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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 

中美高校在沪合作培养国际化金融人才 
3月 9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

学院一起打造的高级金融管理课程（AFP）在上海正式发布。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已成为全球第五大“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然而，

上海金融的商业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集聚程度等硬件与纽约、伦敦、香港、

新加坡等城市相差无几，但金融人才等软实力方面依然有较大差距，包括金融人

才储备、教育和发展、从业者生活质量等方面都有待提升。 

金融人才培养一直是上海市政府着力推进的工作之一。2018 年，上海金融

从业人员超过 36 万，仅占全市就业人员总数的 3％。相较于香港、新加坡 5％，

纽约 10％以及伦敦 25％的金融从业人员占比，上海金融人才尚存在较大缺口，

难以满足金融业快速发展的需求。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严弘在发布会上表示，面

对来自海外优秀金融机构的竞争、国内外复杂的政经局势，以及国内经济下行的

压力，中国企业决策者和核心高管必须构建完整的前沿金融知识体系，并拥有国

际视野和全球化格局，才能在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力。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课程，让沃顿走近更多的中国管理者。”沃顿商学院院

长杰弗里·加勒特说，“我们将与中方深度挖掘各自优势，将我们的课程更好地

贴近中国实际，帮助学生走在世界前沿。” 

（摘编自 2019年 3月 11日新华网） 

浙江将投 50 亿，引进 20 所国内外著名高校 
近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布全面实施高等教育强省战略的意见，要求充分

发挥地方政府和高校的积极性，争取引进 20所左右国内外著名高校在浙江办学。

据浙江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根芳介绍，目前该省已建成 60 所本科院校，

49 所高职高专院校，有 3 所高校、20 个学科进入国家“双一流”；入选学科数

全国排名第 5；有 54个学科(其中浙江大学 18个)进入全球 ESI(基本科学指标数

据库)排名前 1%，数量列全国第 7位。 

浙江省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加大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力度。据了解，该

省将引进 2～3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办高水平大学，引进 4～5所高水平大学

来浙举办校区（分校）或研究生院。同时，充分发挥浙江大学在吸引国外合作院

校方面的优势，新办 3～4 所中外合作学院。支持省内高校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

合作举办 10所左右二级学院，开展各类项目合作。 



浙江正在建设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等高等教育重点区域，以

引导高等教育资源向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和大湾区重点集聚区布局。探索省市共建、

部门共建等方式，支持每个市重点建设好 1～2 所高校。 

据介绍，启动高等教育强省战略后，到 2022 年浙江省财政将安排 50 亿元专

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各地、各高校引进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和合作办学。 

浙江在“给钱”引进国内外著名高校过程中，更给高校“放权”，破除制约

高等教育强省建设制度性障碍，探索试点高校“最惠权”制度，遴选若干重点建

设高校开展全面放权试点。据介绍，凡是浙江大学享有的自主权，凡是有法律法

规和政策文件依据的自主权，试点高校都可自主实施。 

（摘编自 2019 年 2月 15日《中国青年报》） 

南开大学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签约博士生联合培养 
3 月 30 日，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校长安东·马斯凯特

里在博士生联合培养合作协议上签字，开启了两校合作的新篇章。签约仪式在南

开大学津南校区专家楼举行。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王磊、格拉斯哥大学副校长

Rachel Sandison一同签约见证。 

根据协议，该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由南开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双方研究生院

管理，两校均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学位性质为全日制，学习语言为英语。申请人

注册前需达到相应的英语水平，具备两校都认可的硕士学位，还需通过两校对申

请人研究计划的评估和面试。学生在两校的培养年限可按照“2+2”或“1+2+1”

的方式进行，其中第一年的学业必须在南开大学完成。两校为学生各指派一名导

师，用英语提供指导。学生需提交英文撰写的论文。学生通过两校的毕业审核后，

将被分别授予学位。该联合培养项目自 2019年 9月 16日起实施。 

会见中，曹雪涛回顾了二十余年来两校间美好的合作历程，认为双方在本科

生的联合培养、联合研究生院建设、国际合作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

培养高端国际化人才搭建了广阔的平台，是中英两国高等教育领域合作的成功范

例。曹雪涛表示，南开大学正在扎实推进“双一流”建设，着力实施“全球南开”

战略，未来愿同格拉斯哥大学一道，进一步深化、实化现有合作，不断开拓新的

合作领域，共同为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作出贡献。 

马斯凯特里指出，两校有着共同的国际化办学理念，也在一项又一项合作中

逐步加深了友谊。两校的合作为师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研究平台。格拉斯哥大学

同样愿意与南开大学一起，在学生培养、联合研究等方面开展进一步合作。 

（摘编自 2019年 4月 1日南开新闻网） 

 



英国约克与西安交大签署合作协议 
3月 5日，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约克大学生物系系主任伊恩·格雷厄姆教

授率团访问西安交大。 

荣命哲副校长对伊恩·格雷厄姆院士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向来宾简要介

绍了西安交大历史及专业学科情况。他指出，伊恩·格雷厄姆院士已经和电信学

院建立了非常良好的科研合作基础，希望两校能深化共识，加大合作力度，依托

现有合作基础，由点到线，由线到面，进一步将两校的合作拓展至各个学科领域

中，加强师生间的人员互访交流，建立深度的合作伙伴关系。 

伊恩·格雷厄姆院士认为，西安交大是一所非常具有活力的高校，两校之间

有着良好的合作前景。两校可以加强医药领域的合作，依托约克大学在医学技术

方面的优势，结合中国传统中医理论，更好地促进现代医学的融合与发展。此次

伊恩·格雷厄姆院士访问西安交大，希望在创新港建立“药用植物合成生物学实

验室”，从基因层面深入解析药物植物基因组，重点解决药用植物研究的难点、

热点问题，推进中药现代化发展。 

会谈结束后，电信学院院长管晓宏同伊恩·格雷厄姆院士共同签署了西安交

大电信学院及约克大学科学院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两院之间的人员互访及科

研合作。 

（摘编自 2019 年 3月 5日西安交大新闻网） 

【海外视野】 

德国将进一步加强理工科教育 
德国联邦教研部部长安雅·卡利切克 2 月 13 日首次介绍了德国政府为促进

理工科教育制定的新计划，并强调理工科教育的重要性。 

据了解，新的“MINT 行动计划”（MINT 是指数学、信息技术、自然科学和

工程技术专业）将主要从四方面加强理工科教育，分别是加强针对儿童和青少年

的理工科教育、培养理工科专业技术人才、增加女性接受理工科教育的机会以及

扩大理工科专业在社会中的应用。 

卡利切克当天在柏林工业大学参加活动时指出，好的理工科教育在深受数字

化影响的现代世界必不可少，将为个人和国家创造大量机会。她表示，到 2022

年时，联邦教研部将为该行动计划提供 5500万欧元的支持。 

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早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德国理工类专业岗位的缺口

创下了纪录。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德国在 MINT 专业方面的岗位数量达 49.6



万个，较 2017 年同期增长 5.9%；岗位缺口上升至近 33.8 万个，超过岗位总数

的 68%。 

（摘编自 2019年 2月 14日新华网） 

法国力争人工智能主动权 
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兰西学院发表“人类的人工智能”演说时，提出

一系列法国发展人工智能的举措，包括加强人才培养、建立国际科研中心、支持

初创企业发展等。马克龙表示，“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谁能培养和吸引世界顶级人工智能专家，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低成本计算能力、数据存储能力的

提升，大数据处理技术逐渐成熟，一些新算法如深度学习等的出现，使人工智能

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自 2012年至 2017年，各国在人工智能研发领域的投入由

4.15亿美元增至 50亿美元。 

在法国，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健康、环境、交通、安全等领域的应用越来

越受到重视，给法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变化。根据相关研

究机构统计，2000年至 2016年，法国成立了 270 家人工智能领域初创企业，占

全球同期成立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总数的 17%。马克龙自 2017年 5月上台以来，

已多次呼吁学术界、企业界共同重视和发展人工智能。 

（摘编自 2019 年 3月 1日中国教育新闻网） 

新西兰首创可持续实践专业硕士课程 
新西兰坎特伯雷理工学院（Ara Institute of Canterbury）首创的“可持

续实践”硕士课程已获批准，并于今年开始招生。经过 6年的努力，这个旨在培

养未来变革者和领导者的项目，将整个研究所的教学人员聚集在一起共同合作。

该项目的学生将进行协同和跨学科合作，以解决现实世界中环境、社会和技术的

相关挑战。 

该项目负责人大卫·伊文（David Irwin）表示，“现在是新西兰培养可持

续实践专业硕士的好时机。如果我们要实现全球化社区所需要实现的目标，那么

以解决方案为重点的协作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和急迫。每个行业、每个部门都需

要行动起来，而教育是创新项目的起点。” 

该项目另一位负责人艾伦·希尔（Allen Hill）说，“文化框架是该项目的

另一个基本要素。在坎特伯雷理工学院，这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我们通过挑战自

己，在不同的学科之间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并将专业知识嵌入文化框架内，学生

可以提高技能，学习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据了解，该项目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可持续发展学院的项目作为蓝本，

推出了可持续实践的研究生证书和可持续实践文凭，这两种证书都可以获得硕士

学位资格认证。在职专业人士可在 18 个月的全职或兼职时间内完成资格认证。

任何拥有本科学士学位的学生都可以加入该项目。目前，远程学习者已表现出了

很大兴趣，预计该项目将于 2020年前开启海外申请。 

作为一个多学科的项目，该硕士课程将由可持续发展专业、商业、工程、建

筑研究、助产学、国际旅游和酒店业的研究人员授课。在学习中，学生将获得广

泛的国际知识、世界观与理论观点，并在可持续发展这一背景下进行社会、经济

和环境等方面的讨论。 

（摘编自 2019 年 3月 1日中国教育新闻网） 

【海外留学】 

剑桥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 要求全省排前 0.1% 
近日，重量级英国名校剑桥大学宣布接受中国高考成绩。据英国剑桥大学官

网信息，剑桥大学在“入学要求”里明确指出，中国高考是剑桥大学认可的考试。 

根据剑桥官网信息，剑桥大学可以接受中国高考成绩，不过要求考生成绩达

到所在省名次排名前 0.1%，同时要达到申请专业的语言要求，通常情况下雅思

是要求 7分。 

同时，剑桥大学还指出，会关注中国学生学业水平考试(会考)。此外，剑桥

大学还鼓励有志报考的中国学生，多参加科学奥林匹克竞赛，或者 SAT I/II 或

者美国大学预修课程考试（Advanced Placement Tests）。 

剑桥官网显示，截止 2017 年-2018 年，共有 420 名中国学生在剑桥大学就

读本科，共计 754名中国学生在剑桥大学读硕士。 

据悉，目前，除了剑桥大学，英国还有其他六所名校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分

别是：伯明翰大学、莱斯特大学、肯特大学、邓迪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卡迪夫大学。 

（摘编自 2019年 3月 25日中国新闻网） 

伦敦国际留学生人数剧增：主要来自中国和美国 
据英国《华闻周刊》报道，伦敦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留学潮。有新数据

表明，国际留学生的人数增长率翻了一番，从 2.6%(2015-2016年度至 2016-2017

年度)增长到 5.3%(2016-2017 年度至 2017-2018 年度)。中国仍然是伦敦最大的

留学生市场，其次是美国。 



Study London，这一隶属于伦敦市长办公室的官方大学指导网站称，2019

年 3月 5日发布的这些数据，对伦敦而言是“巨大的胜利”。伦敦的海外留学生

人数，已经连续第 5年有显著增长。 

来自高等教育统计署(HESA)的最新数据表明，2017至 2018年度，到伦敦就

读的国际留学生有 118145 人，与 2016至 2017 年度相比，增长 5.3%。这一增长

表明，伦敦留学生人数，与之前 2.6%的增长率相比，增长势头强劲。 

报道指出，中国仍然是伦敦最大的留学生市场，从 2011 年以来，中国留学

生人数增长 89.6%。现在，于伦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已经达到 21350 人。

美国和意大利仍旧占据第二和第三的位置，在伦敦就读留学生人数分别为 7105

人和 5770人。印度和中国仍然是增长最快的留学生市场，两国留学生人数从 2016

至 2017 年度以来，都有 20%的增长。 

（摘编自 2019年 3月 8日中国新闻网） 

2018 年度我国留学人员出国回国人数均上涨 
近日，教育部网站公布了 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2018 年度

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66.21万人。其中，国家公派 3.02万人，单位公派 3.56

万人，自费留学 59.63 万人。2018 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 51.94 万人。

其中，国家公派 2.53 万人，单位公派 2.65万人，自费留学 46.76万人。 

与 2017 年度的统计数据相比，2018 年度出国留学人数增加 5.37 万人，增

长 8.83%；留学回国人数增加 3.85万人，增长 8%。 

据统计，从 1978 年至 2018 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 585.71 万

人。其中，153.39 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432.32 万人已完

成学业；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 84.46%。 

（摘编自 2019年 3月 28日中国教育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