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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IMQP，是由广东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开设的国际商科硕士预备课程，

采取“1+1”的学业培养模式，旨在培养有留学意向的专科或本科毕业生的学

术与语言综合能力，帮助其满足海外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标准。学生从本项目

结业后可直接申请海外大学研究生课程，攻读硕士学位。

广东财经大学创建于 1983 年，是广东省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高校，全国首

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学校现有全

日制本科生、研究生 27000 多人，专任教师 1600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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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以经济学、管理学、

法学为主体，坚持商法融合，促进经、管、法、文、理、工、艺等多学科协

同发展，已形成具有一定特色和优势的学科专业体系。

INTERNATIONAL MASTER QUALIFYING PROGRAMME

广东财经大学国际商科硕士预备课程

学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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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优势

海外名校录取保障

升读院校与国内 211/985 院校同水平

2年获得硕士学位

带薪实习机会

学历受教育部认证

双硕士学位

国内名校授课管理

被硕士预备课程成功录取的学生，即可提前申请海外合作

院校的预录取，保障升学。

学生所修硕士预备课程学分受全球 20 多所名校认可，升学

选择丰富。学生通过本项目获得预录取通知书后，可保障

升读瑞士工商酒店管理学院（B.H.M.S.），或英国考文垂大

学（Coventry University），院校实力堪比国内 211/985

院校。

课程采取“1+1”的学业培养模式，学生第一年按照教学计

划，以全脱产的形式完成预备课程及雅思培训，通过考试

后获得海外院校录取通知，第二年完成海外院校的硕士课

程。总计两年完成专升硕课程，比一般升学途径提早约 2 - 

4 年取得硕士学位。

项目与瑞士百年教育集团 Benedict 旗下，瑞士唯一拥有独

立实习就业子公司的酒店管理学院 B.H.M.S. 合作，可为学

生提供 6 个月的瑞士本土或全球带薪实习机会，实习薪资

约为 15000 人民币 /月。

学生完成海外硕士课程后取得的硕士学历、学位，同样受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报读瑞士工商酒店管理学院 B.H.M.S. 的学生，毕业后

可获得由英国罗伯特戈登大学与瑞士工商酒店管理学

B.H.M.S. 两所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

本课程由广东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开设，学生集中于广

东财经大学广州校区授课并统一管理，享有校内同等教育

资源，可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充分感受国内名校校

园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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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院校

升学途径

始建于 1928 年，坐落于瑞士著名的旅游城市琉森市中心，是瑞士国际化程度最高的

酒店管理学院之一。学校设有旅游及酒店管理专业，并与英美顶尖高校合作，本科获

得英国罗伯特戈登大学 Robert Gordon University 学位，是所有瑞士酒店管理学院

获得英国学位排名最靠前的学校，2019 年 CEO RANKINGS 中排名第 28 位。

坐落于英国考文垂市，是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其建校历史可追溯到 1843 年，在英

国《卫报》2020 大学综合排名第 15 名。2017 年在英国《卓越教学纲要（TEF）》评估

中，考文垂大学荣获该评级最高荣誉金奖，同时在泰晤士报的学生体验和教学质量满

意度的调查中排名前四。近年来考文垂大学的世界排名仍在不断上升，是在世界大学

中位列前 6% 的著名大学。

B.H.M.S. 瑞士工商酒店管理学院

英国考文垂大学 

选择 IMQP 升读国际硕士 IMQP Master

国内升读本科再参加考研 Bachelor Master

2~3 年本科阶段 3 年硕士阶段

1年 IMQP 课程 1年硕士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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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对接院校

英国 创意艺术大学 University for the Creative Arts

2021 年泰晤士报（TIMES）英国大学综合排名第 71 位。作为欧洲最大的专业创意艺术大学之一，其毕业生

在收入排行榜中名列前十，是全英艺术院校毕业生收入最高的学府之一。

英国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2021 年泰晤士报（TIMES）英国大学综合排名第 73 位。大学的社会工作科目和媒体学习科目是全英最好的

学科。大学是全英前五个最好的为学生提供“三明治课程的大学”之一，学生可以在带薪的工业或者商业

行业中进行实习并从中受益，造就了毕业生的高就业率。

泰国玛哈沙拉堪大学 Mahasarakham University

泰国玛哈沙拉堪大学是泰国一所年轻活跃的综合性公立大学，是泰国公认发展最快的大学，为泰国发展提

供卓越的贡献。其商学院是泰国排名第一的商学院，除此之外会计与管理学院，建筑、城市设计和创作艺

术学院等都具备非常强大的学术能力。

英国 亚伯大学 Aberystwyth University

2021 年泰晤士报（TIMES）英国大学综合排名第 42 位。在学生对教学满意度上，亚伯大学的物理、经济学

等学科占到全英各大学院前十排名，教学质量可见一斑。

英国赫瑞瓦特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Heriot-Watt University Malaysia

2021 年泰晤士报（TIMES）英国大学综合排名第 38 位。马来西亚校区采用与英国完全相同的学术标准和

课程设置，统一的教学质量，只需更低的价格，毕业后获得和英国一样的证书。

英国 北安普顿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orthampton

2021 年泰晤士报（TIMES）英国大学综合排名第 111 位。其中护理、环境、建筑、皮革，管理等在英国享

有很高的声誉，皮革技术专业连续多年位于英国专业排名榜首，在欧洲乃至世界上都居专业排名第 1位。

英国 斯特灵大学 University of Stirling

2021 年泰晤士报（TIMES）英国大学综合排名第 38 位。根据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斯特林大学的教学及

研究可用性位居全英国第一；综合教学评估位列全英前十名；毕业生就业能力位居全英前三名；最佳学生

体验居于全英前十名；学生满意度位居全英前十名。

英国伦敦城市大学新加坡校区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Stanfort Academy）

2021 年泰晤士报（TIMES）英国大学综合排名第 82 位。英国伦敦城市大学是全英第三大、伦敦地区最大

的综合性国立大学，其中经济学排名全英第 15 名，学术水平获众多国际学生认可，毕业生的就业率长年稳

居全英前列。

英国 贝德福德大学 University of Bedfordshire

2021 年泰晤士报（TIMES）英国大学综合排名第 131 位。在英国官方 REF 大学科研水平评估中，贝德福特

大学一半以上的科研活动被评为世界领先和国际优秀。学校的建筑、媒体、生物科学、护理、心理学和设

计等 6个专业一直都荣获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的“优秀”评定。

瑞士  EU 商学院  EU Business School

2020 年 QS 全球 MBA 排名中名列前 150 名。学生可参与在不同地区的校区的交换学习。EU 商学院与香港的

长江商学院等世界知名商学院一样拥有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简称 AACSB）会员资格，也被亚洲人称为“欧

洲的长江商学院”。现已发展成为欧洲地区顶级商业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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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对象

招生条件

计划招生

可衔接国际商科硕士专业

项目奖励机制

奖学金：

创业基金：

·统招 /非统招专科 (含国家承认的自考 /成教 )应、往届毕业生

·统招 /非统招本科（含国家承认的自考 /成教）应、往届毕业生

国内培训主要课程

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金融、会计、市场营销、全球商务管理、国际酒店商务管理、信息

数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旅游管理、商业心理学、时尚 /奢侈品管理、体育管理等

30 人

·雅思总分 6分及以上：10000 元人民币

·雅思总分 5.5 分 : 5000 元人民币

·项目学生取得硕士学位，归国首次创业，可申请创业基金，最高可达 3万元人民币

语言 学术英语，学术英语写作，雅思培训

学术
会计原理，市场营销，全球商务，管理与领导力，人力资源管理，

研究方法

通识文化 西方文化

*奖学金及创业基金，均由项目办公室一次性发放

· 符合学历要求，商科专业背景优先考虑

· 通过大学英语四级，免试入学

· 雅思成绩 4.5 分以上，免试入学

· 通过项目入学测试（笔试及面试），成绩合格者择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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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项目国内培训学费：59800 元

·住宿费：3000-5000/ 年（根据实际入住宿舍标准缴纳，由第三方物业公司收取）

·留学服务费：5000 元（由广州懿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收取）

·面试考试费：500 元（由广州懿思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收取）

·在海外留学的学费依据相应院校当年标准收取

·项目报名表

·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专科毕业证书扫描件（或同等学历证明），未毕业学生需提供在读证明

·本科毕业证书及学位证明扫描件（或同等学历证明），未毕业学生需提供在读证明

·专科 /本科成绩单原件扫描件 ( 加盖毕业院校成绩证明章或公章 )

·语言成绩证明（如有）

报名时间：2021 年 3 月 4 日截止报名

报名地址：广东财经大学校本部第二综合楼 106 室（广州市海珠区仑头路 21 号）

项目网址：

报名材料

报名流程

报名详情

填写报名表，提交材料

通过初审，参加入学测试

获得硕士预科录取通知书

按时缴费，注册入学

满足语言要求，免试入学



咨询电话：020-3264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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