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大学文∷件
川大国际 EzOI0)Is6号

关于印发 巛四川大学国家公派出国

臼学学生臂珏办法》的通知∷

校内备相关单位 :

为进△步规范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学生派出和管理工作,提高

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效益,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有关管理

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学校制定了巛四川大学自家公派出国

留学学生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四川大学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学生管理办法

2。 四川大学公派学生出国留学承诺书

3.凼川人学国家公派出国硕/博士研究生留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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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四川木学国∷家公派出目本科插班生留学J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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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大学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学生管理办法

为进∵步规范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学生〈以卞简称 “公派学

生”)派出和管理工作,提高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效益,根据斟家

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留基委”)有关管锂规定∷,结

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

一、选拔与派出           Ⅱ

1.本办法所称公派学生是指我校全日制学生,按照国家留学

基金资助方式派出的本科生、本科插班生、联合培养硕士研究

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1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t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生等。

2。公派学生的选拔遵循 “公开、
·
公平、公正”

的原则,首先

由相关学院根据申请人个人情况和项目具体要求,结合本学院学

科建设规划和人才培养计划,向项目主管单位推荐提名,之后由

项目主管单位会同校内相关部处、单位共同评审确定学校推荐人

选,再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向国家留基委推荐上报,并指导申请

人进行后续申请工作。       ∷

3。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在收到留基委的录取文件及名单后,应

及时告知项目主管单位、相关学院及被录取人员,为被录取人员

办理出国手续提供服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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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国 家对公派学生实行
“签约派出,违约赔偿

”的管理办

法。公派学生派出前需与留基委签订 《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

交纳出国留学保证金∴完成校内备案手续。《协议书》须经公证

生效,经公证的《协议书》应交存国际合作与交流处1份备案。

5.出国玫读学位学生,在国家规定的留学期限内,其档案和

户籍油我校保存。 ∵

6.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中,非应届毕业生出

国攻读博士学位者需在办理退学手续后方可派出;应届毕业生在

获得本科/硕士学位后方可派出。

7.被录取人员须在留学资格有效期内派出,凡未按期派出

者。∷留学资格将自:动取消?本经批准放弃资格或不按期派出者,

5年内不得再申请国家兮派出国留学;经批准放弃资格者,2年 内

不得再申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

8.公派学生派出前,应签署
“四川大学公派学生出国留学承

诺书
”(附件2)。

二、国外管理与联系              :
1。公派学生应在抵达目的国IO日 内凭《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

国留学资格证书》和 巛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报到证明》向所属使

(领 )馆报到 (本人到场或邮寄等适当方式),并按使颌馆要求

办理报到或网上注册等手续。

2。 出国攻读学位学生应与驻外使 (领 )馆和留基委保持经常

联系,每学期末向驻外使 (领 )馆和留基委报送研修报告ρ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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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负责对学生进行年度审核:

3.联合培养硕士/博士学生在外期间,,仍 需按照我校硕/博 士

研究生管理规定,参加学校的硕/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并每学

期提交学业进展报告 (除中方导师签字外,还需外方导师加签意

见 )。 各学院及导师负责对学生进行学期审核。

⒋本科插班生在外期间,每3个月须提交有外方项目主管或

任课教师签字的学业报告至国内所属
∴
学院。各学院负责对学生进

行季度曾核,审核结果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备案。   ∷

5.公派学生在外期间,因故休假或休学,或需赴第三国 (地

区)参加国际会议或进行短期考察,或研究工作所需短期回国,

须报所属使 (领 )馆审批。如国内导师或学院愿为其提供参会、

考察、回国短期科研等的相关费用,则需提前报经校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批准,方可从所在部门或课题允许支配的经费中报销。

6。公派学生在外留学期间,∷ ˉ般不得改变留学单位和留学计

划。如确需变更,应本人申请,所属学院、研究生院/教务处同

意后,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出具意见函,再由申请人向所属驻外使

(领 )馆递交申请材料,由驻外使 (领 )馆报留基委审批。

∷⒎公派学生应定期与国内所属学院、导师联系,及时汇报在

外情况。各学院应进一步加强管理责任;确定专门机构或指定负

责人与公派学生保持联系,积极关心学生在外工作和学习情况,

配合留基委、驻外使 (领 )馆、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研究生

院/教务处等相关部丨1∴,处理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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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联合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在批准的出国期限内,暂停奖助

金,按期回国并经考核合格后补发。

9⒐
在外期间

`国
家公派学生应遵守国家公派留学有关规定和

所在国的法律法规。不得从事与工作和学习无关的、有损祖国的

活动。

三、回国与考核  ∷

⒈攻读学位学生回国后,应尽快持填妥的 《国家公派出国留

学人员回国报到提取保证金证明表》、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护照

签证原件等材料,到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报到,并办理后续档案、

户籍等手续:

2.联合培养硕士/博士学生回国后,应在工个月内向所属学院

提交 《四川大学国家公派出国硕/博士研究生留学总结》(附件

3),学院负责对其进行考核后,将该表及全部学期审核材料交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对于考核不合格人员,不予补发出国期间奖助

金:

j。本科插班生回国后,应在一个月内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

交成绩单和 《四川太学国家公派出国本科生插班生留学总结》

(附件4),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核实后,将该表、成绩单及季度审

核结果交教务处审核。对于考核不合格人员,教务处不予认定所

修学分:

4.国 际洽作与交流处收到本科插班生、联合培养硕士/博士学

生的考核结果及相关材料后,在公派学生填妥的 《国家公派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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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人员回国报到提取保证金证明表》相应栏目中签署意见,学

生方可向留基委递交报到材料:

5.公派学生学成回国后服务期至少?年:对留学身份为本科

生、本科插班生的公派学生,在其本科毕业后再次出国留学的”

不受服务期限制。  - ∶

6.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研究生院/教务处每年根据各学院选派

情况,对公派学生的质量、留学效果和按期回国等情况进行综合

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各学院的选派计划和选派规模,以保、

证国家留学基金的使用效益和国家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促进留

学管理工作不淅加强与提高。          、∷ |

⒎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由
圄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贵解

释r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谁。 ∷∶ ∷   音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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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四川太学公派学生出国.留学承诺书

本人经自愿申请,由 四川大学推荐,被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

员会录取参加
“  ∷∶      ”项目。即烙出国诨”

项目,即将出国深

造。为不负祖国和学校的厚望, 圆满完成学习任务,真正成为国

家栋梁之材,本人郑重承诺:

一、热爱祖国,维护国家声誉和威望,不做有损国家利益和

形象的事情。

~←溥守国家法律法规,严守国家机密;遵守留学人员守则

及留学人员各项管理规定;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蔑重当地的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三、经常与母校1国 内导师及我驻外使 (领 )馆保持联系,∶

接受领导、、管理和教育,定期汇报思想、学习、生活等情浼珍惜

机会,牢记留学目的,努力学习,爱护身体,注意安全。行前仔

细阅读 《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h“p://c§。fmpⅡ ,g吖。ch/)的相

关规定和注意事项。

四、严格遵守 《国家公派出国溜学研究生管理规定 (试

行 )》 fhttp://ww诋t0sc∶ eou。 cⅡ/ChuguQ/46268dabb46a4ae1a7b9ca215142Isd1,§ htnn0和

《四川大学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学生管理办法》的内容要求。如有

违反行为并受到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追究违约赔偿责任、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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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四川大学国家公派出国砌博士研究生留学盅结

国内导师娃名

课程学习

或科研工作

参与倩况

学术活动

参与及成果

情况

外方导师

鉴定

国内导师

鉴定

留学身份

出国时阃

(留学期间课程学习或科研工作情况、时间占比、体会等)

(参与的国际会谀、学术讲座或研讨法             乇爵孬事蓓

犭己)

导师签字 :

优秀□  合格□

学院负责人签字 :

不合格□
学淬考核 |

意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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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                     

∷

四川大学国∷家公派出国本科插班生留∷学总结
—— —— —̄ ——— ——-ˉ        -∶

           ∶ l          ~~~~~
i∶   ∶  i∷           ∷·∵   丨

|

逻

姓  名 |

项目舒称 i

留学肀?|
|

学术活动

参与及成果

∷倩况

|垂|△磕戆黛△△⊥亠
丨莩身份  |   ∷    ∷    ∶

∶         |            l

(留学期河课程学习或科研工作情况、时间占比、体会等)   ∷

(参与的国标会议、学术讲座或研讨活动情浼,论
齐攀亭艹蛔或莞咸1夸

镶翳情

况)    ∷ ∷∷  ∷

∶.|∷ ∷∷∷∷∷∷∷∶∷∴-∷ Ⅲ     ∷   ∶
=∶

外方项目∷

主管或任课

教师评价

(外方项目主管或饪课教师可在本表上填写鉴定或另外出具鉴定函)

学院考核

意见
)

优秀口 :∷ 合格□ Ⅱ ∶不合格日

学院负责入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