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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外函〔2021〕11 号                                                        

省教育厅关于实施“十四五”高校
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建设项目的通知

各高校：

为贯彻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

放的意见》，落实全国和全省教育外事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推进

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高水平国际科研合作和高质量对外合作

交流，“十四五”期间省教育厅将实施教育对外开放质量提升工

程，开展重点专项建设，推动全省教育对外开放提质增效。现就

江苏省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建设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目标任务

项目旨在引导支持高校依托优势特色专业开展中外合作办

学、中外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推动一线教学科研人员参与

国际合作交流，加快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重

视“一精多会、一专多能”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国际组织人才、“一

带一路”建设急需的懂外语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培养，加强优

秀外国留学生的招收和培养，提升我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国际竞

争力。

“十四五”期间计划遴选建设 100 个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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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品牌专业，着重推动中外课程合作共建、融合创新，提高师资

队伍国际化水平，推进线上线下国际学术合作交流，加强招收培

养优秀外国留学生，加快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了

解多元文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

二、立项建设

1.项目立项。该项目将分两批次立项，2021、2022 年分别遴

选立项 50 个项目。省教育厅将聘请相关学科及管理专家按照项

目评审指标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对拟立项建设项目进行公示。

公示异议由申报单位负责调查处理，并将结果报省教育厅。省教

育厅将在审核评审结果及异议处理意见基础上，研究决定立项项

目并予公布。

2.项目建设。项目建设周期为 4 年。省教育厅将组织年度评

价及结项验收。其中，年度评价于项目建设第 2、3 年上半年开

展，评价不合格的取消当年经费奖补；结项验收于项目建设第 4

年上半年开展，未通过验收的将取消当年经费奖补及项目资格。

三、申报对象

1.入选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国家级和省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本科专业。

2.入选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省高等职业教育

高水平专业群的高职高专专业。

3.各高校依据限额申报：“双一流”高校每校 3 个，其他本科

高校及“双高计划”建设单位每校 2 个，其他高职院校每校 1 个，

不含独立学院。

四、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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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专业在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学术交流及人才培养等

方面应具有良好的国际合作交流基础。

2.申报专业在加强高水平国际化人才培养、推动中外合作办

学、中外课程共建、中外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招收培养外

国留学生以及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国际组织人才、一带一路建设

急需人才培养等方面，目标明确、思路清晰、重点突出、举措详

实，有特色、有成效、有创新、有突破。

3.申报高校及相关院系为该专业加强高水平国际化人才培

养提供必要的政策、机制和经费保障。

五、组织保障

1.省教育厅将把项目建设情况作为对各单位教育对外开放

工作评价的重要内容，并纳入省级教育项目-“教育对外开放质量

提升”经费分配因素，视项目建设情况及年度评价结果给予奖补。

2.高校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教育对外开放全过程，要把

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推动教育对外合作交流高质量发展作

为重要工作。要围绕项目建设，建立由外事管理职能部门牵头、

各相关部门（院系）参与的协同工作机制，认真研究部署，积极

推进落实，保障经费投入，确保建设成效。

六、2021 年度申报材料及要求

1.申报高校需填报《江苏省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申

报表》（附件 1）及《江苏省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数据

汇总表》（附件 2），并提供与申报内容和数据相关的详实的支撑

材料。项目申报前需进行校内公示。

2.申报 1 个以上项目的高校，需提交《江苏省高校国际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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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品牌专业申报推荐表》（附件 3），按项目推荐优先次序排

序。

3. 请 申 报 高 校 在 “ 江 苏 教 育 外 事 管 理 信 息 平 台 ”

（http://106.14.149.15:8012/）上提交全部申报材料，同时用 A4

纸双面打印并装订成册，经审核盖章后一式 3 份报送省教育厅对

外合作与交流处。申报系统开放时间为 5 月 20-30 日。各高校登

录账号及初始密码见附件 4。

4.申报截止时间：5 月 30 日。联系人：省教育厅对外合作与

交流处，张莹、李勤径，电话：025-83335998,83335377，电邮：

yinjx@jesie.org，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 2209 办公室。

附件：1.江苏省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申报表

      2.江苏省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数据汇总表

      3.江苏省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申报推荐表

      4.江苏教育外事管理信息平台登录账号及初始密码

          

省教育厅

2021 年 5 月 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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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报  表

学 校 名 称               （盖 章）

学 校 类 型 □本科     □高职专科

专 业 名 称                        

专 业 代 码                        

江苏省教育厅制

202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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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 申报表的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真实可靠。文字表达要

明确、简洁。申报学校应严格审核，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本科“专业名称”“专业代码”请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2020 年)》填写，高职“专业名称”“专业代码”请按《职业

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中公布的专业填写，不得为专业类、

“专业（专业方向）”或其他形式。

3. 表格各栏目均可附页，但页码要清楚。本表请用 A4 纸张

双面打印填报并装订成册。



7

一、简况表（本科专业请填写此页）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专业代码 学位授予门类

本专业设置时间 本专业现有在校生数

中国学生：

外国留学生：

专业历史

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专业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专业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专业

专业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    位 学    历 所学专业

毕业院校 职    称 职    务

  办公：                         手机：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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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况表（高职高专专业请填写此页）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专业代码

本专业设置时间 本专业现有在校生数

中国学生：

外国留学生：

专业历史
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专业（苏教高[2015]11 号）

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专业群专业（苏教职函[2021]1 号）

专业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    位 学    历 所学专业

毕业院校 职    称 职    务

  办公：                         手机：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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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基础

2-1 本专业在全国和省内的综合实力排名情况

2-2 本专业在中外课程建设、国际化师资队伍、中外学术交流及国际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主

要做法、特色、成效。

中外课程建设：

国际化师资队伍：

中外学术交流：

国际化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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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已有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

2-4 本专业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开展的其他特色工作。

三、本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目标与举措

3-1 通过与国内外标杆专业的比较，描述本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差距和关键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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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专业未来四年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的建设目标，以及为达成该目标拟提供的政

策、资金保障和拟采取的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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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负责人承诺与声明

专业负责人对申报书和支撑材料全部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做出承诺，对有无涉密内容

做出声明。

       专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五、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六、学校审核、推荐意见

（学校盖章）     学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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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
数据汇总表

序号 数据项
现有

数据

目标

数据
备注

课程

建设

1 本专业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骨干课用

双语、外语授课的课程数占比
2 本专业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骨干课用

双语、外语授课课程修课人数占比

（中外学生总数）
3 由本专业教师主编的外文教材、双

语教材编写的数量（以正式出版社
出版计数）

4 由本专业教师参与编写的外文教

材、双语教材编写的数量（以正式

出版社出版计数）

师资

队伍

5 专业带头人具有六个月及以上国外

工作或学习经历
6 本专业教师中具有六个月及以上国

外工作或学习经历人员所占比例
7 近三年在本专业承担教学工作六个

月及以上的外籍教师人数

学术

交流

8 近三年本专业邀请开展各类学术交

流与合作的高端外籍专家数（含疫

情影响下的线上交流）
9 近三年本专业主办或者承办的国际

会议数
10 近三年本专业师生参加国内外国际

会议人次数

人才

培养

11 近三年本专业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数

占比
12 近三年本专业中外学分互认、联合

培养项目中获得外方学位的学生数

占比
13 近三年本专业中外学分互认、联合

培养项目中获得外方学分的学生数
占比

14 近三年本专业招收培养外国留学生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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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根据申报内容和数据提供的详实的支撑材料

15 近三年本专业外国留学生中学历教

育生占比
16 近三年本专业港澳台侨学生数占比

17 近三年本专业学生赴国际组织任职

或实习人数
18 近三年本专业学生参加国际性学科

竞赛获奖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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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

申报推荐表

学校名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修业年限

学位授予门类

（本科填写）

专业历史 备注

注：1. “序号”请按照推荐顺序填写；

2.汇总表填写内容请与各专业申报书一致；

        3.“专业历史”填写要求：

          本科专业请填写以下序号：

A.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专业

B.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专业

C.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专业

高职高专专业请填写以下序号：

D.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专业

E.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专业群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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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教育外事管理信息平台

登录账号及初始密码
进入系统后可自行修改密码

序号 用户名 学校名称 初始密码

1 njdx 南京大学 OV4z704L
2 dndx 东南大学 XS5l246K
3 njhkhtdx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HC4e895T
4 njlgdx 南京理工大学 GT2b857K
5 iidx 河海大学 QI9w410C
6 njnydx 南京农业大学 NZ7m803J
7 zgykdx 中国药科大学 AQ4f769T
8 njyddx 南京邮电大学 RC5z390U
9 njlydx 南京林业大学 DM8i448T

10 njxxgcdx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RL5o888H
11 njgydx 南京工业大学 PF1n279C
12 njsfdx 南京师范大学 HC7l416C
13 njcjdx 南京财经大学 HO5h452F
14 njykdx 南京医科大学 WZ7l397Y
15 njzyydx 南京中医药大学 WF2m265W
16 njsjdx 南京审计大学 QO7t884V
17 njtyxy 南京体育学院 QY2m936Y
18 njysxy 南京艺术学院 SX2g892H
19 njgcxy 南京工程学院 SO6d270U
20 njxzxy 南京晓庄学院 DH9j773N
21 jsjgxy 江苏警官学院 WF8s386H
22 jlkjxy 金陵科技学院 BX5n950L
23 sjxy 三江学院 BT2y850E
24 njsljcxy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VN1x316L
25 jsdesfxy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AQ7a628O
26 njtsjysfxy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IH2r324K
27 jslhzyjsxy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QK4a315F
28 njgyzyjsdx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LP2n946O
29 njjtzyjsxy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KG2l118Y
30 njkjzyxy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NN9n59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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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jsjzyjsxy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ZR7m662D
32 njxxzyjsxy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ZZ4s106A
33 jsiszyjsxy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PB5g560V
34 njtdzyjsxy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FP3y486Q
35 jscszyxy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LR7x421U
36 njjdzyjsxy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ED5o970E
37 njlyzyxy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YE1z892O
38 ytzyjsxy 应天职业技术学院 CC1a940K
39 zszyjsxy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GT6m358L
40 zdzyjsxy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YS8r965J
41 jkzyjsxy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 MK8l747T
42 njsjyszyxy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NY5g516V
43 jswsjkzyxy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NH1l694L
44 njcszyxy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NF2x455R
45 njcmxy 南京传媒学院 VE4u614J
46 jndx 江南大学 XP5l386T
47 wxxy 无锡学院 UA4v291X
48 wxthxy 无锡太湖学院 CW1s411A
49 jsxxzyjsxy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DC6x214I
50 wxzyjsxy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QY5j451W
51 wxsyzyjsxy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TW6t518T
52 wxkjzyxy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NW4f157I
53 wxcszyjsxy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MD8m833U
54 wxgyzyjsxy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NT3q692F
55 jyzyjsxy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PE4s336B
56 wxnyzyjsxy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WG8s812K
57 jnysyszyxy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AI6a802W
58 thcyzyjsxy 太湖创意职业技术学院 WK5z625N
59 zgkydx 中国矿业大学 TL8c945Q
60 jssfdx 江苏师范大学 OD4f192Q
61 xzykdx 徐州医科大学 XR4z226N
62 xzgcxy 徐州工程学院 CS9x975F
63 jsjzzyjsxy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YS5x518T
64 xzgyzyjsxy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AS1y846A
65 xzyesfgdzkx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AX3o275W
66 xzswgczyjsxy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DR7d144W
67 jsaqjszyxy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TF2e360Z
68 jslgxy 江苏理工学院 SP7n336Z
69 czdx 常州大学 WN2h982D
70 czgxy 常州工学院 IL3j67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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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czxxzyjsxy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TV8x899A
72 czfzfzzyjsxy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WS5s930X
73 czgczyjsxy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HG1s375A
74 czgyzyjsxy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PG1q292I
75 czjdzyjsxy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BE5y426Y
76 jdzyjsxy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SU5y102N
77 jscxjszyxy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LI8q781E
78 szdx 苏州大学 UA4v291X
79 szkjdx 苏州科技大学 BE4q631Z
80 cslgxy 常熟理工学院 JB9s608V
81 szcsxy 苏州城市学院 UA4v291X
82 xjlwpdx 西交利物浦大学 KL8u378O
83 ksdkdx 昆山杜克大学 TD4x409D
84 szgyyqfwwbzyxy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YF4l709W
85 szxxzyjsxy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SV7t653Q
86 szszydx 苏州市职业大学 DC6w459M
87 szgymszyjsxy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YR7n131L
88 szgyyqzyjsxy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HA6d353J
89 sznyzyjsxy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AG9n116B
90 szzygxy 沙洲职业工学院 BX6x186J
91 szjmzyjsxy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ZU6p207V
92 szgyzyjsxy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YD5g828C
93 szjxzyjsxy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VL4j361V
94 szwszyjsxy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OO6v194L
95 sztpxxzyjsxy 苏州托普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YV3l444Z
96 ghzyjsxy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MP9a171Q
97 ksdykjzyxy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GI6j127O
98 szbnzyxy 苏州百年职业学院 LW5u101G
99 szgbrjjszyxy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ZZ5g347T
100 szyesfgdzkx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WD2v505Y
101 szzydx 苏州职业大学 SP7q300O
102 ntdx 南通大学 VC8v980Q
103 ntlgxy 南通理工学院 QE5d853D
104 ntzydx 南通职业大学 QK1i116O
105 jshyzyjsxy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HD6t619Q
106 jsgczyjsxy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JU8p542T
107 ntkjzyxy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WM2o796F
108 jssmzyxy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QT1h588N
109 ntsfgdzkxy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BU8h984Y
110 jsiydx 江苏海洋大学 IM9d73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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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lygzyjsxy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XT6o303J
112 lygsfgdzkx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FI7s827D
113 jscizyxy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IQ8m791D
114 iysfxy 淮阴师范学院 PY6v457E
115 iygxy 淮阴工学院 PB4n583V
116 jsdzxxzyxy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QY4g684K
117 jsspypzyjsxy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DD1t265G
118 yhzyjsxy 炎黄职业技术学院 XA7p628Y
119 jscjzyjsxy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ZD9d690J
120 jshlzyxy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ZG8f342Y
121 ycsfxy 盐城师范学院 FE7o359L
122 ycgxy 盐城工学院 GT6u122R
123 ycgyzyjsxy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TX2r948S
124 jsyyzyxy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BK2q720N
125 mdzyjsxy 明达职业技术学院 OO7x349M
126 ycyesfgdzkxx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DA8s598L
127 yzdx 扬州大学 YX6l901O
128 yzszydx 扬州市职业大学 PQ6j489C
129 yzhjzyzyjsxy 扬州环境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UA4v291X
130 jhzyjsxy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FG1n619K
131 yzgyzyjsxy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IJ3r715C
132 yzzrjdzyxy 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 XY1r339Z
133 jslyzyxy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PT1d574X
134 jsdx 江苏大学 CQ5u792B
135 jskjdx 江苏科技大学 XB7j104I
136 zjsgdzkxx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TB4g306D
137 jsnlzyjsxy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SW6k298G
138 jszyjsxy 金山职业技术学院 KI6f102U
139 jshkzyjsxy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VW7q159O
140 tzxy 泰州学院 CN5x218X
141 tzzyjsxy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DS3l402U
142 jsnmkjzyxy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PU4x692T
143 sqxy 宿迁学院 OP2i675I
144 sqzyjsxy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ZN1x936D
145 sqzdzyjsxy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KP8w763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