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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简章



项目简介

项目批文号：浙教外[1996(205号）］批准书编号：PDE33CA4N199601090 

宁波大学中加合作办学项目于1996年经浙江省教育厅批准，由宁波大学与

加拿大汉伯公立学院（Humb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Advanced

Learning）合作举办，是国内历史最悠久且办学最规范的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之一，也是目前浙江省唯一合法的计划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赴加签证

通过率连续20余年达100%，毕业文凭获国家教育部认证。

项目举办24年以来，共培养了2500余名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应用型专

门人才，被教育部誉为“国内同类合作项目的成功典范”。办学期间，时

任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接见了本项目师生代表，加拿大驻沪总领事葛淑珊

女士专程来访，对本项目为中加教育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肯

定。

2016年10月，两校隆重举行中加合作办学项目成立二十周年庆典。



前三年开设专业: 国际商务管理
前两年在宁波大学：
共四个学期, 每学期共修28个左右学分
主要课程:

    英语类课程: 听说读写 

    商务类课程: 市场营销、 商法、 组织行为学 等

    数学类课程: 微积分

    其他基础课程: 计算机应用 等

第三年在汉伯公立学院：
共两个学期, 每学期共计6门左右课程
主要课程:

    财务类课程:

        财务会计与分析、货币银行与财务 等

    管理类课程:

        战略管理、市场调查、国际市场营销 等

    创业类课程: 创业学 等

第四年可选择的本科专业：

有近三十个专业可供选择，例如：
    国际商务 (湖首大学)、
    会计学 (汉伯公立学院)、

    创业学 (主教大学)、

    商业与社会学 (约克大学)、

    工商管理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等



帝 培养模式

采用2+1+X模式，即前两年在宁波大学本部学习，第三年

赴加拿大汉伯公立学院学习（完成学业后取得汉伯公立学

院高级大专文凭），第四年可在加拿大或美国的高校（包

括并不限于）：汉伯公立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

校、加拿大约克大学、瑞尔森大学、主教大学、湖首大

学、皇家路大学、诺斯伍德大学、达文波特大学、森坦那

瑞大学等进行本科阶段学习，所颁发的本科文凭等同于国

内大学本科文凭。

口

戾 国外学费

第三年加拿大汉伯公立学院留学费用：15-20万元人民币，包括
汉伯公立学院学费和基本生活费（以平均消费水平计）。

加拿大大学留学费用：15-20万元人民币／年；

美国大学留学费用：25-30万元人民币／年。



班级类型
—————
培优班：

适合需要夯实英语基础的学生，由中外教师共同执教，帮助学生由中文授课逐步过渡到双语及全英文授课，从而稳固掌握专业课知识。         

学费：4.5万元人民币/学年。

精英班：适合具备一定英语功底的学生，由中外教师共同执教，专业课采用全英文及双语教学，小班化教学。学费：4.8万元人民币/学年。



报名信息

—————

录取对象：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学生

录取人数：培优班60人，精英班40人

报名材料：身份证、毕业证书和高考成绩单（如有）复印件各1份，

   一寸免冠照1张

注：提前录取者，后补材料。高考成绩供录取参考。

报名时间： 即日起-2020年8月31日

面试时间：第一次4月19日；第二次6月28日。

报名地点：宁波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本部包玉书科学楼10号楼325室）

咨询电话： 0574-87609672      0574-87609676

项目网址： http://liuxue.nbu.edu.cn



入学测试
—————

本项目实行自主招
生，由宁波大学国际
交流学院负责入学
测试，测试由英语
口语测试和综合素
质面试两部分组成

学院将根据英语口语
测试和综合素质面试
结果，结合考生的高
考分数择优录取。

注：其中，精英班的
入学要求是英语单科
分数不低于90分（如
单科总分150分）。



项目奖学金

宁大期间：

第1-3学期：每学期最高10000元奖学金；

第4学期：    最高20000元和5000加币的留学奖学金。

汉伯期间：

第2学期：    2500加币的升本科奖学金

（2019年度获奖学生：刘洁、彭朗）



项目学生反馈

2009级孙广路
通过在汉伯学院顺利的衔接， 我进入美国库克大学就读本科，
随后拿到澳洲堪培拉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文凭， 现任浙商银行杭
州分行风险经理。 中加项目的模式使我拥有了多国别、 多校园
的生活体验， 让我的人生更加精彩。

2009级程鹏飞
汉伯学院毕业后， 我前往美国完成了本科学习， 现在我留在了
美国工作和生活。 中加合作项目给予了我在学业和事业两方面
的成功， 我想对你们说： 永不妥协， 永不放弃！

2010级徐庭
汉伯学院毕业后， 我进入到约克大学就读本科。 现在我已经回
到了国内， 在厦门大学进行金融在职学习。 想对所有学弟学妹
说一句： 世界那么大， 趁着年轻， 多出去看看！

2010级戴柯栋
美丽的风光、 充实的学习、 结伴的异国好友……我深深想念在

汉伯学院学习的时光， 后来我在美国达文波特大学完成了本科
和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习， 我如此骄傲地说： 我曾在汉伯学习
过！

2010级王宇海
汉伯学院毕业后， 我进入美国森坦那瑞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硕连
读， 现在宁波杭州湾新区商务局工作。 读书时， 我结识了志同道
合的朋友一起潜心学习，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就要全力以赴。

2011级 黄玉章
汉伯学院的老师和教授们非常友善， 教会了我们一切在加拿大生
活需要知道的事情， 所有同学都迅速适应了国外的学习和生活。
约克大学学成归国后， 我感到自己比同龄人有着更广阔的视野。

2014级 劳逸德
2017届汉伯学院毕业典礼上， 我荣幸地被选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
表演讲。 第四年的本科学校选择阶段， 我们中有的同学去美国，
有的去加拿大其他大学， 我选择继续在汉伯学院完成本科学习。

2017级 刘洁

中西结合的教学环境大大拓展了我的思维空间。 在老师的鼓励

下， 我学习参加课堂演讲、 尝试着融入团队合作完成小组作业，
逐渐向西方的学习方式过渡着， 这一切都令我充满斗志！



学子风采

1996级毛奇耀， 千1999年完成加拿大汉伯公

立学院学业， 随后回国自主创业， 成立宁波八

方建设集团， 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荣获首届

浙江省
“

十佳新生代企业家 ”

， 宁波市第七届

优秀创业企业家。

1998级楼军龙， 千2003年获加拿大约克大学

会计与投资学士学位， 现任宁波量化硅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5年第六批宁波

市"3315计划 ” 创业人才。

2000级顾大群， 千2006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

学完成本科学业， 投资创办沙滩车装配厂， 之

后担任中大景华栠团总经理。

2000级贺少杰， 千2009年获浙江工业大学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任宁波海伯精工机械制造

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助理， 后创办海伯有质生

活体验馆。 曾被评为"2013年度中国最具价值

经理人
” 

、 宁波市北仑区海创会会长。

2002级喻融， 千2012年获加拿大魁北克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上海新加坡华侨银行

副总裁。

2005级高伟宇， 千2010年获加拿大康考迪亚

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后， 于2015年在加拿大康

考迪亚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学位。



部分合作院校

加拿大汉伯公立学院
位于多伦多市

http://www.humber.ca

加拿大约克大学
位于多伦多市         

http://www.yorku.ca

加拿大瑞尔森大学
位于多伦多市

http://www.ryerson.ca

加拿大主教大学
位于魁北克省

http://www.ubishops.ca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位于纽约州

 http://www.buffalo.edu

 加拿大湖首大学
位于安大略省

http://www.lakeheadu.ca            

  加拿大皇家路大学
  位于英属哥伦比亚省   

http://www.royalroads.ca             

美国诺斯伍德大学
位于密歇根州

http://www.northwood.edu

美国达文波特大学
位于密歇根州

http://www.davenport.edu         

美国森坦那瑞大学
位于新泽西州

http://www.centenaryuniversity.edu



加拿大汉伯公立学院

宁波大学

联系我们
___________

报名地点：  宁波大学包玉书科学楼10号楼国际交流学院325室
    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818号

咨询电话： 0574-87609672      0574-87609676
学院网址：  http://icnbu.nbu.edu.cn

项目网址：  http://liuxue.nbu.edu.cn

项目广告编号：01800019010001

学院公众号
icnbu1996

咨询QQ群
579511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