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出访时间 出访天数 出访事由 邀请单位 相关链接
汪荣明 副校长
唐玉光 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顾红亮 社科处处长
张文 科技处处长
杨亦雨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任友群 副校长
袁振国 教育学部主任
吴遵民 教育学部教授
潘世圣 日语系主任
邱化寅 审计处处长
屠晓明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梅兵 副校长
方平 组织部部长
施国跃 人事处处长
王东 历史系系主任
方媛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总支书记兼副院长
章平 港澳台办公室主任
陈群 校长
刘明耀 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丁树哲 国际交流处处长
陈小勇 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
殷东敏 脑功能基因研究所研究员
刘小燕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任友群 副校长
周勇 孔子学院办公室主任
斯阳 纪委监察处处长
庄瑜 外语学院副书记兼副院长
李艳飒 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办公室主任
陈群 校长
丁树哲 国际交流处处长
黄美旭 国际交流处主任
孙一 国际交流处处长助理
陈灵犀 教务处副处长
童世骏 书记
袁筱一 外语学院院长
李秀珍 河口海岸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王素斌 国际交流处副处长
邱月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孙真荣 副校长
雷启立 教务处处长
嵇渭萍 国有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李梦隽 学校办公室副主任
章璐 国际教育中心主任助理
曹晓颖 国际交流处项目官员
汪荣明 副校长
孙一 国际交流处处长助理
杨亦雨 国际交流处项目官员

10 李志斌 副校长 2016/07/10-2016/07/16 7 参加会议 柏林Zuse研究所
汪荣明 副校长
吴勇毅 对外汉语学院院长
周勇 孔子学院办公室主任
许振 科技处业务主管
张超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杨昌利 副书记
汪海萍 教育学部党委书记
周忠良 教务处副处长
邱月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陈群 校长

http://news.ecnu.edu.cn/17/bd/c1833a71613/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15/fb/c1833a71163/page.htm

11 瑞士、意大利 2016/09/15-2016/09/20 6 交流访问
瑞士巴塞尔大学，意大利

都灵大学
http://news.ecnu.edu.cn/3d/00/c1833a81152/page.htm

8 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匈牙利 2016/06/28-2016/07/07 10 交流访问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商学
院，保加利亚国家和世界
经济大学，保加利亚索非
亚大学，匈牙利布达佩斯
考文纽斯大学，匈牙利罗

兰大学

http://news.ecnu.edu.cn/32/36/c1833a78390/page.htm

1 法国、德国 2016/03/02-2016/03/9 8 交流访问

http://news.ecnu.edu.cn/15/f7/c1833a71159/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1a/98/c1833a72344/page.htm10 交流访问

12 加拿大

法国里昂高师、里昂-新中
法大学和德国耶拿大学

美国北德州大学、中阿肯
色大学、俄勒冈大学，墨

西哥尤卡坦自治大学

7 比利时、智利、巴西 2016/06/08-2016/06/18 11 交流访问

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
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

港教育学院

2016/03/24-2016/04/01

2016/10/05-2016/10/09 5 交流访问

出访国家

名古屋大学，南山大学，
神奈川大学，横滨国立大

学和筑波大学

2 日本 2016/03/07-2016/03/11 5 交流访问

3 香港、澳门 2016/03/14-2016/03/18 5 交流访问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智利圣托马斯大学、巴
西圣保罗大学和巴西门德

斯大学

5 美国、墨西哥 2016/04/04-2016/04/13

4 埃及、以色列

http://news.ecnu.edu.cn/40/43/c1833a81987/page.htm

9 交流访问 以色列海法大学 http://news.ecnu.edu.cn/18/f8/c1833a71928/page.htm

6 美国、加拿大
2016/04/28-2016/04/29
2016/04/30-2016/05/05

8 交流访问
联合国总部、华美协进社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加

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http://news.ecnu.edu.cn/20/57/c1833a73815/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2e/e9/c1833a77545/page.htm

9 法国 2016/06/29-2016/07/01 3 参加会议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

员会、法国大使馆

德国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UBC）和维多利亚大学

（UVic）

http://news.ecnu.edu.cn/17/bd/c1833a71613/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15/fb/c1833a71163/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3d/00/c1833a81152/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32/36/c1833a78390/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15/f7/c1833a71159/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1a/98/c1833a72344/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40/43/c1833a81987/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18/f8/c1833a71928/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20/57/c1833a73815/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2e/e9/c1833a77545/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40/c3/c1833a82115/page.htm


章平 港澳台办公室主任
王非 港澳台办公室项目主管
童世骏 书记
褚君浩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贝文力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总支书记
周云轩 国际交流处处长
杨艳琴 科技处副处长
张超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戴立益 副校长
濮晓龙 经管学部副主任、统计学院院长
张惠虹 法学院党委书记
王东 历史系系主任
张雨晗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汪荣明 副校长
章平 港澳台办公室主任
王非 港澳台办公室项目主管
徐庆庆 港澳台办公室项目主管
陈群 校长
刘敏 地学部地理科学学院院长
徐斌艳 研究生院副院长
陈弘 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
孙一 国际交流处处长助理

18 杨昌利 党委副书记 2016/11/20-2016/12/10 21 交流访问
澳大利亚联邦国际合作协

会
19 周傲英 副校长 2016/11/14-2016/11/19 6 参加会议 巴西圣保罗大学
20 陈群 校长 2016/12/01-2016/12/04 4 交流访问 香港东华三院

周傲英 副校长
王长波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
黄晨熹 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
王素斌 国际交流处副处长
李志斌 副校长
杜德斌 地球科学学部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
钱海峰 转化科学与技术联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周旭辉 地球科学学部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曹晓颖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
和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

大学

http://news.ecnu.edu.cn/47/6c/c1833a83820/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54/90/c1833a87184/page.htm

2016/11/27-2016/12/04 8 交流访问

英国杜伦大学、曼彻斯特
大学、金斯顿大学、爱尔
兰国立大学梅努斯以及都

柏林城市大学

http://news.ecnu.edu.cn/50/16/c1833a86038/page.htm英国、爱尔兰

2016/12/05-2016/12/09 5 交流访问
以色列海法大学、以色列

布劳德工程学院以色列

2016/11/25-2016/11/30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澳大
利亚墨尔本大学、昆士兰

大学以及麦考瑞大学

3 参加会议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http://news.ecnu.edu.cn/48/e0/c1833a84192/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4e/bc/c1833a85692/page.htm

俄罗斯 2016/10/21-2016/10/25 5 交流访问

15 日本、韩国 2016/10/30-2016/11/05 7
参加会议及交流

访问

日本立教大学，明治大
学，韩国高丽大学，建国

大学

13 台湾 2016/10/11-2016/10/13

22

21

16 台湾 2016/11/24-2016/11/27 6 交流访问
东华大学、中国文化大学

、台湾师范大学

17 新西兰、澳大利亚 6 交流访问 http://news.ecnu.edu.cn/4f/f4/c1833a86004/page.htm

澳大利亚

巴西
香港

http://news.ecnu.edu.cn/40/c3/c1833a82115/page.htm

14

http://news.ecnu.edu.cn/47/6c/c1833a83820/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54/90/c1833a87184/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50/16/c1833a86038/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48/e0/c1833a84192/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4e/bc/c1833a85692/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4f/f4/c1833a86004/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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