学、艺术
与设计、护理、医学、计算机科学等。

马德里卡洛
斯三世大学

351

南开大学

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信息管理、法律、会计、金融等。

北京理工

农林、建筑与建造环境、土木工程、艺术设计、化学、工程、环

（专项奖学金）

瓦伦西亚理
工大学

371

大学

境科学、城市设计、视觉艺术与多媒体、环境工程等。

5、费用预算
国内阶段：5-6 万元人民币
国外阶段：语言学费 5000-6000 欧元

注册费：1000-6800 欧元

住宿费：250-450 欧元/月

甘教国际 2022 年中欧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招生简章（匈牙利）
1、国家介绍
匈牙利是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发达国家，欧盟及申根成员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和平、最安全的国
家之一。匈牙利全国拥有 67 所高等教育机构，按人口比例计算，是诺贝尔奖获奖者最多的国家。匈牙
利是中国在中东欧的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是匈牙利在欧盟以外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驻匈
企业达近 5000 家，包括万华、中国银行、华为、中兴等。
2、学制
本科 3 年，硕士 2 年。
本硕连读：临床医学 6 年，牙科学 5 年，药学 5 年，农业工程 5 年。
3、留学优势
【教育质量高】医学领域全球领先，匈牙利诺贝尔获奖者高达 14 位。
【费用亲民】性价比高，适合工薪家庭。
【英语授课】官方语言为匈牙利语，但各大院校优势专业均提供英语授课。
【就业前景好】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匈牙利“向东开放”政策指引下，亟需熟悉两国国情的高层
次人才。
4、项目院校及专业设置
院 校
简 介
专 业
建筑学(本硕连读)、计算机工程、土木工程、
1.始建于 1367 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 电子工程、工商管理、商务、旅游与餐饮、
学之一，匈牙利第一所国立大学；
学前教育、教育学(跨文化教育)、心理学、法
2.2022 年 QS 排名 651-700 位；
学、国际关系、英美研究、沟通与传媒、社
3.下设 10 个学院，拥有近 60 个英文 会工作、生物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地球
佩奇大学
授课的专业，与欧洲许多院校建立 科学、物理学、地理学、数学、体育学、全
Erasmus 交换项目；
科医学、牙医学、药剂学、护理、心理学、
4.2014 年，中东欧第一所中医孔子学 营养学、音乐表演(长笛、吉他、钢琴、中提
院在佩奇大学设立。
琴、小提琴)、声乐、绘画学、平面设计、雕
塑。
工商管理、贸易与市场营销、计算机科学、
商业信息、计计算机科学工程、车辆工程、
1.2022 年 QS 排名 591-600；
土木工程、电子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机械
2.匈牙利第二大综合性研究型学府；
工程、专业飞行员、物理疗法、护理、公共
3.中欧最精致大学校园；
德布勒森大学
健康学、营养学、生化工程、化学工程、农
4.免雅思入学，通过学校组织的测试；
业工程、食品工程、农村发展工程、英美研
5. 医 学 院 是 中 欧 历 史 上 第 一 所 医 学
究、生物学、化学、地球科学、地理学、数
院，医学专业获得国际权威认证。
学、物理学、音乐创作与音乐学、古典音乐
表演艺术。
1.雇主满意指数最高的院校之一；
2.拥有良好的国际声誉和较高的科研 商科、国际关系、应用经济学、社会学、传
考文纽斯大学
水平；
媒学。
3.商科专业世界最高排名第 6 位。
5、费用预算
国内阶段：2 万元人民币
国外阶段：预科学费： 4200 欧元/5 个月
6500 欧元/10 个月
本科学费：3000-4500 欧元/年
住宿费：200-300 欧元/月

甘教国际 2022 年中欧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招生简章（白俄罗斯）
1、国家介绍
白俄罗斯共和国（简称白俄罗斯），是位于东欧的内陆国家，被誉为“万湖之国”
。国土面积达 207,600
平方公里，人口 950 万左右，是欧亚经济共同体、欧盟和“一带一路”沿线的交通枢纽，全国共有 45
所国立大学和 10 所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2、学制
本科 4 年，硕士 1-2 年。
3、留学优势
【社会治安好】白俄罗斯是原苏联解体后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国民素质高，政府
对社会治安高度重视，管理严格。
【教育质量高】白俄罗斯教育秉承前苏联优秀的教育传统，教学严谨，音乐、美术、地质、物理、核能、
生物航天航空等学科专业都处于世界一流水平。
【留学成本低】学费低、生活成本低，签证无需经济担保，适合工薪家庭。
【就业前景好】随着中白、中俄在经贸、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日渐加深，俄语人才更为紧缺。
4、项目院校及专业设置
院

校

专

业

信息和通信、国际新闻、国际关系、经济学、法律、化学、生物学、地理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学、应用数学、经济控制论、信息学、计算机安全、应用信息学、计算机
科学、精算数学、物理。
机动车辆、机械制造、机械工艺学、动力工程、信息技术与机器人制造技

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

术、建筑艺术、动力工程建设、建筑、仪表制造、运输交通、营销学、管
理学。

白俄罗斯国立美术学院

白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
白俄罗斯国立文化与艺
术大学
白俄罗斯国立经济大学

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

表演艺术、导演、戏剧学、写生画、素描、雕塑、宏伟装饰艺术、艺术学、
油画、艺术设计、实用装饰艺术。
心理学、历史、学前教育、地理和地理教育学、普通生物学、化学、小学
教育、社会教育学、教育学、艺术教育。
工艺美术、指挥、管乐、声乐、大众节日导演、舞蹈艺术、舞台艺术、民
间创作、文化学、艺术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社会活动。
机械制造、机械工艺学、动力工程、信息技术与机器人制造技术、建筑、
仪表制造、运输交通、营销学、管理学。
翻译与翻译研究（俄英）、翻译、师范、信息服务、国际旅游、对外关系、
公共关系、对外经济关系。

5、费用预算
国内阶段：1.8-2.5 万元人民币
国外阶段：预科学费：2300-2800 美元
住宿费：50-70 美元/月

本科学费：2600-4000 美元/年
生活费：200-300 美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