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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领导干部届满考核述职报告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国际交流学院院长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李 湘

本人自2013年6月继续担任新一届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国际

交流学院、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处长（院长、主任），到本学期

末届满。下面我就本人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国际交流学院、港

澳台事务办公室的思想政治和工作情况进行总结：

一、政治思想

本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党

中央保持一致。能够认真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中国梦的重要

论述，领会“十八大”以来的重要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围绕学校党委“两学一做”，围绕我市“解

放思想，实干兴肇”教育实践活动，通过不断学习，增强党性，

在政治合格、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等方面有

了较大进步，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具备较高的政

策理论水平，能够正确理解国家、政府有关国际交流与合作及港

澳台事务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定，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

具有较好的群众观念，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认真

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服务。工作中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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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身作则、不怕吃苦、主动承担工作

任务。

二、廉洁自律

本人能够积极发挥带头作用，认真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能够在思想上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关

系到我国长治久安和关系到我们子孙万代的福祉安宁的高度，认

识到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坚持原则、公道

正派、廉洁自律，从严要求自己。能够始终保持清正廉洁，修身

自好，从未做过违法乱纪和有损道德操守的事。也能够教育管理

好自己所在单位的职工，全处职工遵纪守法，没有发生违法乱纪

的事。

三、业务工作

任职以来，根据国家和广东省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明确要

求，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学校“创新强校工程”、“省

市共建”、“转型升级”的中心工作，积极发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

职能作用，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形成“引

进来，营造国际化教育氛围；送出去，促进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工作思路。按照所制定的中长期规划，有计划、分步骤落实各年

度的工作，并不断创新，不断总结经验，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国际交流空间不断拓展。

与海外高水平高等院校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是我校开展国际

交流的基石。聘期内，我们稳定与德国、美国、日本、英国等国

学校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以台湾地区及东南亚国家高校为新的起

点，努力开拓和创建新的友好学校关系。到目前，我校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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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波兰、马来西亚、越南、

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以及台湾地区的73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

系，为我校的国际化战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校正在

推进全力与德国富克旺根艺术大学在我校合办工业设计专业的

工作，力争在下学期实现首届学生的开班。同时与该校亚洲中心

合作的乐修专业也在稳步推进中。这些工作为我校国际合作办学

汇入新的气息。

（二）、留学生工作取得新成绩。

任期内有来自美、法国、日、韩等国留学生来院学习、研修。

为响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国际交流学院加强招收东南亚国

家的留学生的工作，与越南河内大学达成互派留学生的共识，每

年都有学生来我校学习汉语，成为我校留学生工作一个新起点，

迄今已有69名越南学生来我校学习。我校每年也有十余名对外汉

语教学的学生赴河内大学实习。

（三）、师生海外交流进一步深化。

在聘期内，着力于拓展双方教师和学生的交流，确保教师和

学生交流事务的经常化、规模化。随着“创新强校工程”的推进，

对我校教师出国交流学习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际处大力开拓，为

中青年教师提供新的出国交流进修的机会，共协助外派海外进

修、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教师80余名；赴美、英、日、台湾、

澳门交流学生300余名。这些交流工作扩大了肇庆学院的海外影

响，提高了声誉。交流学生增长了见识，锻炼了能力。14、15

年，完成两届“中层干部赴台湾应用型人才培养考察培训”工作。

（四）、外籍师资质和量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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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内境外教师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每

学期聘请中长期外国文教专家超过20人，其中专业外教占比将近

50%。短期访问讲学类外籍专业人员每年也达50余人次。中长期

外籍教师均具有硕士以上学位。任期内连续获得广东省外国专家

局“国外名师讲座专项基金”的支持。外籍教师作为创新强校工

程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活得满分。2014年我校获得广东省高等

教育学会高校外国文教专家委员会颁发的“2014年度高等院校对

外交流与合作先进集体”称号。自2015年来连续三年获得“外教

看中国”活动优秀组织奖。

四、不足之处

学习还不够深入，本人平时虽然注重学习有关外事工作政策

方针，并力争运用到外事工作实践。但总的来说，学习得不够深

入、不够透彻，不够系统全面,不够与时俱进。特别是我校推进

实施“创新强校工程”、“省市共建”、“转型升级”以来，对有关

文件的学习有差距，没有彻底地领会“创新强校工程”、“省市共

建”、“转型升级”的内涵与意义，没有全面用“创新强校工程”、

“省市共建”、“转型升级”有关精神去指导工作。思想还不够解

放，观念不够新。在当前广东省“创强争先建高地”新形势下，

本人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观念不够新，看问题、办事情往往习惯

于老观点、老经验、老办法，谨小慎微，创新意识不强。留学生

招生工作一直存在着途径少、办法少等问题，欧美留学生招生尤

为困难。同时也一直存在着与部分国外友好学校间的学生交流互

换工作未能切实有效地得到拓展的问题。长期境外教师英美籍的

境外教师的结构和质量还有待提高，还不能完全满足我校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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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校自获得招收港澳台学历生的资格以来，招生数量一直不

理想，招收港澳台生的成效仍无太大进展，来肇庆学院学习的港

澳台学历生的数量仍然很少。

四年来国际处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是在学校党委班长

的指导下本处全体职工努力工作的结果。今后我将继续自觉加强

学习，不断提高个人修养水平，努力提高工作能力，发扬自己的

长处，克服不足，改正缺点，勤奋工作，吃苦耐劳，乐于奉献，

继续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综合上述，本人自评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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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领导干部届满考核述职报告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廖 萱

本人自2013年7月至今，担任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国际交流学

院、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处长（副院长、副主任）工作。下面

我对本届四年作为副处长、副院长、副主任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国际交流学院、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的工作情况从德、能、勤、

绩、廉五方面进行总结：（2013年7月至现在）

一、德：

本人任职期间一贯遵纪守法，思想积极进步，政治立场坚定，

积极参加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等。这几年，在政治合格、

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等方面有了较大进步。

工作中做到了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守党

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讲修养、讲道德、讲诚信、讲廉耻，敢

于担当。这个任期内，本人同时担任国际处党支部书记。按照机

关党委的要求，积极开展支部党建活动。获得过学校优秀党员荣

誉，2016年11月参加了全国高师支部书记网络培训班，以满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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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获得结业证书。本人具有良好的个人修养和道德品质，工作

作风踏实，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全局观念。

二、能：

本人在高校工作将近30年，大部分时间从事英语专业教学工

作。担任过主管教学工作的二级学院副院长，有较强的工作能力

和领导工作经验。2011年开始从事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在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国际交流学院、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从事行政管

理工作的五年半时间里，在学校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处同事的共

同努力下，国际处的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也让我深深地爱上了

国际交流与合作这项在如今高校里非常重要的工作。几年来，我

们全处同事们都能对照既定工作计划和工作目标，以创新性思维

和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国际处不论是省、市及学

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境外教师聘请与管理工作，留学生招

生工作，还是本校教师及学生出国进修、交流、学习等方面的工

作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本人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不断

全面提高自己业务素质和能力。牢记做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的宗

旨。本人在工作中达到了熟熟外事纪律和要求，具有高度的保密

意识，具有高度的政策把握能力和处理各种紧急事务的能力和外

事业务专长。在任期内自己做到了能够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水

平，主动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主动向前辈们学习，主动接触各

种外事工作业务，熟知我校多年来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情况，了解

签约友好学校与我校合作的进展和现状。在参与和接待国外和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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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客人，外籍专家及留学生的过程中，提高了国际合作与交流工

作能力和服务水平。也在参加各种省内外的外事会议中向同行们

学习，在外事实践过程中提高外事能力水平。在国外、境外的培

训中收获更大，如赴美国和赴台湾交流学习中收获很大，真实地

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在国外的爱国情怀和赴台湾培训时，更加盼

望祖国统一。

三、勤：

本人参加工作30年来，一直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努力工

作为目标。工作上严格要求自己，工作态度认真负责，时刻以党

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不辱使命。时刻把工作纪律挂在心上，

虽然身为副处长，但是，从来都觉得自己就是学校的普通一员，

国际处的工作人人有责。学校的劳动纪律是学校发展的重要一

环，我做到了每天按时到岗并根据工作需要随叫随到！如果工作

需要就快乐加班。在我心里工作即事业，虽然现在从事行政管理

工作，但多年来做教师养成的习惯使我能自觉地做到按时完成各

项工作。工作中严格按照既定工作计划和工作目标，保质保量地

完成本单位及学校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做到了工作上有事勤请

示，多汇报。本人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办事

不拖沓、讲效率！

四、绩：

这个任期内，本人参与完成了很多工作。具体如下：

1、2014 年，与全处同志一起根据国际处 2014 年的工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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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要求，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积极协调和参与境外教师招聘与

管理、留学生招生、教师和学生出国交流、领导出访、外事接待、

外教活动等方面的工作，在全处的努力下，国际处的各项工作取

得了良好的成绩。今年接待了美国、英国、巴拿马、波兰、法国、

缅甸、泰国日本、新加坡及香港、澳门、台湾客人，洽谈合作项

目，开展合作交流，巩固已有的友好合作关系，开拓新的合作高

校。国际处积极支持肇庆市外事接待工作。今年外教数量达到了

近 20 人，长短期外教专家积极工作，为学校的教学工作做出了

贡献，也是肇庆的引智成果。今年的留学生 13 人，顺利完成学

业回国。2014 年国际处共办理出国出境 68 人次。与香港高等科

技教育学院、澳门城市大学、美国林奇堡学院、台湾佛光大学。

巴拿马大学、台湾南荣科技大学、台湾修平科技大学、台湾东海

大学、日本福冈春晖国际学院等 9 所高校签署了合作协议。香港

高等科技教育学院是我校与香港高校签署的首个合作协议，开拓

了与香港高校正式合作的先河。目前已有 1 名化学化工学院的学

生前往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学院交流学习。2014 年出国交流学习

学生达 54 人，与去年相比进步明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今年

共有 7 名教师赴美国、日本进修学习。2014 年本人积极参加省、

市及学校的各项外事活动。完成了本年度我处的 2014 年工作总

结和 2015 年工作计划初稿。完成学校党办、院办要求的年终总

结材料。作为国际处党支部书记，积极带领全处党员参加学校组

织的“从严治党主题教育活动”和纪律教育月活动，召开了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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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民主生活会。本人在工作中存在急躁和创新意识不强的缺点

和不足，必须努力克服和改进。

2、2015 年，与全处同志一起按照国际处 2015 年的工作计划，

积极开展各项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积极协调和参与境外教师招

聘与管理、留学生招生、我校教师和学生出国交流、领导出访、

外事接待、外教活动等方面的工作，通过全处上下的共同努力，

国际处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今年接待了美

国、波兰、意大利、印尼、日本、拉脱维亚及香港、澳门、台湾

高校客人，洽谈合作项目，开展合作交流，巩固已有的友好合作

关系，开拓新的合作高校。国际处积极支持肇庆市外事接待工作。

今年外教数量达到了近 50 人次，长短期外教专家积极工作，为

学校的教学工作做出了贡献，也是肇庆的引智成果。今年的境外

啦我校交流的学生 10 人，美国冬令营学生 20，港澳台学生 9 人，

留学生 8 人，共计 47 人。2015 年国际处共办理出国出境 70 人

次。2015 年我校与台湾东海大学、台湾中原大学、台湾远东科

技大学、泰国博仁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里伍德社区学院、波兰

比亚韦斯托克技术大学等 6 所高校签署了教育交流合作协议，开

展全方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2015年出国交流学习学生达66人，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今年共有 16 名教师赴美国、英国进修学习。

2015 年本人积极参加省、市及学校的各项活动。完成了本年度

我处的2015年工作总结和2016年工作计划初稿。完成学校党办、

院办要求的年终总结材料。作为国际处党支部书记，积极带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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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党员参加学校组织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和纪律教育月

活动，召开了有成效的民主生活会。

3、2016 年，与全处同志一道按照国际处 2016 年的工作计划，

积极开展各项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配合学校审核评估，积极协

调和参与境外教师招聘与管理、留学生招生、我校教师和学生出

国交流、领导出访、外事接待、外教活动，党支部等方面的工作，

通过全处上下的共同努力，国际处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了

良好的成绩。今年接待了美国、德国、波兰、澳大利亚、新西兰、

日本、拉脱维亚、泰国、意大利及香港、澳门、台湾高校客人，

参与洽谈合作项目，开展合作交流，巩固已有的友好合作关系，

开拓新的合作高校。国际处积极支持肇庆市外事接待工作。今年

外教数量达到了近 51 人次，长短期外教专家积极工作，为学校

的教学工作做出了贡献，也是肇庆的引智成果。今年美国林奇堡

学院冬令营学生 15 人，港澳台学生 9 人，教师教育学院参加培

训的外国学生 50 人，法国留学生 2 人，台湾学生 2 人，共计 78

人。2016 年国际处共办理出国出境人 72 次。今年我校与波兰共

和国比亚威斯托克工业大学、德国埃森富克旺根艺术大学、德国

埃森富克旺根艺术大学亚洲中心、瑞士巴塞尔音乐学院、台湾亚

洲大学、波兰托尼哥白尼大学、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东莞

台商育苗教育基金会等 8 所高校及教育机构签署了教育交流合

作协议，开展全方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2016 年出国交流学习、

实习的学生达 82 人，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今年共有 25 名教师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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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比利时、日本和港澳台

地区访学进修。2016 年本人积极参加省、市及学校的各项活动。

完成了本年度我处的 2016 年工作总结和 2017 年工作计划。完成

学校党办、院办要求上交的年终总结材料。作为国际处党支部书

记，积极带领全处党员参加学校和机关党委组织的各项活动。如，

“两学一做”专题教育活动和纪律教育月活动，召开了有成效的

民主生活会。积极参与学校审核评估。

五、廉：

作为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的副处长，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

大，更懂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廉洁自律。在工作中本人做到

了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认真执行有关廉洁自律的各项

规定，不断加强自身廉政建设，本人廉政自律情况良好。无任何

不廉政行为！

本人在工作上也存在着不足，在工作中存在方法简单，缺乏

耐心的现象。这是在今后工作中必须改进和克服的！今后我会努

力做好本职工作，工作中以更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

恳、兢兢业业、以身作则、勤政、廉洁、自律。在不断增强服务

意识同时，端正思想，摆正位置，一切以大局为重，努力做到管

理到位、服务到位，简单做人、踏实做事。为学校的国际交流与

合作工作贡献力量。

综合上述五个方面，本人自评为：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