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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七中国际部
中美国际高中课程

■学生毕业所获得文凭类型
中美高中双文凭

■招生对象
品学兼优的应届初三毕业生

■课程内容及安排
以国内高中基础教育为本，优化

结合美国高中核心课程，构建符合新
课改要求和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的创
新课程体系。
语言艺术：包括中文、英语、美国

文学和文学基础课程
社会学：政治、历史、地理、美国

政体、经济学和市场营销课程
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信息技术、商务数学和微积分课程
艺术体育：音乐、美术和体育与

健康课程
学习技能：学术技巧、note-tak-

ing、论文写作、项目报告和研究方法论
素质拓展：StandOut 全球大课

堂、海外文化课程、社区服务、社团活
动、校本活动（50多门）和企业实习
考培：托福和赛达（SAT）

■课程优势
最大的优势在于率先进行中美高

中教育优化结合的实践和创新。课程
将西方教育注重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
优势与中国严谨治学的优秀传统相结
合，多元化培养、造就既具有扎实的中
国基础教育功底又具有国际化素质的
新型人才。学生由成都七中统一进行
日常管理，同时又突出课程国际化的
特色，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

■课程收费
三年学费总计30万人民币左

右，包括中美国际高中课程三年学
费、海外大学申请、签证等服务费用
（不含住宿费、校服费、生活费、第三
方费用：如TOEFL、SAT考试费）

■师资配置
中美国际高中课程跟海外大学

接轨，小班教学并严格控制师生比
（最高不超过1：4）其中外籍专家14
人，中籍老师44人。国内高中课程由
七中高中具有丰富经验的教师授
课，七中理科实验班师资将全程执
教国际高中实验班。美国高中核心
课程由优秀外籍教师担任。其中，学
术英文课程的外籍教师均持有TEFL
或TESOL等资格证书，其余科目授
课教师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并有多年教授中国高中生的经验。
素质教育课程由具有丰富经验的业
界精英、职业经理人、各领域专家等
客串教授。

■学生成绩展示
截至目前，七中国际高中2014届

应届毕业生收到了66份Top50美国
大学的录取，分别是加州大学体系23
份，波士顿大学7份，还有南加州大
学，弗吉尼亚大学，纽约大学，威廉玛
丽学院等。在成都市30多个中学国际
课程班中名列前茅。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该校肖隽仪同学以托福111分、
SAT2320分的优异成绩被誉为世界
最难考入的大学之一纽约大学阿布
扎比分校录取，并获得由该校提供的
折合人民币170万元的全额奖学金。

■招生要求
平行班录取要求为中考重点线

上20分，实验班录取线为中考重点线
上40分。去年录取最高分为642分。

·成都七中国际部·

报名
电话028-6687977766879781

成都七中国际部成立于
1999

年， 是全国第一个中学国
际部。

2010

年开通了国际高中课程。成都七中国际高中课程
是在当前新课改的背景下，借鉴国际教育发展经验，通过对
国内高中教学大纲内容与美国高中文凭核心课程的学术评
估与学分认证引进， 自主研发的适合中国学生的创新性课
程。与常见的国际部不同，七中国际部的学生除将继续保持
中国学生在数理化方面的传统竞争优势（成都七中普高老师
执教中国会考科目）外，也将融会贯通国外学生之必修科目
（如美国文学，商务数学，市场营销等）。同时，针对国外顶尖
大学对录取学生的软实力要求，依托世界著名的素质课程体
系，个性化定制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

项目
简介

报名
电话028-883956501804858645518080405181

·成都孔裔（英美）国际公学·

项目
简介

项目名称 GAC课程班、高中学历教育班

■学生毕业所获得文凭类型
毕业生所获得文凭类型：
颁发中美双方认证的高中文凭。

■招生对象
初中毕业生、高二或高三学生。

■课程目标
学生将凭借在校成绩、ACT/SAT

成绩或AP成绩，实现就读世界名校的
愿望。

■课程内容及安排
1、借鉴美国一流学校所强调的方

向STEAM （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
术、engineer工程、art艺术、math数学），
在数学、科学、工程、计算机和艺术等领
域，用创新和跨学科的方法开展教学研
究，充分发掘学生的潜能，彰显学生的
个性和优势。

2、开设以GAC为基础的大学预科
课程，融入托福、雅思和ACT、SAT考试
培训，并组织学生参加托福、雅思，
ACT、SAT测试，为优秀学生进入世界
一流名校做个性化准备。

3、借鉴美国高中的Government课
程，开发“现代公民”课程，帮助学生形
成国际视野：能理解不同的政府和历史，
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中国公民。以
该课程为引领，学生将通过丰富的实践
活动，参与社区服务，融入社会生活，形
成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和领导能力。

■课程优势
重庆巴川国际学校与美国百年名

校King's School合作，引进华盛顿州课
程、教材、教师团队和评价体系，学生注

册中美双学籍，通过全英语课程获取美
国名校高中毕业证，同时通过学分认证
及中文文科课程的学习获取中国高中
毕业证书。毕业生凭借学校出具的成绩
单申请英语国家大学，优秀学生通过
SAT和AP课程，报考世界顶尖大学。

■课程收费
GAC

课程班：6.9万人民币／ 学年，
其中包括GAC全套课程、托福／ 雅思
培训费，注册费、教材书本费和住宿费。
在校生活费需自理。

高中学历教育班： 中国学生2万美
金／ 学年，外籍学生2.3万美金／ 学年。
其中包括课程学习费、校服费、学籍注
册费、考务费、保险费、床上用品费、教
材费、水电气费。（不包括学生在校生活
费、校外俱乐部和社会实践活动、海外
学访以及学校正常教学以外的费用）

■师资配置
实行小班教学，师生比例严格控制

在1：5。美国高中课程由持美国高中教
师资格证书的一线教师任教，其他课程
面向全国聘请优秀教师任教。

■招生要求
重庆市巴川国际高级中学校实行

自主招生，每年分春、秋两季入学，春季
班2月份开学，秋季班9月开学。特别优
秀的学生可以学期中途插班。

所有学生入学均须提供原学校成
绩单和表现证明材料。学校根据原就读
学校成绩、中考成绩，以及入学考试成
绩和面试结果择优录取。入学考试包含
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和数学
两个科目。

·重庆市巴川国际高级中学校·

报名
电话023-45878111023-45878222

项目名称 少年MBA、中加、中美

·成都市三原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报名
电话 028-8390972983909525

项目
简介

依托巴川中学“初中教育专家”的品牌力量，引进美国高中
学历文凭课程和美国大学预修课程

Advanced Placement

（

AP

课程），开创中西教育优化结合的“双向对接、国际认证、立
交直通”的育人模式，通过高中阶段的教育，为学生未来在全球
化的环境下获得成功做好准备。

学校按照国际先进标准办学，接受美国（学院和学校）国际
认证协会（

AIAASC

）质量评估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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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毕业所获得文凭类型
四川省普通高中毕业文凭

■招生对象：
2014年应届初中毕业生

■课程目标：
根据学生实际与留学目标，差

异化地安排课程内容及模块进度，
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性化的活动和训
练；按学生分阶段计划完成情况，适
时调整课程、培训等内容安排，与家
长共同实施目标矫正，确保每一个
学生实现自己的留学目标。

■课程内容及安排：
1、文化课程：完成国内高中学

业，获取国内高中毕业证；发展个体
优势学科，准备海外院校专业申请
素材；融合校本双语内容，为海外专
业学习打基础。

2、外语课程：包括ESL基础英
语、应试基础、应试强化、ESLi衔接、
实用生存、EAP学术、海外高中学分
（网络）等类别。满足学生留学语言
考试要求，帮助学生适应和衔接海
外教学，准备海外入学的分层定级
考试。

3、专长素质课程：包括各种体
验类与实践类课程与活动，如英语
应用实践、海外游学体验、创意实
践、拓展体验、高尔夫/茶艺/厨艺实
践等。学生在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
同时，更能够通过个性化的专长素
质训练安排，培养和展示个体特
质，为海外名校申请积累重要的支
撑素材。
4、留学规划课程：包括留学通识

教育、个体诊断（学业类及匹配性）、

规划与设计实践、专项训练等。真正
从学生实际现状及发展情况出发，合
理设计留学目标，激发学生内动力，
安排与学生留学目标相匹配的专项
训练，形成每一个学生个体专属的留
学发展规划设计与实施安排。

■课程优势：
以海外院校录取的通识性标准

为基础的课程设置，以学生个体留学
规划为主导的课程服务操作体系，使
学生可以明确个体留学目标及目标
实现路径，按照个体专属的规划，合
理选择课程搭配。分层分类的教学组
织形式与动态的晋级机制，保证学生
始终按照符合自身实际的进度发展
个体学业和素质。

■学生成绩展示：
“最牛国际班”：首届少年MBA

班（全部入读美国Top100大学）
四川省最早的中加项目，每年均

有学生入读加拿大排名第一的多伦
多大学
钟斯宇：四川省最高海外留学奖

学金获得者（63500美元/年）
刘伟：从校学生会主席到全球排

名25的美国华盛顿大学
魏恩佳：坚持音乐梦想，终成王

力宏、“鸟叔”校友
……

■学费：
少年MBA项目-8万元/年
中加-5万元/年
中美-5万元/年

■招生要求：
报名预约专项测试（含笔试和

面试），按测试结果择优录取。

独特的“一个中心”（留学规划）与“四大板块”（学历教
育、留学教育、留学培训、留学服务）的办学培养模式，通过
专设的“留学规划”课程，开展留学通识教育；运用科学的工
具，诊断学生留学适合的途径与通道，从而确立留学目标。

■学生毕业所获得文凭类型
英国国家考试局爱德思考试中心

颁发的国际英美课程高中毕业证书和
孔裔国际公学毕业证书

■招生对象
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初、高中优秀学

生（12－ 18岁）

■课程内容及安排
孔裔国际公学秉承中英美融合的

“双三元色”、“国际化新六艺”教育理
念，小班制教学、全英文授课，聘用一流
英美师资教授国际认可度最高的
A-level、IGCSE、SAT、AP等英美初高中
课程，以及独家创办的教育体系———
“孔裔国际新六艺课程体系”。

（初中）P年级———
必修课程：数学、英语、国学、体育、

艺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
选修课程（须选择4至5门）：戏剧、

商务、物理、化学、生物、艺术、音乐、信
息技术ICT

国际六艺课程（须选择5至6门）：
国学经典、辩论社、MUN模拟联合国、
MINI MBA、模拟法庭、商业精英、英式
板球、篮球、足球、乒乓球等。

（高中）G1-G2年级 IGCSE课程
必修课程：数学、英语、国学、艺术、

学习技巧、体育
选修课程（须选择4至5门）：戏剧、

商务、物理、化学、生物、艺术、音乐、信
息技术ICT

国际六艺课程（须选择5至6门）：
国学经典、辩论社、MUN模拟联合国、
MINI MBA、模拟法庭、商业精英、英式
板球、篮球、足球、乒乓球等。

除此之外，高中的AS-A2年级则学
习A-level、SAT、AP课程

考培选修课程（至少选一门）

雅思、托福、SAT
课程优势：孔裔国际公学的

IGCSE、A-level、SAT、AP等英美高中课
程，是中国学生进英美世界知名大学的

极佳途径，是目前全球认可度极高的国
际课程，被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所有正规大学认可。

学校采用独创的融合古今中西方
优质教育理念的“双三元色”和“国际
化新六艺” 教育体系，集 “孔子六
艺———礼、乐、射、御、书、数”之大成，以
“国际新六艺课程”与A-level、IGCSE、
SAT、AP等国际权威课程相融合，全面
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课程收费
学费11.8万元/年

■师资配置
学校聘用来自牛津、剑桥、伊顿、

哈佛等世界一流学府的精英教师，所
有外教都持有国际教师资格证，组成
极富国际教育经验的强大师资阵容，
确保学生迈进英国、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全球16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11000多所世界名校。每名外
教都配有中方助教老师。

■学生成绩展示
孔裔国际公学创建以来，历届毕业

生已全部迈入英、美、加等世界一流名
校。英国留学生90%被剑桥、帝国理工、
伦敦大学学院、杜伦等英国前10位的顶
尖大学录取，其余被美国的加州伯克利
大学、纽约大学、波士顿大学、美国芝加
哥艺术学院及加拿大多伦多、滑铁卢、
约克大学等世界一流名校录取。
2014年应届毕业生同样取得了令人

骄傲的成绩。王点点同学获得英国剑桥
大学最强的三一学院录取；梁韵翎同学
则获得中国香港科技大学全额奖学金。
另外，还有6个进入帝国理工，8个进入
伦敦大学学院，4个进入华威大学。

■招生要求
12－ 18岁优秀学生，需通过孔裔国

际公学自主招生考试及外方校长面试。
考试科目：英语、数学、面试（学生

及家长都需要面试），特长考核（针对
特长生）。

成都孔裔（英美） 国际公学是中国国际化精英教育的倡导
者———孔裔国际教育集团成功打造青岛孔裔（牛津）国际公学和
京津孔裔（英美）国际公学之后，在中国西南地区建立的国际精英
教育国际寄宿制旗舰中学，是开创中国国际化精英教育事业的倡
导者。 该学校引进中国国际化精英教育的领航者孔裔国际教育，

整合英美及国际一流权威教育资源共同倾力打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