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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8 年，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积极贯彻落实校党委“十

一五”规划，围绕人才强校、构建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等重点战

略目标，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加强制度建设，探索国际合作和

交流的理论和方法，各学院和职能部门积极参与、相互配合，

广泛开拓交流渠道，努力提高合作层次，在构建国际合作网络、

引进智力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学术交流和科研国际合作、人

才培养、汉语国际推广、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研究等方面均取

得了显著成绩，有力地推动了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

科学研究工作。  

为了交流成果，总结经验，把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工作不断

推向前进，现将有关情况集结成册。在此，谨向提供相关资料

和大力支持的各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由于参与国际合

作交流工作的部门和人员众多，信息收集和披露渠道多样，遗

漏之处恐所难免，欢迎广大师生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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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作交流与友好往来 

1.1 合作交流 

王玲书记会见英国龙比亚大学校长 

6 月 5 日，校党委

书记王玲会见英国苏

格兰龙比亚大学校长

Joan K. Stringer 教授。 

会谈中，王玲书记

回顾了两校近年来的

合作，并对如何进一步

拓展双方合作领域提

出建议。王玲书记提出

加强两校学生互换交流，欢迎英国学生来我校学习，并表示我校可以为英国博

士生提供一部分奖学金。对龙比亚大学的战略合作设想，王玲书记表示欢迎，

双方还就合作培养博士生项目进行深入讨论。 

陈准民校长会见澳大利亚南澳州州长 

10 月 7 日，陈准

民校长会见来访的澳

大利亚工党主席、南澳

大利亚州州长 Mike 

Rann，并与 Rann 州长

一同出席了《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与澳大

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谅

解备忘录》和《中国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合作意向书》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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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欧盟委员会财政预算委员 

10 月 31 日，林桂军

副校长会见欧盟委员会

财政和预算委员 Dalia 

Grybauskaite 女士。林桂

军副校长与来宾共同回

顾了我校与欧盟委员会

多年来的友好合作关系，

对未来的合作充满信心。

双方还就当前金融危机的形势交换了意见。 

会见结束后， Grybauskaite 博士还为我校师生作了题为《全球危机――变化

的世界中预算的角色》的精彩演讲，并与同学们就应对金融危机的理论和实践

进行了热烈讨论。 

 

胡福印副校长出席“中日环境合作国际研讨会” 

10 月 4 日，由我校

参与举办的“中日环境合

作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

行。 

在开幕式上，胡福印

副校长代表我校用日语

致辞，对来自中日双方的

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向与

会者介绍了我校在环境领域的研究规划和已取得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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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书记出席 UIBE－ESCE 第一阶段毕业典礼 

7 月 7 日，党委书

记王玲出席了由我校

与法国巴黎高等对外

贸易学院（ESCE）共

同举办的本硕连读项

目第一阶段毕业典礼。      

王玲书记祝贺 27

名学生顺利完成第一

阶段学业，鼓励他们再

接再厉，在第二阶段的学习中再铸辉煌。 

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科技合作

处参赞 Donatienne Hissard（杜南昕）

女士代表法国驻华大使向毕业生表

示祝贺。她表示，法国政府历来重视

和支持开展中法文化交流、合作，赞

扬我校在促进中法两国之间文化交

流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对我校与法国巴黎高等对外贸易学院、法国国家企业

管理教育基金会、索尔邦大学、兰

斯管理学院等法国高校开展的有

益合作表示赞赏。 

法国巴黎高等对外贸易学院

院长梅蒙博士在致辞中回顾了

1984 年与我校建立合作关系初期

的情况，对 24 年来我校取得的巨

大进步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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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会见富布赖特（Fulbright）项目专家  

3 月 5 日下午，林桂军副

校长在行政楼 229 会议室会

见 了 美 国 富 布 赖 特

（Fulbright）项目专家 B. 

Susan Farmer 教授。国际经

贸学院院长赵忠秀、法学院

副院长王军等陪同会见。 

林桂军副校长首先对

Farmer 教授来我校工作表示热烈欢迎，向她介绍了我校学科建设和科研等方面

的情况，并表示我校愿与她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之间开展互派学生、教

师、共同举办研讨会等领域的合作。Farmer 教授表示将会珍惜在我校工作的机

会, 并努力促成两校之间的学术交流。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美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副教务长 

3 月 20 日，林桂军副

校长会见美国德州大学圣

安东尼奥分校（UTSA）副

教务长 Gribou 教授。 

会谈中，林桂军副校

长首先与来宾一道回顾了

两校合作的历史，特别是

UTSA 在刘氏基金资助下，

接收我校国际商学院教师

和 MBA 学生短期研修的情况。Gribou 表示 UTSA 目前正在大力推进国际化进程，

准备在已有的基础上与我校开展更多的学生交流和教学合作。双方还交换了对

国际学生流动、中美经济形势等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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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香副书记访问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莫纳什大学 

3 月 24 日至 4月 2日，陈建香副书记应邀对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和莫纳

什大学进行访问，信息学院陈进院长陪同出访。 

 

 

 

 

 

 

在格里菲斯大学访问期间，陈建香副书记就教师课题交流和互访进修、本

科生学分互换交流、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合作、同领域科研项目合作以及共同组

织高层次学术研讨等方面的问题与格里菲斯大学主管国际事务的副校长

Christopher Madden 以及对方学校相关人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达成了研究生

层次的合作意向。 

陈建香副书记和陈院长访问期

间探望了我校在格里菲斯大学进修

的教师和在该校留学的学生，并与他

们进行了座谈，听取他们对外经贸大

学学生管理和课程设置的意见和建

议，了解他们在国外的学习、生活和

工作情况以及思想动态，鼓励他们在

国外健康生活、努力学习。 

在莫纳什大学，陈书记和陈院长与该校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就本科课程建

设、研究生交流项目等进行了会谈，还参观了该校的图书中心和学生自学中心。 

 



合作交流与友好往来 

 7

徐子健副校长率团访问台湾辅仁大学 

5 月 28 日到 5月 31 日，徐子健副校长率团访问了台湾辅仁大学法学院，并

参加了由辅仁大学主办、台湾巨业国际法律事务所协办的“2008 年海峡两岸经

贸法律研讨会”。法学院院

长沈四宝等陪同访问。辅仁

大学创校至今已经八十余

年，现为我国台湾省知名高

等学府。辅仁大学与我校早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开

展了友好交流。 

 5 月 28 日上午，徐子健副校长与辅仁大学黎建球校长进行会面。黎建球

校长对我校访问团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表示希望与经贸大学在各个学科领

域开展进一步的合作和交流。 

5 月 28 日下午，我院代表团为辅仁大学法学院学生做了专场讲座。首先由

徐子健副校长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和教学特色。王军教授介绍了中国法学教

育现状和我校法学院的教学特色。结合我国司法考试于今年开始将对台湾省考

生开放这一最新情况，沈四宝院长、苏号朋教授等详细介绍了我国司法考试的

相关情况。辅仁大学法学院学生提问踊跃，反应非常热烈。   

 “2008 年海峡两岸经贸

法律研讨会”于 5月 29 日上午

召开，为期一天。在研讨会上，

沈四宝教授做了关于“经济全

球化下中国法制建设”的专题

报告；王军教授做了“欧盟法

中的公共政策及其对国际商事

仲裁的影响”的专题报告；黄勇教授做了“和市场经济共同成长的中国大陆反

垄断法”的专题报告。几位教授的报告在与会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会议气氛

非常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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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准民校长、刘亚副校长分别会见西苏格兰大学校长 

10 月 16 日，陈准民校长会见来访的英国西苏格兰大学校长 Seamus McDaid

教授。双方回顾了自

2001 年开始的合作历

程，对合作培养学生的成

果表示满意，期待着学生

交流的进一步扩展，并共

同签署了《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与英国西苏格兰大

学合作备忘录》。 

 

签字仪式后，刘亚副校长会见来宾，与 McDaid 校长共同出席了我校国际处

和信息学院联合举办的西苏格兰大学说明会并分别致辞。刘亚校长向与会师生

回顾了 2001 年以来两校的

合作历程，对两校签署新

的备忘录，深化和推进学

生交流表示高兴，并鼓励

我校学生积极参与境外学

习项目，拓展国际视野，

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

McDaid 校长以及随同来

访的西苏格兰大学项目主

管向我校学生详细介绍了该校的情况和我校学生可以申请的交流项目，热情欢

迎我校学生前往该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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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书记会见英孚教育集团中国区总裁 

2月 29 日，王玲书记会见英孚（EF）教育集团海外部中国区总裁黄彩玲女

士一行，探讨教师培

训、商务汉语培训等

方面的合作。 

英孚教育集团

于 1965 年在瑞典成

立，现已成为全球最

大的私立英语教育

机构。我校英语学院

与该集团就“2008

年暑期大学生英、美名校语言文化之旅”达成合作意向。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美国海外学习基金总裁 

1月 21 日上午，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

来访的美国海外学

习基金会（The Study 

Abroad Foundation）总裁

约翰•贝切尔教授，

并与贝切尔教授签

署了合作备忘录。 

根据备忘录，从

2008 年开始，我校本科生可申请参加海外基金会国外学习交流项目，在国外大

学短期学习相关课程学分可与我校学分进行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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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准民校长会见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副校长 

5 月 26 日，陈准民校

长会见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大 学 （ University of 

Adelaide）主管科研的副校

长 Richard Russell，向首次

来访的 Russell 副校长介绍

了我校的情况，还回顾了

两校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

中期的世界贸易组织研究

与培训合作。该项目是澳大利亚政府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其国

际发展署(AusAID)向中国政府提供的技术援助。 

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贺

向民、副处长夏海泉、经贸

学院院长赵忠秀陪同会见。

赵忠秀院长与Russell副校长

就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与

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共同

筹建中澳服务贸易研究所进

行深入讨论。双方同意将联

合开展服务贸易领域的研

究，针对多哈发展回合的多项议题以及中澳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加强合作提出

建议。中澳服务贸易研究所将重点研究服务领域的开放顺序、服务贸易的范围

标准、中澳在资源和能源产品贸易方面的合作等。我校服务贸易学术团队已开

始积极准备投入合作研究。阿德莱德大学东亚事务主管 Sandy McConachy 女士

随同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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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书记、胡福印副校长分别会见海外孔子学院外方院长 

12 月 11 日，

王玲书记会见正

在筹建的美国德

州大学圣安东尼

奥分校孔子学院

美 方 院 长 Lien 

Don 教授，听取该

校申办孔子学院

的情况介绍，并向

来宾介绍了正在

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的情况。 

当天，胡福印副校长会见希腊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希方院长 Dimitrios K. 

Kardaras 博士、墨西哥新莱

昂自治大学孔子学院墨方院

长 Sara 女 士 。 在 会 见

Kardaras 博士时，胡福印副

校长介绍了我校学科设置、

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本

情况，并通报了我校汉语国

际推广工作的整体情况，以

及为双方合作的孔子学院项目所做的筹备工作。双方对即将启动的雅典经济商

业大学孔子学院项目充满信心。在会见 Sara 女士时，胡副校长回顾了项目开展

以来所遇到的挑战，对今后工作提出要求。两位外方院长分别介绍了本校概况

和孔子学院项目的进展情况。国际处处长贺向民、经贸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

外语学院书记刘金兰以及拟派往两校担任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杨秀琴、许维力

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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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准民校长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务长 

4 月 21 日，陈准民校

长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务

长 Gabriel Esteban 博士。 

我校与美国西东大学

的合作开始于 1981 年，正

式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以

来，两校间的交流与合作

一直稳步地发展，双方每

年都有大量的学生和教师

进行互访。西东大学代表团此行是对陈准民校长 3月 19 日对该校访问的回访。

陈校长访问西东大学期间，双方签署了师生交换合作协议。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英国卡迪夫大学商学院院长 

4 月 10 日，林桂军副

校 长 会 见 英 国 卡 迪 夫

（Cardiff）大学商学院院

长 Robert McNabb 教授，

就卡迪夫大学与我校经贸

学院、商学院项目的合作

细节进行了会谈。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

长赵忠秀、国际商学院院

长张新民、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贺向民、副处长夏海泉，国际商学院院长助理

王智慧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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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会见加拿大卡尔顿商学院 Cray 博士、季绍波博士 

6 月 10 日，林桂军副

校长会见加拿大卡尔顿大

学商学院 David Cray 博士

和博士项目主任季绍波博

士。林桂军副校长回顾了

两校在加拿大国际发展署

（CIDA）的资助下的合作

交流。在该项目的资助下，

我校多名中青年教师曾经赴卡尔顿大学攻读学位或进修，为我校的师资队伍建

设做出了贡献。林副校长表示，我校一向重视与卡尔顿大学的合作，期待双方

能在更多领域进行交流与合作。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加拿大达豪西大学代表团 

5 月 15 日，林桂军

副校长会见加拿大达豪

西大学科学学院院长

Keith Taylor、经济系主

任 Lars S. Osberg、中国

项目协调人Barry Lesser

一行。双方各自介绍了本

校的学科情况和国际发

展情况，就即将签署的两

校学生交换协议的执行和其他可能的合作领域进行了协商。 

9 月 11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来访的加拿大达豪西大学新任副校长 Taylor

博士及中国项目协调人 Barry Lesser，沟通学生交换协议的落实情况，并协商进

一步拓展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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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准民校长会见阿根廷二月三日国立大学（UNTREF）校长 

6 月 19 日，陈准民校

长会见阿根廷国立二月三

日大学（UNTREF）校长

JOZAMI、副校长  Martín 

Kaufmann。 

陈准民校长首先向来

宾介绍了我校学科建设、

国际合作以及留学生教育

的情况。JOZAMI 校长介

绍了 UNTREF 大学的历史、办学理念、国际化发展及其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等学

科的情况，表示希望与我校开展教师和学生交流，并希望我校能够派遣教师在

其明年即将专门开办的中国问题研究的硕士班中任教和举办公开讲座，以扩大

中阿经济关系研究在当地的影响力。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加州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Shapiro 先生 

9 月 23 日，林桂军副

校长会见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著名经济学教授

Carl Shapiro 教授。林桂军

副校长介绍了我校发展和

重点学科建设的情况，并

就公司并购、竞争法与经

济分析等热点问题与来宾

交换意见。双方希望两校

在相关领域展开合作。会见后，夏皮罗教授为我校师生就并购中相关市场

（relevant market）的界定方法进行演讲，并同与会师生进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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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中澳大学领导力项目来华考察成员 

9 月 2 日至 4 日，澳大利亚

格里菲斯大学海外项目部主任

休·威尔金斯来我校考察访问。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来宾，双方就

高等院校管理和学生培养等意

见，并讨论如何进一步推进两校

间的合作。威尔金斯的来访是中

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澳大利亚

大学协会合作开展的“中澳大学

校长领导能力建设项目（CAELP）”2008 年工作的一部分。2007 年，林桂军

副校长曾在该项目的安排下前往格里菲斯大学调研、考察。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日本名古屋大学代表团 

10 月 6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以副校长山本进一教授为团长的名古屋大学

代表团。双方同意鼓励和支持两校的相关学院和学者之间支持开展深入合作，

就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和名

古屋大学经济学部建立院际合

作交流关系达成一致意向。 

日本名古屋大学是日本著

名学府，该校的赤崎教授于

1989 年发明了蓝光二极管，野

依良治教授获得了 2001 年诺

贝尔化学奖。经济学中的著名

的“雁形产业发展理论”产生于名古屋大学经济部的前身——名古屋高等商业

学校。代表团此次是北京来参加我校参与举办的“中日环境合作国际研讨会”

的。 



合作交流与友好往来 

 16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英国肯特大学副校长 

10 月 9 日，林桂军副

校长会见英国肯特大学副

校长亚历克斯·休顿教授，

双方就精算专业的合作培

养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

会谈。保险学院院长王稳

教授、国际合作交流处副

处长夏海泉、保险学院曾

立新副教授、精算学系谭英平副主任、孙丽娟副教授等参加会见。肯特大学国

际处副主任斯蒂芬·沃利斯随同来访。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英国华威大学副校长 

10 月 20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以 Lionel Whitby 副校长为团长的英国华威

大学代表团一行。林桂军副校长对华威大学的学术成果和国际声誉表示钦佩，

向来宾介绍了我校概况、

主要专业及国际交流合作

情况。Whitby 副校长表示，

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探讨

与我校英语学院共同建立

应用语言学中心等事项，

并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两

校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

系。林桂军副校长希望两校在以上项目的基础上逐渐扩大间合作的范围和领域，

加强两校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贺向民、英语学院院长王立非、英语学院副院长俞利

军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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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沙特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大学副校长 

10 月 31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来访的沙特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大学副校

长 Ahmed H Nagadi 博士。

林桂军副校长向来宾介绍

了我校学科设置、科研和

教学的基本情况，回顾了

我校与沙特阿拉伯地区进

行合作交流的历史。他强

调阿拉伯地区对我国和世

界的重要性，并指出阿拉

伯语作为我校的特色专业之一，享有较高声誉和雄厚的实力，对保持我校学术

文化的多样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Nagadi 博士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阿

拉伯世界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我校在经济贸易和阿拉伯语专业领域的双重优

势必将把两校乃至两国间的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两校在经济、法律、会计、

金融、管理、阿拉伯研究等学科领域拥有很多共性，十分有利于两校开展广泛

的学术合作。双方同意就师生互换、合作研究、学术会议、课程合作开发等方

面进行进一步协商，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达成合作协议。会见结束后代表团一行

还与我校阿拉伯语专业师生进行了座谈，并参观了阿语图书馆。 

外语学院院长杨言洪、科研处处长叶文楼、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夏海泉

等参加会见。沙特阿拉伯驻华使馆文化处官员 Saleh H. A AL Sagri 博士和沙特

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Mishal Al-Sulami 博士随同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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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准民校长会见巴西新任驻华大使胡格内 

11 月 28 日，陈准民校

长会见巴西新任驻华大使

胡格内阁下。胡格内阁下

曾任巴西驻世界贸易组织

大使，是经济学专家。 

会见期间，陈准民校

长向胡格内阁下询问了经

济危机对巴西的影响以及

巴西的应对计划。双方还讨论了中巴教育体制以及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为化解

金融危机而加强合作的必要性。胡格内大使希望我校能够进一步加强与巴西的

高校的交流。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贺向民参加会见。 

 

陈准民校长会见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副校长 

12 月 10 日，陈准民

校长会见英国曼彻斯特

大学副校长 Alistair Ulph

教授。 

陈准民校长向来宾介

绍了我校学科设置、科研

和教学的基本情况。双方

表示愿意在商务汉语的

教学、研究和项目开发方面进行深入合作。Ulph 副校长还向陈准民校长介绍了

英国高等教育近些年变化的特点和趋势，以及曼彻斯特大学 2004 年与曼彻斯特

科技大学合并后力争进入世界排名“TOP 20”的发展战略。曼彻斯特大学孔子

学院英方院长刘宏教授随团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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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东京经济大学新任校长 

12 月 9 日，林桂军副

校长亲切会见东京经济大

学新任校长久木田重和教

授一行。双方愉快地回顾

了两校长达24年的合作历

程，希望继续扩大合作领

域，进一步发展两校传统

友好关系。 

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外语学院书记刘金兰、副院长李爱文、

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夏占友，国际处副处长夏海泉、外语学院日语教师付荫，

以及东京经济大学派来我校任教的手塚真夫妇参加会见。东京经济大学学务部

永山和彦、国际交流委员长桥谷弘等。 

 

贺向民处长、黄勇教授会见美国司法部代表团 

11 月 17 日，美国司法

部助理部长帮办（司局级）

James O'Connell先生一行

6人来我校访问，此访主要

是与我校法学院探讨有关

反垄断法的理论和实践问

题。我校国际处贺向民处

长、法学院竞争法中心主

任黄勇教授会见了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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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访 

陈准民校长率团出访美国 

3 月 17 日至 26 日，陈准民校长率团赴美国访问，会见哈佛大学首席代表

奥尼尔，波士顿大学教务长坎贝尔、Monmouth 大学校长高福尼、常务副校长

皮尔森、副校长萨里巴•萨沙，就高校管理、科学研究、学生培养等交换看法，

洽谈开展校际合作；访问西东大学，与校长谢尔然共同签署两校师生交换合作

协议；访问乔治敦大学，会见常务副校长奥唐内尔等，签署两校合作意向书；

访问西雅图城市大学，与校长高萨奇就合作开展成人教育进行会谈；访问波音

公司总部；访问华盛顿大学，会见常务副校长怀丝博士，通报聘请该校王家骁

教授任我校长江学者的决定，洽谈两校共建经济研究中心事宜；访问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会见国际学院院长恩尼克博士、发展部主任珀托拉克等，了解加

州大学校友会、资金筹措等情况，探讨两校合作的可能性。访问期间，代表团

还会见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萨克斯教授，讨论加强两校在共同参与的

“全球课堂”项目中的合作。 

 
 
 
 
 
 
 
 
 
 

陈校长会见哈佛大学首席代表奥尼尔女士         陈校长会见波士顿大学教务长 
        

 
 
 
 
 
 
 

 
 

陈校长代表我校与乔治敦大学签署合作意向书   陈校长代表我校与西东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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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期间，代表团拜会了我校校友，中国驻美特命全权大使周文重、公使

衔参赞尤少忠，会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董事何建雄、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林建海、乔治敦大学商学院杨嘉文教授等校友。在纽约期间，代表团还出席

了纽约校友会为欢迎陈校长一行专门举行的主题为“对外经济贸易的今天与明

天”校友联谊会。纽约附近 21 名校友闻讯赶来参加活动。各位校友对学校的发

展感到欣喜和鼓舞，热情为学校建设献计献策。 

经贸学院院长赵忠秀、国际处副处长夏海泉随同出访。 

我校校友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在官邸          陈准民校长访问中国驻美大使馆 

会见并宴请我校代表团一行              会见我校校友尤少忠公使衔参赞 

 

代表团会见我校校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副执行董事何建雄 

代表团出席我校纽约校友举行的主题为“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的今天与明天”的校友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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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率团出访加拿大 

5 月 23 日-6 月 3 日，林桂军副校长率团赴加拿大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在加期间，代表团访问多伦多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卡尔顿大学、皇后大学，

宣传我校学术成果和特色项目，扩大了学校影响。 

访问期间，林桂军副校长与卡尔顿大学、皇后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确立

了合作关系；访问布鲁克大学，会见了教务长兼副校长 Terry Boak、主管学生

事务的副校长 Kim Meade、国际部主管及项目官、商学院院长 Martin Kusy 及

其教学团队的骨干，与 Boak 教务长共同签署了学生交换协议和双学位合作协

议；访问达豪西大学，签署了学生交换协议；访问维多利亚大学，会见了主力

副校长 Janmes P. Anglio，商学院院长 Ali Dastmalchina 及其国际部主要负责人，

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进行深入探讨，一致同意深化和扩大两校传统友

好合作关系，拓展合作的领域。 

访加期间，代表团还拜会了我驻加使馆经商处、教育处，听取使馆对我校

开展与加拿大高校合作的建议；会见了加拿大国际贸易培训协会（FITT）项目

官，加深了相互了解，为进一步密切双边合作奠定了基础。 

访问中各合作伙伴充分认可我校的教育水平以及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及

专业素养，愿意在今后接受我校推荐的优秀学生进入对方硕士或博士项目，并

提供必要经济资助。 

此次出访圆满完成预定任务，加快了学校国际发展战略步伐，巩固和发展

了与加拿大院校的合作关系，使我校对加拿大高校的学术合作交流更加系统化，

也进一步提高了我校的国际影响力。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戴长征、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李柱国、金融学院

副院长邹亚生、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葛赢、国际合作交流处陈潇随同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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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访问麦克马斯特

大学 
2 与达豪西大学签

署学生交流协议  

3 与布鲁克大学签

署学生交流协议 

4 访问皇后大学    

5 访问维多利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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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赴俄访问 

9月 29日-10月 3日，

受教育部委托，林桂军副

校长率由国内五所知名高

校代表组成的中国高教代

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教育无国

界周”活动，并在“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高校毕业

生质量保障体系”国际研

讨会上做了题为《如何定义学生必须具备的技能：以出口技能为例》的发言。

此次活动是根据上合组织教育专家组会议纪要，由俄罗斯教育科学部主办的。 

会议期间，林桂军副校

长顺访了俄罗斯国立人文

大学孔子学院，听取中方

院长刘贵友博士、俄方院

长易福成就项目的现状、

前景和挑战所作的汇报，

对两校的合作表示满意，

对工作人员的努力表示感

谢，对项目的进展感到振

奋，表示今后我校将继续大力支持和推动该项目的发展。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项目是我校与国外高校共建的第一个孔子学

院项目，于 2007 年 9 月揭牌。项目得到我校高度重视，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

组长王玲书记亲自率团参加学院揭牌仪式，刘亚副校长率队赴俄督办筹备工作，

为项目的开展打下了坚实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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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小结 

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紧紧围绕学科建设大局，主动进行全球布局、战略选

择，通过出访、来访接待等形式发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关系。2008 年，我校派出

因公出访团组 51 个，共计 83 人次，前往 56 个国家/地区。其中，校领导出访

五次,分别为：陈准民校长率团出访美国、林桂军副校长率团出访加拿大、林桂

军副校长赴俄参加“教育无国界周”活动并顺访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

陈建香副书记访问澳大利亚和徐子健副校长率团访问台湾。接待来访团组 101

个，共计 287 人次，其中国外高校校级访问团组 27 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因公出访团组国家/地区分布图

美国10

台湾8

日本6

澳大利亚4

法国3

韩国2

德国2

丹麦2

英国1

其他1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境外来访团组国家分布图

其他25

美国24

英国10

德国8

法国8

澳大利亚7

加拿大6

墨西哥4

韩国3

瑞典3

意大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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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签、续签协议 

2008 年，我校先后与 9 个国家的 15 所大学和一家基金会新签、续签了 18

个合作协议/合作备忘录，开展教师与学生互换、合作研究、研究生联合培养、

海外孔子学院建设等领域的合作。 

2008 年我校新签、续签国际合作协议列表 

签订时间 协议名称 

2008 年 1 月 21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海外学习基金会之合作备忘录 

2008 年 2 月 4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阪南大学交流基本协定 

2008 年 2 月 11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韩国庆熙大学校际交流意向书 

2008 年 2 月 26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谅解备忘录 

2008 年 3 月 19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美国西雅图城市大学中国教育项目协议 

2008 年 3 月 19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美国西东大学师生交换合作协议 

2008 年 3 月 20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乔治敦大学合作意向书 

2008 年 4 月 11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美国堪萨斯大学文化、 

教育及科研合作协议 

2008 年 5 月 26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合作 

建设孔子学院协议 

2008 年 5 月 30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与布鲁克大学商学院 

关于交换学生与教师的协议 

2008 年 5 月 30 日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与布鲁克大学商学院关于双学位本

科项目的协议 

2008 年 6 月 2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达豪西大学学生交换协议 

2008 年 6 月 26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德国科隆科技应用大学合作备忘录 

2008 年 9 月 18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墨西哥学院学术交流合作协议 

2008 年 9 月 24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纽卡斯尔大学硕士项目交流协议 

2008 年 10 月 7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阿德莱德大学谅解备忘录 

2008 年 10 月 7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阿德莱德大学合作意向书 

2008 年 10 月 16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英国西苏格兰大学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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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墨西哥学院签署协议 

9 月 19 日，陈准民校长

与墨西哥学院校长 Javier 

Garcia Diego 博士共同签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墨西

哥学院学术交流合作协议》，

并分别发表热情洋溢的讲

话，表示愿意共同努力推动

两校的学术进步，共同促进

两国人民的理解和交流。林

桂军副校长、墨西哥驻华使馆文化参赞 Guillermo Pulido 先生、墨西哥学院学术

事务总协调人 Jean Francois Prud’homme 博士、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

忠秀、外语学院副院长赵雪梅以及西语系师生 20 余人出席签字仪式。 

墨西哥学院是拉美地区最重要的研究中心，拥有该区最好的图书馆，研究

成果在世界上获得广泛的认可。墨西哥学院于 1964 年成立的亚非中心是拉美唯

一的亚非研究机构，是墨西哥政府乃至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研究和处理亚非问题

的智囊库。 

我校与英国鲁斯金大学签署备忘录 

1月 24 日，林桂军副校长

会见英国鲁斯金大学校长麦

克·桑尼，就两校互换学者、

互换学生、英国暑期学习项目、

研究生 1+1 项目进行商谈，并

与桑尼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备忘

录。根据该备忘录，我校金融

专业研究生将有机会赴英国鲁

斯金大学学习一年，并取得鲁斯金大学硕士学位。我校金融学院院长吴军、副

院长邹亚生、鲁斯金大学艺术、法律和社科学院院长莫妮卡·托马斯、国际商

学院院长马丁·雷诺德等出席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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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阿德莱德大学签署协议 

10 月 7 日，我校举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谅

解备忘录》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合作意向书》

签字仪式。澳大利亚工党主席、南澳大利亚州州长迈克·兰恩（Hon Mike Rann）

率团出席签字仪式，并与陈准民校长一同作为见证人。林桂军副校长、国际合

作交流处贺向民处长作为我方代表签字。 

 

 

 

 

 

 

 

 

 

 

 

陈准民校长和兰恩州长在仪式上分别致辞。陈校长对协议的签署表示欢迎，

认为协议的签署和实施必将推动两校的学术进步，进而促进中澳两国特别是中

国与南澳州各领域的广泛合作。兰恩州长在致辞中热情赞扬中国与澳大利亚在

各个领域的友好交往和合作，并表示他作为南澳大利亚州的首脑，将积极支持

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支持我校与阿德莱德大学两所著名大学之间开展深入合

作，欢迎我校师生前往南澳大利亚州和阿德莱德大学生活、学习和研究。 

签字仪式由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主持。参加仪式的还有

南澳州经贸发展部部长布赖恩·坎宁安部长先生等南澳州政府官员、阿德莱德

大学中国项目经理麦克·科纳奇女士，我校国际处长贺向民、处长助理项洁以

及来自经贸学院的 30 多名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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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智工作和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 

围绕人才强校战略和学科发展规划，我校积极推进教师国际学术交流，国

际处与人事处携手引进海外归国人才，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

市教委、市外办和学校的各项政策，积极做好引智工作。引智工作和师资队伍

国际化建设对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的改革，促进重点学科建设，推动科研工作,

带动引导一批青年教师,以及为各学院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非常重要

的贡献，很好地支持了重点学科及重点项目建设的需要,充实了有关领域的教学

和科研队伍,带来了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带来了新的合作机遇和平台，极大

地提高了我校教学科研水平，增加了学术气氛。 

3.1 外籍教师/专家 

2008 年我校聘请长期外籍教师 24 人，短期讲学和研究学者 85 人，授予纽

伦堡大学校长 Karl Dieter Grueske 博士荣誉教授称号，聘用美国华盛顿西雅图大

学教授王家骁为长江学者，聘请卡尔顿大学季绍波教授、Moses N. Kiggundu 教

授为高级客座研究员。 

2008 年在我校工作的长期外籍教师、专家列表  

序号 姓名 国别 聘用期限 聘用单位 

1 Fialho, Miguel  葡萄牙 08/01/31-10/01/31 英语学院 
2 Haenke, Sven  德国 07/09/01-09/08/31 外语学院 
3 Morita, Rokuro 日本 08/01/31-10/01/01 外语学院 
4 Eusilia, Bellomo  意大利 07/02/01-10/02/28 外语学院 
5 Petra, Angeles 西班牙 07/07/15-09/07/15 外语学院 
6 Engst, Fred  美国 07/09/01-09/08/30 国贸学院 
7 Lee, Jeonghye  韩国 08/12/20-09/12/20 国贸学院 
8 Yin, Xiaopeng 加拿大 07/07/15-12/07/15 国贸学院 
9 Zhang, Jin 加拿大 07/12/24-09/07/01 国贸学院 
10 Dong, Baomin 加拿大 08/05/20-10/05/20 国贸学院 
11 Jun, Myung Yong  韩国 08/06/01-09/05/31 国际学院 
12 Moses, Russel Leigh 美国 08/06/01-09/05/31 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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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nton,Ronald Joseph 美国 08/03/28-09/03/27 国际学院 
14 Wiest, Jean-Paul 美国 08/06/01-09/05/31 国际学院 
15 Brown, Nigel Lindsay 南非 08/05/20-09/05/20 卓越学院 

16 Lu, Lucy 英国 07/08/01-10/07/31 
技术管理 
中心 

17 Hristo, Djumak  
澳大 
利亚 

08/09/01-09/07/15 英语学院 

18 William,White 英国 08/10/01-09/08/31 英语学院 
19 Cunha 巴西 08/09/16-09/02/28 外语学院 
20 Lopez Antoine, Pault 法国 08/09/01-09/08/31 国贸学院 
21 Bae Kyu,Beom 韩国 08/09/01-10/08/31 外语学院 
22 Makoto,Tezuka 日本 08/09/01-09/02/28 外语学院 
23 Charlotte,Foucaut 法国 08/09/01-09/07/15 外语学院 

24 
Alexander 

Goldsborough 
美国 08/08/31-09/08/31 国际处 

  

我校授予纽伦堡大学校长 Grueske 博士荣誉教授称号 

8 月 12 日下午，我校举行仪式授予德国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校长 Karl 

Dieter Grueske 博士荣誉教授称号。校长陈准民、副校长王正富、国际处长贺向

民、外语学院院长杨言洪等出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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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富副校长主持会议，介绍纽伦堡大学的发展概况及与我校的合作历

史、合作项目情况。陈准民校长向 Grueske 博士颁发我校荣誉教授的证书。陈

准民校长和 Grueske 博士分别致辞，表达了两校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学术进步

的愿望。 

 

 

 

 

 

 

 

我校授予霍文克教授终身荣誉教授头衔 

威廉姆•霍文克，荷兰经济学家，美国内华达大学资深经济学教授。他曾经

协助荷兰商学院著名学者简•丁伯根教授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1983

年，霍文克应邀来到我校任教，为我校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金融和经济学人才

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2008 年被我校授予终身荣誉教授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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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引进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教师
①
 

围绕人才强校和构建优势学科创新平台，我校自 2004 年开始大规模引进有

海外留学背景的教师，2008 年引进 7人，占当年引进专任教师的 18.4％。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我校累计引进在海外取得学位的教师 92 人，占我校专任教

师 12.5％。 

 

我校 2008 引进的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教师名单 

序号 部门 姓名 毕业院校 专业 学  历 

1 经贸学院 李建培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国民经济学 博士 

2 经贸学院 江萍 香港城市大学 金融学 博士 

3 经贸学院 姚顺利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经济学 博士 

4 经贸学院 龚炯 德州大学奥斯汀总校 经济学 博士 

5 金融学院 陶利斌 香港大学 金融学 博士 

6 英语学院 冯捷蕴 香港理工大学 语言学 博士 

7 外语学院 于丽 日本龙谷大学 国际文化学 博士 

 

我校为海归人才提供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海归教师积极

投身学校建设。2008 年底，《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对我校葛嬴教授、洪俊杰

副教授、陈志鸿博士、许亦平博士 4 名海归青年教师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

他们都表达了对发展前景的信心。 

 

 

 

 

 

                                                        
①数据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事处；数据统计时间：200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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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更能体现价值 

--葛嬴，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副院长，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经济系博士  

  
 

 

 

 

 

 

 
 

 

 

好环境吸引了我 

--洪俊杰，国际经贸学

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

博士 

回国机遇更多 

--陈志鸿，国际经贸学院讲

师，美国波士顿学院经济学

博士 

把研究与社会需要相结合 

――许亦平，国际经济贸易学

院讲师，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

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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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师出境研修、交流 

我校通过多种渠道支持和鼓励教师通过出境研修、考察和交流提高教学和

科研水平。2008 年，我校因公出境进行学术研究、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

团组共计 47 个，70 人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因公出访团组国家/地区分布图

美国10

台湾8

日本6

澳大利亚4

法国3

韩国2

德国2

丹麦2

英国1

其他18

 

 

  黄勇教授应邀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演讲 

 6月20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在伦敦举

办了题为“竞争与自由化对竞争力的影响”的

研讨会，我校竞争法中心主任、法学院黄勇教

授应邀出席并发表了题为 China: The Role of 

State in Achieving a Competitive Market的演讲。

黄勇教授在演讲中着重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中国

《反垄断法》的立法背景、政府和产业在深化

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反垄断法的实施前

景等问题，并就与会嘉宾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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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秀院长应邀在巴林王国研究中心发表演讲 

 

11 月 4 日，

应巴林王国研究

中心的邀请，我

校国际经济贸易

学院院长赵忠秀

教授在巴林王国

研究中心发表了

“中国发展模式

及应对全球金融

危机”的独家演讲，详细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特征、发展历程以及应对全球

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 

演讲后，赵忠秀教授拜访了研究中心主席（大臣级）和秘书长，就我校与

研究中心开展合作进行了探讨。巴林的国家电视台和当地报纸进行了新闻报道。

中国驻巴林王国李志国大使在使馆接见赵忠秀教授等中外来宾时，祝贺演讲成

功，并赞扬此次演讲是对我国外交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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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术交流和科研国际化 

4.1 国际会议 

2008 年我校国际会议列表 

时间 会议简况 

4 月 12 日-13 日 欧盟新对华政策文件及其对中欧经济关系的

影响国际研讨会 

4 月 7 日-13 日 外语文化节 

4 月 26 日-27 日 保险法国际研讨会，与美国康涅狄格州大学保

险法研究中心合办 

9 月 18 日 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RCIE） 

第一次学术会议 

9 月 19 日 我校竞争法中心与中国社科院规划与竞争研

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与竞争政策研

究中心联合举办“反垄断法实施与经济分析

研讨会” 

10 月 4 日 我校参与举办“中日环境合作国际研讨会” 

10 月 18 日 我校召开“开放与责任”国际研讨会 

10 月 22 日-24 日 “中国技术管理和创新――21 世纪的挑战和

机遇”国际研讨会 

10 月 23 日 “2008 中日韩学术交流会-东北亚经济合作及

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 

10 月 24 日-26 日 “第五届中国金融学年会” 

11 月 3 日 “气候变化国际研讨会” 

11 月 7 日-9 日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2008 年会暨国际贸易发

展论坛” 

11 月 22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盛顿大学国际经济

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研讨会” 

11 月 28 日 “中国与拉美国家经贸关系”学术研讨会 

11 月 29 日-12 月 1 日 “第三届中日关系研讨会” 

12 月 27 日-28 日 “环境与制造业发展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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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办“按揭保险国际研讨会” 

     3 月 19 日-20 日，我校金

融学院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

融公司联合举办“按揭保险国

际研讨会”。 

我校副校长刘亚、金融学

院院长吴军、世行集团国际金

融公司中国项目中心总裁

Mario Fischel 先生出席研讨会

并致辞。世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中国项目中心副总裁赖金昌先生、来自国务院、

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建设部、国内高校等各界嘉宾 70 余人以及校内师

生 100 余人出席本次研讨会。 

研讨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徐忠博士和金融学院副院长丁志杰教

授共同主持。按揭保险专家 Roger Blood 先生、世界银行首席住房金融专家 Britt 

Gwinner 先生和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黄文浩先生分别就按揭保险

的历史及其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做了主题发言，并与与会人员进行座谈，从政策、

法律、业务等方面探讨按揭保险在我国发展的可行性。 

我校举办“2008 中国奢侈品发展趋势研讨会” 

4月 11 日，我校祥

祺奢侈品研究中心召开

“2008 中国奢侈品发展

趋势研讨会”。国际经济

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

授、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

主任朱明侠教授、国内外

奢侈品领域 30 余位知名

专家以及我校师生 100

余名出席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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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旨在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奢侈品领域的研究资源，从宏观层面澄

清奢侈品各个方面的概念。会上，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为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特邀顾问、特邀研究员分别颁发聘

书。随后，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特邀顾问以及特邀研究员的代表：克里斯托

夫•里欧克斯、曾宇杰先生以及傅瑜女士为在场嘉宾、媒体作精彩演讲。 

 

我校举办“竞争与伙伴关系中欧经贸热点问题”国际研讨会 

4 月 12 日-13

日，由我校和德国海

因里希•伯尔基金会

联合主办的“竞争与

伙伴关系：中国与欧

盟经济贸易关系热

点问题”国际研讨会

隆重举行。  

开幕式上，我校

副校长、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主任林桂军教授、德国伯尔基金会亚洲负责人 Julia 

Scherf 女士分别致辞。开幕式由外语学院院长、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杨言洪教授主持。 

会上，与会者先后就“中国与欧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贸易政策及

市场准入”、“自然资源、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与中欧合作潜力”三个专题进

行研讨。每场主题发言后的自由讨论时间，与会专家学者争相提问。会场内，

观点争鸣，思想碰撞，气氛热烈，高潮迭起，掌声不断。 

最后，林桂军副校长及德国伯尔基金会亚洲负责人 Julia Scherf 女士分别做

了闭幕致辞，研讨会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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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办“中国-瑞士竞争法研讨会” 

 6 月 10 日，我校举办

“中国-瑞士竞争法研讨

会”。 我校副校长林桂军、

中国商务部条法司吴振国副

司长、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袁

亮处长、瑞士联邦竞争委员

会委员、苏黎世大学欧洲研

究所所长安德瑞斯·凯乐哈

尔斯（Andreas Kellerhals）教授和瑞士中国商会主席伊瑟尔·奈格丽（Esther 

Nägeli）女士、我校竞争法中心主任黄勇出席会议并发言。我校国际合作交流

处副处长夏海泉、法学院师生、苏黎世大学欧洲研究所师生 60 余人等出席研讨

会。会议由我校竞争法中心主办，中心执行主任董灵副教授主持会议。 

我校领导应邀出席中俄教育问题学术研讨会并致辞 

10 月 16 日，应俄罗斯

国立人文大学副校长德米

特里•彼得罗维奇•巴克先

生的邀请，林桂军副校长

出席前来北京参加“第九

届中国教育国际论坛暨

2008 中国国际教育展”的

俄罗斯代表团举办主题为

“从传统到创新的俄中当代教育：合作与展望”的学术研讨会，与来自莫斯科

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等十七所俄罗斯高校的 30 多位代表交流中俄教育

合作问题。外语学院书记刘金兰一同参加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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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办“中国技术管理和创新国际研讨会” 

10 月 21 日，由我校技术管

理研究中心和中国科技管理学

会、人民网共同主办的中国技术

管理和创新国际研讨会隆重举

行。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技术管

理和创新：21 世纪的机遇和挑

战”。林桂军副校长出席开幕式

并致欢迎辞。国际合作交流处处

长贺向民教授、科研处处

长叶文楼教授、国际经济

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

授、国际商学院院长张新

民教授出席大会并分别

主持大会发言和分会场

讨论。大会共收到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 150 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经过匿名评审，遴选出 90 篇进行

大会宣读。 

我校成功举办“反垄断法实施与经济分析研讨会” 

9月 19 日，由我校竞争法中

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规制与

竞争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产

业经济与竞争政策研究中心联合

主办的“反垄断法实施与经济分

析研讨会”在北京新闻大厦隆重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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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出席论坛并致辞，代表我校向与会中外代表表示欢迎和感

谢，并发表了他本人对于竞争法和经济分析的看法。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

利分校 Carl Shapiro 教授和美国 WilmerHale 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 Douglas 

Melamed 博士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我校竞争法中心主任黄勇教授主持研讨会，

并做会议总结。他提出，我国已充分认识到经济分析和反垄断法实施的关系，

国外的经验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借鉴。  

 

我校举办“2008 中欧经贸合作国际论坛” 

5月 30 日，由我校国际商学院、中国—欧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和中国国际

贸易学会联合主办的“2008 中欧经贸合作国际论坛”在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

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的两大主题是：“深化合作，共创和谐”和“中国开放 30

周年——中欧经贸合作回顾与展望”。 

 

 

 

 

 

 

 

论坛由我校商学院院长张新民教授和中国—欧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夏

友富教授主持。来自中国商务部、科技部、环境保护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及欧盟驻华使团、法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和专家学者、一些欧

洲著名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等约 150 人参加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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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术交流与讲座 

我校与华盛顿大学合办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 

9月 18日，我校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合作成立的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RCIE），

举行中心工作介绍会及第一次学术讲座。 

副校长林

桂军、国际经济

贸易学院院长赵

忠秀出席并分别

代表学校和国际

经济贸易学院讲

话，对中心的成

立表示祝贺，并

就中心使命和校

内外合作机制做了阐述。 

我校长江学者，RCIE 中心主任王家骁教授介绍了中心工作计划。根据计划，

中心将每年举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四次有国际知名学者参加的小型研讨会，

举办系列学术讲座,发布工作论文，发表经济政策评论与建议，出版中心要闻，

建设中心网站以提供丰富的学术信息。中心还将建立访问学者制度，与国际经

济贸易学院合作，每年资助四名国内外访问学者来中心访问，与中心研究人员

合作研究并共同发表。为激发大学生对国际经济学的学术兴趣，自 2009 年起，

中心将和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合作，每年在北京和西雅图各举办一个为期一个月

的全国大学生国际经济学夏令营，营员将可获得相应的学分。 

会上，王家骁教授还做了题为《自由贸易区和国际竞争》的学术报告。 

会议由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RCIE 中心副主任殷晓鹏博士主持。来自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等校内单位近四十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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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教授来校作学术报告 

11 月 10 日，美国著名

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

授罗纳德·麦金农应邀来

我校做题为“中国汇率困

境和财政扩张”的学术报

告。陈准民校长会见麦金

农教授，林桂军副校长主

持报告会，金融学院院长

吴军、副院长邹亚生，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夏海泉以及我校金融学院师生 100

余人出席报告会。 

麦金农教授通过与美、日、德等国的对比，分析中国经常账户、投资-储蓄

状况、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平衡表，以及中国不同时期汇率政策、GDP 和 CPI

数据，指出汇率与贸易平衡、通货膨胀、外汇市场关系的误区，提出稳定人民

币汇率的建议。 

 

剑桥大学助理教授 Eden Yin 走进我校 

3月27日，金融学院SBF论坛特邀剑桥大学 Judge商学院助理教授 Eden Yin

博士作学术讲座。讲座由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吴卫星博士主持，全校师生 100 余

人参加了讲座。  

Eden Yin 博士毕业于美国南加州马歇尔大学商学院，主要研究企业全球发

展策略、国际市场一体化及中国经济发展。他以“全球化思维和中国企业的国

际化战略”为主题，从全球化知识、全球化技能、全球化视野、全球化商值四

个方面阐述了全球化的含义，提出了企业培养国际化思维和加强国际竞争力的

策略，分析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讲座结束后，Eden Yin 博士回答了师生

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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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消费者保护委员库内娃女士来我校演讲 

6月 11 日，我校邀请欧

洲委员会消费者保护委员梅

格莱娜·库内娃女士来校演

讲。校长陈准民、副校长林

桂军会见库内娃女士一行。

陈准民校长向来访客人介绍

我校情况，并就消费者保护

课题与库内娃委员交换看

法。陈准民校长在演讲会上

致辞，林桂军副校长主持演讲活动。梅格莱娜·库内娃委员以“开放的市场与

更安全的消费者——欧盟与中国携手发展全球治理”为题作精彩演讲，并与我

校师生及欧盟经理班学员就食品安全等尖锐问题进行讨论。欧盟欧洲委员会驻

华大使塞日·安博以及库内娃委员访华团成员陪同来访。 

英国 Elizabethtown 学院 Mark Harman 教授来我校讲座 

5月 22 日，著名语言学家，英国

Elizabethtown 学院现代语言系主任

Harman 教授应邀为英语学院教师和

研究生做题为“欧洲现代主义作品的

文学翻译（Literary translation of European 

modernists）”的讲座。 

Harman 教授阐述了新旧翻译理

念，介绍了他使用新理念翻译欧洲现代主义作品，尤其是卡夫卡作品的经验，

并用翻译卡夫卡作品为例说明新旧翻译理念的差异。讲座由我校英语学院副院

长，翻译研究所所长俞利军教授主持。讲座后，教师们踊跃提问并与 Harman

教授就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探讨，现场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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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卡尔·夏皮罗来校演讲 

9月 23 日，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经

济学教授卡尔•夏皮罗

（Carl Shapiro）应邀为

我校师生就并购中相关

市场（relevant market）

的界定方法做讲座，并同

与会师生进行座谈。夏皮

罗教授着重介绍了用于确定企业并购反垄断规制的相关市场范围的方法――临

界损失分析法（Critical Loss Analysis）。 

经济学人信息部总裁来校演讲 

3月21日，世界最著名的专业出版商之一《经济学人》信息部总裁Robin Bew

应邀来我校访问。林桂军

副校长会见来宾，双方就

人民币和美元汇率、世界

经济的走势、中国经济增

长模式、经济学的理论发

展和著作出版等问题交换

了看法。国际经济贸易学

院副院长葛赢参加会见。 

会见后，Bew 先生为我校学生作精彩的演讲，阐述对全球经济热点问题的

观点，并鼓励大家深入分析经济现象，探索经济规律，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Bew 先生对我校学生高昂的学习热情和扎实的专业知识给与充分的肯定，表示

愿意更多地到我校为学生们作讲座，也欢迎我校毕业生加入该集团，成为《经

济学人》卓越工作团队的一员。《经济学人》信息部亚太区主任 Charles Goddard、

中国首席代表许思涛先生随同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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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总干事办公厅主任拉亚女士来校演讲 

10 月 18 日，WTO 总干事拉米办公室主任 Arancha Gonazalez Laya 女士应

邀访问我校，做题为“全球化中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演讲。此次论坛由国际商

学院和中国 WTO 研究院共同承办，王林生教授和范黎波教授共同主持。 

 

 

 

 

 

 

 

演讲结束后，Laya 女士回答了在场师生的提问。她对中国在 WTO 中的作

用给予高度评价，同时指出中国在 WTO 中不仅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主张，维

护自身利益，又能顾全大局，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进展。她还认为，中国在

WTO 体制中是自信的，并且以符合逻辑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芬兰技术创新局暨高教代表团来我校访问 

11 月 16 日，芬兰技术创新局暨高教代表团一行 20 人来我校访问。国际商

学院院长张新民教授率相关专业教师 10 余人参加座谈。双方分别介绍了各自开

展的科研工作，一致表示愿意保持联系，就共同开展技术创新标准研究等课题

的合作研究进行进一步协商。代表团成员包括赫尔辛基经济学院等芬兰多所大

学的研究人员以及芬兰技术创新局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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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前驻华大使来访 

11 月 25 日下午，哥伦比亚前驻

华大使、哥伦比亚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主任 Pablo Echavarria Toro 博士一行

三人访问了我校。我校外语学院副院

长赵雪梅教授、国际处处长助理项洁

会见了来宾，并就两校签订合作协议

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工作会谈。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来访 

11 月 25 日上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经济关系系主任霍罗波夫等一

行 7 人来我校访问，外语学院书记刘金兰、我校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韩立华、

国际处处长助理项洁等会见了俄罗斯客人，并与客人就进一步发展两校多年友

好合作关系、扩大合作研究和人才培养领域进行了会谈。 

我校校友、原波兰驻华大使古拉尔赤克博士回访母校 

我校 1959 届校友、原波兰驻华大使古拉尔赤克

博士回母校与校领导和母校老师亲切见面。古拉尔赤

克是本届奥运会开幕式北京市市长特邀9名欧洲贵宾

中的一位。他于 2001 年被刘淇市长授予“北京市荣

誉市民”称号。 

毕业 49 年后的他，此次回访母校，古拉尔赤克

感慨万千，感到特别荣幸和激动。他愉快地向母校的

老师们回忆了他 1954年至 1959年在母校北京对外贸

易学院的五年学习生活，讲述了他担任波兰驻华外交官 18 年和其后担任波兰总

统以及总理顾问、波中友好协会会长期间为两国友好所做的工作。陈准民校长

代表母校向古拉尔赤克多年来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和为中波友好所做的贡献表

示敬意，并为这位杰出的留学生校友颁发了“校以君荣”的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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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我校领导高度重视孔子学院建设，成立了以王玲书记任组长的汉语国际推

广领导小组，及其执行机构-商务汉语国际推广中心，制定了《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关于派驻海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选任的规定（暂行）》，以中国经贸文化和

商务知识培训等特色培训项目促进中外理解，推动各领域往来，从而为汉语国

际推广培育新的市场。 

截至 2008 年底，我校建设 5个孔子学院项目，分别是：俄罗斯国立人文大

学孔子学院项目、墨西哥新莱昂自治大学孔子学院项目、日本福山大学孔子学

院项目、雅典经贸大学孔子学院项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理工大学孔子学

院项目，并与美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达成共建孔子学院意向并已提交国

家汉办审批。 

    我校大力开展相关科研工作，广泛吸收各领域专家学者、海内外有识之士

共同研讨商务汉语国际推广的思路和办法并召开了“全国 BCT 考点商务汉语考

试研讨会”、第二、三届“商务汉语教学实践和教材编写研讨会”、“第四届

商务汉语教材和课程建设研讨”等，并积极参与“全美外语教师年会”和“世

界汉语教学大会”等国际会议。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我校按照国家汉办的中方院长和外派汉语教师标准

选拔合适人员派往海外各孔子学院，同时招聘后备人员，对后备人员进行外语

培训，组织对外汉语教学、教学法交流活动，为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人

员储备。同时，我校承担国家汉办非通用外语对外汉语师资培训项目，从中培

养和选拔了一批合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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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汉办师资处领导考察我校外语培训项目筹备工作 

3 月 7 日，国家汉办师资处

处长杨金成来我校考察对外汉语

师资非英语语种外语培训项目的

筹备工作。我校汉语国际推广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校党委王玲书

记会见杨处长。 王玲书记首先感

谢国家汉办领导一直以来对我校的信任与支持，并表示国际汉语推广工作是我

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校对国际汉语推广工作非常重

视。我校将精心策划，精心设计，精心准备，全力以赴做好这项工作，以实际

行动支持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开展与实施。 

 

汉语国际推广师资非英语语种外语培训开学典礼在我校召开 

3月 31 日，汉语国际推广师资

非英语语种外语培训开学典礼在

我校诚信楼国际会议厅隆重举行。

国家汉办副主任马箭飞、国家汉办

师资处处长杨金成，我校汉语国际

推广领导小组组长、党委书记王

玲，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副组

长，副校长林桂军出席开学典礼。王玲书记发表讲话，要求在培训项目的具体

实施过程中，要注重创造汉语国际推广师资外语能力强化培训的新理念、新教

材、新方法，着重建设一批外语基础教学与外国国情文化教育相结合的优秀教

材，着重总结项目执行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摸索规律与方法，更新教学手

段与方式，为汉语国际推广师资外语培训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贺向民、英语学院院长王立非、外语学院院长杨言洪、

外语学院总支书记刘金兰、国际学院院长曹红月、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董瑾

以及培训班教师和学员出席开学典礼。杨言洪院长主持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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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成功召开首届商务汉语考试研讨并获业内关注 

3月由我校主办、高等

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协办的全国首

届商务汉语考试（BCT）研

讨会在我校成功召开。我

校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

组长,党委书记王玲、国家

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赵国成、国家

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考试处处长邱宁出席研讨会。全国首届商务汉语

考试（BCT）研讨会获得了圆满成功。代表们普遍认为研讨会内容丰富，成果丰

硕，在汉办、研发办和各考点之间建立起联系，并建议以此次会议为基础建立

一种长效的沟通机制。代表们纷纷表示收获匪浅，要将会议的精神带到各自的

学校，共同为 BCT 的发展，为汉语加快走向世界做出贡献。 

我校代表参加福山大学孔子学院揭牌仪式 

4月 4日，日本福山大学

举行仪式，庆祝福山大学孔

子学院及银河孔子学堂揭

牌。我校外语学院院长杨言

洪教授、院长助理郭德玉代

表学校参加揭牌仪式。 

福山大学孔子学院是我

校在日本参与建立的第一个

孔子学院，也是日本广岛县

境内的首家孔子学院，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日本福山大学理事长宫地尚先生出

席揭牌仪式。中国驻大阪总领事罗田广、总领馆教育室长刘占山、福山市长羽

田皓以及当地有关企业、团体负责人等共计 200 多位来宾到会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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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协商共建孔子学院 

6月 24 日，王玲书记、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雅典经

济商业大学 (AUEB)校长

Gregory P. Prastacos，就两

校合作建设孔子学院以及

其他可能的合作领域进行

协商。双方同意立即着手

制定孔子学院方案和两校

关于共建孔子学院的协议。双方还一致同意以孔子学院项目为基础，逐步拓展

将两校关系提升为包括学生交换、教师交流、合作教育、合作科研等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 

 

王玲书记会见俄国立人文大学代表团，共商加强孔子学院项目合作 

10 月 17 日，王玲书记

会见以副校长德米特里彼

得罗耶维奇·巴克教授为

团长的俄罗斯国立人文大

学代表团一行，就两校共

建的孔子学院项目的运作

情况交流意见。 

王玲书记欢迎巴克副

校长一行，并愉快地回顾了她 2007 年 9 月率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并

参加孔子学院项目揭牌仪式的情况，希望人文大学加大对孔子学院项目的支持

力度。巴克副校长简要介绍了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项目的进展情况。

他说，项目目前开设了多个层次共 15 个培训班，学员达到 80 余人，俄罗斯国

立人文大学校方对项目进展表示满意，也非常积极支持孔子学院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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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港澳台工作 

 

陈准民校长会见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钟瑞明 

8月 16 日，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钟瑞明主席访问我校。陈

准民校长首先陪同钟瑞明主席参观我校校史展，介绍我校发展历史。陈校长表

示我校与香港各界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我校的发展离不开香港各界的大

力支持。 

 

 

 

 

 

 

 

 

 

 

 

陈准民校长与钟瑞明主席亲切会谈，各自介绍了本校办学特色、运作机制、

师资聘任以及交流合作等方面的情况。钟主席就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建制、职

能、运行机制等情况作详细介绍。会谈后，钟主席参观了我校学生公寓、新图

书馆和宁远楼。临别前，陈校长感谢钟主席能在百忙之中到我校来访，并希望

能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两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密切与香港各界的联系。校

办主任余兴发、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贺向民陪同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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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08 年澳门招生宣传工作圆满完成 

3月 14 -16 日，我校派团参加教

育部高校学生司与澳门高等教育辅

助办公室合作举办的 2008 年内地高

等教育联展。我校招生办公室进行了

精心准备，印制了精美的宣传册和展

板，通过图文并茂的宣传资料全面介

绍我校的人才培养、专业设置及校园

环境等情况，并举办了升学讲座，极大地加深了澳门学生对我校情况的全面了

解。联展及讲座吸引了众多中学教师、学生及家长。 

    自 2000 年起，教育部与澳门特别行政区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每年联合举办

内地高等教育联展，向有意到内地升学的学生提供了解内地高校的机会，协助

他们报读适合的学校和专业。9 年来，内地高等教育联展已成为澳门中学毕业

生的盛会，受到学生和家长的热烈欢迎和高度关注。 

我校举办改革开放 30 年暨澳门回归 9 周年图片展 

12 月 4 日，以“感受改革开放，见

证非凡成就”为主题的庆祝改革开放三十

周年暨澳门回归九周年图片展开幕式在

我校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中联办广联处

人事部部长周振新、北京澳联副理事长周

永豪、澳门新青年协会副理事长戴华浩和

我校国际处暨港澳台办公室、校团委、学

工部、国际经贸学院代表出席开幕式。开

幕式上，校舞蹈团表演了动感十足的奥运

啦啦操，播放了短片“不一样的澳门”。

随后，与会嘉宾前往宁远楼大厅参观图片展。庆祝活动由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

主办，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团学联和港澳学生联合会协办。活动分为园游会、

图片展、数字填字游戏三部分。园游会由我校澳门学生组织，举行了多种趣味

游戏，深受中澳学生的欢迎，现场气氛轻松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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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才培养国际化 

2008 年，我校继续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请进来”、“送出去”相

结合，学生公派出境、合作办学、营造跨文化校园、留学生教育等方面均取得

了可喜成绩。2008 年，派遣学生出境共计 226 人次，其中包括学习、实习、参

加考察交流活动）。我校来华留学生达到 2558 人，其中学历生 1692，占学校

来华留学生总规模的 66％ ；接待短期来访外籍学生 800 余人，其中来自我友

好院校的交流学生 397 人（包括交换生、短期学生团组等）。 

7.1 合作办学 

我校所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今年都顺

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中外合作办学复

核。目前，我校实际在办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三个：中美 MBA、中法管理硕士、中法

零售管理硕士项目。与美国马里兰大学合

作举办的中美MBA项目协议于今年9月到

期，鉴于双方仍有继续合作的兴趣，合作对我校商学院的学科建设、师资培训

等方面也很有帮助，我处积极协助商学院作好各项续办申请事宜。 

中法国际管理学院 05—07 届 MBA 学员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5月 30 日，我校中法国际管理学院 2005-2007 届 MBA 学员毕业典礼在诚信

楼国际会议厅隆重举行。刘

亚副校长、法国国家企业管

理 教 育 基 金 会 秘 书 长

Jean-Claude CUZZI、国际商

学院院长张新民、法国巴黎

第一大学企业管理学院院长

Jérôme CABY 以及法国驻华

大使馆高等教育合作处官员杨平等出席了毕业典礼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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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中法MBA项目共有30余名全日制和在职班学员获得法国巴黎一大的学

位证书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结业证书，顺利毕业。 

7.2 学生公派出境 

2008 年，我校学生公派出境共计 226 人次，规模稳定，层次有所提升，结

构进一步优化。  

2006－2008 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境外学习层次、类别统计表 

境外学习各层次（人

数） 
境外学习类别（人数） 

年份 
本 

科 

硕 

士 

博 

士 

本科 

交换生

硕士 

交换生 

博士 

交换生

联合

培养
实习 考察 其他 

 

合计

2006 142 11 0 33 5 0 7 41 0 77 153

2007 219 18 0 51 6 0 4 124 7 45 237

2008 203 18 5 63 20 0 16 48 6 73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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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派学生国家分布图

美国46

法国30

日本20

韩国19

德国18

印度12

墨西哥11

意大利11

奥地利7

古巴7

英国7

波兰5

加拿大5

俄罗斯5

土耳其4

突尼斯4

澳大利亚3

其他12

 

 

 

 

 

 

 

 

 

 

 

我校组织学生赴日参加第 27 届中日学生会议 

暑假期间，我校组织学生赴日本大阪参加“第 27 届中日学生会议第 11 次

日本会议”。我校代表团由外语学院教师徐天鹏带队，成员分别来自外语学院、

经贸学院、商学院等多个学院，与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 9所中国著名高

校的 39 名优秀大学生，以及来自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日本知名大学学生进

行交流。 

中日学生会议的主体活动为分科会，即在十天的会议中，中日双方学生分

为政治、经济、媒体、教育、环境五个分科会，分别确定了日本“入常”、减

小社会贫富差距、媒体的民族主义、教育商业化、洞爷湖峰会等议题展开讨论。

在紧张的分科会间隙，中日学生还参加了日本传统舞蹈节、体验日式传统点心

制作、文化交流之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从不同方面了解对方的文化，从而进

一步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 

我校与会代表积极参与活动，收获颇多。于海同学表示：“此次会议不仅

加深了两国青年之间的理解，建立了可贵的友谊，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更是凸显

了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的优秀素质和良好风貌，能够代表我校参加此次

会议我感到非常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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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留学生
②
 

    “十一五”以来，我校围绕“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

的十六字方针，以教育质量为核心，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以特色与品牌求发展，

向管理与服务要效益，不断打造我校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增强我校

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留学生规模、质量稳步提高。截至 2008 年

底，我校来华留学生达到 2558 人，其中学历生 1692，占学校来华留学生总规

模的 66％，研究生占 21％。 

 

 

 

 

 

 

 

 

我校召开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会议 

为了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更好、更快发展，我校于 4 月 3 日召开了以

“教育质量为根本，打造我校来华留学生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为主

题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会议。书记王玲、校长陈准民、副校长刘亚、王正富、

胡福印、林桂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刘宝利、来华处处长赵

灵山应邀出席会议。 

 

 

 

 

 

 

                                                        
②数据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学院；数据统计时间：2008 年秋季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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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利副司长高度评价我校对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所给予的重视，并应邀

在大会上做来华留学工作形势报告。主管留学生工作的王正富副校长做了我校

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工作报告。刘亚副校长、胡福印副校长和林桂军副校长随后

分别就会议主题讲话。王玲书记作总结讲话，对如何提高办学质量、打造我校

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做了重要阐述。参加会议的还有我校各学院、职

能部门的领导和留学生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和分组座谈。 

 

商学院举行国际 MBA 学生交流会 

9月 24 日晚 7：00，由市场营销学会主办的商学院商学专业学生与国际 MBA

学生交流会在诚信 216 举行。虽然入秋的北京天气渐凉，但丝毫没有减少学生

们的热情。在“Moment of Cultural Diversity”的主题下，各国学生欢聚一堂，

展本国风采，结四海友谊。来自泰国、印度尼西亚吉尔吉斯斯坦、秘鲁、乌兹

别克斯坦的留学生们纷纷上场，对各自国家的风土人情及经济发展做了精彩而

又详细地展示的学生。本次交流会使得我国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其他国家的

文化习俗及经济发展状况，开拓了国际视野；同时也有助于这些刚来中国不久

的外国留学生尽快适应、融入在中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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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留学生英语演讲迎奥运 

    5 月 22 日下午，我校举办“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迎奥运留学生英

文演讲比赛”。正式比赛分为两

个部分，第一部分选手进行定题

演讲“One world one dream”，

第二部分则是评委对选手提问，

考察选手的应变能力。在气氛紧

张激烈的比赛中，选手们落落大

方，挥洒自然。 

 

国际语伴交流中心成立 

10 月 30 日中午我校国际

事务协会举行国际语伴交流中

心（IYA “哎呀”）成立典礼。

国际学院院长曹红月致开幕

词。曹院长表示，IYA 组织的

成立为中外学生提供了便利的

沟通桥梁，有利于外国留学生

更好地适应、融入中国的生活，

学习中国文化和发展经验，同时也为中国学生拓展国际视野、了解世界各地文

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希望全校学生都能积极加入语伴交流活动中，并祝愿

IYA 组织发展顺利。随后，IYA 中方代表王泓力、留学生代表周少康（哈萨克斯

坦）发言，详细阐释了 IYA 的内涵和作用，还介绍了 IYA 即将举办的形式多样

的活动。国际处副处长夏海泉宣布国际语伴交流中心正式成立，并为 IYA 授旗。

在简短的开幕介绍结束后，举行了文艺表演和抽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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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校际学生交流  

交 流 团 组 

随着我校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外院校学

生团体也前来我校进行短期访问和进修。2008 年，有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海上大学、堪萨斯大学、西东大学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京

都产业大学、日本大学、福山大学、韩国江南大学、法国兰斯管理学院、高等

贸易学院、高等外贸学院，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墨西哥国立大学、国立科技大

学、蒙特雷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 20 多所院校的 827 名学生前来访问、进修。 

 

 

祝福北京奥运                       参观首都钢铁公司 

 
欢 聚 一 堂                                黄 浦 江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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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校园跨文化交流活动 

第三届北京高校韩国文化节在我校隆重开幕 

10 月 19 日，第三届北京高校韩

国文化节开幕式在我校隆重举行。陈

准民校长、韩国驻华大使辛正承，活

动赞助方-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北京事

务所所长文成基、现代财产保险公司

副总裁吴承燦，以及我校外语学院党

总支书记刘金兰、副院长徐永彬等出席开幕式。大会还邀请包括我校在内的 9

所北京高校韩语系约 500 人师生参加。开幕式由我校朝语系主任周玉波及韩籍

教师裴奎范以双语形式主持。 

陈准民校长致开幕词，对文化

节开幕表示热烈祝贺。他说，韩国

文化节在我校的举办“将进一步加

深中国大学生对韩国及韩国文化

的理解，促进北京各高校韩语系之

间的交流，从而为中韩文化交流和

中国韩国语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

做出贡献”。最后，陈准民校长预祝本届

高校大学生韩国文化节取得圆满成功。 

韩国驻中国大使辛正承致辞，表达对

主办方的诚挚感谢以及看到韩国文化节

逐年得到发展的欣慰，简单介绍了韩语教

育在中国的发展并表达了对本届文化节

的美好祝愿。吴承燦副总裁、我校外语学

院副院长徐永彬教授先后发言，表达对本

届韩国文化节的希望和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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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后，“与韩国大使面对面”活动开始。辛正承大使对中韩关系进行

了详细的介绍。他认为“韩中两国的关系已形成巨大河流正涌向那浩瀚的大海。

两国青年大学生们担负着韩中两国的未来，要基于事实和真理，把目光投向滔

滔江水流向的浩瀚大海”。在场观众踊跃提问，气氛活跃。 

我校外语文化节拉开帷幕，十余驻华外交官出席开幕式 

4 月 7 日下午，我校第七届外语文化节隆重开幕。副校长胡福印、国际学

院院长曹红月、外语学院院长杨言洪、书记刘金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使、 

 

 

 

 

 

 

 

伊拉克共和国大使、阿曼苏丹国大使、也门共和国大使及文化参赞、阿拉伯国

家联盟驻华代表处主任、

白俄罗斯共和国公使衔参

赞、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

社会主义民众国人民办事

处一等参赞、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大使馆参赞、科威

特国大使馆参赞、卡塔尔

国大使馆参赞、西班牙大

使馆文化参赞、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商务代表、意大利使馆专员、越南社会主义

共和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巴林王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等驻华使节外交官出席文化

节开幕式。 

外语文化节开幕式吸引了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国教育

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京报和京华时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到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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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成功举办“地球村周”活动 

12 月 2 日，我校“地球村周”活动开幕。国际处副处长夏海泉、推广部主

任 Alex Goldsborough 在开幕式上致

辞。 

活动为期一周，举办了多场外国文

化讲座、多场外国电影、歌曲、舞蹈展

演，使我校学生深入领略世界文化的多

样性，同时通过参与组织、策划和推广

本次活动，增加实践经验。 

 

 

7.6 学生国际化就业
③
 

多渠道、多层次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带来丰硕的成果，我校学生竞争力强，

就业呈现明显的国际化宽领域特色。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我校应届毕业生

中出国留学和到涉外单位工作毕业生总计 1021 人，占全部毕业生的 39.67%。

其中，出国学习 214 人；到跨国公司工作 657 人；到从事国际业务的本土公司/

机关工作 112 人；在涉外政府部门工作 38 人。  

                                                        
③数据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就业指导中心；数据统计时间：200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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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研究和管理经验交流  

8.1 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 

为了切实落实学校国际化发展战略，有效实施“十一五”规划学科和师资

建设行动方案，副校长林桂军亲自挂帅成立专门课题组，研究有关高等教育国

际化及其指标体系问题，通过深入研究，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高等教育

国际化指标体系。12 月 19 日，我校主办“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暨国际化指标

体系研讨会” ，与国内兄弟院校交流研究成果，分享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 

教育部国际司司长张秀琴应邀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陈准民校长致欢迎

辞，徐子健副校长主持研讨会，林桂军

副校长作主题发言。北京市教委国际处

处长邱晓平、广东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

梁永洪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

韩呼生等来自全国38所高等院校的50

余名代表以及我校中层干部 50 余人出

席研讨会。会议由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处

承办。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江

波作题为“对国际交流合作机遇与挑战

的思考”的主题发言。我校许亦平博士汇报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外研究动态。

会议还邀请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袁本涛教授介绍清华大学进行国际化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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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办学实践的经验，邀请华南师范大学吴坚博士介绍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

的趋势及启示。 

林桂军副校长在题为“大学国

际化指标体系”的主题发言中介绍

了我校进行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

指标体系研究的背景、目的、方法

和进展，发言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

度评价，成为本次会议的亮点。他

认为，“作为大学的核心理念之一

的国际化，从本质上讲并不是目

标，而是一种提高质量的手段，并且最终表现为科研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但这

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的，它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的‘投入－产出’的过

程。”，因此，大学的国际化可以用以下三个模型来表示： 

 

1.科研的国际化 

[ ]malRtt nhmmnyvfrRR ,,,,),,,(=  

其中： 

Rt=科研国际化 

r =研究人员 

f =教师 

v =访问学者 

y =年青学者 

nR =国际合作网络(合作研究,国际课题) 

ml=大学管理层投入 

ma=行政管理投入 

h=国际处及相应机构 

nm=大学管理层国际网络 

3.研究型&教学型大学的国际化 

ttGR GRI
tt

βα +=  

α+β=1，α, β<1 

教学型大学α趋于 0,  

研究型大学β趋于 1。 

2.人才培养的国际化 
[ ]malGGtt nhmmicmnkedsfGG ,,,,,,,,),,(,=

 

其中： 

Gt =人才培养国际化; 

fG =人才培养方面教师国际化 

s =学生质量 

d =生源结构 

e =学生的国际经历 

k =服务与管理 

nG =教学方面国际合作网络 

m =经费投入 

c =课程体系 

i =跨文化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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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国外高校管理经验交流 

为借鉴海外高等教育的管理经验，推动我校人才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的提

高，根据校领导的指示，国际处和人事处携手举办高等教育管理经验交流系列

活动，介绍国外高等教育在师资队伍建设、科研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我校召开交流会介绍阿德莱德大学师资引进经验 

10 月 6 日，国际处和人

事处共同邀请澳大利亚阿德

莱德大学 Sandy McConachy 

女士介绍该校师资引进经

验。副校长徐子健、林桂军

出 席 介 绍 会 并 致 辞 。

McConachy 女士介绍了国际

上高校师资引进的通常做

法、遇到的困难与挑战、阿

德莱德大学引进师资特别是学科带头人的做法，并对我校引进师资提出建议。 

活动由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贺向民主持。各学院院长、党总支书记，教务

处、科研处、研究生部、国际合作交流处、人事处、财务处、资产处等部门负

责人参加交流。 

 

美国高等教育华人院校长协会成员应邀来校交流 

经我驻华盛顿教育处尤少忠公参介绍，我校与美国高等教育华人院校长协

会建立了联系，并于 11 月 20 日、27 日先后举行两次经验交流会，邀请该协会

成员，美国陶森（Towson）大学副校长及研究生院院长吕超教授、美国佛罗里

达州坦帕大学副教务长王进博士来校报告，并与我校各学院和职能部门负责人

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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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 日，陶森大学副校长吕超教授应邀就如何激励和帮助学者争取科

研项目、如何管理科研经费

等问题做报告。陈准民校长

出席交流活动并致辞。林桂

军副校长出席会议。刘亚副

校长主持会议并作总结发

言。吕教授介绍了美国科研

经费的几个主要来源、如何

争取外部科研经费、如何科学管理获得的科研经费。吕教授特别强调，管理和

使用科研经费应当注意平衡和公正，应当保障和支持获得资助的教授的工作，

使他们得以取得成果并愿意继续争取外部科研资助；同时应当对辅助人员给予

合理激励，使他们愿意为教授的工作提供支持。 

11 月 27 日，佛罗里达

州坦帕大学副教务长王进

博士应邀就引进人才做报

告。陈准民校长、徐子健

副校长、林桂军副校长出

席活动。王进教授以个人

经验为例，就教授在大学

的地位和作用、教授名额的来源、名额的分配、招聘程序（招聘委员会的组成

和工作、招聘广告、评选标准、面试、评选委员会的构成和职能、如何做出聘

任决定等）、离职等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并就如何保证引进人才的水平等问题

与与会人员进行交流。徐子建副校长主持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人才

建设是高等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各单位应认真吸收和借鉴海外高等教育的人

才引进经验，结合自身建设的需要，探索自己的人才强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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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国际合作交流基本统计数据和布局图 

2008 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基本数据如下： 

1. 新签、续签校际交流协议 18 个； 

2. 接待来访团组 101 个，接待外宾 287 人次，其中大学校长（副校长）团组 27 个； 

3. 长期外专/外教 24 人，短期专家/访问学者、讲学 85 人，授予名誉教授 1 人； 

4. 因公出访团组 51 个，共计 83 人次； 

5. 来华留学生 2558 人，其中学历生 1692，占学校来华留学生总规模的 66％
④
； 

6. 交流院校来访学生 827 人（校际交流长短期学习，团队等）； 

7. 派遣学生出国共计 226 人次（包括学习、实习、参加考察交流活动）； 

8. 举办国际会议 16 个； 

9. 成立中外合作研究中心 1 个； 

10. 孔子学院建设项目 6 个。 

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紧紧围绕学科建设大局，本着全球布局、战略选择的原则，发

展与国外友好院校间的合作与交流，截至 2008 年底，与我校有合作交流关系的外国院校已

达 102 所，遍及亚洲、欧洲、北美、南美和大洋洲，五个大洲（请见下图）。为实现我校以

国际化为办学特色的发展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布局基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合作交流重点区域布局图

                                                        
④数据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学院；数据统计时间：2008 年秋季学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