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大学与英国斯旺西大学
3+1 会计学本科双学位项目
招生简章
一、3+1 本科双学位项目
经过前期两校针对会计学专业课程的逐一匹对，斯旺西大学首次开放了 3+1 本科双学位项
目。中国石油大学本科会计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在读完大三之后入读斯旺西大学本科最后一年，
成功完成学业后可以获得中国石油大学和英国斯旺西大学的两个本科学位。
参加项目的学生可以获得 ACCA 多达 9 门基础科目的免考；可以继续深造入读
硕士，大学的很多毕业生入读了 UCL、LSE、帝国理工、爱丁堡、杜伦、曼彻斯特等
大学的硕士；毕业后可获得在英国的两年工作签证；学院的职业顾问团队为学生量
身定制就业支持服务，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使得学生能够进入 “四大”
（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德勤､安永､毕马威、普华永道）等知名企业实习和工作！

二、斯旺西大学简介
斯旺西大学拥有悠久历史，始建于 1920
年，由当时的英国皇帝乔治五世亲自奠基修
建，在英国历史上是成立最早的 29 所大学之
一。大学现有近 20000 名学生，包括来自于
世界 120 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国际学生。大学
格外强调一切和学生有关的服务和活动。在
校内学生可以获得周到完善的个性化服务，
在校外学生可以参与向国际学生提供的社会
活动和生活体验。斯旺西大学以其优秀的教
育水平和一流的研究斐声国际。



卫报 Guardian 发布的 2021 年英国大学综合排名中，斯旺西大学全英排名第 24 位！



泰晤士报 Times 发布的英国大学综合排名中，斯旺西大学全英排名第 30 位！



英国政府官方发布的 REF 科学研究实力排名中，斯旺西大学全英排名第 26 位！



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大学位列全球第 251-300 区间！



英国政府官方发布的 TEF (教学卓越框架---针对英国大学教学质量的评估体系)教学质量中，斯旺
西大学获得金奖！



泰晤士报发布的优秀大学指南中，斯旺西大学获得 UK University of the Year（英国年度最佳大学）
第 2 名，并再次获得 Welsh University of the Year（威尔士年度最佳大学）荣誉！



大学的课程都为学生的未来职业发展做出了考量，因而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排在全英第 10 位！



英国全国学生满意度调查（NSS）中，斯旺西大学排名全英 Top 4！88%的学生对大学的课程表示
满意！



2019 年斯旺西大学被卫报评为全英“最美绿色大学”之一，位列全英第九位以及威尔士第一位！



斯旺西大学举办英语内测，内测成绩可替代雅思，用于申请本科或硕士正课及语言课程和办理签证



斯旺西大学为参加项目的学生提供合作项目奖学金，奖学金将折抵学费，且没有名额限制



会计学本科专业被 ACCA 所认可，学生可享多达 9 门 ACCA 基础科目的免考



2021 年 7 月即将实施毕业生工作签证政策，本科或硕士毕业后可以留在英国工作两年

斯旺西大学位于斯旺西市中心地带，是英国少有独
立校园区的花园海滨式大学。大学校园被评选为“英国
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大学有两个校区：Singleton
Campus （辛格顿校区）- 座落在巨大的辛格顿公园内。
校园与海滩紧紧相依，海岸线和周围的自然景色为学生
提供了极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Bay Campus （海湾校
区）- 投资 4.5 亿英镑建设的新校区，工程学院和管理
学院位于新校区。知名企业的科研实验室进驻该校区。
大学拥有数个世界级的科研中心，与近百家一流的国际
级企业和机构建立了项目合作关系，包括美国波音公司、爱立信、IBM、劳斯莱斯、索尼、塔塔集团、
华为技术公司、英国石油 BP 等，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三、斯旺西大学管理学院及其会计学专业
斯旺西大学管理学院位于价值 4.5 亿英镑的海湾校区。作为斯旺西大学最具实力的学院之一，管
理学院配备了高科技教学与科研场所､超专业广播标准的媒体套件和大量计算机设备。在 2020 年泰晤
士报优秀大学指南中，斯旺西大学的会计与金融专业在英国排名中位居 Top20。毕业生就业前景全英
排名第九位。

斯旺西大学管理学院为希望从事会计相关领域工作、有志进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德勤､安永､
毕马威和普华永道）等企业开展职业生涯的学生，提供了会计学专业的本科和硕士学位课程。学生可
享多达 9 项 ACCA 基础科目的免考资格。



会计学专业被大型专业会计与金融机构认证，包括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 ACCA 和特许管理会计
师工会 CIMA，并且享受诸多行业资格免考；



ACCA 免考多达 9 门基础科目，CIMA 免考 9 门科目



拥有以研究为主导，由行业专家组成的创新型教学团队，学校内部的职业顾问团队为学生量身
定制就业支持服务，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



可获得企业支持与业务指导，可使用一系列包括媒体工作室在内的先进设施；



与求职平台 Student Circus 和 Highered 紧密合作，帮助国际学生在英国或其祖国就业；



会计和金融系的学位会给刚入职场的学生带来竞争优势。最先进的设备、一流的教学，以及与
认知机构的密切联系与合作，都会让学生们在职场上平步青云。在留学起点轻松躺进“四大”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安永､毕马威、普华永道）！



斯旺西大学的本科学位为学生们的进一步深造提供有利保障，斯旺西的本科毕业生能够申请进
入到英国 G5 等优秀高等学府继续研究生的学习

四、毕业生经历分享
--- 范成尧，斯旺西大学会计学专业

--- 姜珊，斯旺西大学会计学专业
我很想体验英国的留学生活，当我得知斯旺
西大学为我们提供了机会的时候，我立刻抓
住了它！
斯旺西大学的声誉很好，而且这座城市非常
美，学校就坐落在海滨和充满活力的城市之
间，在这里很容易交到朋友。更吸引人的是
这里生活成本不高，比英国其他更大的城市
要低很多呢。
我学习的是会计本科课程，我觉得现在学习
的课程对我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会很有帮助。讲师们会扩展和延伸，在企业实践的一年我也
做得很好。我为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工作，他们把建立线上会计系统的任务交给了我，现在我还
在以兼职的形式，一边学习一边继续管理这个系统。
我真心为那些想来英国留学的学生推荐斯旺西大学，不仅口碑很好，而且自从来到这里之后，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我能自信地说另外一门语言，还有一份和我专业相关的兼职工作，有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

五、3+1 本科双学位项目入学要求：
 大学平均成绩 75 分以上；
 雅思：总分 6.0，单项不低于 5.5
雅思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可以提前入读斯旺西大学的语言课程； 或参加斯旺西大学的线
上内测；也接受托福、PTE 等英语成绩

六、申请材料：
1.
2.
3.
4.
5.
6.
7.

项目申请表 (请联系斯旺西大学北京代表处索要)
大学成绩单 (中英文)
在读证明
个人陈述 (英文)
一封推荐信 (英文)
英语成绩单（雅思、托福、大学内测、PTE 等） (没有可以先不提交，待考出后补交)
护照首页 (没有可以先不提交，待办理后补交)

七、报名及申请时间
目前没有设置最晚申请截止日期，学生预留足够签证时间即可。
我们建议学生尽量在 5 月底之前递交申请材料（英语成绩可以后补）
，越早申请越早获得
offer，也可以给后续的住宿申请、语言课程申请、签证办理等留出足够的时间。

八、斯旺西大学英语内测考试（SWELT）
斯旺西大学有自己的英语语言内测（SWELT）
，该内测可替代雅思，如果内测成绩达到了直

入本科或硕士的要求后，就不需要提供雅思成绩了。内测成绩也可以用于申请语言课程和办理
签证。
线上内测考试题型如下：
 阅读：1 小时
 写作：1 小时
 听力：45 分钟
 口语： 10-15 分钟
以上考试的评分标准均以雅思评分系统为基础，总分以各项平均分为标准评出。
2021 年的内测为线上考试，需在线报名，报名网址：
https://swansea-uk.libcal.com/calendar/ELTSRegistration/?cid=7514&t=d&d=0000-00-00&cal=7514&inc=0
考费 100 镑，拿到 offer 的学生首次考试免费。
内测样题请联系斯旺西大学北京代表处索要。

九、英语语言课程(Academic Pre-sessional Course)
如果在正式课程开始之前，学生的英语成绩达不到正课的入学要求，则可以加读语言课程。
大学会根据学生现有的英语水平对学生进行专业且有针对性的课程培训，以使得学生达到入读
大学正课的语言要求。课程结束后，学生无需考雅思。具体的课程安排和入学要求等信息如下表：
时长
12 周
（Level 1）
10 周
（Level 2）

日期

课程费用

入学要求

6 月 21 日—9 月 10 日

￡3600

雅思 5.0，各单项不低于 4.5

7 月 5 日—9 月 10 日

￡3000

雅思 5.5，各单项不低于 5.0
写作达到入学要求，雅思总分和其余单项只低

8周
（Level 3）

7 月 19 日—9 月 10 日

￡2400

于入学标准 0.5 分
或
雅思总分合格，写作只低于入学标准 0.5

注：以上语言课程为线上教学

十、费用信息
 学费：16400 英镑
 奖学金：3000 英镑 （2021 年特别奖学金）
 生活费
斯旺西地区物价低，物超所值，住宿、休闲、食物等日常消费比英国其他地方低
住宿费：91-140 英镑/周 （根据住宿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生活费（含吃、住、行）
：一般约 7000 英镑/年
总花费（扣除奖学金后）
：约为人民币 19 万元

项目申请及咨询 联系方式：
英国斯旺西大学北京代表处
张老师
Tel: 010-88854110; 13810602331（微信同号）
QQ: 2280763188
E-mail: china@swanse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