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来华留学生
线上招生活动日历
2021年上半年

CHE国际教育协会支持活动

2020年12月更新版

活动日期分类
2021年01月-03月

1月9日

▲ 印度次大陆虚拟招生展

2月16日

◆ 北非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2月18日

◆ 热带非洲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2月23日

◆ 印尼次大陆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2月24日

▲ 美加虚拟招生展

2月25日

◆ 欧洲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3月2日

◆ 中亚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3月3日

▲ 非洲｜中东高中升学辅导员研讨会

3月4日

◆ 俄罗斯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会

3月4日

▲ 欧洲本科虚拟招生展会

3月9日

▲ 亚洲本科招生线上辅导员研讨会

3月10日

▲ 非洲｜中东本科虚拟招生展

3月11日

▲ 东亚｜东南亚研究生虚拟招生展

3月13日

● 高等教育全球招生交流展-印度

3月16日

▲ 中亚虚拟招生展

3月17日

▲ 非洲虚拟招生展

3月18日

● 全球招生交流展-拉美地区

3月18日

▲ 亚洲本科虚拟招生展

3月19日

● 全球招生交流展-中东地区

3月20日

● 高等教育全球招生交流展-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3月 23｜24日

● 巴西合作洽谈会

3月27日

● 高等教育全球招生交流展-亚洲地区

3月30｜31日

● 中东合作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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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4月-06月

4月6日｜6月1日

◆ 北非线上招生展

4月7日

▲ 中东虚拟招生展

4月14日

▲ 东亚｜东南亚虚拟招生展

4月15日｜6月3日

◆ 热带非洲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4月19日｜6月17日

◆ 俄罗斯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4月20日｜6月8日

◆ 印度次大陆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4月20｜21日

● 拉美合作洽谈会

4月22日｜6月10日

◆ 欧洲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4月22日

● 全球招生交流展-美加地区

4月27｜28日

● 东南亚合作洽谈会

4月27日｜6月15日

◆ 中亚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4月29日

● 全球招生交流展-欧洲地区

5月5日

▲ 欧洲高中升学辅导员研讨会

5月6日

▲ 欧洲虚拟招生展

5月10-13日

● 在线全球奖学金峰会和研讨会

按生源地区分类
亚洲 Asia
1月19日

▲ 印度次大陆虚拟招生展
India Subcontinent Virtual
Fair

2月23日｜4月20日｜6月8日

3月2日｜4月27日｜6月15日

9月14日｜11月16日

9月21日｜11月18日

◆ 印度次大陆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Indian subcontinent Online
Education Fair

◆ 中亚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Central Asia Online
Education Fair

学生来源
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

学生来源

学生来源

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费用
早鸟价 1,890 美元

费用

* 早鸟价截止活动开始前60天

标准价 1,200 欧元

费用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标准价 1,200 欧元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3月9日

▲ 亚洲高中升学辅导员研讨会
Asia Counselor Workshops
针对地区

3月11日

▲ 东亚｜东南亚研究生虚拟招生展
East & Southeast Asia
Postgraduate Focused
Virtual Fairs

大中华区｜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

● 高等教育全球招生交流展-印度
India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学生来源

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泰

学生来源

国｜越南

大中华区｜日本｜韩国｜越南｜泰国

费用

3月13日

印度

｜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

学生比例

尼西亚

本科 20%；研究生 80%

费用

费用

早鸟价 2,190 美元

标准价 2,200 美元

* 早鸟价截止活动开始前60天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3月18日

3月27日

早鸟价 990 美元
* 早鸟价截止活动开始前60天

3月16日

▲ 中亚虚拟招生展
Central Asia Virtual Fair

▲ 亚洲本科虚拟招生展
Asia Undergraduate Virtual
Fair

● 高等教育全球招交流展-亚洲地区
Asia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学生来源
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阿富汗｜

学生来源

学生来源

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塔吉克斯

大中华区｜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

大中华区 ｜印度尼西亚｜日本｜

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泰国｜

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伊朗

｜泰国｜越南等

越南｜菲律宾

费用

费用

学生比例

早鸟价 1,980 美元

早鸟价 1,490 美元

本科 25%；研究生 75%

* 早鸟价截止活动开始前60天

* 早鸟价截止活动开始前60天
费用
标准价 2,200 美元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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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Asia
4月14日

▲ 东亚｜东南亚虚拟招生展
East & Southeast Asia
Virtual Fair

中东 Middle East｜非洲 Africa
2月16日｜4月6日｜6月1日

2月18日｜4月15日｜6月3日

9月17日｜11月9日

9月9日｜11月11日

◆ 北非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Group North Africa Online
Education Fair

◆ 热带非洲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Tropical Africa Online
Education Fair

参展学校学科类型
大中华区｜日本｜韩国｜越南｜泰国

学生来源

学生来源

｜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

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突尼斯

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尼日
利亚

尼西亚
费用
费用

标准价 1,200 欧元

费用

早鸟价 2,190 美元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标准价 1,200 欧元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 早鸟价截止活动开始前60天

4月27｜28日

● 东南亚合作洽谈会
Southesat AsiaPartnership
Workshop

3月3日

▲ 非洲｜中东高中学辅导员研讨会
Africa & Middle East
Counselor Workshop

3月10日

▲ 非洲 & 中东本科虚拟招生展
Africa & Middle East
Undergraduate Virtual Fair

针对地区

针对地区

学生来源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

阿尔及利亚｜埃及｜科威特｜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埃及｜肯尼亚

加坡｜泰国｜越南

｜尼日利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科威特｜摩洛哥｜尼日利亚｜阿曼

南非｜坦桑尼亚｜突尼斯｜土耳其｜

｜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南非｜坦桑

阿联酋等

尼亚｜突尼斯｜土耳其｜阿联酋等

费用

费用

早鸟价 990 美元

早鸟价 1,490 美元

* 早鸟价截止活动开始前60天

* 早鸟价截止活动开始前60天

3月17日

3月19日

费用
标准价 2,900 美元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 非洲虚拟招生展
Africa Virtual Fair

● 全球招生交流展-中东地区
Middle East Talk Global
Study

学生来源
摩洛哥｜突尼斯｜尼日利亚｜加纳｜

学生来源

肯尼亚｜南非｜塞内加尔｜喀麦隆｜

巴林｜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

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

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费用

学生比例

早鸟价 1,890 美元

本科 60%；研究生 20%

* 早鸟价截止活动开始前60天
费用
标准价 2,200 美元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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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 Middle East
3月20日

● 高等教育全球招生交流展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Sub-Saharan Afica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学生来源

美洲 America
2月24日

▲ 美加虚拟招生展
United States & Canada
Virtual Fair

学生比例

● 全球招生交流展-拉美地区
Brazil & Latin America Talk
Global Study

学生来源

学生来源

美国｜加拿大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

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尼日利
亚｜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

3月18日

厄瓜多尔｜墨西哥｜巴拿马｜秘鲁
费用
早鸟价 1,980 美元

学生比例

* 早鸟价截止活动开始前60天

本科 30%；研究生 70%

本科 35%；研究生 65%
费用
费用

标准价 2,200 美元

标准价 2,200 美元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4月7日

▲ 中东虚拟招生展
Middle East Virtual Fair

3月23｜24日

● 巴西合作洽谈会
Brazil Partnership
Workshop Series

4月20｜21日

● 拉美合作洽谈会
Latin America Partnership
Workshop Series

学生来源
阿联酋｜阿曼｜黎巴嫩｜巴勒斯坦｜

针对地区

针对地区

科威特｜约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

圣埃斯皮里图｜戈亚斯｜米纳斯吉拉

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

｜埃及｜巴林

斯州｜巴拉那州｜里约热内卢｜圣卡

｜秘鲁｜巴拿马

塔琳娜州｜圣保罗等
费用

费用
早鸟价 1,890 美元

费用

标准价 2,900 美元

* 早鸟价截止活动开始前60天

标准价 2,900 美元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4月22日

● 全球招生交流展-美加地区
USA & Canada Talk Global
Study
学生来源
美国｜加拿大
学生比例
本科 20%；研究生 80%
费用
标准价 2,200 美元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欧洲 Europe

其他 Others

2月25日｜4月22日｜6月10日

3月4日｜4月29日｜6月17日

9月16日｜11月18日

9月23日｜11月25日

◆ 欧亚大陆线上招生展
Eurasia Online
Education Fair

◆ 俄罗斯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Russia Online
Education Fair

学生来源

学生来源

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

俄罗斯

5月10-13日

● BMI在线全球奖学金峰会
Online Global Scholarship
Summit & Symposium

阿塞拜疆
费用
费用

标准价 1,200 欧元

标准价 1,200 欧元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3月4日

▲ 欧洲本科虚拟招生展
Europe Virtual Fair

4月29日

● 全球招生交流展-欧洲地区
Europe Talk Global Study

学生来源

学生来源

英国｜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

西欧｜英国｜爱尔兰

费用及优惠政策

费用

学生比例

早鸟价 1,490 美元

本科 20%；研究生 40%+出国留学

▲ 虚拟招生展｜研讨会
Virtual Fair｜Workshop

费用

1,190 美元 - 2,690 美元

标准价 2,200 美元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 早鸟价截止活动开始前60天

* 参加多场活动享有折扣

5月5日

▲ 欧洲高中升学辅导员研讨会
Europ East Counselor
Workshop

5月6日

▲ 欧洲本科虚拟招生展
United States & Canada
Virtual Fair

针对地区

学生来源

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

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

｜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

荷兰｜希腊｜瑞士｜葡萄牙等

典｜瑞士｜英国等
费用
费用

早鸟价 2,190 美元

早鸟价 990 美元

* 早鸟价截止活动开始前60天

* 早鸟价截止活动开始前60天

◆ 线上国际教育招生展
Online Education Fair
1,200 欧元
参加两场及以上展会总价享有 10%30% 折扣优惠

● 全球招生交流展
Talk Global Study
高等教育交流展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合作洽谈会
Partnership Workshop
2,200 美元 - 2,900美元
参加多个活动享有折扣

* 获取详细信息请联系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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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加海外来华留学生招生活动的中国机构及反馈

“总体来讲，招生展会参展学生数量很多、宣传效果好；中介工作坊可以与有意向见面的中介
提前约定见面时间，目的性强、会谈效率高。BMI是非常成熟的展会组织方，从前期联络到展
会当天，到展会结束，都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和服务。”

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 招生主管 孟瑞琼

“第一次参加了BMI东南亚的招生活动，整体感觉生源质量不错，学生有来华欲望和支付能
力，投入产出比较好。今年会去参加拉美的招生活动。”

中国电子科技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副院长 李晔

“我们今年通过CHE参加了BeginGroup在中亚，非洲和俄罗斯三个地区的线上招生展。
展会风格比较朴素，一开始没有报太大希望，但参加后感觉他们还是很重视效果的，中亚和非
洲的互动都比较好，俄罗斯的leads很多。虽然总体安排还是有进步的空间，但服务不错，工
作人员展会当天反应及时。”

宁波诺丁汉大学 国际招生主管 Viola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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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办方
CHE合作的主办机构均有20年以上的行业经验，每年在其最具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几十场活动，为全球的数百所院校，
政府部门和教育服务性机构服务。 这些合作伙伴组织在各地拥有长期合作的生源渠道，常年经营的强大的媒体宣传，工作
流程严谨，生源质量高，声誉佳。
目前CHE合作的来华留学招生主要合作伙伴有BMI、FPP、BeginGroup和Hotcourses，覆盖欧、中亚、中东、南亚、东
南亚、拉美等生源地区。

关于CHE
CHE（全称China Higher Ed，以下简称CHE）是一家致力为国际与国内教育机构提供信息和服务的组织，也是目前唯一家
以中国教育行业为轴心，向世界传播中国教育政策、市场动态的英文信息提供方。
CHE 总部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在中国北京、上海和广州均设有联络处。 CHE在全球5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6,000所的高等院
校资源，每月一期的中国教育行业信息快报（News Bulletin）直接推送至超过2,0000名海外高校,政府机构,教育服务机构的
中高层读者，在国际范围内拥有相当的专业影响力。CHE同时也向2,000个国内教育机构推送国际教育行业信息，并定期举
办线上线下的培训和讲座。

CHE合作伙伴和会员

www.chinahighereducation.org

信息传播

渠道建立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56号，

海外支持

+86 (10) 8586 6220

远洋国际中心A座6层06-202室
China Higher Ed

@ChinaHigherEd

info@chinahighereducation.org

CHE Connect

联系我们

CHE公众号

www.chinahighereducation.org

www.chinahighereducati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