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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Who are we？
总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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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 1：时任法国总理
弗朗索瓦.菲永先生在
校区进行演讲

组图 2：法国现任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部长弗雷德
里克·维达尔女士在校区与 Y Schools 精英高等院校
联盟（集团）校长及学生进行交流

组图 3：时任法国经济、财政
和工业部长弗朗索瓦.巴胡安
在校区进行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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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荟萃

Y Schools 精英高等院校联盟（集团）全职师资均拥有博士或博士后学位，他们毕业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巴黎东部
大学、马赛大学、图卢兹大学、里昂大学、南锡大学、格勒诺布尔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丹麦奥胡斯大学、墨西哥EGADE
商学院、美国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等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他们同时也是中国香港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卡斯商学院、诺丁汉大学、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奥地利
中欧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美国南加利福利亚大学、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学等海外大学的客座教席。

252 名全职师资，400 余名特聘师资（均为 Y Schools 精英高等院校联盟合作企业的资深职业经理人、

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Y Schools 精英高等院校联盟合作高校的知名教授）。

合作高校及企业

截至 2018 年，拥有214 所海外合作大学，如：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

大学、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德国汉堡大学、加拿大蒙特利
尔大学、渥太华大学、康考迪亚大学、中国中山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汕头大学、国立台湾政治大学、国立台湾交通大学、
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都灵理工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等。每位学生均可在就读期间在海外合作大学进行交换学习或获
取海外合作大学双学位。

超过2000 家合作企业，是全法高校最大的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网络之一。鼎力护航本联盟（集团）的改革创新、

内涵建设和蓬勃发展。通过高效产教协同育人模式为学生更好地成长搭建平台。企业和机构合作伙伴在学生实战性教学/
教育、实习、就业、创新、创业等方面提供了宽广的平台和机遇，该优势反映到学生就读体验的方方面面。

招聘毕业生最多的 3家雇主企业为：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 LVMH、法国电信 与 德勤Deloi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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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发展历程

法国南香槟高等商学院成立于 1992 年，其雏形为始建于 1962 年的特鲁
瓦高等商业和管理学院，1992 年在法国 HEC 高等商学院（巴黎高等商
学院）、法国 ESCP 高等商学院（欧洲商学院）、法国大东部大区区议会、
法国奥布省省议会、法国特鲁瓦香槟大都市圈政府、法国奥布省工商会、
法国特鲁瓦市工商会、法国达能集团、毕马威作为其创始成员的大力支持
下得以进入发展历史新阶段。自此它成为了法国最年轻的得到法国高等教
育、研究与创新部和法国高等精英大学联盟双重承认且认证的高等商学院
（法国共 38所高等商学院获得了法国高等精英大学联盟承认）。

学校认证

 南香槟高等商学院是法国最年轻的得到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和法国高等精英大学联盟
双重承认且认证的高等商学院（法国共 38所高等商学院获得了法国高等精英大学联盟承认）

 通过了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的BSIS 评估认证（商学院影响力系统评估认证，全世
界 45所商学院通过了此评估认证）

 法国政府和法国高等教育、研究和创新部的“具有公共利益的非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
（EESPIG）”认证

Study in Y Schools
项目介绍

招生计划

招生院校简介

Y Schools 精英高等院校联盟（集团）与四川农业大学开展校际合作，全校学生可申请最核心的 3所精英大
学：

▲ 法国南香槟高等商学院

▲ 法国特鲁瓦高等设计学院

▲ 法国特鲁瓦-巴黎-梅斯高等旅游学院

法国南香槟高等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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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法国首家获得 BGA认证的商学院（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 AMBA 的 BGA 国际认证，是全
球商学院四大权威国际认证体系之一），是 AACSB（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和EFMD（欧洲
管理发展基金会）的会员单位且已启动认证流程

 法国政府和德国政府发起的法国德国大学网络（DFH-UFA）的正式成员且通过认证

学校排名

 法国《Challenges 挑战》周刊 2020 年全法商学院四年制本科项目排名第 6名（法国著名商业
周刊）

 《Le Parisien 巴黎人报》2020 年全法商学院国际双学位（学士和硕士）数量排名第 9名

 法国《Le MOCI》周刊 2019 年全法国际管理、国际商务和国际贸易教育领域的本科项目排名
第 2名，2018 年全法国际管理、国际商务和国际贸易教育领域的本科项目排名第 4名（法国
国际贸易、国际商务领域极具权威性的老牌专业信息类杂志）

 法国《Le Point 观点》周刊 2019 年全法商学院四年制本科项目排名第 7名，2018 年为第 8
名，2017 年为第 7名（法国重要的新闻周刊之一，是法国权威媒体）

 法国《Le Point 观点》周刊 2019 年全法创新创业类硕士项目排名第 6名，2020 年全法商学
院创新创业教学排名第 2名

 法国《Le Point 观点》周刊 2019 年和 2020 年全法商学院教学/教育质量排名均为第 3名

 法国《Figaro Etudiant 费加罗报》2020 年全法商学院学生海外学习和海外实习时长排名第 4
名，毕业生满意度排名第 5名，课程与指导质量排名第 9名，学费性价比排名第 6名

 法国《Le Parisien 巴黎人报》2019 年全法商学院师资国际化排名第 6名，校企合作定向委
培排名第 6名，2018 年全法商学院科研排名第 7名，教师质量排名第 8名，校企合作定向委
培排名第 6名

 2018 年被福布斯杂志（法语版）评为法国 10所最佳学习创新和创业的高校之一

 学生毕业后 6个月就业率排名全法商学院前 4

项目设置

 国际工商管理学士 BBA

四年制，4大专业方向：公司金融与投资组合管理，数字营销和国际传播战略，采购、市场营
销和全球物流，人力资源管理

学费（2021 学年学费标准）：
本科三年级：9 500 欧元/年；本科四年级：9 500 欧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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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大学校硕士（管理学硕士） PGE

两年制，9大专业方向：金融/零售银行管理、审计&管理控制、数字化市场营销&社交媒体、
全球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市场营销&国际销售拓展、供应链管理等

学费（2021 学年学费标准）：
硕士一年级：10500 欧元/年；硕士二年级：10500 欧元/年

 创新、创造力与创业硕士

一年制

学费（2021 学年学费标准）：
10500 欧元/年

学校发展历程

法国特鲁瓦高等设计学院的起源可追溯到 1773 年由 Pierre Jean
Grosley 先生（特鲁瓦人，法国文学家、历史学家、旅行作家和启蒙运动
的社会习俗观察家，他是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他也是英
国皇家学会会士，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院士）创建的皇家学院，目
的在于使法国香槟地区的艺术造诣能符合香槟地区发达的经济水平。为使
Pierre Jean Grosley 先生富有前瞻性的首创事业得以延续，在法国奥布
省省议会和特鲁瓦香槟大都市圈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 1994 年创建特鲁
瓦高等应用艺术学院，它肩负着发展兼具创造与创新特色艺术教育的使
命，后更名为现特鲁瓦高等设计学院。

学校认证

 法国特鲁瓦高等设计学院是法国极少数能颁发设计学法国国家文凭（文凭须经由法国高等教育
部、研究与创新部最严格的评审和认证，方有资质颁发国家文凭）的设计学类专业型高校之一，
它代表着法国设计学学位中的最高标准和品质，也代表着法国国家认可其所颁发文凭的卓越学
术水平和教育法/教学法创新水平。

 它的文凭还受到法国劳动部的法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RNCP - Répertoire National des
Certifications Professionnelles）的最高认证和评级，这代表着它所颁发文凭的专业化、职业
化及应用型导向，以满足行业趋势和市场需求为目标，充分优化优质教育资源、先进教育手段
和理念的动态配置，充分驱动其作为创新平台作用。毕业生的高就业率、高薪资及职业生涯发
展成功是对特鲁瓦高等设计学院及其企业合作伙伴坚持和贯彻以复合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为
目标的改革和实践获得了社会高度认可。

法国特鲁瓦高等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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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艺术、设计与媒体院校联盟（CUMULUS）会员单位

学校排名

 法国艺术、设计和平面设计领域 2019-2020 年排名第 9名（第一名到第十三名的高校均被评
级为三星高校）

项目设置

 设计学硕士（设计战略）

两年制，设计战略和设计管理

学费（2021 学年学费标准）：
硕士一年级：7500 欧元/年；硕士二年级：7500 欧元/年

学校发展历程

法国特鲁瓦-巴黎-梅斯高等旅游学院创建于 2004 年，在法国拥有三大校
区，除了其发源地特鲁瓦校区之外，2016 年开设巴黎校区，2019 年开
设梅斯校区。学院与超过 1000 家合作企业和机构的旅游产业商业领袖、
业界权威领军专家和职业经理人携手，以培养旅游及其相关产业（酒店管
理、餐饮管理、节事/会展/活动管理）的职业经理人及未来行业领袖为
己任。

学校认证

 法国特鲁瓦-巴黎-梅斯高等旅游学院是极少数能颁发法国国家文凭（文凭须经由法国高等教育
部、研究与创新部最严格的评审和认证，方有资质颁发国家文凭）的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和餐
饮管理类专业型高校之一。

 它的文凭同时还受到法国劳动部的法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最高认证和评级。

法国特鲁瓦-巴黎-梅斯高等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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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排名

 2020-2021 年法国 SMBG-Eduniversal 全法旅游管理硕士排名第 7名

 2019-2020 年法国 SMBG-Eduniversal 全法旅游管理硕士排名第 8名

 2019-2020年法国SMBG-Eduniversal全法旅游管理&酒店管理本科排名第7名-第14名区
间（均为三星评级）（SMBG-Eduniversal 是从事高等教育排名和评级的全球性专业机构，在
评估学术机构和学位项目方面具有权威性，其排名和评级报告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的认可）

 2019 年《Le Parisien 巴黎人报》法国精英高等商学院本科项目排名，其旅游管理本科是唯一
入选排行榜的旅游与休闲管理、酒店管理和餐饮管理类项目，排名为第 8 名（《Le Parisien
巴黎人报》隶属于酩悦·轩尼诗 - 路易威登集团旗下的巴黎人报-回声报集团，《巴黎人报》
创建于 1944 年，为法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最重要综合性新闻媒体之一，法国四大全国性日报
之一，读者数量位居法国第一，在巴黎和及其所在的法兰西岛大区、瓦兹省等地是发行量最大
的日报，一向以信息客观及慎选报道主题而享有盛名）

项目设置

 旅游管理硕士

两年制，2大专业方向：奢华旅游、商务旅游和节事/会展/活动管理

学费（2021 学年学费标准）：
硕士一年级：8000 欧元/年；硕士二年级 8000 欧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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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1+2
适用于大三年级

国内大三学年完结后，
大四学年赴法方连续学习 3年；
四川农业大学全校设置 6 个名
额可免除法国 Y Schools 精英高
等院校联盟学士阶段最后一年学
费，硕士阶段费用自理

中法双学士学位+中法双硕士学位
（可选学士学位为法国南香槟高等
商学院国际工商管理学士；硕士阶段
可选硕士学位为法国南香槟高等商
学院管理学硕士或法国特鲁瓦高等
设计学院设计学硕士或法国特鲁瓦-
巴黎-梅斯高等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硕
士。硕士阶段均可获双硕士学位）

2 3+1
适用于大三年级

国内大三学年完结后，
大四学年赴法方学习 1 年，费用
自理

中法双学士学位
（可选学士学位为法国南香槟高等
商学院国际工商管理学士）

3 3+2
适用于大三年级

国内大三学年完结后，
大四学年赴法方连续学习2年（直
接攻读法方硕士阶段），费用自
理

中方单学士学位+法方双硕士学位
（可选硕士学位为法国特鲁瓦-巴黎-
梅斯高等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硕士。硕
士阶段均可获双硕士学位）

4 4+1
适用于大四年级

四川农业大学本科毕业生赴法方
学习 1年，费用自理

法方单硕士学位
（可选硕士学位为法国南香槟高等
商学院创新、创造力与创业硕士）

5 4+2
适用于大四年级

四川农业大学本科毕业生赴法方
连续学习 2年，费用自理

法方双硕士学位
（可选硕士学位为法国南香槟高等
商学院管理学硕士或法国特鲁瓦高
等设计学院设计学硕士或法国特鲁
瓦-巴黎-梅斯高等旅游学院旅游管理
硕士。硕士阶段均可获双硕士学位）

Programmes
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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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学费交换生（免除本科阶段 1 年学费，涉及模式有

3+1+2）

 两校联合面试（四川农业大学各学院+法国Y Schools精英高等院校联盟）

 英语语言成绩要求

通过大学英语公共四级（本科阶段语言能力证明）

达到 TOEFL 79 或 IELTS 6.0 或 TOEIC 750 及以上（硕士阶段语言

能力证明）

自费学生（涉及模式：3+1；3+2；4+1；4+2）

 面试（法国 Y Schools 精英高等院校联盟）

 英语语言成绩要求

通过大学英语公共四级（本科阶段语言能力证明）

达到 TOEFL 79 或 IELTS 6.0 或 TOEIC 750 及以上（硕士阶段语言

能力证明）

Admissions
录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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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风采

Y Schools 精英高等院校联盟（集团）
拥有自己的学生公寓，并设有校区租房
个性化选择与预定的在线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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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 女士，本科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
2010 年毕业于南香槟高等商学院精
英大学硕士（管理学硕士），毕业后
曾在法国德芬根工业集团（全球化的
汽车供应商，在汽车电子系统保护和
车载流体传输解决方案上全球领先。
巴黎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先后担任
财务与成本专员（法国)、工厂厂长（武
汉），现担任该集团中国执行董事长
（武汉、长春、重庆和鹤壁）。

YOUR success story is in progress…

校友风采

中国毕业生成长之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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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女士

本科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2016 年毕业于特鲁瓦高等
设计学院设计学硕士，现就职于法国Mazarine集团（国
际奢华时尚界传播翘楚，亦是亚洲地区最具实力的整合
传播集团），先后任职设计助理（巴黎）、产品设计师
（巴黎）。在校就读期间，曾在法国 RC集团（成立 30
余年，由 18 家公司组成的集团，RC 集团为奢侈品、
香水和化妆品、药品、出版、食品、烈酒、专业分销和
大卖场等行业设计、制造和安装各种材料的传播工具，
是欧洲品牌传播、企业形象与陈列的领军公司）进行过
为期 6个月的实习（设计助理）。她的设计作品曾多次
获奖。

Guo女士

2017 年毕业于南香槟高等商学院国际工商管理学士，毕业后
曾就职于上海视点公共关系有限公司（面向海内外服务对象的
专业公共关系传播顾问公司，为客户提供在媒体关系、政府关
系、公司运营、市场营销及产品推广领域的创新策略以及传播
解决方案，该公司客户中绝大多数为世界 500 强企业及知名组
织和机构。该公司在最新的业界排名中，是综合评分最高的扎
根上海的本土公关公司），任职高级客户主管。现就职于法国
Devanlay Lacoste集团（1933年创建于法国特鲁瓦，Lacoste
为世界最为著名的时尚品牌之一和高档次、高质量服饰的代
表。2018 年全球销售额高达 31 亿欧元），先后任职公共关
系主管与高级公关关系主管。就读于南香槟高等商学院期间，
曾在香港连卡佛载思集团（亚洲殿堂级时装零售及品牌管理集
团）进行过为期四个月的毕业实习（公共关系实习生）。2017
年她也同时获得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士。

Li 先生

本科毕业于湖南大学，2006 年毕业于南香槟高等商学院精
英大学校硕士（管理学硕士），通过“香港优秀人才计划
赴港”，现就职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战略&投资
事业部香港办公室负责人。

校友风采

中国毕业生成长之路（部分）

Chen女士

2011 年毕业于南香槟高等商学院国际工商管理学士，毕业
后曾先后就职于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法国第二大银行
BPCE集团旗下的投资银行，它是法国第一大资产管理银
行、欧洲第五大资产管理银行）与花旗银行，曾先后任职
结构性融资分析师、金融机构组分析师、企业银行业务、
收购与杠杆融资分析师、投资银行业务合伙人，现就职于
荷兰 ING集团（全球最大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集团之一，全
球排名第十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任职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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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g 先生

2016 年毕业于特鲁瓦高等设计学院设计学硕士，现供
职于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任职品牌和市场营销设计
师。在校就读期间，曾受“迪拜未来加速器”之邀，担
任传播和用户体验设计师；受法国 1000 feuille 事务所
之雇佣，担任“小奥利维”化妆与护理品牌品牌设计师；
受法国巴黎 HP 画廊（60 余年历史，关注年轻先锋艺
术家的成长）之雇佣，担任展览经理与平面设计师。也
曾在北京创客空间进行过为期 6个月的实习（平面设计
师与活动策划师）。

Tu女士

2019 年毕业于特鲁瓦高等设计学院设计学学士，同时
获得国立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荣获亚太地区十大设计学
院排行第十名）数字媒体学士。现就职于美国
Springfiled 设计公司（标识系统行业的领导者），任
职平面设计师。在校就读期间，曾在网龙网络控股有限
公司（中国网络游戏、移动互联网应用行业的领军者，
也是中国在线教育、企业信息化行业的领先力量）进行
过为期 3个月的实习（担任UI/UX 设计师）。

Zhu女士

本科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2015 年毕业于南香槟高等商学院
精英大学校硕士（管理学硕士），毕业后曾先后供职于蓝色光
标（为企业智慧经营全面赋能的上市营销科技公司。《财富》
中国 500 强企业榜单中位列第 338 位），昊樽集团（业务遍
布世界各国，具有众多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业务涵盖葡萄酒文
化传播，葡萄酒投资研究及交易中心，海外酒庄收购及并购，
葡萄酒投资俱乐部，大型葡萄酒专业贮存酒库等。旗下拥有多
个百年酒庄、众多营销、管理公司等），曾先后任职产品与品
牌公共关系经理、海外市场营销经理。现就职于海航资本集团
（海航集团旗下金融产业集团），任职项目经理。

Wang 女士

本科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2015 年毕业于南香槟高等商学院
精英大学校硕士（管理学硕士），毕业后曾先后供职于法国
Mazars 公司（国际领先的审计、税务和咨询公司。在北京，
上海，广州，武汉，香港，深圳，昆明等近 40个城市拥有分
支机构，拥有 5000 余名专业人士和 100 多位合伙人）与百
度公司，曾先后任职高级审计助理、财务业务伙伴专员。现就
职于联想有限公司，任职财务业务变革与信息技术-控制专员。

校友风采

中国毕业生成长之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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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瓦，法国中世纪最美丽的城市
 欧洲的针织与纺织之都
 欧盟认定的欧洲彩绘玻璃之都
 法国国家认定为设计之城，被誉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古城活遗产”
 法国国家官方认定的法国艺术与历史名城
 法国人均教堂拥有量最多的城市
 法国印象派巨匠雷诺阿的钟爱之地
 并肩巴黎、米兰、伦敦的欧洲时尚之都和购物圣地
 香槟山坡、酒庄和酒窖在 2015 年被共同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香槟酒的发源地和最重要的产区
 法国美食之都和食品与农产品工业中心
 欧洲品牌直销中心之都
 世界一流的工业与农业资源产业
 法国针织业中心
 法国运输和物流中心
 欧洲一流智能制造机械装备、冶金和新材料工业园
 欧洲一流创新型印刷包装产业集聚园区
 欧洲一流信息产业园

特鲁瓦城市风貌

5
2

特鲁瓦生活成本约 550-600 欧元（含住房、市区交通、餐食）/月（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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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唯一官方申请和录取评估渠道

Y Schools 精英高等院校联盟中国办公室

Y schools 精英高等院校中国官方申请与录取中心

mailto:280310358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