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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是文化传播及高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以陕西省为代表的我国西部省份普通高
校国际合作办学的质量和效果，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有必要探索适
应时代需要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有效“互联网 +”机制，助力西部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良性
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西部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还缺乏内涵式发展机制。在借鉴国外高
校国际合作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可从愿景与使命、战略、方法与策略、具体结果等角度，构建出
重项目、重师生、轻机构的若干运行子系统，从而达成良好可持续的办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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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西部普通高校开始探索国际合
作办学的模式、管理体制与机制，各高校互相借
鉴，有的是由专门的国际交流合作处或人事处专
门科室来实施校际合作、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教
师管理等事务，有的是直接由各二级学院自己委
派人员实施以上事项，还有的高校是组建临时机
构来实施某一个国际合作办学项目。这导致问题
频出，良性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本文带着问题
做实证分析，在国家层面具有战略必要性，有利于
培养具有国际胜任力的人才，有利于利用文化影
响力开展“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在省份层面具有
策略必要性，可助力提升西部各省教育和科技实

力，吸引优质人才，推动省域发展; 在高校层面具
有战术必要性，可促进西部普通高校向国际化迈
进，以国际合作办学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一、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的特点

国际合作办学有合作设立机构和合作举办项
目两种形式。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招生对象包
括中国公民及来华留学生。由此，普通高校国际
合作办学与面向本国学生的普通高等教育相比，
在生源、课程设置、机构设置、运作模式等方面具
有以下特点( 见表 1) 。

表 1 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 V． S． 高校普通高等教育

高校国际合作办学 高校普通高等教育

生源 国际 本国
课程设置 国际适用 + 本国适用 + 双语授课 本国适用 + 本国语言授课
管理机构 专门机构 + 所在院系 + 教务处 所在院系 + 教务处
管理方式 专项管理 + 统一管理 统一管理
运作模式 多样 单一

在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上，普通高校国际合
作办学项目和学生在有的高校是国际合作交流处

与留学生所在院系共同管理，有的高校设置国际
学院，有的高校设置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中心; 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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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教育项目和学生由所在院系和教务处统
一管理。在运作模式上，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
项目的学生可选择不同模式来开展学习; 高校普
通高等教育学生必须遵循教育部统一规定的单一
模式完成学业。

二、西部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现状及

存在的问题

我国依法批准设立和举办的实施本科以上高
等学历教育的国际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包括依据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
办法》批准设立和举办的国际合作办学机构和项
目，根据原《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依法批准设
立和举办、经复核通过的国际合作办学机构和项
目，以及同属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教育的部分合作
办学机构。目前我国国际合作办学质量监控体系
主要是事后监控，由外部保障体系和内部保障体系
构成。其中，外部保障体系主要有各级教育主管部
门设定的审批标准和评审标准、地方( 比如上海)
教育部门实施的年检制度、社会公众口碑评价、各
级各类监管模式和流程等［1］。内部保障体系主要
有合作办学单位把握招生关和生源质量、建设师资
和管理队伍、健全制度以强化质量监控与管理、开
展教育和教学成果评优活动等。近年来，我国在推
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批缺乏内
涵式发展机制的国际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2］。

( 一) 我国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模式及

留学生来华分布情况

1． 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模式。目前我国普
通高校的国际合作办学模式除了将留学生直接编

入传统教学班外，其他主要模式包括“2 + 2”模
式，“3 + 1”模式，“3 + 2”模式，短期修学模式，双
导师制或短期研修，国际教育机构与高校合作国
际证书班。这些国际合作办学模式，在本科阶段
对参与学生的经济能力要求比较高; 在研究生和
博士阶段，参与学生一般可获得经济资助［3］。

2． 来华留学生就读院校所在省市分布情况。
近年来我国普通高校国际生源规模持续扩大，生
源结构不断优化，吸引力不断增强。目前我国已
是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2017 年共有来自 204
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935 所高等院校学习，其中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 11 省市来华留学生
共计 34. 19 万人，占总数的 69. 88%［4］( 见表 2) 。

表 2 2014—2017 年来华留学生在中西部

和东部省市分布占比

项目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中 西 部 20 省 市
来华留学生占比

20． 38 21． 99 22． 26 30． 12

东 部 11 省 市 来
华留学生占比

79． 62 78． 01 77． 74 69． 88

注: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来华留学生统计数据。

( 二) 西部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情况调查

1． 西部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情况———以陕
西省为例。2017 年陕西省共 93 所普通高校［5］。
当年全国 2 531 所普通高校中有 28 个省市的高校
开展本科中外( 含内地与港台地区) 合作办学机构
与项目，21 个省市的高校开展硕士及以上中外( 含
内地与港台地区) 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 见表 3) 。

表 3 2017 年中外(含内地与港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

项目 2017 年 全国 /个 排名前三的省市
陕西

数量 /个 在全国占比 /% 在全国排名

办学
机构

本科 70 上海，江苏，辽宁 3 4． 29 12
硕士及以上 40 上海，江苏，广东 2 5 9

办学
项目

本科 930 黑龙江，江苏，河南 10 1． 08 23
硕士及以上 223 北京，上海，浙江 6 2． 69 12

注: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6］。

2012 年以来，我国通过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

修项目选派 14 577 人［7］。2014—2016 年，陕西省

普通高校派出国研修教师人次、聘用外籍教师人

数、留学生招生人数、在校生出国留学情况见表 4。

表 4 2014—2016 年陕西省普通高校国际

合作办学相关数据

项目 2014 2015 2016
出国研修教师( 人次) 1 492 1 686 1763
外籍教师( 人数) 320 399 495
留学生招生( 人数) 2 698 3 864 3 614
在校生出国留学( 人数) 965 1 091 1 309

注: 数据来源于 2014—2016 年陕西教育事业统计年鉴( 普通高

校) ［8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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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部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互联网 + 技术
利用情况。目前，我国慕课建设步入世界前列，数
量居世界首位。截止 2018 年初，共计 5 500 万人
次选学［11］。自 2013 年起累计 1 710. 31 万人次选
了累计 1 985 所学校在智慧树平台开设的课程，
累计 51 616 名教师参与。2018 年的网络开课学
校前十名均是中东部高校。西部普通高校在选课
人数、选课学院数量、校均选课数量等方面，均落
后于东部高校［12］。

( 三) 目前西部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存
在的问题

根据以上现状，分析得出目前西部普通高校
国际合作办学存在以下问题。

1． 地方监管机构职责有待落实，质量监管有
待加强，运行机制有待完善。根据相关法规和政
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本地区留学生教育机构、
项目实施行政监管，对本地区所有实施本科以上
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教育机构、项目应承担的
管理职责包括对办学者招生实施监管，对办学者
教育教学实施监管，对办学者内部管理体制实施
监管，对办学者学历学位颁发实施监管，对学校收
费及资产实施监管并对办学质量进行评估。

但是在具体实施中，由于西部省份行政效能
问题，以及监管职权责的相互匹配不到位问题，导
致存在省级及以下行政部门监管缺位现象。这就
导致我国西部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的监管措施
在实施中存在主管部门众多、管理较混乱、法律体
系不完备、必要的质量监控体系和处罚办法缺乏
等问题，使得评估通过后的国际合作办学教学质
量监管比较困难，国际合作办学质量受到制约。

这从而也导致西部各普通高校的国际合作办
学运行路径良莠不齐、运行措施效果不一。各自
为政、凌乱的运行机制无法保证具体监管和评估
措施、监管机构职责一层层落到实处，也无法以高
校为中心，通过教育部、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相协
作来有效优化办学模式。

2． 经济制约大，管理压力大，动力不足。与东
部发达省份高校相比，西部普通高校学校经费低，
教师收入低，学生家庭收入低。除了硕博阶段的双
导师制和短期研修，其他国际合作办学模式对学生
的经济能力要求较高，有才华但经济能力不济的卓
越学生可能会放弃参与，从而不利于培养人才。

此外，国际合作办学在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
方面要求较高，这对西部普通高校人力资源和经
费的投入会产生一定压力，导致有些西部普通高
校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变成了创收来源之一。由
于行政效能制约，西部普通高校对国家政策和教

育导向的敏感性不够，对国际优秀学生的吸引措
施力度不大，在国际招生方面不够主动，对送出本
校教师进行国际研修的激励和支持力度不高。

3． 优质生源外流。2012 年以来，我国留学生
出国学习、回国服务规模双增长，与国家战略、行
业需求契合度不断提升，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但
预测 2017 年到 2022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的复合
年 均 增 长 率 约 为 7. 2%，预 计 2022 年 将 达 到
83. 05 万人，其中本科生及其以下的留学生增速
高于研究生，留学低龄化趋势将会延续［13］。尤其
是在经济地域上不占优势的西部省份，有相当一
部分优质生源都选择出国或去经济发达地区，西
部普通高校吸引力有待加强。

4． 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力度不够，办学模式有
待优化，特色化发展有待展开。国家开展国际合
作办学的核心是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在实际办学
中引进教育资源情况也是决定国际合作办学质量
和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但是，我国西部普通高校
在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力度上与发达省份相比，有
相当大的差距。从表 2 看出，来华留学生大部分
集中在东部 11 省市高校。虽然中西部 20 省市的
来华留学生占比在逐年提高，但与东部省市相比
仍然有较大差距。表 3 显示，国际合作办学机构
和项目数量排名前三的都是东部发达省份。表 4
表明，西部普通高校在国际合作办学相关的出国
研修教师、外籍教师聘请、留学生招生、在校生出
国留学等方面与全国数据相比均显落后。

另外，近年来西部普通高校在纷纷与国外各
种高校和机构合作引入“2 + 2”、“3 + 1”、“3 + 2”、
短期修学、双导师制或短期研修、国际教育机构与
高校合作国际证书班等办学模式时，对所引模式
先进性、适应性的关注和深入调研不够，导致这些
办学模式运行效率低下，办学效果可持续性不明，
往往在一届领导任期结束后就没法再继续。

5． 互联网 + 新技术的利用有待加强。以大规
模在线开放课程( 慕课) 为代表的互联网教育新
技术的兴起和应用，使得名校的线上生源量以几
何倍数增长，对我国西部普通高校获取优质的线
上生源造成了挑战，也对师资力量一般的高校吸
引国际生源形成了压力。西部普通高校在选课人
数、选课学院、校均选课、开课学校数量等方面都
不占优势，有待进一步提高利用互联网 + 技术。

三、西部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构建“互

联网 +”机制的有效体制化构想

( 一) 国外高校国际合作办学经验

新西兰奥塔哥地区与我国西部在本国地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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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文化沿革、教育产业地位、人口分布等方面具
有相似性。该地区公立高校优质国际教育品牌的
树立，使之在与英、美、澳等教育大国的竞争中占
得一席之地，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之一。以下经验值得借鉴。

1． 专业营销及管理团队开展针对性营销与定
点合作。全职营销团队与学校其他职能部门相互
协调合作，利用各种机会对外推广新西兰本地教
育优势以吸引海外优质留学生，同时，为学生和老
师提供最新国际合作交流信息和机会，在国际合
作交流完成后，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学术中心，用于
研发新的教育产品和课程。在此过程中，借由文
化与旅游优势吸引潜在优质生源，并通过毕业生
传播学校良好口碑和声誉。

2． 紧跟市场需求设计国际合作办学产品，与
时俱进。根据市场需求来设计国际合作办学产
品，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14］。此外，为方便
在职学生及偏远地区学生，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
线上网络授课与线下面授相结合，让学生在学习
模式和时间更加灵活的同时保质完成大部分学
业。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以强有力的营销团队、管理团队、网络共享平
台为保障，使本地区高等教育既具有本土特色，又
保持国际先进水平。

3． 当地政府为高校服务。地区政府通常会根
据高校需要安排外事访问，委派政府官员带队出
访并促成国际间校际合作，助其在初次合作的国
家和学校建立公信力。当地高校依托政府出访来
选择合适的国内外企业、政府、高校或高中发展为
合作对象，根据不同对象的需求调整设计其国际
合作办学产品。这使得该地区国际合作办学输出
与输入相互促进。

4． 各地分校区分工明确，相互协调协作。在
不同城市设置分校区，以满足国际学生的地域要
求并促进留学生教育有效展开。同时，为避免与
其他院校形成互害竞争，与国内各院校达成协议，
在不同校区接收不同类别的学生并提供不同等级
的学历证书教育。

5． 与民间资本合作。在保证学校公立性质的
前提下，与民间资本合作以促进留学生教育。一
般由本校负责制定并监督教学质量标准、学位规
定及规范、全套教学与管理体系，由合作教育机构
在热门城市设立教学点，具体负责教研员工招聘、
教研管理及日常教学和实践实施。国际学生在教
学点完成规定的学时及毕业实习项目后，学校本
部颁发相应等级的学历证书。

6． 提供以学生为中心的生活与教学服务。通
过健全专业的服务体系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生

活、医疗、助学服务。坚持宣扬毛利传统文化和英
伦文化，同时兼容并包多元文化。由教务处和校
级学术中心分别负责培训、考查并提升教师的教
研能力，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具体情况为不同课
程设置教学及考核方式，灵活采用小班授课、小学
期授课，利用多样化的教学过程，由形成性评价和
总结性评价共同评判学业成绩，保证每个国际学
生最终达到教学要求。

( 二) 西部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互联
网 +”机制有效体制化的路径和措施

1． 路径构想。国际合作办学运行机制的有效
体制化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需要西部普通高校与
各级部门相互协调，在统一愿景与使命的基础上，
制定科学的有效长期战略，协调构建出强有力的重
项目、重师生、轻机构的若干运行子系统，从而达成
良好可持续的办学效果。具体路径构想见图 1。

图 1 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运行机制的有效体制化路径

2． 具体措施。
( 1) 统一意识，利用互联网 + 技术严格构建

国际合作办学全方位质量监控体系，落实地方监
管机构职责

实践证明，仅靠事后监管措施不足以保障国
际合作办学质量。由此，应当依着在国际合作办
学领域坚决推进淘汰更新、优化升级的政策导向，

统一各普通高校意识，明确国际合作办学的目的
是引入并输出优质教育资源。借助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际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由教育部牵
头严格构建国际合作办学质量监控体系，全程对
国际合作办学的全部环节进行严格高效的审查、
监管和督导，引导各高校在政策上、办学方向和思
路上、具体做法上严格遵循规章制度。在此基础
上，我国西部省份应当借由行政效能提升、落实地
方监管机构职责。在构建国际合作办学质量监控
体系时，解决国际合作办学经费短缺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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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等每个环节的监控措施，考
虑国际合作办学中多形式和多层次的不同质量要
求和计划外招生问题，以促进西部普通高校国际
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

( 2) 构建“一带一路”各协议国高校共享的教
研信息开源系统。目前，我国西部普通高校使用的
信息管理系统局限于校内，师生和管理者很难做到
跨校、跨系统共享教研信息，有的高校甚至自己校
内的教务系统、科研系统、办公系统、论文系统都各
自为政，这就造成了学校教育资源浪费和重复，不
利于去行政化，不利于提升教研能力。可由“一带
一路”各协议国教育部出面，统筹监督构建共享的
教研信息开源系统，引导普通高校按照研究型和应
用技术型这两个类别分别组成梯队发展，督促西部
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的传统方式开放化。

图 2 开源式教研信息系统示意

( 3) 地方政府角色从指导干预型转变为服务
型，加大对西部普通高校的财政支持。目前，我国
西部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的发展掣肘有相当一
部分来自于地方政府和主管机构。在具体落实高
等教育领域优化服务改革的过程中，西部普通高

校去行政化进程缓慢、阻力大［15］。因此有必要转

变地方政府和主管机构角色，在把握政策原则的
基础上，减少行政干预，主动提供发展便利，以提
升学校自主运行效能。

此外，与东部高校相比，西部普通高校国际合
作办学获得的政府资助经费较少，各项统计数据
落后，导致教研资源向东部高校大量集中。主管
机构和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促进西部普通
高校理性看待发展目标，向深、向精特色化发展，

从而提高其国际合作办学竞争力。
( 4) 构建重项目、重师生、轻机构的国际合作

办学可持续运行机制，吸引优质生源。西部普通
高校应结合国际合作办学的各方面特点，构建以
学校为中心，监管部门和各级政府相互协作辅助，

重项目、重师生、轻机构的国际合作办学运行机
制。构想见图 3。

图 3 西部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运行机制

该运行机制的原则是政府引导并协助，学校
自主实施。引进来是引进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
使本地区高等教育既具有本土特色，又能保持国
际先进水平; 走出去是鼓励老师和学生走向世界，
通过国际合作关系去体验海外学习和生活经历，
提高跨文化交流和学习能力; 网络平台是经由专
业 IT 团队在后台整合并维护“一带一路”各协议
国统一的开源式教研信息系统，保障各校师生及
教育工作者分享所需教研信息。

( 5) 优化办学模式，针对性营销，校企定点合
作，订单式培养，特色化发展。西部普通高校应在
构建可持续运行机制基础上，利用“一带一路”契
机引入优质教育资源，研讨自身优势，根据市场需
求设计国际合作办学教育产品，优化办学模式。
借由专职团队将文化宣传与教育宣传相结合，吸
引国际优质生源，通过毕业生传播学校良好口碑
和声誉。在此过程中，开展针对性营销与定点合
作，提供以学生为中心的便利生活与教学服务，必
要时可根据国际学生的地域要求在不同地区设立
分校区，以保证教育理念的先进性、教育方式的前
沿性、教育产品的高效性，并可与民间教育机构建
立长期的有效合作机制。

与此同时，利用互联网 + 技术开展专业化和
特色化发展。可将具有文化特色和地域特色的课
程升级为线上公开课; 将专业课向应用型课程发
展，以避免与名校的研究理论型课程设置形成互
害竞争; 通过校企合作发挥企业和社会的力量，开
展订单式培养［16］，实现学生、学校、企业“三赢”，
促进国际合作办学招生、就业、创新创业，进而促
进国际合作办学教育质量和规模提升。

四、结束语

构建普通高校国际合作办学“互联网 +”机制
需要各方相互配合、共同努力。我国西部普通高校
所处地域在经济上不占优势，在影响力上、师生教
研实力上、发展规范性上都有待提升，应摈弃传统
行政思维，将国际合作办学的问题、目标、方案紧密
联系，借鉴先进经验并遵循市场规律，才能在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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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激烈的国际合作办学竞争中获得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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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Internet Plus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Education by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Western China

LI Liang
( Xi＇an University，Xi＇an 710065，Shaanxi)

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high － end talent train-
ing．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represented by universities
of Shaanxi Province，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 high － quality Belt and Ｒoad construction．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Internet Plus mechanism that suits present situations in China，and help inter-
national cooperative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Western China have a sound progress and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At present，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educ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western China lacks a
proper mechanism for intensive development and good sustainability． By drawing on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education abroad，the paper proposes to consider from perspectives of vision，mission，
strategies，tactics，methods and specific results to construct a series of operating subsystems that focus on pro-
grams，teachers and students while pay less attention to governing bodies．
Keyword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Western Chin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education; Internet Plus
Mechanism; institu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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