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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校开展节日期间留学生安全稳定专项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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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外国人管理机制 

5.国际交流学院牵手美国国际学术联盟，宁大国际化步入‚直通车‛ 

6.我校参加格鲁吉亚教育展和中希高等教育与研究合作研讨会 

7.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宗瓦副秘书长来访 

8.我校参加 2016年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业务工作培训班 

9.我校参加印度尼西亚第 22 届留学中国教育展 

10.宁波大学汉语言(对外)本科留学生兰兰妙语连珠答网友成‚网红‛ 

 

在甬高校外籍教师和留学生管理服务工作现场会在我校召开 

4月 8日，由宁波大学承办的‚在甬高校外籍教师和留学生管理

服务工作现场会‛在高等教育研究院一楼报告厅举行。浙江省人民政

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宁波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宁波市教育局、宁波市

外国专家局、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及各区县分局、在甬高校外事、

留学生工作负责人及学校国际合作处、国际交流学院和各学院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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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负责人、留学生辅导员等约 90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宁波市教

育局副巡视员汪维民主持。 

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致辞。他重点介绍了学校近年来国际化办学

情况，特别是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UCSD）国际合作的情况，同时介绍了学校来华留学生教育及外国专

家、教师管理情况。他指出，我国教育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双一流‛建设，迫切要求高校发

展留学生教育、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在促进高校内涵建设、促进高等

教育国际化发展和推动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高校必须把握重要

战略机遇期，提升自身的国际化水平。在国际化过程中，大学的国际

化对城市的国际化会起到强大的助推作用。宁波大学在全市的国际化

工作中，将支持强势学科率先实现国际化，也将义不容辞勇于承担全

市国际化工作中的重任。 

宁波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林麒介绍了学校留学生管理模式

的发展历程，并就政府相关部门与高校建立联动机制，合力培养‚知

华、友华、爱华‛的留学生提出对策建议。 

宁波诺丁汉大学人力资源办公室主任陈晓东介绍了宁波诺丁汉

大学外籍教师管理服务工作情况并分享了‚诺丁汉‛经验。 

宁波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局长黄琦伟介绍了目前全市来华留

学生及外教人员概况、宗教信仰概况，并就全市留学生及外教中存在

的问题做了剖析。今年 9月，G20峰会将在杭州举办，为保障 G20峰

会的顺利召开，他希望各高校严把留学生质量关并加强对在校留学生

的培养过程管理。同时，高校要建立留学生报到、学习预警制度，与

公安机关联动配合做好留学生、外教管理工作。 

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领事处调研员王敏从与留学生

接触的感受谈起，希望高校在留学生管理中，多一些人文关怀，多一

些理解，用真心、爱心和热心服务留学生，为国家公共外交和人文交

流贡献一份力量。 

宁波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孔玮玮介绍了省外侨办、市外办

工作机制，希望通过本次现场会加强政府与高校的沟通与互动并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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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留学生、外教管理规范化。他强调，城市的国际化首先要人文的

国际化，全市各高校应以服务大局为重，克服困难，解决问题，防微

杜渐，多思考、多总结，力争把高校留学生、外教管理工作做得精益

求精，通过人文国际化推动城市国际化。 

宁波市教育局副巡视员汪维民作了会议小结，他指出，宁波的教

育国际化走在全省前列，本次现场会也得到了省、市的大力支持。希

望这次会议在凝聚共识、加强市政府外事、教育、公安、外专部门与

高校沟通交流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也相信通过此次会议，将会使政

府与高校配合更加默契，为全市留学生、外教规范化管理工作做出应

有的贡献。 

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参观了学校的学生事务中心，就留学生注

册、缴费、住宿申报、居留许可和学籍服务等标准化服务进行参观调

研。之后，代表们走访了甬江留学生公寓，实地考察了学校留学生公

寓软硬件设施及公寓书吧。 

 

我校与泰国素叻他尼皇家大学签署框架合作协议 

 1月21日，我校与泰国素叻他尼皇家大学（Suratthani Rajabhat 

University）合作签约仪式在国际交流学院举行，素叻他尼皇家大学

校长巴约·库甘扎那昆（Prayote Kupgarnjanagool）博士、素叻他

尼皇家大学管理与科学学院院长那他武·素万惕（ Nattawut 

Suwantip）博士、素叻他尼皇家大学管理管理与科学学院院长教学与

研究副院长万威褀尼·铜音他拉（Wanwichanee Tongintarad）博士

一行及我校国际交流学院院长陈建平教授、海运学院院长郑彭军教授

参加了签约仪式。  

根据框架协议，我校与泰国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双方协商一致，决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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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来华留学生合作。 

‚2+2‛合作模式下，泰方将按照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录取标准招

收物流管理专业本科生，前两年由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培养，后两年学



4 

 

生来华，由宁波大学培养，双方互认学分、互授学位。首批‚2+2‛

联合培养工作由我校海运学院承担，泰方 2017 年招收第一批物流管

理专业联合培养本科生，学生在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学习两年后，将于

2019 年赴宁大学习。我校及泰方达成意愿，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在宁

波大学设立联合培养工作办公室，由素叻他尼皇家大学派遣专任教师

常驻宁大，协助我校对赴宁大就读的联合培养泰方留学生进行管理及

服务并协调双方教务教学工作对接。今后，‚2+2‛联合培养合作将

根据合作情况逐步向食品科学、旅游管理、电子商务、农、渔业等专

业拓展。 

‚3+1+2‛合作模式下，我校与素叻他尼皇家大学联合开启‚本

科-研究生直通车‛项目，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将在三年内完成物流管

理专业本科授课，经考核通过，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向考核通过学生授

予预毕业证书，学生将于第四年赴宁大留学并直接进入我校港航技术

与管理工程硕士专业学习，同时按照泰方要求，由我校安排学生在华

实习。学生在宁大第一年结束，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向学生授予学士学

位，学生继续在宁大就读两年后，由宁波大学颁发研究生毕业证书并

授予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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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双方初步达成的意向，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将按其本

校一贯的入学标准成建制班招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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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坐落于泰国素叻他尼府，为泰国 26 所

皇家大学之一，公立，其教职工属于泰国公务人员序列。泰国皇室每

年均参加该校学生毕业典礼并为学生授予学位。 

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创办于 1973 年，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人文社

会科学学院、教育学学院、科学技术学院、国际旅游学学院等 7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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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高等院校。目前，素叻他尼皇家大学开设了从本科、硕士与博士

的各类课程。拥有近 50个本科专业，主要有化学、水产养殖技术学、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计算机技术、材料与制造技术、新闻科学、工业

技术、数学、生物学、法律学、护理学、植物学、计算机科学、食品

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动物学、政治学、文化管理、旅游业与国际

服务管理、幼儿教育、工商管理、沟通艺术、银行与金融、物流管理、

经济学及公共卫生等。 

 

我校开展节日期间留学生安全稳定专项巡查 

为加强外国留学生安全稳定和平安校园建设，有效避免重大节假

日期间安全隐患，我校在圣诞、元旦双节期间对留学生生活区和市区

老外滩等重点区域开展留学生安全稳定专项巡查。国际交流学院陈建

平院长、林麒副院长、留学生部、项目发展部、二级学院留学生辅导

员等参加了巡查。  

国交学院根据前期我校外国留学生安全隐患排查情况，研究制定

了具体巡查方案，此次巡查重点是圣诞和新年双节期间校园学生生活

区、市区老外滩酒吧等晚间休闲场所留学生的安全隐患，明确各组巡

查人员、职责分工、工作步骤和具体要求。根据方案，国际交流学院

加强节前安全教育的宣传，通过‚留学宁大‛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安全

注意事项、重点区域人身安全须知、紧急联系电话等信息（英文版），

组织力量在留学生聚集区值班、夜间巡查，适时提醒留学生不要过量

饮酒，告诫学生遵规守纪,提醒留学生按时回校内宿舍。 

节日期间，检查组巡查了外国留学生聚集场所如市区老外滩酒

吧、教堂等场所 20余家，涉及我校外国留学生 100余人。 

据悉，双节期间，全校未发生一起外国留学生安全事件，全校留

学生管理干部讲大局、做奉献，进一步树立了国际化队伍的整体良好

形象。江北区中马派出所、中马街道办事处共同参与了老外滩的警校

安全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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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合作、警校联劢，江北区公安、中马街道领导与我院共商共建 

外滩外国人管理机制 

为做好辖区外国留学生管理服务工作，进一步促进形成‚校地合

作、警校联动‛齐抓共管外国来华留学生工作机制，清明节前夕，江

北区中马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义廉、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出入境管理大

队沈雷鸣教导员、中马派出所苏延峰副所长、中马街道文化站陈烨副

站长等一行来访我院，就落实加强外滩外国人管理工作展开会谈。院

长陈建平教授携院党政班子热情接待了来访客人。  

陈建平院长首先对来访的客人表示欢迎，同时对中马街道、江北

公安分局及中马派出所对我院留学生管理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

感谢，并就 2015 年底双方共同开展的外滩联合巡查工作进行总结。

张义廉副书记感谢我院积极组织留学生参加宁波市首届外国留学生

才艺大赛，介绍了中马街道对外滩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的新要求，希

望国交学院能够提供智力支持，在外滩建立宁大来华留学生实践基

地，进一步加强外滩作为‚国家城市中央休闲区‛的国际化氛围，并

对国际交流学院主动与中马派出所合作加大外国留学生管理等探索

性工作表示赞赏。 

苏延峰副所长则就共同开展外滩外国人管理工作与我院进行对

接，希望我院建立一支多语种翻译志愿者队伍，支持我院在外滩设立

管理办公室，对中马派出所警力部署、交通、安保等合作难点进行分

析并提出保障方案，承诺中马派出所将全力以赴，配合我院促成外国

留学生院、所和街道齐抓共管工作机制的常态化。 

会谈中，宾主双方就外国留学生管理及服务工作中的案例、难点

和改进方法进行深入探讨，陈建平院长为加强外滩国际化氛围营造提

出建设性建议，江北区文化部门则希望我校留学生发挥文艺特长，于

外滩定时设点展示域外风情，江北公安出入境管理大队表示支持我校

留学生申请‚临时就业许可证‛。孔晓虹书记、林麒副院长也针对街

道、公安反映的外国人管理中的新情况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探讨，承

诺研究新问题并着力推动共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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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学院牵手美国国际学术联盟，宁大国际化步入“直通车” 

1 月 9 日，美国国际学术联盟（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lliance，简称 IAA）总裁兼 CEO Michelle Hsu女士一行来访我院。

院长陈建平教授会见了来访客人，双方就全面战略合作进行了深入洽

谈并达成意向协议。 

陈建平院长对 Michelle Hsu 总裁一行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简

要介绍了宁波大学和国际交流学院的办学历程和国际化建设情况，对

与美国国际学术联盟战略合作表示了期待。 

Michelle Hsu 对我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介绍了美国国际学

术联盟的基本情况、该平台对接的美国院校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和出国

直通车 pathway 项目情况及合作模式。陈建平院长与 Michelle 女士

充分交流和沟通了 2＋2本科项目、3+2专升硕项目、本科＋1.5硕士

项目、全球运营化管理（GOM）硕士项目以及面向在职人员的法律博

士（J.D）、工商管理博士(DBA)和教育博士(Ed.D)等高端国际教育培

训项目，为尽快推进和落实合作项目，双方一致同意在我院设立项目

中心。 

相关链接：美国国际学术联盟 IAA,全称是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lliance，始建于 1986年，总部位于世界金融、商业、文

化之都的纽约曼哈顿，毗邻世界著名的时代广场。它是由国际资深专

业教育顾问、大学校长、教授、知名企业家和行业专业人士组成，是

集大学教育、国际权威的行业证书培训等为一体的独特的国际性教育

机构。 

 

我校参加格鲁吉亚教育展和中希高等教育与研究合作研讨会 

2月 18日至 23日，由省商务厅、省教育厅共同举办的中国（浙

江）国际教育服务洽谈会在格鲁吉亚和希腊举行。我校海运学院党总

支书记蔡真亮、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林麒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本次

活动。 

期间，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开展了为期 2天的教育展，接受

了第比利斯排名第一的调频电台 JAKO FM的现场采访，先后参观了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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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吉亚国立大学、自由大学及其孔子学院，并与希腊科技教育学院等

当地 10 余所院校和机构的代表就师生互换、科研合作等进行了面对

面的交流和研讨。 

来自我省 30所高校的近 70名留学生招生与管理工作人员参加了

本次教育洽谈会。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宗瓦副秘书长来访 

3月 7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宗瓦副秘书长专程来我院调研

访问，陈建平院长及孔晓虹书记热情接待了宗瓦副秘书长，就国际合

作办学及来华留学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会谈中，陈建平院长首先对前来参加宁波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牵手之作——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启动仪式的宗瓦副秘书

长表示欢迎，并感谢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及宗瓦副秘书长一直以来

对宁波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各项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同时介绍了学院调

整后的职能、定位及发展目标。孔晓虹书记则向宗瓦副秘书长介绍了

宁波大学加强吸引侨资的工作特点及学院近期发展热点，还就教育国

际化等议题同宗瓦副秘书长进行了沟通。 

宗瓦副秘书长称赞宁波大学在教育国际化方面亮点频频，并对国

家层面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的审批、质量认证、评估等政策进行了

解读。另外，还介绍了协会在承担教育部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方面

的情况及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在促成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

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会员单位同海外名校合作拓展高层次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中的经验及做法。除此，宗副秘书长还邀请我院积极参加国家

教育部有关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活动，在大平台中寻找新的高端中外

合作契机。 

陈建平院长感谢宗瓦副秘书来我院‚传经送宝‛，并围绕中外合

作办学优质资源引入、项目审批和教育质量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同宗瓦

副秘书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期望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大力支持

我院拓展高层次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并引导、吸纳我院逐步加入中美

人文交流、中英人文交流、中欧人文交流、中俄人文交流等高级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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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交流与合作平台，为学院跨越式、内涵式发展争取政策与资源并为

我院新一轮教育国际化工作增添活力。 

链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于 1981 年 7 月经教育部、外交部

报国务院批准成立，是中国教育界开展民间对外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全

国性组织。协会总部设在北京，秘书处是常设办事机构，受教育部直

属领导。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现有 273个团体会员单位，包括各级各类

教育机构，并在中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16个市有地方协会，

在国内项目合作伙伴单位 1000多个。秘书处与 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170多个权威教育组织和团体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 

2006 年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2008 年成为

‚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2009 年获得‚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咨商地位‛；2011年成为联合国学术影响力项目成员。 

 

我校参加 2016 年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业务工作培训班 

3 月 11 日，2016 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业务工作培训班在成

都举行。此次培训班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办，教育部国际司

方军副司长、留基委刘京辉秘书长等领导出席会议。国际交流学院院

长陈建平代表我校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上，方军副司长作了来华留学工作及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形势

报告，刘京辉秘书长作了留基委工作报告，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复

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分享了在学

生活动、留学生招生、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北京大学开展的‚感

知中国‛活动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并建立留学生活动基地，留学

生得以深入了解中国企业和乡镇，从而感知、感受中国；天津大学将

预科教育分阶段进行，编制系列教材，数理化专业老师担任对外汉语

教师；中南大学在‚感知中国‛活动中严格学生选拔和项目招标，学

生感受‚中国创新‛，体验‚中国速度‛，赞叹‚中国制造‛，走进

‚新型农村‛，从而全面了解中国；复旦大学的校友工作重视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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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中的精英校友和大众校友各部偏废、互为补充；北京理工大学注

重留学生的管理，建立专业课签到、汉语课签到和生活签到制度；华

东师范大学注重加强校内宣传、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做好招生

宣传工作，注重规范中介行为，留学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 

在下午的分组讨论环节，陈建平院长与兄弟高校就奖学金招生管

理国际课程建设、‚感知中国‛活动组织、校友工作等议题进行了深

入地讨论和交流。 

 

我校参加印度尼西亚第 22 届留学中国教育展 

4 月 16 日至 20 日，印度尼西亚第 22 届留学中国教育展在印尼

首都雅加达、望加锡举行，国际交流学院留学生部柴达才老师参加展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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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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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会之余，柴达才老师还访问了我校在印尼合作高校 Binus 

University 和 Mercu Buana University，并与校方国际化部门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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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拓展信息技术、建筑学、机械工程 2+2及国际经济与贸易 2+2联培

项目，扩大印尼来宁大留学联培生数量。 

展会间隙，我校还访问了望加锡 JI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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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国内十余所

‚985‛、‚211‛工程高校参加了此次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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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汉语言(对外)本科留学生兰兰妙语连珠答网友成“网红” 

近来，一名被网友戏称‚中文十级‛的外国姑娘在国内多个社交

网站走红。这名伊朗和加拿大的混血姑娘中文名字叫兰兰，是我院

12 级汉语言本科生 KORDI, NEGAR，凭借熟练的中文写作，以及‚网

络段子‛的纯熟运用在在国内多个社交网站上走红。不到 10 天，兰

兰在某网络问答社区的粉丝数量便超过十万。兰兰表示自己只是单纯

地热爱中国，是中国文化的‚狂热粉丝‛，但成为‚网红‛很意外。 

兰兰在伊朗、加拿大、英国等地皆居住过，到过大概 20 多个国

家，长住中国近 5年，在网站上回答的题目也大多与中国相关。兰兰

表示，很多人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但她觉得凡事都需要用自己的

眼睛去看。‚中国拥有非常悠久的文化和历史，还有很多美食，而且

当我遇到不懂的问题或需要帮助时，中国人也非常热心友善，我爱中

国。‛ 

生活在中国多年，兰兰忍不住为中国的快速发展‚点赞‛。以自

己居住的宁波为例，兰兰表示，宁波既保留着古代建筑、小吃等传统

文化，也有多样的现代化元素。‚两年前我居住的城郊小区还什么都

没有，一年以后就都改变了，公园、超市、饭店、地铁都有了，路也

特别好，城市发展特别快。‛ 

除了喜爱葫芦丝、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之外，兰兰还疯狂地迷恋

中国美食，自称‚吃货小公举‛，水煮鱼，东坡肉，鱼香肉丝等都是

她的最爱，就连被网友称为‚黑暗料理‛的蝉蛹和臭豆腐她也乐于接

受。她笑称，‚自从来了中国，我就胖了 20 多斤，因为中国好吃的

东西实在太多了。‛ 

兰兰走红的原因剖析下来有以下几点：首先，她是一个有趣低调

的另类网红。在许多人紧盯着曝光机会试图名利双收的今天，偏偏有

一个美丽的外国女孩，将自己隐藏在一条条欢乐的答案背后，就事论

事、有理有据地分享自己的观点与态度，将知乎的高关注率视作一种

纯粹的鼓励，拒绝微信微博的各种骚扰，这让看惯了美图秀秀一键美

颜的我们耳目一新。其次，她有着致力于消除刻板印象的友好态度。

到目前为止，这个妹子在知乎上一共回答了 55个问题，其中有 3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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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的题目都是直接与中国或者外国人相关。被点赞 72649次。时

不时回答完提问之后，收尾会来一句：‚请看完后和我一起携手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让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起努

力。‛最重要的是，她以独特的身份在合适的语境中极大地激发了中

国人的文化认同感。 

 

【简讯】 

▲ 1 月 2 日，厦门(海沧)国际山地万人徒步大会在海沧举行。机

械学院留学生谢吕约•威尔弗雷德•吉普杜姆（Cheruiyot 

Wilfred Kiptum）在 30公里专业男子组中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

绩。 

▲ 1 月 3 日晚，商学院首场留学生新年派对在宁大宾馆二楼六合

礼厅圆满举办。商学院中外教师和 140 余名留学生欢聚一堂，

共迎新年。 

▲  3 月 2 日，宁波大学商学院留学生志愿者团队 i－volunteer

在江北采文学校进行了本学期首次志愿者活动。宁波大学商学

院的辅导员、来自印尼的工商管理系学生 Suhandi 和国贸系的

巴基斯坦同学 Arham参加了此次活动。 

▲ 3月 6日上午，2016‚百团争锋‛中国马拉松接力赛•上海站在

风景秀丽的上海崇明东滩国际会议中心鸣枪起跑。我校机械学

院留学生谢吕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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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队伍获得团体季军。 

▲ 3 月 18 日，以‚我把春天带来了‛为主题的 2016 年师生义务

植树活动在黄庆苗楼东南侧拉开帷幕。校党委书记郭华巍，纪

委书记余建森，副校级领导沈其君，校党委委员、工会执行主

席邹日强等校领导及我校师生代表等百余人在黄庆苗楼东南侧

绿地开展了植树活动。来自冰岛的孔子学院奖学金生 Vigclis

等 5人参加了义务植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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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8 日下午，海运学院新学期留学生学风推进会在魏绍相

海洋天象馆举行。海运学院物流专业系主任赵丹、教务办郑灵

芝、学工办谢冰蕾、郑乐以及 40多名留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根据国际合作处、国交学院对新学期留学生工作的相关部署，

海运学院积极拟定留学生请假制度，规范留学生请假程序，提

高留学生的出勤率。 

▲ 截至 3月 28日，来自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巴拿马，冰岛，

等 50 个国家的 148 名汉语言进修生已在国际交流学院完成报

到、缴费、住宿登记、体检、签证/居留许可延长等环节，修读

汉语言课程。 

▲ 3月 30日，国际交流学院制定出台我校《留学生手册》（中英

文双语版）, 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的学习及生活。 

▲ 4月 14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西北工业大学、教

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及来华留学网承办的 2016年第 1期‚来

华留学工作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我校国际交流学院柴达才老

师参会。 

▲  4月 16日,凤凰旅游节开幕式暨第三届凤凰湖短程马拉松赛在

凤凰湖畔正式举行。机械学院留学生选手桑•尼古拉斯•基普罗

蒂奇（SANG NICHOLAS KIPROTICH）和谢吕约•威尔弗雷德•吉普

杜姆（Cheruiyot Wilfred Kiptum）分获男子组二、三名。 

▲ 4月 21日下午，机械学院学院留学生办举办毕业交流会，留学

生导师、研究生代表及全体毕业生参加了交流会。期间留学生

分享了自己在学校四年的故事以及毕业后的打算，导师及研究

生代表纷纷给出建议，并与留学生一同商讨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  4 月 23 日下午，宁波大学医学院和江北区献血办、宁波大学

红十字会联合组织开展了一场主题为‚Give Blood，Save Life；

Every Drop Counts‛。这已是宁波大学留学生连续第三年集体

参加献血。当天，共有 116名外国留学生献血 30900毫升。 

▲ 4月 22日，浙江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王颖院长、浙江农林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黎燕副院长、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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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院吴勇副院长一行 10人来国际交流学院调研访问。学院

院长陈建平教授、副院长林麒副教授、留学生部工作人员等参

加了会见。 

▲ 4 月 25 至 27 日，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管理工作培训会议

在长沙召开。来自福建、广东、江苏、上海和浙江的 68所高校

参加会议。会议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副秘书长王胜刚主持，国家

留学基金委来华事务部副主任陈琳、孙晓蒙等出席。我校国际

交流学院林麒副院长与留学生部高静老师参与本次培训会议。 

▲ 4月 26日，天津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齐欣院长一行 3人来国

际交流学院调研访问。学院院长陈建平教授、留学生部工作人

员等参加了会见。 

▲ 4月27日，雪城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Joanna O. Masingila 教授

一行3人来访我校。Joanna院长为我校师生作题为 The 

Landscape of U.S. Teacher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的学术报告。国际交流学院院长陈建平教授会

见 Joanna院长，就我校与雪城大学合作举办硕博层次的国际化

办学项目进行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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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