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简介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中法国际班是于 2009年在时任法国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罗伯特.

普罗斯利尼先生的推动和支持下成立。旨在加强我校与法国大学的交流合作，并为我校广大

学生提供赴法专升本、本升硕预备课程教育。目前，我校中法国际班已成为四川省内统招类

最大规模留法培训基地。 

截止到 2018年底，我校中法班共有本专科学生 800余名赴法升学，在校就读学生近 200

名。 

自 2018年起，我校中法国际班只在本科层次招生。 

 

学习安排 

学制： 

层次 
国内阶段 

学习时长 

海外阶段

学习时长 
所获最高学历 备注 

本硕连读双文凭国际班 

3 3 

法国硕士研究生 
国内外学习时长可

自由选择 4 2 

 

招生计划： 

层次 国际班名称 招生科类 招生专业 招生计划 

本科  本硕连读双文凭实验班 文理兼收 财务管理 50 

 

 

硕士可选专业： 

金融学方向可选专业 金融学、货币银行金融与保险…… 

管理学方向可选专业 

企业文化管理、产品物流及采购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管

理、工业管理、企业管理、国际贸易管理、市场营销，公司与

市场经济…… 

财务方向可选专业 会计与审计管控、审计组织与管理控制…… 

经济学方向可选专业 经济法、数字经济…… 

 

 

项目优势 

 

1、对接法国公立大学，硕士阶段学费全免 



法国公立大学免学费，学生每年只需缴纳注册费 2770-3770欧元。留法期间可以合法打

工，和法国学生同等享受住房补贴、社会保险、大学餐饮补贴、公共交通设施折扣等，为留

学家庭节约了一大笔教育经费。 

 

2、遴选优秀本科学生，学风端正优良 

    

中法班招录学生均为本科层次，成绩优异者（高考成绩在相应省市录取人数中位于

前 20%）或通过严格测试后方可入读，以此保证学风端正优良。 

 

3、硕士专业选择面广，未来发展可塑性强 

硕士阶段可选专业涉及金融、财会、经济学和管理学四大领域，共 20多个。学生可以

根据个人兴趣爱好，职业规划选择自己心仪的硕士专业方向，且法国硕士国家文凭含金量高，

就业无忧。 

 

4、全海归师资，教学质量有保证 

全海归教师团队，教学经验丰富。且按照海外院校本科阶段课程体系设置国内课程，使

用海外原版教材，教学内容及考核方式严格按照海外院校标准，给学生营造原汁原味的海外

课堂，帮助学生顺利过渡海外学习。 

 

5、“三导师”制，学生管理制度严格 

中法实验班采用三导师（授课教师、学业指导教师、辅导员教师）制管理方式，从学习、

个人发展以及安全等全方位多角度关注每一位学生；同时采用 SPR（Student’s Progress 

Report，学生学业进展监控报告）制度，跟踪每一位学生的学业进展情况，定期和家长进行

沟通并在每学期期末给家长发去学业检测报告。 

 

6、课外活动丰富有益，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留学其实不单只需要知识和语言的储备，文化和礼仪的学习同等重要，中法班除了专业

课和法语课，还开展了各种多彩文化活动，让学生在国内就可以感受国际氛围，增强修养、

提升品味！ 

 

 

 

 

 

 

 

 

 部分硕士对接法国大学（法国公立大学由政府资助， 专业课学费全免；除公立大学外，根

据学生需要可单独申请法国高等商学院，学费自理。）： 



 

院校名 院校名（英文） 院校 logo 图片 院校简介 

马赛大学 
Aix-Marseille 

Université 

 法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也是法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

大学。每年获得法国政府 7.5亿欧元的拨款，是法

国公立大学体系里获得教育经费最多的大学。教职

员工中出现了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拥有两位获得

普利策奖的获奖者，四名塞萨尔奖获得者，数位国

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议会议长，政府部长，大使和

法兰西共和国成员学院的成员。此外，根据哈佛大

学的网站，该大学是法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企业

管理专业欧洲排名第一。 

雷恩一大 
Université de 

Rennes 1 

 法国雷恩第一大学是法国著名的公立综合性大学，

位于布列塔尼大区的首府雷恩，发展历史可追溯到

1461 年。在 1969 年法国教育体制改革后确立为雷

恩第一大学。该校的研究和教学实力雄厚，有近百

个专业，尤其是经济管理和生物与环境科学等专业，

在法国高校中有着非常好的声誉。其中，经济学专

业在欧洲名列前茅，数学专业世界排名前 100。 

蒙彼利埃大学 
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 

 蒙彼利埃大学成立于 1289 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

学之一，地位由教皇尼古拉四世授予。校园位于法

国南部朗格多克-鲁西永地区首府蒙彼利埃。 蒙彼

利埃大学毗邻世界知名城市戛纳、图卢兹等城市。

欧洲顶尖大学联盟科英布拉集团成员。 

勒芒大学 Le Mans Université 

 勒芒大学位于法国勒芒市（Le Mans），是法国国立

的综合性大学。学校成立于 1966 年，位于勒芒大学

城中心。勒芒大学极为重视与社会经济环境的结合，

其教学质量在现代化设施及严谨的教学质量管理支

持之下达到了非常高超的水平，主要向学生提供实

用、先进、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高等教育；鼓励

学生的创造性；提倡学生接受新生事物，在校期间，

学院可以为学生提供前往法国各大公司和工厂实

习、进修及工作的机会。 

波尔多大学 

Université 

Bordeaux1 Sciences 

et Technologie 

 波尔多第一大学是被中国教育部认证的法国公立大

学之一。是法国最大的大学校园，也是欧洲规模最

大的校园之一。共有 47 家实验室，其大部分科研活

动都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密切合作展开。

2016 年 ARWU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 175 位。 



塞尔奇大学 
Université de 

Cergy-Pontoise 

 塞吉-蓬图瓦兹大学的前身是巴黎第十大学的一部

分，于 1991 年 7 月独立出来，位于巴黎西北郊的瓦

尔德瓦兹省，距巴黎 25 公里，距离市中心 5 公里。

学校拥有先进的教学设施和 8个教学区。校图书馆

有藏书 14000 册、时刊杂志 1300 份，能同时容纳一

万多名学生;语音视听室里提供一流的视听、录像、

设备以及计算机。学校与 400多所企业保持着长期

联系，及时给优秀学生推荐实习与就业的机会 

雷恩高等商学院 
ESC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ESC RENNES)位于法国雷恩，

获得 AACSB、EQUIS、AMBA 三重威权认证，被尊称为

皇冠学院，全世界仅有 1%的商管学院被称为皇冠学

院，使该校成为国际顶尖商校之一;亦是法国政府认

证的「 Grande École 商业管理大学校」，在全法

国超过 200 所商学院中，仅有 38 所是法国政府认证

专门培育菁英分子的学校。 

拉罗谢尔高等商

学院 

La Rochelle 

Business School 

 拉罗谢尔高等商学院以其旅游管理和国际商务管理

等专业闻名于欧洲各界。自建校以来，学校陆续获

得 AACSB, EPAS, FLE Qualité, TedQual 等国际认

证 (拉罗谢尔高等商学院的旅游课程是法国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获得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TedQual 国

际认证的)，并且从 2013 起被列为世界前 5%精英商

校之一。同时也通过了 ISO9001 认证并且被授予"

法国最佳商校"的称号。 

 

 

 

以上对接院校均被中国教育部承认，可通过登陆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进行查询：

www.jsj.edu.cn 

 

 

 

 

部分同学深造情况（2018-2019 年）： 

 

姓名 录取批次 科类 高考成绩 

高考英语

成绩 

毕业高中 
硕士研究生就

读学校 

张放 本科 理工 571 113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马赛大学 

罗梦圆 本科 理工 499 121 成都市第十二中学 马赛大学 



张程程 本科 理工 529 128 石室中学北湖校区 马赛大学 

燕东岭 本科 理工 538 130 成都市树德中学 马赛大学 

覃仪 本科 理工 522 109 达州大竹中学 马赛大学 

汪子榆 本科 文史 513 129 四川省双流县中学 马赛大学 

周俊媛 本科 文史 531 117 湖南'宜章一中 马赛大学 

汪雨含 本科 文史 511 115 宜宾市三中 马赛大学 

罗晶晶 本科 理工 502 108 内江六中 马赛大学 

陈玫翰 本科 文史 510 99 成都外国语学校 马赛大学 

任圣洁 本科 理工 486 97 泸州高中 马赛大学 

杨寄艺 本科 理工 512 126 简阳市简阳中学 马赛大学 

何若瑄 本科 理工 517 127 四川省华蓥中学 雷恩大学 

付烯瑾 本科 文史 522 113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一中 雷恩大学 

林旗 本科 文史 513 113 内江二中 雷恩大学 

李孟纾 本科 文史 509 109 南部中学 雷恩大学 

肖蔓 本科 理工 506 115 宜宾市三中 雷恩大学 

佘玲 本科 理工 515 111 金堂县金堂中学 雷恩大学 

李颖 本科 理工 529 111 广安二中 雷恩大学 

廖梦楠 本科 文史 508 112 重庆'璧山县璧山中学 雷恩大学 

李祝仁 本科 文史 513 108 四川省双流县华阳中学 雷恩大学 

陈欣雨 本科 文史 510 119 成都市第二十中学 雷恩大学 

黄丹阳 本科 文史 508 109 简阳市简阳中学 雷恩大学 



梁潇月 本科 理工 485 111 四川省遂宁高级实验学校 雷恩大学 

毛卉莹 本科 理工 501 124 简阳市简阳中学 雷恩大学 

田成 本科 文史 511 94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雷恩大学 

熊宇怡 本科 文史 517 97 南部中学 雷恩大学 

胡建文 本科 理工 503 88 宜宾市六中 蒙彼利埃大学 

廖峻 本科 理工 502 127 南充高中 蒙彼利埃大学 

纪雨昕 本科 文史 510 113 四川省双流县棠湖中学 蒙彼利埃大学 

夏维夏 本科 文史 510 114 四川省彭州中学 蒙彼利埃大学 

杨曦然 本科 理工 487 108 宜宾市三中 蒙彼利埃大学 

吕君奇 本科 理工 459 107 重庆万州第二高级中学 蒙彼利埃大学 

李东霖 本科 理工 469 126 辽宁本溪市平山区 波尔多大学        

杨双霜 本科 文史 508 113 盐亭中学 波尔多大学        

张维 本科 理工 539 106 成都美视国际学校 波尔多大学        

吕方舟 本科 理工 509 104 成都市第二十中学 波尔多大学        

张玉洁 本科 理工 392 93 贵州赫章县英才中学 波尔多大学        

韩金赤 本科 文史 519 90 四川省巴中中学 波尔多大学        

陈捷煜 本科 文史 532 92 浙江'玉环县实验学校 波尔多大学        

胡晓珩 本科 文史 508 112 达州外国语学校 波尔多大学        

徐锦月 本科 理工 488 113 资阳中学 波尔多大学        

左胜予 本科 文史 528 117 绵阳中学实验学校 波尔多大学        

易卓吾 本科 文史 511 104 泸州高中 波尔多大学        



姜雯 本科 文史 509 92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 普瓦捷大学          

尹晓雪 本科 文史 514 113 双流县棠中外语实验校 普瓦捷大学          

苏静文 本科 理工 405 81 新疆'阿克苏地区二中 普瓦捷大学          

 

咨询电话：028-83297983，18583366871（手机微信同号）廖老师 

咨询地址：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成都东区（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寺龙港路 399 号）105 办

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