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18学年交换项目日程表
2月28日（周二） 3月1日（周三）

3月2日（周四）

下午15：00

院级项目

日语项目

交换项目

选拔

面试安排

3月3日（周五）

日语项目面试

3月6日（周一）
校级项目面试
安排

报名截止
根据国际化管理系统

（http://isys.sufe.
edu.cn）-首页左侧-交换
项目报名通知的要求，完

成希望申请的项目的相关

报名手续如下：
1. 完善&审核个人信息
登录国际化管理系统完善

个人基本信息并提交学院

（辅导员）审核
2. 申请人承诺书

日语项目面试简介

由相关学
院组织院级

项目的选拔，

报名情况

另行通知

采取小组面试的形式，校

排（时间、地点、流

专家评审组将参照学生个

程、注意事项等）

话题进行现场提问及交

下午17：00前

流，最终依据其日语及沟

公布日语项目面试安 通能力、综合素质(含：应
排（时间、地点、流

是

程、注意事项等）

变、礼仪、举止等）等方
面对每位小组成员进行综

合考察及评分

在国际化管理系统“个人

信息”-“附件信息”界面

报名院级项目

公布校级项目面试安

人简历、或围绕相关指定

选拔方式及入选规程

等将由学院根据

下午17：00前

关于校级项目面试安排

的通知将通过上财国际

处网站

（http://ieco.sufe.edu.
cn）、公众微信号
（SUFEsac)、上财企业
号、上财门户“通知公

关于日语项目面试安排

1. 已入选院级项目的同

的通知将通过上财国际

告”等线上信息平台同

学，如放弃已获得的院

处网站

步公告，请届时留意并

级项目入选资格，则今

（http://ieco.sufe.ed

准时参加面试。

后将不再具备申请本校

u.cn）、公众微信号

组织的其它海外学习项

（SUFEsac)、上财企

目的资格

业号、上财门户“通知

2. 院级项目选拔中未获

公告“等线上信息平台

入选资格的同学，仍具

通过国际化管理系统点选

同步公告，请届时留意

备参选本批次其它类交

申请对应项目，如希望申

并准时参加面试。

换项目（如：校级项

候选人总成绩的分数构

目）的资格

成比例为：GPA*30%

上传《申请人承诺书》
3.【报名校级/日语项目】
在线提交《2017-2018学
年交换项目面试报名表：
https://www.sojump.hk/

的同学届时或将根
据学院要求提交其它项

个人资质材料，请留

意学院通知并
按要求准备

jq/11783356.aspx

4. 【报名院级项目】

是

请的项目对于外语水平有

学院确认入选名单

保在报名截止前通过系统

后流转至国际处（

3月3日17：00

港澳台办）统一

前公示院级项目

息”界面上传合格有效外

语水平证明

公示

公示日语项目候
选人综合排名

综合排名所参照

+面试成绩*70%

要求（托福/雅思），请确

“个人信息”-“成绩信

3月6日17：00前

入选结果

2017-2018学年交换项目日程表
3月7日（周二）

3月8日（周三）

校级项目面试

校级项目面试

3月9日（周四）

校级项目面试

3月10日（周五） 3月11日（周六）

日语项目择校

校级项目候选
人排名公示

面试时间：每天上午8：20-10：40； 下午14：00-16：10
校级项目面试简介
1. 面试准备
请根据届时所发布面试通知中对于所在组别的时间安排，提前安排好个人

根据日语
项目候选人综

合排名，由高到低
依次向候选人征询日语

时间，至少提前5分钟抵达面试地点候场，请随身携带个人有效证件（登载

项目的院校志愿--

有本人照片的身份证或学生证（卡）。

有关择校的具体安排

2. 面试现场

及流程请留意

届时通知

• 面试采取小组面试的形式，每5-8名学生为一组，每组实际现场参与的时
长视小组整体进度，持续约20-30分钟（含：面试准备时间）。
• 每组成员就所抽取的话题（Topic Card）进行发言，每位同学发言时需先
在1-2分钟内，用英语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超时将被扣分）。接下来将

围绕话题进行拓展交流，小组成员可自由发言。

择校请慎重

• 面试所涉及的话题包括但不限于：时事要闻、时政民生、财经热点、校
园生活、多元文化、海外学习动机与规划等。

1. 已入选日语项目的同

• 面试时校专家评审组将根据英语沟通及思辨能力、以及综合素质（含：

学，如放弃已获得的日

应变、礼仪、举止等）等相关方面对每位小组成员进行综合考察及评分。

语项目入选资格，则今

3.更多详情及后续通知
有关面试须知及相关注意事项的更多信息，请留意届时校级面试安排公布

时的通知（通知发布：上财国际处网站（http://ieco.sufe.edu.cn）、公
众微信号SUFEsac、上财企业号、上财门户“通知公告'等线上信息平台同

步推送）。

后将不再具备申请本校

组织的其它海外学习项

目资格
2.如在择校现场心仪项
目已被排名较高的同学
选完，该候选人可不选

（待定），待定候选人
仍具备参选本批次其它
类交换项目资格

中午12：00前
公示校级项目候
选人综合排名

综合排名所参照
候选人总成绩的分数构

成比例为：GPA*30%
+面试成绩*70%

2017-2018学年交换项目日程表
3月14日（周二）
下午12：30

下午15：00

校级项目择校

校级项目择校

（CSC 项目）

（非CSC 项目）

3月15日（周三）

后续选派手续办理
3月3日（周五）
项目入选名单确认后，以入选院校为小

交换项目结余

组，分批组织同学准备及向外方提交申请。

名额补选

1. 择校前准备

海外院校申请进度较为紧凑， 请自行提前

1

准备好有效护照等材料。

• 前来择校前，请再次登录国际化管理系统确认：

根据交换项目（含：院级、

小组成员注意互通信息，根据外方要求协调好

• 已通过国际化管理系统完善个人信息，并已通过

日语、校级CSC/非CSC）

申请时间，并注意每日定时查收个人Email

学院（辅导员）审核；

前期报名及入选情况，尚有

入选CSC项目的同学，可在获得外方录取资
格后，经我校推荐向国家留基委申请资助

面已上传《申请人承诺书》

前已入选同学放弃资格而导

（学校统一组织）。如获批将由国家留学基

• 现场择校需身份验证及签到，请带好登载有本人

致结余的情况）通过国际化

金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规定期间奖学金

照片的有效证件（身份证或学生证（卡）等）

管理系统发布补选通知，面

• 如希望选择的项目对于外语水平有要求，请随身

向全校公开征集志愿；

2
合相关项目要求的在校生

• 前来择校前，请确保已达到希望选择院校相关申

（开放年级、专业、在校成
请要求（开放年级及专业、在校成绩、外语水平、 绩、外语水平、护照等）均
护照等），未达到对应要求者不能选择相关院校。 可在补选开放时间段内根据
• 【关于外语水平证明】如希望选择对于外语水平

补选通知要求在国际化管理

有要求的院校，请确保在现场择校前，已通过国际

系统进行申请

化管理系统“个人信息”-“成绩信息”界面上传

合格有效的外语成绩（通常为雅思或托福）证明，
另请务必随身携带一份外语水平成绩证明的复印件

至择校现场。如选择的院校属于CSC资助项目，还
需确认所提交外语水平已达CSC要求（雅思学术类

6.5或托福iBT95，财大第一专业为英语的同学可豁
免此项--但如希望选择院校对于外语成绩有要求，

仍需对应达标）
3. 择校规程
• 现场进行（择校地点另行通知），根据校级项目
候选人的综合排名由高到低依次向候选人征询院校

3
有关补选阶段的候选人入

可不选（待定），待定候选人仍具备参选本批次其

它类交换项目（如：CSC项目待定的候选人可参选
后续的非CSC项目择校、交换项目结余名额征询；

非CSC项目待定的候选人可参选后续的结余名额征
询）、或后续再行报名申请其它类海外学习项目。
• 【择校请慎重！】获得项目入选资格后，如放弃
已获资格，则今后不再具备申请其它海外学习项目

的资格

字：“国家公派留学资助标准”。

成员、且符合FIMP资助申请基本条件的同
学，根据届时发布的相关资助申请通知（预

计4月底前），至国际化管理系统完成资助

申请的相关手续，入选学生每人可获5000
美元的海外学习费用资助，更多项目详情请

参阅国际处网页：
http://ieco.sufe.edu.cn/76/5b/c1378a3

0299/page.htm

选规程等详情将在上财国

行前教育暨海外学习重要事项说明会（预计

际处网站

三月底前举办，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http://ieco.sufe.edu.cn、

教务相关：辅修专业登记、校内教学计划调

公众微信号(SUFEsac)、上

整、海外学习计划确认、缓考流转等手续

财企业号、国际化管理系

海外学习保证金：分批至中行五角场支行办

统等线上信息平台届时发

理一万元的保证金冻结

布的补选通知中说明，请

海外学习保险：根据海外院校要求及签证要

届时留意通知。

求选购保险
海外学习约定书：以小组为单位签约，确认

志愿
• 若心仪项目已被较高排名的同学选完，该候选人

生活费，资助标准及方式等可上网查询关键

所入选海外院校列属于FIMP项目指定院校

专项资助

2. 关于参选资质

全球大学国际交流项目（FIMP）

携带一份外语水平成绩证明复印件至择校现场

CSC
资助申请

• 在国际化管理系统“个人信息”-“附件信息”界 结余名额的项目（含：因之

结余名额征询志愿阶段，
经批准获得入选资格后，
如放弃已获资格，则不再

具备申请其它海外学习项

目的资格（含：一流大学
项目、交换项目、南安普

顿项目等)。在系统中点选
“申请”时请慎重！！！

海外学习计划、学分要求、及相关选派细节
办理签证（签注）：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行

准备并提交签证（签注）材料

【注】赴台交换生的报批及办证手续将另由
港澳台办协助办理，届时在选派后期统一通
知，请以小组为单位注意按要求及时准备材

料及完成要求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