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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 推动国际教育合作新发展

——五周年系列报道

2012年 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会议明确提出要倡导“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新就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会见外国人士时表示，国际

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

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习近平总书记的倡议高屋建瓴，为人类社会的发

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中国思路，展现了中国智慧，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赞同与好评。

当今世界日益多元、多样、多变，同时国际纠纷和冲突也日益复杂、多发，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提出和倡导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纠纷和冲突，打破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团结世

界各国，让世界各国在差异中谋共识、在竞争中求共赢，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本质诉求在于，世界命运应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由各国共同书写，全

球事务应由各国同治理，发展成就应由各国共分享。这个理念契合各国求和平、谋发展、

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它是中国向世界许诺的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需

要世界各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为之不懈奋斗。

开展国际教育合作是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工作。设立在北航的联合国附属

空间科技教育亚太区域中心（中国），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不仅促进了国际空间技术

应用人才的培养，也已发展成为中国与世界人文交流、科技合作等的纽带和桥梁。中心成

立五年来，已为24个发展中国家培养了237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举办了20余期短期培训班，

累计培训了来自64个国家的学员近千人。各国学生在中心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实现了“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共处，对各自国家以及中国的文化、制度、道路等都有了更深

的理解与尊重。随着留学生群体的不断扩大，相信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会

在更多的地方生根发芽。

世界大同而又大不同，人类乃命运共同体，在以教育合作促进世界同命运、共发展的

征途上，我们都是追梦人！

一直以来，中心以空间技术应用为主线，不断拓展培训专题，打造国际教育品牌。此外，中心还加强文化

建设，“感知中国航天之旅”等活动已成为中心的闪亮名片，受到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可和欢迎。本

栏目重点聚焦中心教育发展，展示亮点活动，以专题形式讲述中心在空间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点点滴滴。

※ 编者按

※ 理事会和咨询委员会

专题报道

理事会是中心的首要决策机构，由各缔约方委任代表组成。理事会决定中心的政策，批准其工作计划、年

度项目和预算，制定和修改其自身的议事规则，负责任命中心的主任、执行主任并确定其职责。理事会会议每

两年召开一次。理事会主席人选由东道国推荐，由理事会选举产生。自中心成立起，已分别于 2014 年、2015

年、2017 年召开了三次理事会会议，第四次理事会会议将于今年 12 月初在北京召开。

咨询委员会由政府、航天业界、企业、学术界和科学界的杰出人士组成。委员会主要就中心的中长期发展

战略与规划、机构设置和学科建设、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各专业运行情况的内部评估、对外学术

交流与合作活动等事项提供咨询意见。咨询委员会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现任咨询委员会主席为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校长徐惠彬院士。咨询委员会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分别于 2016 年、2018 年召开。

 

序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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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教育

为响应联合国“空间技术和平利用造福人类”

的倡议，支撑联合国空间应用项目的实施，满足亚太

地区各国对空间科学技术教育的需要，区域中心结合

自身优势在空间应用领域推进学历项目、非学历项目

方面的教学培训工作，并开展适当的学术交流和咨询

活动。

中心的学历项目包括硕士研究生项目和博士研

究生项目。硕士研究生项目参照联合国推荐的课程方

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

短期培训班是中心工作的特色之一。中心在利用

学位教育资源的同时，积极拓展与教育部、科技部、

应急管理部、生态环境部、中科院、亚太空间合作组织、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航天五院神舟学院、

航天一院长征学院、航天东方红公司等单位的合作，

联合举办了 20 余期短期培训班。内容涉及遥感技术、

卫星导航、空间法律与政策、北斗技术与应用等多个

科技前沿领域，内容丰富、注重实效。与学位教育的

专而精不同，短期培训班覆盖面广、内容新、全英文

授课，一般每年不少于三次。授课教师来源更为广泛，

除北航外，更多的是来自国内其他高校、研究机构、

合作企业及国外合作伙伴的专家。短训班一般为期两

周，包括授课、技术参观、学员论坛等环节。

截至目前，短期培训班已累计培训了来自 64 个

国家的近千名学员。如今，短训班已逐步成为中心选

拔学位生的渠道之一。

※ 短期培训

联合国附属空间科技教育亚太区域中心（中国）成

立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中心附属于联合国外空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航天局是中心的主管单位，中心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

案，结合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优势以及北航的学科特点和培养要求，进行课程设计和定制，并采用全英文授课。

博士研究生项目的培养要求与培养进程按北航博士研究生培养规定执行。研究生在满足专业学分要求的基础上，

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后获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证书。

中心学历项目的专业为空间技术应用，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卫星通信、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小卫星技术、空间法律与政策、卫星气象与全球气候、空间及大气科学等。

为确保中心提供高质量的学历教育，在课程内容设计方面，优先考虑亚太地区各国的实际需要，发挥中

国在空间技术与应用领域的优势，全面培养学员在空间科技方面的研究与应用能力；在师资方面，任课教师

和指导教师全部具有国外留学背景，具有国内研究生教学经验和与空间技术应用紧密结合的科研经历，教师

团队除来自北航以外，还整合了国内外其他优质教学资源；在学位论文方面，论文选题针对不同国家的空间

技术应用具体需求，硕士研究生可选择在中心或在本国完成论文研究工作。

课程采用模块化设计，根据不同教学需求，实现了教学方案的个性化定制，建立了远程教育等环境，实

现了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和教育资源网络共享，促进了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目前，中心已为 24 个发展中国家培养了 237 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员主要由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区域

中心成员国航天相关机构及政府部门选送，均为其所在国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或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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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活动

策划举办拓展活动 (Outreach) 是国际组织提升影

响力和知名度的重要抓手。五年来，中心积极利用北

航的多学科优势，广泛开展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研究

机构和相关企业的合作，整合资源、创新合作内容和

方式，推动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在联合国维也纳总部

举办了“让空间探索插上艺术的翅膀——中国航天成

就绘画展”。同时，中心不定期组织学员前往相关科

研机构、企业参观实习，让学员从课堂中来，到实践

中去，力争实现“产学研”优势最大化。此外，中心

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

还结合教学情况，组织学员参加“感知中国航天科技文化之旅”、“中国航天日海报设计大赛”等活动，丰富

校园生活，实现文明互鉴、多元融通。

2017 年 4 月，联合国外空司司长迪皮蓬女士来访，参观了“中国航天日海报设计大赛”作品展，表示该

活动对助力航天文化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赞扬中心的工作显示度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引领了联合国附

属空间科技教育区域中心的新发展。



07    08

工作通讯 /     工作通讯 /

  工作通讯 /2019/003 期

“强实践、重应用”是区域中心人才培养的特色之一。中心以“开放、创新、包容”为理念，形成了

不同于传统中国学生培养模式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UGII，即依托学校（University）为主要单位，政府

(Government）提供政策支持，充分发挥相关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的作用，国际企业

（Industry）广泛参与。

五年来，中心不断拓展国内外合作，加强与企业的交流，整合国内外合作伙伴的优质教育资源。目前，

中心已与 30 余家知名研究所、企事业单位合作展开培养，不定期组织学员前往相关科研机构、企业参观实习，

不断夯实“政产学研”合作机制，同时也推动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受到了合作伙伴的广泛好评。

目前，中心的合作伙伴有（排列不分先后）：

※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APSCO）

※ 联合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UN-SPIDER）北京办公室

※ 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

※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 国家航天局空间碎片监测与应用中心

※ 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

※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

※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

※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

※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学院

※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学院

※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 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 中国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

※ 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 合作伙伴
※ 青少年国际竞赛与交流中心

※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

※ 北京金坤科创技术有限公司

※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中科遥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北京航天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二十一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千方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中国卫星全球服务联盟

※ 中国空间法学会

※ 中国宇航学会

2018 年，北航被亚太空间合作组织（APSCO）授予最佳空间教育合作机构奖。2019 年，北航被联合

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UN-SPIDER）北京办公室授予杰出贡献奖。

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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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会议 相关会议

2019 年 7 月 20 日，由北斗（济宁）开放实验室主办的“新时空·慧未来——2019 年北斗应用研讨会”在

济宁高新区顺利召开，区域中心执行主任、北航国际学院院长翁敬农等受邀参加。本次研讨会讨论了北斗系统

在智慧城市应用方面的新思想、新成果，以期交流互促，共同推动北斗智慧城市应用发展，让城市生活更加便

捷舒适。 

会上，翁敬农表示，随着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和应用发展稳步推进，北斗精准服务已广泛应用

于智慧城市建设。北斗国际交流培训中心和北航联合国区域中心借助教育培训服务于北斗系统的建设和发展，

希望可以继续拓展国际交流渠道，开展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真正让中国的北斗成为世界的北斗。

相关会议

为密切跟踪了解空间科技发展动态，促进中心发展，中心代表积极参加联合国外空委会议，推动成立联合

国附属空间科技教育区域中心联盟，为促进空间技术和平利用献计献策。同时，中心积极为学员创造条件参加

空间技术相关国际会议，鼓励学员在国际舞台发声，拓宽国际视野，扩大中心影响力。

※ 编者按

※ “新时空·慧未来——2019 年北斗应用研讨会”

※ 2019 级新生迎中秋主题班会

2019 年 9 月 12 日，区域中心 2019 级新生迎中秋主题班会在北航国际学院 505 教室举行。

首先，区域中心执行主任、北航国际学院院长翁敬农向学员们详细介绍了区域中心的基本情况、发展历程、

组织结构等，表达了对新生的欢迎和期望，鼓励学员要利用好中心这个平台，成为北航连接世界的桥梁。并提

到，相比几百年前，人类对空间的了解和运用已经有了质的转变，但随之而来的挑战也更艰巨，希望每位学员

都能够珍惜在北航学习的时间，为空间技术应用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随后，杨帆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中心的基础设施、网站和年度活动等安排，并组织大家推选了班长，建立

了班级微信群以保障信息畅通，及时解决大家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此外还介绍了即将到来的中国传统节日

中秋节，以及学员在生活上可能会用到的 APP 等。

最后，中心项目主管郭媛媛老师向大家作了关于课程安排和选课的系统介绍，分发了课程大纲，鼓励学员

全身心投入到紧张而有趣的学习中来。

2019 年 9 月，中心共招收卫星通信与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小卫星技术方向留学研

究生 49 人，其中硕士 38 人，博士 11 人。学员主要由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区域中心成员国航天相关机构及政

府部门选送，分别来自阿尔及利亚、孟加拉、玻利维亚、巴西、埃及、伊朗、约旦、蒙古、缅甸、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秘鲁、西班牙、多哥、土耳其、委内瑞拉等 16 个国家，均为其所在国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或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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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基于天基技术开展风险评估”培训班

2019 年 9 月 5 日 -10 日，由联合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 (UN-SPIDER) 北京办公室、亚太

空间合作组织（APSCO）、联合国附属空间科技教育亚太区域中心（中国）联合举办的“基于空间的应急响应

技术”培训班在北航区域中心举行。

本次培训聘请了来自联合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三角洲州立大学、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

心、超图公司、空客公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等相关领域专家担任授课教师，旨在提高学员

运用空间技术进行抗灾减灾工作的能力，促进不同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

教育培训

教育培训是中心的核心工作，中心的教育培训主要包括研究生学位教育和短期培训。2019 年，中心在遥

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卫星通信与导航、小卫星技术三个专业方向招收留学研究生。本着资源共享、提高效率、

合作共赢的原则，中心与合作伙伴及其他区域中心联合举办短期培训班，并开展青少年科普培训，受众面不断

扩大。

※ 编者按
培训内容涉及遥感、卫星数据源、应急响应制图等。共有来自 14 个国家的 28 名学员参加了本次培训。学员

主要来自各国灾害管理中心和相关机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国，部分北航区域中心的在读研究生也参加了培训。

培训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分别在北航区域中心、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举行。本次培训班时间虽短，但学员们

普遍表示收获很大，学到了很多减灾防灾方面的新知识、新技能，对于学员所在国利用空间信息技术提升减灾防灾

能力和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长远影响。

※ 北航圆满完成国家航天局借调人员英语水平测试任务

2019 年 9 月 26 日，国家航天局借调人员英语水平测试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举行，本次英

语测试由设立在北航的联合国附属空间科技教育亚太区域中心（中国）（简称区域中心）承办，来自全国不同

单位的 11 位应聘者参加了测试。测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全面考察了应试者听、说、读、写四个方面

的英语运用能力，以选拔出符合国家航天局国际合作与交流相关岗位要求的工作人员。

国家航天局和区域中心特别邀请北航外语学院刘淑艳老师、联合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

(UN-SPIDER) 北京办公室孙嘉翊担任面试环节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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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6 日 -29 日，由生态环境部主办的利用航天技术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培训班在北京举行。

本次培训聘请了来自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学院、航天东方红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

10 余位相关领域专家担任授课教师，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利用航天技术手段提升应对气候变

化决策能力的认识水平。

26 日，学员们来到北航联合国区域中心进行学习和参观。上午，区域中心执行主任、北航国际学院院长翁

敬农为学员们讲授了“联合国航天技术应用项目及其行动”的课程。下午，区域中心导航方向专家、北航电子

信息工程学院教师金天为学员们讲授了“卫星导航及应用”的课程。学员们纷纷表示，在北航一天的学习，即“北

航日”活动，让他们了解了联合国空间技术应用的前沿资讯，更加直观地认识了中国的北斗，拓展了国际视野，

获益匪浅。

※ 北航专家为利用航天技术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培训班授课

中午，利用课程间隙，学员们参观了区域中心和北航校园。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学员们与在

校园中参加庆祝活动的中国学生合影，并主动接受校记者团采访，表达了对中国的祝贺，同时也对北航美丽的

校园赞赏有加。来自加纳大学的教师 Kwame Adu AGYEKUM 说，“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非常喜欢这里。

北航的校园很漂亮，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能够有机会来中国读书，来北航学习！”

共有来自 17 个国家（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喀麦隆、智利、厄瓜多尔、埃及、加纳、肯尼亚、马来西亚、

摩洛哥、纳米比亚、塞内加尔、泰国、突尼斯、土耳其、赞比亚）的 29 名学员参加了课程培训和参观活动，

学员主要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官员和航天领域科研机构技术人员。

中心成立五年来，积极拓展与教育部、科技部、应急管理部、生态环境部、中科院、亚太空间合作组织、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航天五院神舟学院、航天一院长征学院、航天东方红公司等单位的合作，联合

举办各类短期培训班。作为一个开放的教育合作平台，中心已经成为中国航天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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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图软件培训

2019 年 10 月 12 日，超图集团软件培训在北航

国际学院 510 举行，中心 19 级 23 名遥感与地理信息

系统专业的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开始，商业经理李钦赐向学员详细介绍了超

图公司的具体情况，包括公司部门设置、技术开发、

国际与国内合作、资源和软件功能等。

接着，技术支持工程师陈玥向大家介绍了超图软

件 SuperMap iDesktop. NET 9D 的使用方法，学员

以本国的矢量数据为基础，创建了自己的地图。

超图集团由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简称“超图软件”）及 9 个境内全资子公司、28 个境

内分公司和办事处、2 个境外全资和控股公司组成，

包括 GIS 基础软件、GIS 应用软件、GIS 云服务及国

际四大业务线，是国际知名的 GIS 软件厂商。目前，

超图已经进入了发展的 2.0 时代。秉承“地理智慧创

新 IT 价值”的企业宗旨，超图将坚持“口碑至上”、“创

新思维”、“工匠精神”的企业文化精神，持续为用

户打造专业的 GIS 技术和产品，为推进地信产业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合作交流

为扩大中心影响力，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心积极拓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寻求新的合作伙伴。近日，

多个国内外科研单位、航天机构、国际组织等来访中心，表达了与中心开展合作的强烈愿望，并达成了多项

合作意向。

※ 编者按

※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学院秘书长来访
2019 年 7 月 3 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学院秘书长李强、员工与客户培训部副主任赵晟来访区域

中心。中心执行主任翁敬农、项目主管郭媛媛等热情接待了来宾。双方就留学生联合培养、英文课程建设、

共同打造国际知名师资队伍等交换了意见，达成了新的合作意向，一致同意在小卫星专业方向上开展全方位

的实质合作，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实现课程和实践资源共享，共同促进区域中心平台向更加广泛开

放的方向发展。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学院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28 日，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内以培养航天器工程

技术与管理人才为主的专业培训机构，是区域中心成立以来最早签署合作协议的单位之一。目前主要承担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员工培训、研究生培养和客户培训合作交流业务。神舟学院依托研究院雄厚的空间技术实力，

具有丰富工程经验的专家教师，系统的课程体系资源和先进的培训设施，培养出了符合各种实践需要的航天

人才，成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人才培养的摇篮和对外学术合作交流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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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中心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2019 年 7 月 6 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人

力资源部副部长董波等来访区域中心。中心执行主任

翁敬农等热情接待了来宾。双方就合作开展实践教学

基地建设、国际化培训、文化交流等交换了意见，并

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长征学院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是中国运载火

箭技术研究院直属的全预算非法人机构，是院人力资

源体系的重要构成，是面向全院在职干部员工实施职

业培训，促进院优秀人才职业化成长，对客户或供应

商实施技术服务培训的平台。学院以“分享组织智慧，

传播航天文化”为使命，致力于为航天事业发展培养

培训干部梯队，打造职业化队伍。学院不断丰富面向

岗位的任职资格培训体系，面向产品的产业链培训体

系，面向社会的航天精神和文化传播体系。目前年培

训项目 100 余个，培训学员近万人次。

2019 年 8 月 19 日 -23 日，北航区域中心代表崔意茁、杨帆受邀访问联合国附属空间科技教育西亚

区域中心（简称“约旦区域中心”），就北航区域中心和约旦区域中心的师生交流、联合举办短期培训项

目、教育资源共享等合作事宜与约旦区域中心代表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约旦区域中心主任

Awni 感谢北航区域中心对约旦区域中心的支持，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联合国“空间技术应

用项目”发展。

※ 中心代表访问联合国附属空间科技教育西亚区域中心

访问期间，中心代表还应邀参加了约旦区域中

心的新楼启用仪式和航天成果展，与来自全球的百

余名代表分享北航区域中心的教育理念和国际化成

果，受到了参会代表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联合国附属空间科技教育西亚区域中心（简称

“约旦区域中心”）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依托约旦

皇家地理中心成立，旨在提高成员国空间科技能力，

进而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心主要教育培训领域

包括空基遥感、卫星通信、卫星气象学和空间科学。

※ 尼日利亚国家空间研究和发展局代表来访

2019 年 9 月 11 日，尼日利亚国家空间研究

和发展局（NASRDA）战略空间应用部主任 Halilu 

Ahmad Shaba 和副主任 Godstime James 博士在

来京参加 UNSPIDER 第八次年会之际，应邀访问了

区域中心。中心执行主任、北航国际学院院长翁敬

农等热情接待了来宾。    

翁院长简要介绍了区域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整体情况，并期待未来能

与尼日利亚进一步加强合作和资源互通。两位代表

对区域中心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简要介绍了尼日

利亚国家空间研究和发展局在空间领域的发展和教

学情况，希望与北航区域中心在卫星通信、卫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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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小卫星技术等领域联合开展教育培训，并表示对双方未来的合作和发展前景充满期待。会谈中，双方重点

围绕短期培训、北斗建站等方面交换了意见。区域中心全球卫星导航专业方向负责人杨东凯教授参加了讨论交

流。

尼日利亚国家空间研究和发展局（NASRDA）是在联邦科技部监督下的研究机构之一。该机构成立于

1999 年 5 月 5 日，其目标是追求国家社会经济利益的发展和空间科学和技术的应用。

2019 年 9 月 12 日，老挝国民议会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Sanya Praseuth 来访区域中心。中心执行主任翁

敬农、小卫星技术专家王新升、项目主管郭媛媛等热情接待了来宾。

Sanya Praseuth 副主席参观了小卫星地面测控中心、远程教学与视频会议室、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教

学实验室、图书室、教室、工作通讯及出版物陈列橱窗、学员档案书架等。随后，双方就空间技术人才培养、

国际交流合作、科研资源共享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初步达成共识。

※ 老挝国民议会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来访 ※ 非盟代表团来访

2019 年 10 月 10 日， 由 非 盟 科 技 司 司 长

Mahama Ouedraogo 先生、非盟科技司科技处处

长 Hambani Masheleni 先生、非盟科技司空间项

目专家 Tidiane Ouattara 先生和非盟农业司政策

官员 Mukilia Kennedy 先生组成的非盟（African 

Union）代表团来访区域中心。国家航天局一司国际

合作处高级工程师王凤宇等陪同访问。中心执行主

任、国际学院院长翁敬农等热情接待了来宾。

翁敬农就区域中心的发展历程、学位培养、短

期培训、能力建设、师资队伍、国际交流和特色活动等情况向来宾作了详细介绍。非盟科技司司长 Mahama 

Ouedraogo 先生表示，通过本次来访，他对中心的组织架构和培养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非常赞赏区域

中心五年来取得的成果，并表达了与中心开展合作的强烈愿望。双方就下一步的合作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多

项合作意向。

代表团来自位于埃塞尔比亚的非盟总部。访问北航期间，非盟代表还与在北航就读的非洲学员进行了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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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3 日，马来西亚天体物理学家、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法研究

所富布莱特学者、联合国外空司前司长 Mazlan Othman 女士来访区域中心。中心执行主任、北航国际学院

院长翁敬农，中心品牌总监王鑫，中心小卫星方向专家王新升等热情接待了来宾。

翁敬农代表北航区域中心向 Mazlan Othman 女士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简要介绍了区域中心五年来在

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国际交流、能力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进展。Mazlan Othman 女士表示，非常高兴看到区

域中心的快速发展，从申办到设立，再到如今的硕果累累，短短五年时间已经成为联合国附属区域中心的典范。

同时，感谢区域中心多年来为空间技术教育和推广所做出的贡献，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优秀人才从这里走向

世界。

※ 联合国外空司前司长 Mazlan Othman 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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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讨论，确定金坤公司将派技术专家来我校作主题为“室内外导航定位及其应用”的讲座等等。

北京金坤科创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研究以室内外定位与导航、传感器技术

为主的物联网产品开发和整体解决方案。

※ 北京金坤科创技术有限公司来访

2019 年 10 月 14 日，北京金坤科创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肖登坤博士、副董事长顾中舜来访区域中心。

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学院院长翁敬农等热情接待了来

宾。

会上，翁敬农就区域中心的发展成果、学生创业

实习等情况向来宾作了详细介绍 , 并邀请金坤科创技

术有限公司参加将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在北航举办

的空间教育国际合作论坛暨中心五周年纪念活动。双

方还就北斗技术与应用的海外推广、展示和技术交流

以及企业研发开放课题设立、学生实训基地建设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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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ship could be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both. That was one of the reasons I applied for the internship 
at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UNOOSA). The other reason was the importance of 
UNOOSA in the Space Law field: they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layers in shaping the global space 
governance. 

I chose the Space Law & Policy major so I could take part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regarding 
spa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lso, I’d like to contribute direc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ace program 
of my country. For this reason, the experience of working at UNOOSA would allow me be in touch with 
experts in the field, getting acquainted with working for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dealing with 
partners in the space sector which include space agencies, industry and private companies.

※ About UNOOSA  

During the Space Law lectures from the Spa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Master Program in Beihang, 
we learned how UNOOSA is fundamental o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peaceful use and 
exploration of space, and also in the utilization of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 for a more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OOSA also serves as secretariat for COPUOS, the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which was set up in 1959 to govern the exploration and use of space for the benefit of all humanity: 
for peac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he Committee was also fundamental in the creation of the five (5) 
space treaties and five  (5) principles of outer space. 

UNOOSA is headed by a Director and has two (2) main sections: the Space Applications Section (SAS), 
which organizes and carries out the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Space Applications, and the Committee, 
Policy and Legal Affairs Section (CPLA), which provides functional secretariat services to the Committee, 
its two subcommittees and its working groups. CPLA also prepares and distributes reports and publications 
on international space activities and on international space law. Since 2014, Ms. Simonetta Di Pippo of Italy 
serves as Director of the Office.

※ UNOOSA and Beihang 

Beihang University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s it is home to the UN Regional 
Centre for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CSSTEAP China): the first 
UN organization in China dedicated to space education. The centre was inaugurated in November 2014 as 
an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entity supported by COPUOS, with the mission to promote the peaceful uses of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nhancing space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What do I do in the internship?

I am an intern in the Space Applications Section (SAS) since the middle of July 2019. I work mainly 

2019 年 6 月，北航联合国区域中心 2018 级空

间 法 律 与 政 策 专 业 学 员 ANA PAULA CASTRO DE 

PAULA NUNES（安娜）经过自主申请，被联合国外

空司（UNOOSA）录取为实习生，前往奥地利维也纳

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习。

在实习过程中，安娜主要负责的工作有：与国际

组织（如UN-SPIDER）的交流和合作、国际会议的组织、

文件编辑、新闻报道以及其他辅助性工作。在见闻中，

她就联合国外空司、北航区域中心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描述了自己在维也纳的实习生活，并表达了对北航联

合国区域中心翁敬农院长和高国柱导师的感谢之情。

她还提到自己在实习过程中的几点感悟：1. 没有容易

的职业道路，把事情做到最好，而不要去担心你无法

控制的因素。2. 保持友善和礼貌，它有助于为你创造

好的工作环境。3. 创建属于自己的人际网，参考其他

人的经验，为你的未来职业道路指明方向。通过分享

自己的实习经历，安娜希望能为更多的北航学子提供

借鉴和参考。

以下为安娜的实习见闻全文：

学员论坛

四海之内皆兄弟，五湖其外尽友邻。中心自 2014 年成立以来，空间科技应用项目共招收了来自 24 个国家

的 200 余名学员。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们在这里思想交融、文化互建，谱写着多元文化的乐章。

※ 编者按

※ 中心学员在联合国外空司的实习心得

                                 My experience doing an internship at UNOOSA, Vienna

※ Why did I choose this internship? 

“TELL ME, AND I WILL FORGET. 

SHOW ME, AND I MAY REMEMBER. 

 INVOLVE ME, AND I WILL UNDERSTAND.”

—Confucius 

It is well known that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s vital for getting an opportunity in the job market, an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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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 in a smart way. One of the main reason students apply for internships is the possibility 

of getting to know important people in the field and showing them your hard-work so maybe one day 

they’ll remember you during a recruiting process. I’ve learned that good networking goes beyond tha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ere my career may take me, I’ve invited some of the UNOOSA staff for an 

informal talk where I asked them about their own life and career path: what’s their background, how 

did they get here and where would they like to go next. From their experiences they also gave me 

suggestions of where I could go or who I can talk to in order to reach my goals.  

 

※ How’s life in Vienna?

Vienna is the charming capital of Austria and has a population of around 1.8 million. The official 
language is German and around 4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are Roman Catholic. The region   
surrounding Vienna is one of the wealthiest in the European Union, being the headquarters of numerou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basing their operations in the city.

Over 45% of the city is covered with gardens, parks, forests, and woodland, another 15% is 
farmland and 5% rivers and lakes. Very impressively, more than 1/3 of all journeys in the city are by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or bike, making it very easy to walk around and discover the city. Vienna is 
often called the City of Music, or the World’s Capital of Music, as many famous composers have lived 
and worked here between 1750 and 1825. Some of the famous musicians are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Ludwig van Beethoven, Joseph Haydn, Franz Schubert, Johann Straus and Johannes Brahms.

Vienna has been voted the world’s most livable city for 7 years in a row because of such factors 
as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climate, medical care, education, recreational opportunities, its 
environment and infrastructure. Even though I am slowly learning German, everyone here speaks 
English which makes life a lot easier.  

There’s so much to do and explore in this city that combines the Old and Modern. I personally like 
to walk around the city center to see and explore the many historical buildings, museums and during the 
evening walk along the river canal. On the sunny weekends I love go swimming at the Danube river.

Is a lovely city full of life and history, green landscapes and great food. I’d love to come back here 
again and maybe even work here someday.

with the UN-SPIDER, the United Nations Platform for Space-based Information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Response, which is a program under SAS, but I also get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the 
staff from the Committee, Policy and Legal Affairs Section (CPLA). My work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 Creating and editing documents, reports and publications;

• Assisting the senior officer in his daily tasks, manag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sectors;

• Helping organize conferences like the 9th Annual UN-SPIDER Conference in Beijing in 

Commemoration of 10 Years of the UN-SPIDER Beijing Office;

• Contribution on the Project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eduction in Sri Lanka;

• Revising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articles related to spa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 Participating in staff meetings where I have a chance to share my thoughts and opinions.

※ What have I learned so far? 

Besides learning more about UNOOSA’s structure, getting involved in its current projects and getting 
hands-on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there are a few valuable things I’ve been lucky to pick up:

• There’s no easy career path. Coming into this internship, I felt that I didn’t know where my 

career was going, and I lacked confidence about where I could work in the future since I am combining a 

technical background in Aerospace Engineering with a legal specialization in Space Law. The internship 

is giving m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y skill set and where my career may take me, but especially I am 

learning that many of the staff that work here today were in the same situation as me while in University. 

Not everyone finds the perfect job right after graduation and it may take a few bold turns in your career to 

find a good job opportunity. Just keep giving your best and don’t worry too much about the things you can’t 

control.  And do be afraid to apply for the position you want. Even if you lack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you 

can make it up with other skills. 

• Being nice and courteous is very rewarding and contributes to creating great workplace. When 

you work for a bi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ike the United Nations you may share an elevator ride with 

a diplomat, the head of some important organization, your co-workers and maybe the cleaning staff. 

Regardless of your position here, everyone tries to be very polite, friendly and helpful, which makes you 

feel welcome right away and encourages you to do the same to others and do your best. I already try to 

be a kind person towards everyone, but in this internship, I realized that being accepted, respected and 

acknowledged really brings the best in everyone and we should recreate this environment everywhere in 

our lives. 

学员论坛 学员论坛



029    030

工作通讯 /     工作通讯 /

  工作通讯 /2019/003 期

“In the first year of my Master Program I took Chinese 

language lessons 4 hours/per week. I was really interested in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with very kind 

and nice Chinese people and adapt to Chinese culture. 

Living in China and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are really 

exotic. I tried to attend all classes every week. I listened to the 

teacher carefully and tried to be active during the classes. But I 

sound like undifferentiated noise at the beginning. By getting used to the sounds, sometimes I read it out 

whatever I am listening to, so as to get a better sense of what I am hearing. Simply speaking, try to get a 

little momentum in the language, which is a beauty of each language. 

Tips: Podcasts on YouTube are very useful. Once I already got a toe gold on the language, my 

motivation to learn more grew. 

2. Get the Rhythm of the language to master the tones. One of the challenges of Mandarin is the 

tones. Luckily, as a Thai native speaker I was born speaking in 5 different tones, so the tones in Mandarin 

are not a big challenge for me. However, for those foreigners out there who are not used to the concept of 

the tones, it is important to internalize the tones as part of phrases. Listening also helps you do this. You 

can’t learn it theoretically. I found listening to Chinese short movies (with subtitles) a great way to get the 

rhythm of the tones. 

3. Focus on patterns, don’t get too caught up in complicated grammar explanations. Which is how 

the language worked. To me, the patterns are the frames around which I could build whatever I wanted to 

say. It is better to get used to the patterns that Chinese uses to express things we express in English, than 

using English patterns. 

4. Speak a lot, put on your thick face, then ignore those judgmental people. Every time I use the 

language, I am practicing and getting used to it. Make myself enjoy communicating in Chinese, go with the 

flow, try to recognize some words that I already know from classes and form together with newly learned 

words, then I know the new meaning.”

                                    ——SEWEEWANLOP SURUCCHAWADI，泰国，2018 级空间法律与政策学员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use every single word you learned in class in daily life while you’re in China. 

So, I suggest people to attend classes, to use the new words and make sentences in daily life. Chinese 

people are really friendly, you can easily make Chinese friends to practice and improve your Chinese.”

                                                                     ——YAVUZ UMUT，土耳其，2018 级空间法律与政策学员

※ 中心 HSK 满分学员的学习经验分享
今年，中心 42 名学员参加了 HSK 汉语二级考试并全员通过，其中有三位学员取得了满分的好成

绩，他们分别是来自泰国的 SEWEEWANLOP SURUCCHAWADI、来自尼日利亚的 AGBAJE HALIMAH 

ADEBIMPE 和来自土耳其的 YAVUZ UMUT。就汉语学习和 HSK 考试，他们想要和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宝贵经

验，以此激励其他学员，培养学习汉语的兴趣和热情。

“First, I will like to say that I never knew a word in Chinese before 

coming to China. My first day in Chinese class was not funny because I 

was completely lost. With the efforts of Zhang laoshi and regular study, 

I was able to overcome some challenges. I made sure that I bought the 

text book which was recommended and installed the audio guide on 

my laptop. After class, I tried to read what was thought in the class and 

afterwards, listen to the audio.

Learning Chinese was not very easy. For me, punctuality in 

“As a very new learner who never studied or got exposed to 

Chinese language before,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is definitely a big 

challenge for me. But what makes me different from other students is 

my purpose of learning the language. I do not simply want to pass the 

compulsory Chinese courses, but also to reach the level where I could 

translate conversations, editorials, articles, news, media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and vice versa. 

Steps that I take towards the HSK exam: 

1. Focus on listening. Since learning the new language can 

class, attentiveness, interest, efforts and dedication works. I made sure I attended all classes and attend 

to the assignments given by laoshi. In preparation for the HSK, the mock exam conducted was of great 

help because I wouldn’t have known how best to prepare. After the result of mock exam came out and I 

scored 155, I knew I can still do better and this made me to study more. My friends, Farouq, Aimen Ahmed, 

Etagegn and Farhana were also of help because we revised together at one point or the other and this 

made me comprehend more. 

I will like to appreciate Zhang laoshi for her efforts in teaching u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for giving 

us the opportunity.”

                         ——AGBAJE HALIMAH ADEBIMPE，尼日利亚，2018 级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学员

学员论坛 学员论坛



031    032

工作通讯 /     工作通讯 /

  工作通讯 /2019/003 期

编后语

编后语

本期《工作通讯》记录了中心 2019年 7月至 10月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纪念中心成

立五周年系列报道，联合国“基于天基技术开展风险评估”国际培训、中心与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学院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国外空司前司长 Mazlan Othman来访等。

中心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空间教育国际合作论坛暨中心五周年纪念活动将于今

年 12月初举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提高学员培养质量，力争为发展中

国家培养出更多的空间技术人才；我们也要强化管理服务能力，实现中心内涵式、

可持续发展；我们还要坚持将《工作通讯》办好，在记录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

学员论坛

※ 中心学员在第十一届中国 - 东盟青年营暨第四届中国 - 东盟青年峰会中
      获“优秀代表”和“最佳代表”称号

2019 年 10 月 22 日 -29 日， 第 十 一 届 中 国 - 东 盟

青年营暨第四届中国 - 东盟青年峰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Surucchawadi Seweewanlop ( 金玲 )，来自泰国的中心

2018 级空间法律与政策专业学员代表北航参赛。赛程中，

金玲参加了共有 54 名参赛选手的东盟地区论坛高级官员

会议（AFRSOM），并赢得“优秀代表”称号。此外，她

还在一百多名候选人脱颖而出，获得“最佳代表”称号。

在比赛过程中，金玲受命代表欧洲联盟（EU）并准备了主题报告，对过去的国际行动、国家政策和可能

解决方案发表立场并说明了文件背景。她发表了精彩的开幕演讲，解释了她希望委员会重点关注的政策和主要

问题。

“比赛时，我们需要考虑突出各种决议，但是大多数代表都以“争论”而不是“谈判”的方式提出决议，

对于目标是通过决议的人来说，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如果你希望通过决议草案而获胜，则除了辩论之外，还

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你需要进行谈判。你说“对”或同意某件事，是因为你对它感到满意。你真正喜欢这个

想法并相信它——或者你仅仅因为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喜欢并信任的人而被说服。在模拟联合国中，你将结合

实质性和个人的说服力，使代表们为您的决议草案投票——用智力和个性和他们进行谈判。”

同时，金玲与其他国家代表共同起草了一份蓝图，并将其提交给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秘书长，供中国

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在进一步起草政策时进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