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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执行现状 

发展目标 

1 

2 

3 

4 



为加强中国科学院青年人才培养，提高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
量，促进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合作与交流，自2006年起
中国科学院开展中欧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计划（201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国际合作培养计划）工作，在全院范围内遴选优秀博士生到欧
洲相关机构学习、研究，回国进行论文答辩，取得国内学位。2015年由
学校全面负责实施。 
 
资助内容：境外生活费 、一次往返国际旅费 

资助期限：6-12个月 

 

背   景 
Background 



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实施现状 发展目标 

￭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马普学会）：基础学科 

￭  德国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代表德国231所高校，全球最大教育交流机构 

￭  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Fraunhofer-Gesellschaft）：应用技术 

￭  法国 国家科研中心：法国最大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 

￭  法国 农业、食品、动物健康与环境研究联合体（Agreenium）：农学 



实施现状 发展目标 

参考资料：《2006—2009年度中欧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计划申请及录取情况总结》 

2006年 
 德国 马普学会 

2007年 
德国 马普学会 
德国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 

2008年 
德国 马普学会 
德国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 
德国 弗劳恩霍夫协会 
法国 国家科研中心 

2013年 
德国 弗劳恩霍夫协会 
法国 国家科研中心 
法国 农业科教联盟 
丹麦 中丹联合培养 

2015年 

德国 
          
          

法国 
           

丹麦 

 
综合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 
弗劳恩霍夫协会 

 
国家科研中心（CNRS） 
农业科教联盟（ Agreenium ） 

中丹联合培养 

 

所有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日本……） 

 

 

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项目组成： 



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实施现状 发展目标 

项目规模： 

参考资料：《2006—2009年度中欧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计划申请及录取情况总结》 



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实施现状 发展目标 

国科大职责变动： 

延伸职责 

与相关机构联系，确认项目启动时间及实施细则 

中科院前研局、国际合作局 

延伸职责 

审核出国留学材料、办理出国审批手续 

开具资助证明 

报到、生活费发放、日常管理 

出国留学保证金（现金：1万元/半年、2万元/年）  

报销往返国际旅费 

 
 

中科院留学服务中心 

我驻外使馆教育处 

原有职责 

项目宣讲 

发布通知 

收集材料、资格初审、上报 

评审、面试 

公布结果 

取消 



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执行现状 发展目标 

实施细则调整 

01 制定管理办法 

∑ 重点支持院际、校际联合培养项目，所级协议、导师间合作鼓

励上升为校际协议； 

∑ 免收保证金，无回国服务期限制； 

∑ 规模扩大的同时，不断提升派出质量 

03 推进流程的规范化，简化报到、报销手续 

∑ 留学任务批件简化为录取通知；线上办理出访审批、报到等手续； 

∑ 境外生活费每三个月汇至学生建行卡账户； 

∑ 学生垫付旅费，回国后报销，可购买外航机票。 

02 统一项目时间节点，提前派出时间 

构建系统的后期服务、管理体系 04 

∑ 与各所研究生部紧密联系，共同管理、服务学生。 

∑ 建立、健全信息发布交流平台（网页、ARP、邮箱、QQ群等） 

∑ 境外合作高校、科研机构信息共享，对接管理（进行中）。 



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实施流程 意见建议 执行现状 

1 
申报、评审及录取 

于4月1日发布申报通知，5月底截止报送（考虑申报基金委联培项目落选

学生），组织面试（如需）、专家评审会，7月1日发布录取通知，2015-

2016年，共有91个研究生培养机构的349名博士生获得本项目资助。 

DAAD项目联合面试 Fraunhofer项目北京地区面试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2014 2015 2016 

申报人数 录取人数 



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实施流程 发展目标 执行现状 

2 
审核出国留学材料、办理出国审批手续 

7月1-15日，审核入选学生提交的“三方协议”等材料，统计出访及个人

账户信息等，开具并邮寄资助证明。 

DAAD项目行前培训 



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实施流程 发展目标 执行现状 

3 
受理报到、改派、中途、延期和提前回国申请，发放生活费 

2015年入选：145人办理报到手续，发放境外生活费1613.8万元； 

2016年入选：101人办理报到手续，发放境外生活费419.1万元。 



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实施流程 发展目标 执行现状 

3 
受理报到、改派、中途、延期和提前回国申请，发放生活费 

2015年入选：145人办理报到手续，发放境外生活费1613.8万元； 

2016年入选：101人办理报到手续，发放境外生活费419.1万元。 



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实施流程 发展目标 执行现状 

4 
回国手续办理、核报销国际旅费 

2015年入选：69人，核报销国际旅费人民币81.6万元； 

                      6人，退回生活费16.5万元。 



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发展目标 执行现状 



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发展目标 执行现状 



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发展目标 执行现状 

饱览多姿多彩的异国风光…… 

交流科研成果，实验设计、技术和结果…… 

访学见闻、感悟、体会…… 



获得学位后，可继续在国外
进行博士后研究或就业。 

后续深造 

针对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入选
几率较高。 

名额宽裕 

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执行现状 发展目标 

尚无攻读学位项目 

知名度 

访学时间（6-12个月，最多可延至
18个月） 

境外生活费发放（币种、银行） 

境外日常管理（间接） 

 

不足之处 

院际、校际协议基础上开展，
研究领域匹配度高，易于规
模化发展。 

发展前景 

优势 

01 02 

03 

本项目优缺点： 



项目简介 重大调整 执行现状 发展目标 

发 

展 

目 

标 

 在校际联培协议下，以

所级或导师间合作为基

础派出，实现出访学生

的规模化、连续性派出； 

 建立网申平台和出访学

生信息库，实时更新学

生申请、录取、出访和

回国状态，便于学校和

研究生培养机构共同管

理。 

 汇编完成国际合作

培养计划留学实用

指南（分国别） 

 汇编项目宣传册 

 与我驻外使馆联系 

 与国外留学生管理

机构、相关大学留

学生管理部门建立

联系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助博士生             
赴发展中国家访学项目 

 



发展中国家访学 

简 

介 

为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资源、地质、地球物理、生态、

大气、海洋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学校计划资助中国籍博士研究生

赴发展中国家高校或科教机构考察访问、合作研究和学习。本计

划旨在支持我校与发展中国家科教机构开展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工作。访学期限结束后，学生回国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和论文答辩，

取得国内学位。国际会议项目实施两年来，共有15名博士研究生

受资助赴发展中国家访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助博士生             
出国（境）参加国际会议项目 

 



简 

介 

为了加强培养研究生的

国际视野，学校决定资

助在读博士研究生出国

（境）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 

本项目每年执行两批

次，分别于1月、7月发

布申报通知。 

资助内容和要求： 

国际旅费（设资助上

限）和会议注册费，

由参会人员垫付，回

国后凭票据报销。 

申请人购买机票和在

境外停留时间须遵守

国家有关规定。 

国际会议项目 



国际会议项目 

实 

施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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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数 

入选人数 

2015-2016年国际会议项目申报、录取统计 

国际会议项目实施两年来，共有来自110个研究生培养机构的985名博
士研究生受资助出国（境）参加国际会议，其中15名为国际学生。 
 



国际会议项目 

实 

施 

情 

况 

2015-2016年国际会议项目报销情况统计 

申报人数（人） 入选人数（人） 报销人数（人） 报销金额（万元） 

2015年 519 444 359 445 

2016年 723 541 352 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