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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东⼯业⼤学国际教育学院是学校国际化办学的重要窗⼝，是体现⾼⽔平⼤学建设国际化⽔平的主要阵
地。学院始终遵循“⼴览世界，⼯敏于勤”的院训，紧密结合国家“⼀带⼀路”倡议和粤港澳⼤湾区建设对⼈才的
需求，依托学校和国外合作院校雄厚的教学科研资源，以联合培养、学位联授的⽅式培育具有国际视野、通晓
国际规则的外向型⾼素质国际化创新⼈才。

国际教育学院位于⼴东⼯业⼤学番禺校区。校区四季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洁净，学⻛优良向上，氛围宁静
宜⼈，校园⽂化⽣活丰富多彩。凭借⼴东⼯业⼤学60多年的⽂化积淀和持续增⻓的综合竞争⼒，积极拓展⼈才
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前，学校已与英国、美国、澳⼤利亚、印度等国家的知名院校建⽴了双学位联合培
养项⽬合作关系，含国际班和动画（中外合作办学）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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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动化

电⽓⼯程及其⾃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商管理

⼟⽊⼯程

国际教育学院
S C H O O L O 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D U C A T I O N

个�本科中外合作办学项⽬

动画（中外合作办学）

555个本科国际班（国家级省级名牌专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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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杰⻘”、“国家级⾼层次⼈才”、“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跨世纪⼈才
“千百⼗”⼯程培养对象、教学名师等⾼层次⼈才以及国外合作院校⾼⽔平师资队伍共同承担学
院教学与实践辅导任务。

⾼⽔平师资护航

04

国际化联合培养
国际化创新型⼈才学分互认、双学位联合

培养，毕业授予我校本科毕业证书、学⼠学位
和国外合作⼤学学⼠学位。

世界名校深造

86 %

2015级“2+2”国际班毕业⽣
获得国外知名⼤学研究⽣offer

95 %

2016级“2+2”国际班毕业⽣
获得国外知名⼤学研究⽣offer



各专业的理论教学与实践辅导任务由学校的国家“杰⻘”、“国家级⾼层次⼈才”、
“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跨世纪⼈才“千百⼗”⼯程培养对象、教学名师
等⾼层次⼈才，以及国外合作院校⾼⽔平师资队伍共同承担。

“2+2”国际班毕业⽣研究⽣录取率⾼

师资⼒量雄厚

引进优质资源合作办学，出国留学成本低。

学习费⽤性价⽐⾼

国际化⼈才培养模式

05 06

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及公共基础课主要采⽤全英或双语授课。

办学优势

电⽓⼯程及其⾃动化（国际班）
9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动化（国际班）
94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班）
43%

⼟⽊⼯程（国际班）
100%

⼯商管理（国际班）
100%

电⽓⼯程及其⾃动化（国际班）
10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动化（国际班）
1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班）
67%

⼟⽊⼯程（国际班）
100%

⼯商管理（国际班）
75 %

2015级研究⽣录取率

2016级研究⽣录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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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业⼤学
本科国际班介绍
招⽣省份：⼴东、湖南、海南、福建、重庆

招⽣代码：�⼴东省的招⽣代码为71845
���������������������其他省市的招⽣代码请查阅属地省(市)招⽣部⻔公布的招⽣专业⽬录

录取批次：�⼴东省的录取批次为本科批次
���������������������其他省市的录取批次请查阅属地省(市)招⽣部⻔公布的招⽣专业⽬录

项⽬介绍

⼴东⼯业⼤学本科国际班是我校与英国、美国和澳⼤利亚等国知名⼤学合作开展的国际化应⽤型⼈才学分互
认、双学位联合培养项⽬。与国外合作的⼤学包括但不限于：英国拉夫堡⼤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英国⼥
王⼤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英国邓迪⼤学（University� of� Dundee）、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学（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澳⼤利亚西澳⼤学（The� University� of�Western� Australia）、澳⼤利亚悉尼科技⼤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澳⼤利亚伍伦贡⼤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和美国密苏⾥科技⼤学（Missouri�
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等。

项⽬特点

该项⽬是⼴东⼯业⼤学与国外知名⼤学在本科层次的联合培养项⽬，采取⼀校对多校、学分互认的培养模式。

学⽣在⼴东⼯业⼤学进⾏通识教育、语⾔技能强化和学科基础等课程的学习，授课教师包括外籍教师、我校毕
业于国内外知名学府教师或国外合作院校教师等，双语或全英授课。成绩符合要求且被合作院校录取者赴对接合作
院校继续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学习。完成中外学校规定的所有课程学习并达到毕业与学⼠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我校
本科毕业证书、学⼠学位和国外合作⼤学学⼠学位。

该项⽬2015年4⽉获⼴东省教育厅批准备案。

招⽣对象（考⽣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2．考⽣家庭具备承担考⽣出国学习的经济能⼒。

1．参加2020年全国⾼考且⾼考成绩达到我校所在的招⽣省（市）招⽣批次录取分数线及以上。

科类
 

招生专业
 

小计
 

广东 湖南 福建 重庆 海南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国际班 40

 
35

 
1 1 2 1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国际班)

 

60

 

56

 

1 1 1 1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班)

 

60

 

56

 

1 1 1 1

理工

 

土木工程 (国际班)

 

30

 

27

 

1 1 1

理工 工商管理 (国际班) 10 10

文史 工商管理 (国际班) 20 16 1 1 1 1

合计 220 200 5 5 5 5

)

特别说明

三、在我校的第三学年学习结束后，仍有少数学⽣未被国外合作院校录取的，则按其所学的专业、学习成绩、学
校相关专业的资源配置等情况，再安排其后两年在我校的专业学习。

四、为了强化国际合作培养模式，国际班学⽣前两学年（或前三学年）在我校学习期间不转专业。

五、学⽣在国外学习⽣活期间，必须⾃⾏购买医疗意外保险，有效期需覆盖国外停留期限。

⼀、根据⼴东省教育厅粤教考函【2018】73号通知精神，国际班学⽣⼊学后不得转⼊⾮单独编设院校代码招⽣
专业。

⼆、国际班学⽣按下列模式培养:

1.模式�A：前两学年在我校学习后，被国外合作院校录取的学⽣后两年在国外合作院校继续学习。

2.模式B：前两学年在我校学习后，未能被国外合作院校录取的学⽣，第三学年将继续留在国际教育学院学
习,直到符合国外合作院校录取要求，并在国外合作院校完成后两年的学习。

学习费⽤

国际班模式A学⽣的前两学年、模式B学⽣的前三学年,除了向⼴东⼯业⼤学缴纳相应专业的标准学费、住宿费
和代收费外，还应缴纳经⼴东省发展和改⾰委员会备案的双语教学、语⾔强化、专业培训等费⽤，每年25000元。收费
标准若有更改以⼴东省发展和改⾰委员会最新核定为准。

国外合作⼤学的⼊学要求及费⽤缴纳，按国外合作院校当年招录国际留学⽣的标准办理。

表中招生计划仅供参考，考生填报高考志愿时请以属地省(市)招生部门公布的专业目录为准。

项⽬介绍

表中海南省为实行“3+3”模式新高考方案的省份，招生科类为“综合改革”，具体选考科目要求详见属地省招生部门公布
的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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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业⼤学-印度⻙洛尔理⼯⼤学”
本科合作办学项⽬介绍

招⽣专业：动画（中外合作办学） 单独招⽣代码：77845

录取批次：本科批次

招⽣计划：普通类理科⽣100，普通类⽂科⽣100名

招⽣省份：⼴东

办学背景

为适应教育国际化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复合型、专业基础扎实的应⽤型创新⼈才，经教育部批准，⼴东⼯
业⼤学与印度⻙洛尔理⼯⼤学合作举办动画专业本科教育项⽬（教育部批准书编号：MOE44IN2A20121214N）。本
项⽬旨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培养能熟练运⽤中英双语，熟悉和掌握国际先进动画创作与制作、游戏设计与编
程、⽹站⽹络设计等动画知识和技能，了解国内外动画领域的运作及管理，服务于各类中外机构和企业，具有国际视
野和创新意识的动画专⻔⼈才。

办学特点

世界软件强国的顶级⼯科⾼校全⼒加盟：印度是世界上IT产业规模、软件技术优势最⼤的国家之⼀,在全球软
件市场及世界500强企业中分别占据了17％、70％的软件市场份额。作为印度著名的⼯科⼤学之⼀的⻙洛尔理⼯⼤
学，拥有⾼质量的IT教育系统和师资队伍，其计算机软件学科位于印度⾼校同类学科的前列，是印度政府重点推介
与中国⾼校合作的⼤学。⽬前在校⽣已超过35000⼈，来⾃世界上的48个国家和地区。学校基础设施完善，校园环境
优美，曾获得印度Exnora绿⾊校园奖，被誉为花园式的校园和印度最美丽的⼤学，毕业⽣就业率在印度名列前茅。

核⼼课程全英语教学：教学计划由⼴东⼯业⼤学和⻙洛尔理⼯⼤学共同制定，并由双⽅⾼⽔平教师进⾏授课。
其中80%左右的专业核⼼课程由⻙洛尔理⼯⼤学派遣优秀教师采⽤英⽂版教材进⾏全英语授课和考核。主要课程
包括图像编辑技巧、动画数学、程序设计原理、动画原理、⼆维动画、⽹站设计技巧、三维动画、脚本创造、建模与织
构、动画装配、灯光与渲染、视频编辑技巧、动画造型、物理游戏设计、动画互动技巧、数字摄影、视觉效果、艺术基础、
关卡设计、⾼级合成与动态等。

学历与学位

本项⽬学制四年。学⽣在⼴东⼯业⼤学学习专业课阶段，可以申请赴印度⻙洛尔理⼯⼤学参加⼀个学期的交流
学习（具体时间由学校统⼀安排）。学⽣在允许的修业期限内获得规定的学分，经⼴东⼯业⼤学审核，达到毕业与学位
授予要求的，颁发⼴东⼯业⼤学毕业证书与学⼠学位证书；经印度⻙洛尔理⼯⼤学审核，达到毕业与学位授予要求的
（其中⽬前印⽅要求需赴⻙洛尔理⼯⼤学⼀个学期交流学习），颁发⻙洛尔理⼯⼤学学⼠学位证书。

办学优势

学费

学费为每学年28000元。收费标准若有更改以⼴东省发展和改⾰委员会最新核定为准。学⽣赴印度⻙洛尔理
⼯⼤学交流学习期间，不需另交学费，其它费⽤⾃理。

⻙洛尔理⼯⼤学的毕业⽣就业率在印度全国⾼校中名列前茅，学校为此还⼊选了印度
《Limca� Book� of� Records》。⻙洛尔理⼯⼤学与英特尔（Intel）、微软（Microsoft）、甲⻣
⽂（Oracle）、思科（Cisco）、⾕歌（Google）等许多世界500强企业有良好的毕业⽣就业
合作关系，可帮助推荐本项⽬的毕业⽣到跨国公司从事各类电影制作、特效、⼆维/三
维动画、游戏开发、仿真、虚拟现实、图形设计、⼴告等⼯作。毕业⽣持有教育部认可的
中外⼤学毕业⽂凭在中外企业都有良好的就业优势。此外，凭借良好的语⾔优势和学
科国际化背景，想继续深造的毕业⽣在申请与两校有合作关系的国际名牌院校时，可
获得优先推荐录取的资格。

国际化⼈才
培养模式 核⼼课程采⽤英⽂教学，学⽣享受到国际化的⾼⽔平专业教育和多元创新⽂化熏陶。

学习费⽤
性价⽐⾼

引进优质资源在中国本⼟办学，相对于出国留学成本消费低，⼤部分来⾃⼯薪家庭的
学⽣能够承担本项⽬的学习费⽤。

打造兼具动画设计
和制作技术双重能⼒
的复合型⼈才

教学计划独树⼀帜，涵盖动画创作与设计的理论与技法和国内外主流动画与数字媒体
制作接轨的技术实现体系，着⼒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就业前景宽阔的复合型⼈才。

就业及升学
前景⼴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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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动化
(国际班)

国家⼀流专业、⼴东省名
牌专业、⼴东省特⾊专业，
2018年，计算机科学进⼊ESI全
球前1%，跨⼊国内⾼⽔平学科
⾏列。

“2 + 2”国际班毕业⽣，
2015级研究⽣录取⽐例达到
43%；2016级研究⽣录取⽐例
达到67%。主要分布在伦敦⼤
学学院、曼彻斯特⼤学、澳⼤利
亚国⽴⼤学、悉尼⼤学、布⾥斯
托⼤学、格拉斯哥⼤学、南安普
顿⼤学及圣安德鲁斯⼤学等国
际知名⾼等学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国际班)

⼴东省名牌专业、⼴东省
特⾊专业。该专业在国内和国
际都具有很⾼的知名度和影响
⼒。2018年通过教育部⼯程教
育认证,该专业毕业⽣⽂凭在
“华盛顿协议”国之间实现了国
际互认。

“2 + 2”国际班毕业⽣，
2015级研究⽣录取⽐例达到
91%；2016级研究⽣录取⽐例
达到100%。主要分布在帝国理
⼯学院、伦敦⼤学学院、爱丁堡
⼤学、澳⼤利亚国⽴⼤学、墨尔
本⼤学、伦敦国王学院、曼彻斯
特⼤学、新南威尔⼠⼤学、昆⼠
兰⼤学、布⾥斯托⼤学、格拉斯
哥⼤学、伯明翰⼤学、谢菲尔德
⼤学、南安普顿⼤学及⾹港理
⼯⼤学等国际知名⾼等学府。

电⽓⼯程及其⾃动化�
(国际班)

国家⾼等学校特⾊专业建设
点和⼴东省名牌专业、⼴东省重点
专业，2012年被列⼊教育部卓越⼯
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校学科专业。
2013获得了全校⾸个国家级专业
综合改⾰试点项⽬，2019年⼊选了
⾸批国家⼀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20年通过教育部⼯程教育认
证,该专业毕业⽣⽂凭在“华盛顿协
议”国之间实现了国际互认。

“ 2 + 2”国 际 班 毕 业 ⽣，
2 0 1 5级研究⽣录取⽐例达到
94%；2016级研究⽣录取⽐例达
到100%。主要分布在伦敦⼤学学
院、伦敦国王学院、曼彻斯特⼤学、
布⾥斯托⼤学、格拉斯哥⼤学、伦
敦⼤学皇后玛丽学院、伯明翰⼤
学、谢菲尔德⼤学、南安普顿⼤学、
⾹港中⽂⼤学、⾹港理⼯⼤学、⽐
利时鲁汶⼤学及澳⼤利亚伍伦贡
⼤学等国际知名⾼等学府。

Mechanical�Design,�
Manufacture�and�
Automation

Electrical�Engineering�
and�Automation

Computer�Science�
and�Technology

⼟⽊⼯程
(国际班)

动画（中外合作办学）是
省内唯⼀⼀个采⽤全英专业教
学的动画数字媒体类中外合作
办学专业，同时我校是⼴东省
动画数字媒体教指委的副主任
单位。

毕业⽣考研升学、出国深
造独具优势，考研升学率⾼。

⾸ 届 毕 业 ⽣ 超 过 3 %�
学⽣免试⼊读或考⼊本校艺术
与设计学院研究⽣，第⼆届、第
三届毕业⽣考研升学率分别为
20%、18% ;赴英国伦敦艺术
⼤学、利兹⼤学、伯明翰⼤学、
约克⼤学，美国卡耐基梅隆⼤
学、普瑞特艺术学院、纽约视觉
艺术学院，澳⼤利亚悉尼⼤学、
墨尔本⼤学、新南威尔⼠⼤学、
莫纳什⼤学，⾹港⼤学、⾹港城
市⼤学、⾹港理⼯⼤学及⾹港
浸会⼤学等国际知名⾼等学府
深造。

动画
（中外合作办学）

国家⾼等学校特⾊专业建
设点、国家级⼀流专业、国家级
专业综合改⾰试点专业，⼴东
省名牌专业、⼴东省特⾊专业
和⼴东省专业综合试点专业。

“2 + 2”国际班毕业⽣，
2015级研究⽣录取⽐例达到
100%；2016级研究⽣录取⽐
例达到75%。主要分布在英国
帝国理⼯学院、伦敦⼤学学院、
爱丁堡⼤学、墨尔本⼤学、曼切
斯特⼤学、伦敦城市⼤学卡斯
商学院、悉尼⼤学、华威⼤学、
布⾥斯托⼤学、伦敦⼤学皇后
玛丽学院、南安普顿⼤学、约克
⼤学、杜伦⼤学、埃克塞特⼤
学、利兹⼤学、圣安德鲁斯⼤
学、纽卡斯尔⼤学及巴斯⼤学
等国际知名⾼等学府。

⼯商管理
(国际班)

国家⾼等学校特⾊专业建
设点、⼴东省名牌专业。2018年
通过教育部⼯程教育认证，该
专业毕业⽣⽂凭在“华盛顿协
议”国之间实现了国际互认。

“2 + 2”国际班毕业⽣，
2015级研究⽣录取⽐例达到
100%；2016级研究⽣录取⽐
例达到100%。主要分布在伦敦
⼤学学院、爱丁堡⼤学、曼彻斯
特⼤学、布⾥斯托⼤学、格拉斯
哥⼤学、英国谢菲尔德⼤学、杜
伦⼤学、⾹港城市⼤学、南安普
顿⼤学、⾹港理⼯⼤学及巴斯
⼤学等国际知名⾼等学府。

Civil�Engineering Business�Management Animation

专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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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澳洲最古⽼和最出名的⼤学之⼀，著名的
顶尖⼋校集团（GROUP�OF�EIGHT）成员。该⼤学校园
被誉为“澳⼤利亚最美丽的⼤学”。2020年QS世界⼤
学排名与US�News世界⼤学排名均位居第86位。在信
息技术、通讯与计算机科学、国际管理与贸易研究等
领域具有雄厚的科研实⼒。

澳⼤利亚
西澳⼤学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英国
拉夫堡⼤学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是⼀所以商、法、教育、科技为主的综合性⼤学，
澳⼤利亚名校之⼀。产学研⾼度融合，以与⾏业和产
业的紧密联系⽽闻名于世。在2020年QS世界顶尖年
轻⼤学排名中位列全球第8，澳⼤利亚第⼀。2020年
获得世界五星级⾼校认证，位列2020年QS世界⼤学
排名第140位。

澳⼤利亚
悉尼科技⼤学�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英国
⼥王⼤学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建于1845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九所⼤学之⼀，是
有“英国常春藤”之称的英国名校联盟罗素⼤学集团成员
之⼀，世界200强名校，QS世界⼤学排名位列第173位，在
1908年获得皇家特许证书。学⽣就业率排名全英前⼗，毕
业⽣在当地百强企业的80家公司中担任⾼级领导职务。

始创⽴于� 1881� 年，是⼀座坐落于英国邓迪市的世界⼀流的著名研究型⼤学。QS� 世界⼤学综合排名前1%精
英⼤学，世界⾼校科研影响⼒� Top100，科研⽔平在欧洲以及全球有着极⾼的声誉，连续六年（2010-2016）苏格兰
⼤学满意度第⼀，并获得�2020�年泰晤⼠星期⽇报年度学⽣最佳体验⼤学。2020�年�TIMES�英国⼤学排名第�29，英
国《卫报》⼤学排名第� 24� 位。邓迪⼤学在许多领域具有世界⼀流⽔平，其中最为突出的学科领域包括：⽣命科学、
医学、教育学、计算机、⾦融、会计、法律、建筑、艺术与设计、机械⼯程等。

英国
邓迪⼤学
University of Dundee

部分合作⼤学

是英国百年名校的顶尖⾼等学府之⼀，在教学和科研
领域享有杰出声誉、与企业和⾏业的紧密联系以及⽆与伦
⽐的体育成就闻名。

7次获得英国⼤学最⾼荣誉奖—英国⼥王年度奖，获
奖次数仅次于⽜津⼤学，8次蝉联泰晤⼠⾼等教育全英学
⽣体验满意度调查排名榜⾸。2020年《卫报》英国⼤学排
名第4位，《泰晤⼠报》英国⼤学排名第5位。拉夫堡⼤学秉承与⼯商企业⻓期紧密合作的传统。提供世界⼀流⽔平、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尖端科研和教学课程。作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场，拥有⼀流⽔准的运动和休闲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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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印度最强的⼯科⼤学、最有影响⼒的⼤学
之⼀，被誉为印度的“哈佛⼤学”，拥有⾼质量的
IT教育系统和师资队伍，其计算机软件学科位于印
度⾼校同类学科的前列，连续四年位列印度私⽴
⼯程类⼤学第⼀，是印度政府重点推介与中国⾼
校合作的⼤学。毕业⽣就业率在印度名列前茅，⾼
达30%的毕业⽣从业于国际跨国公司。

印度
⻙洛尔理⼯⼤学
Vell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是⼀所公⽴综合性⼤学学校，拥有世界⼀流⽔平
研究中⼼，是全英唯⼀⼀所全体教职员⼯都获得了英
国⾼等教育委员会“研究院资格”评定的⼤学。学校为
学⽣提供的三明治课程排名全英前五。其法律、建筑
学、⼼理学、药学、会计学、化学、⼯程和计算机类专业
获得专业机构认证，商科类课程获得皇家管理协会、皇
家⼈⼒资源管理师协会、APM和IDM等专业协会认证。
⼀直被全英国⾼等教育质量保证委员会列为教育质量
最佳⼤学。

英国
哈德斯菲尔德⼤学�
University of Hudderseld

澳⼤利亚
伍伦贡⼤学�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是⼀所以教育、⼯程、科技、商学、⾃然科学为主
的综合性⼤学，其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程学领域
代表全澳顶尖⽔平。世界⼤学综合排名前2%，科研实
⼒前1%。最新的泰晤⼠⾼等院校学科排名中，⼯程与
技术位列世界91位，跻⾝世界前100强。同时，⼯程与
信息科学学院也是“澳洲⼋⼤⼯程联盟”之⼀，代表了
澳洲⼯程最⾼⽔平。在2020年QS学科排名中，伍伦贡⼤学多个领域跻⾝世界百强。伍伦贡⼤学以卓越的教育质量获
评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教学机构之⼀，在2018年全球教学卓业奖中荣获“Spotlight⼤奖”中，伍伦贡⼤学是唯⼀⼀所
连续两年⼊围著名的全球教学卓越奖的澳⼤利亚⼤学。在2019年QS世界顶尖年轻⼤学排名中位列全球第16，澳⼤
利亚第2。

美国
密苏⾥科技⼤学
Missour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是集⼟⽊、电⼦、机械、化⼯等多学科于⼀体的综
合性⼤学，办学历史悠久，科研实⼒雄厚，其毕业⽣起
薪待遇位居美国中西部⼤学第⼀。2016年被《美国新
闻》评为“全美最佳院校”和“全美最佳公⽴⼤学”。其商
学院是全球仅有5%的获得国际⾼等商业学会认证的
商学院之⼀，为学⽣提供体验式学习和培养⾼级商界
精英为导向的商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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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优越的学习资源、丰富的校园⽂化⽣活、宽⼴的社会实
践平台、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为同学们插上腾⻜国际的翅膀。学
院打造⼀批校园⽂化、创新实践和社会实践特⾊品牌活动和项
⽬，领航中外合作办学⻘年学⼦⼤学⽣涯，搭建学⽣综合素养提
升的宽⼴舞台。

My Campus Life

校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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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荣获国家实⽤新型专利3项、美国数学建模⼤
赛⼆等奖、全国“外研社杯”英语演讲⼤赛⽹络赛区国家
级奖、全国⼤学⽣⾦融精英挑战赛三等奖、省级演讲⽐
赛“优秀选⼿”、省级魅⼒讲师“优秀个⼈”等荣誉和奖
项。

近五年来，培育⼤学⽣创新创业项⽬逾30项、⼯作室3个，其中，国家级
项⽬1项、⼊驻学校创业孵化基地项⽬1项、培育出学⽣创新作品获省级奖
项1项。学⽣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获中国⻘年⽹报道21篇，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获省级⽴项4项并荣获省级优秀实践队表彰、获团中央“伙伴计
划”优秀项⽬（创益之星）、2019年“七彩假期”⽰范团队；培育出优秀志愿
公益作品获⼴东省2018年主题教育志愿公益类⼀等奖、优秀微视频作品获
“2019年多彩乡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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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黎⽂俊

班级：2015级电⽓⼯程及其⾃动化（国际班）

感谢⼴⼯⼤“2+2”国际班创造的优秀平台，让我更经济更快捷地
亲⾝感受中英两国的教育和⽂化，让我在最热⾎澎湃的四年韶华⾥博
览中外、探索寰宇。如今，我在全球前⼗的帝国理⼯，望得更远。相约
“果园”电⽓⼯程及其⾃动化（国际班），与我⼀样筑就国际梦！

我的专业我代⾔：

姓名：陈洛奇

在系统化的全英课、双语课的环境下，特别是在雅思课程的帮助
下，⾼中时期最薄弱的英语得到了很⼤提升。所以，不⽤担⼼英语基础
弱。感恩选择了电⽓⼯程及其⾃动化“2+2”国际班，让我有机会深刻感
受英国名校的⽂化熏陶与专业培养的魅⼒，让我能在世界顶尖名校帝
国理⼯深造，也让我对专业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中国的电⽹改进⽅向
有了新的理解与感悟。

我的专业我代⾔：

班级：2015级电⽓⼯程及其⾃动化（国际班）

硕⼠就读于：
Imperial�College�London（英国帝国理⼯学院）

本科就读于我校合作学校-英国⼥王⼤学

硕⼠就读于：
Imperial�College�London（英国帝国理⼯学院）

本科就读于我校合作学校-英国⼥王⼤学

On Behalf of
My  Major 

我的专业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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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智佳

班级：2015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动化（国际班）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动化（国际班）是通往梦想的桥梁，助⼒我成
为技术⼀流的⼯程师。如今，我能在全球顶尖名校伦敦⼤学学院深造，
这都得益于这个专业给予我国际化的平台。感谢我的专业，让我离我
的梦想更近⼀步。

我的专业我代⾔：

姓名：陈君铭

班级：2016级电⽓⼯程及其⾃动化（国际班）

我在这个专业获得了扎实的英语⼝语以及写作的能⼒，获得出国
⼴为涉猎的机会。专业知识不局限于传统电⽓专业所专精的强电，同
时也涉及嵌⼊式系统、通讯、半导体物理等等。感谢电⽓⼯程及其⾃动
化（国际班）给我搭建了更⾼更好的平台，让我实现了在全球顶尖名校
深造的梦想。

我的专业我代⾔：

硕⼠就读于：
University�College�London（伦敦⼤学学院）

本科就读于我校合作学校-英国⼥王⼤学

姓名：⻩同亮

班级：2016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动化（国际班）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动化（国际班）不仅为我未来研究⽣、博⼠⽣
学习提供扎实的基础，也为我以后⼯作铺⼀条更宽更好的路。我不仅可
以学到感兴趣的知识，接受⽜⼈⼤咖的思维启迪，还能吸收国外先进的
教育理念，体验多元⽂化。这不仅仅只是在学专业，更是在初识⼈⽣。

我的专业我代⾔：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动化（国际班）是⼀个可以让我们拥有⼴⼯
“王牌”专业知识以及出国深造机会的专业。现在，我能拿到⾹港中⽂
⼤学博⼠录取通知书，得益于本科四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感谢这个
专业，让我在继续深造和未来发展中更加⾃信和⾃豪！

我的专业我代⾔：

姓名：⻩东岳

班级：2015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动化（国际班）

硕⼠就读于：
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港中⽂⼤学）

本科就读于我校合作学校-英国拉夫堡⼤学

已获得⾹港中⽂⼤学博⼠研究⽣录取通知书

已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学、拉夫堡⼤学等名校研究⽣录取通知书

本科就读于我校合作学校-英国⼥王⼤学

本科就读于我校合作学校-英国⼥王⼤学

已获得英国帝国理⼯学院、爱丁堡⼤学研究⽣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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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杭

班级：2015级⼟⽊⼯程（国际班）

⼟⽊⼯程（国际班）2+2的特⾊课程让我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更开
拓了眼界。我很庆幸选择了国际班作为我⼤学的起点，相信在⼤学的
所有积累与阅历都会助我将来在⼯作中披荆斩棘。

我的专业我代⾔：

姓名：王为�

班级：2015级⼟⽊⼯程（国际班）

⼟⽊⼯程（国际班）为我开启了⼀扇⼴览世界的窗⼝，创造了更多
的成⻓机遇。专业培养让我拥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
阔的国际视野和深挚的家国情怀。感恩⼟⽊⼯程（国际班）为我提供了
强化⾃⼰的优越舞台。

我的专业我代⾔：

硕⼠就读于：
City�University�of�Hong�Kong（⾹港城市⼤学）

硕⼠就读于：
University�of�Bath（英国巴斯⼤学）

本科就读于我校合作学校-英国⼥王⼤学

本科就读于我校合作学校-英国⼥王⼤学

姓名：李东明

班级：2015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班）

回忆起在国院两年的学习⽣活，令我印象⾮常深刻。学院提供了
⾮常好的学习环境，有丰富的课程和敬业的⽼师，最重要的是，提供了
海外名校学习的宝贵机会。在国外，我得到了全⽅位的锻炼，因此，我
对⼴东⼯业⼤学国际教育学院充满感激。

我的专业我代⾔：

⼟⽊⼯程（国际班）为我提供了⼀条通往世界的渠道，去体验不⼀
样的教育环境和⽅式。国外全新的理念让我对结构设计有了不⼀样的
看法，更是让我对⼟⽊⼯程充满了热情。⼟⽊⼯程（国际班）给我提供
了⼀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平台，塑造了⼀个不⼀样的我。

我的专业我代⾔：

姓名：⻨应展

班级：2016级⼟⽊⼯程（国际班）

本科就读于我校合作学校-英国⼥王⼤学

已获伦敦⼤学学院、⾹港理⼯⼤学等名校研究⽣录取通知书

本科就读于我校合作学校-英国⼥王⼤学

获得英国曼彻斯特⼤学、布⾥斯托⼤学、
格拉斯哥⼤学研究⽣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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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伊伊

班级：2015级⼯商管理（国际班）

⼴⼯的教授们授予了我最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教会我要扎根中
国、放眼世界。国内外各具特⾊的教学让我对专业问题有更多元的⻆
度与看法。感谢⼯商管理（国际班），让我获得更多彩的⼈⽣经历，让我
能在全球顶尖名校深造，让我真正成为⼀个师夷⻓技的⼯商⼈。

我的专业我代⾔：

姓名：王泓锋

班级：2015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班）

⼴东⼯业⼤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班）为我提供了在本科阶
段接受国际化教育的平台。“2+2”的课程衔接为我出国学习节省了⼤
量的时间和⾦钱，让我能够更加放⼼地选择⾃⼰的理想⼤学，让我有
机会在世界顶尖⼤学深造。

我的专业我代⾔：

硕⼠就读于：
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澳⼤利亚国⽴⼤学）

硕⼠就读于：
University�of�Edinburgh（爱丁堡⼤学）

本科就读于我校合作学校-澳⼤利亚西澳⼤学

本科就读于我校合作学校-英国埃塞克斯⼤学

姓名：曾万佳�

班级：2016级⼯商管理（国际班）

⼯商管理（国际班）为我更⾼层次的学习与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使我对专业的热爱与⽇俱增。感谢⼯商管理（国际班）为我提供了⼀个
全⽅位锻炼的平台，让我有机会在全球顶尖名校继续深造。

我的专业我代⾔：

姓名：肖乔尹

班级：2016级动画（中外合作办学）

动画（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让我爱上了设计，让我可以成为技术精
湛、具有专业情怀的设计师。印度⻙洛尔理⼯⼤学交换学习，让我发现
全新的⾃⼰，收获了⻓⾜的进步。感谢动画（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让我
感受知识殿堂的魅⼒，找到⾃⼰喜欢的⽣活，遇⻅最好的⾃⼰。

我的专业我代⾔：

已获得⾹港理⼯⼤学研究⽣录取通知书

已获英国帝国理⼯学院、伦敦⼤学学院等名校研究⽣录取通知书

本科就读于我校合作学校-英国埃塞克斯⼤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