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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ease of the outline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016-2020) marks that China enters a new period of development. China’s opening-up constantly deepened, international standing and influence were both greatly improved, and fruitful
results were produced i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experts in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ased on summary of past work experience i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experts in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hesis summarizes problems in urgent need of
solutions now, and makes useful exploration about how to advan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how to innovate i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experts in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period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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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的发布，我国进入
“十三五”(2016-2020)发展新时期。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国际地位和国际影
响力都得到显著提高，高校的外专引智工作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本文拟在总结过去高校外专工作
经验的基础上，总结现阶段外专工作的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新的发展时期下如何全面推进高校国际化建
设，创新高校外专工作进行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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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高校引智工作开展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人才的竞争日益加
剧，如何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教育理念为我所用，发展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建设国际一流高等
学府已经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而外国专家(以下简称外专)的引进工作是高校国际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高校外专引智工作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外专外教的聘请与管
理已成为高校实施国际化教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聘请外专外教的规模急剧扩大，国外希望到中
国来任教或开展合作交流的外国人也在增加，目前外专外教的引进和管理工作也日趋重要和复杂。

2. 高校引智工作现有成效及问题
在全球化大背景的推动和驱使下，高校积极推进国际化建设工作，在外专引智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各高校根据自身特点和具体教学科研实际，着力引进了以语言类教师为主的外籍专家，并已在
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部分高校，在结合国家外专局、教育部等主管部门项目的
基础上已经初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外专引智平台，并在国家项目基础上设立了一些符合高校自身发展阶
段和特点的特色项目，目前正在积极探索过程中。短期内，高校外专引智工作还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亟待
解决。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外专招聘工作没有规范的聘用政策体系，多以项目形式进行，聘请高层次、复合型的人才较为困
难。新形势下外专的引进聘请工作逐渐从以聘请一般的语言为主逐步转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专家为
主，从单纯的邀请国外专家来华短期讲学逐步发展为长期性的来华开展合作科研和交流。但由于高校学
科局限或者聘请渠道的单一性，招聘方案的不系统，造成目前仍然主要依靠于与国际高校之前的校际交
流项目或通过与国外有合作关系的教师引荐来聘请，加上经费等方面的限制，聘请和引进的外籍专家层
次仍然偏低，有意来国内高校长期执教或者开展合作的外籍专家数量，尤其是高层次外专数量偏少。
2. 未充分挖掘外专聘请效益，只注重短期成果，忽视长期效益和影响。虽然目前外专聘请的主要方
向已经逐渐由语言类转向长期合作、科研应用及新兴学科交流等方面，但较多以学科发展和科研合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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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意向聘请的外专最后还是以语言教学为主，只是稍加附带了一些合作内容，未深入了解各高校具体
学科的特点和发展情。没有认识到外专在促进高校课程改革和合作科研方面的巨大潜力，使很多外专没
有真正发挥其最大作用[1]。这一方面限制了外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没有体现引进外专为我所用，
积极实现国际接轨，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原则和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外专在管理方面的特殊性，很多具
体工作一般需要通过高校的外事交流部门沟通协调，具体用人单位往往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管理程序尽可
能得简化外专的具体行程安排，更多地是完成目标性质的引进外专任务，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想要最大
化发挥外专来访或者引进外专的效益来为学院服务。
3. 缺乏系统有效的外专引进和管理评估体系，主管部门与具体用人部门之间沟通不顺畅。外专的聘
请和主要归口管理部门为高校的外事交流部门，同时负责根据国家外专局的规定与外籍专家签订工作合
同、办理工作签证、来华许可等等，外专来校后，虽然具体用人院系也对外专的工作任务和岗位职责进
行了确定，但单位对外专日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缺乏必要的管理和监督，往往是出现问题后，才与外事
主管部门协商沟通，在合同期满后也没有对外专的教学、科研工作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估，往往流于形式，
聘请效益无法衡量。而学校外事管理职能部门与具体用人单位之间缺乏有效性地沟通也阻碍了外专效益
最大化的发挥，外事管理部门往往对具体用人单位的外专需求了解不够明确，在完成工作手续后，具体
用人单位多是按照学校要求来具体安排，对其来访的效益未及时有效的反馈外事管理部门，造成信息不
对称及外专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影响了用人单位申请外专项目的积极性。

3. 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全面科学地推进高校外专工作
1. 转变外专管理思路，从“专家模式”转变为“周期项目管理”模式，对外专聘请和引进工作进行
周期性跟踪。目前我国高校的引智工作普遍实行的是“专家管理”模式，即由一位或几位熟悉外事程序、
具有外事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对学校所有涉及引智的事务进行统一管理。随着高校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活
跃，校际合作科研迅速增加，原有的“专家管理”模式出现许多无法适应的问题，外事人员不但工作量
日益增大，而且对一些专业性太强的项目由于难以理解而无法有效控制；“专家管理”既不能满足改革
开放新形势的需要和项目管理的需要，也不利于改进国外智力成果工作的发展[2]。传统的保姆式、接待
服务型的“专家管理”聘请模式必须要改革与创新，朝着“项目管理”的引智管理模式转变。学校引智
管理部门应与校科技处、教务处、研究生处、人事处等多个部门密切协作，进而逐步实施以重点学科、
重点项目为龙头，带动全校多层次、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以满足新形势下国家发展的新需求。
2. 引入科学管理方法，建立项目绩效评估体系。新形势下高校的外专工作也需制定一套“高校引智
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具体实现软件，并推广应用，将项目管理方法普及化，使国家外专局和被
考评高校都清楚地了解到：在同一时期的不同高校，其引智工作所取得的绩效横向比较情况。也就是说
通过高效率的工作管理提高聘请外国专家的成果效益；通过绩效评价体系进行客观、公平、科学的考评，
帮助国家外专局监督检查高校引智工作发展进程和成效，激励高校外事人员提高外事水平，为评价高校
外事人员工作情况提供依据，为完善引智工作结构、人力资源规划、经费预算等提供信息。
3. 改革现有招聘及准入体系，并以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设置外专考核评估和激励机制。新的发展时
期，我们需要改变原有的引才模式，充分利用现在“互联网+”模式，广开引才渠道，聘请渠道多元化。
如通过校友会、合作院校、使领馆、同乡会等等多种形式，多种会议及网络媒体收集和发布招聘引才信
息，广揽海外人才智力，多方位聘用高质量的外专外教。外专管理需要各个用人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互
相配合，团结合作，因此必须制定出一整套完善的针对外专外教的管理制度，明确和理清相关部门各自
在外专外教行政管理、教学管理和生活管理中的责任和义务。这些制度包括教学、生活、安全管理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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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在外教管理制度方面，建立完善的长短期外教管理制度和办法，规范管理，做到有章可循。外专
也易于接受这种直接明了、科学化的管理模式，有效完整的制度也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管理纠纷的发生。
在完善制度的同时，还需要设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要目的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外专来华工作无
论时间长短，均可视为其人职业生涯中的一部分，在外专工作过程中，我们应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
充分考虑外专的发展阶段，如何科学合理地将外专的职业发展阶段与其在华期间的工作有益地结合起来，
我们需要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设立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3]。设立岗位职责与目标任务书来评估岗位
履行情况，制定教学和科研两大方面评估指标，考核具体教学和科研工作完成情况，并对成果突出给予
匹配的奖励，让被评估的外专主动参与到评估考核过程中来，做到过程公开、透明，最大化地调动外专
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增强外专聘请效益，同时帮助搭建后续的国际交流和沟通的桥梁，为今后的外
专引智做好铺垫工作。

4. 小结
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联合国的报告指出，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所
创造的财富占世界新财富的 60％以上。人才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
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引进外国专家是引智工作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和补充力量，重视对外国专
家的引进，能更有效地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使国外先进技术尽快地转化为自身先进生产力。而引
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在人的智力的保驾和润滑下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新时期地方高校外专工作合理定位，
不仅是时代赋予外专工作本身的历史使命，更是外专工作助力地方高校应对教育国际化带来的种种挑战
和压力的必然要求。外专工作要明确目标，完善机制，优化环境，帮助解决本校教师不能解决的问题，
充实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薄弱环节，从而提升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应围绕建设
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的发展目标，紧密结合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要内容，依托国家外专局、
教育部设立的国家重点外专引智项目，提升引智规模和层次。同时，充分利用外专经费，有计划、有重
点、讲实效、科学合理地搭建引智平台，逐步形成“以国家重点外专引智项目为引领、各高校重点外专
引智项目为主体”的外专引智新格局。高校引智工作的重点应逐渐转移到对学校的人才及师资的培养、
学科发展及科研成果产业化等有重要意义，服务于高校发展和对社会进步的引智项目上，逐渐减少普通
项目、短期项目，建立长效的外专引智机制，在现有基础上全面布局，与国家外专部门相互配合，扎实
推进高校引智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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