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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至 12 月，学校共接待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来访团组 35
个，197 人次。
其中澳大利亚 3 个团组，21 人次；日本 6 个团组，73 人次；韩国 1 个团组，
1 人次；印尼 1 个团组，2 人次；美国 9 个团组，28 人次；加拿大 3 个团组，40
人次；荷兰 1 个团组，5 人次；卢森堡 1 个团组，1 人次；瑞士 2 个团组，6 人
次；意大利 2 个团组，5 人次；俄罗斯 1 个团组，2 人次；白俄罗斯 1 个团组，2
人次；博茨瓦纳 1 个团组，2 人次；台湾地区 3 个团组，9 人次。

【台湾三所师大校长来校访问】
2015 年 10 月 12 日至 15 日，台湾师范大学、高雄师范大学、彰化师范大学
三所大学的校长代表团先后访问我校，校长朱自强会见了台湾客人。
10 月 12 日，朱自强与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张国恩一行亲切会晤。交谈中，双
方均表示愿意在现有交流规模与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专业合作领域，在更
高层次上提高双方的合作成效。会后，双方签署了《上海师范大学与台湾师范大
学学术合作交流备忘录》和《上海师范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学生交流约定书》。
副校长柯勤飞、港澳台办负责人，以及台师大交流处处长印永翔一起出席了签约
仪式。
10 月 13 日，朱自强会见了高雄师范大学校长吴连赏一行。朱自强对双方的
合作前景寄予厚望，希望尽快开展务实合作，并表示将在合适的时机邀请台籍教
师来校观摩、任教。吴连赏也表示，他在今年 8 月 1 日担任校长职务后，即刻着
手夯实与我校的交流基础，不断扩大合作领域，进一步加强彼此友好互动。
10 月 15 日，朱自强会见了彰化师范大学校长郭艳光一行。彰化师范大学与
台湾师范大学、高雄师范大学并称为台湾地区仅有的三所师范类大学，此次访问
旨在进一步加强双方学术联系，不断推升合作高度。会谈中，基教中心、教务处
和港澳台办负责人对台方关心的教育议题进行了专业阐释和悉心解答，双方在推
动教育均衡、提高教育公平等问题上取得广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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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市长团来校访问】
今年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与上海市结为友好城市 30 周年。2015 年 11 月 4
日，蒙特利尔市市长 Denis Coderre 率领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学校的校长 Proulx，
以及多位金融、文化、商业界的代表人士来我校访问。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美
洲处处长颜正龙，校长朱自强率领我校人事处、国际交流处、商学院等负责人与
蒙特利尔代表团一行进行了亲切的会见，加拿大驻沪总领事馆相关人员参加了会
见。
朱自强对 Coderre 市长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详细介绍了上海师大的概
况、学科特色和国际合作情况，并坚信，市长的到来会有效促进师大与蒙特利尔
魁北克大学之间的合作。
市长对上海师大的热情欢迎表示感谢，他提出，上海和蒙特利尔市的深厚友
谊将需要大学层面的交流注入新的内容，两市友好关系的未来也需要由大学双方
不断地实践来实现。市长表示，他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希望今天的会谈是两校合
作的开始。
在随后举行的仪式上，朱自强授予 Denis Coderre 市长上海师范大学的荣誉
教授证书并致辞。朱自强在致辞中说，Denis Coderre 先生是上海师范大学有史
以来第一位外国市长级的荣誉教授。此次活动将有助于学校进一步拓宽教育国际
化的思路与视野、提升国际品牌形象，密切上海师大和加拿大各高校间的交流合
作。同时也期待在 Denis Coderre 市长的帮助下，上海师范大学能与蒙特利尔市
各界建立更紧密的、更广泛的合作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为中加两国政治、经济、
教育和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校长 Proulx 致贺词，并为在场的近百名上海师大
学生做讲演。
最后，Denis Coderre 市长作为上海师大的荣誉教授为在场的学生做了讲演。
在讲演中，他从文化、教育、经济、科研、技术等方面介绍了蒙特利尔市的概况。
他特别谈到，蒙特利尔是加拿大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是北美大学生人数排名第
二的城市，仅次于美国的波士顿；蒙特利尔大区拥有 11 所大学，根据设在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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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经济论坛最近的一项研究，蒙特利尔在世界最佳学习城市中排名第八，在
加拿大排名第一，在北美排名第二，仅次于波士顿。
另悉，为进一步拓宽和加深上海师范大学与魁北克大学的交流合作领域，11
月 2 日，朱自强和 Proulx 签订了两校的校际合作备忘录。

【日本追手门学院大学代表团来校访问】
2015 年 11 月 13 日上午，校长朱自强会见了日本追手门学院大学校长坂井
东洋男一行。
朱自强对坂井校长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学校的专业设置、学
生规模、发展规划和国际化水平，希望继续加强与追手门学院大学的合作。坂井
东洋男向朱自强表示感谢，说明此次来访的目的之一是加强两校学生交流，扩大
学生交流规模，并希望此行还能借鉴上海师大的办学经验，开设其他专业。人文
与传播学院、国际交流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面。
追手门学院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创立于 1888 年，1966 年开设大学部。学
校位于大阪府茨木市。目前在校本科生 6500 人，研究生 100 人左右。2015 年 4
月，新开设“地区文化创造”专业，目前正在日本国内进行宣传招生。我校与追
手门学院大学于 2010 年签订校际交流协议，并开始互派交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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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年率团出访加拿和美国三所合作高校】
应加拿大乔治布朗学院、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以及肯特州立大学的邀请，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康年率团，于 2015 年 11 月上旬对上述三所学校进行了访问、
交流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一、对乔治布朗学院访问与交流
乔治布朗学院于 2011 年与我校建立了合作关系，这几年在学生交换、学者
交流等多个层面开展了深入而富有成果的交流。这次访问是建立在进一步现场考
察该学院办学理念、规模、师资、实训设备设施、行业影响力及发展方向等诸多
要素基础上进行合作会谈。双方都愿意提升合作的层次并拓展合作的领域。此次
交流确立了双方以联合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核心目标，并对该项目的路线和
时间节点等操作流程和细节进行了确认，双方同意将成立联合工作小组，落实酒
店管理、西餐工艺、旅游管理三个专业中外合作办学事宜。
二、与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续签合作协议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于 2008 年与上海师范大学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近几年两
校交流频繁。旅游学院作为上海师大参与者之一，积极推进相关合作，其中旅游
院校已经派送 4 名教师作为访问学者到该校学习，该校也派遣了 1 名学者来旅游
学院教学。这次除了参观和交流该校的教学环境以及相关专业教师座谈交流外，
主要对“3+2”本硕项目的调整和协议细节进行了交流和落实，新的协议将拓展
到酒店管理、旅游和会展三个本科专业。在充分交流探讨的基础上，康年代表上
海师范大学与该校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三、与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合作
上海师范大学与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自 2012 年开展合作以来，双方在学
术交流、学生培养等领域开展多方位的交流。2014 年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接待了
我院 2 名访问学者，并且派遣了 1 名学者来访教学，该校的 Jinlin Zhao 博士荣
获上海市“海外名师”称号。此次访问和交流主要是对“1+1+1”硕士双学位项
目并与该校的其他教学交流进行探究和落实。康年会见了该校的校长 Mark B.
Rosenberg 和 Chanplin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 Mike Hampton.双方对今后的
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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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访问收获颇丰，签订了相关协议，并与三所学校明确了今后的合作方向。
通过推进与国外旅游院校的合作和交流，我校将极大地提升学校在旅游教育领域
的综合竞争力。

【柯勤飞率团出访博茨瓦纳大学和南非自由省大学】
2015 年 11 月 11 日至 18 日，副校长柯勤飞率国际交流处和研究生院负责人
出访博茨瓦纳大学和南非自由省大学。
代表团出席博茨瓦纳孔子学院年度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博茨瓦纳大学孔
子学院 2015 年工作开展和完成情况、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教师和志愿者招聘、
中方院长续聘，以及孔子学院中文教学扩展到科技大学的计划。随后，代表团一
行看望了孔院中方教师和志愿者。
在中非 20+20 会议上，双方就“中非 20+20 合作计划执行协议”建议稿进行
详细讨论，并确定将终稿提交双方大学校长批示，并准备与 2016 年初签署该协
议。追踪访问了“20+20 合作项目之中小学优质学习”项目教师所在的中小学，
考察了当地基础教育的软硬件设施。博方提出继续进行该项目，并准备请示其教
育部参与该项目的执行和评估。会谈结束后，代表团参观了博茨瓦纳大学人文学
院、图书馆、医学院、档案馆；自由省大学的学生咨询中心、学生活动中心等。
另外，我校代表团应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馆的邀请，与大使郑竹强、教育参
赞等官员进行了会谈，就如何支持和发展孔子学院的工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大
使馆表示将要全力支持博大孔院的工作，维护孔院安全、有效、持久的运行。
在南非自由省大学，代表团与南非自由省大学副校长、国际处处长、教务处
长讨论了关于在自由省大学设立孔子学院的有关事项和两校合作科研事宜。对方
提出与我校建立“中草药研究”、
“工程设计”、
“农业研究”、
“教育”等领域进行
科研合作，双方将就有关研究领域在各自学校进行研究人员匹配性研究，并于
2016 年提供名单进行具体对接和项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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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卫华率团出访澳门】
2015 年 11 月 12 日至 11 月 16 日，副书记葛卫华应澳门合唱艺术协会的邀
请，带领我校泊乐合唱团出访澳门，参加了由国际合唱联盟、国际合唱联盟亚太
合唱理事会和澳门合唱艺术协会联合主办的 2015 IFCM WORLD CHRLD EXPO 首届
国际合唱联盟世界合唱博览会大奖赛。并且经过激烈角逐，我校泊乐合唱团凭借
出色的表现，从青少年组混声合唱组中脱颖而出，夺得金奖。这是泊乐合唱团建
团三年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也是我校文化社团首次获得国际奖项，开创了我校
校园文化建设新的里程碑。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美国、印尼、南非、拉脱维亚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 个
参赛团队和 16 个表演团队，现场专业评委团由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指挥家组成。
赛前，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葛卫华亲临现场为泊乐合唱团助阵加油，团员们备
受鼓舞，用精彩纷呈、震撼心灵的音乐作品赴一场合唱盛宴。

【秦莉萍率团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三所合作高校】
2015 年 11 月 22 日至 29 日，副书记秦莉萍率团先后访问了新西兰理工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堪培拉大学，随同访问的有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杨海
峰、生物系主任曹建国，财务处处长顾桂焦和国际交流处副处长张向红。
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是落实与三所高校已经签署的项目协议，并商讨新项目
的协议签署问题。行程中，秦莉萍先后会见了新西兰理工大学副校长 Nigel
Hemmingto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校长 Shirley Leitch、堪培拉大学校长 Stephen
Parker，以及上述合作高校国际事务处、生物技术学科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我校与新西兰理工大学于 2013 年签署校级合作交流协议，2014 年签署《食
品科学 3＋1＋1 本硕双学位项目》协议，目前已经有 3 名学生参加此项目。会面
时，双方就《生物医药技术、食品科学和化学 3＋1 本科双学位项目》协议的签
署以及建立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的可能性进行了商谈，并计划于 2016 年秋季实施
本科双学位项目，同时启动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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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于今年 7 月签署《生物技术专业学分互认协议》，
此次会面，双方基本确定了就读学生的要求，并在教师交流和其他相关专业的合
作上达成一致意见。
堪培拉大学与我校 2014 年 11 月签署校际交流合作备忘录，随后学校组织堪
培拉地区中小学校长团组和师范教育专业学生团组访问上海，与我校相关附属中
学建立了广泛联系。2015 年 2 月，我校组织本科生团组在堪培拉大学短期游学，
同时选拔来自人文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的 5 名青年骨干教师赴堪培拉大学交
流访问。在本次会面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 2016 年学生和教师团组合作交流的
计划，并确定于 2016 年暑期组织计算机专业和教育技术专业的学生赴堪培拉大
学参加为期 2 个月的带学分项目。
访问过程中，代表团还参观了这几所学校的理科教学实验室、科研实验室、
学生活动中心和学生实习基地，深入了解了这三所高校的教学设施和科研资源。

【杨卫武率团出访秘鲁圣伊格纳西奥洛约拉大学、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自治大学】
2015 年 11 月 22 日至 30 日，由副书记杨卫武、旅游学院副院长高峻、胡小
猛教授和王青妍老师组成的教育代表团，就海外教育合作事宜对秘鲁圣伊格纳西
奥洛约拉大学和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自治大学进行了校际间访问。这次访问持续了
9 天，代表团分别考察了这两所学校的教学设施、教育氛围，并与其管理层进行
了座谈。
在圣伊格纳西奥洛约拉大学，学校董事长、校长 Salas-Bravo 先生及国际交
流处和相关学院负责人等十几位人员参与了会谈。双方就一些感兴趣的合作话题
进行了广泛交流，并对未来可进一步开展的合作领域交换了看法。首先，双方都
表示要尽快启动 2016 年的学生交流学习、教师短期互派讲学工作；其次，在餐
饮烹饪交流方面和旅游地理研究方面，将来两校可开展合作，以深化双方交流的
内容。
在瓜达拉哈拉自治大学，校长 Reyes 先生、副校长 Gonzalez 先生及国际交
流处和相关学院负责人参加了座谈。双方就下列四个问题进行了高效的沟通，并
达成一致认识。1.加强双方学生的海外交流学习；2.推进双方教师的互访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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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方开展对中国、墨西哥及拉美地区旅游市场的合作研究，以为政府的未来旅
游决策提供依据；4.在西餐、中餐烹饪领域开展交流学习。双方都希望这些合作
事宜在 2016 年落实实施。双方一致认为中国游客赴墨西哥出境游前景非常乐观，
两校在旅游领域的合作刻不容缓，决定在 2016 年至少开展前两项交流工作。会
上指定王青妍和 Fernando Torres de la Torre 分别作为 SIT 和 UAG 联系人后
续跟进合作事宜。
这次校际间的访问沟通收获很大，所达成的一些一致认识将有利于推动我校
与拉美地区高校的旅游教育和旅游科研合作，提高我校国际化办学水准。

【刘晓敏率团出访日韩四所合作高校】
2015 年 11 月 23 日至 29 日，副校长刘晓敏率领对外汉语学院一行赴日本椙
山女学园大学、神户外国语大学及韩国加图立大学、汉阳女子大学进行了为期一
周的参观访问。访问活动得到了对方大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双方在
学生交流、教师交流以及科研项目的互相合作等内容上都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
讨。
日本椙山女学园大学跟师大合作至今已有十四年的历史，我校是对方跟中国
国内大学合作的唯一一所大学院校。为此刘晓敏表示一定会将这种友好关系继续
保持下去，同时也会在其他方面寻求新的合作项目。访问期间，刘晓敏专程看望
了上海师大在椙山留学的三位学生，亲切问寻了她们在椙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在日本访问的另一所大学——神户外国语大学，是日本大学院校中中国语学科做
得最好的国立大学，通过此次访问两校将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加强合作，共同举办
语言学国际会议或者论坛，在杂志出版与编辑上共同开拓合作项目。
韩国加图立大学跟我校的交流已久，目前也都是单方面派遣学生的交流项
目。通过这次访问，两校希望能促成 2+2 项目以及互派学生的项目。汉阳女子大
学是韩国的一所专科院校，两校目前还没有建立校级交流协议，这次访问旨在推
进建立校级交流关系，在相关专业领域能够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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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韩这四所大学的考察和访问，不仅巩固了之前跟我校的合作关系，同时
达到了加深了解、增进友谊、相互学习目的。这次访问更为开拓学生交流和教师
科研合作项目创造了条件

【葛卫华率团出访美国戴顿大学】
为庆祝我校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与美国戴顿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十周年，副书
记葛卫华受邀率我校信机学院、学工部、校团委等师生代表团一行十人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至 12 日期间对美国戴顿大学进行了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双方针对已经开展的 3+1 工程技术本科课程在未来继续合作的方
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就开展电气和计算机本科和研究生学位 3+2 项目新的教
学安排开展了细致的探讨，双方根据合作备忘录的详细条款进行了逐条解读并交
换了意见。此外，双方还对 3 + 1 和 3 + 2 项目的招生策略进行了讨论，并提出
了建设性的建议。
教师代表团进行会晤的同时，五位学生代表与戴顿大学学生代表进行了友好
交流，学生们交换了关于中美两国大学校园生活、城市发展、传统文化等方面的
传统与特色，并向美国学生赠送了精心准备的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小礼物，深受
美国学生的喜爱。
当晚，戴顿大学校长、副校长等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上海师范大学-戴顿大学
合作办学十周年庆典晚宴，双方共同回顾了十年间彼此合作的历史，表达了巩固
既有的合作项目，提升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的共同愿望，仪式期间，双方负责
人还共同签署了新的合作备忘录，并共同祝愿两所大学的合作在下一个十年能够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参与庆典晚宴的还有正在戴顿大学参与合作办学项目的
30 余位师大学生，代表团也为他们带去了来自母校的问候。
上海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团在圆满完成了戴顿大学行程后，礼节性地对今年 5
月访问我校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进行了回访，并于 12 月 12 日顺利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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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强率团出访台湾屏东大学】
2015 年 12 月 12 日至 14 日，校长朱自强一行受台湾屏东大学邀请，参加该
校校庆典礼，同时代表学校与屏东大学签署《学术交流合作备忘录》。朱自强访
问期间，与台方校长古源光进一步磋商两校合作事宜。双方共同表示，将珍视两
校的宝贵友谊，愿在现有交流规模与格局的基础上拓展合作领域。双方就两校互
派教师、学生、合作科研等问题取得了广泛共识。
屏东大学是台湾 8 所专业师资培育大学之一。该校前身为屏东教育大学，屏
东教育大学于 2006 年 6 月向“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申请“屏东大学”注册简称，
“屏东大学”简称只限屏东教育大学一校使用。 2014 年 8 月 1 日,屏东教育大
学与屏东商业技术学院合并为屏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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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至 12 月，学校与美国、加拿大、新西兰、香港和台湾等 5 个国
家和地区的 10 所高校和机构签署（续签）14 份交流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中国
上海师范大学和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关于建立地球系统和区域生态联合研究
中心的合作备忘录》、
《加州大学董事会代表圣克鲁兹分校与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合
作协议》、
《中国上海师范大学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合作备忘录》和
《和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学分对接协议》（生环学院）等。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代表团与我校签署校际交流合作协议】
2015 年 10 月 12 日下午，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校长 Rick Miranda 带领该校国
际事务副校长 James Cooney、科研副校长 Alan Rudolph，行政副校长 Lynn
Johnson、中国事务副教务长高炜以及人文学院、自然科学学院主要负责人等组
成的大型代表团访问我校。
校长朱自强会见了代表团一行，并代表学校对 Miranda 校长的到访表示热烈
欢迎。朱自强高度评价了我校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高效、深入的合作进展，对双
方将就教师交流、学生交流、科研合作、高层互访、联合办学等方面展开的全面
合作寄予厚望。Miranda 校长对我校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对双方的合作前景
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能够尽快落实项目的实施并展开深度的科研合作。
双方签署了《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合作项目协议》和
《中国上海师范大学和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关于建立地球系统和区域生态联
合研究中心的合作备忘录》。双方在会谈中还深入讨论了两校本科专业联合培养
项目和硕士联合培养项目等具体落实措施和方法，以及发挥双方优势学科共同建
立联合办学专业的意向。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于今年 6 月与我校签订校际合作交流备忘录，双方积极推
进，目前已经选送本科交流生和研究生赴该校交流学习和深造。此次签署的项目
协议和合作备忘录将加深两校在学生互派和科研领域的合作，为建立联合办学学
院奠定基础。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是美国重要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之一，其在环境科
学、癌症研究、大气科学、清洁能源技术、水资源、兽医学以及传染病等领域的
研究在全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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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葛卫华、副校长高建华、副校长柯勤飞，以及人文与传播学院、商学
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旅游学院、教务处、科技处、研究生院、基础教育发
展研究中心、附属中学、国际交流处的主要负责人分批参加了会谈。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桥水州立大学与我校签署校际交流合作协议】
2015 年 10 月下旬，我校先后与美国桥水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签订校际交流合作协议。
10 月 19 日，桥水州立大学校长 Frederick Clark Jr.和国际事务部负责人
To Wingkai 等一行 4 人到访我校，校长朱自强出席会见并代表学校与对方续签
校际合作备忘录和学生交流协议。下午，Clark 校长一行分别与商学院、外语学
院、教育学院和对外汉语学院负责人进行了详细会谈。18 日晚，桥水州立大学
上海校友会成立，校长 Frederick 在我校桃李居宴请部分在沪校友和我校有关学
院部门负责人。
桥水州立大学是美国马萨诸塞州一所公立文理学院，是马萨诸塞州除麻省大
学系统外最大的公立大学。该校 2008 年 3 月与我校签订校际合作协议和学生交
流协议，自 2009 年起，我校先后有 3 名访问学者和 26 名交流学生在该校学习深
造。
10 月 27 日 ，校 长朱 自 强会 见了 加州 大学 圣 克鲁 兹分 校校长 George
Blumenthal、国际事务负责人和国际学生招生负责人等一行 5 人。双方签署了校
际学术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师生交流、科研合作以及其他学术领域展
开合作。数理学院、星系与宇宙学重点实验室和国际交流处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见
并见证协议签署。
据悉，学校星系与宇宙学重点实验室已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天文学和天
体物理学系、加州天文台签订了派出访问研究人员协议。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是加州大学系统十个校区之中最有名望的学府之一，
是一所世界顶尖学府。学校位于旧金山湾区附近的著名海湾城市圣克鲁斯，成立
于 1965 年。2015 年 Times Higher Education 世界大学学术影响排名第 1 名，
2016 年 US NEWS 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位列全球第 4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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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开学典礼举行 700 余新生注册报到】
2015 年 9 月 18 日上午，2015 年度留学生开学典礼在会议中心一号报告厅隆
重举行。副校长刘晓敏出席并致辞，对外汉语学院和人文与传播学院负责人出席，
典礼由国际交流处负责人主持。
刘晓敏代表学校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的问候，并
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表达了对留学生们的殷切期望，希望他们在努力学习的
同时，深入体验并逐步融入中国文化，逐步成为传播友谊的使者。随后，对外汉
语学院负责人及教师代表、留学生代表分别发言，表示将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
汉语教、学氛围。
据统计，2015 年秋季学期共有 700 余位外国留学生在我校商学院、对外汉
语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旅游学院、音乐学院等就读。他们分别来自韩国、法
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等 58 个国家。学生层次包括上海市外
国留学生预科学院学生、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孔子学院奖学金生和上海市政府奖
学金生。

【我校六门全英语课程入选市教委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建设项目】
2015 年 10 月 19 日，上海市教委公布了“2015 年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
授课示范性课程建设名单”，我校商学院的《中国金融市场》、
《金融服务营销》、
《金融理论与政策》，人文与传播学院的《西方文明史》，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的
《微电影创作与研究》、《中国影视文化研究》，共计六门全英语授课课程入选。
本年度，市教委共有 153 门课程获批立项，建设周期为两年，每门课程资助
标准为 10 万元。建设期满验收通过的课程，将授予“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
授课示范性课程”的称号。对于验收结果优异的课程，市教委将优先推荐到教育
部等组织的相关课程建设项目。
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是由市教委 2013 年开始启动，并
给予支持资助的课程建设项目，旨在建设全市共享的国际化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和
选课平台，实现优质教育在全市范围内的共享，使在沪留学生可以跨学校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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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选课和学分互认。该项目的建设将有助于我校建立英语授课课
程体系，使得我校留学生层次和规模在今后得到进一步拓宽和发展。

【留学生看上海活动：体验师大文化、领略沪上风情】
2015 年 10 月 24 日，国际交流处组织的“体验师大文化、领略沪上风情”
之留学生看上海活动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也是上海师范大学建校 61 周年“校庆
月”系列活动之一。为了活动能够顺利展开，国际交流处广泛动员、精心组织，
50 余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新生积极报名参加了本次活动。
在为期一天的活动中，他们在环球金融中心俯瞰浦江两岸，在滨江大道领略
外滩风情，上海这一国际化大都市的迷人风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自蒙
古的留学生玛拉玛这样感慨：“上海的魅力是无以伦比的。在家乡，我很少见到
这么高的建筑，环球金融中心的高度给我印象十分深刻”。除此之外，他们还游
览了有着传统文化特色的豫园和城隍庙，上海老城区古色古香的风采令他们惊
叹。参观上海城市规划馆也让留学生们对于上海有了更为深入和直观的认知。
“城隍庙的建筑很古老，里面的小吃很好吃，城市规划馆展现了上海的历史，让
我从心底更加喜欢这座城市。”来自法国的留学生 Elodai 这样说道。
此次，看上海活动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进一步了解中国语言文化和上
海风土人情。在活动中，他们也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对师大也有了更多的归属感，
收获颇丰，活动收到了预期良好的效果。据悉，学校和学院每年为留学生组织各
类文化活动，如：国际艺术节之留学生美食文化节、留学生趣味运动会、风筝节
和上海市留学生龙舟赛等。这些活动为留学生体验中国文化、认识海派风情、融
入师大学习和生活提供契机，为他们的留学生活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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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留学生参加第十三届“张江杯”外国友人乒乓球赛】
2015 年 11 月 7 日，我校留学生代表队参加了第十三届“张江杯”外国友人
乒乓球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国际交流处对本次比赛非常重视，广泛动员留学
生参赛，并对报名的留学生开展了专门的训练，特邀体育学院专业教师进行指导。
比赛当日，留学生代表队着装统一，精神抖擞，以增进友谊、重在参与的精神在
比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通过比赛，留学生们既增强了合作的意识，又与其他
院校参赛选手结下了珍贵的友谊。

【我校留学生代表参加国家留学基金委活动感知中国文化】
2015 年 11 月 20 日至 22 日，国际交流处带来学校 9 名留学生参加了由国
家留学基金委主办的“2015 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感知中国’文化体验—走近
东台”活动。此次，上海 13 所高校共计派出来自 55 个国家的 151 名留学生造访
了人杰地灵、风景优美的江苏省东台市参加了本次文化体验活动。为期 3 天的活
动中，江苏省东台市政府热情接待、周到安排、细致服务，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
化体验活动。通过参观东台市城市规划馆、文博馆、董永和七仙女文化园、西溪
植物园等，留学生们初步了解了东台市的发展历史，领略了东台迷人的自然风光
和人文景观。神奇的发绣表演、七仙女的美丽传说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此基础上，对黄海森林公园、弶港文化展示馆以及条子尼围垦的参观使留学生
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于东台市传统优势农业经济发展模式的直观认识。而对捷士通
科技、城东新区人才基地等地开展的考察则使留学生们看到了东台市“立足苏
北、赶超苏南”的城市发展理念和前景。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留学生们从东台这扇窗户更深入体验了中国文化，加强
了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了彼此的交流和友谊，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回忆。国际交
流处全程参与了该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保障了活动顺利有序进行，使其收到了预
期的效果，获得了参与学生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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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留学生参加第十届孔子学院大会文艺演出】
第十届孔子学院大会文艺演出于 2015 年 12 月 6 日在上海世博演艺中心红厅
隆重举行。我校有 17 名留学生参与了此次文艺演出。
本次文艺演出以“和衷共济”为主题，着重表现了“天地人和，和而不同，
和衷共济”三层重要内涵。上海十余所高校的近 500 名各国留学生和孔子学院学
生以及 150 余名中国学生参加了演出。演出创新地融合了经典艺术与现代科技、
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节目丰富多彩。我校留学生们参与了其中的歌舞
《中国范》以及《各国名歌大联唱》两个节目的演出，获得了高度的好评。

【外籍专家、留学生欢度圣诞喜迎新年】
2015 年 12 月 16 日晚，长期在我校工作的外籍专家和各国留学生代表应邀
参加了“2015 年上海师范大学外籍专家和留学生圣诞新年晚会”，副校长柯勤
飞出席晚会并代表学校向外籍专家和留学生代表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对一年来为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付出辛勤努力的师生员工表示感谢。
柯勤飞在致辞中对 2015 年的国际交流工作做了总结。今年我校共派出 16 个
学院 391 名学生赴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79 个学校或机构进行获得学分或学位的专
业学习和实习，另有 600 余人次赴海外参加各类短期学习项目。共接受留学生
2108 人，他们来自 81 个国家，就读于 15 个学院，44 个专业。其中，长期进修
生 1025 人，本科生 200 人，硕士生 71 人，博士生 35 人，短期进修和实习生 777
人。共接待了来自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来访团组 85 个，共 470 人次。举办大型国
际会议 16 场。学校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俄罗斯、澳
大利亚、韩国、泰国和台湾地区等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23 所高校和机构签署（续
签）28 份交流合作协议。在港澳台工作方面，我校共办理各类赴台人数共计 147
人次，其中全年学生赴台交流人数 75 名。接待各类港澳台地区来访客人约 100
人次。柯勤飞还特别对明年的国际交流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祝愿大家猴年更上
一层楼。
本年度的迎新晚会采取了自选节目方式，由参席人员即兴演出，既有留学生
表演的相声《抬杠》，又有来自学院领导演唱的京剧《空城计》选段。另外，刚

2015 年第 3 期(总第 7 期)

20

国际交流处简报
<<< 留学生工作
刚获得国家汉办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教学大赛一等奖的博茨瓦纳留学生马奕
男不但担当主持，而且献上了一首诗朗诵《沁园春·雪》，感情饱满，技惊四座。
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和教师纷纷献上自己的拿手舞蹈、曲艺等民族色彩丰富的
节目，晚会自始至终洋溢着祥和、热烈的气氛。
晚会上，来自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 20 多名外籍专家和来自德国、博
茨瓦纳、韩国、法国、越南、蒙古等近 20 个国家的 80 多名留学生，以及外国语
学院、对外汉语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及嘉宾欢聚一堂，分享了新年的喜悦，相约来
年共同进步，更创辉煌。

【奉贤校区留学生住宿安排工作】
为进一步缓解我校留学生住宿的压力以及方便奉贤校区的留学生上课安排，
在有关校领导建议下，奉贤校区 32 号学生公寓楼 4 楼共 18 间房间划归为留学生
宿舍。2015 年 8 月起装修工作正式启动，此次改造的装修方案和意见由国际交
流处负责，资产处安排了相关施工工作。共计花费 30 余万人民币，用于装修费
用、家具以及相应生活电器、设施的购置。
2015 年 9 月初，已有 6 名来自蒙古、越南、澳大利亚、萨摩亚等国的留学
生以及 4 名来自台湾地区的交流生入住其中。国际交流处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
相应的管理办法，制订了留学生宿舍管理规定，并创新地设立了帮助留学生适应
校园生活的学生助理。以上这些措施均得到了留学生们积极的反馈。今后随着我
校留学生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奉贤校区也会有更多的留学生入住，丰富我们的校
园。为了适应新常态下的留学生管理工作，国际交流处将继续完善奉贤校区的留
学生宿舍管理工作。

2015 年第 3 期(总第 7 期)

21

国际交流处简报
<<< 预科学院
【预科学院管理】
报到注册：今年 24 所兄弟院校共推荐 2015 级新生 87 人来预科学院就读，最后
录取 81 人，实际顺利报到注册人数为 76 人，分别来自 24 个国家。
开学典礼/入学教育：2015 级 76 名预科生参加统一的留学生开学典礼；此外，
为进一步规范预科生的管理，预科学院为所有新生召开了入学教育 Orientation，
分语言分国别，确保每个学生知晓学籍管理规定。通过这种早期沟通，学生们对
学校的管理规定有了清楚的认识，对后续管理非常有利。
完善管理：在总结预科历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预科学院对目前在入学标准设定、
考勤管理和入系读书适应性等方面的主要问题作了梳理，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
案，将在与市教委国际处和相关推荐院校充分交流沟通后择机出台，争取在 2016
级新生中正式实施。
预科教育十周年研讨会：2015 年 12 月 26 日，国际交流处负责人和预科学院管
理人员赴天津参加了由天津大学主办的“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预科教育十周
年研讨会”，聆听了教育部和国家留学基金委领导对预科教育发展的指示讲话，
并与参会代表交流，学习了各兄弟院校承办预科学院的经验，对进一步提高预科
学院管理和教学水平起到了非常好的参考作用。
【预科学院活动】
学校运动会：2015 年 10 月 21 日下午，17 名预科学院同学参加了上海师范大学
运动会，作为这次比赛留学生的主力军，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在比赛
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此次校运会不仅为中外学子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更
让中外学生增进了彼此友谊，加强了在多元文化氛围中的沟通能力。
语言实践活动：2015 年 10 月 29 日-31 日，62 名预科学院学生参加了对外汉语
学院组织的秋季语言实践活动，分赴天目山、黄山两地，通过旅游活动，欣赏美
丽风景，体验中国地方民俗，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冬暖童心，美丽预科：2015 年 11 月 18 日下午，预科学院参加了由对外汉语学
院组织的赴奉贤海湾小学献爱心活动，中外志愿者一起在海湾小学与小学生互动
交流，在深秋里为小朋友送上暖暖的爱心。

2015 年第 3 期(总第 7 期)

22

国际交流处简报
<<< 学生交流
【实现学生对外交流工作年度目标】
本年度，学校共计派出 16 个学院近 400 名学生赴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79 个
学校或机构进行获得学分或学位的专业学习和实习，另计有 600 余人次赴海外参
加各类短期项目，包括研修见习、社会实践、学术交流、语言培训、文化体验、
艺术演出、赛事会议、志愿服务等。学生派出规模与去年基本持平，但项目数量
有所增长，目的地分布呈现多元化趋势。
【启动 2016 年学生对外交流工作】
2015 年 12 月，国际交流处与海外交流院校及相关文化交流机构商谈 2016
年上半年学生交流计划及寒暑假学生交流项目安排，现已确定并发布项目 20 个，
组织校内宣讲会十余场。完成部分项目选派工作，派出近百名学生分赴美国、德
国、澳大利亚、韩国、文莱等地参加长短期交流及主题游学活动。
【完成本年度学生海外项目资助计划】
2015 年，国际交流处会同财务处、内涵办、研究生院、教务处等相关部门，
确定我校学生海外项目遴选办法、游学项目资助办法，并根据《上海市高校学生
海外学习、实习项目管理办法》及《上海师范大学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管理
细则》，制定 2015 年度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资助方案。本年度获得资助的
学生共计 169 名，资助发放总额为 292.5 万元。
此外，对下半年校院两级组织的部分优质短期游学项目予以资助，资助团组
8 个、学生 56 名，资助金额 25.2 万元。
通过对学生交流项目的经费资助，学校极大地鼓励了学生出国（境）学习或
实习的积极性，拓展了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了学校的国际化程度，对今后项目
的组织实施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及指导作用。
【建设学生交流网上管理平台】
2015 年，国际交流处在前期讨论的基础上，确定设计需求、完善技术细节，
基本完成学生交流管理平台建设，该平台预计 2016 年初上线。网上平台启用后，
将对校院两级学生交流项目进行统一管理，避免校内资源的重复与浪费，减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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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申请和审批过程中不必要的奔波，简化数据上报及信息统计环节，为学生交
流工作的流程化、规范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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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在上海世博中心隆重举行】
2015 年 12 月 6 日至 7 日，第十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在上海世博中心隆重举
行。大会主题为“适应需求，融合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刘延东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做主旨演讲。开幕式由教育部
部长、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副主席袁贵仁主持。上海市市长杨雄，孔子学院总部
总干事、国家汉办主任许琳与来自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代
表等 2300 余人出席大会。
在孔子学院大会期间，校长朱自强亲切会见了我校合作三所孔子学院的中外
方院长，对中外双方的共同努力与良好的合作表示肯定，并希望双方继续一如既
往地积极开展工作，把孔子学院建设得更好。此外，我校留学生还积极参加了孔
子学院大会联欢晚会的文艺演出。

【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荣获 2015 年度全球先进孔子学院称号】
在第十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上，我校承办的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被评为
2015 年全球先进孔子学院。这标志着我校与博茨瓦纳大学共建孔子学院取得了
丰硕成果。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自 2009 年运营以来，坚持服务于国家人文交
流战略，依托孔子学院总部、上海师范大学、博茨瓦纳大学、以及中国驻博茨瓦
纳大使馆等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依靠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在汉语推广和文化
传播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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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夏令营圆满结束】
2015 年 9 月 6 日至 16 日，日本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夏令营在对外经贸大学和
上海师范大学进行了为期 11 天的文化体验和交流活动。夏令营全体成员 20 人，
来自福山及周边五所大学。在上海，夏令营成员参观了鲁迅纪念馆、上海师大博
物馆、校史馆，还参观了豫园、外滩、新天地、南京路、田子坊等，乘船游览了
黄浦江，他们走进大街小巷，感受上海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魅力。我校美术学院张
信教授专门为营员们上了一堂书法课，并由书法专业的学生手把手教日本大学生
练习书法。通过这次活动，他们纷纷表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进一步加
深了认识和了解，收获了友谊与快乐。

【2016 年上半年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录取工作顺利完成】
2015 年 10 月至 11 月，根据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要求，我校 2016 年
上半年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录取工作顺利完成。经过学校的初审和汉办的考核，
我校 7 名同学成为 2016 年第一批汉语教师志愿者储备人员。他们分别来自对外
汉语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和哲学学院。其中，一名为应届本科毕业生，其余均
为在读研究生。他们将分别前往非洲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韩国延世大学孔子
学院，以及韩国中小学任教。

【学校留学生勇夺“中非友谊知识竞赛十强”称号】
2015 年 10 月至于 11 月，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举办“汉语桥·中非友
谊知识竞赛”，此次竞赛以“中非情·青年志”为主题，分为网络预赛、过桥赛、
半决赛和决赛四个环节。我校对外汉语学院本科四年级留学生、来自马里的阿咪
勇夺在华非洲留学生十强称号，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了我校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和
独特风采。另一名来自音乐学院的学生周靓也进入了 3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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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合作办学

【学校积极参加第二届上海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比工作】
2015 年 10 月 12 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部署启动了第二届上海示范性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评比工作。本次参评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需具备以下条件：
要通过教育部备案与审批,近二年均向市教委递交中外合作办学年度报告；参加
过教育部或本市组织的中外合作办学到期评估，且评估结果为“合格”及以上；
已经有二届/期及以上毕业生，且仍具有两年以上办学有效期；能够依法规范办
学，符合规范性指标要求。评选工作分为评选动员、单位自评、组织评选、结果
反馈四个阶段。
接到市教委的通知后，学校高度重视，积极动员相关学院参评。10 月 27 日，
国际交流处和相关学院的负责人员一同参加了市教委组织的评比动员会。随后，
经过单位自评，我校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于 11 月底顺利提交了相关评比材料。

【学校中德汽车服务工程专业顺利通过教育部 2015 年中外合作办学评估】
2015 年 11 月底，教育部通报了 2015 年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结果，上海师范
大学与德国兰茨胡特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汽车服务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顺
利通过评估。此次教育部评估程序包括办学单位提交自评报告、网上公示、学生
满意度与社会声誉调查、专家综合评议、结果反馈及整改等。
上海师范大学与德国兰茨胡特应用技术大学合作举办的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本科教育项目于 2013 年秋季正式对外招生，旨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经
济技术人才，采用中德双方共同制定的教学计划，引进了一系列外方优质课程资
源，聘请外方优秀教师担任课程教学。该项目前身是上海师范大学与德国巴伐利
亚州上法兰肯区手工业管理局技术与创新管理学院合作举办的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专业(汽车方向)本科教育项目，这一项目于 2003 年秋季开始招生，迄
今为止共招收了八届学生，毕业人数 369 人。近 10 年来，累计有 200 多名学生
通过该项目赴德学习实训并通过德国汽车服务技师考核，部分学生在德国完成了
硕士学位，学成回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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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
【“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项目顺利完成】
2015 年 9 月 20 日至 26 日，非洲博茨瓦纳教育代表团一行 8 人抵沪开展为
期 6 天的交流、考察和培训活动。这是教育学院丁念金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中非
高校 20+20 合作计划”项目——“中小学生优质学习及其指导的实践研究”研究
进程中的一次重要活动。博茨瓦纳教育代表团由博茨瓦纳大学的 2 位教授和博茨
瓦纳的 6 位中小学骨干教师组成。博茨瓦纳代表团这次访问上海，主要进行了三
类活动：一是基础教育考察、观课及观课研讨；二是进行双向性的教育交流；三
是比较系统地研讨优质学习的理念、实践方向和操作框架及其在博茨瓦纳应用的
可行性。双方通过交流活动，收获颇丰，都积极期待双方进一步的教育交流与合
作，并将优质学习体系在博茨瓦纳中小学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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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

【博茨瓦纳大学教授做客“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
2015 年 9 月 25 日，博茨瓦纳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Gabatshwane Tsayang 来到
“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为我校教育学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做了题为“博茨
瓦纳教育的发展历程、现状、挑战和发展趋势”的主题讲座。

【法国巴黎十大教授做客“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
2015 年 9 月 26 日，法国巴黎十大戏剧美学及法国研究教授、法兰西大学院
院士克里斯蒂安·比埃为我校学生带来《法国十七世纪话剧的挑战与保留剧目的
理念》的讲座。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做客“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
2015 年 12 月 3 日，香港浸会大学统计学讲席教授朱力行应邀作客上海师范
大学“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在奉贤校区图文中心二楼报告厅以“我们为什么
需要提高统计学素养--从非典,转基因的报道说开去”为题作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讲座。来自数理学院、商学院等多个专业的 240 多位师生聆听了朱力行教授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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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第一次进行学院国际交流工作年终绩效考核】
根据《上海师范大学关于学院绩效考核的实施办法（试行）》，以学校十三五
规划为目标，制定了 “国际化办学与交流合作（试行）”考核指标，从学生国际
化、国际化办学和国际科研合作等三大方面对 16 个学院 2015 年的国际交流工作
进行绩效考核。我处专门成立了以部门负责人为组长，具体工作负责老师为组员
的考核小组，多次讨论修订考核指标。指标紧密结合学校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
其中指标体系参照每年中国教育交流协会有关高校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和我校
实际结合确定；评分依据充分结合学院、学科现有存量和增量目标两个维度同时
考量；以求更客观公正地反映二级单位国际交流工作的现状和发展空间。
通过数据收集、分数反馈、交流解释和修正核对等考核流程，最终确定各
学院最终分值。通过考核，国际交流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途径更为清晰，学院也更
加了解自身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要求，为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效保障。
具体考核指标见下表。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化办学和交流合作”考核指标（201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国际学生
（包括长期和短期学生、港澳台学生）
学生国际化
（40 分）

国际化办学
（30 分）

学历国际学生

10 分

（含港澳台学生）
在校生海外学习、见实习、参加会议或竞赛

10 分

在校生中在海外修读学分、攻读学位

10 分

全外语授课课程

10 分

全外语授课学科专业

10 分

各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10 分

（注 1）

5分

承办国际学术会议

（注 1）

10 分

海外学者讲座

5分

海外科研合作项目

5分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国际科研合作（30 分）

10 分

[注 2]

与海外联合建立的研发机构/实验室

5分

2015 年第 3 期(总第 7 期)

30

国际交流处简报
<<< 其它

【制定《外事礼品管理规定》】
加强对外交流活动中礼品购置、赠送和接受等环节的管理，严肃外事纪律，
制定《国际交流处外事礼品管理规定》，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
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
【国务院令第 133 号】、教育部《教育部机关和直属单
位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办法》等上位法相关条例，从外事礼品的赠
送对象、礼品规格、礼品购置、礼品管理等方面作了详细要求。

【2015 年度国际交流处部分数据统计】
2015 年度在校留学生数据（单位：人次）
年度

长期生

2015

长期生

短期生

语言生

进修生

本/专科生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小计

小计

518

507

200

71

35

1331

777

合计

2108

2015 年度在校外籍专家数据（单位：人）

国别

人数
总计

美

英

德

日

法

韩

国

国

国

本

国

国

17

11

1

2

4

新

菲

西

西

律

班

兰

宾

牙

1

5

2

塞

巴

南

拉

基

非

利

斯

昂

坦

1

2

1

肯
尼
亚
2

1

印
度

1

51

2015 年度公派学生数据（单位：人次）
年度

长期项目

短期项目

合计

2015

400

600

1000

2015 年度公派教师数据
年度

团组数

总人数

2015

273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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