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出访国家 出访时间 出访天数 出访事由 出访单位 相关链接
1 周傲英 副校长 美国 2018/02/06-2018/02/12 7 参加会议（个人

学术会议）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

戴立益 副校长

张建民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
李志聪 华师大二附中校长
周勇 孔子学院办公室主任
韩楠 基础教育与终身教育处处长
冯剑峰 基础教育集团职员
汪荣明 副校长

张桂戌 科技处处长
孟钟捷 历史系系主任
余柏蒗 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
叶明武 人事处项目主管
曹晓颖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童世骏 书记
顾红亮 宣传部部长
周云轩 国际交流处处长
钱海峰 人才引进办公室主任

5 周傲英 副校长 美国 2018/05/02-2018/05/07 6 参加会议（个人
学术会议）

国际数据挖掘会议

任友群 常务副书记
邢和祥 外联处处长
代蕊华 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
张建民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
张赫 外联处处长助理
杨昌利 党委副书记

朱国华 中文系系主任
张建民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
黄美旭 国际教育中心主任
张秋卓 生态和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
王素斌 国际交流处副处长
李志斌 副校长

吴瑞君 社科处处长
戴勇 发展规划部副部长
陆钢 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黄志华 国际交流处副处长
吴双丽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9 李志斌 副校长 捷克 2018/07/08-2018/07/15 8 参加会议（个人
学术会议）

捷克科技大学

杨昌利 党委副书记
吴薇 孟宪承书院院长
高向东 经管书院党委书记
栗蕊蕊 大夏书院党委副书记
涂皘 光华书院党委副书记
李恺 国际交流处处长助理

11 任友群 常务副书记 美国 2018/08/07-2018/08/20 14 培训（教育部） 耶鲁大学
汪荣明 副校长
陆智萍 发展规划部副部长
许振 科技处处长助理
曹晓颖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童世骏 书记
邢和祥 外联处处长
孟钟捷 历史系系主任
钱海峰 转化科学与技术联合研究院院长
王正寰 转化科学与技术联合研究院常务副院
何所思 孔子学院办公室项目专员
戴立益 副校长
周勇 孔子学院办主任
霍九仓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冯剑峰 基础教育集团副总经理
吴成领 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
吴双丽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杨昌利 党委副书记
周彬 教师教育学院院长
张春雷 教育学部讲师
朱益明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屠晓明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16 钱旭红 校长 日本 2018/11/5-2018/11/9 5 交流访问 待定
17 周傲英 副校长 南非

埃及
2018/11/11-2018/11/19 9 参加会议 待定

18 戴立益 副校长 日本
韩国

2018/11/19-2018/11/24 6 交流访问 待定

19 钱旭红 校长 美国 2018/11/25-2018/11/30 6 交流访问 待定

20 汪荣明 副校长 埃塞俄比亚
坦桑尼亚

待定 待定 交流访问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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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

新加坡 2018/09/24-2018/09/28 5 参加会议 新加坡国立大学

日本 2018/10/29-2018/11/02 5 参加会议 东京学艺大学                 大
阪市立大学

泰国清迈大学
曼谷大学
泰国丝绸之路孔子学院
马六甲培风中学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捷克
斯洛伐克
匈牙利

2018/06/16-2018/06/24 9 交流访问 查理大学                     斯
洛伐克技术大学              罗
兰大学

以色列 2018/4/24-2018/4/28 5 交流访问 以色列海法大学               巴
伊兰大学                   希伯
来大学

美国
加拿大

2018/04/13-2018/04/20 8 交流访问 美国华美协进社
美国哈佛燕京学社
渥太华大学

2

意大利
俄罗斯
匈牙利

2018/10/07-2018/10/15 9 交流访问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2018/02/21-2018/02/28 8 交流访问

美国 2018/10/5-2018/10/10 6 交流访问

香港 2018/07/17-2018/07/20 4

意大利都灵大学
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
匈牙利外联教育集团

14

香港 2018/05/06-2018/05/09 4 交流访问 香港教育大学6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2018/06/20-2018/06/29 10 交流访问 哈萨克斯坦KIMEP大学
塔吉克斯坦国立大学
塔什干国立师范大学

8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美国校友会
斯坦福大学
蔚来公司北美总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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