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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教师海外教学学术研究交流项目管理办法 

大学教师是一项专门化职业，其根本原因在于教学工作的学术性

特征，教学学术的研究是大学教师的基本工作。为帮助我校教师提升

教学能力，开阔视野，学习发达国家的教学经验，与国外优秀同行共

同研讨教学问题，掌握国际先进的教学方法，教师发展中心设立“骨

干教师海外教学学术研究交流项目”资助我校教师参与参加国外高水

平大学教学研修活动或海外教学学术国际会议，为本校教师提供与国

外优秀同行共同研讨教学问题的机会和平台，以促进我校教师的教学

发展。 

一、 面向对象：本校在职教师 

二、 项目内容： 

教师发展中心资助我校教师资助内容包括： 

  

类别 

会议费 

往返机票 

（经济舱） 

住宿、护照、

签证费用 

出差补助 

（依学校规定） 

教学学术国际会议 √ √ √ √ 

大学教学研修活动   √ √ √ 



三、 项目要求： 

1. 本项目面向我校 45 岁以下中青年教学一线教师。 

2. 有意此项目的教师请向教师发展中心申请，经教师发展中心批

准后，签订承诺书，后自行与活动或会议主办方联系，并取得主办方

邀请函。 

3. 参会教师回校后，须满足以下条件，教师发展中心方予以报销

费用。 

·成果提交：向教师发展中心提交研修/会议报告（不少于 3000 字）。 

·成果分享：在教师发展中心，与本校教师分享研修成果或会议报告。 

说明： 

[1] 根据我校有关出国规定，每次研修、会议出国人数不超过 5 人。

教师发展中心将根据报名时间、以往参加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的

教师发展活动情况以及学校发展需要确定项目人选。 

[2] 教师发展中心将予以资助的大学教学研修活动或海外教学学

术国际会议列出，同时也欢迎各位老师向教师发展中心提供类

似的教学研修活动或国际会议信息，待中心审核之后，我们对

符合要求的研修活动或国际会议也将给予资助。 

四、报名方式与步骤： 

第一步：教师发展中心公布予以资助的大学教学研修活动或海外



教学学术国际会议，请老师自行按要求提交项目申请书（见附件 1：

教师发展中心骨干教师海外教学学术研究交流项目申请书）。 

第二步：教师发展中心组织专家评审，确定资助名单并进行公示。 

第三步：获得资助资格的老师到教师发展中心签订《教师发展中

心骨干教师海外教学学术研究交流项目 承诺书》（一式两份）。 

第四步：获得资助资格的老师自行与活动或会议主办方联系，取

得主办方邀请函，并通过学校外事处办理出国手续，参加海外会议。

如顺利出行，请老师先垫付海外参会期间费，并保留发票与交易记录

凭证。如未能如期出行，请老师及时告知教师发展中心进展及原因。 

第五步：请老师回校后两周内主动向教师发展中提交研修/会议

报告（不少于 3000 字）电子版一份、成果分享会发言概要（300 字

左右）电子版一份供审核，并商定成果分享会的时间，如期完成成果

分享会。 

第六步：请老师携带报销材料到教师发展中心财务进行报销（具

体内容见报销材料及流程）。 

五、报销材料及流程： 

为保障国际差旅报销顺利进行，请各位老师在成果分享会结束两

周内，填写《附件 2 教师发展中心国际/出境会议报销登记表》，并参

照以下要求将材料备齐交至教师发展中心： 

1. 出国任务批件：原件 1 份、复印件 1 份。 



2. 会议邀请函：外文版 1 份、中文版翻译 1 份。 

3. 护照信息页和出入境页复印件：1 份。 

4. 国际机票（经济舱）：机票须为国内航空公司。机票发票（背

后请签名，并注明本人工号、院系和联系方式）、交易记录凭

证（金额与发票日期和金额一致）。 

5. 旅行保险费（如有）：仅报销一份保险。保险发票（背后请签

名，并注明本人工号、院系和联系方式）、交易记录凭证（金

额与发票日期和金额一致）。 

6. 住宿费：住宿费发票（背后请签名，并注明本人工号、院系和

联系方式）、交易记录凭证（金额与发票日期和金额一致）。 

7. 会议费（如有）：会议通知（需明确注明会议费金额）、会议费

发票（背后请签名，并注明本人工号、院系和联系方式）、交

易记录凭证（金额与发票日期和金额一致）。 

8. 签证费（如有）：签证费发票（背后请签名，并注明本人工号、

院系和联系方式）、交易记录凭证（金额与发票日期和金额一

致）。 

9. 海外城市间交通费（如有）：若没有直达会议地点的国际航班，

需要在海外转机或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如需报销，请准备好海

外城市间交通费发票和交易记录凭证，中心将根据具体情况参

照学校财务标准决定是否报销。 



10. 其他：若有其他不在以上栏目的支出需要报销，请准备发票和

交易记录凭证，中心将根据具体情况参照学校财务标准决定是

否报销。 

11. 《附件 2 教师发展中心国际/出境会议报销登记表》：纸质版 1

份。请以批件为单位填写，即 1 份批件请填写 1 份《附件 2》。

如多人共用 1 份批件，则需备齐此批件上所列全部教师的报销

材料，并提前协商好每笔报销费用分别支付给哪位教师，在《附

件 2》内填写清楚，由一位教师代表报送至教师发展中心。 

说明： 

[1] 收款方为中国大陆机构（如在大陆地区旅行社购买国际机票

和保险），请使用本人公务卡支付，并请自行还款。 

[2] 海外支付费用请使用本人的非公务卡支付。 

[3] 交易记录凭证指“发生此笔交易的本人银行卡 pos 机刷卡单、

网上交易记录单或银行卡对账单”，凭证上需清晰显示交易日

期、交易金额和结算币种。 

[4] 教师发展中心财务审核，如有不符合财务规定的报销内容将

不予报销；如有特殊条目不清之处，需老师根据实际情况补

交本人签字的《报销说明》。 

[5] 中心财务审核通过后，将制作报销单并报送财经处。如果材

料报销遇到问题，财经处将会根据发票背面注明的联系方式



给老师本人打电话。如果因为老师报送的报销材料不全、不

清晰及不符合财务规定等原因导致不能报销的情况，请老师

自行承担责任。 

六、教师发展中心联系方式：  

中心邮箱：jsfz@bnu.edu.cn，联系电话：58807867，联系人：石

老师。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

会堂 3 层。 

 

教师发展中心 

2016 年 12 月 28 日 

附件 1：教师发展中心骨干教师海外教学学术研究交流项目申请书 

附件 2：教师发展中心国际/出境会议及研修报销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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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               2016年 12月 28日印发 



附件 1：教师发展中心 骨干教师海外教学学术研究交流项目申请书 

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工作证号  

院系  手机号码  邮箱  

申请会议信息 

名称  

简介 

主办方:  

 

简要介绍：  

 

网页链接： 

 

时间  

国家  

城市  

注册费[1]  

差旅费（预算）  

住宿标准*[2]（美元）  

伙食标准*（美元）  

公杂费标准*（美元）  

会议信息备注  

申请理由（＞100 字）： 

 

 

 

 

 

 

 

 

 

 

 

 年    月    日 

评审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 
 

 

                                                             
1 请注明详细注册费标准，如 x 年 x 月 x 日前注册费为 xx 美元，x 月 x 日后注册费为 xx 美元 
2 “*”栏目为教师发展中心填写。 



附件 2：教师发展中心国际/出境会议及研修报销登记表3      填表人：              联系方式：           填表日期：  

备注：如有对方单位负担费用，请注明。 
                                                             
3 说明：请以批件为单位填写，即 1份批件请填写 1份《附件 1》。如多人共用 1份批件，则需备齐此批件上所列全部教师的报销材料，并提前协商好每笔报销费用分别

支付给哪位教师，在《附件 1》内填写清楚，由一位教师代表报送至教师发展中心。 

批准机关函号

（批件号） 
 批准出境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出访国家和城市  1.批件  □原件 □复印件 

成员名单 工号 行政职务（职称） 单位 2.邀请函 3.护照信息页、签证页、出入境页 

    □外文  □中文翻译 □护照信息页   □签证页   □出入境页 

    □外文  □中文翻译 □护照信息页   □签证页   □出入境页 

    □外文  □中文翻译 □护照信息页   □签证页   □出入境页 

    □外文  □中文翻译 □护照信息页   □签证页   □出入境页 

    □外文  □中文翻译 □护照信息页   □签证页   □出入境页 

报销项目 

发票(√)（背后请

签名、工号、院系、

电话） 

交易记录凭证(√) 交易时间 
交易金额（币种以交易记录中显示的结算

币种为准，无需进行金额换算和相加） 

备注（请清晰注明每笔费以何币种用支付给哪位

教师多少金额，无需进行金额换算和相加） 

4.国际机票      

5.旅行保险费      

6.住宿费      

7.会议费     □会议通知（明确注明会议金额） 

8.签证费      

9.海外城市间

交通费 
     

10.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