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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南财经大学在深度开放的核

心发展战略下，继续着力扩大留学生规

模，优化留学生结构，深入推进以质量为

导向的留学生教育工作，做强做精留学生

培养品牌项目。

今年，我校共招收和培养来自 个国家

的 名留学生。其中，本科生 人、

硕士研究生 人、博士研究生 人、

非学历学生 人，涉及经、管、法、文、

工等各领域的 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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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项目

我校整合现有资源，完善课程体系，

提高教学质量，不断深化课程教学范

式改革，丰富选修课课程，着力构建

实践性、文化性教学体系，推动汉语

教学从课堂向课外实践、从语言到文

化的延伸。 今年，汉语项目留学生评

教好评率为 ，政奖预科生的

级考试保持 通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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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

只能看到其中一页 ，抱着这种想法，

我在我的国家开始学习汉语，这样

我将来就可以去中国留学。经过长

期的努力，我终于能够来西南财经

大学留学。去国外留学是我梦寐以

求的事情。

成为西南财经大学的学生，

我深感荣幸。回顾我做过的最正确

的决定，当属我义无反顾地在西南财经大学再一次投入到对汉语的学习中。学习汉语就像一个循环，对中国了解得越多，我就

越想去了解它。幸运的是，财大给留学生很多机会来体验中国生活。每个星期都可以听各种各样涉及中国文化的讲座。学生们

也可以经常参加汉语秀。而且，如果你课外还想练习说汉语，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个语言伙伴。这些活动都丰富了我的生活

西南财经大学提供了一个愉悦的国际环境。老师除了教我们书本上的知识以外，也帮我们拓展视野。我和同学们常常讨论

我们自己文化的区别和相同点。这样的学习方法才是开启新世界的钥匙。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知识是无价之宝。同时，我也可以

交到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我很感激我在财大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并且遇到了很好的朋友们！

关于成都，有一句名言 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同时，西南财经大学也是一个我舍不得离开的大学

年秋季普通汉语项目学员，魏多琳（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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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项目

作为国家首批 双一流 建设高校，我校

着力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结构

合理、充满活力的学科生态体系，形

成了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体、金融学

为重点、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特色，

吸引了众多留学生前来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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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西财的故事是从四年前开始的。当时的我刚来到

中国，人生地不熟，一点中文都不会。那段时间充满了对探

索的激情，每一天都有新发现，而西南财经大学的老师们就

是这些发现的来源，因为我们留学生除了中文，更多学的是

中国文化、生活习惯、传统风俗。

在学习了两年中文之后，我彻底爱上了成都这个地方，

也彻底爱上了西财，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报考本校的本科，

幸运地成为法学院的留学生。通过不懈努力，现在我在法学

专业年级排名第 ，获得了校长奖学金，并成为我校唐立新光

华菁英奖学金的第一个留学生获得者。感谢西南财经大学对

我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

级法学本科生，李遐（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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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项目

年，我校硕士研究生规模首次超

过本科生，博士研究生规模创下新高，

高层次硕博留学生人数增长迅速，占

学历留学生的 ，超过留学生总数

的 。

这个学期是我进入国际商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的第一个学

期。这一个学期，在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与帮助下，通过自

身不断努力，我在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从预科学习开始，我来学校已经一年多了，早已习惯大学

生活紧张又轻松的气氛。西南财经大学的课程和活动安排得比较

合适，令我真正感受到大学生活是如此的丰富多彩，让我结交了

不同国家与不同文化的朋友。现在我所接受的教育是各个层面的，

我也一定会好好利用这份难得的机会，珍惜这段宝贵的时间，严

格要求自己，做一个优秀的学生。

级国际贸易学硕士生，艾萨克（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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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海上丝路的斯里兰卡，目前是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我于 年来到西南财经大学，从本科

到硕士再到博士，在这里度过了我最有意义的 年。

回首这 年，感触很多。刚来西南财经大学的时候，有过担心和彷徨，不过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就适应了。

慢慢地，我喜欢上了这里。这里有 经世济民、孜孜以求 的大学精神，在它的指引下，大家都求知若渴、奋发拼搏；这里有和蔼

可亲、治学严谨的老师，在他们的教导下，我不仅增长了知识、培养了理论思维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并顺利地获得了学士学

位和硕士学位，也曾多次获得国家、地方和学校的各类奖学金；这里有一群积极向上、热情友好的同学和丰富多彩的校内外活

动，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学习生活和经历。

正是在这里，我真切感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关爱，对此我深怀感激。因为有了他们，使我有了家一般的温暖，让我

加深了对母校的爱。

级企业管理博士生，彭嘉誉（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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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文项目

我校围绕经济管理与研究院等重点建

设项目打造的全英文项目群日趋成熟，

形成贯通本硕博层次的全英文项目体

系，受到越来越多留学生的青睐，产

生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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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我从马其顿来到中国求学，被顺利录取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

理研究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翻开了人生的新一页。第一年总是充满各种挑战，

新的环境、文化、语言 当然，还有新的同学，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背景和

故事。我和同学们携手并进，度过了难关。这也多亏了我的老师们，他们总是以

专业的学识和热情帮扶的精神对我伸出援手，不厌其烦地为我解决各种问题。他

们不仅是学业导师，更是我的人生导师。

我常常惊叹于成都之美、中国之美，总是遗憾没有太多时间去一一感受。

我今后的路还很长，未来的发展也还难以预料，但我永远会记得西南财经大学，

记得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毕竟这是我旅程开始的地方。

级金融学硕士生，蔚蓝（马其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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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项目

年，我校根据合作院校和机构不

同学生群体和教学目标，制订教学与

实践相结合的短期班培训方案，全年

共接待 个短期团组。短期项目的设

计注重语言、文化和社会实践多层次

的内涵式教育模式，受到合作方和留

学生的好评。

智利康塞普西翁天主教大学 12 名师生在“西南财经大学-UCSC 国际商务暑校”项

目中开展了为期 10 天的成都之行。图为该项目结业典礼。 

12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UCSC had a 10-day Chengdu journey in the “SWUFE - 

UC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ummer School” program. 

Pictured: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program. 



 

12 

在"未来英国"项目中，11 名英国学

生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学习实习项

目。图为项目班学生参加中国文化

课。 

In the “Generation UK” program 11 

UK students had their 3-month 

study and internship in Chengdu. 

Pictured: Students in the program 

attending a Chinese cultural class. 

法国 ICD 商学院师生一行 23

人来我校交流访问。图为项

目班学生在活动中与中国学

生进行交流。 

Delegation of 23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ICD Business 

School attended a short-term 

program in SWUFE. 

Pictured: Students in the 

program having exchange 

with Chines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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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西南财经大学立足自身学科特点，为留学

生设置了多种形式的课堂教学模式，并通

过各类文化讲座、课外活动、实习实训等

丰富留学生的学习经历，全方位培养复合

型、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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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中国政府奖学金

高校研究生项目

高校研究生项目为全额奖学金，由我校根据自身学科培养要求直接遴选和招收高

水平国外研究生来华学习。 年，我校共有 名学生获得资助。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梁婷为获得优秀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的斯里兰卡博士生颁奖。 

Dean of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s. LIANG Ting awarding Sri Lanka 

PhD stud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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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地方奖学金项目

该项目是中国教育部向已设立省级地方政府奖学金地区提供的全额奖学金。西南

财经大学为四川省教育厅指定的该项目资助招生单位之一。 年我校共有

名学生获得资助。

国别双边项目

国别双边项目是根据中国与有

关国家政府、机构、学校以及

国际组织等签订的教育合作与

交流协议或达成的共识而提供

的全额奖学金或部分奖学金。

国别奖学金主要通过中国驻各

国大使馆文化部或者指定的派

遣机构进行申请。 年，我

校共有 名学生获得资助。

中美人文学历生项目

为积极推进中美高校建立和深化交流合作关系，吸引更多的美国学生来华留学，

我校为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举行专题培训与交流会。 

The special lecture and communication activity for 

Chinese Government Scholarship students was h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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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特设立了中美人文学历生交流专项奖学金项目。 年，我校共有 名

学生获得资助。

丝绸之路 项目

丝绸之路 项目是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下，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由教育部

专门设立的奖学金项目。我校获批招收金融学、金融工程、金融贸易电子商务、

保险学、统计学、国际贸易学专业的硕士生。 年，我校共有 名学生获得

资助。

中美、中欧人文学分生项目

西南财经大学是中美人文学分生项目的首批招生高校之一，中欧人文学分生项目

也执行多年。 年，我校共有 名学生获得资助。

孔子学院奖学金

为支持孔子学院建设，促进国际汉语教育可持续发展，国家汉办 孔子学院总部

设立孔子学院奖学金。 年，我校共有 名学生获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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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友好城市奖学金

成都市友好城市奖学金由成都市

人民政府设立，旨在进一步推动

成都市与成都市国际友好城市

（含国际友好合作关系城市）教

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吸引更多外

国学生来蓉高校学习交流，扩大

成都市留学生规模，增进友城对

成都的了解和友谊。 年，

我校共有 名学生获得资助。

学校奖学金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奖学金设立于 年，资助来我校攻读学历项目的优秀留学

生，提供全奖和半奖。 年，我校共有 名学生获得资助。

此外，我校还设立了留学生综合奖学金等各类奖学金，主要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

在校学生。 年共有此类各项目奖学金获得者 人。

成都市友好城市奖学金颁奖仪式。 

The Award Ceremony of Chengdu Sister City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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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今年，我校稳步推进留学生人才培养

工作，注重留学生教学管理的制度化

和科学性，新的《西南财经大学招收

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制订并实

施，与时俱进地对留学生培养相关环

节进行规范。学校结合留学生实际情

况和人才培养目标，全面修订了本硕

博留学生的培养方案，突出教学针对

性，单独开设了全英文 三中三高 课程，

调整和完善了面向学历留学生的汉语

课程和中国概况课程，并通过开学典

礼、法制教育、专题培训等形式实现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全年学历学位

毕业留学生共 人。学校成为来华留

学质量认证第三批试点院校。

我校成为来华留学质量认证第三批试点院校。 

SWUFE was listed one of the third group of universities applying for CEAIE Quality 

Accreditation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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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历生方面，我校通过完善语言类、

交换进修类学生的教学模式，优化课

程设置和教材配置，开设了 强化

班、商务汉语班等特色课程，提高非

学历留学生的培养质量。学校国际教

育学院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共

建的 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基地 挂

牌成立，将进一步满足留学生教育的

实际需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全年

共有 名非学历留学生顺利结业。

我校 2017 届学生毕业典礼。图为毕业留学生与校领导合影。 

SWUFE 2017 Graduation Ceremony.  

Pictur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group photo with SWUFE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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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验

为丰富留学生的教学层次，更好地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校在语言课

程和专业课程基础上相继开设了各类

文化体验课程和讲座，包括书法、剪

纸、绘画、珠算、四川方言、戏曲、

川菜、太极拳、中国象棋、茶艺等。

留学生们在寓教于乐的学习中拓宽了

知识面，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留学生参加成都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组织的剪纸文化活动。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 paper-cutting activity organized by Chengdu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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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课。 

Tai Chi Class. 

留学生体验传统皮影戏。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rying the 

traditional shadow play. 

留学生在书法课上展示自

己的作品。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wing their works from 

Chinese calligraphy class 

with delight. 

春节留校的留学生与校领导一起

包饺子，感受中国传统新年氛围。 

SWUFE leaders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 together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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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

我校注重将留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打

造为有机整体，通过与国内外知名企

事业单位开展合作，以企业参访、高

管讲座、专题论坛、实习实训等形式

将留学生教育延伸到校外，使留学生

们将知识和职业发展相结合，谋划职

业生涯道路。

留学生参加“‘家在成都，双创之旅’外国留学生高新产业行”活动。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Home in Chengdu -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Trip” 

Overseas Students’ Trip of Exploring Industries in Hi-Tech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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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留学生在 SAP 成都公司访问时进行现场交流。 

Lef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ing communications with SAP Chengdu employees during a 

business visit. 

 

右上图：留学生参观访问极米科技有限公司。 

Top righ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visiting Chengdu XGIMI company. 

 

右下图：外企职场人士与留学生开展交流，勾画职业发展蓝图。 

Bottom right: Professionals in foreign companies having discussion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help with their career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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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积极整合校内外资源，建立了成熟的

学生活动模式，促进中外学生全面融合。

留学生们在各类校园活动中提升了归属

感和荣誉感，同时在校外平台上展示多元

文化独特魅力。在各类文体活动和竞赛之

外，留学生志愿者们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扩大了我校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力，受到社

会各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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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

我校在校园内外为留学生举办了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留学生们的课

余生活，帮助其全面发展。 年，

学校举办了新年晚会、文化之夜、汉

语秀等校内活动，也带着留学生走进

社区、走进成都，开展了一系列的社

会活动。

西南财经大学 2018 留学生新年晚会。图为摩尔多瓦学生表演舞蹈。 

2018 SWUF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ew Year’s Party. 

Pictured: Moldovan students in a danc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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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学生和中国学生一起主持西南财经

大学 2017 年本科生迎新晚会暨新生文艺汇演。 

Uzbekistani students hosting SWUFE’s 2017 

Undergraduates Evening Show together with 

Chinese students. 

留学生们在“文化之夜”活动上。 

SWUFE “Cultural Evening” activity. 

留学生参观成都博物馆“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展

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展。 

International students visiting Chengdu Museum 

and its special exhibition “Soul of Silk Road”. 

留学生在学校晚会上演唱歌曲。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inging songs in SWUFE’s 

evening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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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匈牙利学生代表全省留学生在“2017 中外大学生四川感知行”活动启动仪式上发言。 

SWUFE Hungary student delivering a speech on behalf of al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Launching Ceremony of the 2017 Perception Travel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ollege Students in Sichuan. 

在社区共建项目活动中，留学生们来到中学校园为

孩子们展示生动有趣的的各国文化。 

In the 2017 Community Program,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ringing different cultures to middle school 

classes. 

留学生们参加中国传统文化活动——祭孔典礼。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event - the memorial ceremony for Confu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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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图：留学生们走进金沙博物馆。 

Top lef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visiting Jinsha Relics Museum. 

 

右上图：在成都市人民政府举办的系列文化活动中，我校留学生积极展示自己的书法作

品。 

Top right: SWUF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their calligraphy works in a cultural activity 

organized by Chengdu municipal government. 

 

左下图：我校乌克兰留学生受成都电视台邀请参加成都市官方宣传片的拍摄。 

Bottom left: SWUFE Ukraine stud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making of Chengdu official video by 

the invitation of Chengdu TV. 

 

右下图：我校乌克兰留学生在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拍摄现场。 

Bottom right: SWUFE Ukraine student in a live show program of Hunan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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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风采

竞赛是留学生们提升团队意识和拼搏

精神的最佳途径，赛场是留学生们展

示国际风采和促进中外友谊的最佳舞

台。我校留学生在 年的各种赛场

上，积极进取、奋发前行，屡屡斩获

佳绩，在一些竞赛中更是取得了突破

性的成绩。

我校斯里兰卡留学生代表学校参加 2017 年四川省高校羽毛球比赛，获普通男子组团体第二名。 

SWUFE Sri Lanka student winning second place of men’s group game in the Badminton Competition of 

Sichua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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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杯”足球赛中，我校

国际教育学院的留学生代表队蝉联冠军，海地留

学生获得“最佳射手”荣誉称号。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layed for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SWUFE’s “Guanghua 

Cup” annual football tournament and won the title 

with Haiti student named the Top Scorer. 

我校留学生参加了“家在成都•人文天府” 外籍

人士中华传统才艺大赛。图为留学生们学习珠算。 

SWUF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Home in Chengdu - Humanistic Tianfu” The 

Traditional Talent Contest for Foreigners. 

Pictur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earning abacus. 

我校斯里兰卡留学生代表学

校参加 “2017 先锋乒羽超牌•

羽粉杯”四川省高校羽毛球团

体赛，获得第二名。 

SWUFE Sri Lanka student 

attended the “2017 Badminton 

Fan Cup” of Sichuan 

Universities representing 

SWUFE and won second place 

of men’s group game. 

留学生们在学校秋季运动会开幕式上。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SWUFE’s annual sport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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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参加“趣味知识竞赛”。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aking part 

in the “Intellectual Carnival” 

games. 

我校留学生太极扇团队参加第十三届

全运会开幕式海外组比赛。 

SWUFE’s Tai Chi Fan Team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competition of overseas group of the 

13th National Games’ opening 

ceremony. 

留学生参加台球比赛。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 a 

billiards game. 

学校“彩虹跑”中的

留学生参赛选手们。 

The international 

players in the 

Rainbow Run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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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活动

我校留学生志愿者工作本着 汇聚爱心，

服务社会 的宗旨，将留学生活动与志

愿者服务相结合，受到社会各界一致

好评。 年，我校依托设在学校的

外国人志愿者服务基地 组织留学生

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多次活动，将志愿

者工作推上新台阶。

我校留学生志愿者参加温江区金马镇“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volunteer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Jinma Town 

Government of Wenjia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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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图：我校俄罗斯留学生为特殊学校的同学送上爱心捐赠。 

Top left: SWUFE Russian students going to Chengdu Special School for donations. 

右上图：留学生参加植树节志愿植树活动。 

Top righ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volunteer activity on the Tree Planting Day. 

右中图：我校留学生志愿者服务队在活动中。 

Middle right: Volunteer Team of SWUF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下图：留学生们走进幼儿园为小朋友带去欢乐。 

Bottom: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aring laughter with kindergarten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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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节

年 月，我校第三届国际文化节

成功举办。本届国际文化节秉承国家

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精神，以 一带一

路行，多彩世界情 为主题，进一步扩

大规模、丰富形式、深化内涵。来自

五大洲 个国家的留学生和中国学

生一起尽情展示多元文化与世界和谐，

共同呈现一场文化盛宴。

西南财经大学第三届国际文化节主会场。 

3rd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SW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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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尹庆双在国际文化节开幕式上致辞。 

SWUFE Vice President YIN Qingshuang delivering a speech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各国留学生展示传统服装。 

Studen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showing their traditional clothes. 



 

38 

德国留学生为国

际文化节准备了

家乡美食供品

尝。 

Homemade food 

by German 

students. 

俄罗斯留学生表演传统舞蹈。 

Traditional Russian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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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们在坦桑尼亚展位前合影。 

Students taking photos at Tanzanian booth. 

刚果留学生在主会场的

舞台上载歌载舞。 

Congo students dancing 

and singing on the stage. 

国际文化节中的

埃及留学生。 

Egyptian stud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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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节中

的巴基斯坦留

学生。 

Pakistani 

stud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国际文化节中的

蒙古留学生。 

Mongolian 

stud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国际文化节

中的泰国留

学生。 

Thai stud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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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拓宽留学生招生渠道，发挥好学

校在“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中的区位优势，

我校继续寻求国际合作，加强与海外院校

和教育机构的联系。 年，新签合作

协议 份，出访澳、德、美、泰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并接待多个重要来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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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共和国总统加尔盖•伊万诺夫先生、中国

驻马其顿大使殷立贤女士等出席圣基里尔•麦

托迪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孔子学院“第三届中国-

中东欧论坛”。 

President of Macedonia, Mr. Gjorge Ivanov, 

Chinese Ambassador in Macedonia, Ms. YIN Lixian 

and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attending the 

SWUFE-Ss Cyril and Methodius University 

Confucius Institute’s 3rd China-CEE conference.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来访。图为党委书记赵德武

与外方校长简•登霍兰德交换合作协议。 

Deakin University visiting SWUFE. 

Pictured: SWUFE Secretary ZHAO Dewu 

exchanging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President Jane den Hollander. 

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出访。图为党委副书记曾

道荣及代表团与外方院校代表。 

Visiting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Pictured: SWUFE Vice Secretary ZENG Daorong 

and other delegation members meeting partner 

university staff. 

北伊利诺伊大学来访。图为副校长马骁与外方

副校长丽莎•弗里曼会谈。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visiting SWUFE. 

Pictured: SWUFE Vice President MA Xiao meeting 

Vice President Lisa Fre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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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康塞普西翁天主教大学来访。图为副校长

尹庆双会见对方校长及其他代表团成员。 

UCSC visiting SWUFE. 

Pictured: SWUFE Vice President YIN Qingshuang 

meeting UCSC President and other delegation 

members. 

赴德国、法国等国家出访。图为副校长史代敏

签署合作协议。 

Visiting Germany,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Pictured: SWUFE Vice President SHI Daimin 

signing agreements.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英国国际商务交流中心代表团来访。图为国际

教育学院院长梁婷接待代表团成员。 

The delegation of CEAIE, the British Council and 

the Intern China visiting SWUFE. 

Pictured: Dean of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s. LIANG Ting meeting the 

delegation. 

出访朱拉隆功大学和泰国商会。图为国际教育

学院副院长王新一行与外方代表。 

Visiting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and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Pictured: Vice Dean of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r. WANG Xin meeting foreign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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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我校的汉语国际推广成都基地立足

学校财经特色，致力于将汉语推广和留学

生教育相结合，在教学、科研、文化领域

开展活动。 年，汉推基地举办了第

二届商务汉语高级研修班，编写的《走进

天府系列教材 成都印象》通过专家评审，

并成功设立了 和 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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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商务汉语高级研修班教材评审会。 

Evaluation meeting of textbooks in the 2017 “Advanced Seminar of Business Chinese”.Q 

我校“汉语考试考点”挂牌成立。 

Foundation of SWUFE’s Chinese Tes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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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专家在讲座中分享汉语国际推广案例。 

Experts sharing case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a lecture. 

今年通过专家评审付印的《成都印象》系列教材。 

The textbooks “Chengdu Impression” ready to be published. 

“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基地”揭牌仪式。 

The unveiling ceremony of the “Training Base for Talents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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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月 日，我校举行留校学生新春团年活动，校领导与春节留校的中外学生齐聚一堂，共迎新春。

月 日，我校留学生 春季学期开学典礼成功举行。

月 日，我校 名留学生参加了学校与温江区金马镇政府共同举办的 社区共建项目之 金马志愿行，弘扬正能量 志愿服

务主题活动 。

月 日，学校召开 年国际化工作会议，尹庆双副校长主持会议，对今年的国际化工作进行了部署。

月 日，我校留学生参加植树节活动。

月 日，我校 余名留学生参观了成都博物馆 丝路之魂 敦煌艺术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展。

月 日，来自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贝宁、加蓬、摩洛哥、土耳其等国的数十名留学生在温江区金马学校参加了 社区

共建项目之 祭孔典礼 活动 。

月 日，我校为留学生开设免费心理咨询，由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一对一服务。

月 日，法国 商学院师生一行 人来我校交流访问。

月 日，汉推基地申报国际汉办科研项目，共申报选题 个。

月 日，我校留学生前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观展，近距离感受独具魅力的古蜀文化。

月 日，访问科伦坡大学，商谈合作科研和交流事宜并进行招生宣讲。

月 日，我校留学生参加了 社区共建项目之 世界读书日 活动 。

月 日 月 日，留学生代表国际教育学院参加了学校 光华杯 足球赛，蝉联冠军。

月 日，我校为留学生举办 中国文化系列讲座：茶文化 活动。

月 日，我校为留学生举办 中国文化系列讲座：中国民乐与传统乐器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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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西南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共建 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基地 授牌仪式顺利举行。

月 日，成都市教育局等部门的领导来我校调研友城奖学金使用情况并对获奖学生进行访谈。

月 日，西南财经大学第三届国际文化节隆重举行。来自五大洲 个国家的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一起尽情展示多元文化与世

界和谐，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场文化盛宴。

月 日，我校斯里兰卡留学生 代表学校参加 年四川省高校羽毛球比赛，获普

通男子组团体第二名。

月 日，访问朱拉隆功大学、泰国商会，商谈合作事宜。

月 日 月 日，智利康塞普西翁天主教大学 名师生开展了为期 天的成都之行， 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商务暑校

圆满结束。

月 日，我校留学生太极扇团队参加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幕式海外组比赛。

月 日，我校留学生太极扇团队参加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表演。

月 日，我校为留学生举办 中国文化系列讲座：四川旅游 活动。

月 日，访问飞利浦成都分公司，商谈留学生实训基地相关事宜。

月 日，我校留学生参加了由成都市外事侨务办公室、成都市教育局、成都市出入境管理局等单位举办的 家在成都 诗意青羊

文化活动。

月 日，我校光华校区西区教学楼（留学生教学楼）改造工程正式完工。

月 日，学校 届毕业典礼举行，今年共有 名学历留学生顺利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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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以 创新创业 为主题的 年 国际暑期学校成功举办，来自 个国家和地区、 所海外合作院

校的 名国际学员与西财学员、志愿者等共同度过了难忘的两周。

月 日，泰国清迈皇家大学首届 商务汉语 本科生一学年研修项目顺利结业。

月 日，汉推基地第二届商务汉语高级研修班成功举办。全国各地的 名学员参加本届研究班。

月 日，汉推基地《走进天府系列教材 成都印象》教材（第一版）专家论证评估会举行，教材通过专家组评审。

月 日， 中外大学生四川感知行 活动启动仪式在成都西村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四川省副省长杨兴平、成都市副市长

张正红等省市和部门领导出席仪式并致辞。我校 名留学生参加活动，其中匈牙利博士生 代表全省留学生在

开幕式上发言。

月 日，我校乌克兰留学生 受湖南卫视 天天向上 节目组邀请参加电视节目。

月 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来华留学项目办公室主任肖蕾来我校考察并商谈短期项目接待事宜。

月 日，泰国清迈皇家大学代表团来我校访问并商谈合作事宜。

月 日，我校留学生 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成功举行。

月 日，智利康塞普西翁天主教大学校长来我校访问并商谈国际合作项目相关事宜。

月 日，我校近 名留学生参加了成都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组织的剪纸文化活动，成为成都市文化馆市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的

一批新学员。

月 日，访问成都七维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商谈留学生实训基地相关事宜。

月 日，我校乌克兰留学生 受金沙遗址博物馆邀请主持中秋晚会。

月 日， 未来英国 项目开班仪式成功举行，今年共接待 名英国学生开展为期 个月的学习实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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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我校乌克兰留学生 受成都电视台邀请，作为留学生代表参加成都市官方宣传片的拍摄。

月 日，国际教育学院为在校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举行专题培训和交流活动。

月 日，我校组织留学生参访成都市极米科技有限公司。

月 日，留学生参加了学校秋季运动会，在多个比赛项目上有上佳表现。

月 日，青羊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出入境管理大队应邀到校为留学生进行了安全法制专题教育，近百名留学生参加了讲座。

月 日，我校斯里兰卡留学生 获得 年度中国政府优秀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月 日，《走进天府系列教材 成都印象》（第二版）获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立项。

月 日， 等我校两名俄罗斯留学生赴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进行义捐活动，帮助身体有残疾的贫困学生。

月 日，我校 余名留学生参加了由成都市教育局、成都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办，包括我校在内的多家单位共同承办的 家

在成都 人文天府 外籍人士中华传统才艺大赛。

月 日，我校举办 文化之夜 活动，共有 余名中外学生共同参加。

月 日，我校哈萨克斯坦 等留学生参加了第四届成都创意设计周活动，并在 一带一路 国家文创主

题馆中进行了专场展演。

月 日，我校代表赴泰国参加了当地教育展。

月 日，我校斯里兰卡留学生 代表学校参加 先锋乒羽超牌 羽粉杯 四川省高校

羽毛球团体赛，获得第二名。

月 日，我校乌克兰留学生 获得 年唐立新光华菁英奖学金。

月 日，我校 考点正式开通，留学生可在校参加 、 、 、 等考试。

月 日，我校为留学生举办 中国文化系列讲座：四川旅游 活动。

月 日，留学生主持人和表演者参加学校 年本科生迎新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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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我校光华校区博学二舍留学生公寓装修工程正式完工，新的 间留学生宿舍投入使用。

月 日，我校中德双硕士项目学生参访德国思爱普成都分公司。

月 日，新的《西南财经大学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正式印发。

月 日，我校为留学生举办 中国文化系列讲座：中医文化 活动。

月 日，我校为留学生举办 中国文化系列讲座：茶文化 活动。

月 日，我校留学生参加 趣味知识竞赛 活动。

月 日，我校 名留学生参加了成都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和成都市政务服务中心主办的 家在成都，双创之旅 外国留学生高

新产业行 活动。

月 日，成都市 外籍人士汉语学习基地 挂牌成立，我校留学生参加揭牌仪式及相关活动。

月 日， 西南财经大学留学生新年晚会 在柳林校区成功举行。

月 日，我校成为来华留学质量认证第三批试点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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