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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 年度中央财经大学引智项目申请流程（暂行） 

2017 年度引智项目通过“中央财经大学引智工作系统”（以下简称“引智系

统”进行申请，网址：http://10.13.7.242/。 

本系统可以在校内网环境下登陆，或者通过 VPN在校外登录。 

第一步：登录引智系统 

直接登录，或注册新的账号。 

 

 

温馨提示： 

1. 各单位外事负责人及外事联系人的用户信息已经统一导入系统，请直接

登录。 

用户名：邮箱地址 

默认密码  （请及时修改！）。 

2. 其他项目负责人需自行注册。注册时，除必填项外，请如实填写所属学

科、电子邮件、职称、移动电话、办公电话、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 

http://10.13.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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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进入引智系统 

点击“引智工作服务系统”。 

 

第三步：项目申请 

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功能菜单”，选择“项目申请”一项中的“项目申请”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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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填写项目申请表（一） 

进入项目类别选择页面，按要求填写“项目类别”、“项目名称”等信息，填

写完成后，点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其中，项目类别一项，教育部“海外

名师项目”、“学校特色项目”、“111”计划请选择国家重点引智项目；其他项目

请选择学校重点引智项目。项目名称请填写为“项目类型—XXXX”的格式，如“合

作科研—经济新常态下的税收政策研究”。 

 

第五步：填写项目申请表（二） 

按照提示填写“拟聘外国专家情况”、“专家所在学科领域国内外发展现状、

趋势概述及聘请必要性”、“专家来校的主要工作内容、合作方式及预期目标”及

“经费预算情况”。填写完毕后，点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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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提交项目申请 

点击“保存”后，自动进入项目查询页面，找到自己填写的项目，点击“项

目提交”，提交项目申请，由学院负责领导直接在系统内审批。 

 

第七步：学院负责领导直接在系统内进行审核 

学院负责领导登录引智工作服务系统，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功能菜单”，选

择“项目申请”中的“项目审核”一项。点击“项目审核”，进入项目审核页面，

在页面最下方点击“查看详情”查看具体项目信息后，由学院负责领导按提示在

页面最下方填写“聘请单位意见”，并选择“同意”或“拒绝”。 

 

点击“项目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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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聘请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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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年度中央财经大学引智项目执行流程 

2016 年度引智项目通过“中央财经大学引智工作系统”（以下简称“引智系

统”提交执行申请，网址：http://10.13.7.242/。 

本系统可以在校内网环境下登陆，或者通过 VPN在校外登录。 

第一步：登录引智系统 

直接登录，或注册新的账号。 

 

温馨提示： 

1. 各单位外事负责人及外事联系人的用户信息已经统一导入系统，请直接

登录。 

用户名：邮箱地址 

默认密码  （请及时修改！）。 

2. 其他项目负责人需自行注册。注册时，除必填项外，请如实填写所属学

科、电子邮件、职称、移动电话、办公电话、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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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进入引智系统 

点击“引智工作服务系统”。 

 

第三步：项目执行 

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功能菜单”，选择“项目实施”一项中的“未注册项目

执行申请”。 

温馨提示：“未注册项目”是指未通过本系统提交项目申请的项目。 

已经通过本系统提交过项目申请的，请选择“项目实施”一项中的“执行查

询”，找到自己申报过的项目，直接提交“执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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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填写项目执行情况表（一） 

进入项目执行申请页面，按要求在右上角填写 “项目名称”，填写完成后，

点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 

项目名称请填写为“项目类型—XXXX”的形式，如“海外名师—聘请美国密

苏里大学邹绍明教授来校讲学”。 

 

第五步：填写项目执行情况表（二） 

按照提示添加专家信息，填写项目执行情况，并按照立项通知书的要求上传

相关附件。上传完毕后，点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 

温馨提示：添加来访外国专家情况时，必须填写护照号码。 

请在“项目执行情况详述”中详细填写项目执行情况及取得的成果，并附上

相关新闻链接。新闻中应当注明：“本项目由我校国际合作处‘中财讲席教授项

目’（或其他项目名称）支持，项目编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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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提交项目执行申请 

点击“保存”后，自动进入执行查询页面，找到自己填写的项目，点击“执

行申请”，在页面最下方点击“提交”。由学院负责领导直接在系统内审批。 

 

执行申请： 

 

第七步：学院负责领导直接在系统内进行审核 

学院负责领导登录引智工作服务系统，在“功能菜单”中选择“项目实施”，

然后点击“执行审核”，进入执行审核页面。之后可点击“项目查看”查看具体

项目执行内容。查看后点击“返回”，回到“执行审核”页面，然后点击“执行

审核”，在页面最下方填写“聘请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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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查看： 

 

项目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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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 年度中央财经大学引智项目结项流程（暂行） 

2016 年度引智项目通过“中央财经大学引智工作系统”（以下简称“引智系

统”进行结项，网址：http://10.13.7.242。 

第一步：登录引智系统 

直接登录或注册新的账号。 

 

温馨提示： 

1. 各单位外事负责人及外事联系人的用户信息已经统一导入系统，请直接

登录。 

用户名：邮箱地址 

默认密码  （请及时修改！）。 

2. 其他项目负责人需自行注册。注册时，除必填项外，请如实填写所属学

科、电子邮件、职称、移动电话、办公电话、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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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进入引智系统 

点击“引智工作服务系统”。 

 

 

第三步：成果申请 

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功能菜单”，选择“项目结题”一项中的“未注册项目

成果申请”。 

温馨提示：“未注册项目”是指未通过本系统提交项目申请的项目。 

已经通过本系统提交过项目申请的，请选择“项目结题”一项中的“成果查

询”，找到自己申报过的项目，直接提交“成果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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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填写项目成果报告表（一） 

进入项目成果申请页面，按要求填写“承办部门”、“项目平台”、“项目名称”

等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 

其中，项目平台一项，请选择“其他”，教育部“海外名师项目”、“学校特

色项目”请填写国家重点引智项目，其他项目请填写校级引智项目；项目名称请

填写为“项目类型—XXXX”的形式，如“合作科研—经济新常态下的税收政策研

究”。 

 

 

第五步：填写项目成果报告表（二） 

按照提示填写项目背景信息、项目成果及经费使用情况，并按照立项通知书

的要求上传相关附件，附件请注明文件的名称，如“讲座文稿”“研讨会日程”、

“护照签证页”、“讲座照片”等。上传完毕后，点击页面下方的“保存”按钮。

项目自动提交学院负责领导审核。 

温馨提示：添加来访外国专家情况时，必须填写护照号码。 

请在“引智成果详述”中详细填写引智成果类型及取得的成绩，并附上相关

新闻链接。新闻中应当注明：“本项目由我校国际合作处‘邀请海外学术伙伴开

展合作科研项目’（或其他项目名称）支持，项目编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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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学院负责领导直接在系统内进行审核 

学院负责领导登录引智工作服务系统，在“功能菜单”中选择“项目结题”，

然后点击“成果审核”，进入成果审核页面。 

在成果审核页面点击“成果审核”，查看成果内容，在页面最下方可点击“查

看详情”查看具体成果细节，并填写“聘请单位意见”，选择“同意”或“拒绝”。 

 

点击“成果审核”： 

 

填写“聘请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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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财经大学外事来访登记系统使用流程（暂行） 

中央财经大学各单位由外事秘书通过“中央财经大学引智工作系统”（以下

简称“系统”）进行外事来访登记，网址：http://10.13.7.242/。 

本系统可以在校内网环境下登陆，或者通过 VPN在校外登录。 

第一步：登录系统 

直接登录，或注册新的账号。 

 

温馨提示： 

1. 各单位外事负责人及外事联系人的用户信息已经统一导入系统，请直接

登录。 

用户名：邮箱地址 

默认密码  （请及时修改！）。 

2. 如果外事负责人或外事联系人变更，可自行注册。外事负责人重新注册

后，请联系国际合作处授予其审批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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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进入系统 

点击“外事工作信息系统”。 

 

第三步：进入“外事工作信息系统” 

选择“外事接待管理”一项中的“外事接待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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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外事来访信息登记 

进入外事来访信息登记页面，按要求依次填入外事来访的基本信息、来访团

组成员、日程安排、参加会谈人员等信息，并上传“来访单位简介”及“与来访

单位交流简史”等附件。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右下角的“保存”，上传相关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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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见问题 

（一）如何查找系统入口？ 

答：1、可点击网址 http://10.13.7.242/  直接进入系统。2、可通过我校国际

合作处网站右上角“外事工作系统入口”进入系统。国际合作处网站地址：

http://int.cufe.edu.cn/index.htm 。 

（二）2016 年之前申请获批的引智项目执行及结项时，是否还需要补充申请流

程？  

答：不需要。可直接作为“未注册项目”提交执行材料及结项材料。 

（三）2016 年处于执行阶段的引智项目是否必须提交执行材料？ 

答：除合作科研项目之外的引智项目，都必须通过“项目实施”环节的“未注册

项目执行申请”提交执行材料，作为每一阶段执行及报销的依据，并在项目结项

时提交结项材料。；合作科研项目可直接通过“项目结题”环节的“未注册项目

成果申请”提交结项材料。 

（四）2017 年引智项目是否必须通过系统进行申请？提交申请的时间？ 

答：是。2017 年及之后的引智项目都必须通过本系统提交申请材料。2017 年引

智项目申请相关通知将于 2016 年 5 月正式下达，届时各位老师将有一个月左右

的时间提交申请材料。各位老师可参照系统要求提前准备相关材料，在接到通知

后直接通过系统提交申请材料。 

（五）项目负责人如何对已经提交的项目申请、执行、结项材料进行修改？ 

答：如需修改已经提交的项目申请、执行、结项材料：1、可以在学院审批环节，

选择“拒绝”，退回至项目负责人；2、如学院已经审批通过，学院仍可以重新审

批，并选择“拒绝”，退回至项目负责人。 

http://10.13.7.242/
http://int.cufe.edu.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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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更换外事负责领导或外事联系人，如何注册及授权？ 

答：可先自行注册，之后书面告知国合处更改后的姓名、邮箱号码（请加盖公章），

由国合处进行授权。 

（七）外事负责领导本人申请的项目，如何进行院级审批？ 

答：引智项目的申请人与审批人不能是同一人，如出现这种情况，请在系统审批

的同时，提交纸质版申请材料，由另一位院级领导签字并加盖院章。（执行与结

题程序同上）。 

（八）项目负责人或其他用户忘记密码应如何处理？ 

答：如忘记密码，可联系国际合作处进行密码重置。 

（九）如果遇到系统技术问题，应如何处理？ 

答：如果遇到系统技术问题，可直接联系东方博冠公司技术支持进行解决。 

东方博冠公司技术支持联系方式如下： 

QQ：1516849328 

电话：010-58235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