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与英国切斯特大学 

校际交流项目招生简章 

 

2019 年，学校与英国切斯特大学签订校际合作协议，面向全校学

生开展校际交流项目。 

一、项目介绍 

1.本科阶段“3+1”双学位项目。四川农业大学相关专业本科学生，

在完成本科前三年的课程后，达到项目入学要求者（均分 70 以上），

可选择进入英国切斯特大学商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科学与工程学

院、人文学院、社会科学学院进行本科最后一年的课程学习（具体专

业见附件），顺利完成英国切斯特大学最后一年课程的学生，将获得

英国切斯特大学相关专业本科学士学位和四川农业大学本科学士学

位。 

 

灵活的语言要求： 

￭ 可接受雅思、非 UKVI 雅思、托福、PTE 学术考试、及切斯特大学

提供的免费英语语言内测(UoCELT)都将可以被接受用来申请我们的

课前语言班入学（为不满足直入正课的学生提供 5-16 周课前语言）。 

￭ 2020 年起，切斯特大学接受中国的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作为入学语

言成绩。 

￭ 正课语言要求：雅思 6.0 或通过切斯特大学免费的线上语言内测（建

议学生参加切斯特语言内测：仅需联网全程线上测试，全免费，测试

时间与难度远低于雅思考试） 

￭ 中国办公室直接发放录取书，更快捷。 

 

 

 



英国学费性价比首选： 

￭全年学费仅 12850 英镑（约 11 万人民币） 

￭生活费（含食宿）约 6-7 万人民币。 

￭总花费约 16-18 万人民币一年。 

  

 

丰厚奖学金 

￭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将获得国际学生奖学金 1000 英镑 

￭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均分 80%以上：将获得国际优秀生奖学金 

（以所拿到 offer 和得到的相应学校通知进行申请， 最高 £2000 并可

与国际学生奖学金累加） 

 

 

更多学费折扣与减免 

￭全额付学费折扣：在指定时间内付全款的学生在已有奖学金基础上额

外£250 付费折扣。 

￭硕士学费减半政策：本科阶段“3+1”双学位项目及其它校际交流项

目学生入读切斯特大学后，继续申请切斯特硕士：硕士阶段学费减半

（根据实际情况约可减免 6000 镑左右） 

 

  

英国恢复 PSW 签证 

￭毕业后两年留英时间工作，签证期满后可申转技术工签。给学生提供

更多海外实习和就业的可能性，并为学生留英移民提供的更多可能。 

￭PSW 有效期：2 年 

￭PSW 签证适用学生：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的学生。 

 

 



 2.六个月交换生项目 

我校学生与英国切斯特大学学生进行双向交换。项目可根据目前

所学专业和未来职业发展规划，提供专业课选课。拓宽国际视野、提

升学习能力。英语文化与语言表达课程、专家主题讲座与研讨、企业

认识实践与职业拓展三大课程板块进行为期六个月的交换学习。 

 学分认定：完成学习并通过考核后将获得 600 学时认证并获得切斯

特大学相应学分，回国后到学校教务处进行学分转换获得四川农业大

学相应学分。 

 选拔对象：不限专业，不限年级，四川农业大学本科、硕士在读学

生均可申请。 

 语言要求：无需提供语言成绩，仅需简单视频面试。英文听说读写

各项能力良好，能顺畅与老师和同学交流即可。 

   费用低廉：6 个月仅 3850 英镑学费。 

    

 

 3.本科阶段暑期游学项目。 

项目主题：全球创意经济视野下的创新与创业。学生可根据自身

学习情况和职业路径规划赴英国切斯特大学进行为期 2 周的学习。暑

期项目的时间为每年七月至八月之间。项目详情如下： 

 45%专业课程学习（创新与创业、企业创新精神、职业能力提升课

程）+30%企业实践（学员将有机会深入到国际知名跨国企业，如：路

虎和捷豹汽车集团（Landrover and Jaguar）的生产基地对其运营与管理

模式进行实地学习和调研以及谷歌校园（Google Campus）体验创新与

创业的文化与发展；并有机会与一线创业团队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交

流。）+25%文化交流（学员将有机会领略最为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城市

的繁忙，身临牛津与剑桥，感受治学严谨的学术氛围和有教无类的包

容。 学员还将访问作为披头士乐队故乡的利物浦市，感受音乐文化韵

味的同时，深入探访中英合作的前沿阵地。） 



 学习证书——学生完成暑期项目学习后，由切斯特大学颁发项目学

习证书 

 推荐信——项目授课老师根据学生学习表现和个人综合素质为学

生签发推荐信，可用于求职就业和继续深造 

 

四、英国切斯特大学简介 

 

   英 国 切 斯 特 大 学 

(University of Chester, 简

称 UoC) 创建于 1839 年，

迄今已有 181 年的悠久办

学历史。拥有英国西北部

第 1、全英第 4 的专业认

证 教 师 比 例 （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最新二等

一和一等本科毕业学位的

比例占到了 72%，在 2018

年海外学生调查中还被

British Council 评为英国

Top10 的高校。 

 

※ 硬件设施完善，费用低廉：学校目前设立了 7 个校区，拥有来自全

球超过 130 个国家的 20700 名在校学生，是一个多元化、多文化而安

全性又高的国际化大学，而在校中国学生比例只占大约 2%，让学生享

受真正的英式教育和英伦文化。国际学生学费评比为全英第七名最低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2017） 

 

※ 注重学生体验，深受学生喜爱：拥有超过 14 项世界领先的学术研

究领域（2014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切斯特大学获得了英

国政府 “卓越教学框架” 颁发的银奖，在 2017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学

生体验排名中，切斯特大学荣获了学生学术体验全英第 10 名，学生福

利第 10 名，学生综合体验全英第 15 名的殊荣，还在 2017 年的 What Uni 

中获得全英最受国际学生欢迎奖的提名大学。 

 

※ 专业排名优异：会计与金融专业全英排名第 14 位（2017 年卫报专

业排名），旅游与酒店管理全英排名第 17 位（2018 年卫报专业排名），

食品科学全英排名 14 位（2017 全面大学指南），教育学全英第 15 位

（2018 卫报排名）。专业课教学质量排名(Times GoodUniversity Guide 

2020）计算机科学教学质量全英最佳；会计和金融教学质量全英排名

前五；心理学教学质量全英排名前五；化学工程教学质量全英排名前

三；考古与法医学教学质量全英排名前五；德语专业教学质量全英排

名前五。 

 

※ 顶尖商学院：切斯特大学商学院不但是英国少有的双认证商学院

（AACSB 和 EQUIS 双认证），更是荣获 2018 年度，2019 年度，连续

两年英国最佳商学院奖项（Educate North Award 2018，2019）,商学院

综合实力排名全英第 21 位（英国特许商学院协会认证）。 

 

※ 桑顿科技园：切斯特大学收购了原壳牌研发基地，在此基础上建成

了桑顿科技园校区，占地面积也 28 万平方米，投资约 2.2 亿英镑，园

区内有 3000 人，44 家国际知名的科技公司。 

 

※ 企业合作紧密,缔造极高就业率：切斯特大学作为英国西北部就业率



最高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与继续深造的比例达到 95.6%。切斯特大学与

周边众多世界 500 强知名企业（其中包括美国银行，KPMG，巴克莱

银行 Barclays，空客集团 Airbus，美林投资管理，宾利汽车，塔塔钢铁

TATA Steel，M&S Bank, MBNA 等）有着紧密的合作，并为学生提供

丰富的就业指导、工作实习和实践机会 。 

英国八大历史遗产文化城市之一切斯特： 

 

是英格兰西

北地区最安

全的大学城

（2018 年完

整 大 学 指

南），英国第

二学生友好

城 市 （ 2019

年 《 太 阳

报》），英国十大城市之一（2018 年《电报》），欧洲五大最美城市

之一（2016 年《今日美国》），英国最安全的大学城和最适宜人居的

城市 (2015 年英国热门住房指南)。距离利物浦和曼彻斯特 40 分钟的

车程，到伦敦也只要 2 小时的火车。 

经院留学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               经院留学服务咨询 QQ群： 

                                       

咨询电话：86291303、86291110 

地  点：经济学院 1-423 行政办公室 

联系人：姚老师、田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