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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来华留学生迎新工作圆满完成 

目前，我校来华留学生迎新工作告一段落。根据学校留学生办公
室/国际合作处最新统计，2015 年，我校有来自 92 个国家的留学生
共 2329 人，其中学历生数为 1111 人，包括硕士研究生 120 名，博士
生 5名，学历留学生总数在省属高校中名列第一。 

今年，国际交流学院在留学生迎新工作中不断融入人本理念，不
但为留学生安排了人性化的团队接机服务、银行类金融服务、外汇兑
换服务，还通过教学资源重组为留学生新生提供“一站式”报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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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统一印发《宁波大学来华留学生始业教育手册》，参考加拿大高校
为留学生新生开设始业教育课程。另外，国际交流学院还组织中国学
生向留学新生们提供学习、社团、中国文化、兴趣等方方面面的在华
生活指导。 

 

国际交流学院赴各学院调研留学生工作 

为对接全校留学生招生、管理及服务工作，国际交流学院院长陈
建平、副院长林麒、院长助理、留学生部主任潘峰等一行密集走访了
海运学院、商学院、医学院、机械学院、信息学院、建工学院等主要
留学生培养学院，就新一轮外国来华留学生招生、管理及服务工作进
行了调研。 

在调研过程中，各学院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本学院留学生工作
的总体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留学生教育过程中的困惑。各学院还
就本学院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诸多中肯、建设性建议。
陈建平院长也就学校对国际交流学院机构职能调整、留学生招生和管
理思路以及拟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对策等向各个学院进行了沟通，同时
就加强与各学院协调联动共同推进留学生招生、管理及服务工作进行
了研讨。 

针对各个学院反映的目前留学生生源质量问题、生源国过分集中
问题、留学生数量与质量的平衡问题，国际交流学院今后着力通过多
方渠道实施“走出去”战略，主打“优质生源”和“优质中介”两张
牌，附加同国外知名高校合作建立“反向 2+2”项目联合培养来华留
学生，以抓“质”为基础，从源头优化生源结构，提高生源质量。调
研中，陈建平院长还通过“趋同化”、“制度化”、“社会化”、“人
性化”四个观点系统阐述了学院层面如何加强并改进来华留学生的管
理与服务。 

国际交流学院此次调研重在倾听、沟通与解决问题，将举全院之
力“出点子”、“出资源”、“出措施”，配合各学科性学院做好留
学生招生、管理和服务工作；秉持全校“一盘棋”的理念，与各学院
精诚合作，共同推进我校来华留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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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出入境管理局、市外办、江北交警大队 

为我校留学生进行法制安全教育 

为落实教育部、公安部、外交部《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规定》
文件精神，做好我校来华留学生中国法律法规及安全教育，10 月份
以来，国际交流学院分别邀请宁波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宁波市出
入境管理局、江北交警大队来校为我校来华留学生进行在华居留、法
律法规及安全教育。 

宁波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陈国苗副主任、宁波市出入境管理局
王东波副局长、孙志群调研员以及江北交警大队周斌指导员先后来校
为留学生授课，就宁波概况、出入境法律法规、道路安全交通法和在
华安全知识进行专题讲座，从案例入手，运用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深
入浅出为留学生们解疑答惑，使同学们尽快克服文化冲击并遵守中国
法律，为今后更好在华学习、生活打下基础。 

医学院、商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信息学院、建工学院、机械
学院、海运学院、海洋学院、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阳明学院等学院
学历留学生，国际交流学院各类汉语研修生聆听了系列讲座。 

法制安全系列教育旨在普及我校来华留学生法律观念，帮助学生
了解外国人在中国居留、学习、就业的相关知识，从而使留学生们更
好融入宁大留学生活，做合格的“知华、友华、爱华”民间使者。 

 
留学生违规电动车整治月活动 

为加强留学生安全管理，并建设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国际交流
学院联合学校保卫处、后勤管理处、江北交警大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
留学生违规电动车整治活动。 

12 月 10 日、18 日，江北交警大队两次来校进行留学生违规电动
车清理专项执法，在东校门、南校门、甬江留学生公寓等交通流量密
集的区域集中布点，对我校留学生电动车进行集中检查，重点对违法
改装、超速、超标电动车及违反道路安全交通法驾驶行为进行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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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一步大规模清理留学生违规电动车及查处超标电动车道路违法
行为做准备。 

在取证及执法中，江北交警大队当场查获违规电动自行车，并在
现场查验了留学生们提供的车辆证书、购车发票、收据等文件，同时
向留学生车主们“科普”了合法电动车标准和违规电动车特点及危害。 

东校门、南校门和甬江留学生公寓是学校本部教学区域连通留学
生生活区域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极易发生电瓶车伤人事件的事故易
发路段。每逢上下课时间，车流、人流量大，人车不分流，道路通行
情况复杂。超标、违规电动自行车由于车速快、制动能力弱，极易发
生交通事故。因此，本次执法重点选取这些地点进行调研取证，也为
学校接下来对校园电动车的具体整治奠定基础。 

目前，国际交流学院与保卫处、江北交警大队已经联合制定校园
电动车整治方案，将循序渐进共同推进校园内违规超标电动车的专项
治理工作，分步骤逐步将违规电动车“请”出校园，为广大师生创造
一个安全有序的校园环境。 

 
全校留学生规范管理工作会议召开 

12 月 10 日，全校留学生规范管理工作会议在安中大楼碧华厅召
开，严小军副校长出席。国际交流学院、国际合作处、教务处、研究
生院、保卫处、后勤管理处等部门以及商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中
欧旅游与文化学院、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信
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海运学院、海洋学院、医
学院、阳明学院等招收留学生的学院负责人及全校留学生管理人员参
加了会议,会议由国际合作处处长陈玉涓主持。 

国际交流学院院长陈建平首先解读了《宁波大学留学生招生和管
理工作手册》，就各部门、学院职责分工、工作流程进行了说明。国
际合作处、保卫处、教务处、研究生院、后勤管理处、商学院、人文
与传媒学院/中欧旅游与文化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负责人作了
发言，就留学生招生、管理工作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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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小军副校长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来华留学生工作是我校
办学特色，出台《宁波大学留学生招生和管理工作手册》是学校规范
留学生管理的重要举措，《手册》同时也是各部门、学院在留学生实
际管理活动中的工作指南，各学院在留学生管理工作中应担负起“第
一责任人”角色。严小军副校长还通过中外文化差异性、包容性分析
了我校来华留学生管理、服务中的难点、要点。 

会议还审议了《宁波大学留学生守则》（讨论稿）及其他事项。 
 

我校率团参加第 16 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 

10 月 23-25 日，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
心举行。国际交流学院院长陈建平教授率团参加了本次年会。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以“全球绿色发展：学校、企业、社
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制度创新”为主题，由“中国国际教育
论坛”、“中国国际教育展”和“中外院校合作项目洽谈会”三部分
组成。年会“中国国际教育论坛”框架下的“国际化与学生流动论坛”
以“国际化进程中的学生流动—新进展、新观点、新变化”为主题，
分为主题研讨和专题研讨等环节。论坛重点就 “一带一路”战略下，
推动来华留学、高校国际化和学生流动、增进中外人文交流进行研讨。 

陈建平教授受邀在国际化与学生流动论坛“来华留学之如何管理
并用好中介”专题研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向参会的各国政府代表、
国际组织、高校及来华留学中介介绍了宁波大学在来华留学招生中介
管理中的做法及存在的问题，并深刻剖析了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法，观
点独到、见解深刻，受到论坛主办方的高度认可。 

 
我校组团参加印尼第 21 届留学中国教育展 

11 月 5 日至 11 日，印度尼西亚第 21 届留学中国教育展在印尼
首都雅加达、巴厘岛首府登帕萨举行，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林麒副研
究员组团参加。 

展会中，我校重点向印尼民众及学生推介了物流管理、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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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建筑学、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计学（CPA Canada）、艺术设计等全英文授课本科专业及 MBA、信
息与通信工程、水产养殖、渔业资源和高分子科学等全英文硕士项目。 

展会期间，林麒副研究员还参加了印度尼西亚 Jakarta TV 教育
访谈现场直播节目，接受了主持人专访，通过印尼高影响力电视媒体
宣传宁波及宁大，提高宁波大学在海外的知名度。 

展会之余，林麒一行还访问了我校在印尼合作高校-Binus 
University（建国大学），并与 Binus University 方面深入洽谈。
洽谈中，双方达成意愿在工商管理 2+2 联培项目发展的基础上，再拓
展物流管理 2+2 及国际经济与贸易 2+2 联培项目，扩大 Binus 
University 来宁大留学联培生数量。 

展会间隙，我校还访问了登帕萨 SMAK SANTO YOSEPH 高级中学，
宣讲了我校来华留学专业及学校优势，通过对接海外高中提高我校来
华留学生质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国内十余所
“985”、“211”工程高校参加了此次教育展。 

 
我校留学生参加第九届“梦行浙江”系列活动 

11 月 27 日，由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浙江省
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浙江广电集团联合主办，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
频道和绍兴文理学院承办的第九届“梦行浙江”来华留学生中华才艺
展演活动在绍兴文理学院举行，我校伊朗籍学生月亮、兰兰，越南籍
学生裴碧草，吉尔吉斯斯坦籍学生谢怡作为我校留学生代表参加了此
次才艺展演。 

本次“梦行浙江”系列活动由“悦读浙江知识竞赛”、“来华留
学生主持人选拔赛”、“来华留学生中华才艺展演”和“百名留学生
参观上虞中华孝德园”四部分组成，我校留学生在“悦读浙江知识竞
赛”中凭借扎实深厚的中国文化知识积累和现场表现，在同包括浙江
大学在内的十九所在浙高校的激烈竞争中过关斩将，荣获三等奖。在
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第九届“梦行浙江”主持人选拔中，我校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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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籍学生月亮凭借出色的汉语水平及播音主持技巧，在各高校众多实
力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得导演组青睐，并以骄人成绩入选第九届“梦
行浙江”来华留学生中华才艺展演节目主持人，出色完成展演现场主
持工作，获得浙江电视台高度肯定。浙江电视台的《新闻大直播》栏
目还特别为其制作纪录片，为全省观众播送本次主持人选拔过程。 

11 月 28 日，我校留学生还参加了省教育厅组织的“百名留学生
参观上虞中华孝德园”活动，感受以虞舜和曹娥为代表的中华孝德文
化，体验浙江文化风情，增进“亲浙友浙”的情感。 

作为以来华留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宣传品牌
活动，“梦行浙江”为留学生们搭建了一个深入了解浙江、加强相互
交流、充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使更多来华留学生自发地成为介绍浙
江、宣传浙江的“民间使者”。 

 
学生事务中心留学生服务窗口竭诚为全校留学生提供服务 

为体现学校“以生为本”理念，全方位提高服务来华留学生水平，
国际交流学院留学生服务窗口整体迁移至宁波大学学生事务中心，为
全校来华留学生提供居留许可/签证延长、来华保险购买、学费缴费、
公交卡证明办理、各类学习证明办理等服务，开启了学校服务来华留
学生的全新格局。   

新的服务环境提高了留学生满意度。宁波大学学生事务中心位于
学校行政中心大楼、食堂、教学楼、宿舍楼群的交汇地段，是留学生
学习、生活等活动的必经之地，为留学生办理业务提供了便捷。事务
中心共有两层，一楼为后勤服务大厅，二楼为学生事务中心，资源共
享。一站式服务减少了留学生办事成本，提高了办事效率，留学生们
对此给予好评。在硬件建设方面，一楼大厅设置了票务台、校园卡充
值等硬件配备，可以满足留学生们充值、购买火车票、机票、汽车票
等不同需求。二楼引进了自助成绩打印机、学生自主打印复印平台，
并引入叫号系统避免人员高峰阶段的拥堵。 

新的服务模式让留学生们感觉到学校对国际学生服务理念的转
变。为满足对留学生的实时服务，留学生服务窗口按照事务中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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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留学生管理人员原有的作息时间，利用休息时间为留学生提供服
务，方便留学生们在课余时间办事。 

留学生服务窗口还严格执行学生事务中心错时服务制、首问责任
制、AB 岗位制、限时办结制、投诉问责制等多项规章制度，确保服
务时间、服务质量、服务效果。 

留学生服务窗口进驻事务中心后，服务内容既有基础性服务也有
个性化服务，10 月份仅半个月时间，就办结留学生居留许可延期申
请 327 例，购买来华综合保险 327 例。11 月至今，留学生服务窗口
接待全校留学生 900 多人次。其中，650 余人使用了叫号系统。 

截止目前，已有武汉理工大学来华留学生管理部门前来参观学习
我校留学生一站式服务模式。我校国际交流学院提供留学生一站式服
务的做法，也受到华南理工大学等国内兄弟高校国际学院或留学生工
作处的称赞。 

 
【简讯】 

▲ 9 月 16 日，商学院举办留学生日常工作管理研讨会。 
 

▲ 9 月 21 日，宁波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组织留学生试乘轨道交通二
号线，百余名来自英、德、美、澳、印尼、冰岛等 10多个国家
的留学生愉快地体验了一回异国他乡的“地铁”。 

 
▲ 10 月 14 日下午，宁波大学 2015 级留学生新生开学典礼在锦绣
小剧场隆重举行，副校长严小军出席了此次开学典礼。 
 
▲ 10 月 15 日，国际交流学院留学生服务窗口进驻宁波大学学生
事务中心，为全校留学生提供住宿申报、居留许可、来华保险、
学习证明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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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7 日，商学院和宁波赛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织了
一场公益远足活动。商学院留学生们到北仑九峰山进行了游览，
并进行了公益环保实践。 
 
▲ 11 月 1 日，“2015 深圳南山半程马拉松赛”举行。机械学院
两名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谢吕约•威尔弗雷德•吉普杜姆（Cheruiyot 
Wilfred Kiptum）和桑•尼古拉斯•基普罗蒂奇（SANG NICHOLAS 
KIPROTICH）在男子 10 公里赛中分别获得冠亚军。 
 
▲ 11 月 22 日，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和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
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主办、北京语言大学承办的 “中非友谊知识
竞赛”在北京落幕，我校南非籍学生马克、喀麦隆籍学生阿里两
名非洲学生在比赛中表现出色，获得了优秀奖，并参加了总决赛
闭幕晚会的演出。 
 
▲ 11 月 23 日下午，由宁波大学阳光体育委员会主办、国际交流
学院和商学院共同承办的宁波大学首届中外学生足球赛暨“余姚
生活网足协杯”在风雨操场顺利闭幕。本次足球赛是宁波大学首
次举办的中外学生足球赛。 
 
▲ 11 月 26 日上午，商学院组织了学院内留学生，赴国家高新科
技发展园区参观了宁波贸易进出口龙头企业——赛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赛尔集团副总裁方永强、分公司总经理王世清陪同参观。 
 
▲ 12 月 5 日，宁波大学 MBA 教育中心组织来自 6 个国家的 2015
级 MBA 留学生和德国交换生走进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参观
学习。正在慈溪市考察工作的宁波市副市长张明华得知这一信息
后，专程赶往企业看望宁波大学 MBA 留学生并参与座谈。张明华
副市长在会谈交流中充分肯定宁波大学对于宁波城市发展做出的
贡献，建议创新校企互动模式，鼓励在国际学生的创新创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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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上做创新性的尝试，让宁波企业家精神影响宁波、影响中国、
影响世界。 
 
▲ 近日，机械学院为 2015 级留学生新生举办了欢迎会暨新老学
生交流会，邀请了来自 15个国家的老生和新生分享在校的学习生
活经验。截止目前，机械学院留学生国别数已达 24个。 
 
▲ 12 月 11 日，医学院留学生才艺 show 在锦绣小剧场举行，医学
院全体留学生济济一堂，共享属于留学生们的饕餮大餐。 
 
▲ 12 月 14 日，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秘书长伊克巴
尔•扎法尔•贾格拉，人民党党秘书长拉蒂夫•科萨等一行 16 人在
中联部、宁波市外办领导的陪同下来访宁大，严小军副校长会见
来访客人并举行座谈会。代表团一行与我校 24位巴基斯坦籍留学
生进行了座谈。 
 
▲ 12 月 16 日，宁波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国苗先生来
校访问，并在国际交流学院为留学生们介绍宁波及其人文、历史
和地理，传播甬派商帮文化。 
 
▲ 我校留学生工作 QQ群、微信交流群“Ivy League@NBU”建立，

两大即时通讯群的建立将大大加强各部门、学院间工作沟通，
消弭信息不对称现象，并为全校留学生管理工作添砖加瓦。 

 

 

抄送：校领导，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院院长、书记，各学院负责
来华留学生工作副院长、副书记，各学院留学生办/学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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