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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简讯 

“绿色经济、文化传承、材料创新” 

2015 北京洪堡论坛贸大举行 

“绿色经济、文化传承、材料创新”2015 年北京洪堡论坛于 9 月 19—21 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举行。论坛主题为“文化传统与绿色经济：技术、经济增长和绿色移动”。国内和国际经济、环

境等领域知名学者 60 余人和洪堡学者 70 余人出席会议，来自国内外近 300 余名关注低碳环保绿色

经济的各界代表与会。开幕式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教授主持，我校校长施建军教授致

辞。 

2015 年北京洪堡论坛历时三天。德国驻华使馆经济处主任吕帆博士（Dr. Frank Rückert）、奥

地利驻华使馆科技参赞海慕先生（Helmut Spitzl）、山东财经大学校长卓志先生、上奥地利应用技

术大学校长 Gerald Reisinger 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贾文键先生、德国宝马（中国）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业务拓展副总裁科博恩先生（Bernd Koerber）、德国欧洲经济研究院行政总裁柯途思先生

(Prof. Thomas Kohl)、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哈勒研究院院长韦哈佛先生(Prof. Dr. Ralf Wehrspohn)、中

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副会长、德恒律师事务所全球首席合伙人王丽博士、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院长胡鞍钢教授等专家学者作主旨发言。 

此次论坛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德国洪堡基金会联合主办，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BMW)、德国欧洲经济研究中心 （ZEW）、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 (FhG)、德国莱布尼茨协会分析

科学研究所 (ISAS) 、上奥地利应用科技大学 (FH OOE)、德国马丁路德-哈勒维滕贝格大学 (MLU)、

北京联合大学协办，新华社瞭望智库、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提供支持。 

（国际处） 

我校两篇研究成果被北京社科规划办采纳获表扬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向我校通报表扬国际商学院林汉川教授和公共管理学院王长松

副教授的研究成果。9 月中旬，北京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要报》第 25 期、第 27 期分别编发两位老

师及团队的成果。其中，《新常态下北京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国际知名品牌的几点建议》由林汉川

教授、王分棉副教授和张思雪博士撰写，并于 8 月 31 日得到北京市副市长隋振江同志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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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北京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国际知名品牌的几点建议》是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基

地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基地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首都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在过去的 3 期基地

建设验收中均获得“北京市优秀研究基地”。《保护地名文化遗产做好疏解非首都功能前瞻性工作》

是王长松副教授北京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针对地名管理方面存在主要问题，提出了保护地名文

化遗产，科学规划城乡地名；制定地名保护名录，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善法规体制，依法管理

地名等建议。 

北京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要报》是致力于服务北京市党和政府决策的内部参阅简报，主要围绕

北京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重

点反映对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研究成果，搭建北京社科研究工作者

为首都科学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才智的通道和平台。 

（科研处） 

我校承办 2015 APEC 亚太自贸区战略研讨会 

商务部国际司来函致谢 

2015 年 8 月 29 日，由商务部牵头组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承办的“APEC 2015 亚太自贸区联

合战略研究研讨会”于菲律宾宿务成功召开。与会嘉宾包括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尼西亚

等 APEC 全部 21 个成员的近百名政府代表及知名学者等，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教授

主持大会开幕式，国家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副司长孙元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亚太司副司长 Ken 

Schagrin，APEC 贸易投资委员会主席 John Larkin 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此次大会是 2015 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四个专题，我校副校长赵忠秀

应邀作为中方专家于“亚太自贸区（FTAAP）重要性及其影响”专题中发表演讲。来自 APEC 21

个经济体的代表发言，与会者会后一致认为该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有助于 APEC 各经济体凝聚

共识，对于各成员经济体深入交流和探讨实现 FTAAP 北京路线图的重要性、实现路径、面临挑战

及应对策略等重要问题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此次大会的承办单位，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师裴建锁、教师安丁丁、国际合作交流处

教师耿露曦与商务部通力合作确保了大会的顺利召开，商务部国际司来函致谢。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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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园地 

我校再获 27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立项年度立项总数创历史新高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 2015 年度集中受理项目评审结果，我校共有 27 个

项目获准立项，立项率为 30.7%，比全国平均立项水平高出 8.2 个百分点。其中面上项目 11

项，青年项目 15 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项目 1 项。至此，我校本年度共获批 34 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总数创下历史新高。 

2015年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清单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1 
应急项目 

总课题 

新常态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理论创新与政策研

究 
洪俊杰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 面上项目 关键词拍卖机制均衡分析：从广告主角度 刘树林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 面上项目 
中国税式支出的规模结构测度、形成机制分析和

经济效应研究 
毛捷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 面上项目 
预防和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的长效机制研究：基于

无限期动态博弈模型 
徐朝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5 面上项目 家族异质性、制度空隙与企业创新 陈德球 国际商学院 

6 面上项目 
基于信息更新的需求不确定环境下的供应链柔性

策略研究 
杨柳 国际商学院 

7 面上项目 
中国民营企业合法性战略及其反哺机制研究——

基于组织与制度协同演化的视角 
周晓艳 国际商学院 

8 面上项目 
企业跨国混合式虚拟团队协作中的个人信任提升

研究:基于协作工程方法 
程絮森 信息学院 

9 面上项目 
移动互联网情境下消费者点评的行为模式与激励

机制—基于大数据与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殷国鹏 信息学院 

10 面上项目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 P2P借贷平台风险承担行为研

究 
张海洋 金融学院 

11 面上项目 
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政策对农户参保的激励效应

测度及最优补贴水平研究：以种植业为例 
何小伟 保险学院 

12 面上项目 加速国际化：企业国际化过程理论的拓展与检验 陈建勋 国际经济研究院 

13 青年项目 多维动态辖区竞争及税收协调可行性研究 韩玉桃 
国际经济贸易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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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14 青年项目 
社会信任程度对于审计师行为的影响及经济后果

研究——基于事务所和签字审计师层面 
李莉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5 青年项目 
流动人口的居住隔离现状与“人的城镇化”——

基于全国性大样本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马湘君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6 青年项目 
汇率波动，出口传导，和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 
田巍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7 青年项目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贸易地位跃升模式研究 余心玎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8 青年项目 
基础设施驱动经济空间集聚的理论机制、经验证

据及政策方案优化研究 
苑德宇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9 青年项目 信息不对称半鞅金融市场套利分析 邓军 金融学院 

20 青年项目 积分逆变换精确算法的金融应用 史钞 金融学院 

21 青年项目 

移动社交网络用户对转帖信息的可信度判断和传

播行为——基于健康保健和食品安全类信息的研

究 

顾睿 信息学院 

22 青年项目 

信息技术（IT）能力对虚拟团队绩效提升的机理

研究：基于调适性 IT使用与团队共享心智交互作

用的视角 

于晓丹 信息学院 

23 青年项目 对外直接投资、出口的二元边际与价值链升级 刘斌 
中国世界贸易组

织研究院 

24 青年项目 
金融市场开放与本土制造业的出口价值链升级：

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吕越 

中国世界贸易组

织研究院 

25 青年项目 
长度偏差右删失数据下剩余寿命模型的半参数推

断 
白芳芳 统计学院 

26 青年项目 CR奇点和映射芽的开折 苏丹 统计学院 

27 青年项目 
上市公司送转行为研究——基于投资者认可度和

市值管理的视角 
胡聪慧 国际商学院 

28 

海外及港澳

学者合作研

究基金 

银行业改革、信贷资源与资本配置效率 
Xiumin 

Martin 
国际商学院 

29 应急项目 

新常态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层模式与驱动因

素研究及趋势预测——基于广义二阶段引力模型

的计量分析 

刘青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0 应急项目 新常态下中国对外投资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研究 卢进勇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1 应急项目 新常态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战略研究 蓝庆新 国际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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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32 应急项目 新常态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管治结构研究 郑建明 国际商学院 

33 应急项目 
新常态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经营理念和责任文

化提升研究 
许亦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34 应急项目 
新常态下建设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的发展策略研

究 
汤碧 国际经济研究院 

  (科研处)  

我校喜获 201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和专项项目 14 项 

根据教育部日前发布的《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立项的通知》（教社科司函[2015]216 号），我校有 13 个项目获准立项，含规划基金项目 4

项，青年基金项目 9 项，立项率为 21%。 

另外，根据《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立项的通知》（教社科司函[2015]158 号），我校张小锋教授申报的课题“建

立健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体系研究”获二类课题立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立项清单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1 规划基金项目 
地方财政困境、最优税收分权与地方税改革评估：

理论与实证 
行伟波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 规划基金项目 
家庭金融脆弱性对居民消费和福利的影响及政策

模拟研究 
张冀 保险学院 

3 规划基金项目 
服务业开放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提供模式

比较研究的中国服务业开放策略 
李杨 

中国世界贸易组

织研究院 

4 规划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共反帝话语范式的建

构与演变及其基本经验研究 
刘建萍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科研部 

5 青年基金项目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中亚地区能源合作机制研

究——新地区主义视角的探索 
李扬 国际关系学院 

6 青年基金项目 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中国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余艳红 国际关系学院 

7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外向型经济空心化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的统

计研究—基于人民币汇率变动视角 
刘英 统计学院 

8 青年基金项目 
经济新常态下的金融不稳定性及宏观经济政策有

效性研究 
王妍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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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9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英译研究(1979-2010) 付文慧 英语学院 

10 青年基金项目 英美总裁风险认知的评价话语特征研究 李琳 英语学院 

11 青年基金项目 网络渠道情境下制造商渠道冲突治理机制研究 张磊楠 国际商学院 

12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作用机制：基于多层次、

多方法政策效应研究的制度完善策略 
章添香 保险学院 

13 青年基金项目 语言接触视角下的北京郊区语音演变研究 韩沛玲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4 专项项目 建立健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体系研究 张小锋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科研部 

    （科研处） 

我校喜获 20 项北京市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 

日前，2015 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已顺利完成评审立项工作，我校共有 20

项课题获准立项，同比增长 54%，创历史新高。其中重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7 项，青年项

目 12 项，所涉学科含经济•管理、语言•文学•艺术、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科社•党建•政

治学五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5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立项清单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1 重点项目 
财政补贴和风险投资在北京上市公司技术创新中

的耦合机制研究 
贺炎林 金融学院 

2 一般项目 北京企业品牌国际化经营问题研究 郝旭光 国际商学院 

3 一般项目 
家庭金融脆弱性视角下的北京地区居民消费变化

研究及政策模拟 
张冀 保险学院 

4 一般项目 京津冀通关一体化对北京的经济效应研究 李海莲 公共管理学院 

5 一般项目 北京市判决书论证质量调查 杨贝 法学院 

6 一般项目 北京市试点建立失能老人社区看护服务体系研究 赵敬 外语学院 

7 一般项目 
留学生来京留学动因与就读体验研究：基于高等教

育国际化的视角 
杨晓平 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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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8 
一般项目

（自筹） 
北京涉外企业商务实践中法律英语之应用研究 周玲玲 英语学院 

9 青年项目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居住隔离现状与“人的城镇化” 马湘君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0 青年项目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战略研究 余心玎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1 青年项目 北京市青年创业项目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刘鑫 英语学院 

12 青年项目 
西方媒体中的北京形象：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

析 
江进林 英语学院 

13 青年项目 北京市机动车限购限行政策评估 王皓 国际商学院 

14 青年项目 
京津冀过剩产能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的投资风

险研究 
黄晓薇 金融学院 

15 青年项目 北京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共保联办”模式研究 王琬 保险学院 

16 青年项目 
“一带一路”战略下北京出口企业市场进入与扩张

的策略研究 
王丽丽 国际经济研究院 

17 青年项目 
大数据背景下北京市网络社会风险动态监测与控

制机制研究 
唐晓彬 统计学院 

18 
青年项目

(自筹) 

互联网时代提升首都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

的社会实践策略研究 
张旭路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9 
青年项目

(自筹) 
抗战时期北平刊物译介行为研究 付文慧 英语学院 

20 
青年项目

(自筹) 
北京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王长松 公共管理学院 

（科研处） 

 

我校获得 3 项 2015 年北京市社科联决策咨询课题立项 

日前，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完成 2015 年决策咨询课题的评审立项工作，我校丁志杰

教授牵头申报的《北京金融业参与疏解非首都功能研究》、桑百川教授牵头申报的《北京新

阶段扩大对外开放问题研究》以及张小锋教授牵头申报的《首都网上理论宣传形势分析和对

策建议》均获准立项。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工作做出的重要批示和在北京考察时提出的工作要求，

落实北京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推进首都新型智库建设，此次北京市社科联决策咨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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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共设 18 个招标选题，最终 15 个项目获准立项。而我校一举拿下 3 个招标项目，表明学校

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科研处） 

我校 6 项课题获 2016 年首都大学生思政教育研究课题立项资助 

近日，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发布《2016 年度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题

中标结果的通知》，我校共有 6 项课题获得立项资助。其中，教师李孟一申报的《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对首都高校学生影响现状与成因研究》中标一般课题，《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的“微”转向及其策略》等课题中标支持课题。 

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一般每年申报一次，经过

学校推荐、专家评审等环节，确定战略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和支持课题，其中战略课

题和重点课题划入北京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序列进行管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年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一览表 

项目类别 负责人 项目名称 

一般课题 李孟一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首都高校学生影响现状与成因研究 

支持课题 

谭 玉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微”转向及其策略 

张杉杉 
北京高校大学生闲暇方式对其文化自信的影响 

——以日常影视、综艺节目收看偏好习惯为例 

阎丽鸿 依法治校背景下高校舆情危机管理机制研究 

濮 灵 涉外型高校反邪教教育研究 

刘京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路径思考 

（学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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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动态 

我校完成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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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确定了边江泽等 9 人为 2015 年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标兵”。 

2015年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标兵” 

姓名 所在单位 

边江泽 金融学院 

邓慧慧 国际经济研究院 

董青岭 国际关系学院 

荆然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李瑜 国际商学院 

刘小禹 国际商学院 

孙亚 英语学院 

谢尚宇 金融学院 

杨杭军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科研处） 

 

我校完成 2015 年度新进青年教师科研启动项目评审工作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人才强校战略，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增强我校科研工作和

学科建设活力，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项目管理办法》（外经贸学科研字

〔2009〕105 号）的有关规定，经审核、初评、专家通讯评审和部分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会议评

审等程序，确定我校 2015 年度校级新进青年教师科研启动项目 28 项。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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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学术委员会在我校深圳研究院设立秘书处 

近日，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成立学术委员会，并在我校深圳研究院设立秘书处，我校深圳研

究院副院长李安渝教授兼任学术委员会第一届执行主任和秘书长。 

2015 年 7 月底，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就学术委员会的成立、第一届领导成员的确立、学术委

员会的宗旨及相关管理办法函复我校深圳研究院，并指出希望学术委员会走包容式发展道路，

积极发挥高校在电子商务领域的教学科研优势同电子商务领域的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相融合，

以促进电子商务领域的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和大繁荣。 

（深圳研究院） 

我校参加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理事会 

6 月 23 日，林桂军副校长代表我校，出席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第一届理事会

第三次会议。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的牵头单位是上海财经大学，我校是 7 所作为

核心协同单位的高校之一，其发展目标是将中心建设成为服务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构建的核心智库。 

该中心本次理事会会议，主要议题包括增补理事、增补学术委员会委员、审议中心章程及

管理办法、研究南开大学协同创新中心申报认定成功经验等。 

（协同创新中心） 

李卫刚教授获农工党中央优秀调研报告二等奖 

日前，在农工党中央组织开展的“2014 年优秀调研报告评选”工作中，我校农工党支部主

委、法学院教授、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挂职）李卫刚主持完成的调

研报告《当前地方食药监机构改革遇到的一些问题与对策建议》荣获二等奖。 

据悉，该调研报告 2014 年曾获农工党中央和北京市政协内参采用并获北京市人民政府程红

副市长批示。李卫刚教授自 2014 年 4 月赴云南援边挂职以来积极开展参政议政调研，已经先后

提交了 5 篇调研报告，且全部被全国政协、农工党中央、北京市政协或云南省政协等单位的内

参采用，其中 3 篇已获中央及北京市、云南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批示。 

（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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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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9 月，我校报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第二批）1 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1 项、后期资助项目 1 项；教育部重大课

题攻关项目 1 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2015 年度课题 3 项；2015 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

理论研究项目 3 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8 项；北京市教委 2016 年度中央在京

高校重大成果转化项目 1 项。 

 我校开展各类课题年度检查工作。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及安排，我校完成 2013—

2014 年立项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期检查及结项工作、部分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

在研项目结项清理工作、2013 年（含）前立项在研的北京社科基金项目年度检查工作

等；此外，顺利完成我校第四批学术创新团队年度检查工作、第二批校级“杰青”结

项及“优青”年检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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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精算与保险国际论坛”暨 

中国精算与风险管理报告发布会（2015）举行 

2015 年 7 月 11 日，“精算与保险国际论坛——暨中国精算与风险管理报告发布会(2015)”

在诚信楼顺利召开。我校副校长赵忠秀教授、中国精算师协会创始会长魏迎宁、保监会人身保

险监管部主任袁序成、希腊财政部秘书长 Nikos E.Frangos、北京市保险局副局长冷煜、中国保

险学会副秘书长蔡宇、英国精算师协会 Trevor Watkins、美国精算师协会代表 Wai Ling Yung 共

同出席了论坛并致辞。 

论坛由我校保险学院院长孙健教授主持。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希腊、日本、中

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参会，共同探讨我国和国际

精算学发展的最新实践和发展趋势。随后论坛发布《中国精算与风险管理报告（2015）》。 

“精算与保险国际论坛”学术讨论环节，来自美国哈佛医学院的李丰盛教授、美国密西根

州立大学肖益民教授、清华大学陈秉正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谢志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晓军

教授等嘉宾作主旨演讲。本次论坛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精算师协会联合主办，英国精算

师协会赞助，保险学院与美国德雷克大学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共同承办。 

（保险学院） 

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师参加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 

2015 年 7 月 17—19 日，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在厦门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

财经大学、康奈尔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国内外数十所科研院所的近 200 余

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论坛。 

受论坛组委会邀请，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洪俊杰院长教授及其它部分青年教师参加了此

次论坛。此次论坛议程包含理事成员单位会议、主旨及分论坛学术报告等几部分。洪俊杰教授

受邀参加理事成员单位会议，会议决定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定于 2016 年由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承办，洪俊杰院长代表学院就十六届论坛召开的设想向会议作了说

明，并盛情邀请各理事单位及参会院长、专家学者莅临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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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学术报告期间，洪俊杰院长受邀主持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分论坛会议，并与合作者

报告研究成果，我校青年教师郭云南博士、苑德宇博士、李明博士及各自合作者分别受邀在金

融理论与应用、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分论坛报告了各自的研究论文。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首届“中文前沿”国际论坛暨《中文前沿》创刊号首发式成功举办 

7 月 18 日，为促进中文研究领域中外学者的国际交流，捕捉当下最新研究动向，提升中国

文化软实力，建构国际合作平台，我校中文学院和匈牙利罗兰大学东亚学院联合举办首届“中

文前沿”国际论坛，本届论坛主题为“跨界”，讨论重点聚焦于跨文化、跨学科、跨时代背景

下的语言文化话题。同时，中文学院还推出了同名学术辑刊《中文前沿》，以加强各领域学者

间的线下交流。 

副校长林桂军教授、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冰岛大使王荣华先生、校出版社余兴发社长、中

文学院院长邓如冰教授、匈牙利罗兰大学中文系主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Imre Hamar 教授、美

国蒙大拿大学 Philip Williams 教授、肯塔基大学 Andrew Maske 副教授、美国杜伦大学郑冰寒副

教授等国内外学者参会并做了《欧洲汉语教学的近期变化》、《重塑崔莺莺：肯定主题性》、

《跨界：做有影响力的人文科学研究》等主题发言。 

（中文学院）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报告（2015）》正式发布 

2015 年 9 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海关与产业经济研究所与海关总署信息中心

合作撰写完成《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报告（2015）》。该报告基于最新权威的中国进出口数据，

对 2014 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对外贸易结构、对外贸易行业和区域特征、对外贸易国别

关系及服务贸易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对中国与自由贸易协定国（地区）间的货物贸易

效应、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选择与发展及中国中间品贸易的流动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报告详细梳理了 2014 年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国际形势、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及中国产业转型

升级面临的机遇，对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区域外贸发展以及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

意义。 

（公共管理学院） 

 



惠园科研学术交流 

2015 年 9 月第 3 期 

 

 14 

2015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高峰论坛举行 

近日，由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工信部电子知识

产权研究中心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承办的“2015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高峰论坛” 成

功召开。 

本次论坛围绕知识产权反垄断领域最前沿的、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反垄断法实施问题组织

了三场专题的圆桌会议。在中外嘉宾间的开放式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分别从行政执法和司法的

角度对《专利法》修改的热点问题发表了意见，建言献策。 

（法学院） 

促进自贸区框架下的外经贸政策创新项目研讨会在深圳举行 

9 月 8 日，在深圳市市民中心举行促进自贸区框架下的外经贸政策创新项目研讨会。研讨

会由深圳市市政府经济贸易信息委员会综合法规处召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深圳研究院“自贸

区制度创新（外经贸方面）”项目组主要成员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的深圳市经贸信息委综合法规处副处长马君妹等专家学者一行四人，认真听取了项目

组负责人我校李安渝教授就自贸区制度创新（外经贸方面）的研究工作报告，并展开了热烈的

讨论。 

讨论内容主要围绕项目组提出的自贸区制度创新（外经贸方面）若干制度条款进行。李安

渝博士逐一介绍解析了自贸区制度创新（外经贸方面）的各项制度和条款的研究成果，并就此

与深圳市经贸信息委综合法规处专家学者，展开了充分的讨论。项目组成员周麟、陈夏琳以及

科研助理干帅英、黄敏参加了讨论。 

（深圳研究院） 

我校王永贵教授应邀出席“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论坛并主持分论坛 

2015 年 9 月 19 日，“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论坛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行，我校国际

商学院院长王永贵教授应邀出席并主持分论坛。 

“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论坛基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以“投资、安全”为主题，

汇聚政府、企业和学术智慧与力量，探讨“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问题。本次论坛主要围绕“一

带一路”战略，探讨国内投资、国际投资与安全等议题，期望打造“一带一路”投资的供需对

接、信息沟通与应用研究平台。 

（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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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师当选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秘书长及常务理事 

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八届“WTO 法与中国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

召开。大会选举林中梁为第二任会长，杨国华为常务副会长，我校法学院院长石静霞教授为秘

书长，我校 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教授当选为常务理事。会上，屠新泉教授向大会提交论文

“美国对 2016 年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政策及对策”，并由其合作者李思奇博士做学术报告。 

（法学院、WTO 研究院） 

城市化与生态文明的再平衡:Mukul Sanwal 教授做客贸大 

9 月 25 日，贸大高端讲堂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行与世界可持续发展之路——城市化与生

态文明的再平衡”在诚信三层国际会议厅举行，活动邀请前联合国环境计划资深顾问 Mukul 

Sanwal 教授做主旨报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教授致开幕词。 

Mukul Sanwal 教授围绕世界发展趋势到消费、气候变化和低碳型城市发展模式，从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到生态文明的全球化视角，分析了“可持续发展”这个全球性的大命题，随后

就中国在生态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和国家间差异对其影响等问题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 

（宣传部） 

我校教师参加“一带一路”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研讨会 

并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由大连海事大学辽宁沿海开放与经济发展研究基地主办的“一带一路”与我国对外开放战

略研讨会于 9 月 29 日至 30 日在大连海事大学召开，我校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教授及李

计广研究员、张晓静副研究员、李玉梅副研究员、胡玫副教授、郑伟博士后一行六人参与了此

次研讨会并分别做了主旨发言，会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与

大连海事大学辽宁沿海开放与经济发展研究基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国际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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