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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16 级来华留学生招生规模、质量双提升
目前，我校来华留学生招生工作告一段落。截止到 11 月 2 日，
我校 2016 级来华留学新生报到人数达到 549 人，其中本科生 339 人，
硕士研究生 52 人，博士研究生 5 人，非学历长期进修生 153 人，学
历新生人数占新生总人数的 72.13%，高于 2015 年全国平均水平 25
个百分点。我校 2016 级留学生新生注册报到人数今年首次突破 500
人，创宁大留学生招生报到人数历史新高。
为提高留学生生源质量，2016 年，国际交流学院在招生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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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医学院通力合作，首次采用联审机制，共同把关学生入学资质录取
MBBS 学生，也积极试水通过标准化 SET 入学考试遴选符合条件的印
度留学生。
在优化留学生国别工作上，国际交流学院除了继续在印度尼西亚
等东南亚优质国家招收留学生扩大规模外，还首次将目光转向大洋
洲、拉美及中东欧国家。目前，已通过 NAFSA 和宁波-中东欧国家教
育合作平台等联系对接合作伙伴布局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图瓦卢、
所罗门群岛、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保加利亚等国留学生市场。除
此，还积极对接国际组织通过高级别人文交流项目如欧盟“伊拉斯谟”
计划鼓励外国留学生流动并积极接收高质量来华留学生。
在中国政府奖学金工作上，我校积极加大与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工
作衔接力度。通过努力，今年我校共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 33 人，
其中国别奖项目 1 人，单方奖项目 13 人，中美人文学历生项目 1 人，
中阿交流专项奖学金 1 人，中国东盟交流专项奖学金 1 人，支持地方
奖学金项目 16 人。
在孔子学院奖学金工作上，我校通过冰岛、意大利、德国、俄罗
斯、韩国、马达加斯加、吉尔吉斯斯坦等国 9 所孔子学院录取 9 名孔
子学院奖学金学生，生源国进一步优化。
在同国外高校联合培养学生引进留学生工作上，除了印度尼西亚
建国大学、韩国昌信大学外，2016 年，俄罗斯国立管理大学、泰国
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均首次向宁大输送成建制班留学生。下一年，向我
校输送留学生的国外合作院校将进一步扩大。目前，我校已同保加利
亚、斯洛伐克高校签署“2+2”本科联合培养协议引进中东欧国家留
学生，与法国昂热大学联合培养旅游管理硕士引进法国留学生的谈判
工作也已在积极推进中。
2016 年，国际交流学院在留学生招生工作中除了坚持传统方式
招生外，还创新工作方法，在国外青年中流行的社交媒体上推广宁波
大学，用国际上流行的媒体渠道营销宁波大学全英文授课专业，吸引
外国留学生来宁大留学。
来华留学生工作是全校教育国际化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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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继续按照“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工作方
针，在未来的工作中，加快招收培养知华、友华，以及致力于中外友
好事业的留学生，为学校的教育国际化工作贡献力量。
校院联动“四举措”做好暑期和 G20 峰会前留学生安全工作
2016 年暑期及 G20 期间，为深入贯彻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学
校关于校园安全工作的相关要求，国交学院积极动员全校留学生管理
人员，全面开展平安创建工作，努力通过“四大举措”为 G20 峰会安
全工作保驾护航。
一、摸清校内外住宿留学生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我院联
合庄市派出所、镇海出入境分局和庄市街道，深入辖区开展居住外国
留学生出租房排查工作，全面进行信息采集核对工作，做到“四见到”
（见人、见证、见居所、见合同），查找安全隐患，消除不安全因素。
二、暑期安排留管人员 24 小时值守留学生公寓，每日关注留学
生寝室住宿情况，对不安全行为进行劝阻、教育，对不听劝阻的行为
强行制止。
三、开展联合巡查，校内外安全一盘棋。国交学院班子带队，在
留学生生活区和市区老外滩开展安全稳定专项巡查，告诫学生遵规守
纪, 提醒留学生按时回校内公寓，把危险因素消除在源头，防患于未
然。
四、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安全意识。通过借助新媒体技术手段提
供即时安全提醒、重点区域人身安全须知、紧急联系电话等信息（英
文版）、开展去向统计，引导校园网络舆情，同时强化意识形态领域
主阵地建设，宣传我党宗教政策，建立完善的维护稳定工作体系。
我校参加 NAFSA 第 68 届年会及教育展
2016 年 5 月 29 日-6 月 3 日，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第 68 届年会及教育展
在美国丹佛举行，来自全球 100 多个国家的 9400 余名代表参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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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地 35 所国家“985”、“211”工程及部分省部共建重点高校参
加了本次 NAFSA 年会及教育展。我校国际交流学院院长陈建平教授一
行代表学校参加了此次盛会。
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全球学习能力构建（Building Capacity for
Global Learning）。会议期间，国际教育展、260 余场研讨会和座
谈会以及海报展同时举办，美国知名评论家、畅销书作者大卫·布鲁
克斯（David Brooks），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的著名律师布莱恩·斯
蒂文森（Bryan Stevenson），知名记者、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
盖尔·切麦赫·列蒙（Gayle Tzemach Lemmon），美国儿童人权活动
家、2014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凯拉什·沙提雅提（Kailash Satyarthi）
等世界知名人士出席开幕式和全体大会并做大会主旨演讲。
受 NAFSA 邀请，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沈雪松女士、教
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赵娜女士、宁波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陈建平
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刘鹏博士在 NAFSA·China
Session 版块中就“留学中国”政策、来华奖学金资助体系、学分项
目拓展及质量改进等议题进行了主题演讲。我校陈建平教授在演讲中
系统介绍了“留学宁大”系列政策并向与会者推荐了我校全英文授课
来华留学生项目及精品课程打造情况，演讲在 NAFSA 平台宣传了宁波
大学，并提高了宁波大学国际知名度。
NAFSA 年会是美国最重要的教育行业大会，也是全球最大的教育
工作者盛会。会议期间，我校代表还密集同欧美高校、美国学术联盟
等机构以及 QS 全球教育集团进行了会谈，也就相关新的合作达成意
向。除此，我校还重点与拉美、中东欧地区高校就联合培养“2+2”
来华留学生进行了洽谈，本次参会硕果累累。

我校留学生省市奖学金评审工作圆满结束
09 月 25 日，我校 2016 年度教育部优秀来华留学生奖学金、浙
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宁波市来华留学生奖学金评审工作基本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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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宁波大学自费来华留学生评定与管理办法》，今年我校
共有 9 名本科留学生获得 2016 年教育部优秀来华留学生奖学金，105
名留学生获得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其中硕士研究生 17 名，
博士研究生 3 名，本科生 85 名。119 名留学生获得宁波市来华留学
生政府奖学金，其中硕士研究生 10 名，博士研究生 1 名，本科生 87
名，长期进修生 21 名。
在新老学生获奖结构上，教育部优秀来华留学生奖学金获奖学生
均为老生，获得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的新生 31 人，老生 74
人；获得宁波市来华留学生政府奖学金的新生 106 人，老生 13 人。
新老生获奖比例为 29:21。
来华留学生奖学金评审工作有利于更好地落实浙江省政府、宁波
市政府为大力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扩大留学生规模，优化留学生结
构而实施的系列政策;有利于鼓励留学生更好地在宁大完成学业，增
进留学生对宁波的了解，提升宁波教育的国际知名度。
我校来华留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正式启动
8 月 31 日，我校正式启动宁大留学生管理信息系统，2016 级来
华留学生新生首次通过该系统顺利完成了线上注册报到、图像采集、
信息登记和数据更新等工作环节。
本系统共分为招生管理、奖学金管理、住宿管理、在学管理、教
务管理、收费管理、报表管理和统计管理八大模块。各学科性学院不
仅能在系统查询本学院学历留学生的护照信息、专业、班级、住宿和
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还可以进行学生管理、警告提醒、活动管理、
假期外出管理、毕业典礼管理、欠费管理、奖惩管理、校友管理、请
假管理等；后勤处可以进行留学生住宿预订、入住处理、退订管理、
住宿费管理等；计财处可进行留学生缴费管理、退费管理、费用分类
管理和凭证管理等。
为了确保全校留学生管理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流程，国际交流
学院在 6 月和 9 月分别组织了一次全校留管人员管理系统培训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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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来华留学生管理信息系统的正式运行标志着我校留学生管理开启
了以信息化为引领的 “互联网+”创新模式，有利于提高我校留学生
管理的效率和水平，为留学生各项信息数据的同步和共享提供了可靠
的平台和载体。
我校物流管理(全英文)本科专业首批“3+1”项目结硕果
泰国素叻他尼皇家大学（Suratthani Rajabhat University）今
年 9 月派遣了 22 名本科学生以“3+1”项目形式来校学习，这标志着
我校与泰国素叻他尼皇家大学来华留学生联合培养工作取得实质性
成果。
在“3+1”合作模式下，素叻他尼皇家大学三年级物流管理专业
本科生经考核通过获得预毕业证书，并于第四年赴宁大学习，同时按
照泰方要求，由我校安排学生在华实习。学生在宁大第四年学习结束，
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向学生授予学士学位。经选拔的学生可进入我校港
航技术与管理工程硕士专业学习，完成学制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由宁
波大学颁发研究生毕业证书并授予硕士学位。
今年 1 月 21 日，素叻他尼皇家大学校长巴约•库甘扎那昆
（Prayote Kupgarnjanagool）博士与我校国际交流学院院长陈建平
教授互换框架协议书。根据协议，我校与泰国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双方
协商一致，开展来华留学生联合培养、学生交换及学生实习等全方位
合作，签约后即补充签署“2+2”、“3+1+2”联合培养本科生、硕士
研究生合作协议，双方全面启动来华留学生合作。泰方将于 2017 年
招收第一批物流管理专业联合培养本科生，经泰方审核合格的学生将
于第三学年进入我校海运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学习。
我校与泰国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开展合作将开启我校来华留学生
工作新局面，根据双方达成的意向，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将成建制班招
收“2+2”、“3+1+2”联合培养项目泰国学生，学生在泰学习结束并
考核合格后再获准赴宁波大学留学。此举不但按照浙江省教育厅《留
学浙江行动计划》要求“开发‘2+2’、‘3+1’等双校园联合培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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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探索来华留学教育工作模式”，更将助力我校外国来华留学
生数量、质量“双提升”战略，还为全校教育国际化工作做出应有的
贡献。
我校留学生 Dorsa 荣获“汉语桥•2016 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
个人赛亚军（银奖）
7 月 23 日，由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承办的“汉语桥·2016 全球外
国人汉语大会”个人赛决赛在北京隆重举行。
我校印尼留学生 SUHANDI
WIRATAMA 和伊朗籍留学生 Dorsa，经过杭州赛区预赛笔试和面试的选
拔，成功晋级十佳优秀选手，同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名佼佼者入京参
加复赛。激烈的角逐过后，12 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半决赛，我校
留学生 Dorsa 表现突出，荣获个人赛亚军（银奖）。
今年的汉语桥大赛更加侧重于选手们对汉字及中国文化的熟知
程度，从听、说、读、写各个方面考量大家的汉语综合运用能力。半
决赛的难度较之复赛又有所上升，选手们被问及了许多成语、歇后语、
字谜、多音字、错别字，Dorsa 同学以情景形式演绎了《骆驼祥子》
中的人物虎妞，用流利的汉语展现了大胆泼辣，没人敢娶的大龄姑娘
的形象，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汉语桥决赛中 Dorsa 充分展示了自
己良好的汉语水平、丰富的中国文化历史知识与独特的才艺，最终获
得了本次大赛的个人赛亚军（银奖），体现了我校来华留学生教育的
办学特色和国际化的办学水平。
我校俄罗斯籍汉语言专业学生 Olia 在第二届在甬外国人
汉语大赛中荣膺榜眼
9 月 14 日下午，第二届在甬外国人“我的中国梦”汉语大赛在
天一阁状元厅举行。来自新西兰、韩国、乍得、伊朗、法国等国的
11 位外国朋友妙语连珠、各展风采。我校俄罗斯籍汉语言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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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a（奥莉雅）力压群雄，荣膺“榜眼”。
为庆祝天一阁建阁 450 周年，天一阁博物馆举办了第二届在甬外
国人汉语大赛。我校俄罗斯籍汉语言专业学生 Olia 和其余 10 名选手
闯入最后的决赛。奥丽雅来自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靠近黑龙江
黑河市，她在中国见识了俄罗斯没有的年画、春联、红灯笼、月饼，
了解了很多中国的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大学毕业后我在莫斯科一
所中学担任汉语老师，每年和学生一起过中国春节，写福字、贴春联、
画年画。今年九月我和丈夫一起来到宁波大学学习汉语，将来回俄传
播中国文化。”
在比赛环节的设置上，除汉字认读、主题演讲之外，今年新增了
才艺展示，不仅让选手多角度地展现了自我，也使整个大赛更具观赏
性。奥莉雅选取了中秋作为演讲主题，以嫦娥奔月的典故作为切入点，
并从食物、习俗、传统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有序的讲述，点面结合、条
理清晰，效果非常好。最后的才艺展示环节，选手们纷纷拿出“看家
本领”，唱歌、跳舞、诗朗诵、抖空竹……。奥丽雅表演的快板，嘴
皮子麻溜得令人叹为观止,标准的发音引得观众啧啧称赞。
经过三轮的比拼，Olia（奥莉雅）获得 “榜眼”称号,展示了我
校留学生的良好风采。宁波电视台、宁波日报、宁波晚报等媒体对该
赛事进行了报道。

【简讯】
 5 月 19 日上午，法国昂热大学旅游管理硕士中国市场专业负责人
Yves Dolais 教授来访我校，国交学院副院长林麒会见了来访客人，
研究生院副院长周娴华、人文与传媒学院/中欧旅游文化学院王月娇
老师参加会谈，中法双方就旅游管理硕士双文凭项目进行了深入洽
谈并达成意向协议。
 5 月 25 日下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邓天立教授来到宁波大学国际交流学院，从科技的发
8

展和大数据的实际应用二个方面，结合美国亚马逊仓库管理和谷歌
大数据处理的例子，给为宁大师生做了一场主题为“大数据与数据
科学（Bid Data and Data Science）”的精彩讲座
 5 月 27 日，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主办，宁波大学承办的
2016 年冰岛北极光孔子学院来华夏令营圆满结束。来自冰岛大学的
17 名留学生学员参加了夏令营，并亲身感受了宁波、上海两地的历
史文化风貌及其现代感，体会了浙东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增进了对华的认知与了解。
 6 月 13 日晚，由浙江省教育厅主办，浙江音乐学院承办的“喜迎
G20 共筑中国梦——浙江省高校来华留学生文艺演出”在浙江音乐
学院综艺楼小剧场举行。由我校国际交流学院精心组织编排，12 名
印尼留学生参演的印尼亚齐岛传统舞蹈“萨曼舞”，充分展现了印
尼传统文化艺术与民族风，为在场的观众们带来了一场带有浓厚异
域风情的视觉盛宴。
 7 月 23 日至 30 日，宁波大学的 18 名留学生走进广西玉林，参加
社会实践和参访活动，感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为期一周
的社会实践，留学生更了解了中国西部城市改革开放的成就，更热
爱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中国。
 8 月 16 日下午，市外办副主任石国祥、市教育局副局长汪维民和
处长陈金辉、市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王东波和处长虞有棋等到我校
召开北高教园区暑期留学生安全管理工作会议。我校党委副书记郑
孟状和我院党总支书记孔晓虹对我校暑期留学生安全管理工作的汇
报。
 9 月 10 日下午，校长沈满洪莅临国际交流学院调研指导新学期工
作。沈校长首先了解了今年以来学院整体运行情况，特别是暑期 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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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留学生安全工作、留学生招生与管理和中加合作项目招生情况；
其次对国交学院暑期 G20 期间留学生安全工作、留学生招生工作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学院本学期重点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
 9 月 14 日晚，一场主题为“花好月圆 心手相连 中外学子 共度
中秋”的特别活动在阳光留学生公寓举行。来自俄罗斯、韩国、印
度、香港、台湾等地的 30 多位中外学生参与了制作月饼、猜灯谜等
中秋佳节传统活动，不仅增进了中外学生彼此间的交流，也让留学
生们感受了中秋节的热闹气氛和传统文化魅力。
 9 月 15 日，为迎接“宁波大学建校三十周年暨三校合并二十周年”
校庆系列活动，国交学院选拔组织了三十余位留学生同学，并邀请
了专业音乐和舞蹈老师指导、编排了节目，力求在校庆晚会上从点、
线、面等不同维度为全校师生和广大校友呈现一场融通中外文化、
独具特色的音乐与舞蹈盛宴。
 9 月 21 日下午，信息学院举行了 2016 级留学生开学典礼。信息
学院院长夏银水研究员、党委书记林奇凯副教授及专业负责人教授
代表、学院相关职能负责人参加了开学典礼。
 09 月 27 日下午，宁波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汪雨琼老师受邀在国交
学院 307 报告厅，为我校 2016 级留学生新生作了一场“书藏古今、
港通天下---留学生在甬生活、学习之外事规章制度教育”主题讲座，
以帮助留学生新同学了解到宁波的社会、经济、人文风情等，从而
更好地适应在宁波的学习与生活。
 9 月 29 日上午，温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金利泰教授一行
10 人来访我校，金教授一行参观了我校留学生公寓楼、食堂、图书
馆、附属医院等其它学生活动设施，并就我校发展留学生教育中的
相关管理制度、招生、组织结构、安全管理、学风建设以及中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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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文化融合建设等作了考察交流。
 09 月 28 日至 09 月 30 日，国交学院先后与医学院、海洋学院、
建工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机械学院、潘天寿艺术学院、信息学
院、海运学院等 8 个含有留学生的学院交流座谈了留学生招生管理
服务工作，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和谋划
留学生管理服务工作的未来。

 10 月 1 日上午，2016 张家港短程马拉松系列赛（第三站）在一干
河体育运动廊道隆重举行。机械学院肯尼亚籍留学生 CHERUIYOT
WILFRED KIPTUM 和 SANG NICHOLAS KIPROTICH 在本届短程马拉松男
子组分别荣获冠亚军。
 第十届“梦行浙江”活动已拉开序幕，为了充分展现我校留学生
的精神风貌，配合省教育厅做好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宣传品牌活动，
9 月底我校积极动员留学生报名参加了“留学生趣味运动会”以及
“留学生才艺表演”系列活动，相关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与组
织之中。
 10 月 16 日宁波大学商学院参与了由赛尔集团组织的中坡山环保
公益活动，20 余名来自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乌兹别
克斯坦等国的留学生同学参加了此次活动。
 10 月 18 日上午，国交学院 2016 年秋季汉语言研修班留学生新同
学基本完成注册报到。我校汉语言研修短期培训班会最大限度地满
足海外汉语学习者的需求，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为留学生同学提供优
质的汉语言文化教学资源和服务。
 10 月 21 日上午，宁波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王新华警官受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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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锦绣小剧场，为我校全体在校留学生作了一场“留学生在甬学
习、生活规章与安全教育”主题讲座。来自医学院、商学院、建工
学院、信息学院、机械学院、海运学院、海洋学院等 13 个学院的留
学生学历生、国交学院的汉语言研修生及各类进修生聆听了本次讲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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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