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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简讯 

第十八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结果揭晓 

近日，第十八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结果揭晓。经过通讯评审、会议评审及公示

评选结果等程序，最终确定优秀著作奖 8 部，其中一等奖空缺，二等奖 3 部，三等奖 5 部；

优秀论文奖 20 篇，其中一等奖 1 篇，二等奖 4 篇，三等奖 15 篇；学术鼓励奖 11 名。 

“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是由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著名实业家、社会活动家、

学者、我校名誉教授安子介先生于 1991 年出资设立。经多年努力，“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已有了较高的学术含量，在国际经贸研究领域声誉卓著，被视为中国经贸领域中的最高学术

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现设“安子介国际贸易优秀著作奖”、“安子介国际贸易优秀论

文奖”和“安子介国际贸易学术鼓励奖”。 

（科研处） 

 

我校 9 项成果获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近日，北京市发布了《关于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表彰决定》，对

204 项获奖成果进行表彰。其中特等奖 4 项，一等奖 40 项，二等奖 160 项。在本届优秀成果

奖的评选中，我校有 9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7 项，在北京财经外语类高校

中位居第一，高校中排名第六，获奖数量再创历届最好成绩。获奖名单如下： 

我校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名单 

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者 出版/发表单位 获奖等级 

1 中国对外开放史 孙玉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一等奖 

2 
中国企业转型升级若干问题的调

研报告 
林汉川 企业管理出版社 一等奖 

3 从报表看企业—数字背后的秘密 张新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二等奖 

4 

Test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oolkits and user communities in 

personalization: The case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王永贵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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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果名称 申报者 出版/发表单位 获奖等级 

5 

Effects of High-speed Rail and Air 

Transport Competition on Prices, 

Profits and Welfare 

杨杭军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 二等奖 

6 DNA 证据研究 陈学权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二等奖 

7 
中国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份额研

究 
钱震杰 中国金融出版社 二等奖 

8 
中国制造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微观

经济视角的分析 
邓慧慧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二等奖 

9 网络空间威慑：报复是否可行 董青岭 世界经济与政治 二等奖 

 

（科研处） 

 

中联部致谢我校学术团队对金砖国家智库会议的支持 

近日，我校收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感谢信，感谢赵忠秀副校长率领的学术团队为金

砖国家研讨会所贡献的智库支持。 

11 月 19-22 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金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国际研讨会暨金砖国家智库理事会专题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取得丰硕成果。在会议的筹

备和举办阶段，我校赵忠秀副校长率领学术团队全程参与金砖国家智库理事会联合编制《金

砖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智库理事会建议》的有关研究工作，为文件的起草和修订工作提供了

学术支撑。 

信中称，在会议期间，赵忠秀副校长从学术研究层面积极呼应我国对外政策，主动宣传

我国政策和发展理念，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为我国成功引导此次会议进程，确

保会议效果，实现会议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宣传部） 

赵忠秀教授领衔专家组 共铸 APEC 会议里程碑 

随着北京 APEC 盛会圆满落幕，会议达成了上百项成果文件，硕果累累。其中，《北京

纲领》、《亚太伙伴关系声明》两份成果文件使亚太合作进入历史性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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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校副校长赵忠秀教授领导，屠新泉教授、崔凡教授、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张

建平研究员以及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王震宇研究员等人参与的“下一代贸易与投

资议题”课题组起草并撰写了《北京纲领》中的多个重要文件，为推进亚太自贸区的发展，

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促进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开辟亚太地区经济创新与增长新前景做

出了巨大贡献。 

（宣传部） 

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处来函致谢我校赵忠秀教授参与支持 

近日，我校收到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处发来的感谢信，感谢我校赵忠秀教授对首届“中

国大学智库论坛”的成功举办做出的积极贡献。 

“中国大学智库论坛”是教育部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

重要载体，论坛旨在汇聚全国高校力量，聚焦国家重大亟需，贡献高校智慧，推动高校智库

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首届“中国大学智库论坛”年会已于 2014 年 12 月 7 日圆满落幕，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

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等领导出席，来自全国 75 所高校的近 300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研讨。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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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园地 

桑百川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顺利结项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审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桑百川教授主

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11&ZD007）免于鉴定，顺利结项。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步伐减缓、要素条件变化减弱传统比较优势、对外开放面临的“全球

化红利”和“要素红利”均发生阶段性变化的背景下，该项目从加工贸易、进口战略、服务

贸易、FDI 与自主创新、FDI 的区域和产业布局、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等七个方

面，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目标和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于推

动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快速、稳定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自 2011 年项目立项以来，项目负责人精心组织、合理规划，项目组成员精诚合作、潜心

钻研，各项研究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在项目研究期间，

在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发表论文 3 篇，在 SSCI/SCI/EI 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 6 篇，在

CSSCI 收录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67 篇。这些成果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引

起了中央有关领导和专家的高度重视。 

（国际经济研究院） 

王志民教授主持教育部专项课题获评“优秀”项目成果 

近日，教育部社科司发函公布 2014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结项情况，共有 73 项项目结项，其中优秀成果为 9 项，我校思政教

研部王志民教授主持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获评“优秀”项目成果。 

由王志民教授主持，李景瑜副教授、刘红副教授、杨国亮教授、杨勉教授、申晓若教授、

杨兴林教授、曹永栋教授、朱红勤教授等校内外、跨学科的专家组成科研团队，专心攻克专

项任务，研究成果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等 CSSCI 核心期刊，为思政部首次获得的优秀级

别的教育部项目成果。 

（思想政治与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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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获 4 项第 48 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公布第 48 批“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获资助者名单，我

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周波老师、金融学院颜建晔老师和余昌华老师、外语学院郝君峰老师获

得资助。 

据悉，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是针对获得国内、外博士学位，在外留学一年

以上，年龄在 45 岁以下，回国后在教学、科研单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留学回国人员而设

立的专项资助基金，符合申请资格的留学回国人员须在回国后两年内提出申请，教育部全年

受理此项基金的申报工作。 

（科研处） 

 我校召开第三批特色科研项目年度检查报告交流会 

2014 年 12 月 19 日，我校在行政楼 226 会议室召开第三批校级特色科研项目年度检查报

告交流会。 

第三批校级特色科研项目的设立是我校扎实推进“2011 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

之一，7 个获批项目紧密围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的战

略部署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实需要，结合国际发展动态和我校的学科优势与特色，以

数据库和评估模型研发为核心开展协同创新研究，一年来已取得良好成效。 

交流会上，7 个项目团队就一年来的建设内容及未来研究计划向与会专家进行详细汇报。

各与会专家对 7 个团队在一年间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一致同意通过年检，同时针

对不同的项目，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意见和建议。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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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动态 

我校完成 2014 年度校级科研课题、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评审工作 

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外经贸学科

研字〔2004〕103 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级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修订）》（外经贸学

科研字〔2014〕192 号）的有关规定，经过初评、专家通讯评审和部分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会

议评审，最终确定 2014 年度资助 5 部学术著作出版，确定校级科研课题 35 项，其中一般项

目 25 项、青年项目 8 项，WTO 专项课题 2 项。  

                                                                                                   （科研处） 

我校召开校级科研管理专项课题结题报告会 

2014 年 12 月 8 日下午，2013 年度校级科研管理专项结题报告会在诚信楼 902 会议室举

行。校级科研管理专项课题于 2013 年首次设立，旨在围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

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精神，针对在新的历史时期我

校科研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建议，进而推动我校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首次获批的 9 个项目分别从科研评价、机构管理、人才培育、智库建设、科研诚信、协

同创新等角度开展调查研究，并在报告会上依次就各自的研究成果向与会专家予以介绍。听

取汇报后，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各项目组一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一致同意所有项目顺利结

题，同时，针对不同的项目，专家们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意见和建议，并对项目研究成果的

推广和应用赋予期待。 

（科研处） 

我校召开 2014 年度科研统计工作培训会 

2014 年 12 月 11 日，我校在诚信楼 902 召开 2014 年度科研统计工作培训会，科研处王

强处长、各教学科研单位科研秘书、科研处全体人员与会。会议由科研处王强处长主持。 

科研处王强处长简要总结了本学期的科研工作，对各学院科研秘书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之后，科研处李岩老师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14 年度北京地区高

等学校科技/社科年报工作的通知》，布置 2014 年度科研统计工作的时间安排及具体要求，

并结合我校科研管理系统进行了操作演示。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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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发布《中国外商投资发展报告(2014)》 

日前，由我校国际经济研究院专家团队担纲的《中国外商投资发展报告（2014）》正式

出版发行，这也是我校连续第四年推出外商投资年度研究报告。10 月 10 日，《中国外商投

资发展报告（2014）》发布会暨“新一轮改革开放下的外商投资”研讨会在我校隆重举行。 

《中国外商投资发展报告（2014）》围绕“新一轮改革开放下的外商投资”主题，研究

了国际投资规则的变迁、外资管理制度变革、FDI 环境竞争力、外资企业社会责任、FDI 与

全球价值链、在华跨国服务外包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FDI 以及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

文化创意产业、农业等行业领域的 FDI 等问题，并就今年利用外资形势作了展望。 

（国际经济研究院） 

我校参加 2014WTO 公共论坛 举办中非经贸合作分论坛 

2014 年 10 月 1-3 日，“2014 年 WTO 公共论坛”在瑞士日内瓦 WTO 总部召开。公共论

坛是由 WTO 秘书处主办的年度性公开学术活动，100 多个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组织了 48 场

报告会和讨论会，1000 多位各成员政府官员、学者、企业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了本次论

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 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出席了论坛开幕式。 

我校中国 WTO 研究院和南非国际事务研究院（SAIIA）联合组织了一场题为“南南合作

新模式：中非经济合作如何实现共赢”的分论坛，邀请了 WTO 副总干事 Yonov Frederick Agah

先生、IDEAS 中心执行主任 Nicolas Imboden 先生、中国常驻 WTO 代表团卢先堃参赞、南非

国际事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Peter Draper 先生参加了论坛。论坛由赵忠秀副校长主持。与会

嘉宾围绕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关系发展展开了热烈讨论。 

这是我校第二次承办 WTO 公共论坛的活动，此次论坛获得了与会专家学者及听众的一

致好评。各位嘉宾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来阐述中非合作中的问题与未来发展方向，不仅能够对

中非合作问题给予客观、中肯的评价，同时也为未来中非合作指出了方向和出路。 

（中国 WTO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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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学会（AIB）中国分会 2014 年会在我校举行 

10 月 11 日上午，国际商务学会（AIB）中国分会 2014 年会在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举

行。国际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主任吴剑峰教授主持大会。 

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武常岐教授、杜克大学的 Arie Y. Lewin 教授、印第安纳大

学的 Marjorie A. Lyles 教授、印度泽维尔管理与创业学院教授 C. P. Ravindranathan、雀巢大中

华区集团事务总裁董玉国先生等分别做了英文主题演讲，之后，来自同济大学的苏依依博士、

中山大学的刘冰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的邓子梁副教授和 Far Eastern Federal University 的

Kaschenko Ksenia Evgenievna 分别汇报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与参会的学者进行了深入

的沟通。 

（国际商学院） 

第七届“中国战略管理学者论坛”在我校隆重举行 

2014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日，由“中国战略管理学者论坛”执行委员会主办，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承办的第七届“中国战略管理学者论坛”暨国际商务学会（AIB）中国

分会 2014 年会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隆重举行。此次年会汇聚了近 150 名国内外战略管理和国

际企业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大学与机构达到 60 多家，学术论文投稿 60 多篇。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林桂军副校长致论坛开幕辞，国际商学院分党委书记范黎波教授致欢迎辞，国

际商学院副院长王永贵教授主持。 

上海太太乐（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荣耀中先生、天津财经大学校长李维安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蓝海林教授、俄亥俄州立大学的 OdedShenkar 教授分别做主题演讲。主题演讲

之后，参加年会的战略管理学者分成九个分论坛进行论文展示和交流。对外经贸广大师生和

与会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分论坛，分论坛各与会演讲嘉宾分别汇报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并与参会的师生、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讨论。 

（国际商学院） 

我校举行中国与巴西、葡萄牙国家关系发展研讨会 

2014 年 10 月 14 日，中国与巴西、葡萄牙国家关系发展研讨会在我校举行。澳门国际研

究所所长若热· 兰热尔、副所长若泽·罗博·多阿马拉尔、澳门欧洲研究会的麦健智主席和

巴西圣保罗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葡语专家施若杰教授出席并发言。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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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和我校学者共 30 多位与会。我校

赵忠秀副校长，外语学院徐永彬院长、国际学院刘金兰书记及外语学院赵雪梅教授、葡语系

教师廖怡然参会。 

赵忠秀副校长热情接见了从巴西、葡萄牙和中国澳门远道而来的参会嘉宾，并致欢迎辞。

澳门国际研究所所长若热·兰热尔、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副主任叶志良作为与会学者做

专题发言。经过三个小时的讨论，与会者对相关议题认识趋同，对葡语研究和中巴葡国家关

系整体形势持乐观态度。最后，巴中书友会刘薇玲总经理长作总结发言，她希望通过这种研

讨会的召开，来增进各方合作，同时也促进中巴、中葡关系进一步发展。 

本次会议由我校区域国别研究所葡语国家研究中心主办，协办单位为巴中书友会，泛译

信翻译公司、由安哥拉南通公司赞助。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前秘书长王成

安主持了本次研讨会。 

 （外语学院） 

第三届工商行政管理创新发展高层研讨会召开 

2014 年 10 月 16 日，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承办的第三届工

商行政管理创新发展高层研讨会在浙江省义乌市圆满召开。研讨会由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甘

霖主持。总局局长张茅、浙江省省长李强等以及我校施建军校长、张新民副校长和深圳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李安渝教授共同出席。 本次研讨会还邀请了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者弗里·萨克

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姆·科瓦契奇（联邦贸易委员会前主席、乔治·华盛

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出席。 

会上，张茅局长表示，面对日新月异的改革形势，工商机关将坚持以监管促信用，以信

用强监管，进一步提高市场监管水平，努力营造良好环境。我校施建军校长发表了“大数据

时代的市场监管模式创新”的主题演讲，论述了在大数据时代，如何提升监管水平，维护市

场秩序，创新市场监管模式。下午与会人士以《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实施为契机，就如

何创新监管模式，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交流。 

研讨会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结合工商行政管理执法实践设置议题，对

市场监管中前瞻性、理论性、实践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此外，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发

表了“欧美竞争政策执行情况和如何发挥竞争政策作用”， 威廉姆·科瓦契奇教授发表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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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门如何运用大数据提升监管水平、维护市场秩序”的演讲。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袁

曙宏 、义乌市委等领导同志也发表了重要讲话。 

（深圳研究院） 

我校调研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 研讨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10 月 15 日，林桂军副校长访问我校协同创新中心协同单位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

会见商会王燕国副会长、冯红成副秘书长和金融专家郑康彬、唐茂恒先生，共同研讨中国企

业“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工作。 

会谈中，林桂军副校长简要介绍了学校作为牵头单位，对中心建设工作的设想和规划，

表示希望了解商会的有关协同创新需求；王副会长以及两位金融专家就商会正在建设的金融

服务中心，以及民营企业“走出去”开展相关金融服务的情况做了介绍，希望能够获得学校

的学术支持，同时希望我校金融专业的学生来商会参加实习。冯红成副秘书长对商会及会员

企业希望合作开展的企业“走出去”相关研究课题做了说明。 

双方经过深入研讨，就整合双方资源，共同搭建研究平台、组织科研团队，设计科研任

务与课题，合作建设和共享数据库、展览馆等基础设施，协同开展人才培养、举办创业大赛

等重要工作规划达成了共识，约定了工作时间表。 

（协同创新中心办公室） 

WTO 上诉机构大法官张月姣专题讲座在我校举行 

10 月 16 日，应我校法学院院长石静霞的邀请，WTO 上诉机构大法官张月姣女士莅临我

校，在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为法学院师生做了主题为 “WTO 争议解决：挑战及展望” 的

专题讲座，并与法学院师生展开了积极的互动交流。讲座由法学院院长石静霞主持。  

（法学院） 

我校代表参加第十三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 

10 月 17 日至 19 日，第十三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 2014 年中国国际贸

易学科发展论坛在中央财经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等地的 150 余所高校和研究

机构，九家出版社，十余家杂志社的 450 多名国际贸易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代表出席了此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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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我校林桂军副校长、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洪俊杰院长以及冷柏军教授、葛嬴教授、殷晓鹏

副教授等参加了会议。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我校教师参加商务部外资形势座谈会与商务战略研讨会 

2014 年 10 月 20 日，商务部召开“利用外资形势座谈会”，我校卢进勇教授应邀参加，

并在会议上作了“客观看待近年来外商对中国投资环境日益增多的抱怨”的发言。座谈会讨

论的议题包括：全球直接投资情况与中国利用外资形势；我国的投资环境与跨国公司在华发

展新动向；双向投资自由化应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中国外资产业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等。 

2014 年 10 月 23 日，商务部召开“商务战略专家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由张向晨部长助

理主持，我校林桂军教授、卢进勇教授应邀参加。此次会议主要讨论商务部编制的“今后一

个时期若干商务战略与专项工作设想”，与会专家对这份文件（四三五战略方案）提出了修

改建议。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第二届“烟草税与烟草经济”高层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10 月 23 日，我校举行了“烟草税与烟草经济” 第二届高层政策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

财政部税政司和世界卫生组织主办，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承办。来自于财政部税政司、世

界卫生组织总部及亚太区和中国代表处、财政部科研所、国家税务总局货劳司、税务总局科

研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农业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控烟协会、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协和医学院、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美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USCDC)、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无烟草青少年运动(CTFK)、世界

肺健基金会(WLF)、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The Union）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及政府与

国际组织官员约 4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 Angela Pratt 博士, 中国控烟协会许桂华副会长，对外

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洪俊杰院长出席了开幕式并分别致辞。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高

校和研究机构的从事烟草税与烟草经济研究项目的课题组分别展示和汇报了各自的研究成

果。世界卫生组织烟草与慢性病控制经济部负责人 Ayda Yurekli 博士, 世界卫生组织高级经

济学家 Mark Goodchild、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Hu Tehwei 教授（中国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



惠园科研 学术交流 

2014 年 12 月第 4 期 

 

 12 

首席经济学家）分别介绍了世界各国在烟草税政策与管理方面的经验及实证研究结果，并对

中国烟草税政策和管理提出了建议。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我校黄勇教授出席“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反垄断国际研讨会” 

2014 年 10 月 24 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黄勇应邀出席了在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举行的“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反垄断执法”国际研讨会，此次大会是

由纽约大学法学院和 Concurrences 竞争法期刊联合主办，近三十个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和竞争

执法官员出席，黄勇教授作为中国方面唯一受邀的嘉宾出席了本次大会，并以“中国经营者

集中反垄断审查特点分析”为主题做了大会发言。 

黄勇教授在演讲中从竞争执法机构，相关立法、竞争分析、救济措施等四个方面对中国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现状、特点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就备受国际关注的简易程序、行为

救济、保持独立性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中国未来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进行

了展望。在互动讨论环节，黄勇教授还就经济学分析在中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中的作用

等问题进行了评论，引起了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和一致好评。随后黄勇教授还应美国大学、乔

治梅森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邀请，赴美国华盛顿特区进行学术交流。 

（法学院） 

国际贸易全球领军人物、哈佛大学 Marc Melitz 教授 

访问我校并参加研讨会 

10 月 21 日至 25 日，受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邀请，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新新贸易

理论奠基人、当今国际贸易学界执牛耳者 Marc.Melitz 教授访问我校。访问期间，由国际经济

贸易学院、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CTSG)和国际金融经济学会中国分会(IEFS China)联合举办

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学术研讨会在我校行政楼 222 成功举办。 

研讨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由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教授主持，我校副校长林桂军、

赵忠秀教授出席并分别致开、闭幕辞。会议共分三部分，分别由香港大学丘东晓教授、我校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贸易学系主任殷晓鹏副教授和加拿大卡尔顿大学郁志豪教授主持。在

会议中，各位学者分别就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做了专题报告，并由相关领域的学者做了细致

深入的点评，与会学者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交流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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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论文囊括了当今国际贸易研究的各种前沿课题，内容丰富，包括全球化与创新、

国际税收竞争、选举与贸易政策、企业贸易决策、贸易有效保护率、产业升级、产业生命周

期、汇率与经常账户不平衡、金融危机下贸易边际变化、异质性贸易理论下的代理人问题、

管理水平与企业产品范围等等议题。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我校召开“2014 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国际研讨会 

2014 年 10 月 26 日，由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和法学院联合主办的 “2014 知识产权与技术

创新”国际研讨会在我校举行。参加研讨会的嘉宾包括来自美国的 Keith Maskus 教授和

Yongmin Chen 教授、来自新加坡的 Albert Hu 教授、来自香港的 Edwin Lai 教授等国外知名

学者和来自美国专利和版权局的资深专家 Mark Cohen 先生，以及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前

副司长、现清华大学教授杨国华，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版权局的专家以

及国内众多高校该领域的学者。 

我校副校长赵忠秀教授致欢迎辞。研讨会以 WTO 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对我国创新的影响

为题，对我国知识产权市场进行了考察，对创新、模仿和知识产权保护三者的关系以及数字

时代版权及其保护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随后对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的历史关系、阶段发

展、最新的问题及其成因和缓解对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在我校召开 

2014 年 11 月 8-9 日，“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

三层国际会议厅召开。会议主题是：“中国保险法律制度完善与保险市场规范发展”。 

我校党委书记王玲致欢迎辞。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李仕春、中国保监会法规部副主任

丛林、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助理兼合规负责人聂尚君、台湾人寿股份保险有限公司大陆事务首席执行长赵麟、中

国保险法学研究会会长尹田教先后发表精彩致词。 

会议在主旨发言环节，由中国保险法研究会尹田会长及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陈欣教授

主持。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刘竹梅副庭长等六位专家先后进行主旨报告，分享其对于中国现

阶段保险法运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相关看法。会议的具体议题由八个单元组成，包括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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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制度研究，保险合同制度研究，责任保险、保险金融制度研究以及保险监管及保险中介

与其他制度研究。对外经贸易大学法学院黄勇教授、于海纯副教授分别主持与评议专题发言，

法学院冯辉（男）副教授做专题发言。 

   （法学院） 

张新民教授参加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 2014 年会 

2014 年 11 月 15 日，由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承

办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 2014 年学术年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行政楼国际

会议厅举行。会议旨在搭建中国对外经贸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交流研讨平台。 

我校张新民副校长出席本次年会并发表《企业风险的报表揭示》演讲，他认为财务报表

隐含了企业资源、业务、资本结构和战略等信息，报表分析可以暴露企业存在的风险，有利

于企业提前预知并规避风险。我校国际商学院会计学系博士生导师叶陈刚教授与博士生王孜

等出席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 2014 年学术年会。 

（国际商学院） 

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流专业委员会暨 CJAS 学术会议在我校召开 

2014 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由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流专业委员会主办，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承办的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流专业委员会暨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简称 CJAS）2014 年第二次学术会议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圆满召开。来自美国、新加坡、

中国香港、中国大陆等地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交流智慧，本次会议共有 12 篇论文进行学术

交流。会议分为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流专业委员会会议和 CJAS 2014 年第二次学术会议

两个部分。 

专业委员会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召开。中国会计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守华首先介绍

委员会换届组成情况，以及对本届专业委员会工作的要求。CJAS 2014 年第二次学术会议开

幕式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汤谷良教授主持，中国会计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守

华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张新民分别致辞。 

会议主题报告分别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张新民、佛罗里达大学 Jennifer Wu Tucker

教授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Xiumin Martin 教授主讲。张新民副校长作了题为“财务报

表分析方法体系的演变与创新”的报告，Jennifer Wu Tucker 教授和 Xiumin Martin 教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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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题为“Disclosure in the Capital Markets”和“Does IPO improve bank credit risk management 

and efficiency”的主题报告。论文报告环节分别由香港浸会大学林志军教授、复旦大学吕长

江教授、重庆大学刘星教授、卡迪夫大学肖泽忠教授、厦门大学陈汉文教授、北京大学岳衡

教授主持，与会代表就论文相关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国际商学院） 

 

克拉地峡运河项目合作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国际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由教育部战略研究(培育)基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

究中心、北京本元时代科技研究院和泰国泰中文化经济协会联合主办的《克拉地峡运河项目

合作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国际研讨会》2014年 11月 24 日在我校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举行。 

泰国泰中文化经济协会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帕克迪•塔纳普拉和我校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

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夏友富教授分别做《克拉地峡运河：海上丝绸之路新航路》

和《克拉地峡运河项目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枢纽》主题发言，然后与会专家进

行了学术交流。研讨会由我校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夏友富教

授主持。 

（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区域合作”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14 年 11 月 20 日，由我校特色项目“国际媒体倾向性指数”课题组举办，科研处与外

语学院协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区域合作”学术研讨会，在我校科研楼配楼校董会会议室

举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授、科研处处长王强教授致辞，商务部国际贸易经

济合作研究院刘华芹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孙壮志研究员出席并做

主题发言。 

“国际媒体倾向性指数”项目组全体成员，以及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外语学院、国际经

济研究院、统计学院、信息学院等师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由项目组负责人、科研处副

处长吴军教授主持。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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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年会 

暨 2014《国际金融研究》论坛 

11 月 28 日，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 2014《国际金融研究》论坛（秋季）在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宁远楼三层国际会议厅隆重举办。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秘书长、财政部副部长

朱光耀，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

金融会计学会会长马德伦，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中国银行副

行长任德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施建军，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卫东等领导

出席会议并作发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吴卫星主持会议。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际金融研究》主编陈卫东主持了第二部分的

主题演讲，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兼研究生院常务副院

长丁志杰、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

军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 

（金融学院） 

第四届“中国企业管理创新案例研究前沿论坛”在我校举行 

11 月 25 日，第四届“中国企业管理创新案例研究前沿论坛”在逸夫科研楼隆重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李海舰主编、中国科

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徐伟宣教授、南开大学商学院周建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周长辉教授等专家应邀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报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张新民教授、国际商学院院长汤谷良教授、戚依南副教授和来

自全国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案例研究爱好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与会专家、学

者们参加了五个分论坛的案例交流研讨。本次论坛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和《中国

工业经济》杂志社共同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业案例中心承办。 

（国际商学院） 

全面深化中泰战略合作国际研讨会在我校举办 

由教育部战略研究(培育)基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

中心、北京本元时代科技研究院、泰国泰中文化经济协会联合主办的全面深化中泰战略合作

国际研讨会 2014 年 11 月 28 日在我校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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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军校长热烈欢迎中泰嘉宾来学校参加研讨会。原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泰中文化经

济协会第一副会长参猜•猜隆勒博士致辞。会议围绕泰国转型与发展模式选择、中泰新型全面

战略合作模式、深化中泰经济合作、深化中泰文化教育合作、深化中泰金融合作、克拉地峡

运河项目合作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深化中泰农业合作、深化中泰国家安全、军事、

禁毒合作 8 个专题展开。  

11 月 24 日至 11 月 28 日，本次活动陆续举办了中泰新型全面战略合作模式国际研讨会、

深化中泰金融合作国际研讨会、深化中泰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深化中泰文化教育及军事合

作国际研讨会、克拉地峡运河国际研讨会、泰国转型及发展模式选择国际研讨会等研讨会。 

(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 

我校召开“中国语言文化的演变与传播”学术研讨会 

11 月 29 日，我校召开“中国语言文化的演变与传播”学术研讨会。副校长林桂军、学

科办主任仇鸿伟、中文学院院长邓如冰、社科院语言所沈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俊哲及

学校中文学院教师参会。会议由中文学院副院长周晨萌主持。 

邓如冰院长介绍了一年以来中文学院在科研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仇鸿伟主任对各位老

师的科研成果和中文学院的发展进步表示祝贺。曹晋、韩沛玲、祁晓明、孙勇进四位老师分

别汇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沈明教授与张俊哲教授均进行了点评。林桂军副校长做总结，鼓

励中文学院找准定位，多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结合对外经贸大学的特色，提炼出一

条更加国际化的走跨学科路线的有数据库支撑的特色发展道路。 

（中文学院） 

“服务贸易发展研讨会”在我校顺利召开 

12 月 5 日，我校深圳研究院召开了“服务贸易发展研讨会”。会议由常务副院长李安渝

教授担任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市场司杨洪丰副司长，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市场司网络规范处刘宝恒处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曹淑艳院长，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中国 WTO 院屠新泉院长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健教授等。 

会议期间，各位专家对我国目前服务贸易的现状进行梳理和总结，进一步探讨我国服务

贸易的发展方向和监管方法。随着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应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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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出口，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积极培育

国内服务外包市场，促使各经济体的经济模式更加灵活可持续发展。 

（深圳研究院） 

赵忠秀教授参加金砖国家国际研讨会和智库理事专题会 

2014 年 11 月 19-20 日，金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国际研讨在京举行。

本次会议由中联部研究室、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联合举办，来自中国、

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欧盟、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官员、学者、智库专家等 40 多人

参加了该国际研讨会，并围绕金融危机背景下金砖国家的治理困境、金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危机应对和风险化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全球治理

过程中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等四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我校副校长赵忠秀教授应邀作为中

国专家出席了会议，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金砖国家的治理困境和全球治理过程中金砖国家的

务实合作两个议题中作了两次主旨发言。 

在国际研讨会结束之后，紧接着举行了两天的金砖国家智库理事会专题会议，理事会以

闭门会的形式讨论修改分别由五国专家用英语联合起草的《金砖国家长期战略》（初稿）。

我校蓝庆新研究员、孙靓莹博士等学者作为专家参加了专题会议，并积极参与文稿的修改讨

论。我校专家参加金砖国家国际研讨会和智库理事会专题会议，并深度参与重要文件的研究

撰写，表明我校在金砖国家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和智库建设已达到代表国家的水平。 

（宣传部） 

我校举办大数据与互联网金融发展高峰论坛 

2014 年 12 月 13 日，大数据与互联网金融发展高峰论坛在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隆重开

幕。出席本次论坛的嘉宾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杨长春、91 金融 CEO 许泽玮、宁波自

由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杜宏林、北京远中和科技有限公司运营顾问孙海滨、联动优势数

据中心高级经理朱海燕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许伟。 

我校杨长春副校长致欢迎词，论坛由信息学院李兵教授主持。会议包括嘉宾发言和学术

交流环节，与会嘉宾的发言直面当前信息化产业的挑战、为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目标建

言献策，并鼓励我校师生进一步研究和学习互联网的今后的发展。我校信息学院副院长曹淑

艳教授做总结发言。 

（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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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 WTO 与中国学术年会在我校举行 

2014 年 12 月 18 日，第十三届 WTO 与中国学术年会在我校成功召开。本届年会由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联

合主办。来自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国内外科研院所的 15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上午 9 时，年会正式开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施建军、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

长孙振宇、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总裁 Ricardo Melendez-Ortiz 和英国驻华大使馆经济贸

易事务公使衔参赞 Catherine Webb 先后致辞，并对我院致力于开展 WTO 领域的研究和学术

交流活动的努力给予积极肯定。开幕式由中国 WTO 研究院执行院长屠新泉主持。 

本届年会以“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世界贸易体制新发展”为主题全面展开，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沈丹阳应邀分别以“经济新常态下，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思考”、“ APEC 全球价值链合作对中国的意义”为题做主旨发言。 

年会设立了四个主题分场，包括“WTO、多哈回合和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的战略”、“在

华跨国公司面临的新挑战及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前景”、“中国在部门和诸边谈判中的利益和

立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新丝绸之路和南南合作”等。 

（中国 WTO 研究院） 

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俞建华莅临贸大谈“后巴厘”谈判 

2014 年 12 月 27 日下午，我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俞建华出席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

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共同举办的报告会，并作关于“后巴厘”谈判的报告。报告会由中国世

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孙振宇会长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施建军校长致欢迎辞。第十三届 WTO

与中国学术年会在我校举行 

俞大使就多哈回合“后巴厘议程”的推进、世贸组织的改革和谈判方式的变化、中国对

世贸组织所能做的贡献与国内协调、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的自贸区战略、“一带一路”、

多边层面的中美关系、TPP、最不发达国家成员对于“后巴厘议程”的关注等问题发表意见，

并与参会人员交流。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外经贸咨询顾问委员会委员、商务部有关部门领导、商务部经

贸研究院的领导和专家四十余人出席报告会。我校林桂军副校长、赵忠秀副校长及专家学者

十余人与会并发言。 

（国际交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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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治与法治中国”高端研讨会 

暨《WTO 法与中国研究丛书》首发式在我校成功举办 

为了祝贺 WTO 成立二十周年，2014 年 12 月 27 日，由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主办，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祝贺 WTO 成立二十周年“国际法治与法治中国”高端研讨会暨

《WTO 法与中国研究丛书》首发式”在对外经贸大学科研楼成功召开。来自 WTO 上诉机构、

中国法学会、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商务部以及京内外多所法学院的 WTO 法专家学者共

计 70 多人出席了本次活动，法学院及外院系的数十名学生参加会议。 

会议由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我校法学院院长石静霞教授主持。在

开幕式上，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孙琬钟会长首先致开幕辞。施建军校长作为东

道主进行致辞。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书记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开幕式致辞结

束后，会议进行了《WTO 法与中国研究丛书》首发式。全书共计七册，由几位 WTO 法专家

学者的近期研究成果汇集而成，包括《WTO 中国案例评析》、《寸土必争的世贸争端》、

《<WTO 协定>与条约解释——理论与实践》、《我们在 WTO 打官司——参加 WTO 听证会

随笔集》等。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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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课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 年国家级课题立项一览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类别 

1 
以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

机制与政策研究 
魏巍贤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经营权信托

流转制度研究 
徐海燕 法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 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国有企业问题研究 屠新泉 中国 WTO 研究院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4 
数字环境下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商业模式重

构研究 
刘军 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5 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行为和财属不平等研究 吴卫星 金融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6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税务筹划研究 王素荣 国际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7 
面向金字塔底层市场的包容性创新及政策

研究 
邢小强 国际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8 
我国高技术企业通过跨国技术战略联盟进

行多维“跨边界”学习与风险防御机制研究 
杨震宁 国际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9 被追诉人的自主性辩护权研究 陈学权 法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0 
依法治国视野下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制

度改革法律问题研究 
李卫刚 法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1 
创新与监管博弈视角下我国网络借贷平台

公司的法律规制研究 
赵玲 法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的城镇化质量提升与

消费结构优化耦合研究 
胡若痴 国际经济研究院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3 
亚太主要区域贸易协定的生产网络效应与

中国对策研究 
庄芮 国际经济研究院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4 
老年人的健康风险的社会决定因素、风险链

及其管理研究 
方黎明 保险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认知语料库语言学视阈下的英汉话语隐喻

对比研究 
孙亚 英语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6 中国国家形象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 乔旋 国际关系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7 
市场化改革中公共服务有效提供模式及监

管机制研究 
吕维霞 公共管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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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类别 

1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实践特性及

效率效应研究 
曹永栋 思政部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9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话语体系与中国话语国

际化战略研究 
梁凯音 思政部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建设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缘经济政

治环境研究 
王志民 思政部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1 
创新驱动发展下中国科技人才战略的决策

要素、路径选择与政策创新研究 
黄海刚 

中国开放经济与

国际科技合作战

略研究中心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2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评

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苏丽锋 

教育与开放经济

研究中心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3 
基金家族特质对基金投资行为及绩效影响

研究 
王珏 国际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4 
基于新实证产业组织理论的石油工业管制

政策效果研究 
周末 国际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5 
开放转型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就业偏向效

应研究 
陈昊 国际经济研究院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6 
微观视角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贸易效应研究 
王丽丽 国际经济研究院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7 政治学视角下的网络意见人物研究 张萌萌 国际关系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8 
“蚁族”移动互联网使用行为与社会稳定问

题研究 
廉思 公共管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9 近代海河治理与天津港口变迁研究 王长松 公共管理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30 《网络安全法》立法研究及草案起草 
梅夏英 

徐汉明 
法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 

特别委托项目 

31 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 桑百川 国际经济研究院 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 

32 《国际贸易问题》学术期刊 林桂军 学术期刊编辑部 国家社科基金期刊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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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类别 

1 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竞争力研究 葛嬴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 

2 
中国 IPO 营销、承销关系网络与新股发行定

价机制 
邵新建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3 碳排放权拍卖理论与应用 王明喜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4 
金融创新背景下流动性危机诱发机制的微

观基础研究 
薛熠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5 
产业结构引导、融资结构选择与资本配置效

率 
张新民 国际商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6 官员异质性、社会信任与企业资源配置 雷光勇 国际商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7 
新兴市场企业并进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层

面影响因素与绩效研究：基于组织并行视角 
李自杰 国际商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8 
“地球人”兼“当地人”：消费者全球当地

导向对文化杂合产品评价的影响 
郭晓凌 国际商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9 

负面公司联想事件与企业应对策略的影响

机制和边界条件：多渠道背景下的双重视角

研究 

谢毅 国际商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10 
线上渠道交互对线下渠道绩效的影响：基于

双路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薛佳奇 国际商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11 
基于环境规制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

理论与实证研究 
尹建华 国际商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12 董事投票行为研究：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 祝继高 国际商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13 
不确定环境下的社会网络影响扩散序贯决

策优化研究 
倪耀东 信息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14 
带有阈值结构的空间计量模型的理论及应

用 
邓莹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15 
抵押借贷与资产价格——基于异质性信念

的研究 
王勇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16 
非参数与半参数回归方程组的计量经济理

论及其应用 
王芸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17 
机场与航空公司的纵向合作——基于纳什

议价模型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杨杭军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18 
中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另类投资与

制度突破 
崔鑫 国际商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惠园科研 年度课题 

2014 年 12 月第 4 期 

 

 24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类别 

19 
审计事务所交互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企

业集团非统一审计视角 
刘雪娇 国际商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20 

管理者管理教练行为对员工主动工作行为

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组织和个体层面

的跨层次分析 

卢苏 国际商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21 
银行间市场系统流动性风险形成与演化机

制 
曹诗男 金融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22 网络社交媒体、投资者行为与市场效率研究 董毅 金融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23 
基于网络理论的金融传染与投资者行为研

究 
肖欣荣 金融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24 
基于极值信息的收益率时序建模及其应用

研究 
谢海滨 金融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25 
无转移支付的匹配问题机制设计研究：理论

建模与实验分析 
颜建晔 金融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26 
税收对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动态作用机理及

福利效应研究 
崔景华 公共管理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27 
基于技能习得理论的反馈有效性调节机制

研究 
杨颖莉 英语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28 

云计算模式下信息系统应用对企业组织能

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组织双元性的

视角 

李亮 信息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29 
随机矩阵/数组形式高维数据的充分降维：

统计理论、方法及其应用 
薛原 统计学院 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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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 年省部级课题立项一览表 

教育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类别 

1 
环境不确定性、组织冗余与企业生存：

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 
王分棉 国际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2 
上市公司参与影子银行业务的动机、后

果与监管政策研究 
郑建明 国际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3 通货膨胀下的资产配置问题研究 余湄 金融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4 基于需求分析优化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 史兴松 英语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5 人力资本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 李长安 公共管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6 突发性网络舆情的演变规律及应对策略 熊光清 国际关系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7 
企业互联网金融发展路径及风险防范研

究——基于平台经济视角 
黄健青 信息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8 
社会资本、企业能力与企业国际化绩效：

CEO特征的调节机制 
刘传志 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9 
市场化环境下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

版研究 
刘红 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10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研究 于友伟 学术期刊编辑部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11 
腐败与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的研究：基

于要素质量视角 
席丹 金融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12 极端市场风险下投资者决策行为模式研究 谢海滨 金融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13 
多语种背景下侵权法标准法律英语翻译

研究：基于中欧侵权法的比较 
王乐兵 法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14 
面向中国学生的英语动词语法错误自动

检查研究 
陈功 英语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15 
信息不对称环境下金融控股公司管控模

式研究:作用机制与效果评估 
郭锐欣 保险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16 

适老性农业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养

老的社会保障功能研究——实验政策的

方法 

周娟 保险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17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软约束”行为研究 叶静 国际关系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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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类别 

18 
产业地理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

济学分析 
王颖 研究生部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19 
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研究——

基于 WTO规则的视角 
丁志杰 金融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0 
新一代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构建及中国

的应对策略研究 
石静霞 法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1 
网络学习共同体对高校学习型班集体建

设效用的实证研究 
王宇航 英语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辅导员骨

干专项 

22 公投制度对未来香港政制发展的影响 廉思 公共管理学院 教育部专项委托项目 

23 
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促进效应分析与

优化策略研究 
太平 国际经济研究院 教育部专项委托项目 

24 
高校国际科技合作的现状、问题与发展

战略研究 
夏友富 

中国开放经济与

国际科技合作战

略研究中心 

教育部科技委 

战略研究重大课题 

25 中国税负归宿实证分析 周波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 

科研启动金项目 

26 双边匹配问题的机制设计研究 颜建晔 金融学院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 

科研启动金项目 

27 金融一体化与宏观审慎性政策分析 余昌华 金融学院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 

科研启动金项目 

28 韩国古代预研创作与《庄子》寓言 郝君峰 外语学院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 

科研启动金项目 

 

北京市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类别 

1 北京动漫产业国际化成长战略与路径研究 曹淑艳 信息学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2 
北京市防范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研究

——基于国内外相关经验的比较 
戴长征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3 
北京商务人才外语沟通能力的语言学理

论基础研究 
王立非 英语学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4 
北京上市公司治理绩效与国企混合所有

制改革问题研究 
郭敏 金融学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5 首都高校国际化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君 党委办公室 北京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6 交通一体化和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发展研究 杨杭军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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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京企业并进型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多

层面影响因素与绩效研究 
李自杰 国际商学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8 北京企业财务管理职能转型问题研究 王秀丽 国际商学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9 北京上市公司会计国际趋同效果研究 吴革 国际商学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10 
北京市产业和要素分配结构的决定因

素、效率评估和政策影响 
钱震杰 金融学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11 
中国服务业改革对北京现代制造业企业

生产效率的影响测度及异质性考察 
周念利 中国 WTO研究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12 

“学术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北京高校学

术生产与传播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的实

证研究 

冯海颖 英语学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13 
基于语料库的北京知名品牌英译研究与

中国优秀文化传播 
徐珺 英语学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14 
北京市农村基础设施需求与统筹城乡配

置研究 
苑德宇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15 
基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北京零售业商

业模式创新研究 
张磊楠 国际商学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16 北京市外来人口规模动态监测方案研究 刘亚文 统计学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17 改革开放 30年来北京话语音变迁研究 韩沛玲 中文学院 北京市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18 
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项目-打造高标准对

外开放环境，促进北京市产业转型升级 
林桂军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北京市共建项目 

19 
社科基地——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

基地 
张新民 国际商学院 北京市共建项目 

20 
北京高科技企业的国际研发网络构建与

创新能力提升研究 
吴剑峰 国际商学院 北京市共建项目 

21 高校师德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实证研究 李芳 教务处 
北京市教育科学 

规划青年专项 

 

司法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类别 

1 我国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构造研究 于海纯 法学院 
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 

研究项目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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