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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语 

西南财经大学立足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深度开放

战略，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和创新驱动战略，遵循国内国际人

才培养、流动和使用规则，加强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开拓

学生视野，有效提升学生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 

学校始终致力于推进与世界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

充分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努力为在校学生提供优质出国

(境)交流项目，培育浓郁的国际化氛围。 

目前，学校已经与世界上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7 所知名

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建立并实施了 270 余

个多层次、多形式的学生海外交流项目，每年学生出国(境)交

流人数达 800 余人次。 

为鼓励更多西财学子走出国门，自 2016 年起学校设立每

年 200 万出国(境)留学奖学金，旨在引导和提升学生海外交

流比例和层次，尤其对“世界名校交流项目”、“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交流项目、国际组织实习等项目进行重点支持。自

2019 年 10 月起，学校制定《西南财经大学学生海外长期交

流学习资助计划及管理办法（试行）》，鼓励并支持学生赴海

外高层次院校开展长期交流学习。 

我们希望广大西财学子能够通过出国(境)交流实践重新

定义大学学习，体验不同教育体制、教学风格，培育全球视

野、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增强职场竞争力、国际竞争与合

作能力，重新认识自我、定位自我，不断追求卓越，让国际

化与全球化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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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南财经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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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出国(境)交流项目查看 

 

 

 

 

 

 

 

*国际处官方网站  

http://oiec.swufe.edu.cn/  

“学生交流栏”查看所有备案项目及申请条件 

“通知公告栏”查看最新项目宣讲及申请通知  

 

 

 

 

 

 

 

 

 

 *交流生管理系统  

http://jhs.swufe.edu.cn/  

用学号和密码登录，查看所有备案项目并在线申请 

http://oiec.swufe.edu.cn/
http://jhs.sw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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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生管理系统 

http://jhs.swufe.edu.cn/  

登录查看所有备案项目并在线申请 

 

  

 

  

 

  

 

 

 

 

 

 

 

 

 

 

 

 

*国际处微信公众号 

Wechat ID:  International-SWUFE   (最新项目信息推送) 

http://jhs.sw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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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筛选 

*根据学校排名 

QS Ranking(世界大学排名参考)  www.topuniversities.com 

Times-World University Ranking(世界大学排名参考) 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 

US News & World Report (美国大学排名参考)  www.usnews.com  

国外高校官方网站  国外高校官方网站通常信息丰富，可清楚了解学校及课程相关情况 

 

注：学校排名仅仅只是一个参考，最好不要作为选择学校的唯一条件，理性选择学校还需综

合考虑录取条件、专业实力、国家/地区、地理位置、留学费用、生活便利程度等等诸多方

面因素。 

*根据交流项目类型 

根据类型，我校出国(境)交流项目可分为短期游学、海外实习、交换项目、本科双学位、硕

士学位项目、博士项目等类型。  

 

短期游学：项目时长通常在两周至一个月之间的游学类、访学类项目，包括夏令营、冬令营、

暑期课程项目等。 

 

海外实习：通过参加项目在海外进行实习体验，时长范围通常在 1 周至 1 年不等。 

 

交换项目：到合作院校进行一学期或一学年的学习，选择专业相关课程，获得对方学校官方

成绩单，返校后根据成绩单将所修学分转回我校。交换项目通常免交对方学校学费，个别项

目需缴纳对方学费。 

 

本科双学位项目：一般采取“2+2”模式，大学本科阶段前两年在我校学习，大三大四到合

作院校学习，两校学分互认，毕业时达到相关要求将同时获得两校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项目: “4+1”模式，针对应届本科毕业生，大四进行申请，毕业后直接到合作院校

攻读硕士学位。 “1+1+1”模式，针对硕士研究生，硕士二年级时到对方学校学习一年，毕

业时达到相关要求将同时获得两校硕士学位。  

 

博士项目：博士阶段进行交流的各种项目，包括联合培养和博士学位项目。  

http://www.baidu.com/link?url=zw88wWOX0b3UtyM2Z8DT1QFSpioXc7jtIMG10MhVakJkhIG0kRLoe0p4LCdfgs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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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地区  

*西南财经大学学生十大热门交流目的地(2019 年度) 

 

学生可在交流生管理系统中根据自己感兴趣的国家/地区进行筛选查看该国家/地区的所有

交流项目。 

*根据项目热度  

*西南财经大学学生十大热门交流项目(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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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项目信息 

*国际处官方网站 

*国际处官方微信 

*合作院校官方网站 

*项目主管老师 

*往届项目参与同学 

*出国交流总结报告(国际处官微菜单栏可查看) 

*项目宣讲会  

*归国分享会交流会 

*出国(境)留学奖学金答辩会  

*西南财经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双选会(每年 3 月) 

五、如何增加项目录取机率 

1. 成绩绩点(GPA) 成绩绩点可以很好地证明一名学生的学习能力，是项目录取的重要条件

之一。绩点越高，被录取可能性越大。 

2. 语言成绩(TOFEL & IELTS) 语言成绩能够反映一名学生使用外语的能力，证明其能在英

语环境中进行学习、生活及与人沟通的能力，同样是项目录取的重要条件之一。语言成

绩越高，被录取可能性越大。 

3. 申请理由陈述(Personal Statement) 通过申请理由可以了解到一名学生对于自身的认识与

定位，以及对于出国交流的认识与规划，从而判断其是否进行了充分的、理性的思考，

是否能够被该项目录取，也可以侧面反映一名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及综合素

质。认真填写申请理由，可增加被录取可能性。 

六、费用资助 

国家公派项目 

指由留学基金委资助的项目，在研究生阶段，通过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

项目”进行资助。获得资助资格后，基金委将资助学生生活费及一次国际往返旅费，具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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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请登录基金委官网查看(www.csc.edu.cn)。  

学校资助机会  

自 2016 年起，为鼓励学生出国(境)交流，我校特设立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学金，每年规

模 200万人民币，参加学校备案项目均可申请。自 2019年 10月起，为鼓励支持我校学生赴

海外进行长期交流学习，我校特出台《西南财经大学学生海外长期交流学习资助计划及管理

办法（试行）》，奖学金的申请条件、申请流程、申请指南等信息请登录国际处官网或者官方

微信平台菜单栏查看。 

 

1.海外长期交流学习资助计划 

第一类：适用于符合条件的海外长期交流学习学生 

 资助学生 

学校排名 本科生 研究生 

QS1-100 5000元/人 40000 元/人 

QS101-200 4000 元/人 30000 元/人 

QS201 及以后 2000 元/人 10000 元/人 

 

第二类 A：本科生海外长期交流学习优秀奖（需选拔评审，与第一类不重复资助） 

类型名称 等级 资助金额 资助名额 资助范围 

学位项目类 

一等 20000 元/人 5 

双学位项目 二等 15000 元/人 15 

三等 10000 元/人 20 

学期学分类 

一等 15000 元/人 20 
90 天及以上交

换项目 
二等 10000 元/人 30 

三等 5000 元/人 50 

 

第二类 B:研究生海外长期交流学习优秀奖（针对国家公派研究生，与第一类资

助不重复） 

类型名称 资助金额 资助范围 

研究生海外长期交流

学习优秀奖 
1000 元/人/月 

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培养

博士公派资格 



11 
 

2.学生出国(境)交流奖学金 

专项奖学金 

 

七、护照办理指南 

查看步骤前先确定自己属于哪种情况，以便准备相应材料： 

 

A 类情况指户口已迁到学校集体户的情况 

B 类情况指户口未迁到学校集体户、仍在生源地的情况 

 

1、预约办理时间 

1) 关注“成都出入境”微信公众号，点击“业务办理”——“业务预约”，选择“中

国公民办证预约”； 

2) 在跳转后的页面中选择“办证地点”（A 类情况可选择各区县公安分局；B 类情况

只能选“成都市公安局”）及“办理时间”； 

类型名称 资助金额 资助名额 资助范围 

名校交流奖学金 5000 元/人 10 
主要用于资助学生赴海外知名院校（每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 100 名）交流学习。 

一带一路奖学金 

 

5000 元/人 

 

10 

主要用于资助学生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交流学习（重点资助参加东南亚、中东欧、

北非沿线国家项目的学生）。 

 

科研实践奖学金 

 

5000 元/人 10 

主要用于资助学生参加专业实习、科学调

研、学术会议、国际性比赛等短期海外科学

研究实践活动。 

贫困生奖学金 5000 元/人 10 

主要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学

生参加各类出国（境）交流项目。（学生需

通过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短期游学类 3000 元/人 40 
资助参加短期游学项目的学生，包括暑期学

校、夏令营等。 

优秀成果类 3000 元/人 40 

主要适用于交流期间具有突出表现，取得优

秀成果（专业成绩优秀，在海外高校获奖或

发表学术论文等）的学生。 

英语考试培训类

奖学金 
2000 元/人 40 

主要用于资助参加我校学生交流项目的学

生，须被外方院校录取且达到外语考试水平

要求（托福不低于 95、雅思不低于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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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间段一个小时，办公时间为上午 9:30——11:30，下午 13:30——16:30） 

3) 选择“人员类型”并完成后续注册； 

4) 预约成功。 

2、 所需携带材料 

A 类情况的同学需带好身份证和银行卡（户籍转到学校的同学并不需要开户籍证明，带

上身份证就行） 

B 类情况的同学需带好身份证，户口本，在校就读证明（经世楼大厅可打印） 

 

3、 前往办理 

1) 到达预约的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后，到指定地点拍照片； 

2) 拿到照片后，回到大厅填写护照办理申请表，并取号等待办理。 

3) 提供相应的材料(A 类情况：身份证；B 类情况：身份证、户口本、在校就读证明)，

填写好的申请表与刚拍的照片进行办理； 

4) 刷卡缴费（温江分局只能用银行卡，￥160/每本护照） 

4、邮寄/取件 

1) 取护照分为邮寄不邮寄两种，如果不邮寄，两周后可以到办理地点领取，如果选择

邮寄，一周后邮政把护照会发到收件地址，价钱是￥15； 

2) 办理邮寄可以直接扫描护照回执单上的二维码，填写收件人和收件地址，并完成微

信支付。 

3) 一般来说手续办理完后 5 个工作日可拿到护照。  

 

在办理过程中还有问题可直接向公安局出入境工作人员询问，他们都会热心解答。 

 

八、行前准备及注意事项 

*出发前应做好哪些准备？ 

1. 确认离校手续已办妥，如交流时间较长，可选择到后勤办理退宿手续。  

2. 对留学目的地进行充分研究调查，可联系往届项目学生，提前了解清楚注意事项。  

3. 清点行李物品，确认带好各种手续、文件、证件。 

4. 购买境外交流期间的保险。 

5. 准备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小礼物如折扇、剪纸或家乡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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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迅速适应当地学习生活？ 

1. 调整心态，培养独立意识，增强动手能力，到了海外很多问题都需自己独立解决。 

2. 安排好衣食住行，学会自己做饭。 

3. 参加对方学校组织的 Orientation，了解清楚自己在校园里能使用到的资源，比如学校邮

箱、教务系统、图书馆、健身房、学业辅导、心理咨询等，记住对方学校相关老师的联

系方式，有问题多咨询。 

4. 结交当地学生、其他交流学生，通过上课或者其他活动结交朋友，融入集体。 

*如何保障海外交流期间人身财产安全？ 

1. 熟记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电话 0086-10-12308  

2. 第一时间到当地中国使领馆备案。 

3. 了解当地法律法规，牢记当地报警电话。  

4. 尽量避免夜间出门。 

5. 保护私人财物，重要资料备份。 

6. 交友尽量不要透露太多个人信息。 

7. 经常向老师、家人、朋友汇报自己的情况。 

*交流期间遇到突发事件怎么办？  

1. 保持沉着冷静，评估事态严重程度，如果自己无法解决，须第一时间向对方大学负责老

师报告； 

2. 如涉及违法犯罪的情况，立即报警； 

3. 尽快向自己项目主办学院的负责老师及辅导员汇报情况。 

九、西南财经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双选会 

“西南财经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双选会”是我校信息量最大、覆盖面最广

的出国(境)交流项目校级资讯平台，方便我校学生一站式获取最权威、最专业、

最全面的第一手海外交流学习信息。“西南财经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双选会”

由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主办，每年 3 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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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双选会”主要以展会和宣讲的形式进行。参

会的我校各学院学生项目主管老师、财大海外合作院校代表、特邀海外高校代表

在双选会现场的展位为学生提供面对面、零距离项目咨询，方便学生直接获取我

校各种交流项目的入学要求、费用、签证等全方位信息和相关项目资料；特邀外

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解读各国最新留学政策、留学趋势及签证申请等，合作院校宣

讲精品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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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校级资讯平台，双选会除了对学生交流项目进行宣传外，每年还加

入了不同的环节来丰富该学生校园国际文化活动的内涵。比如，在 2016 年的双

选会上，加入了“西南财经大学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学金”启动仪式，由校领导、

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合作院校代表，在参会师生和合作院校的见证下，共同启

动我校 200 万出国(境)留学奖学金，成为我校学生出国(境)交流历史上的重要事

件；2017 年的双选会上，增设了“西南财经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图片展”，通过一

幅幅形象生动的图片和文字，回顾了我校国际化进程的各个重要时刻和里程碑事

件，展示了我校学生在外交流时的风采，加深了学生对于我校国际交流合作历史

的认识以及西财学子的身份认同；2018 年的双选会上，增设了“学生交流答疑

区”，遴选了 9 名往届项目学生在专门的区域为其他同学提供答疑，从同龄人的

角度带来直观的项目参与感受与经验分享，有助于同学们从多角度了解项目具体

信息，从而在选择项目方面做出更全面、更客观的决策。 

 

 

 

 

 

 

 

 

 

历经 5 年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双选会” 规模与层次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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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高。在 2018 年 3 月 27 日举办的第五届双选会上，共有我校 20 个学院及部

门、全球 32 所高校(包括 4 所 QS 世界排名前 100 的名校以及 15 所同时拥有三大

国际商学院认证的知名高校)和 7 所外国驻成都总领馆参会，参与学生达到 1500

余人。校长、党委副书记卓志，党委副书记曾道荣、副校长尹庆双亲临双选会现

场与设展单位和学生亲切交流。 

双选会上，校内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海外高校与机构零距离、面对面为西

财学子们就本科及研究生公派项目、交换项目、短期游学、双学位项目、硕士学

位项目等内容进行了咨询答疑。现场举行了 27 场宣讲会，为所有到场的同学们

推介了一大批优质的留学目的地和高校。 

从 2014 年举办至今，每年 3 月举办的学生出国(境)交流双选会已成为校内信

息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国际交流项目资讯平台，也成为数以千计西财学子留学

梦的始发站。前来参会的同学们纷纷表示，双选会不仅为他们提供了西财最准确、

最详细、最权威的第一手海外交流学习信息，还为他们未来求学海外提供了全新

的平台，高度整合的项目资源以及专业而富有针对性的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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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双选会部分参会院校名单： 

香港岭南大学  Lingnan University 

香港大学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新加坡管理大学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荷兰鹿特丹管理学院 Rotterdam School of Management 

英国伯明翰大学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英国巴斯大学  University of Bath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University of Glasgow 

英国拉夫堡大学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英国雷丁大学 University of Reading, Henley Busienss School 

英国阿伯丁大学 University of Aberdeen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Texas A&M University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学院 Baruch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Monash University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Queensland University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University of Adelaide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Deakin University  

法国图卢兹高等商学院 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 Audencia Busines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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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IPAG 高等商学院 IPAG Business School  

法国里昂高等商学院 EMLyon Business School  

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 Dublin City University  

瑞士卢塞恩应用科技大学 Lucern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Arts  

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 Ecole hôtelière de Lausanne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 University of Lisbon  

 

 

 

 

 

 

 

 

 

十、常用链接  

西财国际处官方网站   http://oiec.swufe.edu.cn/  

西财交流生管理系统   http://jhs.swufe.edu.cn/ 

西财国际处官微       Wechat ID: International-SWUFE   

留学基金委官方网站   http://www.csc.edu.cn/ 

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 http://www.jsj.edu.cn/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http://www.cscse.edu.cn/ 

http://jhs.swufe.edu.cn/
http://jhs.swufe.edu.cn/
http://jhs.swufe.edu.cn/
http://www.csc.edu.cn/
http://jhs.swufe.edu.cn/
http://jhs.swufe.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