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期间

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工作安排

一、工作内容
姓
名

工作职责 工作方式 联系方式

谢
勇

负责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各项业务。

定期值班
网上办公

办公室地点：玉泉
路校区留学生公寓

120房间

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可接通
的联系电话：18910761135；
beijingsunshine(微信号)
yongxie@ucas.ac.cn

黄
顶
成

留学生/港澳台学生办公室主任，主
持留学生办公室/港澳台学生办公室
工作。

工作日值班
办公室地点：中关
村校区青年公寓 6
号楼 219房间

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可接通
的联系电话：13426292124

（微信同号）
huangdc@ucas.ac.cn

解
语
晨

外国留学生博士生招生

网上办公 qq307976118（微信号）
xieyuchen@ucas.ac.cn

ANSO 奖学金博士生项目、OWSD
奖学金项目

外国留学生招生系统维护

胡
梦
琳

外国留学生硕士生/英文授课硕士生
项目

网上办公 qq446838749（微信号）
humenglin@ucas.ac.cn

ANSO奖学金硕士生项目、UCAS奖
学金项目

外国留学生学籍异动审批（暂停档
案归档至正常办公）

许
自
娟

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北京市外国
留学生奖学金项目

网上办公 zheshishenmeaaaA（微信号）
xuzijuan@ucas.ac.cn外国留学生招生网站维护

规章制度等文件翻译

王
有
勍

外国留学生在读证明、预毕业证明
（暂停家属来华证明） 临时值班（预约）

网上办公 wangyouqing@ucas.ac.cn外国留学生综合事务

外国留学生评优工作

王
硕
蕾

外国留学生签证

临时值班（预约）
网上办公 wangshuolei@ucas.ac.cn外国留学生保险及医疗

外国进修生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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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工作职责 工作方式 联系方式

熊
弦
歌

主要负责港澳台学生工作

网上办公 XXG137015188（微信号）
xiongxiange@ucas.ac.cn

协理外国硕士生招生

协理外国留学生学籍

王
经
纬

外国及港澳台专家事务 网上办公 wangjingwei@ucas.ac.cn

徐
卫
红

出入境事务、国际合作专项、港澳
台事务等

网上办公 xuweihong@ucas.edu.cn

张
智
涵

审核因公出国（境）证照和申办材
料；报送和领取因公出入境证照及
材料。

网上办公 zhangzhihan@ucas.ac.cn

田
严
琼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各类长、
短期公派出国留学项目

网上办公 tianyanqiong@ucas.ac.cn

李
茂
力

国际合作培养计划 网上办公 limaoli@ucas.ac.cn

吴
璇

中外合作办学、国际学术会议、国
际学生论坛、中丹学院学生党建工
作等。

网上办公 wuxuan@ucas.ac.cn

夏
雨

第五轮学科评估涉国际合作工作部
分、高校联盟及外事宣传事务

网上办公 xiayu@ucas.ac.cn

二、因公短期出访工作

根据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关于做好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因公出国（境）及接待来访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目前

暂停审批因公出国（境）及赴港澳台出访批件。如确需出访

的批件审批，须经学校同意后，先行联系院国际合作局。

之前已获批出访的一般团组，应做好任务再评估，推迟

出访或取消出访。必须执行的出访任务团组和已经在外执行

出访任务的团组，须及时了解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当前对人员

入境管理的相关规定，提高团组人员的疫情防范意识，注意

日常防护，并提前到达出入境口岸，留出足够时间接受相关

部门检查。

mailto:xiongxiange@ucas.ac.cn


按照“谁带队、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应急联系机制，团

组负责人及时向学校通报在外情况。后续出访政策调整，以

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发文通知为准。

有出访任务的相关人员需先登陆国家移民管理局网站

查看前往国家（地区）入境临时管制措施。办理因公出国（境）

证件或签证及签注，需先前往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网站查

询办理所需材料的相关要求，并将需要的所有材料电子版发

送至 zhangzhihan@ucas.ac.cn。

受疫情防控工作影响，因公签证送取时间可能会有延长，

出访人员需合理规划时间。

三、公派留学工作

1.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派出国留学项目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关于支持新型肺炎疫情

防控有关措施的通知》：

对于留学资格有效期在 2020年 6月 30日以前的国家公

派留学人员，如因疫情不能按原计划派出，需申请延期派出、

变更留学单位或国别、放弃公派留学资格的，学校予以支持，

按现行派出前管理流程办理。

对于应回国日期在 2020年 3月 31日（暂定）之前的国

家公派留学人员，如因疫情需申请延期回国的，予以支持，

留学期限最长可延至 3月 31日（暂定）。按现行在外管理流

程办理。

以上不同事项的申请材料有所不同，请务必提前发送邮

件至 gjgp@ucas.ac.cn咨询办理。如在外留学人员咨询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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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理事项，也请发送邮件至上述邮箱。

另外，如有正在国内休假、开会等中途回国的留学人员，

如因疫情暂无法返回留学目的国，建议与国外留学单位妥善

沟通并安排好返回时间。

2. 国科大国际合作培养计划

参照国家留学基金委《关于支持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有关

措施的通知》，结合国科大国际合作培养计划具体情况，对

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回国或派出的同学办理相关手续。加强

与培养单位负责学生事务老师沟通，做好受疫情影响变更留

学计划同学管理、统计及生活费管理工作。

3. 疫情防控期间回国申请

（1）是否回国。如果参加的访学交流项目已经结束，

或者留学院校已决定关闭，可申请回国。如果访学交流项目

还没有结束，建议按照留学院校的要求，继续完成境外学习

计划。如有特殊原因需要回家，应与导师和留学院校先商量

好。

（2）申请程序。拟回国的学生首先向国内培养单位提

出申请，再由培养单位行文至国科大，原则为“不离家，不返

校”。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返京（指家不在北京的情况）、返

校或返京区所的，须先向国内培养单位提出申请，经国科大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后，报北京市教工委审批。对于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派留学项目，学生须在回国前按

照现行在外管理流程办理好相应手续。

（3）请示内容。需提供的信息包括申请人情况、身份



证号、健康状况、交通方式、出发地点和时间、入境地点和

时间、中转信息、目的地及回来后拟采取的隔离观察措施等。

三、外国留学生工作预约程序

1.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国际学生办理在学证明/

预毕业证明的通知 （附件一）

2.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国际学生办理居留许可

变更/延期的通知 （附件二）

四、值班人员名单

谢勇; 每周二、五

黄顶成：每周工作日

王有勍： 预约临时值班

王硕蕾：预约临时值班



附件一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国际学生办理在学

证明/预毕业证明的通知

各相关培养单位：

为切实加强我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减少人员流动、

确保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经研究决定，在疫情

防控期间采取邮件预约的方式办理国际学生在学证明/预毕

业证明。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出申请

由国际学生将以下申请材料提交给培养单位审核：

（1）《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学生在学证明申请表》（附

件 1）；

（2）申请人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件；

（3）相关证明材料（如会议通知/邀请函等）；

（4）申请人因私出境的，需附《请假单》；

二、邮件预约

培养单位审核同意后，按照在学证明模板（附件 2）或

预毕业证明模板（附件 3）录入好在学证明电子版文件，将

上述申请材料发邮件至 wangyouqing@ucas.ac.cn，预约办理。

邮件中务必说明以下内容：办理学生姓名、学号、护照

号、培养单位名称、办理事由、研究所是否同意办理及证明

送达方式（快递纸质版证明或发送电子版证明）。

需要快递纸质版证明的，请务必在邮件中写明联系人、



联系地址及电话（请勿填写国际学生为接收人，以免快递员

与国际学生沟通有障碍收不到材料）。

三、寄送证明

我办审核通过后，将尽快把加盖公章的证明电子扫描件

或纸质原件按指定方式寄送至收件人。

四、其他事项

1. 目前由于快递寄送时限较长，无法保证收到快递的时

间，所以建议尽早提前预约，尽可能选择发送电子版证明。

2. 暂停办理国际学生家属来华相关公文。

3. 可发邮件至 wangyouqing@ucas.ac.cn咨询以上业务。

以上措施给各单位造成不便，敬请谅解！何时恢复现场

办公，将根据疫情防控措施的变化和学校相关部署，另行通

知。



附件二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国际学生办理居留

许可变更/延期的通知

各相关培养单位：

为切实加强我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减少人员流动、

确保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经研究决定，在疫情

防控期间采取无接触审批办理的方式，处理在此期间的国际

学生居留许可变更/延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出申请

由国际学生将以下申请材料提交给培养单位审核：

（1）《中国科学院大学国际学生修学年限/居留许可延期

/变更申请表》（附件）；

（2）附件申请表中列明的应交材料。

二、材料审核

培养单位审核同意后，将上述材料扫描件发送至

wangshuolei@ucas.ac.cn，由留办进行复审和网上申请手续。

邮件中请说明以下内容：办理学生姓名、学号、护照号、

培养单位名称、是否近期取得新护照。

三、寄送盖章表格

我办审核通过后，将尽快把加盖公章的《外国人签证证

件申请表》（京内学生）或 JW202（京外学生）原件按指定

方式寄送至收件人。

请务必在邮件中写明联系人、联系地址及电话（请勿填



写国际学生为接收人，以免快递员与国际学生沟通有障碍收

不到材料）。

四、其他事项

1. 国际学生在中国境内取得新护照，按出入境法规要求，

应于取得新护照的 10 天内向所在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

理居留许可变更。

2. 因目前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如不属于近期取得新

护照或居留许可即将到期等紧急情况，请于 2020 年夏季批

次居留许可延期期间，即 2020年 5月 1日至 20日集中办理。

3. 目前由于快递寄送时限较长，无法保证收到快递的时

间，如确实必要当下办理的，应尽早提出申请。

4. 可发邮件至 wangshuolei@ucas.ac.cn咨询以上业务。

具体恢复现场办公时间，将根据疫情防控措施的变化和

学校相关部署，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