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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短期研学（有学分） 

学杂费：2300英镑起 

管理费：人民币 8000元起 

项目时段：Session 1：2020 年:6月中旬至 2020年 7 月上旬 

Session 2：2020 年:7月上旬至 2020年 7月下旬 

Session 3：2020 年 7 月下旬至 2020年 8月中旬 

报名截至：Session 1: 2020 年 4 月 15 日/Session 2: 2020年 5月 1日/Session 3: 2020年 5月 15 日 

培养方向：经济、金融、市场、会计、管理、法学、政治、国际关系、大数据、数学、心理学、英语 

（具体时间和价格以学校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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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夏季学期 

2020 年度夏秋招生简章 

 基本信息|Basic Information 

(一) 项目标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夏季学期 

(二) 项目名额：40人 

(三) 主办单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项目简介|Program Introduction 

为进一步加强和推动世界主要国家间的高等教育交流，培养国际化人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面向全

世界优秀学生开设暑期学分课程项目。学生可根据自身的专业兴趣选择项目进行学习，完成学业并通过

考试可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分。项目对学生开放八个专业的上百门课程，学生可以选择自身背景

专业课程或其他感兴趣的学科进行学习。在学习各领域先进知识的同时，学生也可以充分体验英伦文

化，提高英语能力，为今后成长积累宝贵经验。 

 

 院校简介|University Introduction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简称伦敦政经，是一所在政商界享誉盛名、专注于社会科学的院校，它

在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水平之高在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伦敦政经学院一直以来与牛津大

学、剑桥大学、伦敦帝国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一起并称为“英国 G5 大学集团” 

伦敦政经其优势正如它的名称所述，在于政治学及金融和商科。经济专业的含金量被普遍认为是全

英第一，其他强势专业如社会科学及管理学、政治学、会计与金融学、新闻传播学排名、社会学、经济

与计量经济学、法学，排名均位列世界前十。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友及教员之中包括了 18 名诺贝尔得奖者、42名政府或国家元首。在 2013

至 2019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LSE在社会科学及管理学领域连续七年荣登世界第二，仅次于哈佛

大学。在 2011-2016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社科领域中，LSE 居欧洲第一位。在 2016-2017的 QS 媒体

与传播学排名中，位于世界第三。在 2020年 THE全球大学排名中，LSE 位居世界 27名。 

 

 项目特色|Program Highlights 

1. 顶尖教育水平 

- 世界一流名校，英国 G5，学术水平享有世界级声誉。 

2. 选课自由灵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8%E4%BD%9B%E5%A4%A7%E5%AD%A6/2615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8%E4%BD%9B%E5%A4%A7%E5%AD%A6/26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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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商课程设置齐全。 

- 同时支持研究生和本科生入学。 

- 部分课程不受专业背景限制。 

3. 沉浸式学习体验 

- 与来自全世界各地优秀学生同坐一堂。 

- 教授学术水平极高，多为业内顶尖人士。 

 

 学习计划|Study Plan 

(一) 项目时段 

1. 课程时段 

项目选择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报名截至 

Session 1 2020年 6 月中旬 2020年 7 月上旬 2020年 4 月 15 日 

Session 2 2020年 7 月上旬 2020年 7 月下旬 2020年 5 月 1 日 

Session 3 2020年 7 月下旬 2020年 8 月中旬 2020年 5 月 15 日 

2. 往返日期 

建议学生在课程开始前 1-2 天抵达目的地，在课程结束后 1 天离开，具体时间请以宿舍入住和退

房的时间为准。 

*学期时间以 LSE 实际安排为准 

(二) 选课须知 

LSE 暑期的每门课为 54学时，通过期末考试可得 7.5 欧洲学分（等同于 3-4美国学分，约合国内

4 学分）。 

一个 session为期 4周，学习一周语言课程和三周学术课程（一门）。如选择连读两个或三个 session，

则仅需要上一次语言课程。 

达到托福 107 分（小分均不低于 25 分）或雅思 7.0（小分均不低于 7.0）的学生可免除第一周的

语言课程。 

课程难度可参考课程编号，100 级别适合大一学生，200 或 300 级别适合大二及以上年级学生。

部分 100级别课程无先修条件，学生可凭兴趣跨专业选择。 

(三) 可选学科/专业/课程 

伦敦政经暑期开设八个专业上百门课程，请咨询项目负责老师 

 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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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系以其卓越的教学和研究能力以及在解决公共政策问题方面的领导作用而享有盛誉。自 1896

年 LSE 开设会计课程以来，此系的排名一直在世界前列。在最近的 National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国家评估研究活动）中，LSE 的会计系和金融管理系一同被评为英国商务管理研究的领先

者。 

 商务与管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管理系成立于 2006-2007 学年，将学院的四个学术部门（就业关系与组织行

为，信息系统与创新，管理经济学与战略以及管理科学）合并为一个部门。  

该系的愿景是成为欧洲一流的管理系，为学生提供对全球商业环境运作的深刻见解，并在教学和研

究方面成为世界顶级。 

 经济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系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学系之一。 根据其研究和出版物，它在国际上

享有很高的声誉，并被公认为拥有欧洲领先的师资。该系的规模可确保经济学的所有主流领域在本校的

研究和教学中都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教授获得过 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十二名前工作人员或学生已

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金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金融系因其出色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在公共政策问题上的领导作用而享有盛誉。 

LSE 的金融系是全球最受好评的金融系。 

LSE 的金融系近年来发展壮大，已成为英国和欧洲最大、最受尊敬的金融系之一。它与伦敦证交

所的金融市场小组（Financial Markets Group）保持着紧密联系，该小组定期举办由知名学者和从业人

员参加的各种研讨会、会议和公共演讲。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政府，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的核心活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长期以来一直以运营西欧最大的国际关系学院而感到自豪，而其政府和社会学系则是英国规模最大，知

名度最高的教学研究机构之一。 

所有的教学人员都出版过学术著作，其中许多是其专业领域的常驻广播员和顾问。 

 法学 

自 LSE 成立以来，法律研究一直是学院的不懈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学院建立了英国领先

的法律系。 

按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传统，该系实行“研究主导”的教学。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国家和国际政策制

定，以及企业、政府和其他机构内部的决策流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该系的许多毕业生在本土和国外的法

律，政治，政府，商业，媒体和行政管理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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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专业 

暑期另外还有英语系和大数据及数学专业课程开放。 

 

 海外生活|Living Abroad 

(一) 住宿餐饮 

1. LSE 暑期提供学生宿舍，多种房型和价位可供选择，房源较为充足。 

2. 语言周住宿是与后三周分开的，因此需要搬一次家，请合理规划行李的体积和重量。 

3. 语言周的住宿价格约为 350 英镑，后三周的住宿价格 960 英镑起。 

(二) 文化体验 

1. LSE夏季学期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可供学生们自由参加。 

2. 伦敦政经学院就坐落于伦敦市中心的法律中心 Holborn，位于国会大厦旁，介于西区与金融城

之间，大英图书馆、伦敦大学议会图书馆近在咫尺，距离该学院不到一英里就是主要的政府、福利、法

律、金融和传媒中心所在地。 

3. 伦敦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大都市之一，其著名景点有泰晤士河、伦敦塔桥、威斯敏斯特宫、伦

敦眼、白金汉宫等。伦敦的博物馆及美术馆数不胜数，最为值得参观的有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维

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泰特美术馆等。 

(三) 交通出行 

机场：伦敦的航空运输十分发达，有希斯罗机场和盖特威克机场该两个机场。希斯罗机场位于伦敦

西郊，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 

地铁：1863 年 1 月 10 日，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路——伦敦地下铁道开始通车。如今的伦敦有十

二条地铁线路，其中十一条经过市中心所在的一区（zone 1），出行十分便利。 

巴士：伦敦有 700条以上的公交线路，大多为双层巴士。 

 

 留学服务|Student Services 

为使学生拥有安全舒适的海外生活，主办方为项目参与者提供如下服务： 

1. 选课指导：为学生解答课程设置、学分设置、学时安排等问题，并根据学生意愿匹配相关课程； 

2. 面试指导：申请过程中个别学生需要通过面试来获得进一步录取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主办方

会根据需求安排面试指导，并为提供个性化面试方案； 

3. 申请材料审核：为学生准备申请材料模板，并对于已经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查，

确保递交的申请材料符合要求，避免因材料不合格而耽误申请； 

4. 项目申请递送：熟悉并精通申请流程的指导老师为学生递交审核通过的资料，并及时跟踪材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8%AA%E7%A9%BA%E8%BF%90%E8%BE%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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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进度，申请中出现的新情况，并及时完成申请流程，确保合格学生的申请得到最大程度的完整审

查； 

5. 优先材料审核：主办方与众多名校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递送的申请材料一般会以最快的进程

审核。部分项目可以在开放申请日之前申请，为学生提供大量便利； 

6. 行前事宜协助完成：学生账户设立使用指导，学费缴费指导，指导学校目的地学习生存指导和

旅行信息； 

7. 住宿申请办理：在大学提供学校官方住宿的情况下指导学生完成宿舍申请并确定抵达日期，如

遇特殊情况需要提前或延后抵达，主办方将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帮助，让学生顺利抵达入住保障安全； 

8. 签证申办：本项目需办理英国短期学习签证，主办方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安排合理的签证流

程，长期以来签证通过率为 100%； 

9. 机票预订：根据项目和学生实际情况建议或者协助预订抵达航班，保证开学顺利； 

10. 境外汇款：项目参加者需要支付包括学费、杂费、住宿费等各种需要支付给大学的费用，主办

方会建议最合理的付款方式确保学生不耽误课程顺利进行； 

11. 境外保险办理：在海外学习过程中一般需要办理的保险为大学强制性保险和额外保险，主办方

会根据不同学校的不同要求建议学生购买最有效的保险形式； 

12. 境外支持：紧急情况下可以指派现地人员负责对应学生的特殊请求。 

 

 项目费用|Program Fee 

(一) 项目学杂费  

语言周 690 英镑 

一学期 2300英镑；两学期 3990英镑；三学期 4650 英镑 

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收取，包含课程费、校园服务费。 

(二) 项目管理费 

一学期：人民币 8000元 

两学期：人民币 10000 元 

三学期：人民币 12000 元 

由主办方收取，包含课程咨询、项目申请、材料邮寄、签证服务、海外保险、行前指导、现地服

务等费用。 

(三) 项目费【不含】 

教材费、住宿费、签证费、餐饮费、国际往返机票、接机费、个人生活费、购物消费 

(四) 补充说明 

学杂费实际金额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具的账单为准，由主办方代为收取和支付。 

如需预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配套宿舍，住宿费由主办方代为收取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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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条件|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1. 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 

2. 有优秀的学术能力，建议 GPA不低于 3.0/4.0 

3. 大学英语四六级 473 分以上，也可提交托福或雅思成绩 

4. 托福 107分（小分均不低于 25 分）或雅思 7.0（小分均不低于 7.0）可免除第一周的语言课

程。 

 

 申请材料|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1. 英文版成绩单扫描件 

2. 语言成绩单扫描件，如使用四六级成绩需提交翻译件（报名后由主办方提供模板） 

3. 护照扫描件 

 

 申请流程|Application Process 

1. 填写报名表链接 

2. 主办方将确认报名信息并对报名学生进行筛选，筛选包括但不限于面试或笔试等形式 

3. 缴纳项目费，并与主办方签订项目协议 

4. 主办方将为学生申请项目，并在学生获得录取后协助学生准备签证材料，并指导学生面签 

5. 行前指导 

6. 出发 

 

 报名方式|Sign Up 

 咨询地址：华中科技大学友谊公寓 副楼    

 咨询电话：027- 87557397/87557396 冷老师 于老师   

 咨询 QQ 群：225491193（已满）； 612349096（2 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