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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简讯 

我校 10项成果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超历届获奖总数 

日前，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颁发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的

决定》，本届评选共受理全国 679 所普通高校申报成果 5818 项，经专家评审、面向社会公示和奖励

委员会审核通过，共有 830 项成果获奖。我校 10 项成果获奖，其中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8 项，获奖

数超我校历届获奖数量之和。 

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是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学术奖项，旨在表彰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所取得的突出成绩，鼓励和引导广大科研人员严谨治学、勇于创新、锻造精品，一直是我

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奖项。建校以来，我校以第一完成单位共有 9 项成果获

奖。此次成绩是我校长期坚持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深入推进我校哲学社会科学事

业繁荣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必将激发全校广大师生的科研热情，积极为国家建设和学校发展贡献力

量。 

我校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 

序号 成果名称 获奖人 获奖级别 

1 顾客创新论——全球竞争环境下“价值共创”之道 王永贵 二等奖 

2 关于“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的调研报告 廉思 二等奖 

3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als Prozess 潘亚玲 三等奖 

4 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可能与现实 孙华妤、潘红宇 三等奖 

5 贸易自由化、要素分布和制造业集聚 邓慧慧 三等奖 

6 新准则下利润结构质量分析体系的重构 钱爱民、张新民 三等奖 

7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third-party logistics firms in China 
王强 三等奖 

8 
Coordination of Supply Chains by Option Contracts: A 

Cooperative Game Theory Approach 
赵映雪 三等奖 

9 
Minimizing the expected complete influence time of a social 

network 
倪耀东 三等奖 

10 
Telecommunications Universal Services in China:Making The 

Grade on A Harmonious Information Society 
石静霞 三等奖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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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在我校举行 

陈德铭同志担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名誉会长 

2013 年 5 月 14 日，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暨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

新战略高层论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国际会议厅举行。大会一致同意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名誉会长。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孙振宇主持会议，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致辞。研究会终身荣誉

顾问沈觉人、谷永江、龙永图，高级顾问俞晓松、张志刚，我校党委书记王玲、校长施建军、副校

长赵忠秀出席。 

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在致辞中对会议的召开和研究会多年来取得的工作成果表示热烈的祝

贺。陈德铭名誉会长在主旨演讲中，就经济危机和规则重建的问题，与大家分享其多年参与多边谈

判的经历与思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施建军在演讲中，介绍

了我校与商务部合作的情况，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合作情况，并就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新战

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资深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薛荣久代表研究会宣布了 2012

年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成果。入选作品代表张玉卿律师发表讲话。大会按照章程和民政部有关规

定通过了陈鹏、王成安为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等近二十个部委部门负责人，来

至全国十几个省、市的行业协会、企业、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以及研究会的顾问、常务

理事、理事、会员共 100 多人参加大会。我校 50 多名师生也应邀参会。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自贸区建设论坛在青岛隆重举办 

6 月 20 日，“博鳌亚洲论坛亚洲自由贸易协定论坛 2013”在青岛举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

文重出席并主持了开幕式。商务部贸易谈判副代表俞建华、青岛市市长张新起等致辞。我校党委书

记王玲、副校长林桂军、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洪俊杰教授和白树强教授参加论坛并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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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亚洲自由贸易协定论坛 2013”是在中国外交部、商务部的支持下，由博鳌亚洲

论坛与山东省青岛市主办，亚洲开发银行与我校协办。会期为一天，旨在回顾亚洲自贸区建设经验、

探讨亚洲在目前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自贸区建设的机遇和挑战，为推进亚洲区域经济一

体化进程、实现自由贸易协定的落实研讨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我校党委书记王玲，经贸学院白树强教授分别主持了议题为“区域经济监测”和“亚洲的生产

网络与自由贸易协定”的分论坛。林桂军副校长在论坛中就亚洲生产网络，即“亚洲工厂”现象进

行了讨论。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教授介绍了我校编写的亚洲博鳌论坛年度报告：《亚洲区

域经济一体化报告》。 

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中国前驻 WTO 首席代表孙振宇、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兼首席执

行官(副行长级)河合正弘、印尼驻华大使易慕龙、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

长申凤吉等，来自政府及国际组织、学术界、金融界、企业界、新闻媒体等近 200 名参会者参加论

坛。与会人员就论坛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为推动亚洲自贸区建设提供了真切而有益的建

议。 

此次会议是我校第二次与博鳌亚洲论坛、亚洲开发银行合作举办自由贸易区论坛，也是我校首

次与青岛市政府合作举办大型论坛。会议加强了我校与博鳌亚洲论坛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并

将成为我校与青岛市政府开展深度合作的开始。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我校召开 2012年度科研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4 月 25 日下午，我校在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召开 2012 年度科研工作总结表彰大会，表彰 2012

年为学校科研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校党委书记王玲，校长施建军，副校长胡福印、林桂军，校长助理王强、杨长春出席会议并为

获奖集体和个人颁奖。各类奖项获奖者，各学院书记、院长、主管科研工作的负责人、科研秘书，

科研骨干教师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科研处处长王强主持。 

 王玲书记首先致辞。她指出科研工作是涉及学校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

工作，是影响学校全局发展和学校影响力的重要工作。她总结了我校 2012 年度科研工作的三大特点

并对我校 2013 年科研工作的三点建议：第一，科研工作要关注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

强化责任意识，要为国家战略发展解决问题。第二，科研工作应抓住热点问题，要加强对热点问题

的敏锐性，避免炒冷饭现象。第三，进一步提高科研服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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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桂军副校长对我校 2012 年度科研工作做总结报告。他指出，2012 年我校科研工作取得全面

丰收。最后，林桂军副校长指出科研工作需要思考的问题，并对我校 2011—2020 年哲学社会科学繁

荣计划进行了解读。  

大会的最后，施建军校长做总结讲话。他首先代表学校向全体获奖者和在科研工作上取得重大

进步、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科研工作者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施校长总结了我校 2012 年科研工作

特征并对今后科研工作的开展提出六点期望：一是围绕学科建设抓好科研工作。二是围绕竞争一流

抓好科研工作。三是围绕协同创新抓好科研工作。四是围绕人才培养抓好科研工作。五是围绕国际

化抓好科研工作。六是围绕机制体制创新抓好科研工作。 

 会议结束前，科研处王强处长表示，在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科研工作在 2013 年一定

会取得更大的辉煌。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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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园地 

我校喜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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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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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个项目获准立项，在全国 698 个获资助单位中与中山大学并列第

16 位。 

此次公布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总数为 3826 项，平均立项率为 13%。我校此次申报

课题 135 项，成功获批 29 项，立项率为 21%，高于全国平均立项率 8 个百分点。 

从项目类型来看，此次获批的 29 个项目中含重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17 项，青年项目

11 项；从学科分布来看，这 29 个项目涉及法学、应用经济、国际问题研究、管理学、外国

文学、中国文学、理论经济、语言学、统计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体育学 12 个学科，学科分布面为我校历年最广。除传统优势学科外，此次我校新增立项学科

为体育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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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构建低碳城市的

法律保障措施体系研究 
丁丁 法学院 法学 

2 一般项目 
法治思维框架下我国法律职业伦理体

系构建研究 
冀宗儒 法学院 法学 

3 一般项目 
国际评级机构霸权滥用及我国应对的

法律措施研究 
盛建明 法学院 法学 

4 一般项目 
我国格式条款立法缺陷的清理及修法

方案研究 
苏号朋 法学院 法学 

5 一般项目 中国对外传播话语模式研究 刘立华 英语学院 
新闻学与

传播学 

6 一般项目 
乔叟诗歌《禽鸟议会》写本和刊本的比

对研究 
石小军 英语学院 外国文学 

7 一般项目 非洲裔美国人自传的类文本研究 许德金 英语学院 外国文学 

8 一般项目 
维护我国海洋权益背景下的中国所涉

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与企业对策研究 
徐进亮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管理学 

9 一般项目 
国有经济深入调整的战略目标、路径与

政策选择研究 
庄序莹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应用经济 

10 一般项目 
日本量化宽松政策溢出效应与东亚主

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协调研究 
郭红玉 金融学院 国际问题 

11 一般项目 我国中小微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及 刘立新 统计学院 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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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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评级研究 

12 一般项目 东亚文化交融语境中的《沧浪诗话》研究 程小平 
中国语言文学

学院 
中国文学 

13 一般项目 民间商贸活动视域下的宋代小说研究 罗陈霞 
中国语言文学

学院 
中国文学 

14 一般项目 
制造商在产业转型中的电子渠道治理

机制研究 
熊伟 国际商学院 管理学 

15 一般项目 
促进我国文化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的政

策措施研究 
吴承忠 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学 

16 一般项目 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共赢性发展路径研究 李计广 中国 WTO 研究院 应用经济 

17 一般项目 
社会网络中意见领袖对个性化信息推

荐服务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莉 信息学院 图书馆·情报 

18 一般项目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区域影

响力研究 
王智慧 体育部 体育学 

19 青年项目 
中美战略性贸易合作政策的衍变机制

与效应研究 
龙晓柏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应用经济 

20 青年项目 
欧美“再工业化”冲击下的中国制造业

“去空心化”的策略研究 
余珮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应用经济 

21 青年项目 
中日韩自贸区推进新思路：新功能主义

框架下的理论建构与机制设计 
蔡彤娟 国际经济研究院 理论经济 

22 青年项目 
亚太生产网络变迁与中国自贸区战略

路径优化研究 
张晓静 国际经济研究院 应用经济 

23 青年项目 
宪法视野下房地产调控中的“央地博弈”

及其法律规制研究 
冯辉 法学院 法学 

24 青年项目 
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区居民自治法

律规制研究 
薛源 法学院 法学 

25 青年项目 北非柏柏尔人问题研究 黄慧 外语学院 国际问题 

26 青年项目 
中国投资拉美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与对

策研究 
李紫莹 外语学院 国际问题 

27 青年项目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规范化与立法研究 娄宇 保险学院 法学 

28 青年项目 
区域服务贸易安排的 GATS 特征及其

贸易影响的经验研究 
周念利 中国 WTO 研究院 国际问题 

29 青年项目 
基于大规模语料的北京话虚词的发展

演变研究 
崔蕊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语言学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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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获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28 项 

居全国同类高校首位 

教育部日前发布《关于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通知》，我校有

28 个项目获准立项，含规划基金项目 12 项，青年基金项目 16 项，立项数居全国同类高校首

位，北京市第二位。 

此外，我校还有 3 个专项项目获准立项，分别是“教育廉政理论研究”专项课题，“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二类课题和辅导员专项课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立项清单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类别 

1 动产担保公示及其优先顺位规则研究 徐海燕 法学院 规划基金 

2 保险消费者保护制度及实施研究 于海纯 法学院 规划基金 

3 消费者跨境电子商务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陈剑玲 法学院 青年基金 

4 
民法典视野下的不当得利制度研究——欧洲的经验

与中国的选择 
傅广宇 法学院 青年基金 

5 
修辞学视野中的判决理由——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

与实证研究 
杨贝 法学院 青年基金 

6 
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技术研究：基于中美经典判例的

比较研究 
郑雅方 法学院 青年基金 

7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研究 丁建臣 金融学院 规划基金 

8 
赶超型工业化的模式变迁与经常项目顺差：一个经济

史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王剑锋 金融学院 规划基金 

9 
农户生猪养殖合作经营创新发展与金融支持政策研

究 
邱俊杰 金融学院 青年基金 

10 宏观视角下的跨境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研究 王天一 金融学院 青年基金 

11 
系统性风险度量指标在主权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测

算中的应用研究 
颜建晔 金融学院 青年基金 

12 税收对居民收入的福利效应及调节机制研究 崔景华 公共管理学院 规划基金 

13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保持公益性的长效管理机制 吕维霞 公共管理学院 规划基金 

14 和谐社会视野下公共领导力与执行力建设研究 彭向刚 公共管理学院 规划基金 

15 近代海河航道治理研究 王长松 公共管理学院 青年基金 

16 结构改革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异质性模式研究 李明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青年基金 

17 异质性信念与资产价格泡沫 王勇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青年基金 

18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周期性悖论

研究 
赵旭杰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青年基金 

19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消费增长动力研究 胡若痴 国际经济研究院 青年基金 

20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两岸产业合作研究 华晓红 国际经济研究院 规划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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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类别 

21 
刘易斯拐点、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的路径依赖—

—基于美日德韩转型经验的实证分析 
张军生 国际经济研究院 青年基金 

22 
社会责任，合法性与适应能力：国有企业提升长期绩

效的路径研究 
范黎波 国际商学院 规划基金 

23 中央企业境外资产监管问题研究 周煊 国际商学院 规划基金 

24 言、象、境的循环与复现——《红楼梦》法译研究 陈寒 外语学院 青年基金 

25 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科夫思想研究（1905-1917） 尹绍伟 外语学院 青年基金 

26 我国出版企业的专业化与多元化经营研究 顾永才 出版社 规划基金 

27 出版企业的文化责任研究 刘军 出版社 规划基金 

28 
国家边界安全空间演变与政策实践研究——兼论美

国对中国的启示 
王吉美 英语学院 青年基金 

29 高校采购管理信息与监督系统研究 杨逢华 党委办公室 专项项目 

30 自媒体时代高校网络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张小锋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科研部 
专项项目 

31 
优秀辅导员成长规律及培育机制研究——以北京市

已评 40 名十佳辅导员为个案 
杨熙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专项项目 

（科研处） 

汤碧研究员主持的国家自科基金项目结题为“优” 

国际经济研究院汤碧研究员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国际贸易技术溢出

的我国双边 FTA 动态优化研究》（批准号：7070300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

学部组织的结题项目绩效评估会上被评为“优”。 

汤碧研究员主持的该项课题为我校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较早

获批的项目之一。课题组成员有蓝庆新研究员、张海森、张晓静、姜荣春、杨立强副研究员

和李丽博士。《基于国际贸易技术溢出的我国双边 FTA 动态优化研究》这一课题在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资助至结项评审期间，标注项目号的科研成果丰富，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管理科学部管理科学 A 级重要期刊《管理世界》、《农业经济问题》发表论文 2 篇，在

CSSCI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9 篇；有 3 项成果分别荣获全国商务成果奖和商务部征文三等奖；

所发表的文章中，EI 检索 2 篇次，ISTP 检索 2 篇次，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

料全文转载 4 项。 

2012 年度，汤碧研究员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产品内分工生产率增长

空间溢出效应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路径优化研究》再次获批。 

（国际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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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动态 

我校出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标兵评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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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不断提

升我校科学研究的质量、水平和国内外学术影响力。学校制定并出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

研标兵评选办法》，据悉，我校首批“科研标兵”的评选工作将于下学期开展。  

（科研处） 

我校召开本学期期末科研工作会 

2013 年 6 月 28 日，我校在行政楼 222 召开本学期期末科研工作会，各学院主管科研工作

院长、科研秘书，科研处全体人员与会。会议特别邀请财务处孙强处长传达我校科研经费管理

文件精神。会议由科研处王强处长主持。 

 财务处孙强处长解读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经费管理规定》的重点内容，指出了科研

经费使用中出现的一些共性问题，同时对今年 5 月教育部巡视组就我校科研经费专项审查中发

现的问题做了通报，并对我校教师科研人员的科研经费使用提出了要求。 

科研处王强处长总结本学期的科研工作，并部署下学期的重点工作。王强处长详细介绍了

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项情况，对成绩突出的学院进行了表扬。王强处长还解

读了刚刚出台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标兵评选办法》，首批“科研标兵”的评选工作将于

下学期开展。 

最后，王强处长通报了 2013 年 5 月教育部巡视组就我校学风建设和科研经费使用两个专项

检查的情况，他要求各单位根据检查意见，认真学习和总结，严格贯彻国家有关科研经费使用

的要求与规定，积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科研处） 

我校第二批和第三批学术创新团队年检工作顺利结束 

我校第二批学术创新团队第二次年检和第三批学术创新团队第一次年检工作于 2013 年 4

月底落下帷幕。第二批 8 个团队全部顺利通过年检；第三批 6 个团队中有 5 个团队提交年检材

料并顺利通过，其中“转轨时期公司财务研究创新团队”获批优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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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创新团队”由培育性团队升级为正式建设团队，未提交年检材料的团队学校将按照相关规

定暂缓拨付本年度建设经费。 

据统计，第二批和第三批学术创新团队在 2012 年的建设过程中，共培育出国家级课题 21

项，省部级课题 13 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30 篇，其中 SSCI/SCI/A&HCI/EI 期刊收录论文 33

篇，A 类期刊论文 5 篇，B 类期刊论文 43 篇；出版专著 6 部，译著 1 部；获得 5 个省部级科研

奖励。 

（科研处） 

我校完成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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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资助“杰出青年学者培育计划”7 人、“优秀青

年学者培育计划”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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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货币殖民倾向研究 丁志杰 金融学院 

2 不对称信息环境下的采购机制研究 李建培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 国际文化贸易法新论 石静霞 法学院 

4 
外贸转型升级下的中国区域布局优化研究——基于全球 

生产网络演进的视角 
汤碧 国际经济研究院 

5 中国微型金融发展研究 黄薇 保险学院 

6 并行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影响因素与绩效研究 李自杰 商学院 

7 国家文化资本影响指数及数据库建设 许德金 英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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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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价值链下我国产业竞争力研究：指标设计与政策含义 裴建锁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 机场和航空公司之间的收入分享合作研究及政策启示 杨杭军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 政策不确定性、市场竞争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陈德球 国际商学院 

4 魅力领导的两面性——组织中公权与私权领导的追踪研究 刘小禹 国际商学院 

5 非正规金融风险与绩效的定量研究 张海洋 金融学院 

6 
媒体特征、高管背景与公司治理——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欺诈

行为的研究 
孙艳梅 金融学院 

7 中国企业应对贸易壁垒的策略体系研究 邓慧慧 国际经济研究院 

8 
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工具的微观机制分析：以或有资本监管为

例 
郭桂霞 国际经济研究院 

9 互联网用户评论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机制与管理策略研究 殷国鹏 信息学院 

10 基于网络的建导式团队协作在中外案例背景下的多视角研究 程絮森 信息学院 

11 
科学研究与创新人才培养的互动机制研究——基于协同创

新的视角 
黄海刚 

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 

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 

12 中外企业海外经济利益保护 李志永 国际关系学院 

13 司法裁量权滥用规制研究 陈杭平 法学院 

14 中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 孙守纪 保险学院 

15 财政政策拉动内需的宏观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 李晓嘉 公共管理学院 

（科研处） 

我校完成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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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确定第四批建设的 9 个学术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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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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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创新团队 陈志鸿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模式与风险研究创新团队 马捷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 转型期国民收入分配模式创新团队 钱震杰 金融学院 

4 经济金融的博弈论应用研究创新团队 王剑锋 金融学院 

5 
“亚太区域合作：国际制度重塑与中国战略调整”学术创新

团队 
熊李力 国际关系学院 

6 公共外交学术创新团队 檀有志 国际关系学院 

7 “走出去”背景下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战略创新团队 尹建华 国际商学院 

8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我国的策略研究创新团队 屠新泉 中国 WTO 研究院 

9 
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政府能力建设研究学术创新

团队 
吕维霞 公共管理学院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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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度教育部重大课

题攻关项目 4 项、发展报告 4 篇、建设项目 3 项、培育项目 1 项；报送 2013 年度北

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7 项、基地项目 6 项；报送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 2013 年度课题 8 项；报送北京市社科联 2013 年重大决策咨询课题 6 项、决策咨

询应用研究课题 4 项；报送 2013 年 5 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1 项、2013 年度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2 项。 

 我校完成各类评奖申报工作。2013 年 5-6 月，我校完成司法部第四届全国法学教材与

科研成果奖的组织和申报工作，报送参评成果 15 项；完成 2013 年国家旅游局优秀旅

游学术成果申报工作，报送参评成果 2 项。 

 我校积极参与朝阳区—高校发展合作联盟工作。 我校作为朝阳区—高校发展合作联

盟成员，积极参加联盟各类活动，包括第一届“才子朝阳”校企对接洽谈会、朝阳区

—高校发展合作联盟暨科技兴区委员会专家座谈会等，为朝阳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

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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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完成各类专家库的推荐工作。2013 年 5 月，我校推荐 12 名教师入选北京市文化

产业专家库，推荐 7 名教师担任司法部评审专家。 

 我校召开 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立项培训会。2013 年 6 月

28 日，我校在行政楼 222 会议室召开 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

目立项培训会，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负责人及各学院科研秘

书与会。 

 我校出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经费管理规定》。为更好地贯彻执行国家科研经费

管理政策与制度规定，加强与规范学校科研经费管理，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益，学校

制定并出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经费管理规定》（外经贸学财字[2013]102 号），

以保证我校科研工作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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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国际经济研究院李丽老师参加联合国可持续标准论坛启动大会 

2013 年 3 月 21 日至 22 日，“联合国可持续标准论坛启动大会”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欧洲

总部召开，国际经济研究院李丽老师应邀赴瑞士参加了此次会议。 

联合国可持续标准论坛由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贸易中心（ITC）和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五个联合国机构

共同发起，旨在探讨全球范围内可持续标准问题及未来的工作。此次启动大会则意味着该论坛

正式开始运行，以后每年将举行一次大会。此次会议由联合国贸发会议具体组织，联合国贸发

秘书处邀请各国推荐两至三名代表参加。经商务部推荐，联合国贸发会议确认，我校国际经济

研究院李丽老师作为中国专家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国际经济研究院） 

苏号朋参加 2013 中国旅游市场分析与对策研讨会 

3 月 29 日，由中国旅行社协会主办的“2013 年中国旅游市场分析与对策研讨会”在长白山

召开，中国旅行社协会秘书长蒋齐康先生及 100 余家旅行社的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研

讨了 2013 年中国旅游市场的发展态势，并特别分析了即将出台的《旅游法》对旅行社经营的影

响。我校法学院苏号朋教授应邀出席会议。苏号朋教授做了题为“《旅游法》（草案）对旅行

社规范经营的影响及其对策”的主题演讲。 

（法学院） 

施建军校长会见我校长江学者 Peter Buckley 教授 

4 月 2 日上午，我校校长施建军在行政楼贵宾接待室会见了我校长江学者、英国利兹大学

Peter Buckley 教授。Buckley 教授是英国利兹大学国际商务教授、跨国公司内部化理论的创始人，

他还是我校与利兹大学合建的商务孔子学院的英方院长。 

Buckley 教授介绍了利兹商务孔子学院的发展情况。半年来，利兹大学商务孔子学院除了

逐步开展教学活动之外，还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和文化活动。今年利兹大学商务孔子学院

还将举办奢侈品管理研讨会等活动，为两校学者的合作研究搭建平台。 

会见后，Buckley 教授为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博士生做了题为《国际商务中的历史研究方

法》的讲座。讲座中，Buckley 教授结合具体例子总结了历史研究方法在国际商务研究中的使

用。参加讲座的学生随后与 Buckley 教授就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4 月 2 日晚，Buck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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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还举行了题为《世界工厂》的公开讲座。4 月 11 日下午，Buckley 教授还在博学楼 1120 教

室举行一场题为《内部化理论的 35 年》的公开讲座。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施建军校长应邀参加“中国—新西兰伙伴关系论坛” 

 4 月 12 日，“中国—新西兰伙伴关系论坛”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新西兰总理约翰

•基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开幕式并做主旨演讲。我校施建军校长应邀参加“中国—新西

兰伙伴关系论坛”并在主论坛上代表中方大学校长做主题发言。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稳固根基，开拓潜能”，论坛围绕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展望、促进双边

投资及多领域综合创新等议题深入探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

炎和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主席、新西兰前副总理麦金农爵士，以及来自中、西两国政

府、商业、科教、文化、学术等广泛领域的高层人士出席论坛。 

（宣传部） 

德国著名经济学家 Andreas Louschel 先生受聘我校客座教授 

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 环境与资源经济及环境管理所所长，海德堡大学教授，德国能源

转型监督专家委员会主席，Andreas Löschel 先生受聘为我校客座教授。4 月 12 日上午，授予仪

式在行政楼 1001 贵宾室举行。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外语学院、国际经济研究院的专家学者

等参加了受聘仪式。赵忠秀副校长主持受聘仪式。 

Andreas Löschel 先生在发言中表示，将尽全力利用相关资源促进我校与德国的合作，并就

在低碳经济等领域开展高端科研项目申请和合作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受聘仪式结束后，

Andreas Löschel 先生为我校师生做了题为“The Energy Transformation in Germany – An 

Assessment”的学术报告。 

（宣传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债券峰会”成功举行   

2013 年 4 月 20 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债券峰会”在宁远楼三层国际会议厅隆重召开。

此次活动由金融学院主办，是在金融学院院庆之际的一场盛典。我校校长刘亚教授、中国人民

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徐忠研究员、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高占军博士、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教

授、分党委书记吴卫星教授及各兄弟学院代表、金融学院校友、各界嘉宾、在校师生等共 500

余人参加了本次盛会。丁志杰院长主持开幕仪式，刘亚副校长致欢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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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分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的主旨演讲由丁志杰院长主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

司长徐忠研究员、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高占军博士分别做主旨演讲。 

下半场的主题演讲由金融学院分党委书记吴卫星教授主持。金融学院的 6 位优秀校友做了

精彩的主题演讲，他们分别是 87 级金融校友、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彭向东；

87 级金融校友、中国民族证券研究所负责人贾国文；89 级国金校友、渤海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

理金韬；99 级金融校友、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资深分析师韩会师；01 级校友、暖流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李银桂；03 级校友、汇丰银行（香港）胡奕。 

（金融学院） 

首届中俄经济金融论坛在我校召开 

2013 年 5 月 4 日，首届中俄金融经济论坛在我校行政楼 222 会议室召开。施建军校长、张

新民副校长参加会议和欢迎晚宴。 

中俄双方 3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论坛，就国际金融秩序改革、金砖国家金融发展、中俄

金融经济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参会嘉宾有俄罗斯联邦财务署信息化联邦中心主任 Alexey 

Makushkin 教授、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民经济管理与国务大学圣彼得堡分院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Yury Kosov 教授、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大学金融市场和金融工程系主任 Boris Rubtsov 教授等 9

位俄方专家，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刘洪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治理研究室执行主任黄薇博士、我校外语学院分党委书记刘金兰、国际商务汉语教学与资

源开发基地执行主任韩红教授、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韩立华教授、金融学院院长

丁志杰教授、分党委书记吴卫星教授等中方专家学者。 

（金融学院） 

2013 中国外经贸形势与热点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5 月 9 日，由我校国际经济研究院主办的“2013 中国外经贸形势与热点研讨会”在逸夫科

研楼 11 楼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政研室、商务部研究院、中国社

科院、外交学院、《国际贸易》杂志社等我国外经贸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及我院师生 40 多人参加

了研讨会。与会专家从不同视角深入探讨了 2013 年我国外经贸发展面临的形势与热点问题，分

享了各位专家学者关于我国外经贸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 

研讨会由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庄芮和中国对外经贸研究室主任杨立强共同主持。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授致欢迎辞，并探讨了国内区域产业转移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办公厅主任隆国强研究员就世界经济形势与我国出口前景进行了深入剖析。商务部政研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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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张向晨司长就外贸发展潜力、贸易摩擦影响、全球价值链、产业转移、区域合作等中国外经

贸发展的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研究员以“中国当前的对外

投资和产业国际化”为题重点分析了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发展态势及存在的问题。中国社科

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王玉主研究员就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 RCEP 问题进行了全面细

致的剖析和讨论。外交学院樊莹教授重点探讨了我国外经贸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并给出了应对

之道。《国际贸易》杂志社郭周明主任结合杂志选题就“大国心态、大国责任、大国战略”提

出自己的看法。最后，国际经济研究院姜荣春副研究员和李丽博士分别就服务贸易、企业社会

责任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会后，与会专家和我院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国际经济研究院）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共同主席坎贝尔博士访问我校 

5 月 13 日下午，在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常务副会长邹明榕大使的陪同下，太平

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PECC）共同主席唐•坎贝尔（Don 

Campbell）访问我校。坎贝尔博士曾经担任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外贸部副部长、驻日本大使、

驻韩国大使等重要职务，曾经直接领导加拿大参加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是位经验丰富的商务

外交官。 

坎贝尔博士在行政楼 222 会议室发表了题为“亚太贸易谈判：互补还是交叉”的演讲，并

与在场的贸大师生进行了讨论。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教授主持了坎贝尔博士的演讲会。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王健教授赴联合国参与电子商务立法讨论 

 近日，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无党派人士王健教授，赴纽约联合

国总部参加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有关电子商务立法的讨论。这是继去年在奥地利维也纳的

有关电子商务立法会议的延续。王健教授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立法全部讨论过程。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负责讨论和制定相关的国际贸易法律和规则，目的在于通过协调

各国法律规定，制订国际贸易法律公约和示范法等来促进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该委员会曾制

订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电子商务示范法》等。此次电子商务立法主要是电

子可转让记录的立法，即围绕国际贸易中所使用的海运提单、仓单、汇票等代表物权或者债权

的相关贸易单证的电子化问题进行立法。这些法律问题解决有助于推进国际贸易的电子化，推

动国际电子商务发展有重要意义。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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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商务翻译高端论坛在我校隆重举行 

2013 年 5 月 25-26 日，第二届全国商务翻译高端论坛在我校诚信楼 1412 会议室隆重举行。

论坛主题为“中国文化与企业走出去战略中的翻译——问题与对策”。近百名来自中国大陆、

香港以及新西兰等四十多所高校的知名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大家就商务翻译实

务、商务翻译研究、商务论文写作以及商务翻译教学以及中国文化与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

相关翻译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积极寻求良策。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赵忠秀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并致欢迎词。 主旨演讲环节，

九名教授就各自研究领域发表了演讲。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CSSCI 期刊《中国外语》

主编、中山大学翻译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黄国文教授就商务翻译教学领域 MTI 毕业论文的写

作要求进行了详细解读。对外经贸大学英语学院院长王立非教授对国内外商务英语学术研究现

状进行了分析。黑龙江大学《外语学刊》主编、博士生导师李洪儒教授，对外经贸大学跨文化

商务翻译学术创新团队负责人、《商务外语研究》执行主编、英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徐珺教授，

香港恒生管理学院署理校长方梓勋教授，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罗选民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穆雷教授，上海海事大学翁凤翔教授，南开大学吕世生教授发言。 

 (英语学院) 

卢进勇教授参加首届中国国际投资合作研讨会 

2013 年 5 月 25 日，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卢进勇教授应邀参加了中央党校和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投资合作研讨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加快构建中国企业

主导的国际生产经营网络”的发言。 

中央党校副校长张伯里、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外交部副部长谢杭生、国资委监事会主席李

志群、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张松涛、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汪东进、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办公厅主任隆国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裴长洪、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

究所所长韩保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赵晋平、国资委副秘书长阎晓峰、中信建设

集团公司董事长洪波、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会长郑跃文等领导，以及来自施耐德电气、

壳牌公司、飞利浦集团、索尔维大集团和中国中材集团等企业界领导在大会发言。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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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副总干事哈沙•辛格和服务贸易司长马姆杜访问我校 

2013 年 5 月 29 日，应中国 WTO 研究会和我校的邀请，WTO 副总干事哈沙•辛格和服务

贸易司司长阿卜杜勒-哈米德•马姆杜访问我校并做演讲。施建军校长会见了两位贵宾，对他们

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期望与 WTO 秘书处有更密切的合作。 

两位嘉宾的演讲收到了我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多位师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并得到了精彩

的回答。赵忠秀副校长主持了报告会。中国 WTO 研究会会长孙振宇对报告会做总结。 

（国际处） 

我校举办统计高端学术讲坛 

2013 年 5 月 31 日下午，曾五一和邱东两位教授先后在行政楼 1004 进行了两场精彩的学术

讲座。讲座由统计学院主办，刘立新副院长主持，学院全体老师和相关学院的师生参加了讲座。 

曾五一教授，现任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曾教授就“关于经济统计学的若干问题”展开演讲，他系统解释了经济统计学、统

计学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经济统计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今后一段时期主要的研究热点课题

以及应注意避免的误区等。邱东教授，我国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时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

科评议组成员。他的讲座题目为《成本效益分析的“软肋”》，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关于时空维

度的把握、隐性成本和隐形效益等几个经济统计中存在的问题。 

两位教授的讲座在现场师生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本次学术讲座的举办有利于增强学术

氛围，促进师生交流，老师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统计学院） 

 “菌草技术和生态可持续发展高级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2013 年 5 月 31 日，由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北京）秘书处、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和教育部战略研究（培育）基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技术合作战略研究中

心、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菌草技术和生态可持续发展高级研讨会”在我校行

政楼 222 会议室举行。此次研讨会的主办方之一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作为全球性的国际政府

间组织，一直以来始终将消除贫困、解决青年就业、实施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作为首要的任务。 

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副总干事安学礼，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农林大学教授谢联辉，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王玲，世界绿色贸易投资促进会会长、原交通部副部长忻元校，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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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明人、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教授以及来自中共共央办公厅、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商务部、教育部、农业部、工业与信息化部、环保部、外交部、国家林业局、国资

委、国务院扶贫办和黑河市的官员和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福建

农林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的专家学者、产业界代表 80

余人参与了此次研讨会。研讨会由我校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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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贸易问题》2013 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国际贸易问题》2013 年学术研讨会于 6 月 1 日在我校成功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

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中央财

经大学、黑龙江大学、辽宁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二十余所高等院校的国际贸易、国际金

融、国际商法等方面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及《国际贸易问题》杂志社的全体编辑参加了本次研

讨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国际贸易问题》杂志主编林桂军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国际

贸易领域著名学者张二震教授、唐海燕教授、王跃生教授及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

教授做主题发言。学术刊物部主任祁雪冻主持会议。会上，专家们充分肯定了《国际贸易问题》

杂志在专业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并就如何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问题》杂志的影响力提出了

建设性意见。 

（学刊部） 

 “老年护理与社会保障”国际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 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家庭研究所和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老年护理和社会保障”（Elderly Care and Social 

Security）英文国际研讨会在我校科研楼校董会会议室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社保领域的多名知

名专家学者和多所高校师生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王玲和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陈佳林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名誉院长王稳教授、维也纳大学劳动法与社保法系

主任、奥地利家庭研究所所长 Wolfgang Mazal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常

保国教授做了主题发言。保险学院代理院长孙健教授主持了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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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之后，研讨会正式开始。6 月 1 日、2 日，研讨会进行了五个单元的报告和讨论：主

题分别为 Macro research on elderly care，Ways to elderly care，Government and elderly care， 

Demographic trends and long-Term care insurance，Micro Research on Long-erm care insurance。在

报告及讨论环节，各位学者积极发表见解，深入交换思想。各位与会的教授、学者纷纷就各自

存疑的问题与本单元发言的学者们进行交流，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保险学院） 

中美保险和保险法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13 年 6 月 2 日，由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和美国康涅狄格大学 Uconn 法学院主办的“中

美保险和保险法研讨会”在逸夫科研楼 5 层会议室顺利召开。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保险法研究中心的知名专家学者、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地方高院的法官及我院

师生等 40 多人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在热烈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与会专家、法官们就中美保

险和保险法的发展、两国保险和保险法的异同等进行了颇为充分的沟通和交流。 

研讨会由我国保险法领域的专家、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陈欣老师主持。国际经济贸易学

院院长洪俊杰教授致辞，热忱欢迎与会嘉宾。康涅狄格大学保险法研究中心 Peter R. 

Kochenburger 教授、洪燕研究员以以及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陈欣教授担任本次研讨会的主讲

嘉宾。主讲嘉宾们的精彩讲演和与会人员的积极参与使得本次研讨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会后

与会专家和我院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第四届中拉经贸关系研讨会举行 探讨中阿新型合作前景 

在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拉美之际，为进一步推动和加强我校对中国与拉美国家经贸关系的研

究，2013 年 6 月 5 日，我校外语学院区域国别研究所拉美研究中心与阿根廷国立 2 月 3 日大学

联合举办了主题为“构建中国-阿根廷新型双边贸易科技合作关系”的国际研讨会。这是我校区

域国别研究所拉美研究中心自 2006 以来举办的第四届中拉经贸关系研讨会。 

阿根廷共和国驻华大使古斯塔沃•马蒂诺、阿根廷国立 2 月 3 日大学副校长米盖尔•哈科维

基斯和该校亚太和印度经济与贸易中心主任卡洛斯•莫内塔，以及来自商务部、科技部主管拉美

事物的官员和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新华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我校外语学院区域国别研究

所拉美研究中心等机构的 30 多名专家学者与会。我校赵忠秀副校长、阿根廷共和国驻华大使马

蒂诺、阿根廷国立２月３日大学副校长哈科维基斯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学校国际处、宣传部、

外语学院等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开幕式由外语学院拉美研究中心主任赵雪梅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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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务部美大司拉美二处处长董蔚、科技部项目官员乐佳、阿根廷国立２月３日大学亚

太和印度经济与贸易中心主任莫内塔、社科院拉美所宋晓平和徐世澄、我校赵雪梅、李紫莹、

徐颖丰等老师分别在会上宣读论文。 

（外语学院） 

“转型中国与青年流动性”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6 月 8 日下午，“转型中国与青年流动性”学术研讨会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功召开。来

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兰州

大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新华社内参部、人民日报总编室、光明日报总编室等高校和科研

机构的 30 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研讨会。 

研讨会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以“教育•就业•阶层”为发言主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发展

研究中心杨菊华教授、宋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研究员以及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长安副教授，分别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俊彦研究员主持了上半场会议。 

研讨会下半场围绕“坚守•逃离•融入”的主题，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会副会

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原系主任马戎教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

光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副教授，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焦若水副教授分别作了精

彩发言。中央团校共青团工作理论研究所所长吴庆教授担任下半场主持。 

研讨会最后，我校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廉思副教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了感谢。 

（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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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联、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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