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中美高中双文凭班

■学生毕业所获文凭类型

该课程班学生只要通过中国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并修满24个美国高中核心课

程学分 （其中中国普通高中课程占15个

学分），便可获得石室中学高中文凭和美

国瓦萨齐高中文凭。

■招生对象

2014年初三应届毕业生，有出国留学

意愿并有一定经济能力。

2014年计划招生3个班， 实行小班教

学（2014年首设1个精英班）。

■课程内容及安排

石室中学高中课程：

语文、数学、英语、

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信息技

术、通用技术、体育与健康、艺术等

美国高中课程

+AP

课程

：ESL英语、

微积分基础、 化学基础、AP微积分、AP化

学、AP经济学、英语及写作、世界课题研

究、美式高中学习技巧、电脑知识入门、

商科入门、音乐入门、美式文化及礼仪、

公共演讲等

留学考试培训课程

：托福考试培训、

SAT考试培训

大学预备课程（选修）

：大学写作、社

会学、心理学、大学论文研究、四年大学

计划、职业规划

综合素质课程

：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

社区服务、学习研讨会、专题研讨会、学生社

团（辩论、话剧、记者、国际象棋、数学、体育、

艺术、文学等）、国际游学（选修）

■课程优势

中美高中双文凭班引用原版的美式

高中特色课程，同时加修被全球5000多所

大学承认并可获得美国大学学分减免的

AP课程（大学先修课程）、托福、SAT等

留学考试培训强化课程， 以及美国大学

预备课程、综合素质课程，帮助学生在高

中最后两年大幅提高英语听说读写水平

和实际应用能力。课程设置强调以学生为

中心，通过中美高中课程融合，在保证学

生以优异成绩完成中国基础课程的前提

下，增强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丰富学

生美国文化理解，并通过美式特色课堂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辩证思维能力、

创新能力、领导力、沟通能力、公共演讲能

力及国际文化理解力。同时，辅以全国托

福、SAT考试培训名师，帮助学生达到海外

名校录取所要求的托福、SAT成绩。

■课程收费

8万人民币/学年

■师资配置

由石室中学在职优秀教师担任班主

任并负责中方高中课程教学；由美籍心理

学博士、资深外教、托福/SAT培训专家负

责美方高中课程（包括AP课程）、美国大

学预备课程、留学出国考试课程的管理以

及教学。

外教5人。James� Wong： 美籍心理学

博士， 任美方学术校长；Michael� Lee：美

籍企业管理MBA，任AP课程讲师，经济、

管理学和学习策略课程教授；Jonathan�

Woodward：美籍生化博士，14项美国专利

发明者，曾担任著名田纳西州高中足球教

练 ， 现 任 AP 课 程 讲 师 ；Benjamin�

Granville： 英 籍 ESL 专 家 ；Daniel� Ford�

Thornton-Weyrauch： 美籍ESL及社会人

文科专家。

■招生要求

中考前参加本校自主招生考试，成绩

合格者优先预录取； 中考成绩公布后，凭

中考成绩择优录取。中考成绩优异者可获

奖学金机会。

自主招生考试时间：4月13日（周日）

及4月27日（周日）上午9:30~12:00。

考试科目：英语、数学、英语面试

·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

报名

电话

028-61399476� 81132857� 18081055713

项目名称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中美高中双

文凭班

■学生毕业所获文凭类型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文凭+美国高

中Meridian� School文凭

■招生对象

2014年初三应届毕业生，有出国留

学意愿并有一定经济能力。

2014年计划招生2个班， 实行小班

教学。

■课程内容及安排

本课程依据教育部 “高中课程标

准（实验稿）”，以七中实验学校高中

课程为基础， 同时引进美国高中必修

课程。课程由四个部分构成，一是七中

实验高中课程：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等；二

是美国高中必修课程：美国高中英语、

美国文学、世界文学、健康技能、数学、

自然科学、心理学等；三是语言课程：

基础英语、学术英语、托福考试培训；

四是综合素质课程：社会实践、学习和

职业规划、领导才能、项目研究、假期

游学（选修）。

■课程优势

坚持自主办学个性化管理。 学生

入校就会按照美国最新的学生测试标

准梳理每位同学的爱好、性格，并根据

测试结果为学生量身制订不同的教育

方法与模式。 建立与美国高中相似的

家长学生共同访谈会议制，使学生、家

长、学校处于同一沟通平台上，从而最

大限度地发现并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

或生活中的细小问题。 学生每年都有

机会参加海内外各种类型的研讨和进

修活动，不断交流经验、探求新知。七

中实验学校与美国Meridian� School互

认学分，美籍教师、美方高中校长可以

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写亲笔推荐信，

再加上强大的外籍师资与培训团队缔

造托福高分， 为申请美国名校打下坚

实的基础。特别设置的大学预备课程，

旨在让学生参加教师指导下的美加大

学调查、个人特长及潜力发展等活动，

学生在活动中逐渐形成适合自身要求

的学习规划、职业规划和个人陈述。

■课程收费

第一年：7.8万人民币

第二年：8.9万人民币

第三年：7.8万人民币

■师资配置

由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在职优秀教

师担任班主任并负责中方高中课程

教学；由资深外教、托福培训专家负

责美方高中必修课程、语言课程的管

理以及教学。其中，英语科目执教老

师均具有TEFL或TESOL （对外英语

教师资格证）等专业证书，还有不少

老师是担任或曾担任权威英语水平

测试的考官。

■招生要求

中考前参加本校自主招生考试，成

绩合格者优先预录取； 中考成绩公布

后，考生可凭中考成绩到成都七中实验

学校招生咨询处（学校大门右侧），参

加本校国际课程班现场英语测试，择优

录取。

自主招生考试时间：

4月13日（周日）和4月27日（周

日）14:30~17:00

� � � �考试科目：英语、数学、英语面试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

报名

电话

028-82784816� 18030851249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是百年名校成都七中教育

集团的成员之一，学校国际课程班为了给学生拓展

更广阔的国际化升学出口，让同学们获得更广阔的

国际视野，与美国实体高中

Meridian School

合

作，开设经市教育局批准的中外联合办学项目———

中美高中双文凭班。

项目

简介

项目名称 国际课程美国班

■学生毕业所获文凭类型

四川省高中毕业证+美国大学先

修课程（AP）

■招生对象

优秀初三应届毕业生、 高一在读

学生

■课程内容及安排

基础课程

：国内高中文化课+英语

文学+美国历史

标准化考试课程

：托福+SAT课程

选修课程：

AP课程+课外实践课程

（企业实习、烹饪课程、社交礼仪、高尔

夫、攀岩等）

■课程优势

国际课程班教学管理团队深入研

究美国高中及国内高中教育体系和升

学规划，将美国大学录取要求、美国高

中教学体系和国内高中教学要求相结

合， 并根据学生在美国留学规划的时

间节点合理安排配置课程， 以达到学

生最优化录取结果。

■课程收费

高一学年：8万人民币

高二、高三学年：10万人民币/学年

■师资配置

国际课程班聘请成都标准化考试

培训名师陈黎为教学负责人， 并聚集

了一批拥有十余年国际部教学经验和

美国名校留学经历的归国优秀教师。

国际课程班有多名专职外教， 他们都

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卫斯理安大

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等名校，都

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工作经验。每个

班还配备了经验丰富的班主任，全面监

督学生的学习生活。

■学生成绩展示

石室天府中学国际课程班开办仅

有短短三年时间，但已有众多学生被美

国前50强名校录取， 包括： 耶鲁大学1

人、牛津大学1人、哥伦比亚大学1人、斯

坦福大学1人、杜克大学1人、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6人、南加州大学5人、罗彻

斯特大学4人、 里奇蒙德大学6人等，取

得了骄人的办学成绩。

■招生要求

2014年招生计划：初升高三年制项

目

招生对象：有明确出国意向的应届

优秀初中毕业生

招生人数：两个班共50人

录取标准：

参加了成外、实外、实外西区、七

中嘉祥直升考试，分数上了直升线的

学生，可免笔试，但仍需参加面试考

核。若考核通过，则直接录取。非成

外、实外、实外西区、七中嘉祥直升资

格学生，需参加笔试及面试，成绩合

格者，先发放预录取通知，待中考成

绩出来后 （分数不得低于重点线），

再发放正式录取通知。若中考成绩高

于重点线20分以上（含20分，仅限于

成都市中考，其他地区的中考成绩视

具体情况而定）， 英语单科成绩不低

于130分，则可免笔试，但仍需参加面

试考核。

自主招生考试时间：

4月13日、4月26日、5月25日、6月

22日

·成都石室天府中学·

报名

电话

028-65957488

成都石室天府中学国际课程班成立于

2011

年 ，

由加成出国梦工厂教育与石室天府中学强强联手合

力打造。

2012

年首届

32

名毕业生不仅获得美国名校

录取， 并且接近

80%

获得美国排名前

50

的名校录取；

2013

年第二届毕业生再创佳绩，

20%

获得美国排名前

30

的名校录取；

2014

年第三届毕业生创中国西南地

区历史最好纪录，不仅获得美国名校录取，世界一流

名校纷纷向国际课程班学子抛来了橄榄枝，这些名校

包括：牛津、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芝加哥、杜克、西

北、康奈尔、弗吉尼亚、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等等。

其中，李思缈同学更被

13

所世界名校抢录。

项目

简介

项目名称 七中万达国际部

■学生毕业所获文凭类型

中国成都七中万达学校高中文凭+�美

国友好合作学校高中文凭

■招生对象

优秀初三毕业生，高一、高二在读生

■课程目标

七中万达国际部致力于培养以世界名

校为求学目标， 具备国际化学术能力和文

化素养的国际精英人才。

■课程内容及安排

学校课程由美国AP课程、 国际高中课

程、中国高中基础课程、出国考试培训课程

和精英素质培训课程五大板块组成。

AP

课程：

七中万达国际部获美国大学

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授权，是全球

认可的AP课程教学中心。

美国高中国际课程：

根据美国高中课

程要求，采用国际教材和评估体系，开设科

学、数学、艺术类课程，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强化学生英语思维和批判创新能力。

中国高中基础课程：

七中万达学校高

中名师讲授，强化学生学术基础。

出国考试培训课程：

依托美中国际有

18年经验的专业培训团队和成熟教学体

系，全面提升学生听说读写综合水平。

国际精英素质培训课程：

以培养学生

的学术能力、领导素质、多元文化、社会责

任和艺体素养为出发点， 让学生成为与世

界接轨的国际人才。

■课程优势

学术课程优势

：AP课程受美国大学理

事会权威认证；美国教学专家授课，还原纯

正美式课堂。

活动体系优势：

提供国际领导力活动、

国际志愿服务活动等。

升学通道优势：

合作院校囊括美国常

春藤名校、美国十大名校联盟，同时提供中

美友好城市奖学金等资源。

■课程收费

80000人民币/学年

■师资配置

国际师资

外籍名师代表：

Mark� Kurban： 美国南加州大学毕业，

担任学校AP课程教研组长，教授AP物理。

Jeffery� Mcneil： 美国东肯塔基大学毕

业，担任学校AP历史教学。

英语能力培训师资代表：

唐宁宁（Tang）：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硕士毕业，美中国际培训中心总监。

秦浩松（Henry）：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毕业，美中国际培训中心托福主管。

龚廷宇（Terry）：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

毕业，美中国际培训中心SAT主管。

常春藤导师代表

：

Clark：哈佛学子导师，美中国际精英计

划项目主管。

Corey：麻省理工大学，了解成为一名优

秀申请者的必要因素。

Andrew：耶鲁大学，顶尖名校文书指导专家。

Melinda：哈佛大学，对亚洲学生非常了

解，是国际学生的理想导师。

Rena：普林斯顿大学，知道如何帮助学

生脱颖而出。

■学生成绩展示

国际部学生托福最高118分，SAT最高

2350分。历届学生被美国常春藤名校和美国

排名前50名校录取：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哥

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波莫纳学院、斯坦

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圣路

易斯、康奈尔大学、乔治城大学、埃默里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大学、卡耐基

梅隆大学、维克森林大学等。

■招生要求

（1）具备良好的英语基础和家庭经济

基础；（2） 中考成绩达到普高线或重点线；

或通过七中万达学校国际部自主招生。

■考试要求

笔试（数学、英文）+面试（中教、外教）

自主招生考试时间和宣讲会时间：

4月19日、5月17日、6月15日、6月21日、7

月5日

报名

电话

028-62019582� 66706568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七中万达国际部是由成都七中领办，成都七中万达学校和中国

十大国际教育品牌之一的美中国际教育集团强强联合、共同开办的

中国一流国际教育中心。

七中万达国际部秉承七中国内重点高中优质基础教育传统，重

视学生行为规范管理和德育培养，汇集中外优质教育教学资源，为中

国学生提供通向世界名校的平台。

项目

简介

中美高中双文凭班由千年名校成都石室中学与美国百年

名校瓦萨齐高中联合举办。 成都石室中学具有

12

年国际课程

办学及管理经验，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瓦萨齐高中是美国犹

他州顶级私立学校，美国常春藤大学联盟生源基地之一。融东

西方教育之精华、中美强强联手，是该课程班的主要特色。

项目

简介

中

学

国

际

课

程

班

完

全

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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