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信息采集表

填写说明

请使用最新版本的Adobe Reader阅读器填写此表

1.项目名称：直观体现项目特点、专业或留学身份等信息，请勿在项目名称前加中外合作方名称。例：中药国际
化研究领军人才培养项目。每张信息采集表仅填写一个项目。

2.留学专业：指赴国外学习专业，而非国内选拔专业，可多个；可参照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2011年)》中的二级学科名称。

7.其它国内参与单位：项目如包括其它国内参与单位，须在此处全部列出（不包括项目牵头单位）；如无其它参
与单位，可不填写。

6.项目单位：项目所属国内高校或科研院所全称；若涉及多个项目单位，仅填写牵头单位。

3.年度选派总规模：指每年预计选拔并可确保派出的人数，请在下拉菜单内勾选，仅填写数字。

4.合作协议签署时间：请在下拉菜单内勾选签署时间，格式为：20130709(即签署于2013年7月9日)。

5.协议总有效期：指协议从签署日起的总有效年数，请在下拉菜单内勾选（1年/2年/3年/4年/5年/5年以上）。

12.留学身份：请在下拉菜单内勾选（博士研究生/联培博士生/硕士研究生/联培硕士生/访问学者/博士后）；若
同一留学单位包含多个留学身份，请在下一行勾选新的留学身份，并再次填写留学单位、留学国别等相关信息；
若同一留学身份对应多个留学单位，请在下一行填写新的留学单位、留学国别等信息，并再次勾选此留学身份。

13.留学人数：指每一类留学身份对应的年度选派人数，请在下拉菜单内勾选，仅填写数字。

14.留学期限：请在下拉菜单内勾选留学月数，仅填写数字。各留学身份对应的留学期限如下：博士研究生36-
48，联培博士生6-24，硕士研究生12-24，联培硕士生3-12，访问学者3-12，博士后6-24。

15.拟派出时间：请在下拉菜单内勾选预计的派出月份。项目如通过评审，将获得连续三年资助，此处指该项目
每年预计的派出月份。

16.是否申请CSC学费资助：请在下拉菜单内勾选“是/否”；联培博士生、联培硕士生、访问学者、博士后类别
不提供资助学费。

17.首年学费：指申请CSC学费资助人员第一年的学费，不含生活费、书本费、保险费、签证费、机票等其它费用
。格式为：数字+货币单位。

8.联系人：总负责人为项目牵头人或项目组长；项目联络人为项目组联系人；单位联络人为项目单位校级主管部
门联系人；外方联络人为外方合作机构相关部门联系人；若有重复，亦要分别填写至对应空格。办公电话区号与
号码之间不加任何符号，格式为：01012345678。

10.留学单位：请填写准确的留学单位英文全称。

11.留学国别：用中文填写。

9.项目单位通讯地址：请填写校级主管部门通讯地址及邮编，相关通知及录取材料等将发往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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