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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深圳大学与比利时列日大学工商管理本硕直读国际班 

招生简章 

 

深圳大学与比利时列日大学工商管理本硕直读国际班由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和列日大学

HEC 管理学院联合办学，拟为正规考入深圳大学的 2017 级全日制本科生提供赴比利时列日

大学 HEC 管理学院攻读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及管理专业硕士的机会。 

一、合作院校简介 

比利时列日大学（网址 www.ulg.ac.be）始建于 1817 年，地处欧洲中心，是欧洲建立最

早的国家公立高等学府之一。近 200 年的发展里程，已经成为人文丰富、教学水平、科研实

力一流的全球知名大学。在 2016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列日大学位于 265 位，排在其前

面的国内大学仅有 8 所。列日大学参与欧盟和国际多项重大研究计划，尤其在天文学、航空

航天、生物制药、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研究成果举世公认。列日大学诞生过诺

贝尔奖获得者，广袤的宇宙天空，有学校先贤发现并命名的星体和星云。学校有 8 大校区，

在校学生 2 万人，4300 名教职员工，2800 名教授；38 种学士学位，193 种硕士和 68 种进阶

硕士，欧盟标准的 PhD（哲学博士）和博士后学术体系完善。所有学科领域有 530 个科研单

位，20 个大型跨学科研究中心。涵盖欧盟标准所有学科，同全球 300 多所著名大学、院校

和 600 多家研究机构具有广泛深入合作。列日大学 HEC 管理学院属于 HEC 精英商学院网络

体系，HEC 精英体系的杰出校友包括法国总统奥朗德，欧莱雅公司 CEO，施耐德公司 CEO
等。列日大学 HEC 管理学院也是“国际精英商学院联合会”成员，获得了欧洲最严格的 EQUIS、
EPAS 国际顶尖商学院认证，提供高质量的管理学和经济学课程。 

二、合作办学模式 

学生第 1、2 学年在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就读，专业核心课程全英文授课；

第 3 学年列日大学 HEC 管理学院教授到深圳大学以英文讲授四门课程；第三学年暑期到列

日大学 HEC 管理学院参加为期 3 周的夏季课程学习，随后继续在 HEC 管理学院完成第 4
学年学业。完成双方院校本科课程并顺利毕业的学生，可同时获得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

理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和列日大学 HEC 管理学院经济与管理专业学士学位证

书，且无需参加列日大学硕士入学考试，第 5 年即可直升 HEC 管理学院管理专业硕士学习，

修满全部硕士课程，完成毕业论文与实习后，学生可获得 HEC 管理学院的管理学硕士学位

证书。 

本科留学要求：前 3 年所修课程（含实践课程及列日大学在深圳大学讲授课程）成绩合

格，雅思（IELTS）成绩 6 分（单项不低于 5.5 分）或托福网考 80 分（单项不低于 20 分）

（雅思或托福成绩需在第二学年结束前达到。有关成绩要求如遇调整，执行学校当年公布标

准）。 

硕士留学要求：成功获得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与列日大学 HEC 管理学院的本科学位，并

完成列日大学 HEC 管理学院组织的暑期课程。 

三、合作办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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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含金量高。列日大学具有 200 年历史，出过诺贝尔奖得主，2016 年 QS 全球排名 265 位，

排在其前面的国内大学仅有 8 所。HEC 管理学院获得欧洲最严格的 EQUIS 国际顶尖商学

院认证，提供高质量的管理学和经济学课程 

2. 本硕直读。顺利获得本科学位的学生，无需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可直升硕士 

3. 节省费用。学生前三年在深圳大学就读，双方院校互认学分，学生相当于在列日大学 1
年获得其本科学位，1 年获得其硕士学位，5 年 3 证，节省大量留学费用 

4. 全英授课。国外两年的所有课程和深圳大学前三年的专业课程全英授课，第三学年列日

大学还派教授到深圳大学授课，确保学生提前适应，顺利过渡 

5. 文化丰富。比利时地处欧洲十字路口，相比美国和英国留学，具有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

除英语之外，学生还可融入多语言环境，掌握多门外语，提升竞争力 

6. 就业无忧。列日大学附近的布鲁塞尔市是欧盟和北约总部所在地，被誉为“欧洲的首都”，

有着诸多外交机构、国际和地区组织、跨国公司，有很好的就业机会 

四、课程设置 

详见“深圳大学·比利时列日大学国际合作办学“2+1+1+1”项目（工商管理专业）2017
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电子版下载路径：“深大主页—院系设置—管理学院—本科培养—教

学计划和大纲”。 

五、招生选拔流程 

1. 报名方式：（1）于管理学院教务室文科楼行政大楼 4 楼 2423E 领取《深圳大学与比利时

列日大学本硕直读国际班报名表》（电子版报名表可在管理学院官网的“本科培养/表格

下载”栏目下载，QQ 群共享文件中也可下载），填写并贴二寸免冠近期彩照（报名表需

获家长批准并签字）；（2）即日起至 9 月 20 日 17:00（报名截止日期）前将报名表和高

考成绩单复印件（验原件）交至管理学院教务室文科楼 4 楼 2423E。 

2. 报名条件：深圳大学 2017 级注册在籍的全日制本科新生（艺术、体育以及二本专业除

外），成功录取的学生学籍转入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3. 选拔面试：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将根据申请人的高考成绩、英语综合测试（开学时由学校

组织）成绩等确定面试名单。面试的时间、地点及名单将于 9 月 21 日在管理学院官网

（http://ma.szu.edu.cn）公布。 

4. 招生数量：30 名。 

5. 招录结果：录取名单将在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官网发布。 

6. 招生宣讲会时间及地点： 

2017 年 9 月 9 日晚上 19:00-20:30，科技楼 3 号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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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2 日晚上 19:00-20:30，文科楼 4 楼管理学院 1400 会议室 

2017 年 9 月 14 日中午 12:30-13:30，文科楼 4 楼管理学院 1400 会议室 

2017 年 9 月 19 日晚上 19:00-20:30，文科楼 4 楼管理学院 1400 会议室 

7. 招生咨询及联系方式： 

高老师   0755-88379747 

张老师   26535151，13691998006 

王老师   26558636，13424248075 

六、收费标准 

学校 学年 费用 备注 

深圳大学 第一学年 按照深圳大学学费标准收取 / 

第二学年 按照深圳大学学费标准收取 / 

第三学年 按照深圳大学学费标准收取 / 

第四学年 按照深圳大学计划财务部相关标准收

取 

/ 

列日大学 第一学年 1300 欧元（国际班登记备案费） 计入总学费 

第二学年末 
2800 欧元（四门课程学费） 

计入总学费，复读的学生只需补

交重修科目的费用，每科 700 欧

元 

第四学年 21900 欧元（本科课程剩余学费） 本科课程总学费 26000 欧元 

第五学年 24000 欧元 硕士课程学费 

注：1）以上学费不包括食宿费和学杂费； 

2）列日大学所收取的费用，若因学生个人原因（包括学习成绩或英文水平不达要求）中途退出该项目，

费用不退还。 

 

招生咨询 QQ 群二维码（群号：499584545） 

 
微信群二维码（群名：管院列日工商 2017 招生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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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2017 招生-列日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