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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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群 校长
周云轩 国际交流处处长
杨昌利 副书记
周勇 孔子学院办公室主任
邱月 国际交流处项目官员
戴立益 副校长
严非易 国际交流处项目官员
李志斌 副校长
陆智萍 发展规划部副部长
施国跃 人事处处长（法、德）
汪海萍 教育学部书记（法、德）
马学鸣 物理学院书记（法、德）
曹晓颖 国际交流处项目官员（英国）
张超 国际交流处项目官员（法、德）
方平 副书记
施国跃 人事处处长
冯学钢 经管学院副主任
段纯刚 信息学院教授
田阳 化学院教授
张雨晗 国际交流处项目官员
汪荣明 副校长
周云轩 国际交流处处长
周勇 孔子学院办公室主任
谈莉 河口海岸研究院外事秘书
梅兵 副校长
王庆华 中文系党委书记
房建军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
李恺 软件学院党委书记
蒲妍 学校办职员
徐庆庆 港澳台办项目主管
汪荣明 副校长
唐玉光 研究生院院长
吴瑞君 社科处处长
徐世猛 教务处副处长
李燕 学工部副部长
林建坤 后勤管理处副部长
章平 港澳台办公室主任
孙小燕 港澳台办公室项目主管
童世骏 书记
顾红亮 宣传部部长
魏劭农 设计学院院长
张桂戌 科技处处长
王素斌 国际交流处副处长
孙一 国际交流处处长助理
梅兵 副校长
陈小勇 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
邱月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戴立益 副校长
周彬 教师教育学院院长
朱益明 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吴遵民 教育学部教授
李恺 国际交流处处长助理
汪荣明 副校长
张文 研究生院副院长
殷德生 经管学部副部长
黄志华 国际交流处副处长
吴双丽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童世骏 书记
贝文力 国际关系学院书记
周勇 孔子学院办公室主任
戴立益 副校长
彭利平 基础教育与终身教育管理处副处长
刘小燕 项目官员
周傲英 副校长
刘小燕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李志斌 副校长
贝文力 国际关系学院书记
曹金 音乐系教授
张薇 音乐系教授
吴双丽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孙真荣 副校长
周勇 孔子学院办公室主任
何所思 孔子学院办公室项目主管
汪荣明 副校长
李秀珍 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曹晓颖 国际交流处项目主管
梅兵 副校长
龚练 国际交流处处长助理

19 斯洛伐克 2017/10/16-2017/10/20 5 参加会议 斯洛伐克科技大学

http://news.ecnu.edu.cn/59/7f/c1833a88447/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5b/07/c1833a88839/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5c/cd/c1833a89293/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67/ad/c1833a92077/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6a/b4/c1833a92852/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6e/79/c1833a93817/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6b/80/c1833a93056/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71/fc/c1833a94716/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73/54/c1833a95060/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74/9c/c1833a95388/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76/1a/c1833a95770/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8d/cf/c1833a101839/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90/bb/c1833a102587/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8d/c8/c1833a101832/page.htm

http://news.ecnu.edu.cn/8d/b3/c1833a101811/page.htm

美国中阿肯色大学、墨西
哥尤卡坦自治大学

18 澳大利亚 2017/09/24-2017/09/28 5 访问
澳大利亚乐筹博大学、悉
尼海洋研究所、麦考瑞大

学

17 美国、墨西哥 2017/09/23-2017/09/30 8 访问

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白
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

16 俄罗斯、白俄罗斯 2017/09/20-2017/09/27 8 交流访问

京都产业大学、横滨国立
大学、早稻田大学

6 比利时、荷兰 2017/05/08-2017/05/13 8 交流访问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荷兰特文特大学

5 日本 2017/04/24-2017/04/28 5 交流访问

澳大利亚乐筹博大学、悉
尼科技大学、新西兰惠灵

顿维多利亚大学

10 美国 2017/06/07-2017/06/11 5 交流访问

法国里昂商学院、德国汉
堡大学、柏林洪堡大学

马来西亚教育部3 马来西亚 2017/02/28-2017/03/02 5 交流访问

4 法国、德国 2017/04/05-2017/04/10 10 交流访问

出访国家

美国爱荷华大学、华美协
进社

1

2

参加会议

美国

法国 2017/01/16-2017/01/17

2017/02/16-2017/02/20

3

5 交流访问

法国里昂商学院

2017/05/03-2017/05/10 8 交流访问

韩国首尔教育大学

12 俄罗斯 2017/06/19-2017/06/24 6 交流访问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圣

彼得堡经济大学

11 韩国 2017/06/13-2017/06/15 3 参加会议

交流访问 里昂中法大学15 法国 2017/09/25-2017/09/27 5

14 法国 2017/09/05-2017/09/07 4 参加会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http://news.ecnu.edu.cn/84/a0/c1833a99488/page.htm

8 澳门、香港 2017/05/22-2017/05/26 5 交流访问

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
、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
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

岭南大学

http://news.ecnu.edu.cn/71/c1/c1833a94657/page.htm

7 新加坡、香港 2017/05/17-2017/05/20 6 交流访问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

港教育大学
http://news.ecnu.edu.cn/6f/a4/c1833a94116/page.htm

白俄罗斯教育部、明斯克
国立语言大学

13 俄罗斯（过境）、白俄罗斯 2017/06/24-2017/06/28 5 参会（教育部）、访

华美协进社

9 澳大利亚、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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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ecnu.edu.cn/6e/79/c1833a93817/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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