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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HBU 

Introduction of UCLan 

河北大学介绍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介绍

    河北大学是教育部与河北省人民

政府“部省合建”高校，也是河北

省重点支持的国家一流大学建设一

层次高校。

    学校始建于 1921 年，位于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保定市，有五四路校

区、七一路校区和裕华路校区等校

区，建筑面积 133 万平方米，固定

资产总值 32 亿元。设有一级学科

博士点 15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46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30 种；

95 个本科专业。学科专业分布在

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

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

管理学、艺术学 12 大门类，是全

国学科门类设置最齐全的高校之一。

    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 简 称

UCLan) 成立于 1828 年，是一所

拥有百年历史的高水平现代化大学，

坐落于兰开夏郡郡首普雷斯顿市。

作为一所在校生超过 35000 名，

规模位居英国第八的公立大学，中

央兰开夏大学开设约 400 个本科

课程与 200 多个研究生课程，拥有

一流的设施和服务。中央兰开夏大

学充分发挥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职

能，特别是在国际商务交流、传媒

专业和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方面历史

悠久，享有盛誉。中央兰开夏大学

与美国迪斯尼集团、英国广播电视

台 (BBC)、万豪集团、Zara 等跨

国集团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为在

校生提供实习机会。

   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

等各类在籍学生约 42000 人，现

有教职员工 3342 人，其中，专任

教师 1995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达到 55.69%；拥有两院院士、“长

江学者”、国家杰青、“万人计划”、

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

国家级优秀人才 67 人次，燕赵学

者、省管优秀专家等省部级以上高

层次人才 330 人次。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先后与世界

上 100 多所高校建立起合作交流关

系，设有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河北大学－中央兰开夏

传媒与创意学院。

    中央兰开夏大学自上世纪八十年

代首次与中国结缘，与中方院校开

展教育合作以来，始终秉承创新、

融合、多元的办学理念，依托在华

合作伙伴的资源平台，聚焦国家发

展战略，致力于和中方教育界各相

关机构、高校、企业、社会群体等

共同搭建中英两国人文、教育、艺

术领域交流交往的平台，在服务中

国人文、教育领域国际化，推动中

英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进程等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成为中英

高等教育界合作的典范。

    目前，中央兰开夏大学与 125 个

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有着合作伙伴关

系，运行着超过 100 个学生交流项

目，来自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

生在校学习深造。



Why choose
HBU-UCLan? 
学院介绍

“

    河北大学 - 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

意学院是由河北大学与英国中央兰

开夏大学合作创办的非独立法人中

外合作办学学院，是河北大学的二

级学院。

    学院于 2013 年经教育部批准成

立，2014 年开始招生，是河北省

第一所本一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学院办学层次为本科学历教育，

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

提前批录取，学制 4 年。目前设有

广播电视学（Media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y）、 广 告 学

（Advertising）、 戏 剧 影 视 文

学（Film and Media and Film 

Production）、 视 觉 传 达 设 计

（Graphic Design）、 环 境 设

     学院新生入学后予以双注册，同时取得河北大学学籍和英国

中央兰开夏大学学籍，获得与双方学校单独培养学生的相同待

遇。学生完成学院培养计划并满足毕业要求，可获得河北大学

本科毕业证书；满足河北大学和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学位授予

要求，可获得河北大学及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相关专业的双学

士学位证书。

     学生本科毕业后，申请赴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攻读研究生，

免雅思成绩。 

学院内部

学院外部

学院院训

计（Interior Design） 和 动 画

（Animation）等 6 个本科专业，

每年招生计划为 200 人，在校生规

模为 800 人。学院采用 4+0 培养

模式，全英文授课，小班教学。

    学院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以

领先的国际化教育教学理念、高水

平的中外师资队伍、科学规范的教

学管理、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

模式、先进的教学设备设施获得了

广泛的社会赞誉，为两校树立了良

好的国际形象。

学院外部

学院内部



Student Development
学生发展

     学院学生就读期间积极参加国际

国内专业竞赛，并先后获得创意与

设计界全球最高声望的 D&AD 英

国全球创意奖（“黄铅笔”奖）、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一等奖、

时报金犊奖一等奖等重要奖项。同

时，学生作品在美国西雅图儿童电

影节、深圳国际电影节、英国伦敦

“New Designer”设计展、戛纳

幼狮国际设计展、北京设计周、英

国教育节“Best of British”英伦

精选展等国际展览中展出。

2018D&AD 英国全球创意奖

     学院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创

新创业教育工作成效显著。先后获

得包括“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学术

科技竞赛全国一等奖、中国大学生

计算机设计大赛全国一等奖、“创

青春”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

国三等奖、“互联网 +”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全国铜奖等重要奖项。

时报金犊奖大陆一等奖

“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Best of British”英伦精选展

Student Development
学生发展

     学院已有两届毕业生，毕业生的

升学就业情况良好，彰显了学院卓

越的中外合作办学成果。

    学 院 两 届 毕 业 生 中，2018 届

毕业生的研究生升学率为 54%，

2019 届毕业生研究生升学率达到

58.5%，多名毕业生被英国皇家艺

术学院、英国伦敦艺术大学、美国

普瑞特艺术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澳大利亚悉尼

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录取。

     学院两届毕业生中，2018 届毕

业生就业率为 97.9%，2019 届毕

业生就业率为 96.7%。中央电视

台、中国新闻网、快手科技、中共

廊坊市委、中国电信等用人单位反

馈，学院毕业生在工作中能力表现

突出，具备卓越的专业能力与团队

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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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Staff
师资队伍

     学院师资队伍由三部分组成，包括：中方专任教师、外方专任教师、

客座教授。学院严格遵照中外合作办学“四个三分之一”的量化要求，

引进的外方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占全部课程和核心课程的三分之一以上，

外籍教师担负的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占全部课程和全部教学

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目前，学院现有全职外籍教师 15 人。

教学研讨会

课堂教学

课下辅导

    学院以人才培养为主线，组建了

一支充满活力、高水平、国际化的

师资队伍，并面向全球聘请具有丰

富经验和国际声誉的教师任教。

课堂教学



International 
Exchange 
国际交流

     学院深度开展国际合作，开展

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学院师生搭

建广泛的国际化交流平台。学院先

后与英国大使馆文化合作处共同组

织了“智慧课堂”公益系列讲座；

与英国驻华使馆区域合作处共同组

织举办“莎士比亚艺术节暨中英文

化交流周”活动；组织举办“数字

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传媒创意

学科大学生创新技术国际论坛”等

活动。几年来，英国牛津郡政府郡

首 Lan Hudspeth、 英 国 驻 华 大

使馆公使衔参赞 Richard Burn、

英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Tom 

Child、英国驻华大使馆区域合作

参 赞 Nick Low、 诺 贝 尔 获 奖 者

Christopher 教授、剑桥大学圣约

翰学院师生等先后到访我院。

      学院每年定期举办合作教学短

期项目，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学生

到访学院，在双方教师指导下共同

开展一周的项目合作，成为学院一

个亮点品牌。同时，学院每年选派

师生到访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参加

英语夏令营教学活动。通过双方互

访，拓展学生国际视野、促进深入

合作、推进文化交流。

Student  Activities
学生活动

     学院成立学生会、团委、英语辩论队、

摄影俱乐部、戏剧社、动画社、音乐社、

调研社、创意设计者俱乐部、创业者俱

乐部、校园大使团等学生组织与社团。

学生组织与社团在学院团委的整体把控

与协调下积极活跃，开展了丰富多样的

学生活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自主创新

能力。

     学院建立了以“学生成长”

为中心、以“思想引领”为保障、

以“专业特色”为动力、以“创

新创业”为特色的自治式学生成

长模式。

     学院重视开展社会服务工作，

组织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工

作，通过开展学术科研调研活动、

学生生活关注热点调查等活动，

“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学术研究

能力。同时，学院以充满青春激

情的青年志愿服务为抓手，近年

来组织学生参加国际义工支教活

动、敬老院养老院“关老”活动、

爱校服务日义工活动等志愿服务

活动，先后共有超过 3000 人次

参加了志愿者服务工作，取得了

良好社会效果。

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

社交式迎新年晚会

HBU-UCLan 学长组



Teaching Quality
Assurance
教学质量保障

    学院严格执行教育部《中外

合作办学条例》相关要求，并

接受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

构（QAA）的教育质量监督，

建立了完善的教育教学质量监

控体系。学院设立联合管理委

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对学院发

展建设及教育教学管理与学术

标准进行有效监管。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设备设施

     学院现有教学楼 A1 坐落于河北

大学新校区。学院先后建设了语言

学习中心、教学器材室、摄影艺术

实验室、摄像工作室、苹果电脑机房、

非线性编辑实验室、VR 仿真虚拟

现实实验室等高规格实验室。同时

建设了环境艺术设计工作室、动画

工作室等各具特色的专业工作室。

     为深入推进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

设，打造中外合作办学优秀品牌，

河北大学启动学院新教学楼建设，

新楼位于新校区，建筑面积近 1 万

平 方 米。2019 年 11 月 11 日， 学

院新教学楼启动仪式在河北大学新

校区隆重举办，河北大学校长康乐

院士、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校长

Graham Baldwin 及两校 300 余

位师生参加了启动仪式。学院新教

学楼的硬件设备在河北省乃至全国

同专业院校中处于领先水平，为国

际化教育与科研合作创造了一流的

硬件条件。

新教学楼启动仪式

学院新教学楼



学院实验室

学院设施

学院在建新楼

学院设施

学院设施

学院设施

Professional Setting
and Admission
专业设置与招生政策

学院各个专业均为提前批录取，本一层次，学制四年。

注：河北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所有专业均采用全英文教学，对学生的英语基础要求较高。英语语种考生要求文化统考英语单
项成绩不低于 75 分，非英语语种考生无外语单项成绩要求，但需慎重报考。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专业只招收有专业志愿
的考生，且不接收专业调剂。以上信息，以河北大学公布的 2020 年招生章程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