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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简讯 

施建军校长一行赴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洽商共建“中国企业‘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 

2014 年 2 月 21 日，施建军校长一行赴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与保利集团董事长徐念沙等集团领

导进行了亲切会谈，就共建“中国企业‘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达成合作意向，并聘请徐念沙董

事长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 

保利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念沙，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张振高对施建军校长一行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徐念沙介绍了保利集团的发展历程以及现状，并在共建中国企业“走出去”协同创新中

心问题上，保利集团愿意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进行深度合作，共同提升创新型服务能力。徐念沙指

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协同创新中心能够为企业“走出去”出谋划策，驱

动传统行业的转型与改革，他对双方合作前景充满信心。 

施建军校长介绍了近年来学校的发展情况，我校牵头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

已经联合商务部、联合国贸发会、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国家开发银行、

青岛市政府等单位，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企业的经营实践活动为协同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保

利集团在军工、房地产、文化产业等竞争性行业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具有丰富经验，双方合作以国

防业务、咨询业务、对外贸易为主体，可以发掘的创新课题有很多，保利集团与经贸大学的创新合

作必定能取得新的突破。 

林桂军副校长谈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将参加第二批协同创新中心的申报。

他同时强调，协同创新必须从实践出发，与企业紧密合作、共同研究、促成方案，解决国家需要、

企业关心的实际问题。军事贸易也可作为研究领域，与保利集团的合作将会是一次有益尝试。 

我校校办主任孟令东、科研处处长王强、协同创新中心办公室主任李卫群等陪同前往。 

（协同创新中心办公室） 

林桂军副校长牵头为国家改革开放献策 商务部来函致谢 

为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精神，进一步提高学校科研的社会服务水平，我校林

桂军副校长牵头，联合有关高校 60 余名专家学者经多次研讨共同完成报告“以开放促改革，加快经

济转型和创新步伐——新时期改革开放框架与举措清单（建议方案）”，并提交至中央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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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获得商务部领导的高度重视，于日前来函致谢。函中称，“高虎城部长、张向晨部长助

理对此报告高度重视，指示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全面梳理课题研究成果，并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对课题报告中的政策建议，与商务部的现有政策措施进行了比对。12 月初，高虎城部长、张

向晨部长助理对此分别作出批示。” 

与此同时，为加强研究的科学性和针对性，2014 年 1 月，我校特别召开“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讨会，商务部张向晨部长助理与政策研究室相关负责人专门听取

了课题组的汇报，他们对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要将开放问题研究纳入“部校”

共建框架，今后继续加强合作并进一步推进。 

 （科研处） 

林桂军教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4年度报告新闻发布会 

3 月 26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4 年年会暨年度报告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论坛秘书长周文重

大使出席并介绍年会筹备情况。由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组织编写的三个年度报告同时发布。作为《亚

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4 年度报告》的主编，我校副校长林桂军出席发布会，介绍了报告编写情况及

主要研究成果，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林桂军指出，面对美欧经济增长缓慢，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遭遇种种复杂的情况，亚洲经济体

应增强集体意识，完善自己的经济政策，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该理念与 RCEP 题中之意恰好相合。

因此，《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4 年度报告》聚焦 RCEP 进程，对如何推进 RCEP 谈判提出了系统

的、有价值的建议。 

另外两个报告为《亚洲竞争力 2014 年度报告》和《新兴经济体发展 2014 年度报告》，分别由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专家团队主持完成。三个

报告（中英文版本）均已由我校出版社正式出版。 

（出版社） 

我校召开中国企业“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 

“2011 计划”认定书专家咨询会   

2014 年 3 月 29 日上午，我校在行政楼 222 会议室召开中国企业“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2011

计划”认定书专家咨询会。国家部委领导与业内专家出席会议，我校副校长林桂军、科研处处长王

强、学科办主任仇鸿伟、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卫群等参加会议。会议由林桂军副校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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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处长介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2011 计划”认定书编写情况，并从中心基

本情况、培育实施情况、培育代表性成效、支持与保障情况、未来四年实施计划五个方面介绍中心

建设工作。  

与会领导与专家纷纷提出意见和建议。专家指出，协同创新中心可尝试总结金融危机以来企业

“走出去”的经验教训，做系统性研究，并加强海外舆论方面的研究。专家建议，中心可以建立企

业“走出去”案例分析库，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走出去”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放入案例库，

同时建立研究型数据库、文献资料库、投资东道国经济与行业分析信息库、“走出去”企业、企业

家以及东道国商界领袖人才信息库，为后续研究提供数据支撑。与会专家认为，中心应充分发挥已

有优势，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培养国际化人才。  

会议最后，林桂军副校长作总结发言。他对领导和专家莅临我校并提出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表

示衷心感谢，他表示，中心还存在很多不足，很多工作有待进一步开展，下一步将着眼于如何做出

自己的特色。 

（协同创新中心办公室）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 

“2011 计划”认定书专家咨询会召开 

2014 年 3 月 8 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2011 计划”认定书专家咨询会

在我校行政楼 222 会议室召开。 

我校施建军校长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已经进入到攻坚期和深水区，要充分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

的精神，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研究应当配合党中央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聚焦自贸区

改革的创新点。施建军建议，研究人员应该亲身接触自贸区，深入了解自贸区，这样才能更好地完

成研究任务。 

上海财经大学樊丽明校长对认定书与中心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部署。樊丽明充分肯定了协同创

新中心已经完成的各项工作，对中心人员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樊丽明强调，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的研究应当顺应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适应国际新形势、新规范，并着眼于机制体

制创新。樊丽明表示，她相信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中心的各项工作一定能够更上一个台阶。 

会议由我校林桂军副校长主持。上海财经大学蒋传海副校长从国家急需与协同必要、目标任务

与中心建构、培育成效与未来计划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

“2011 计划”认定书的编写情况以及中心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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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纷纷表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面对全球化发展新格局、国际贸易投资新规

则下，我国实行的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有助

于对自贸区建设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推广，是国家战略的需要。会上，与会专家就如何完善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1 计划”的认定书，以及如何更好地开展协同创新中心的各项建设

工作展开热烈讨论，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协同创新中心办公室） 

 

我校科研处获评“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二级管理单位” 

近日，我校科研处获评“2013 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二级管理单位”，科研处赵菁

老师获评“2013 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工作先进个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特向我校发来表扬函，对我校科研处和赵菁老师表示感谢。 

函中称，近年来，我校科研处积极配合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加强社科基金项目管理工作，

在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中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负责该项工作的赵菁同志一直兢兢业

业、态度认真、表现突出，为推进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做出

了应有的贡献。 

（科研处） 

我校黄薇教授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四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 

日前，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四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评审结果揭晓，经专家评审意见和基金

会理事会暨顾问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意见，我校保险学院黄薇教授获得青年教师奖三等奖。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成立于 1986 年，由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著名实业家霍英东先生出资

与教育部合作成立，以发展教育事业，培育人才为宗旨，致力于扶持新秀，奖掖群贤，支持高校青

年教师从事科研活动，并对教学中做出优异成绩的青年教师进行奖励。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

奖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最受瞩目和赞誉的奖项之一，今年全国共有 103 名青年教师获奖。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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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俊杰教授论文获欧洲国际商务学会 IBR 最佳论文奖 

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洪俊杰教授合作发表的论文“What Driv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Test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s”获欧洲国际商务学会

(EIBA, Europe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ademy)颁发的 IBR 2012 Best Paper Award。IBR（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是欧洲国际商务学会的唯一官方学术期刊，每年从发表的近百篇论文中选出一篇，

并颁发最佳论文奖。 

洪俊杰教授合作的论文利用基于制度的理论、基于资源的理论和基于行业的理论来解释新兴经

济体企业国际化行为，指出不同理论对于成熟经济体跨国公司和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有不同的解

释力，同时验证了上述三种理论对于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力。通过寻求企业边

界外的竞争优势来源，该研究回答了新兴经济体企业为什么在缺乏竞争性资源的情况下仍能实现国

际化这一传统理论无法回答的重要问题。成果发表于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2,21(3). 该论

文曾被评为 Most Downloaded Article。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七单位联手打造“两岸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为响应教育部“2011高等学校创新能力计划”，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南开

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等 7家单位共同发起组建

的“两岸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于 2013年 12月在清华大学正

式成立，并完成协议签署程序。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作为“中心”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国际经济研究院桑百川院长代表学校在合作协议上签字。 

“两岸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整合七家单位的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

济学、国际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优势学科，充分利用两岸学、研、官、产的丰富资源，开展

高水平、战略性、前瞻性和综合性的学术合作与政策规划。中心力争在 5年时间内在理论研究、政

策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系列重要进展，成为具有广泛政策影响和社会影响的一流国家智库。

同时也为国家相关部门培养一批优秀的学术领军人才和实践领导人才。 

目前，中心已经设立 8个研究平台，分别是台湾经济、两岸产业合作、两岸政治经济与社会文

化关系、两岸区域发展与治理、两岸涉外经济事务、两岸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两岸农业交流合作、

两岸科技合作创新。“中心”计划在上海、天津、江苏、广东、福建、河北、甘肃和台湾地区逐步

建立研究和实践基地。 

（国际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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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园地 

葛铁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准免于鉴定 

近日，接全国社科规划办通知，由我校外语学院葛铁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阿

拉伯古籍中的“中国”研究——以史学著作为中心》（项目批准号 08BSS001），于 2014 年

1 月获准免于鉴定，获准结项（结项证书号 20140005）。这是外语学院第一个获准为免于鉴

定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该项目是一个涉密性较强的课题，将 60 余部阿拉伯最著名文史类古籍中关于中国的记载

全部译为汉语并加以考证注释，重点针对其中 26 部史学著作进行梳理研究，力图客观辨证地

勾勒出阿拉伯古代史学家的整体中国观，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该项目成果

获外交部正式批文表彰。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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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动态 

我校召开新学期科研工作会 

2014 年 3 月 5 日，我校在行政楼 222 会议室召开新学期科研工作会。林桂军副校长出席并

发言，各学院主管科研工作院长、科研秘书和科研处全体人员参加会议。会议由科研处王强处

长主持。 

林桂军副校长首先介绍了学校新学期科研主要工作：一是积极申报教育部“2011 协同创新

中心”，力争获批；二是加强智库建设，将建立一批校院两级特色智库；三是强化质量与创新

导向，修订科研评价标准；四是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做好社会服务工作。他强调，在当前全面

深化改革进程中，应抓住改革的机遇，着力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几个问题上下功夫，多思考，

为国家下一步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随后，科研处王强处长传达了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包括《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教育部社

会科学司 2014 年工作要点》，要求各学院及时传达文件精神并认真落实。最后，王强处长安排

部署本学期科研工作。 

（科研处） 

我校完成 2014 年度“杰出青年学者培育计划” 

和“优秀青年学者培育计划”评审工作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人才强校战略，加强学校青年学术骨干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批拔尖创

新人才，全面提升学校师资队伍的科研实力，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杰出青年学者培育计

划”实施办法（暂行）》（外经贸学科研字[2012]107 号）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优秀青年学

者培育计划”实施办法（暂行）》（外经贸学科研字[2012]108 号）的有关规定，经校学术委员

会委员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最终确定 2014 年资助“杰出青年学者培育计划”6 人、“优秀青

年学者培育计划”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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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杰出青年学者培育计划”资助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所在单位 

1 区制转换模型和我国地方债与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的研究 陈志鸿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 进化叙事与伦理想象 金冰 英语学院 

3 
基于异质性的相关产业外资技术溢出和国内企业生产率关

系研究 
李瑜 国际商学院 

4 
高科技企业国际研发网络构建与自主创新力提升的关系研

究 
吴剑峰 国际商学院 

5 网络突发事件的演变规律及应对机制研究 熊光清 国际关系学院 

6 基于合同设计的供应链信息分享机制与协调管理研究 赵映雪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优秀青年学者培育计划”资助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所在单位 

1 拍卖中卡特尔的稳定性及有效拍卖设计 曹小勇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 网络空间威慑与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研究 董青岭 国际关系学院 

3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府经济治理转型的法治理论与对策

研究 
冯辉 法学院 

4 城市公用事业规制革新的社会经济福利效应研究 郭蕾 公共管理学院 

5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研究 胡少卿 中文学院 

6 随机过程在股票期权与风险模型中的应用 栾娜娜 保险学院 

7 中国式 IPO询价制的运作机理研究 邵新建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8 
基于消费者对比购买过程视角的决策行为研究：消费者个

体认知特征的调节作用  
孙瑾 国际商学院 

9 Realized GARCH类模型在 VIX预测与衍生品定价中的应用 王天一 金融学院 

10 社会变迁下的武术文化记忆与传承研究 王智慧 体育部 

11 博弈论在现代经济金融理论与实践中的广泛应用 颜建晔 金融学院 

12 供应链制造柔性如何应对环境变化的研究 杨柳 国际商学院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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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完成第五批学术创新团队评审工作 

为加强学术团队建设，培育学术研究优势领域，提升我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自主创新

能力，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创新团队建设管理办法》规定，我校对各学院（部）申报

的学术创新团队进行了通讯评审和答辩评审，最终确定第五批建设的 7 个学术创新团队。 

我校第五批学术创新团队建设名单 

序号 团队名称 带头人 所在院系 

1 商务认知创新团队：商务语言语法中的高层转喻 陈香兰 英语学院 

2 中国语言文学的世界影响力研究 邓如冰 中文学院 

3 我国机构投资者行为与监管研究 江萍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 统计前沿理论与应用 刘立新 统计学院 

5 公司治理与财务状况质量研究创新团队 钱爱民 国际商学院 

6 基于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研究创新团队 王亚柯 保险学院 

7 网络、信息与投资者行为研究 肖欣荣 金融学院 

（科研处） 

我校开展 2013 年度科研组织服务奖评选工作 

为进一步促进我校科研管理队伍建设水平不断提高，鼓励先进，树立典型，发挥优秀科研

管理工作者的模范带头作用，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组织服务奖奖励办法》（外经贸学

科研字〔2012〕008 号）的规定，在各学院推荐基础上，经过初评、专家会议评选，确定法学

院吴卫星等 14 名同志为 2013 年度优秀科研管理工作者。 

2013年度优秀科研管理工作者（A类） 

序号 获奖者 级别 所在单位 

1 吴卫星 一等奖 金融学院 

2 石静霞 二等奖 法学院 

3 庄芮 二等奖 国际经济研究院 

4 王洋 三等奖 体育部 

5 刘立新 三等奖 统计学院 

6 屠新泉 三等奖 中国ＷＴＯ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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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优秀科研管理工作者（B类） 

序号 获奖者 级别 所在单位 

1 徐天鹏 一等奖 外语学院 

2 刘阳 二等奖 英语学院 

3 刘敏 二等奖 信息学院 

4 赵爽 二等奖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5 王宁 三等奖 金融学院 

6 朱晓婷 三等奖 国际关系学院 

7 孟丹梅 三等奖 统计学院 

8 桂远馨 三等奖 体育部 

 （科研处） 

科研管理一句话 

 我校完成多项纵向课题申报工作。由于 2014 年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申报条件有较大变化（同年度不能同时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年

度不能同时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3 月，我校报送 2014 年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97 项；报送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目 86 项；报送 201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80 项。 

 我校启动第十八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评奖工作。2014 年 3 月 31 日，我校启

动第十八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评奖工作。本届“安奖”评选工作首次采用系

统申报，目前网上申报进展顺利。 

 我校学术创新团队年检工作顺利结束。我校第三批学术创新团队和第四批学术创新团

队年检工作顺利落下帷幕，两批共 14 个团队均顺利通过年检，其中“数量经济学理

论与应用创新团队”获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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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服务贸易与投资”国际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2014 年 1 月 10 日上午，“服务贸易与投资”国际研讨会在我校行政楼 226 举行。会议主

要围绕“国际服务贸易与投资的最新趋势及政策”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和分析。商务部世贸

司副司长洪晓东、服务贸易处一等商务秘书汪震、政策研究室世界经济处彭敬副处长、澳大利

亚阿德莱德大学专业学部部长 Findlay 教授、韩国前贸易部长、首尔国立大学朴泰镐教授等嘉

宾出席本次研讨会。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教授主持开幕式。 

Findlay 教授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世界服务贸易与投资的最新趋势》主旨演讲，对世界服

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做出全面的分析；洪晓东副司长就《中国服务贸易与投资的最新趋势》作了

主题演讲；彭敬副处长详细介绍了《全球价值链中的服务贸易》；朴泰镐教授对韩国服务贸易

的发展现状做了相关介绍，并针对如何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参会各方就中

国和世界服务业市场开放所面临的问题和现阶段采取的政策措施进行了热烈讨论。参会代表从

各方面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精辟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我校召开 2014 年巴西形势座谈会 

2014 年 3 月 7 日，我校葡语国家研究中心举行 2014 年巴西形势座谈会。来自中国社科院

拉美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秘书长周志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葡语专家施若杰、巴西诺劳亚律师

事务所庞晓芳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校外专家、学者与会。我校外语学院刘金

兰书记、西班牙语系赵雪梅教授、副院长李紫莹副教授，国际经济研究院黄仁杰，葡语系系主

任文卓君等参会。《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对此次座谈会进行了全程采访。  

在 2014 年巴西即将举办世界杯、举办第六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和举行总统大选的背景

下，本次座谈会紧紧围绕上述议题，对 2014 年巴西形势，特别是经济走势以及中巴关系等方面

进行了讨论。与会人员纷纷发言，各抒己见，就上述议题详细阐释了个人研究成果，从政治、

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对 2014 年巴西形势作出预测，尤其是结合“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目标，

拓展思路，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令在场者收益匪浅。座谈过程中，针对与会者

的提问，在座专家也都进行了详细解答。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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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黄勇教授参加中欧竞争周并发表主题演讲 

2014 年 3 月 10 日至 14 日，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和中欧世贸项目组共同

举办的本年度春季中欧竞争周活动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副组长、我校

法学院黄勇教授应邀参与了期间主题为“汽车和在线零售业案例分析”的研讨会，并在嘉宾评

述环节发表主题演讲。 

中欧竞争政策周活动是“中国—欧盟世贸项目二期”（China-EU Trade Program II）的重要

议程之一，是中国政府与欧盟委员会就中欧贸易相关的技术援助计划。其他出席本届竞争周的

嘉宾包括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欧盟委员会、中欧世贸项目、爱尔兰竞争局、

法国竞争局，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中外大型企业、

富尔德、君合等中外著名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代表共计 400 余人。 

（法学院） 

黄勇教授出席反垄断经济学年会并访问欧盟竞争总司 

日前，法学院黄勇教授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 CRA2013 年度反垄断经济学大会并

做主旨演讲，之后应邀访问欧盟竞争总司，为总司 50 多名执法官员讲述中国竞争政策和反垄断

执法问题。 

2013CRA 年度经济学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律师的参与。大会共有

六个分论坛，黄勇教授参加了第一分论坛“复杂并购中的救济问题和效率问题”，并以“经营

者集中反垄断执法问题与展望”为题发表演讲，通过对商务部典型执法案例的学术分析，总结

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着重分析了救济方式和竞争损害的关系，效率抗

辩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 

黄勇教授应邀访问欧盟竞争总司总部，并作为主讲嘉宾参加了总司专门为欢迎黄勇教授来

访举办的“中国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执法论坛”。论坛由总司国际关系部主任 Blanca 

Rodriguez-Galindo 主持。黄勇教授从竞争政策与中国改革的关系出发，结合国家援助、产业政

策与竞争政策关系、经济分析在反垄断执法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改革等问题，并

穿插对热点案件的分析，为欧盟官员做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讲。与会官员踊跃提问发言，就国

家援助在欧盟的经验、中国竞争政策在中国转型中的作用等问题同黄勇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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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四届“瑞穗基金金融论坛”举行 

2014 年 3 月 15 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四届“瑞穗基金金融论坛”在诚信楼三层国际会

议厅隆重开幕。本届“瑞穗基金金融论坛”邀请中日专家共同探讨中日经济金融领域的热点问

题，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学术交流，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金融发展前沿的窗口。金融学

院副院长邹亚生教授主持了开幕式。赵忠秀副校长致辞，日本瑞穗银行常务执行董事菅野晓先

生代表瑞穗银行致辞，并介绍了本届论坛日方演讲的主题。 

论坛主题演讲由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金融会计学会会长、对外经贸大学客座教授

马德伦拉开序幕；其后，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部长长谷川克之就全球货币流动和日本经济作了

主题演讲；日本瑞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次长大类雄司就债券市场发展作了演讲；最后，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研究员以“中国银行业‘请进来’与‘走出去’”为题作

了演讲。与会嘉宾及参会师生与主讲专家在互动环节就大家关心的一些研究问题作了深入的交

流和沟通，整个会议在积极、热烈的交流氛围中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金融学院）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中日经济与商务合作”研讨会举行 

3 月 18 日下午，由我校国际经济研究院和日本立命馆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

的中日经济与商务合作”2014 年春季中日学术研讨会在我校行政楼 222 会议室举行。会议邀请

到了中日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田村晓彦所长、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松野周治教授、立命馆大学

经营学部陈晋教授以及守政毅准教授等中日外经贸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国际经济研究院、外语

学院、国际商学院、保险学院、国际学院等学院师生，以及在京日本企业的社长、日经新闻、

朝日新闻等知名媒体 100 多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会议由国际经济研究院西村友作副教授主持。 

在桑百川院长致辞后，来自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田村晓彦所长首先发言。松野周治教授从历

史的角度分析了东亚经济与中日韩合作的意义。陈晋教授从节能与增效的角度探索中日企业合

作的新途径。守政毅准教授从“新兴国市场战略的困境”和战略重组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日本

企业的中国市场战略。最后夏占友教授将视角回到宏观，剖析了中、美、日三国各自的经济问

题，并提出了化解诸多问题的最佳方法。 

在提问环节，松野教授、陈晋教授等针对中国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及外汇问题进行了激

烈的讨论。这次研讨会探讨了中日经济与商务合作的领域和方法，对中日未来经济合作及中国

经济转型期所遇问题的解决等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 

（国际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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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秀副校长出席金砖国家智库理事会暨学术研讨会 

金砖国家智库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暨第六次金砖国家学术论坛于 2014年 3月 16日至 19日在

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我校副校长赵忠秀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会议，就“金砖国家国际发

展合作机制建设”的主题作了专题发言，并作为主席主持了“生产率与中等收入陷阱”分论坛。  

据悉，金砖国家智库合作机制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重要内容，金砖五国分别确定本国的

一个智库牵头本国智库结成五国的智库网络，为金砖国家的发展与国际合作提供建议。金砖国

家智库合作理事会暨学术研讨会是配合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而举行的专门会议，先于领导人峰

会举行，所形成的成果和动议提交领导人峰会。我校是金砖国家智库合作网络的成员，通过参

加此次智库年会，将促进我校对金砖国家的整体研究以及我校金砖国家研究基地的建设。 

（国际处） 

我校与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 

“黄河沿岸菌草生态建设研讨会” 

2014 年 3 月 24 日，我校教育部战略研究（培育）基地—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

略研究中心与科技部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郑州联合举办了“黄河沿岸菌草生态建设研

讨会”。 

科技部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首席科学家林占熺教授、我校教育部战略

研究（培育）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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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

草技术与黄河生态治理》、《实施黄河生态修复工程，构建黄河生态屏障，实现黄河梦—运用

菌草技术在黄河沿线适宜地区发展菌草产业》的主题发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巡视员侯全

亮、黄河水利委员会国际合作与科技局局长、中国保护黄河基金会秘书长尚宏琦认为菌草综合

技术对黄河沿岸荒漠化、水土流失和盐碱化治理有重大价值，表示将积极推动开展示范工作。 

河南省水利厅水土保持研究所副所长屈建刚、河南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冯建

勋、中国科技市场协会副会长张转周、《今日中国》杂志社中文版主编曾平、菌草综合利用技

术国家菌草产业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中原办事处主任唐麦臣等 30 多位专家学者、官员和企业

家参加了研讨。 

（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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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贾怀勤教授主持中国进出口企业年会 

我校资深统计学教授贾怀勤，作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副会长，主持中国进出口企

业第十二届年会。 

 中国进出口企业第十二届年会暨 500 强企业俱乐部年会，2014 年 1 月 11-12 日在北京金

融街威斯汀酒店举行。本届年会由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和中国对外贸易 500 强企业俱乐

部主办。年会主题为“开放新起点：中国元素影响世界”。     

在贾怀勤主持的 1 月 11 日上午大会上，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

傅莹、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GOOGLE 大中华区总裁 Scott Beaumont 和南非驻

华大使馆公使莫亚义做首场嘉宾讲演。 

（宣传部） 

 

“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法律问题系列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14 年 3 月 26 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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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议在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行政楼顺利举行，为该系列研讨会正式拉开序幕。本次研讨会围绕自由贸易协定的最

新谈判结果和文本发展，重点讨论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和欧韩自由贸易协定。 

 来自商务部、中国法学会以及京内外多所法学院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包括商务

部条法司的陈雨松处长，商务部国际司的王江宁处长和商务部世贸司的安佰生处长等数位商务

部人士，中国法学会世贸组织法研究会的王传丽副会长和李顺德副会长，清华大学的秦娅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的韩立余教授，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石静霞教授、边永民教授、

盛建明教授、陈卫东教授和龚红柳副教授等。 

 本次会议由王传丽教授主持。王江宁处长、陈雨松处长、石静霞教授和韩立余教授分别作

主题发言，随后与会的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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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夏友富教授出席缅甸问题国际研讨会 

2014 年 3 月 2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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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任夏友富教授出席了由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CSCPA）与瑞典

官方智库—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ISDP）在京共同举办的“缅甸问题国际研讨会”。 

会议由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少将与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所

长尼古拉斯共同主持召开。研讨会共分为三大主题：中国和欧盟在缅甸问题中的作用、缅甸的

国际关系、缅甸的国际国内问题。夏友富教授携其博士生丁阳就“中缅经贸合作”作了主题发

言。“缅甸问题研讨会”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中国周边安全问题系列研讨会”之一，夏友

富教授作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的常务理事，将继续积极参与到其后的系列会议。 

（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举办加快沿边开放研讨会 

3 月 30 日，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主办的“加快沿边开放研讨会暨

中国沿边开放联谊会筹建会议”在北京振海大厦举行。 

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商务部欧亚司司长凌激、

政研室副主任吴频，学会领导王俊文、刘宝荣、李雨时出席。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进出

口银行等有关部门派人出席，黑龙江、吉林、内蒙、新疆、云南、广西等边境地区代表及企业

家代表共 160 余人参会。会议重点就新形势下加快沿边开放、发展的意义、机遇和措施等进行

讨论发言，地方代表进行了交流。与会代表一致希望加快筹建边境开放发展联谊会，以推动沿

边地区经济贸易合作发展及信息交流。 

（宣传部） 

创新粮食仓储交易机制与国家粮食安全高层研讨会 

2014 年 3 月 30 日，“创新粮食仓储交易机制与国家粮食安全高层研讨会”在深圳市五洲

宾馆召开，本次会议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主办，

教育部战略研究（培育）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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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投资所承办、深圳华利控股集团和中国技术交易所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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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会见了与会代表。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锐锋、我校党委书记王

玲分别作嘉宾致辞。深圳华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和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大米分会副会长花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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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局武汉科学设计院

总工程师和中国粮油学会食品分会副会长谢健教授级高工分别做《善积粮、畅流通、汇金融-

稻谷（糙米）仓储、流通、交易与华利集团发展规划》、《新形势下糙米仓储交易机制创新与

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和《推广糙米流通交易 提升大米安全水平》主题报告。 

国家食品与营养安全委员会、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政府等专家领导参加了研讨会。 

（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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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联、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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