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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将重启PSW签证

留学生毕业后可留英工作两年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英国留学政策又迎来利好。 上周，

英国政府宣布将重启毕业生两年期工

作签证 （Post-Study�Work�Visa， 简称

PSW 签证）。届时，在英国取得学士及以

上学位的国际学生，在毕业之后可获得

两年时间用于实习、求职抑或者全职工

作。 英国驻华使馆官方微信也发布了这

一消息。

PSW签证成功“复活”

据悉，PSW 签证最早于 2008 年推

出，后于 2012 年被取消。 取消后，国际

学生在英国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之后，

只批准四个月的停留时间。 除了这 4 个

月之外，普通的留学生要想留在英国工

作，只能通过获得“Tier 2 签证”或“毕业

生创业者签证” 这两个途径来实现，不

过这两类签证竞争非常激烈。

事实上，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国际学

生想要留在英国工作并不容易。 一般来

说，留学生毕业后必须要在学生签证过

期前， 找到具有担保资质的雇主录用，

由雇主递交工作签证申请才能留英工

作；工作签证申请往往需要 1~2 个月之

久，找工作花费时间更长。

对于来英国攻读一年制硕士学位

的中国学生而言，若想要在毕业之后顺

利留英工作，在 9 月开学之后，就要开

始求职之旅。 因为英国与国内类似，大

型企业校园招聘计划一般也在秋季开

始。 这也意味着，留学生在努力适应异

国生活、 承担课业和考试压力的同时，

还要抽出时间和精力用于求职。 如果等

到第二年夏天毕业之后，将错过招聘旺

季，现有学生签证也将很快到期。

去年， 英国议会就曾联合上书，向

政府提交了一份 48 页的国际学生在英

可持续发展报告， 其中包括恢复 PSW

签证的要求。 今年当地时间 9 月 11 日，

英国政府宣布重启毕业生 PSW 签证。

时隔七年后，PSW 签证成功“复活”。

明年入学的留学生可享受新政

据介绍， 新政策适用于 2020/21 学

年开始在英国就读本科及以上课程的

国际学生，且学生必须取得英国正规大

学或高等教育机构的学位。即是从 2020

年入学的英国本科和硕士留学生，将在

毕业后自动获得 2 年 PSW 签证。 这一

新政策不对留学生人数、 所学专业、工

作种类设限。

因此，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 PSW

签证重启， 很有可能提高 2020 年秋季

入学的申请难度。 目前，大部分英国学

校已经开放了 2020 年的入学申请通

道，加之英国大学的 offer 发放采取的是

先到先得原则，建议有意向的学生尽快

着手递交申请。

英国推出系列政策吸引人才

英国教育机构 Study in UK 的数据

显示，英国是目前全球第二大留学目的

地，去年共有 45 万人赴英留学。 其中，

英国成了中国留学生群体的最大意向

国，有 20.14%的中国留学生将英国视为

留学首选。 英国政府计划在 2030 年前

实现留学生人数增加 30%。

为了吸引更多人才， 近两年， 英

国不断调整留学移民政策。 2018 年 6

月以来， 英国移民局简化学生签证，

尤其简化中国学生签证， 中国学生在

申请学生签证时， 不需提交资金证明

及英语能力证明。 2017 年末， 英国移

民局允许 23 所英国大学毕业生毕业后

申请 6 个月工作签证， 目的是为学生

增加实习经历。

今年 8 月，取消英国杰出精英签证

（Tier�1 签证）每年 2000 人的配额限制，

并简化签证处理流程，以吸引更多的精

英人才来英定居；取消博士生申请技能

型工作签证的限制等。

2019 年 A-Level私立中学排名出炉

牛津国际学院夺冠

A-Level排名作为选校的重要参考

标准，颇受留学生关注。近日，《英国电讯

报》 发布了2019年A-Level私立中学排

名。 牛津国际学院凭借其高达91.84%的

A*/A率，成功问鼎冠军。 卡迪夫六年级

学院和国王学院学校位居第二、第三。

A-Level考试是英国大学录取的重

要标准之一，评分共有A、B、C、D、E五个

等级，最高成绩为A（两年总分80%）。 剑

桥、牛津之类的“牛”校，本科录取都要

求是全A。 由于近年来考试标准逐年降

低，因此设立“A*”（两年总分90%）来选

拔尖子生。

据了解， 此次有294所学校提供了

A-Level成绩。数据显示，获得A*的私立

学校考生比例为17.2%， 比全国平均水

平（7.8%）的两倍还高。 从排名来看，今

年的冠军学校是牛津国际学院，其A*/A

率高达91.84%；第二名是曾连续蝉联冠

军的卡迪夫六年级学院 ，A*/A率为

89.88%。排名第三的国王学院学校A*/A

率则为84.25%。

随着近年来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愈

演愈烈，申请英国私立中学的学生也占

据一定比例。 要不要看榜单选学校？ 有

留学专家表示，学术排名以及升学条件

是重要考核指标，但建议家长们根据孩

子的情况、学校的特色课程、软硬件设

施、地理位置、管理模式、毕业生走向等

综合评定一所学校。

据了解，英国私立中学的招生对象

面向14~18岁。 一般要求学生的平均成

绩达到80分以上，具体语言成绩视不同

学校而定， 通常排名前100的学校对学

生英文水平要求大致相当于雅思6.0分；

此外，英国留学需要30万元人民币的担

保资金，以证明学生家庭有能力负担留

学费用。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英国18岁

以下的留学生，需要在英监护人，以确

保孩子能得到妥善的照顾。

英国私校每年仅9月一次开学，且

招生名额有限，入学考试的科目通常为

英语、数学和常识知识以及面试。 不少

英国私校都会要求学生递交一份个人

陈述，学生应根据不同学校的特点与着

重点，书写能突出个人优势的陈述。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简讯

信息时报讯（记者 徐珊珊）托福

近日又有大动作。根据美国教育考试

服务中心（ETS）最新消息，两次托福

考试时间间隔由之前的 12 天改为 3

天，也就是说，可以连续两周在周末

参加托福考试。

业内人士表示， 原来是 2 周才

能进行一次考试，现在是每周都可以

考一次，考生可以复习好了就报名参

加考试， 对于着急出分的考生而言，

几乎可以连续每个周末都去报名考

试。 对考生而言，托福下午场和考试

间隔时间缩短，一方面可以更加及时

地调整成绩，另一方面，缓解了考位

不足带来的紧张。 对院校来说，两次

考试间隔时间缩短后，可以更早地收

到考生的成绩报告，使院校及时地做

出录取决定。

托福考试间隔缩短至3天

信息时报讯（记者 徐珊珊）养娃

不易，家长们既要陪伴还必须自我升

级， 亲子教育流行什么样的养娃方

式？ 近日，喜马拉雅联合当当网共同

发布一份《高质量家庭陪伴指南》报

告。 两大平台的数据显示：无论选课

还是买书，男女用户占比均为 3:7。妈

妈们是家庭教育和消费的主要决策

者。 其中，广东省的家长亲子消费力

最强，北京的宝爸宝妈紧随其后。 广

东成为喜马拉雅开学季亲子付费专

辑消费以及当网开学季亲子家教图

书消费最高的地区。

教育改革， 催生大语文高增速。

开学季期间，喜马拉雅语文教辅类音

频课程销售额增速超去年同期

557%，当当大语文类图书的销售额涨

幅是整个教辅类图书的 5 倍。

广东家长亲子消费力最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徐珊珊）

日

前， 新西兰教育部宣布， 新西兰全

国包括坎特伯雷理工学院、 国立中

部理工学院 （丰盛湾理工学院）、 东

部理工学院等在内的 16 所公办技术

和理工学院将合并成 1 所， 2020 年

4 月实施。

景鸿教育总经理唐泽坤介绍，

16 所院校合并后将会为广大学生提

供一系列的利好。 例如课程及学历

互相认可、 学费有望统一等。 此外，

16 所各具优势特色专业的学校融合

起来， 有助于留学生高效规划留学

方案。

新西兰16所理工学院将合并

PSW 签证重启或提高 2020 年秋季入学的申请难度。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