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经济学院“十三五”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规划

（2016-2020） 

 

为提高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高素质人

才，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湖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1-2020）》等文件精神，按照学校第三次党代会和校党

委《关于学校“十三五”事业发展的指导性意见》的总体部

署，结合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十二五”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情况回顾 

（一）“十二五”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主要成绩 

1．初步建立工作机制，制度建设不断完善 

以 2010 年学校第一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会议为契机，

“学校为主导、院系为主体、教师为主干”的工作机制已经

初步建立。各院系均指定了分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院系

领导和外事秘书。2014 年学校对院系的目标责任考核体系中

增加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指标，进一步提高了院系加强国际

交流与合作能力建设的紧迫感和主动性。近 5 年，学校进一

步制定完善了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管理制度，促进了国际交

流与合作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2．鼓励教师海外进修，提高教学科研水平 

为鼓励教师出国（境）进修，学校出台了《教师出国（境）



进修管理办法》等切实可行的制度，大幅提高出国（境）进

修教师的待遇，同时加大考核力度。2014 年，学校将教师职

称评聘和出国（境）进修挂钩。这些举措从压力和动力双向

推动教师“走出去”，提高了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十二

五”期间，我校争取国家留学基金委全额资助留学项目和地

方合作留学项目 12 项，省教育厅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进修

项目 27 项；教师海外研修访学 106 人次，举办国际及两岸

学术会议 5 次，教师出国（境）参加学术会议 58 人次。 

3．拓展学生交流项目，学习经历明显改善 

“十二五”期间，学校举办了近 10 项学生交流项目。

我校学生赴海外学习、实习和社会实践达 497 人次，接待合

作机构师生 98 人次。通过专业实习、社会实践、学生联谊

等形式，大力开展学生交流活动，增强了学生对外国文化的

了解，提高了专业能力和外语应用能力，丰富了学生的学习

经历。 

4．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办学成果丰硕 

“十二五”期间，我校与美国蒙哥马利奥本大学合作举

办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教育项目；与澳大利亚斯威

本科技大学合作举办金融管理与实务和会计（注册会计师方

向）专业专科教育项目。合作期间，美国蒙哥马利奥本大学

和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均严格按照教育教学计划，提供

合作项目的原版课程教材和教学大纲，派遣该校教授来我校

讲授专业课程，帮助我校教师学习、了解海外高校的教育理



念、教学方法和评估方式，实现了有效引入国际先进教学理

念和方法、有效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办学，奠定了学校国

际化发展的基础。 

5．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孔子学院工作稳步推进 

“十二五”期间，我校与美国蒙哥马利奥本大学新建一

所孔子学院，通过其下设的 2 所孔子课堂，与蒙哥马利当地

12 所中小学和 2 所大学建立了伙伴关系，招收各层次学生超

过 2000 人。与法国格勒诺布尔第二大学合作建设的孔子学

院在运营的 5 年里，累计招收近 1000 名学生，提升了我校

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6．海外引智多点开花，师生受益匪浅 

“十二五”期间，通过湖北省“世界著名科学家来鄂讲

学计划”、“楚天学者特聘教授”、“海外专家来校讲学”

等项目平台，成功邀请了近百名海外学者来我校讲学和担任

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基本覆盖了学校现有的各个学科领域。

他们为本科学生授课，指导青年教师开展科研工作、共同举

办学术活动，为青年教师和学生赴国（境）外学习牵线搭桥。

语言类外籍教师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提升，学校聘请语言类外

籍教师的规模由年均 5 人次增长到年均 10 人次，全部具有

在国内知名大学或教育机构任教的经历，教学经验丰富。 

（二）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国际交流与合作意识有待增强。学校在“十二五”

期间并未明确提出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整体目标和规划，



虽然初步建立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工作机制，但是与日常教

学和科研相比，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没得到应有的重视，教

师对与自身职业发展相关的海外访学研修项目关注度较高，

而主动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意识比较淡薄。 

2．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有待拓展。“十二五”期间，

我校积极寻找新的国际合作伙伴，虽然与一些海外学校建立

了初步联系，但实质性合作项目增长缓慢，紧密合作伙伴仍

然局限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由于语言障碍、法国签证政

策等多种原因，我校与法国诸多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基本中

断，与法国格勒诺布尔第二大学合作建设的孔子学院于 2013

年终止。 

3．教师国际化水平有待提升。我校尚未建立符合国际

惯例的外籍专家薪酬与人事制度，制约了高层次人才队伍的

引进和聘请。从目前师资队伍结构来看，具有高级职称的全

职外籍专家严重缺乏。学校培养具有国际水平的教师队伍进

展较为缓慢。赴国外进修学习、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和

开展科研国际合作的教师数量偏少。 

4．学生国际交流有待加强。我校来华留学生教育尚处

于起步阶段。学校教师对指导学生参加国际交流的必要性认

识不足，学生对参加国际项目积极性不高，学生出国游学留

学人数偏少。 

5．教学国际化水平有待提高。教学国际化体系松散、

水平不高，不能有效承担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



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高素质人才的任务。 

6．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待加强。我校美国孔子学院的

工作重点仍然是汉语语言教学。虽然我校曾多次派出团队进

行武术、民乐、厨艺等中华传统文体表演和展示，但未能发

挥我校学科专业优势，比如特色饮食文化就没有显现出应有

的效果。 

二、“十三五”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 

（一）面临的机遇 

1．国家对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强。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指出：“加

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这为我校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

理念和教学经验，推进我校教育改革，提拱了政策支持。 

2．学校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增多。随着教育全

球化，发达国家的人才和教育资源开始大量涌入我国高等院

校，为我校引进高层次海外人才、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

经验带来了极大便利，也为我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合作与

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 

3．孔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之一。国

家高度重视孔子学院发展，为我校办好孔子学院提供了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 

（二）面临的挑战 



1．国内高校间竞争激烈。在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国

内一流大学拥有办学水平、生源质量、学科建设、师资储备

等方面的巨大优势，更容易实现强强联合。比较而言，我校

寻求与国际高水平大学的合作存在一定困难。 

2．对国外合作伙伴的鉴别难度增大。我国教育对外开

放工作不断深入，一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国外高校和教育机构

进入我国市场，扰乱了我国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正常秩

序，增加了对国际合作高校的鉴别难度。 

3．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基础薄弱。我校国际交流

与合作的发展历史较短，合作伙伴较少，工作基础较差，难

以满足学校开放发展的需要。 

三、“十三五”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目标 

（一）总体目标 

我校“十三五”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总体目标是：全面

落实学校第三次党代会和“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开放发展目

标，积极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学校

办学的国际化水平，提高师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交流

能力。 

（二）具体目标 

1．拓展国际交流渠道与合作项目。新增 10 所地域分布

合理，办学层次多样的海外合作院校，为学生海外留学和游

学提供多种途径和方式。针对院系特色与海外高校合作开展

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等项目达到 20 个。积

极探索多种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引进国外先进的人才培养理



念和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提升教师国际交流能力。完善聘任外国专家和外籍

教师管理制度，聘请海外高水平学者来校从事教学科研工

作，吸引 20 名世界知名学者来校讲学。鼓励教师积极争取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赴海外高水平大学研修访学，落实 240 名

教师海外研修访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3．推进国际合作科研平台和项目建设。与国际高水平

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稳定的实质性交流与合作，搭建 1-2 个

高层次国际合作科研平台。鼓励教师主持、参与海外合作项

目。每年重点资助举办 1-2 个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 

4．加强特色孔子学院建设。每年开展项目数量与招生

人数较上年增加 1/3，发挥其在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平

台作用。 

5．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力争每年招收来华留学生人

数稳步增长，到 2020 年来华留学生在校规模达到 50 人以上。 

四、“十三五”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任务 

（一）开拓国际交流渠道，拓宽学生国际视野 

1．采取多元模式，扩大本科生交流规模。积极与海外

高校开展学分互认、师生互换和文凭互授。积极实施

“3.5+0.5+1”、“3+1+1”双学历、海外交换生、名校交流

生、海外实习研修等项目。利用孔子学院、冬夏令营方式组

织学生出境交流。选派本科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 

2．拓展交流渠道，提高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寻



求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的交流与合作，探索研究生国际联合培

养路径。鼓励学院举办国际学术活动，提高研究生国际学术

交流能力。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 

（二）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奠定国际化人才培养基础 

3．创新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以国际金融试验班和 ACCA

班为基础，鼓励有条件的学院积极探索新的国际合作办学项

目。 

4．推行国际化教学模式。构建国际化跨学科专业技能

交叉的课程体系。借鉴使用国外高校先进的经管类课程教

材，扩大全英语教材、全英语授课的范围。开设能利用网上

互动、网络研讨平台的国际化课程。每年组织一定规模的学

生参加国际大赛和海外实习。 

（三）争取资源，提高学术研究国际化水平 

5．打造科研国际合作平台与项目。依托优势学科，搭

建国际合作科研平台。鼓励教师与海外学者联合申报课题，

争取国际科研合作。 

6．鼓励教师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学校对出国（境）参

加国际会议的教师，按会议的影响力以及参与者在会议中的

参与程度提供不同额度的资助。对各学院主办、承办或参与

高质量的国际学术会议进行重点支持。 

7．鼓励教师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采取有效的

激励措施，对于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按照杂志水平和

论文分区予以不同程度的奖励。 



（四）多措并举，提高教师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 

8．争取外部政策及资金支持。积极向国家留学基金委、

省外专局、省教育厅等争取政策及经费支持；推动我校教师、

团队与国外知名大学的教师、团队之间开展教学交流和科研

合作。 

9．优化内部政策。修订完善教师出国工作量和职称评

定等有关的制度，鼓励青年教师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

学项目和湖北省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进修项目。支持青年教师

海外攻读博士学位，支持教师在国际组织或学术刊物任职兼

职。 

10．充分发挥引智作用。利用国家相关项目的资助，设

立高层次外籍教师岗位，吸引国际顶尖学者来我校讲学或任

教。利用各类专项经费，重点支持聘请外国专家来校进行学

术交流、开设全英文专业课程、培训青年教师、指导硕士或

博士论文等。 

（五）加大孔子学院建设力度，促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11．继续做好汉语教学工作。做好孔子学院、孔子学院

下属孔子课堂和教学点的汉语学分课的开设工作，为社区居

民开设商务汉语、幼儿汉语、中华文化概况等课程，提高汉

语教学水平。 

12．积极开展特色文化活动。大力开展汉语语言、中国

武术、中国音乐、中国绘画、中国烹饪等“三巡”活动，提

升我校的国际知名度，提高办学社会效益。 



（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校园环境国际氛围 

13．设计和优化英文网页。各学院按照国际规范设计和

优化英文网页，展示专业设置、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师资

队伍、教学环境、科研平台、重要科研成果、人才培养特色

等主题内容，及时发布办学信息。 

14．定期举办国际文化活动。设立“主题大学日”，邀

请国外合作院校来我校介绍办学情况及其办学优势和特色。

定期举办“国际文化节”，展示中外师生风采，促进国际文

化交流。 

五、“十三五”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归口管理。学校成立国际交流与合作

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讨、决策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研判、

分析外事纪律执行情况。全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归口国际

交流与合作处管理。 

（二）预算管理，落实经费。学校设立专项经费支持学

生国际交流、英文课程及专业建设、教师海外进修、外国专

家聘请、高质量国际会议等工作，按年度列入学校预算，确

保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推进与实施。 

（三）加强考核，落实责任。定期对各学院、研究所、

中心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情况进行指导、督办。各学院

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列为学校二级单位目标责任考核范围，

对在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中有突出贡献者给予必要的奖励。 

 



附：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发展指标 

 

项目（指标） 2015年 2020年 备注 

教师海外研修访学（人次） 106 240 新增 

海外合作院校 16 10 新增 

国（境）外学生交流项目 8 20 累计 

国（境）外科研平台 0 1-2 新增 

国际性会议（人次） 58 150 累计 

国境外学习学生（人次） 597 1200 累计 

招收海外留学生（人数） ——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