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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简讯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来访我校 

2014 年 5 月 19 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Roberto Azevêdo）阁下访问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施建军校长在宁远楼贵宾室会见了来宾。施建军校长对阿泽维多阁下一行的到访表示

欢迎。施校长表示，我校国际经贸和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领域广泛，希望阿泽维多阁下本次演讲交流

能够与学校师生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阿泽维多阁下表示，很荣幸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演讲。随后，阿泽维多阁下作了题为“后

巴厘谈判议程的确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景”的主题演讲。我校 500 余名中外师生到会听取演讲，

并与阿泽维多进行了充分交流。 

本次活动由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共同主办，是新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

事首次访华的重要行程。阿泽维多夫人 Maria Nazareth Farani Azevêdo、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办公室

主任 Timothy John YEEND、法律顾问 Ae Gyoung JUNG 随行访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施建军出

席活动并致辞，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孙振宇、中国驻 WTO 大使

俞建华出席活动。赵忠秀副校长主持活动。 

（宣传部） 

中国对外经贸 2014 春季形势分析会在我校召开 

4 月 12 日，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和我校联合主办的“中国对外经贸 2014 春季形势分析会”在我

校举行。中国国际贸易学会自 1981 年成立迄今已 33 年，每年春、夏、秋、冬四季召开的“中国对

外经贸形势分析会”已成为学会的著名学术品牌，本次春季形势分析会由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承

办。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面临的新挑战与新机遇”。会议邀请到原外经贸部

副部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名誉会长沈觉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裴长洪，商务部欧亚司司长、原驻俄罗斯经商参处公使衔参赞凌

激，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商务部许可证局局长王亚平，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王俊文、副会

长李雨时，中美欧研究中心共同主席何伟文、兼职副会长许京；我校党委书记王玲、副校长林桂军

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中央财经办，中国国际贸易学会部分老领导、部分在京常务理事、理事，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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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贸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及我校等高校的专家学者 120 多人参加会议。会议由我校国际经济贸

易学院院长洪俊杰主持。 

王俊文会长在致辞中首先代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向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建院 60 周年表示热烈祝

贺，同时指出本次分析会将围绕中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后的战略转型这一主题探讨我国外

贸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向参加此次分析会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王玲书记在致辞中首先代

表我校欢迎与会领导、嘉宾和老校友并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同时希望通过这次分析会和 60 年院庆

的系列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能够更好地总结办学经验，以严谨的治学精神与

对外开放的精神姿态，坚持改革创新并再创佳绩。 

会议最后，我校林桂军副校长做了总结发言，他总结了各位发言嘉宾的精彩演讲，并介绍了美

国最新的贸易政策。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我校召开 2013年度科研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2014 年 4 月 10 日下午，我校于诚信楼三层会议室召开 2013 年度科研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施建

军校长、林桂军副校长出席大会。各学院党政一把手、科研秘书、科研骨干教师参加会议。科研处

王强处长主持大会。 

林桂军副校长做 2013 年我校科研工作总结报告。2013 年科研工作成果突出，硕果累累。一是

纵向项目数量稳步增长、国家级项目取得突破；二是科研成果数量、质量稳步提升；三是服务国家

战略能力提升；四是省部级奖项创历史最好成绩项。林桂军副校长表示，下一步科研工作要抓住三

个重点：一要加强学校智库建设，提高服务国家战略能力；二要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增强联合攻关

能力；三要完善科研评价体系，强化质量和创新导向。 

施建军校长代表学校向在科研工作中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者表示感谢，同时表示，未来仍要在

两点上更下功夫：一是在重点项目上还要取得突破，提升重大项目的科研质量；二是提升人均科研

水准，特别要提高海外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 

施建军对我校今后科研工作提出四点具体要求：一是教师们要加强科研兴趣，提高研究动力。

二是加强协同创新，在合作共赢中取得成果。三是加大创新力度，用科研指导教学，教学反哺科研。

四是理顺机制，加强激励，促进科研成长。施建军校长表示，相信在学校的政策导向和充满活力的

机制下，具有对外经贸大学风格的研究型人才会不断脱颖而出，将科研成果打造成学校在同类院校

竞争中的“硬指标”，预祝 2014 年的科研工作取得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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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施建军校长和林桂军副校长对 2013 年纵向科研课题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横向科研

课题奖、国际社科基金《成果要报》入选奖、科研组织服务奖和省部级科研管理先进集体的获奖者

颁奖。 

（科研处） 

我校 2013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排名居同类高校第二名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向我校

发来贺信，祝贺我校在 2013 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中喜获佳绩。在全国 731

所高等院校总排名中，我校位列转载量排名第 27 名，综合指数排名第 30 名，转载量排名居同类高

校第二位。 

 我校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工商管理学科转载排名中，表现突出，名列前茅。

其中，在“应用经济学”转载排名中我校位列第 11 名，综合指数第 13 名；在“经济学”转载排名

中位列第 13 名，综合指数第 13 名；在“法学”转载排名中位列第 17 名，综合指数第 18 名；在“政

治学”转载排名中位列第 17 名；在“工商管理”转载排名中位列第 20 名，综合指数第 20 名。 

据悉，“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名及分析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

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研制，自 2001 年 3 月首次发布以来，相继在《光

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各大媒体及新浪网、光明网、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等数十家

网络媒体持续发布 14 年，颇具影响力。2013 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学术论文共涉及 1600

余种人文社科学术报刊，论文作者共来自 1800 余家人文社科教学科研机构。 

（科研处） 

“全国十杰青年法学家”颁奖  石静霞教授做主题发言 

5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颁奖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我校法学院院长石

静霞教授等 10 位青年法学法律工作者获此荣誉称号。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会直属研究会、北京市

法学会、在京高校法学院校代表共 300 余人参加颁奖仪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郭

声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等出席颁奖

仪式并亲切接见了获奖的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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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静霞教授代表“十杰”发言。她表示，党的十八大确立了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

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向前深入推进。在

这开创崭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十杰”的称号不仅仅是荣誉，更多意味着责任和承担。一定牢记党

和人民的重托，牢记法学工作者肩负的社会责任，时刻思考自己肩负的重担，为建设法治中国贡献

自己的心智和力量。 

本次评选活动从 2013 年 4 月开始，经过初评、候选人公示、评选委员会评选、会长会议审议决

定等环节，最终评选出 10 名“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和 20 名“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

奖”获得者。“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荣誉称号是我国青年法学、法律界的最高荣誉，自 1995

年起，已有 70 位青年法学家获此殊荣。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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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园地 

我校喜获 28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日前公布的 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

项目评审结果，我校共有 28 个项目获准立项，含重点项目 4 项，一般项目 17 项，青年项目

7 项，立项总数在全国 709 个获资助单位中与复旦大学并列第 20 位，在同类院校中列第二位。 

此次公布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立项总数为 3818 项，平均立项率为 13.6%。我校此次

申报课题 96 项，成功获批 28 项，立项率为 29.2%，比去年高出 7.7 个百分点，高于今年全

国平均立项率 15.6 个百分点。 

从项目类型来看，此次我校一次性获批 4 个重点项目，取得建校以来历史最好成绩；从

学科分布来看，这 28 个项目涉及法学、管理学、国际问题研究、理论经济、马列•社科、社

会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经济、语言学、政治学、中国历史 11 个学科，分布面较广。除

传统优势学科外，中国历史为我校国家社科基金新增立项学科。 

2014年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清单 

序号 项目类别 申报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学科分类 

1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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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经济 

2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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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 

3 重点项目 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国有企业问题研究 屠新泉 
世界贸易组织研

究院 

国际问题

研究 

4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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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学与

传播学 

5 一般项目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税务筹划研究 王素荣 国际商学院 管理学 

6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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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学 

7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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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学 

8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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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 

9 一般项目 被追诉人的自主性辩护权研究 陈学权 法学院 法学 

10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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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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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申报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学科分类 

11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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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科研部 

国际问题

研究 

12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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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科研部 
马列·科社 

13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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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科研部 

国际问题

研究 

14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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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问题

研究 

15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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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经济 

16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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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 

17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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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 

18 一般项目 中国国家形象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 乔旋 国际关系学院 马列·科社 

19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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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 

20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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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与经济研究

中心 
管理学 

21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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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学 

22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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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经济 

23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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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经济 

24 青年项目 近代海河治理与天津港口变迁研究 王长松 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历史 

25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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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 

26 青年项目 
基金家族特质对基金投资行为及绩效

影响研究 
王珏 金融学院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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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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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学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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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动态 

我校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基地第三次获“优秀” 

5 月 29 日，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社科规划办联合公布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验

收结果，我校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基地再次被评为“优秀”。 

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充分肯定了我校研究基地的建设举措，高度评价了研究基

地的突出成就，认为：基地建设定位准确，目标清晰，紧紧围绕已确定的基地定位和重大选题

开展工作，前期资料和研究成果积累丰厚，人才队伍建设和科研成果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具有

很强的成果显示度。基地建设突出了“智库”意识，特别是具有企业国际化服务意识，形成了

有关企业国际化经营问题的系列研究报告和年度报告，对于提高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发挥着积

极的作用；一些报告获得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好评，为中央政府和北京市

政府等决策服务成效较为明显。基地建设充分运用学校和学院的研究力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

特色和品牌，汇聚了一批热心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专家学者，为今后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基础。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每 3 年评审一次，我校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基地自 2004

年成立以来，已连续三届获评“优秀”。 

（科研处） 

我校完成 2014 年度“科研标兵”评选工作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人才强校战略，充分发挥先进个人的模范带头作用，全面调动学校教师

和科研人员从事高水平、原创性科研活动的积极性，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标兵评选办

法（试行）》（外经贸学科研字〔2013〕125 号）的有关规定，经我校对各单位推荐的候选人

进行评审，最终确定了王亚柯等 10 人为 2014 年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标兵”。 

2014年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标兵” 

候选人 所在单位 

王亚柯 保险学院 

王智慧 体育部 

李长安 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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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 所在单位 

李志永 国际关系学院 

肖欣荣 金融学院 

张海森 英语学院 

陈志鸿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倪耀东 信息学院 

郭  伟 统计学院 

蓝庆新 国际经济研究院 

                                                                                                   （科研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法统一化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2014 年 4 月 17 日下午，“中国参与国际商事立法研讨会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法统一化

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隆重召开。商务部条法司长李成钢与我校校长施建军

共同签署商法统一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合作协议，并为“商法统一化研究中心”揭牌。  

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林桂军副校长主持。围绕“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商法统一化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Unification of Commercial Law， RCUCL, 

UIBE）的成立，施建军校长、李成钢司长和石静霞院长分别致辞和发言。 

会议第二阶段由商务部条法司杨国华副司长主持，与会专家分别介绍了目前国际统一私法

协会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正在进行的八大立法项目与相关工作组的进展。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下称“UNIDROIT”）”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下称

“UNCITRAL”）”是国际上两个重要的从事商法协调和统一化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为两

个组织的成员。2013 年，我校法学院石静霞教授由中国商务部推荐，以第三高票当选 UNIDRIOT

理事会成员，成为全球仅 25 名、亚洲地区仅有的三位成员之一。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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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管理一句话 

 我校完成多项纵向课题申报工作。2013 年 4-6 月，我校报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推荐选题 2 项、重大项目（第一批）2 项、后期资助项目 1 项、成果文库 1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 2 项；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 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基金项目 28 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3 项；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6

项；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及基地建设项目 1 项；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研究选题推荐 5

项；北京市社科联决策咨询课题 8 项。 

 我校完成各类评奖申报工作。2014 年 4-6 月，我校完成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的组织和申报工作，报送参评成果 16 项，并组织申报培训会；完成第五

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的申报组织工作，报送参评成果 4 项；完成 2014 年国家旅

游局优秀旅游学术成果奖申报工作，报送参评成果 1 项。 

 我校第十八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评奖工作顺利进行。日前，我校第十八届“安

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评奖工作进展顺利，共有参评成果近 200 项，参选学生 30 余

人。近期，我校“安奖”秘书处将组织海内外知名专家进行通讯评审。 



惠园科研学术交流 

2014 年 6 月第 2 期 

  
10 

学术交流 

黄勇教授应邀赴美出席第 62 届 ABA反垄断春季大会 

2014 年 3 月 26 日到 28 日，作为唯一一位中国学者，我校法学院黄勇教授应邀赴美国首都

华盛顿参加了第 62 届全美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BA）反垄断春季大会并做主

题发言。今年的大会吸引了全球超过 2800 人的参与，包括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竞争委员阿尔穆

尼亚，美国司法部副部长 William Bear（威廉姆•贝尔）、联邦贸易委主席 Edith Ramirez（伊迪

丝•拉米雷兹）以及来自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巴西、南非等国家的竞争执法机构负责

人，知名律师，各大公司法律总顾问，知名学者，法官参与了此次会议，国家发改委、商务部、

国家工商总局三家反垄断执法机构代表出席了本届大会。 

黄勇教授还受邀对波士顿等地进行了学术访问并举行学术讲座，宣传了中国反垄断执法的

成就，就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同业内专家学者交换了意见。 

（法学院） 

郭飞、韩琪教授出席首都经济学家论坛年会 

4 月 12 日，首都经济学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在清华大学主楼会议厅举行。本届论坛的中心

议题是“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校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经济贸易学

院郭飞教授和我校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政治经济学系系主任韩琪

教授参加会议。 

郭飞教授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若干思考》的主

旨演讲。韩琪教授向会议提交了《从公共选择角度分析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演化》的学术论

文。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与两岸应对策略”研讨会举行 

4 月 15 日，由我校主办，国际经济研究院、台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和两岸经济合作与共同发

展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与两岸的应对策略”研讨会在我校隆重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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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由我校台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华晓红教授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林桂军

教授、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教授致辞。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庄芮教授、中国对外经贸

研究室主任杨立强副教授、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区域研究中心副主任顾莹华研究员、新西兰维

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晓明教授在会上做主旨发言。 

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与清华大学台研所副所长殷存授举行了“两

岸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挂牌仪式。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当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新发展趋势及两岸的应对策略，从不同视

角深入探讨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最新进展，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规则及对两岸经济的影响，

两岸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与前景，以及两岸共同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途径与方式

等问题。 

（国际经济研究院） 

保利集团董事长徐念沙受聘我校客座教授并举办首场讲座 

4 月 17 日，诚信三层国际会议厅，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徐念沙为贸大学子解读全球竞争力

下的国企改革。本次活动由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与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 

施建军校长、校办主任孟令东、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卫群，

保利集团办公厅主任刘军才、保利集团董事会秘书兼董办主任侯鸿翔等出席本次活动。施建军

校长为徐念沙先生颁发聘书，礼聘其担任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客座教授。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协同创新中心） 

边永民教授当选国际法协会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委员 

2014 年 4 月，我校法学院边永民教授于 2014 年 4 月当选国际法协会（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国际法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委员会（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Nature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Development）”委员，任期四年。 

国际法协会于 1873 年成立于布鲁塞尔，现在总部位于伦敦，会员总数超过 3500 人，遍布

世界各国。该协会的目的是研究、澄清和发展国际法，它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在很多联

合国专门机构中有咨询地位。 

国际法协会的目的基本上是通过其下设的国际委员会完成的。国际法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

作用委员会设立于 2012 年，其授权是研究和分析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可持续地管理自然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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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和规则，研究演进中的国际可持续发展法与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的关系，并研究规范自

然资源的国内和国际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对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的影响。 

（法学院）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三次会议在我校召开 

2014 年 4 月 23 日，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我校诚信楼三层

会议厅召开。 

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名誉会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

铭，我校施建军校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孙振宇等领导，以及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

究会常务理事、理事和商务部官员约 120 人出席了大会。会议由孙振宇会长主持。 

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在致辞中介绍了多哈回合谈判的进展情况及我国在多边、诸边谈判

的基本立场，并对研究会的工作提出了要求。陈德铭会长讲话中强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的重要意义在于，以开放促进改革，增进改革的动力，谋求发展机遇，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和经

验，加快我们的发展步伐。 

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鹏向大会做了工作报告，并将继续完善与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的合作和运营机制，发挥政学研合作和整合效应，积极为政府建言献策，为企业发展提供

咨询服务，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 

孙振宇会长主持会议时表示，未来研究会要进一步加强与高校合作，加强与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的合作，切实将研究会的研究工作与院校的教学工作结合起来，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经贸领

域的人才。  

（宣传部） 

郭飞、杨国亮教授参加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年会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 24 届年会于 5 月 10 日—11 日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中国经济

规律研究会副会长、我校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经贸学院郭飞教授和中国经济规律

研究会理事、国际经贸学院杨国亮教授应邀参会。 

本届年会研讨的主题是“经济体制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郭飞教授在大会上发表了“中

国国有企业改革：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主题演讲。杨国亮教授向大会提交了学术论文《西

方国家跨国公司发展史：经验与启示》，并在分会场作了发言并参加了讨论。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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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 2014》亮相国际科博会 

5 月 15 日上午 9:00，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日本名古屋大学共同创办的国际低碳经济研究

所主持编写的《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 2014》在第十七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平台上

发布。本次节能减排技术及项目推介会暨《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 2014》发布会，由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和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是中国第一本以低碳经济为主题的系列研究报告，解读了十八

届三中全会关于发展市场导向型绿色低碳经济和绿色政府治理的精神，介绍了欧盟、德国、日

本及我国一些地区以及台湾省发展市场导向型的低碳产业发展的经验。报告还从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与世界的碳排放源与碳泄露问题，提出碳减排的合理分摊和国际合

作机制建立的必要性。 

（宣传部） 

三大洲国际贸易政策 2014 年会举办 

2014 年 5 月 9 日上午 10 点，在科研楼五层会议厅，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国华威大学

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共同举办的“三大洲国际贸易政策 2014 年会”正式召开。会议邀请到数

十位国内外优秀的教授参加，其中包括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John Whalley 教授，英国华威大学

Dennis Novy 教授等。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洪俊杰院长对各位嘉宾及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三大洲国际贸易政策

研究中心联盟”是目前国内唯一、也是世界上可数的当今国际贸易政策方面的国际学术高端平

台。5 月 9 日的会议主要涉及四个内容，分别是：贸易集团、出口贸易、国际化生产与市场扩

张、贸易和开放型宏观经济。5 月 10 日会议的三个议题分别为贸易和金融实况、贸易壁垒以及

贸易和开放型宏观经济。 

本次会议标志着三大洲国际贸易政策年度会议的常态化。持续举办的专业国际贸易政策研

讨会议为中国高校乃及智库在国际贸易中实际政策研究和政府决策搭建了一个高端学术交流平

台，并符合我校培养国际化人才和为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研究支持的战略，为我校和全国的学子

和相关研究者提供了极好的学习和交流平台与更加广阔的视野。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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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中国—葡萄牙 35年外交关系与未来前景座谈会 

在中国与葡萄牙建交 35 周年，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卡瓦科•席尔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5 月 15 日，我校区域国别研究所葡语国家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葡萄牙 35 年外交关系与未来

前景座谈会。随葡萄牙总统代表团一同出访的葡萄牙中国观察研究所所长鲁伊•罗里多教授、葡

萄牙中国学院澳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金国平，中

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张敏，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葡语专家施若杰、胡大树，中巴书友

会董事长刘薇玲等十余人参加了座谈会。我校外语学院刘金兰书记、葡语系系主任文卓君参会。  

会前，林桂军副校长亲切会见了鲁伊•罗里多所长。林桂军介绍了我校葡语专业以及葡语国

家研究中心的建设情况，对鲁伊•罗里多所长长期从事中国研究表示赞许，并对中国观察研究所

与我校葡语国家研究中心未来的合作充满期待。随后，葡语国家研究中心主任王成安与鲁伊•

罗里多所长共同签署了两机构的合作协议，明确并细化了双方的合作目标和义务，为今后两所

研究机构的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午十点，由葡语国家研究中心王成安主任主持的座谈会正式开始。鲁伊•罗里多教授做了

题为“葡萄牙—中国：历史性发展对葡语国家的机遇与挑战”的主旨演讲。随后，鲁伊•罗里多

所长仔细解答了与会者的提问 

（外语学院） 

杨言洪、丁隆教授参加“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讨会 

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

合作论坛”成立十周年研讨会 5 月 16 日在京举行。我校外语学院杨言洪、丁隆教授应邀参会。 

会议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国邦主持，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外交部副

部长张明、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刘古昌及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阿拉伯国家

驻华使节等百余人出席会议。 

杨言洪教授应邀做题为《中阿经贸关系十年成就与前景》的主旨发言，他引用详实的数据，

回顾了论坛成立后中阿经贸关系的发展成就，并展望未来 10 年中阿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丁隆

教授参加了会议专题研讨。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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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成功主办“第三届中国竞争政策论坛” 

2014 年 5 月 21 日至 23 日，由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美国律师协会反垄断法分

会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竞争政策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

隆重举行。来自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15 家部委成员单位的负责人和 8 个国家竞争执法机构的部

长级官员，以及国内外的知名企业家、律师、经济学家、法官等业内人士代表共 300 余人出席

了为期三天的会议。 

商务部副部长房爱卿，国务院反垄断法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组长、国务院法制办前副主任张

穹，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 Edith RAMIREZ，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施建军出席了论坛并致

开幕词。 

黄勇教授主持了首场的“中国竞争政策论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圆桌论坛，及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竞争法律与政策高级顾问 Mark D. WHITENER 共同主持 “并

购审查”分论坛，此外，与会嘉宾还就“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的交叉”、 “企业合规的新挑战”、

“价格垄断问题”以及“反垄断私人诉讼”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法学院） 

菌草技术与云南生态综合治理研讨会举行 

2014 年 5 月 23 日下午，“菌草技术与云南生态综合治理研讨会”在昆明举行。研讨会由

昆明市人民政府、科技部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菌草综合开发利用技术国家

与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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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中心执行主任夏友富教授主持。 

会议首先由科技部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首席科学家林占熺教授和中心

执行主任、首席专家夏友富教授分别做《菌草技术及其生态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防治、石漠化

治理、河湖生态治理、矿山生态修复、湄公河生态治理）》、《菌草综合技术与云南省菌草产

业的发展》的主题发言，清华大学谢新佑教授就菌草治理滇池生态问题提出了建议。国家发改

委农经司、环保部环境标准与科技司、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中心相关负责人均表示将大力支

持云南菌草产业的发展，并提出加大菌草技术宣传推广等建议。 

（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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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国反垄断民事诉讼论坛落幕 

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ICT 产业竞争实验室联合主办，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庭为支持单位的“2014 中国反垄断民事诉讼论坛” 于 2014 年 5 月 24 至 25 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东等

省市高级、中级人民法院的 30 余名法官，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高级法官 Douglas H. 

GINSBURG，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 Maureen K. OHLHAUSEN，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助理 Leslie C. 

OVERTON，英国竞争和市场局非执行主任、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 William E. KOVACIC，

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副总检察长 Emilio VARANINI，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经济顾问 Joanna TSAI，

美国佳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George CARY、Nicholas LEVY，凯威莱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Joseph 

J. BIAL，威尔逊•桑悉尼•古奇•罗沙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Scott SHER，CRA 经济咨询公司主管

王晓茹、埃奇沃思经济咨询公司合伙人邓飞等十余位国外专家，以及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工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四川大学、中

国社科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机构的官员、学者，大型跨国公司、著名律师事务所代表共计 200

余人出席了本届论坛。 

会议第一天，中外法官就反垄断民事诉讼领域的理论问题进行了专业的交流，并针对部分

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次日，开放会议由四个圆桌会议组成。在

黄勇教授的主持下，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李青副局长、国家工商总局杨洁处长、最

高人民法院朱理法官、William E. KOVACIC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建中教授就反垄断私人诉

讼和行政执法衔接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讨。 

由我校竞争法中心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举办的“2014 反垄断民事诉讼论坛”已是第四届。 

“反垄断民事诉讼论坛”已经成为一个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与执法的高端国际交流平台，为提

升竞争政策在我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法学院） 

中国首届商务英语语言学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首届商务英语语言学研讨会于 2014 年 5 月 24-25 日在我校召开，来自 100 多所高校 120 多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研讨会。我校赵忠秀副校长为大会致辞，向来宾介绍了学校的发展，并

对商务英语的学科发展给予厚望。英语学院王立非院长致欢迎词，并希望商务英语语言学的理

论研究有较大的发展。许德金副院长主持了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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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商务英语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不同方向进行了

深入探讨。24 日在诚信楼 1314 举办了核心刊主编等与参会代表的恳谈会，由《外语学刊》主

编李洪儒、《外语教学》常务主编魏在江、《现代外语》资深编委刘件福、《中国外语》主任

常少华和《商务外语研究》执行主编徐珺出席了恳谈会。 

会议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主办、英语学院理论语言学研究所和认知创新团队承办。 

（英语学院） 

《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关系进程 2013 年度报告》首发 

5 月 23 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关系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阿拉

伯国家经贸关系发展进程 2013 年度报告》在我校举行新书发布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博览局领导、

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驻华使馆代表、专家学者和主流财经媒体记者出席会议。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览局副局长张立在发布会上致辞。《报告》主编、我校副校长林桂军教

授介绍了 2013 年度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以“迈向一体化的中海(中国-海合会)合作”为主

题，对中阿经贸活动进行量化分析，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国有企业等角度总结了过

去一年中阿经贸关系的发展，展望了中海自贸区建设的前景。 

（外语学院） 

第五届北京青年政治学论坛在我校成功举办 

2014 年 6 月 7-8 日，由我校国际关系学院承办的第五届北京青年政治学论坛成功举行。会

议吸引了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复旦、上海交大、中国社科院等在内的来自全国各大知名高

校和科研院所的青年学者 60 多人前来参会。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一共分为“民主转型”、“西方政治思想”、

“乡村治理”、“环境政治”、“中国政治思想”、“政治传播”六个专题讨论单元，并设有

以“政治学中国研究的方法论”为主题的圆桌论坛。 

我校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教授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他向国内政治学界的青年同仁们

简要介绍了对外经贸大学政治学科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并结合自身的科研经历与参会者分享了

他对中国政治学发展重点和前景的理解。 

（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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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金融学会（中国）年会在我校召开 

2014 年 5 月 28 至 29 日，为期两天的国际经济与金融学会（中国）第六届年会暨 2014 国

际学术会议在我校成功举行。校党委王玲，国际经济和金融学会会长、范德比尔德大学马瑞尔•

科卢奇尼（Mario Crucini）教授，国际经济和金融学会（中国）会长俞肇熊教授分别致辞。哈

佛大学讲座教授埃尔赫南•赫尔普曼（Helpman, Elhanan），我校副校长林桂军教授、赵忠秀教

授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

教授主持。 

王玲书记致开幕词，全球国际贸易学领袖、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埃尔赫南•赫尔普曼（Helpman, 

Elhanan）进行了题为“贸易与不均等”的演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国际经济和金融学

会（中国）前任会长林桂军教授以“政策因素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为题进行了演讲。 

会议期间，来自世界各地国际经济学学的顶级专家们就“中国对外贸易”、“贸易保护”、“贸

易与环境”等国际经济学的学术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研讨。 

国际经济和金融学会（中国）（简称 IEFS China）在 2008 年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

贸易学院支持下成立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学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和

金融）的高端学术研究，加强中外学者科研交流，构建我国国际经济学学者与世界上一流国际

经济学学家进行长期交流合作的平台，推进来自学术界、政界及实业界经济学家们的交流与合

作。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跨文化语境中的专业沟通：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举行 

2014 年 6 月 7 日-8 日，我校成功举办了“跨文化语境中的专业沟通：理论与实践”国际会

议，来自国内外的 150 多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本次大会。 

我校赵忠秀副校长为大会致辞。中国专门用途英语（ESP）学会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副

校长孙有中教授，亚太专门用途语言与专业沟通协会（Asian-Pacific LSP and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会长、香港城市大学 Vijay BHATIA 教授致开幕词。英语学院王立

非院长致欢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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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分别在 4 个会场进行了专题发言和热烈的讨论，主要讨论的话题包括：专业沟通

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专门用途英语(ESP)/ 专门用途语言（LSP）的研究和应用，语言教学

（培训）人员与业界的合作，专业沟通与课程/教材的设计和商务语言的研究与教学。 

大会的闭幕式由 ESP 学会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主持。本次国际研讨会

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亚太专门用途语言与专业沟通协会、中国专门用途英语协会联

合主办，国际商务英语研究所和《商务外语研究》期刊承办。 

（英语学院） 

绿色经济与永续企业之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2014 年 6 月 20 日，“中国开放经济体发展进程中的绿色经济与永续企业之路研讨会”在

我校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举行。相关政府机构负责人、国内外知名学术研究机构带头人、跨

国公司及知名企业家，以及我校历届校友代表、EMBA 学员、MBA 学员和在校学生、留学生

等出席研讨会。 

施建军校长致开幕词。在主题演讲环节，宝洁公司首席执行官 Bob McDonald 先生就跨国

公司在华经营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做了主题发言。我校 79 届校友、中国通用技术咨询投资公司

董事长刘德冰先生就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挑战与应对策略做了深入的阐述。 

国际商学院分党委书记范黎波教授主持了主题演讲论坛，刘保成教授主持了圆桌论坛。与

会嘉宾围绕绿色经济与跨国经营的机遇与挑战、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展开了深

入的探讨。提问环节中，各位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又再次从企业责任、绿色经济、永续企

业等方面给予听众更具针对性的解答。 

研讨会上，范黎波教授代表国际商学院向客座教授颁发聘书并一一合影，并举行绿色创业

研究中心成立仪式。绿色创业中心副主任王玉荣教授针对绿色创业研究中心的具体事务及发展

思路做了主题发言。 

（国际商学院） 

我校深圳研究院承办前海国际融资租赁金融创新论坛 

6 月 19 日上午，我校深圳研究院参与承办的首届“前海国际融资租赁金融创新论坛”在深

圳蛇口隆重举行。我校融资租赁中心史燕平教授、深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安渝教授出席了本

次论坛。其间史燕平教授担任本论坛的演讲嘉宾，并针对“融资租赁与经济政策效应--来自国

外的实践”进行了主旨演讲；李安渝教授担任第三分论坛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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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来自国内三大融资租赁集聚地政府领导、金融机构，以及中国融

资租赁业前 50 强企业、国际知名公司的 CEO 等 300 多人参加会议，对国内外金融创新政策、

融资租赁业务实践、跨境金融实操等进行充分的讨论及分析。 

（深圳研究院） 

 “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系列研讨会之二：TBT/SPS 专题”在我校举行 

 2014 年 5 月 21 日下午 2-6 点，由商务部条法司、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和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系列研讨会之二：TBT/SPS 专

题”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行政楼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围绕正在谈判中的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

中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TBT）和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SPS)规则的新近发展，从水平方向

和行业部门角度对 TBT 规则和 SPS 规则的谈判和对中国的影响及启示进行了全面的讨论。 

本次会议旨在发现和研究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中关于 TBT/SPS 规则的最新发展，关注这些

发展对中国的自贸区谈判战略有何影响及启示等。本次会议分为上下半场，分别由石静霞教授

和韩立余教授主持。毕中霖处长、肖冰教授、龚向前副教授、李丽助理研究员和龚红柳副教授

分别作主题发言。在主题发言结束后，与会的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法学院） 

“后巴厘进程与中国”国际研讨会在京顺利举行 

2014 年 5 月 29 日，“后巴厘进程与中国：中国在结束多哈谈判和复兴 WTO 中的作用”

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共同主办。ICTSD 总裁梅林德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研讨会以“WTO 巴厘岛一揽子协定取得成功后，多哈回合和 WTO 的未来，特别是中国如

何解读当前形势并做出回应”为主题，各与会嘉宾畅所欲言，并相互交流，讨论热烈。WTO

副总干事易小准、WTO 秘书处代表、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孙振宇、商务部官员、财

政部官员、美国驻华大使代表、欧盟驻华代表团代表、英国驻华大使、瑞典驻华大使、秘鲁驻

华大使、中国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等近 30 位嘉宾出席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 

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樊瑛副教授、WTO 研究院屠新泉副院长出席会议，并就服务贸易

和诸边协议谈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 WTO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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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成帅华博士为我校师生做讲座 

5 月 26 日，日内瓦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战略分析与中国项目部主任成帅华博士莅临

我校，为我校师生做了“WTO2.0：China Negotiations abroad and at home”的专题讲座。中国

WTO 研究院屠新泉院长、刘斌老师以及部分硕博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讲座。讲座由屠院长主持。 

屠院长首先介绍了成帅华博士，并聘请成博士为我校客座研究员。在此次讲座中，成博士

主要分享了以下四方面：一是为什么要发展 WTO2.0（WTO 升级版）；二是要实现 WTO2.0 首

先要解决 WTO1.0 的问题；三是 WTO 2.0 的核心特征；四是 WTO2.0 之后会不会有中国回合。

最后成博士总结到：“WTO 的框架规则应该适时更新，巴黎回合结束后中国应该更多地支持

WTO2.0，WTO2.0 需要中国回合。”演讲结束后，成帅华博士与我校师生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中国 WTO 研究院） 

 



 

   

 

 

 

 

 

 

 

 

 

 

 

 

 

 

 

 

 

 

 

 

 

 

 

 

 

 

 

 

 



 



 

  

 

 

 

 

 

 

 

 

 

 

 

 

 

 

 

 

 

 

 

 

 

 

 

报：教育部社科司、北京市教委科研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北京市社

科联、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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