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4:

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
第一章
第一条

总 则

为促进中外教师交流，加强国际汉语教学和教育援外工作，充分调动公派出国

教师(以下简称出国教师)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出国教师的管理，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履行我国政府对外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和双边协议，执行出国任

教任务且在国外连续任教半年以上(含半年)，并由中国政府提供资助的出国教师。
第二章
第三条

工资及津贴补贴

出国教师在国外任教期间，根据出国教师国内职称，按以下标准计发国外工资：
单位：美元／月

级别

职别

工资标准

一级

教授、研究员

2100

二级

副教授、副研究员

1900

三级

讲师、助理研究员

1700

四级

助教、实习研究员

1500

第四条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享受岗位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 美元，用于开展工作必

需的对外交往和通讯等支出。
第五条

为体现对艰苦地区的倾斜，鼓励到艰苦地区任教，在艰苦地区任教的出国教师

享受艰苦地区津贴。按艰苦程度不同，艰苦地区分为五类，由低到高依次为一、二、三、四、
五类。各类艰苦地区名单详见附件。
各类艰苦地区津贴标准为：
一类地区：每人每月 180 美元；
二类地区：每人每月 500 美元；
三类地区：每人每月 820 美元；
四类地区：每人每月 1150 美元；
五类地区：每人每月 1500 美元。
第六条

出国教师国外任教期间，如聘请方不提供交通工具和相关费用的，国家按以下

标准提供交通补贴：
非艰苦及一类艰苦地区：每人每月 400 美元；
二类及以上艰苦地区：每人每月 600 美元。
第七条

经外交部、财政部批准，我国驻外非外交人员享受战乱补贴的，在同一地区任

教的出国教师也同时享受。发放标准和办法参照财政部、外交部有关规定和通知执行。
出国教师任教城市或国家发生严重战乱(严重骚乱、武装冲突、内战或国家间交战)，对
出国教师工作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经批准后，出国教师可停止任教活动，撤离回国。需要
继续执行的，应报国内有关部门批准。
第八条

国家为出国教师提供一次性安置费 3000 美元，用于办理居留、注册等各种手

续，购置必要的家具家电、教学设备及其他安置开支等。
出国教师使用安置费在国外购置的一切物品归出国教师个人所有，并由出国教师按照任
教国的法律和规定自行处置。
第九条

出国教师在同一地点连任，国家从第二任期开始，每任期提供安置费400美元，

用于家具家电及教学设备的维修。
第十条

出国教师赴任前可领取一次性出国补贴 3000 元人民币，用于支付公证、护照

签证、体检等费用及赴离任、休假、探亲期间的国内旅费。
第十一条 出国教师配偶享受配偶补贴。随任配偶补贴标准每月500美元，不随任配偶
补贴标准每月 200 美元。艰苦地区随任配偶，同时享受出国教师艰苦地区津贴标准 1／3 的
艰苦地区津贴。无配偶或配偶在境外公费留学、进修或有工资收入的，不享受配偶补贴。配
偶随任期间，所在单位应保留其公职。
第十二条 对年度考核为称职(合格)及以上的出国教师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奖金标准
为本人全年月平均国外工资。
第三章

国外开支与收入

第十三条 出国教师在国外任教期间，除医疗费、租房费和国际旅费以外发生的一切费
用原则上自理。
第十四条 出国教师在任教地的住房，按协议由国外聘用方提供的，国家不再报销租房
费用；如聘用方不提供住房或不报销租房费用的，由出国教师按照本规定第十五条确定的标
准提出自行租房申请，报教育部审批。
第十五条 出国教师自行在外租房的，教授、副教授租房标准为二室一厅、建筑面积不

超过 80 平方米，讲师、助教租房标准为一室一厅、建筑面积不超过 60 平方米。教育部对出
国教师的租房申请和房租费预算进行汇总、审核，报财政部批准后执行。
第十六条 出国教师任教期间，在国内、任教国或在第三国看病所发生的挂号费、药费、
检查费、治疗费、住院费以及其他属于公费医疗范围的开支，不分级别，采用分段计算、由
个人和国家分别负担的办法。
(一)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医药费支出在 240 美元及以下的，全部由出国教师个人负担；
(二)全年医药费支出在 240—600 美元的部分，出国教师个人负担 30%，其余由国家报
销；
(三)全年医药费支出在 600—6000 美元的部分，出国教师个人负担 5%，其余由国家报
销；
(四)全年医药费支出在 6000 美元以上的部分，全部由国家报销。
如聘用方提供医疗保险或报销医疗费，国家不再报销出国教师医疗费。
第十七条 在疟疾、登革热、霍乱、伤风、麻风病高发区任教的出国教师，预防和治疗
上述疾病的药品费、医疗费和防疫费由国家全额报销。
第十八条 不属于公费医疗范围的开支(如镶牙、洗牙、购买补药发生的支出)全部由出
国教师个人自理。
第十九条 出国教师在任教国投保医疗保险的费用，按上述分段办法和比例报销。
第二十条 出国教师因公负伤的，挂号费、检查费、住院费、医药费等由国家全额报销，
住院期间伙食费由个人据实缴纳；因交通或其他事故受伤的，责任方给予的赔偿归个人，个
人须偿还国家为此支付的医药费等有关费用。
第二十一条 出国教师配偶随任、探亲期间的医药费开支，按以上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出国教师和配偶赴离任、公费休假或探亲的国际旅费，按协议规定由聘用
方提供的，国家不再报销；聘用方不提供的，在教育部规定的标准内实报实销。
第二十三条 因教育部工作要求，出国教师临时回国或到第三国参加有关活动，旅费可
由国家支付。
第二十四条 出国教师和配偶赴离任、公费休假或探亲，以及出国教师因公出差乘坐交
通工具的种类由个人决定，报销的最高座位等次为飞机经济舱、火车硬卧车厢和轮船三等舱。
第二十五条 出国教师任期为二年或以上的，在国外任教满一年后可回国休假一次或到
配偶学习和工作的第三国探亲一次，国际旅费按规定报销。

第二十六条 出国教师在国外任教期间，其配偶可以选择随任或探亲，随任配偶可按出
国教师规定回国休假一次。
不随任配偶在出国教师国外任教满一年后，可到出国教师任教地公费探亲一次，如放弃
探亲，可转给出国教师本人使用。
第二十七条 出国教师回国或到第三国休假、探亲，均须报请我驻当地使领馆批准，并
利用任教单位假期出行，不得影响正常教学工作和合同的执行。
第二十八条 出国教师及其配偶公费休假或探亲期限最长不超过两个月。出国教师休假
和探亲期间，艰苦地区津贴停发，超过批准期限，停发国外工资和各项津贴补贴；随任配偶
休假期间，艰苦地区津贴停发，配偶补贴按不随任配偶补贴标准发放；不随任配偶探亲期间，
在批准的探亲期限内，按随任配偶标准享受艰苦地区津贴和配偶补贴。
第二十九条 出国教师应邀参加任教国举办的学术会议，参会费用自理。任教期间到第
三国或回国参加学术会议，须经任教单位同意并报教育部批准，参会费用自理。
第三十条 出国教师任教期间，聘用方支付的各项收入及给予报销的有关费用之和等于
或高于本规定所规定的国外工资、津贴补贴、房租和往返国际旅费之和的，收入全部留归个
人，国家不再发放和报销任何费用；如低于本规定的，不足部分由国家补足，同时个人任教
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自理。
第四章

经费的管理与结算

第三十一条 出国教师经费由教育部核拨我驻外使领馆和教育部指定机构。出国教师经
费具体核算、发放和管理由我驻外使领馆和教育部指定机构负责。
第三十二条 出国教师的国外工资和津贴补贴按离境和离任教国国境之日计算。在国外
任教时间不满一个月的，国外工资和各项津贴补贴按日标准乘以实际天数计算，其中日标准
按月标准除以当月一个月的实有天数计算。任教期限以教师派遣部门的通知为准。
第三十三条 出国教师赴任前，可从国内预先领取任教期限一半并且不超过一年的国外
工资，亦可到达任教国后，凭教育部有关证明到我驻外使领馆或教育部指定机构领取。
第三十四条 出国教师的国外工资和津贴补贴一律以美元计发，由出国教师个人兑换任
教国货币并承担兑换汇率差价损溢和手续费。
第三十五条 出国教师从国外聘用方获得的工资和津贴补贴等收入是当地货币，在任期
结束时有结余，且不能兑换自由外汇的，可凭工资等收入单据将当地货币交给我驻外使领馆，
按照交给时外交部规定的外汇内部比价折算美元，回国后凭使领馆开具的证明办理结算，但

与我驻外使领馆兑换的当地货币，不得多于国外聘用方发放的工资和补贴数额的三分之二。
第三十六条 出国教师国外收入、支出的当地货币，按取得收入、发生支出当月外交部
规定的内部折算率计算成美元数，回国后办理结算。
第三十七条 出国教师任期结束回国，须在回国一个月之内持有关证明材料到指定机构
办理有关经费结算手续，逾期不结算者，按天扣除其应得工资和津贴补贴的 5%。
第三十八条 出国教师在国外死亡，其国外工资及各项津贴补贴，从死亡之次月停发，
抚恤金由出国教师所在单位按国内有关规定发放给家属。若任教国发给抚恤金或赔偿费的，
应首先抵支按规定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剩余部分归其家属所有。
第五章

其 他

第三十九条 出国教师和配偶出国，原则上应按因私渠道办理出国手续，如因特殊原因
需按因公出国办理，须报教育部批准。
第四十条

出国教师自离境之日起，其国内工资、津贴和补贴停发。出国教师在国外任

教期间，工龄连续计算。出国教师国外任教期间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和公积金，所在单
位应视同其在职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一条 国内院校和事业单位为了加强与国外院校在文化和语言上交流合作，自行
向国外派遣汉语教师和国外单位为汉语教学在本地聘请的汉语教师的费用，原则上由派遣单
位或聘用单位解决。
第四十二条 出国教师参加国内职称评定时，其在国外任教期间的教学工作量按国内满
教学工作量计算；期间编写并被采用的教材、教学大纲、课程设计方案、有价值的调研报告
等应作为科研成果；有赴二类(含)以上艰苦地区任教经历的出国教师，在评定职称时应予以
优先考虑。
第四十三条 经批准，教师参加出国选拔培训的差旅费，由教师所在单位按国内出差的
有关规定报销。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由财政部、教育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公派出
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的通知》 (教财〔2005〕16 号)同时废止。

实施艰苦地区津贴范围和类别名单
一、一类(41 个)
亚洲(9 个)：蒙古、巴基斯坦、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印尼、泗水、胡志明、巴勒斯
坦；
非洲(7 个)：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赞比亚、肯尼亚、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
欧洲(11 个)：土库曼斯坦、波兰、革但斯克、波黑、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白俄罗
斯、乌克兰、敖德萨、格鲁吉亚、马其顿；
美洲(11 个)：巴拿马、苏里南、古巴、圣卢西亚、秘鲁、瓜亚基尔、巴兰基亚、多米
尼加、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哥斯达黎加；
大洋洲(3 个)：斐济、萨摩亚、帕皮提。
二、二类(31 个)
亚洲(12 个)：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曼德勒、斯里兰卡、尼泊尔、卡拉奇、孟
加拉、也门、阿富汗、伊拉克；
非洲(10)：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桑给巴尔、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
喀麦隆、塞内加尔、塔马塔夫；
欧洲(3 个)：塞尔维亚、黑山、阿尔巴尼亚；
美洲(1 个)：海地；
大洋洲(5 个)：巴新、瓦努阿图、马绍尔、密克罗尼西亚、汤加。
三、三类(26 个)
亚洲(2 个)：亚丁、东帝汶；
非洲(18 个)：埃塞俄比亚、科摩罗、中非、尼日利亚、拉各斯、佛得角、安哥拉、圣
普、刚果(布)、刚果(金)、加蓬、杜阿拉、贝宁、多哥、加纳、科特迪瓦、冈比亚、索马里
(备用)；
美洲(4 个)：墨西哥、圭亚那、厄瓜多尔、哥伦比亚；
大洋洲(2 个)：基里巴斯、瑙鲁。
四、四类(14 个)
非洲(14 个)：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尼日尔、马里、苏丹、
马拉维、吉布提、布基纳法索、塞拉利昂、厄立特里亚、利比里亚、乍得。
五、五类(1 个)
美洲(1 个)：玻利维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