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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拓展和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水利水电大学

实施“开放活校”和国
际化发展战略，以培养“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为
抓手，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历史悠久，从1958年起就先后接收越南、
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喀麦隆等多国留学
生。1960年受国家水利电力部委托对口援
建越南水利水电大学。2016年，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相继下发了
《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
干意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等文件，学校积极响应。针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专业人才匮
乏等特点，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以优势学科
为依托，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
战略和人才需求，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
目前，学校共录取巴基斯坦、赞比亚、津巴
布韦、坦桑尼亚、韩国、印度尼西亚、刚果、
泰国、喀麦隆、埃塞俄比亚、乌兹别克斯坦
等15个国家的 120多名留学生，分别攻读
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他们所学的专业
包括土木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国际经济与贸易、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动力
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企业管理、环境保护、
管理科学与工程，全部采用英语授课。目
前，学校已经建立起本、硕、博三个层次完
整 的 留 学 生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学 位 生 率
100%，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占留学生总人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2015年至2017年，学
校分别有27名、33名、39名毕业生被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新加坡、澳门等国
家和地区的大型跨国企业聘用。2018年达
到 150人。学校目前已成为首批河南省外
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接受院校。

加入“金砖国家网络大
学”和“金砖国家大学联
盟”，成立乌拉尔学院，打造
和强化华水的“金砖特色”

“金砖国家网络大学”和“金砖国家大学
联盟”是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和印度“金
砖五国”这一国际组织在高等教育领域交流
合作的两个重要实体项目，分别由俄罗斯和
中国两国主导。在河南省政府、省教育厅、
省外办等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作为这两大组织的创始成员高校成功
加入这两大组织。2017年学校被教育部正
式确立为“金砖国家网络大学”中方高校牵
头单位，并配合教育部国际司承办了“2017
年金砖国家网络大学年会”。来自中国、俄
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金砖五国”的教育部
官员，金砖国家网络大学成员高校以及其它
高校的校领导和专家学者代表等200余人
出席了会议。本次年会以“务实合作与国际
化办学”为主题。会议签署了由华北水利水
电大学起草和倡议的《金砖国家网络大学郑
州共识》等成果文件，通过了《2017—2018
金砖国家网络大学行动计划》《金砖国家网
络大学国际管理理事会章程》《金砖国家网
络大学国际专题小组章程》以及《2017年金
砖国家网络大学年度会议郑州共识》等多项
重要文件，达成系列多边和双边的合作协
议。学校受邀参加第五届金砖国家教育部
长会议，并在大会上分享经验，受到中国教
育部部长陈宝生及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

等国教育部长的高度赞扬。
俄罗斯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

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贯彻落
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举措。经过
全面考察，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选择与俄罗
斯名校乌拉尔联邦大学开展合作办学，两
校从土木工程本科合作项目做起，逐步建
立了稳定的合作基础。2016年 2月，开始
合作举办了土木工程合作办学项目，是河
南省当年唯一获得批准的本科合作办学
项目，也是全国获得批准的 25 个合作办
学项目之一。2016年 5月联合成立了“金
砖国家大学联盟—金砖国家网络大学水
工程与能源研究中心”，由中国工程院院
士王复明担任主任。水资源与污染治理
领域由王复明负责，能源领域由“千人计
划”科研专家赵伟教授负责，并先后在郑州
和叶卡捷琳堡揭牌。

2017年年底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华北
水利水电大学与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合
作举办的“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乌拉尔学
院”，这是2017年教育部批准的两个合作办
学机构之一，也是金砖国家大学体系下成
立的第一个合作办学机构。根据教育部
《“一带一路”人才联合培养推进计划》，乌
拉尔学院首批设置给排水科学与工程、能
源与动力工程、测绘工程、建筑学四个专
业。这四个专业均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
传统优势专业，也是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
学优先重点发展的专业，同时也是“一带一
路”沿线互联互通建设急需专业。乌拉尔
学院的建立，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河南
省教育对外开放的重大突破性成果。

立足学科特色和专业
优势，围绕“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水资源保障、水环境等
重大课题，组织有关专家进
行协同攻关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目前有15个河南省
创新型科技团队和一个水资源综合利用与
保障工程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近年来，
面向“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水资源保障、水
环境保护、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障工程建
设与管理等重大课题，承担了国家重点科
技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0余项。
在水资源综合利用、水环境模拟、农业节水
技术与装备、智能感知与精准控制、水资源
规划与调控、水灾害防治与水生态保护、水
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等关键环节取得突破，
提出了农业用水调控、水环境保护与管理、
水生态修复与规划、水资源保障工程建设
与管理等重要基础理论，集成了一系列实
用关键技术，研发了一批农业节水的设备
和水资源保障工程材料与结构关键技术。
相关科技成果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30余
项，创新技术在中国国际科技创新成果展
览交流会上展出，引起很大反响。

学校加强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合作研
究，成立“中德资源环境与地质灾害研究中
心”，积极发挥德国亚琛工业大学 Refig
Azzam教授的学术思想引领和示范作用；
通过与台湾大学李鸿源教授的团队合作，
联合黄委会、河南水投等单位的科研骨干，
共同成立以城市防洪和绿色发展为共同研
发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联合研究中心”；依
托高校建成水环境模拟与治理重点实验
室、水工结构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水利
工程虚拟仿真数字中心等相互融合的省级
平台，扩大学校的影响力。

学校积极组建科技服务团队投身“一
带一路”建设的科技研发和技术咨询工作，
组建了河南省生态建材工程国际联合实验
室；在河南省外国专家局国际合作科研项
目支持下，与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家
专家团队开展了广泛深入科技合作，取得
立足于国际前沿的科技成果；科技团队成
员受邀赴孟加拉进行公路桥梁建设技术咨
询工作，并与孟加拉国立工程技术大学开
展了水利土木工程领域的技术交流，进一
步提升了学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
际声誉。

实施“引进来”和“走出
去”相结合战略，不断拓展
国家间的科技合作和文化
交流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立足在水利、电力、
机械、土木工程等方面的学科优势，以及中
原文化与水文化特色，充分利用境外优质
智力资源，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
合战略，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
合作与交流。学校现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5个，合作办学机构 1个，在校学生 900余
人。2017年学校德国专家阿扎姆教授成功
入选国家第七批“千人计划”外专项目（长
期），实现了我们学校“国家千人”零突破；
阿扎姆教授及其团队的“中德资源环境与
地质灾害研究中心”、法国顾博维尔·菲利
普教授及其团队智慧水利河南高等学校创
新引智基地已通过审核。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是“金砖国家网络
大学”和“金砖国家大学联盟”创始成员高
校，“金砖国家网络大学”中方高校牵头单
位。参与并主导了该组织的平台和制度建
设，承办了“金砖国家大学网络年会”。在
此基础上，努力与更多网络大学成员高校
开展双边合作。至今，已经与俄罗斯乌拉
尔联邦大学，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巴西
的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和维克萨联邦大
学，南非的斯坦陵布什大学和开普敦大学
等高校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和合作备忘
录。2017年 11月，学校组团赴南非，访问
了斯坦陵布什大学和开普敦大学，洽谈了
教师培训、学生交流、科研合作等项目。

2017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相继与韩国
仁荷大学、韩国启明大学、德国莱比锡应用技
术大学、塞浦路斯欧洲大学、中国台湾义守大
学、秘鲁皮乌拉大学、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
学、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俄罗斯乌拉尔联邦
大学等国（境）外高校建立了友好关系并签署
了合作协议。与加纳科技大学、马来西亚沙
捞越科技大学洽谈孔子学院的合作事宜；与
美国Texas A&M 大学沟通联合培养研究
生项目的合作事宜；与法国里尔大学沟通合

作项目事宜。与美国中央阿肯色大学、中国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等高校续签了合作协议。

在积极参与金砖国家大学组织建设的
基础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主动对接“一带
一路”倡议，选派大批毕业生赴外从事国际
汉语教育志愿服务。目前学校有6个语种方
向（英语、西班牙语、韩语、法语、日语和俄
语）的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在校生1300
余人，毕业生1958人。学校与嵩山少林武
术职业学院以及解放军外国学院合作举办
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独树一帜，具有两大鲜
明特色：一是少林武术加“小语种”（ 英语、
西班牙语、韩语、法语、日语和俄语）；二是英
语专业（国际工程方向）加“水利、电力、商
务”专业。自2012年以来，毕业生凭借这两
大特色，先后有300余名毕业生，在国家汉
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
办”）组织的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被分别派
往泰国、尼泊尔、柬埔寨、蒙古、印度尼西亚、
南非、厄瓜多尔、秘鲁、西班牙、古巴、哥斯达
黎加、乌兹别格斯坦、白俄罗斯等10多个国
家，担任汉语教师出国志愿者工作。由于在
嵩山武术职业学院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分
别受到过严格的训练，纪律严明、身体过硬、
适应能力强，再加上学校的水利、电力、商务
等学科的优势，深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当地学生们的喜爱和欢迎。2016年和2017
年，学校两届工程英语专业毕业时，一次就
业率达到 90%。2014年以来，先后有 300
多名毕业生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0多
家大型跨国企业聘用。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学生国际交流经过
多年的开拓和发展，2017年学生涉外交流项
目已达到26个。学生交流项目有：中美“1+
2+1”双学位培养计划、“YES”国际交流生项
目、中俄政府奖学金项目、韩国国立釜山大学
全额奖学金项目、欧盟水信息与管理硕士项
目、美国中央阿肯色大学交流生项目、马来亚
大学交流生项目以及中国台湾静宜大学交流
生项目、台湾万能科技大学交流项目、河南省
教育厅河南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织的赴美夏
令营项目、暑期赴美实习交流生项目、寒假美
国澳大利亚实习项目等。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书记王清义认
为：“大力拓展和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是高校
履行办学职能的应有之义，是新时代大学服
务国家战略的使命要求，是衡量大学办学水
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加快自身发展的重要契
机。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校党委将认真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积极拓展国际
化办学途径，以金砖国家大学组织为依托，以
乌拉尔学院为平台，以‘一带一路’水利水电
产学研联盟为抓手，深入开展教育科学合
作，努力打造‘一带一路’沿线、‘金砖国家’
乃至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高地、科学研究高
地和人文交流高地，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
发展和水利水电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王晖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龙腾云

国际交流合作是新时代大学的重要职

能和使命。近年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顺应

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围绕“建设特色

鲜明的高水平水利水电大学”的办学目标，

紧盯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双一流”

建设发展机遇，积极拓展和充分利用国际空

间和国际教育资源，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

发展、促创新的理念，以国际视角和教育现

代化要求，带动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办学水

平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对外合作交流呈现

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和良好发展势头。

2015年加入“金砖国家网络大学”和“金砖

国家大学联盟”，并成为创始成员高校。

2016年成立金砖国家联合科研机构“水工

程与能源研究中心”。 2017年 6月成立河

南省“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中心。2017年 7

月承办了由教育部主办的“金砖国家网络大

学年会”，并受邀参加第五届金砖国家教育

部长会议。2018年 1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乌拉尔学院获教育部批准设立并在京揭

牌。2018年 5月 8日成功举办“一带一路”

水利水电高峰论坛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乌

拉尔学院启动仪式。同日，中国“一带一路”

水利水电产学研战略联盟正式成立，华北水

利水电大学被推选为理事长单位。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开启新征程

2018年校春季田径运动会留学生方阵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乌拉尔学院揭牌仪式

“一带一路”水利水电产学研战略联盟协议签约仪式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水利水电高峰论坛现场水利水电高峰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