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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F「友 《山東大学 “国家建没高水平大学

公派研究生項目"実施亦法 (修汀 )》 的

各有美単位 :

《山末大学 “国家建没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項目"実施亦

法 (修資 )》 立埜学校研究ミ址,現予以≠▼友,情決真埴照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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畿奈大学 “国家建没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

項目"実施亦法 (修汀 )

力貫御落実 《国家中長期人オ友晨規支1銅 要 (2010-2020

年 )》 、《国家中長期教育改革
～

友晨規支1銅要(2010-2020年 )》 ,

服券人オ張国哉略,推逃高水平大学建浚,培界一批具有国際祝

野、通晩国昧規ス1、 能彰参寺国沐事券和売争的抜尖CJ新人オ ,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員会 (以 下箇称国家留学基金委 )与 我校墾

須升展 “国家建浚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項目"。 根据我校和国

家留学基金委的lll洪 ,国家留学基金委毎年姿助我校部分銘額研

究生出国留学。力倣好項目実施工作,保逓地派人員的反量,特

十1定本実施亦法。

―、逸派原興J

逍派工作立面白学校需要,服弁学校友晨,接照 “地抜一流

的学生,派往国タトー流的院校、寺立,りTよ一流的早輝"原ス1,

重点支持我校重大科研項目、企1新 困険、Cl新基地
～

千合、国家

重点実壮室、重点学科。

二、進派美男J及要求

国家杏派密学研究生包括攻波博士学生研究生(赴画外攻滅

博士学生 )秦載合培赤博士研究生 (攻減博士学住裁疑た冒外二

事環竜チ究 )両 美ら其幸攻墳博士学生研究三織蓄学及資助華限

■ 3■48,「 ,具体二隷蓄学境校或■生学11黄 准:=き培春■



士研究生的留学及姿助期限力 6-24今月。

留学人員立派往教育、科技友迷国家
～
地区的知名院校、科

研院所、実詮室或具有一流学科寺立的机杓,日 外早りT庄 力在某

一飯域的知絡或有較大影噛的学者。鼓励充//7k不1用 国家留学基金

委有国外教育、科研机杓合作協洪派出,也可ミ辻我校、学院或

/1‐人自行咲系国外留学単位派出。

三、国家留学基金資助内容

国家留学基金姿助一次往近国昧旅費和規定留学期目的失

学金生活費,資助林准及方式接照国家有美規定抗行。対人文及

鹿用社会科学寺立和部分国家急需学科、寺立攻波博士学位人

員,可提供学費姿助,具体按照 《国家定没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

生項目学費姿助亦法 (拭行 )》 執行。

四、申靖条件及坪寧禄准

(一 )申 清人庄具有中国国籍,熟愛社会主文祖冒)具有良

好的政治素度,有学成回国力祖国建没服券釣事立:む 奉責任感 ,

身,む 健康,年蛉不超辻 35夢 (以 申清裁止叶日力准 ),外選水

子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i、 タト選寺立本科 (合 )以上半立 (寺 立t吾 粋庄寺響学ヨ鈎

E使用燿辞一致 )。

].‐ l十年表曽在同一t吾イ1冒 家誓学一学年 13-11■ 月)式

i寺 争ILi=一年 (全 )じく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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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曽 在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培サ1部 参加相美悟紳培サ1井荻

得結立江ギ (英活力高須班,其他悟紳力中須班 )。

5。 参か雅思 (学木英 )、 托福、徳、法、意、西、日、幹

活水平考拭,咸須迷至1以 下林准:雅思 6.5分 ,托福 95分 ,樵、

法、意、西悟迷至1欧洲統一活言参考枢架 (CECRL)的 B2数 ,日

悟迷至1二貌 (N2),幹悟迷至l TOPIK4象。

6.逍辻考拭或面拭迷至1似 留学単位的外活水千要求。

(二 )対千攻故博士学位研究生,透泣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

1.人事楷案已特入我校管理的仝曰+1在校学生 (包 括庄届

本科半立生、皮届傾士半立生,原 ス1上不鼓励在政博士一年象学

生申清 ),以及我校正式工作人員。

2.具各オL実 的寺立基拙,較張的学可、科研春交流能力 ,

朱合素反良好,工作立須突出,具有較張的友晨潜力。

3,申清叶己荻似留学単位出具的攻数博士学位入学ミ失口牟

(選清信 )、 免学費或荻得学費姿助逓明,申 清理ミ国家留学基

金委与国クト有美教育、科研机檎合件秘戎派出者,4需満足祢戎

要求的其他条件。

申済学費姿動者鹿具有較高的察合素盾孝口皮晨潜力井在各

方面表現突出;核 Jむ 慄程度在仇良以上;薇 留学単位庄力世界一

流;日 外早り〒鹿有役謳鋳群研能力
～
水千,そ 子が.事 学科寺立領

城無
=咸

寺家或学末帯共人,在 函稀上有襲大影墳青c

l三 )対子現合培春導士チ充三,二二■き二下基本条件 :



1。 人事楷案已特入我校管理的仝曰寺1在校博士生,且似出

国留学前己完成博士期同主千深程学刀井己碗定研究方向,以

一、二年象博士生力主。

2.具各オL実 的寺立基砧,較張的学刀、科研能力
～

交流能

力,察合未反良好,学 葛成須仇昇,具有較張的友晨潜力。

3.申清叶已荻似留学単位出具的正式邊清信及国内外早帰

共同十1定 的咲合培界汁支1。

(四 )申 清疱圃不包括:已荻得博士学位人員;已荻得国家

留学基金姿助且留学会格尚在有妓期内的人員;曽 享受国家留学
く

基金姿助出国留学的迪釣人員;己 荻得国タト仝額爽学金姿助的人

員; 已取得国外永久居留枚的人員。

(五 )已 逍入博士学葛除段第二学年或以上的博士生不得申

清走国外攻波博士学位;在本科、傾士期同曽享受国家留学基金

姿助出国留学的博士生併可申清咲合培界博士研究生;尚未光入

博士扮段学葛的人員不得申清咲合培募博士研究生。

五、申靖及逸抜程序

本項目釆取
に
今人申清,単位推孝,寺家澤常ぅ捧仇永取"

鋳方式蛯行竜抜,接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要求,自 2の 13年起 ,

毎年 3貞 分集中受理一次,由研究生院皮布工作二重■ラ負責墾須

申扱及チ充生浮常工作,具体程序無下c本■生、我校正式工作

人員鈎宇報工作分昇:由 本■生坑、人事書〔負責 3

1-〕 各■t il据 学校二十il_■ 要求,市 三二ti.推言1/絆 ご



(二 )符合条件的研究生笙早帰推存,向 所在学位坪定分委

員会提出申清,井接照国家留学基金委及学校要求提交申清材

料。

(三 )各学位浮定分委員会対申清人的姿格、宗合素廣、友

晨潜力、出国留学的羹要性、学コ汁支1可行性等方面邊行汗常,

碗定推存人員名単井出具単位推若意見,逹同申清人的申清材

料,統一扱研究生院。

(四 )研究生院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要求,対各単位推存

人員材料邊行常核,俎鉄寺家坪4,坪迪結果校内公示。

(五 )学校最終衝定的推若人員接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要求逃

行図上扱名,准各ギ面材料。

(六 )坪逍錆呆上扱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留学基金委久責

最終的常核与永取工作。

大、公派留学人員派出≒管理

(一 )留 学人員原ス1上座子申清当年派出;当 年末派出的咲

合培募博士研究生成由所在学院現明原因,井及叶提交研究生院

上扱国家留学基金委。対留学人員的管理実行 “答釣汲出、ミ釣

賠僕"的 亦法,具体接照現行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規

定抗行。

(二 )暫 学人員虫冒前須在日内答河井公江《姿助出国響学

棒■キ》、交存保逓金、キ理 《憂躊庁i行健康栓査逓項事》ぅ分

「 1至:チ充生坑、本■生坑卜,、 事彗千=ヨ I事 弁苺キ理本
=夫

手筆 ,



近辻教育部留学服券中′む亦理派出手数。免《国家留学基金姿助

出国留学姿格江ギ》、《国家公派留学人員扱到江明》至1留 学曰

的国駐タト使 (飯 )備扱至1后方可享受国家留学基金姿助。

(三 )公派留学研究生在日外留学期日,鹿遵守所在国法律

法規、国家留学基金姿助出国留学人員的有美規定及 《姿助出国

留学lll洪牟》的有美釣定,自 党接受駐外使 (頷 )備 的管理,定

期向国内早りT,E扱学葛和科研情尻,か張寺学校的洵迫。

(四 )公派留学研究生完成留学任弁回国后,泣 向早りT,E扱

留学情汎,井至1所在学院、研究生院及国家留学基金委亦理相美

扱至1手数。

(五 )在研究生本人自尽的基砧上)笙培募単位推存由学校

人事部与派出研究生答定半立后伐先安祥作力本校帰姿的称洪

ギ。学校洛仇先向国家留学基金委推孝与我校答定仇先安排作カ

本校師姿称決的人逍。各培未単位負責該部分チ充生的追踪考

察。

(六 )公派誓学研究生在クト誓学熊汽表現実出者)可 以申清

学校的各辞笑学金或由学院邊着冒校作研究瑳展報告,学校承担

差旅費用。対在クト響学欺疑表現較差者,学校粋根据情瓦逹行交

理宣至提清国家留学基金委取消其暫学資格、停友所有費反 G

(七 )会派留学研究上在■奮学競疑所麦泉翁金丸、ま得釣

科チ項目或科チ威.呆 :着 庄体工作者卓住贅豊末大学.碁派誓学

チ充生二真二tri盤言作:1,=量 生圭耳童■尋|〒 之_買 講交流寺



合作,井力后紋的公派研究生倣好咲系工作。

(八 )在国家規定的留学期限内,各学院力在校公派留学研

究生保存楷案
～

片籍。超辻留学期限未リヨ者,其梢案
～

声籍接学

校的有美規定亦理。

(九 )派 出前力泣届本科半立生、我校正式工作人員的公派

留学人員,共有美派出及管理工作分rll由本科生院、人事部久責。

七、実施要求与管理

(一 )力 保近此項工作的版不1升晨)学校成立有美取能部 11

久責人生成的山末大学 “国家建没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項目"

工作頷早小俎和山末大学研究生海外径加工作亦公室,亦公室没

在研究生院培赤亦公室)寺「可久責研究生海外径所的日常事券。

(二 )各単位逍汲工作泣堅持汁曳1性 与稔定性相結合,充分

考慮至1学科友晨与帰資培界的需要,重在定立学校与国外高校同

樵定持久的学木交流美系
～

人オ培界交流平合,提高学校科研水

子
～
研究生培赤盾量,大 国家及我校的教り〒険仁建浚儲各人オ。

人、本み法曲研究生院、本科生院、人事部和国除事発部負

責解舞,原実施亦法 (量 大研字 (2007)73号文件)同時慶止 c

山末大学校梃亦公室 2013年 1月 9日 f「 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