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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项目”、“中德职业教育合作

研讨会”等品牌项目；履行好出国培训团组派出、

高等教育国际化调查、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来

华留学质量认证、涉港澳台民间教育交流、外籍教

师招聘、出国留学服务等政府委托职能；顺利举办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教育展；发挥平台优势，与国内

外伙伴开展互利共赢合作；成功举行第六届理事会

换届大会，组建第七届理事会，制定事业发展新规

划，会员单位增至809家，新成立“应用型高校国际

交流分会”。

回首2017，奋力拼搏促发展；展望2018，风好

正是扬帆时。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民间

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发展迎来新机遇，交流协会将面

临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将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教育部党组工作部署，认真落实第七届理事会要

求，切实发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事业重要平台的作

用，为提升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水平、服务新时代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做出更大贡献。

2017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新时代标明新

方位，新征程提出新任务。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成

立的全国性民间教育对外开放专业机构，中国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拓展

教育合作交流工作，服务国家外交全局和国内教育

改革发展大局。

2017年，交流协会加强党建工作，当好政府

助手，认真承办八大人文交流机制配套活动，打造

“知行中国”、“中美千校携手”、“未来英国-

英国大学生来华学习及实习项目”、“中英百校

交流计划”、“中法百校交流项目”、“中国-中

领导寄语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于1981年7月成立，

1991年在民政部注册为全国性社会组织。2014年

被民政部评为5A级社会组织，2015年被民政部授予

“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协会总部设在北京，

秘书处为常设办事机构。

作为中国教育界开展民间对外教育合作与交流

的全国性社会组织，交流协会积极推动中国教育界

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教育、科

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增进各国和各地区人民之间

的了解和友谊。

现有809个单位会员，下设11个分支机构：中

外合作办学专业委员会、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分

会、职业技术教育国际交流分会、国际文化教育交

流志愿者工作委员会、教师进修分会、教育装备国

际交流分会、中学教育国际交流分会、教育与文化

创意产业分会、民办教育国际交流分会、国际医学

教育分会、应用型高校国际交流分会。

秘书处有国内项目合作伙伴单位1,000多个，与

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多个权威教育组织和团体建

立了长期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

● 2006年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

● 2008年成为“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

● 2009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咨商地位”；

● 2011年成为联合国学术影响力项目成员；

● 2015年成为世界职教院校联盟 (WFCP）副主席单位，以及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SEAMEO）

     附属会员。

协会简介 

刘利民   会长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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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应用型高校国际交流分会正式成立，分支

机构总数达11个，拓宽了交流协会提供专

业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随着分支机构数量增加，交流协会主

动作为，积极探索分支机构管理和服务新

路径，召开首届分支机构工作座谈会，倾

听各方意见和建议，加大对分支机构的支

持和服务力度。

2017年，交流协会建设完成会员大数据库，全

年新增会员196个，占全部会员总数的24%。全年会

费稳步增长，支持会员活动力度更大。

设立并完善会员服务微信公众账号，推动会员

服务平台和渠道建设。实现会员在线填报资料、发

送活动和会议通知、在线审议、日常问题解答、提

供项目与服务咨询等功能，加速推动从会员入会到

参加项目的全链条信息化建设，提高精准服务会员

的能力和水平。与此同时，继续通过会员QQ群、会

员服务网络系统、公共邮箱等方式发布信息，答疑

解惑。

凝心聚力  成功组建第七届理事会

优化结构  会员规模稳定增长

规范管理  推进分支机构工作

完善组织建设，提高引领能力

12月15日，交流协会2017年度会员大会暨第六

届理事会换届大会在北京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田学军出席大会并讲话，各单位会员、教育

部相关司局、直属单位、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代表等

近600人参会。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刘利民同志为会长

的第七届理事会，组建了第一届监事会；审议通过

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章程》《第六届理事会

工作报告》《第六届理事会财务报告》和《第七届

理事会事业发展规划（草案）》。

03 04

按照“解放思想、优化结构、发挥作

用”的组建原则，第七届理事会成员适当扩

展到在本领域影响力较大的、真正有意愿投

身民间教育国际交流事业发展的人士，最终

产生了会长1位，副会长14位、常务理事101

位、理事311位的理事会。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2017

年，交流协会认真落实《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

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进一步明确定位和发展目标，

搭建教育高层磋商、教育领域专业人士务实合作

平台，配合做好人文交流机制相关工作，促进重

点领域交流的机制化和常态化。

服务人文交流，做好政府助手

在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行动计划的框架下，

交流协会开展了“知行中国-中美青年菁英项目、

中美高校学生领袖学院和学术影响力计划”、

“艾森豪威尔基金会-中美高级学者交流”、“中

美千校携手”、“美中友好志愿者”、“中小学

生STEM研学”、“中美高端国际化人力资源人

才培养计划”、“高职课程建设”项目及“美国

优秀高中毕业生访华团”、“美国传统非洲裔大

学与学院联盟奖学金项目”、“全美学区长会议

及千校携手调研”、“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培

作为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五次会议成

果之一，组织实施了“未来英国-英国大学生来华

实习项目”。22名英国学生分别在北京、青岛及

训项目、“中美人才培养计划”培训项目等团

组任务；协助组织了“首届中美社会与人文对

话”，主办了“第五届中美高职院校/社区学院

校长对话”、“中美高职院校/社区学院合作洽

谈会”、“第三届中美未来职业之星联合研习

营”；中美“高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联合培养

百千万交流计划”聚焦高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

培养，深化中美院校间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中外

职业教育领域全方位、深层次、实质性的交流合

作。

成都进行了为期8周的学习与实习；继续执行中

英伙伴学校交流计划，确定第二批共40所项目学

校。

中 美

中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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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第四次会议于9

月22日在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成功举办。来自

中国30所院校和机构的49名校领导及代表与来自

中东欧16国48所高校的80余名校领导及代表参

加了会议。中国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塞尔维亚

总理安娜·布尔纳比奇、教育科学和技术发展部

部长姆拉登·沙尔切维奇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会议正式通过了高校联合会《章程》、《诺

维萨德行动平台》和联合会会徽，确定了塞尔维

亚诺维萨德大学为联合会中东欧方第二届秘书处

在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框架下，交流协

会举办了第二届中法中学生数学交流活动，来自

中法两国52所高中2万余名学生同步完成由中法

专家共同命题的试卷，两国各推荐26名优秀学

生赴对方国家参加科技夏令营。通过数学交流活

动增进了两国中学生及教师对对方国家教育、文

化、科技特别是数学方面的交流和了解。

作为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

的配套活动之一，交流协会与法国驻华大使馆共

同承办了“中法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合作论

坛”，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刘延东和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出席并讲

（2017-2019年），并吸纳16所中方院校和6所中

东欧院校成为新成员。

刘利民会长率团出访德国、爱尔兰和英国。

访问期间，拜访了巴伐利亚州教育部、德意志学

术交流中心、歌德学院以及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等

单位，与相关机构在多领域签署合作备忘录，在

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语言等方面开展进一步合

作。

话。刘延东表示，人文交流是中法关系中的一个

基础性工程，教育合作是人文交流中最重要、最

活跃的领域之一，中法两国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合作中潜力巨大，完全可以优势互补，加强合

作，互利共赢。中法专家、教授、官员和企业代

表共话应用型人才培养。

开展了中法百校交流项目，遴选出第一批和

第二批共70所中方项目校，促进中法校际合作与

交流。搭建法语项目交流平台，与法语大学联盟

签署框架合作协议，促进双方在法语教学、师资

培训和来华留学等方面的合作。

中 欧

中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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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德高级别人文交

流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期间，

交流协会与教育部职业技术教

育中心研究所、德国汉斯·赛

德尔基金会共同主办了“中德

职业教育合作研讨会”。时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出席会议并

寄语中德职业教育合作美好未

来，提出两国职业教育要进

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作

内容、提升合作质量。德国汉

斯·赛德尔基金会主席乌苏

借助平台优势和网络资源，交流协会以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参与构建“一带一路”教

育共同体为总体目标，以加强交流合作、提供人

才支撑、促进民心相通、实现共同发展为重点任

务，稳步、有效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扎

实开展各项工作。

为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发展情况

及其与我国教育合作与交流需求，探讨“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框架下的校际交流、师生互换、联

合科研及学生联合培养等项目合作的可能性，刘

利民会长率团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进行工作访问。重点了解了三国高等教育

国际交流现状，三国高校与我合作情况与需求，

三国汉语教学情况及在交流协会平台上开展教育

交流与合作的具体方式等。

刘利民会长出席了“推进‘一带一路’国际
拉·曼勒和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秘书长乌多·米歇里克作大会

主旨发言。中德两国职业教育合作机构代表就加强中德职业教育交流

议题进行了经验分享。

教育交流与国际教育装备产业发展座谈会”，决

定共建中国-东盟教育装备产业基地；10月，刘利

民会长会见了来访的泰国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

董事会主席K. Sanan Angubolkul先生，双方决定

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和规模，在青少年交流项目

（AFS）中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开发和

实施力度。交流协会参加首届丝绸之路沿线民间

组织合作网络论坛并成为该组织首批成员；7月，

交流协会与中国-东盟中心和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区域中心共同主办“中国-

东盟职教合作联盟启动仪式暨产教融合论坛”，

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职教合作联盟”并发布联盟

《贵阳共识》；参加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第49届

理事大会及区域中心主任会议和第40届高官部长

会，就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如何与东南亚国家

开展教育交流、务实合作等方面进行沟通。

中 德

服务“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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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构建跨境教育保障体系

服务中外合作办学需要，深度参与国际同行间

交流与合作：推动“高质量中法合作办学机构”认

可项目；与美国新英格兰院校协会（NEASC）商谈

高中国际课程联合认证；与爱尔兰国家质量与学历

委员会（QQI）签署谅解备忘录；与香港学术及职业

资历评审局签署谅解备忘录。

配合政府健全来华留学质量保障体系，完成来

华留学质量认证试点第二批35所院校试点认证工作

以及31所申请参加第三批试点认证院校的审核和签

约工作。完成第二期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评

审后续工作，建设完成第二期150门获评课程的网上

展示平台。

提升专业能力，服务教育改革

2017年，交流协会统筹国际国内资源，充分

发挥“民间智库”功能，积极开展中国高等教育

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认证、

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和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

评选、外籍教师招聘服务、出国留学服务等工

作。

交流协会继续做好外籍教师招聘工作，为我

国基础教育领域提供优质外教资源。有序开展了英

语外籍教师引智项目、英国中学英语教师志愿者项

目、中法语言助教交流项目。配合青少年校园足球

工作，引进外籍足球教师64名，分配到全国64所中

小学校指导足球教学工作，提升青少年校园足球教

育教学质量。

做好全国外籍教师网络平台建设，实现科学规

范化管理全国外籍教师聘请工作。利用平台资源，

总结外教聘请管理经验，推动外教行业的良性竞争

及规范化发展。

主要服务内容包括指导学生确定专业和未来职

业选择方向、出国考试规划、实习和兼职、丰富学

术背景、社会活动及完善国际经历设计、文书创作

和面试辅导、海内外生存指南等一系列个性化留学

规划方案。

外籍教师招聘

出国留学服务
继续实施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项

目，建设大数据平台，进行现状和趋势分析，揭示行

业发展规律。12月，2016-2017年度中国高等教育国际

化发展状况调查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持续为政府

决策提供理论支撑，为高校和社会提供权威信息。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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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公出国（境）培训团组方面，积极研发增

量项目，不断优化项目管理，全面提升服务质量，

着力推动能力建设，主动服务教育综合改革。2017

年，交流协会各类出国（境）培训项目共计24个，

全年累计培训540人次，培训内容涉及干部能力提升

和专业业务培训。

做好来华团组接待工作，加强民间交流。2017

年，交流协会组织接待了日本高中生访华团、亚细

亚大学交响乐访华团、哈萨克斯坦中学生代表团、

百名日本大学生访华团、中日友好大学生访华团关

西分团、留日中国高中生寄宿家庭访华团等师生交

流团组；接待加拿大、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和爱尔

兰等国教育部访问团，刘利民会长分别与来访代表

举行会谈；接待美国教育学区长协会代表团、墨西

哥大学校长协会组织的墨西哥教育代表团、东南亚

教育部长组织（SEAMEO）访华团，为中外院校搭

建了互学互鉴、深度交流和探讨合作的重要平台，

助推高校提升国际化水平和办学实力。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教育展陆续于10月21-29日在

北京、成都、广州、上海四地开展。

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了开幕招待会，国内外主

要教育机构负责人、驻华使领馆代表及各级各类院

校代表等近500人出席。

本届教育展主宾国为加拿大，共有近40个国家

的630多所海外院校及教育机构参展，20个国家展团

精彩亮相，数量和规模均创下历史新高。此外，本

届展会吸引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的积极

参与，组织了80余场留学说明会，并首次增设留学

后服务展区，参展观众约5万人次。

把握发展趋势  办好中国国际教育展

做好出国团组的派遣及来华团组接待工作

发挥资源优势  培养国际人才

搭建交流平台，对接会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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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交流协会继续立足民间教育交流，发

挥社会组织优势，通过与国际组织合作、筹集民间

专项资金等形式，推动国内外师生互访，为培养国

际化人才提供支撑。

交流协会继续组织实施了日本优衣库奖学金

项目、第十二届中华全国日语演讲比赛、西部地区

日语专业大学生赴日交流、广岛县政府海外日语教

师专业进修项目、高校艺术学科师生海外学习计划

（AAP）、亚洲科学夏令营（ASC）等交流项目，举

办了主题为“面向未来”的中国日语教育论坛，为

提高我国师生跨文化理解能力，搭建师生友好往来

平台。



依托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的多边国际平台，

做强青少年交流的旗舰项目，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通晓国际规则、熟练掌握外语的国际化人才。2017-

2018年度中学生参与出国、来华长短期项目达588

人，其中来华项目394人，出国项目194人。项目质

量获得国际伙伴的高度认可。

稳步推进跨文化交流项目（SENTIO），支持大

学生和教师国际交流。2017年，SENTIO项目累计向

德国、丹麦、比利时、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

等国派出52人。其中，向丹麦和泰国派出19名大学

生，向新西兰、澳大利亚派出29名中学教师。

发挥民间优势，打造交流窗口

2017年，交流协会继续在国际平台宣传中国教

育改革开放成果，展示中国民间教育国际交流战线

形象，对外发出“中国声音”。

借力国际组织平台，立足国内，交流协会派员

参加了“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组织论坛”，

与金砖国家社会组织领导人进行交流与探讨；作为

世界职教院校联盟副主席单位，出席该联盟2017年

度会员大会及常务理事会会议，参与审定了《2016-

2018年世界职教联盟发展规划》。

交流协会发挥民间组织优势，利用联合国

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世界职教院校联盟 

(WFCP）副主席单位以及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

（SEAMEO）附属会员等身份，积极参与国内外

的民间交流活动，成为中国民间对外教育合作与

交流的“窗口”。

做强青少年交流“旗舰项目”培养国际视野复合人才

讲好中国故事  发出“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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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海峡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与台湾

艾森豪奖金协会共同组织“第八届两岸青年领袖研

习营台湾营”和“第四届两岸青年领袖研习营大陆

营”项目，互派优秀大学生研习交流，增进了两岸

青年间的友谊与理解。

接待由香港、澳门特区教育行政部门官员、中

小学校长、优秀教师和教育团体负责人等代表组成

的“2017年港澳教育界国庆访问团”。访问团由210

名代表组成，于9月26日-28日分赴天津、山西两地

交流访问，访问后汇聚北京共迎国庆。

继续推动与台湾、香港、澳门教育交流

继续组派中国高校代表团参加美国国际教育工

作者协会（NAFSA）第69届年会和教育展，赴西班

牙参加欧洲国际教育协会（EAIE）第29届年会暨教

育展，借助两大教育交流平台，以国家展团的形式

展示我国教育改革的丰硕成果，加强中外院校的合

作与交流。

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助推中国教育“走

出去”。组派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赴意大利、西班

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举办中国高等教育展；启动

编写“留学中国”全英文对外宣传手册，建设来华

留学招生网，以民间交往助力中国教育走向世界。

积极打造“留学中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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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单位会员概况

◆   结构分析

◆   地域分布

85个（10.5％）
东北地区

203个（25.1％）
华北地区

259个（32.0％）
华东地区

73个（9.0％）
华中地区

合计：809个

52个（6.4％）
西北地区

71个（8.8％）
西南地区

66个（8.2％）
华南地区

注：截止至2017年12月，单位会员总数为809个。详细名单请登陆www.ceaie.edu.cn查阅。

附录一    财务概况

2017年资产负债表

2016.12.31 2017.12.31

资    产 123,264,057.22 114,005,611.13

负    债 8,183,402.77 7,757,169.71

净资产 115,080,654.45 106,248,441.42

注：2017年资产负债表中数据不含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投资单位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省协会

31个
（4％）

市协会

16个
（2％）

本科院校

314个
（39％）

职业院校

154个
（19％）

中、小学

128个
（15.6％）

企业

133个
（16.4％）

其他机构

33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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