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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选派计划和主要项目

第-条 2o16年计划选派各类国家公派留学人员2900o名 。

第二条 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

1 高级研究学者:36个月。

2访问学者:3-12个 月。

3博 士 后 :卜 24个 月 。               、

4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一般为 36叫8个月,

制或外方出具的录取通知书或邀请信为准。

5联合培养博士生 (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赴国外从事研究):6-24个月。
6赴国外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12-24个 月 ,具体以留学目的国及院校学制或外

方出具的录取通知书或邀请信为准。

7联合培养硕士生 (在国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赴国外学习)∶ 312个月。
8赴国外攻读学士学位本科生:一般为 36弱0个月,具体以相关项目规定为准。
9本科插班生 (在国内攻读学士学位期间赴国外学习、毕业设计或实习等):3-12

个月。

第三条 主要项目

1 国家公派蒿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计划选派 35oo人 。选派类别
包括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和博士后。

2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计划选派8500人 ,选派类别包括赴国外
玫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和联合培养博士生 博士生导师短期出国交流项目计划选派500人 ,

选派类别为高级研究学者。

3国家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计划选派 800人 ,选派类别包括赴国外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和联合培养硕士生。

4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计划选派砭00人 ,选派类别为本科插班生。

5高校合作项目 (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计划选派 3800人 ,选派类别包
括访问学者和博士后。

6地方和行业部门合作项目计划选派⒛50人 ,其 中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
及地方合作项目2450人 ,选派类别包括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和博士后;与行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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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合作项目500人。

7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荞项目和政府互换奖学全顼目计划选派

1950人 ,选派类别包括访问学者、博士后、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生、

赴国外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硕士生、赴国外攻读学士学位本科生和本科插

班生。

8艺术类人才特别培荞项目计划选派 300人 ,选派类别包括访问学者、搏士后、

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生、赴国外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联合培

养硕士生和本科插班生。

9国外合作项目计划选派 2500人 。国外合作项目是指与外方机构签暑协议并由

中外双方联合评审、联合资助的项目,如中美富布莱特项目、中英联合志奋领奖学金、

中法蔡元培交流合作项目、中德学者短期合作交流项目等。

第二章 优先资助学科、专业领域

第四条 优先资助学科、专业领域主要为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⒛10-

⒛20年 )》 确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卜 20⒛ 年)》 确定的重点领域、重大专项、前沿技术、基础研究,人文与社会科

学领域,以及其他国家战略和重要行业发展急需领域。

第三章 资助内容

第五条 资助内容一般为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资助期限内的奖学金 (包括伙食费、

住宿费、注册费、交通费、电话费、书籍资料费、医疗保险费、交际费、一次性安置费、

签证延长费、零用费和学术活动补助费等 )。 对部分人员可提供学费资助。具体资助方式、

资助标准等以录取文件为准。

第四章 申请条件

第六条 申请人基本条件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质,无违法违纪记录。

2具有良好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在工作、学习中表现突出,具有学成回国为祖

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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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不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申请时应为高等学校、企

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科研机构的正式工作人员或在校学生,年龄满 18周 岁。

4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5符合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外语条件及留学国家、留学单位的语言要求。
6符合申请项目的其他具体要求。

第七条 暂不受理以下人员的申请

1 已获得国外全额奖学金资助。

2已获得国家公派留学资格且在有效期内。

3已申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尚未公布录取结果。

哕
丛曾获得国家公派留学资格,未经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擅自放弃且时间在 5年以

内,或经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放弃且时间在 2年以内。

5曾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回国后服务尚不满五年。项目有特殊规定的,

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选拨力、法

第八条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采取“个人申请,单位推荐,专家评审,

择优录取
”
的方式进行选拔。

第九条 符合申请条件者,按规定程序和办法申请。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根据
相关顷目要求,组织专家评审,确定录取结果。申请人可登录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
平 台

(http∶ //app丨 y os。
叫

u° n)查 询 录 取 结 果 。 录 取 通 知 发 至 申 请 人 所 在 单 位 。

第十条 主要项目申请、录取时间

1 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1访问学者、博士后项 目:1月 5日 -15日 申请,3月
下旬公布录取结果。

2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 目:3月 zO日 叫 月 5日 申请,5月 公布录
取结果 (部分中外合作协议 /项 目需与外方合作院校 /机构确认录取结果,公布时间
略晚 )。

3

4

国家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3月 ⒛ 日叫 月 5日 申请,5月 公布录取结果。

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项 目申请时间:⒛ 15年 ii月 15日 △5日 ;人选申

第一批 ⒛16年 4月 21日 5月 5日 申请,5月 公布录取结果 ;第二批 2016年
报时间:

9月 20 日丬o日 申请,10月公布录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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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第一批4月 1日 △5日 申请,5月 公布录取结果 ;

第二批9月 1日 -10日 申请,10月 公布录取结果。

6地方和行业部门合作项目:

①西部地区人才培荞特别项目及地方合作项目:4月 1臼 -15日 申请,7月 公布录
取结果。

②与行业部门合作项囝按照相应项目规定施行。

7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荞项目:3月 2030日 申请,5月 公布
录取结果。

政府互换奖学金项目根据相应项目规定施行。 、

8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3月 ⒛ 日叫 月5日 申请,5月 公布录取结果。

9国外合作项目根据相应项目规定施行。     
¨

第六章 派出与管理

第十-条 被录取人员须在留学资格有效期内派出。凡未按期派出者,留学资格自
动取消。

第十二条 对留学人员实行
“
签约派出,违约赔偿

”
的管理办法。派出前,留学人

员须持 《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赴公证处办理签约公证手续,按要求开具 《同意办理

派出手续的函》、交存保证金,办理护照、签证、 《国际旅行健康证书》,通过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教育部出国人员上海集训部、广州留学人员服务管理中心办理预订

机票、预领奖学金手续 (具体请查阅 《出国留学人员须知》)。

第十三条 留学人员自抵达留学所在国后 10日 内凭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

资格证书》、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报到证明》向中国驻留学所在国使 (领 )馆办理报

到手续。

第十四条 留学人员在国外留学期间,应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出国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及 《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的有关约定,自 觉接受国内推选

单位和驻外使 (领 )馆的管理,定期向推选单位和驻外使 (领 )馆提交研修报告。

第十五条 留学人员学成后应按期回国履行回国服务义务,及时向国家留学基金委
办理报到、提取保证金等手续。

第十六条 留学人员与获得资助有关的论文、研究项目或科研成果在成文、发表、

公开时,应注明
“
本研究 /成果 /论文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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