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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高等经济大学一直以来都位于俄罗斯顶尖大学前列，不仅作为俄罗斯教育的
领头者，也是东欧和欧亚大陆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最杰出的综合性大学之
一。
在我校学习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英语或俄语授课的学士、硕士、博
士各种专业及非学位课程中进行学习。HSE的教育突出特点是将强大的理论
基础和宝贵的实践经验相结合。

专业领域:
•
•
•
•
•
•
•
•
•

经济与管理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
人文科学
俄罗斯研究
艺术与设计
数学
公共传播与媒体
社会科学
物理学

•
•
•
•
•
•
•
•

心理学
城市规划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政治科学与
地区问题研究
法律学
生物学和生物技术
化学

hse.ru/admissions

twitter.com/HSE_eng

facebook.com/HSE.english

instagram.com/hse_live

youtube.com/hse

coursera.org/hse

HSE 莫斯科校区
学士及硕士专业:

全英语授课专业:

46个

5个

学士专业

学士专业

121个

22个

硕士专业

硕士专业

学费:

其他课程项目:

320 000 – 450 000 卢布 / 年
(约合5500 – 7800 美元／年)

• 预科课程 – 174 000卢布
(约合3000美元)
hse.ru/prep

学生生活成本预估:
宿舍费 – 1560卢布 (约合27美元)
伙食费 – 16 000 卢布 (约合270 美元)
交通费 – 630卢布 (约合11 美元)
网络及话费 – 500卢布 (约合9 美元)
娱乐及运动 – 4000卢布 (约合70 美元)
总计: 22 690 卢布 (约合390 美元)

国际招生处网站:
hse.ru/admissions
联系电话: +7 (495) 531 0059
电子邮件: inter@hse.ru

• 俄语语言培训课程 – 176 000 卢布
(约合3000 美元)
hse.ru/en/rfl
• 暑期学校 – 150 美元1 ECTS 学分
(超过21个课程项目可供选择)
hse.ru/summer
• 莫斯科学期项目 – 3000美元
hse.ru/semester
• 莫斯科数学项目 – 9000 美元每学期
或17 500 美元 每学年
mccme.ru/mathinmoscow
• 在俄罗斯经商项目–
1500 欧元
hse.ru/doingbusiness

HSE 圣彼得堡校区
学士及硕士专业:

全英语授课专业:

11个

3个

学士专业

学士专业

15

5

硕士专业

硕士专业

学费:

硕士专业:

230 000 – 320 000 卢布 / 年
(约合3950 – 4500美元)

学生生活成本预估:
宿舍费 – 1050 卢布 (约合18 美元)
伙食费 – 12 000卢布 (约合200美元)
交通费– 1035 卢布 (约合18 美元)
网络及话费– 1100 卢布 (约合20 美元)
娱乐及运动– 4000卢布 (约合70 美元)
总计: 19 185 卢布(约合330 美元)

国际招生处官网:
spb.hse.ru/admissions
联系电话: +7 (812) 644 5911 *61583
电子邮箱: iadmission-spb@hse.ru

• 圣彼得堡学期 – 6000 卢布 每 1
ECTS学分
spb.hse.ru/international/freemover
• 暑期学校 – 360 欧元 每周
(15 个不同模块)
spb.hse.ru/international/sumsch
• 俄罗斯、欧亚大陆及后苏联研究项
目– 18 000 美元
spb.hse.ru/international/russtudies
• 国际政治科学协会年会 – HSE 暑
期学校政治学概念、方法和技术课
程– 特殊课程100 美元 或一般课程
300 美元
spb.hse.ru/ipsa
• 帝国力量的地形:圣彼得堡的政治文
化空间 – 1100 欧元
spb.hse.ru/impower
• 俄语和文化强化课程 – 3850 美元
spb.hse.ru/io/summerrus
• BRICS全球商业及发展 – 550 欧元
spb.hse.ru/international/brics

HSE 下诺夫哥罗德校区
学士及硕士专业:

全英语授课专业:

9个

2个

学士专业

硕士专业

11 个
硕士专业

学费:

其他课程项目:

175 000 卢布/ 年 (约合3200美元)

• 下诺夫哥罗德学期 – 2000 美元
nnov.hse.ru/en/intnn/exchange

学生生活成本预估:
宿舍费– 490卢布 (约合9 美元)
伙食费– 10 000 卢布(约合170 美元)
交通费– 1150 卢布 (约合20 美元)
网络及话费 – 890 卢布 (约合15 美元)
娱乐及运动 – 4000 卢布 (约合70 美
元)
总计： 16 530 卢布 (约合280 美元)

国际招生处官网
nnov.hse.ru/en/intnn
联系电话: +7 (831) 416 9777
电子邮件: enternn@hse.ru

• 俄语语言培训项目 / 俄语预科课
程 – 100 000 卢布 (约合1800 美元)
nnov.hse.ru/en/intnn/langschool
• 下诺夫哥罗德国际生暑期预科课程–
30 000 卢布(约合540 美元)
nnov.hse.ru/cpppk/rkiintensiv

HSE 彼尔姆校区
学士及硕士专业:

6个

6个

学士专业

硕士专业

学费:

其他课程项目:

125 000 – 160 000卢布 / 年
(约合2200 - 2800 美元)

• 俄语语言、历史及文化国际暑期学
校– 380 欧元
perm.hse.ru/summerschool2018

学生生活成本预估:
宿舍费 – 700 卢布 (约合12美元)
伙食费 – 8000 卢布 (约合140 美元)
交通费 – 1200 卢布 (约合20美元)
网络及话费– 800 卢布 (约合15 美元)
娱乐及运动– 5000 卢布 (约合85 美元)
总计: 15 700 卢布 (约合270 美元)

国际招生处官网
perm.hse.ru/en/admissions
联系电话: +7 (342) 254 4164
电子邮箱: admissionsperm@hse.ru

• 俄语语言培训课程 – 全部课程70
000 卢布(约合1150 美元) / 短期集
中课程25 000 卢布(约合410 美元)
ru/en/admissions/rusperm

如何申请
在我们官方网站上注册您的个人账号后
•
•
•
•
•

选择一个专业
提交申请表
参加入学考试
接收录取通知
准备入学文件

递交申请的截止日期:
• 本科专业: 2019年8月10日
• 研究生专业: 2019年7月15日
开学时间: 2019年9月
想要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请访问学校官方网站
hse.ru/admissions

经济资助
每年， HSE都会面向一大批外国学生颁发全额奖学金。这项基于学习成绩考
核的奖学金为学生提供免费学习和优惠入住HSE宿舍的机会。
另外根据不同专业，还有部分奖学金的机会

奖学金申请起止日期:
• 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28日

官方网站:
hse.ru/admissions
联系电话:
+7 (495) 531 0059
电子邮件:
inter@hse.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