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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2009 年上半年，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在校党政领导的直

接关心和统领下，各学院和职能部门积极参与相互配合，以“践

行科学发展、创新工作思路、服务院系建设、促进对外合作交流”

为实践载体，更新理念，构建科学机制，努力提高创新能力，强

化服务意识。围绕师资队伍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与科研提升等学校战略目标，积极实施国际特色强化工程，大力

加强高层次学术合作项目、高质量国际论文发表、高水平国际学

术会议、高端国际人才引进、汉语国际推广等工作重点，积极开

拓渠道，促进学术带头人及骨干教师公派出国研修、管理干部境

外培训、博士生国际合作研究与发表、学生海外学习、实习、交

流，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各种出国深造渠道，从而为提高我校

2009 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开辟了新的渠道。同时，我校借鉴、

吸收国际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方法，不断深入研究和宣传推广国际

化指标体系，并以指标体系为路线图推进国际化特色强化工程，

加强制度建设，使国际合作交流工作的开展更加科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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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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高度重视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引领开创合作交流新局面 

学校党政领导一贯高度重视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多次强调国际化是我校的核

心办学理念，是多年形成

的特色，是我校竞争力的

重要方面。在科学发展观

的学习实践活动中,校领

导进一步引领广大干部

师生共同探讨如何推进

学校建设,确立了我校现

阶段推进学校科学发展

的具体工作思路。 

王玲书记指出：“国

际化特色是我校的发展

战略，我校要抓住当前的发展机遇，不仅要引进国际上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发展

的眼光来看，还要逐步推动我校的优质教育资源走向国际，利用商务汉语国际推

广的平台，将我校经、管、法、文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推向国外。我校的生源

是一流的，我们培养的学生也必须是具有国际化视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人

才。这就要求我校提高办学质量，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教

师队伍建设为核心，以机制创新为关键，以突出国际化特色为驱动，以党的建设

为保证，着力推进学校建设的‘七大工程',拿出解决影响和制约学校发展瓶颈问

题的具体举措，并以此带动学校各方面工作全面协调发展。我校应着力推进‘国

际化特色强化工程'，使国际化成为我校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为建设高水平大学

做出努力和贡献。” 

施建军校长在国际处调研时指出，国际化是我校最重要的办学特色，是“重

中之重”、是“主战场”，绝不能丢掉国际化这一办学特色，对于国际化的意义

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应当继续高举国际化办学的大旗，并把它做大做强,我们的

国际合作和交流应当是高水平的，领先的。施校长提出八点指导意见： 

第一、“放大视野、做大事”。要根据我校的定位，结合我校重点专业，瞄

准世界高水平大学，促进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工作上档次、上水平、上规模。  

第二、“找大人物”。要瞄准有大影响力的人物，如大国总统、世界级学术

大师（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加强对大人物和大事件的宣传力度，通过大人物

的影响力和新闻价值增加我校无形资产和国际影响力。 

第三、“办大的国际会议”。要有计划地举办影响大、对提高我校学科建设

水平和人才培养意义大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精心策划，周密准备，保证效果，

争取每年办好一到两个。 

第四、“做大的国际合作项目”。在国际合作交流中要逐渐从虚体过渡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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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建立一些国内和国际有一定影响力的合作中心或者机构。 

第五，“推介我校教授走向国际”。在对外宣传中发布英文简介、和建设英

文网站时，应重点介绍我

校的知名教授和他们的学

术成就，推出一些名师，

从而推动教授之间的国际

合作，提升我校学术的国

际影响力。 

第六、“提高学生海

外学习交流质量，扩大交

流规模”。应注意对海外

院校进行教学质量评估，

确保学生海外交流的质量。同时要探索灵活多样、操作性强的方式扩大交流渠道，

争取用几年时间使至少 5%的在校生有跨国学习的经历。 

第七，“大力引进国外优质师资”。要瞄准学术水平高、国际影响力大的学

者，要解决我校学科发展和科研发展的关键问题。要开拓渠道，创新工作方法，

既要降低成本又要达到请海外大师进课堂、真正提高我校教学质量的目的。 

第八，“加强监管、提高质量、区分情况、控制风险”。对于中外合作办学，

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强化质量和风险意识，另一方面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

于能够获得双赢的项目应给予支持。 

以国际化指标体系为路线图，实施国际化特色强化工程 
在林桂军副校长的带领下，国际处和有关专家通过深入研讨和调研，初步确

立了以国际化指标体系为路线图实施国际化特色强化工程的工作思路，并计划分

四个步骤加以落实： 

第一、统一思想，进一步明确我校国际化特色办学目标； 

第二、总结经验，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制度创新，制定和推行切实可行的国际

化指标体系； 

第三、在国际化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关键指标上取得突破，推动各相关部

门和具体工作形成相互配合、互为补充的工作体系； 

第四、“国际化特色强化工程”的愿景，是以学生和教师为本，将国际化特

色融入大学的血液之中、融入我校教学、科研的核心竞争力之中，实现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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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上半年，我校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国际化特色强化工程的实施： 

（一）继续推进国际化指标体系研究，探索制定我校适用的国际化指标体系； 

（二）提升引智工作水平，启动“海外学术大师进校园计划”； 

（三）支持师资队伍建设和管理干部队伍建设，落实“211 工程”三期师资

队伍建设项目下的骨干教师及学科带头人公派研修和海外专家来校培训①以及管

理干部境外培训； 

（四）积极推动学生国际交流，促进学生国际化就业。 

继续推进国际化指标体系研究，探索建立符合校情的国际化指标体系 

2008 年我校开始进行高等教育国际化指标体系研究，初步形成涵盖 77 项指

标的高校国际化指标体系（见附件《高等教育国际化相关因素及评估指标的调查

问卷》），开展第一次校内调研，并于 12 月召开“高等教育国际化指标体系研讨

会”，邀请教育部国际司和北京市教委领导以及全国 38 所高校代表参加，交流研

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并进行调研。会后，我校综合校内和会上调研的结果，析出

29 项指标（见下表），初步确定为我校与国际化相关工作的衡量标准。 

2009 年暑假，国际处召开“推进我校国际化特色强化工程暨国际化指标体

系实施研讨会”，就如何完善指标体系，如何通过指标体系实施国际化特色强化

工程进行研讨。林桂军副校长出席研讨会并作指示，国际处处长贺向民、副处长

夏海泉及全体工作人员参会。 

会上，林桂军副校长首先强调了以国际化指标体系推进我校国际化特色强

化工程的意义。他指出，

推行国际化指标体系就是

要把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工

作置于一个有机的体系之

中，让日常工作有据可依，

使每一个部门和工作人员

目标明确、各司其职、形

成合力，从而不断推进我

校国际化特色强化工程。

国际处应当成为推进我校

国际化特色强化工程、实

施国际化指标体系的中坚力量，研究好、宣传好国际化指标体系，与各职能部门、

各院系共同配合，以指标体系为路线图，促进国际合作交流工作上档次、上水平、

上规模，保障和推动学校跨越式发展。 

                                                        
① 以上两项具体内容请参考本半年报第 3 章“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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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向民处长就国际处和校内其他职能部门和学院在实施国际化特色强化工

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等发言。夏海泉副处长回顾了我

校国际合作交流的发展历程，指出在学校的不同发展阶段我校国际合作和交流工

作的目标、重点、方式不同，深入剖析了当前形势下我校国际合作交流的重点和

方向、难点和制约因素。国际处其他工作人员也结合自己的工作，分别从实施国

际化特色工程的意义、路径、资源、关键指标突破和具体措施等方面深入探讨。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应当通过深入调研和广泛研讨建立与我校校情匹配的国际化

指标体系，以指标体系为指南，形成符合我校发展阶段和方向、符合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需要、现实可行又有一定前瞻性的国际合作交流工作模式，系统、规范、

扎实推进我校国际化特色强化工程的各项工作。 

林桂军副校长作总结发言，对大家深入研究和探索我校国际化指标体系的

热情和认真态度表示肯定，他指出，下一步的国际合作交流工作还面临很多挑战，

也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要有战略、有步骤、有措施地逐渐推进。他要求： 

（一）要深入学习、宣传和推行国际化指标体系，有步骤、分阶段地稳步

实施国际化特色强化工程。在推行指标体系的过程中，要抓住以下几点： 

1.   要瞄准产出，即以提高论文国际发表、引用率和毕业生国际就业竞争力

等产出指标为目标。 

2.  在进行国际化投入时，要注意提高效益，“好钢用在刀刃上”。应科学地

确定在国际化产出指标的不同发展阶段应进行重点投入和支持的领域和项目，确

定一批，扶植一批，巩固一批，使每个阶段都能产生一个或者几个国内领先、国

际知名的学科和专业，逐步实现我校学术竞争力的全面提高。 

3.  要注意重点指标和整个体系的均衡发展，在关注关键指标的同时，要避

免安于现状，坚持瞄准高标准，不断进取。比如，我校论文国际发表的数量在不

断增加，但还未进入到国际学术最前沿，知识创新的水平和影响力还不够；学科

和专业覆盖不广，有些学科和专业还需抓紧跟上等等。 

（二）实现关键指标的大突破，需要国际合作和交流工作上水平。对合作

院校要做战略选择，应重点发展与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与我校学科相近的世

界知名大学的关系，要注意合作的效益和质量。应重点引进学术水平高、国际影

响力大的专家学者参与科研指导、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应重点举办学术影响力

大、学术水平高的国际会议，力争形成一批特色学术活动。应鼓励和支持教师和

学生更多地参与国际交流，特别是国际合作研究。 

（三）要以推动实施国际化指标体系为契机，建立健全与相关的数据库和

信息系统，为管理和决策提供更加科学、可靠的依据。 



指导思想 

 5

我校国际化指标体系（建议稿） 

1. 人才培养国际化投入： 

① 在国外有（一个学期以上）进修、访学或博士后研究经历的教师 

② 以外语讲授专业课程教师 

③ 学校提供的外语语种数量 

④ 国际合作预算在学校总预算中的比例 

⑤ 获得联合学位或双学位、多学位的毕业生 

⑥ 本校出国交流生人数及其占学生总数的比例 

2. 科研国际化投入： 

① 与国外合作设立的重点实验室或研究中心的数量及其占全部实验室

或研究中心的比例 

② 每年在本校举办（含主办、承办、协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数 

③ 学校参与的国际学术组织数 

④ 互联网年流量－－互联网作为支持系统国际化的一项指标，更多地

是为科研国际化服务的 

⑤ 每年国际资助的研究课题的数量比例 

⑥ 合作进行的国际研究项目的数量及比例 

⑦ 国际发行学术期刊专业评审或合作主编人数 

3. 管理（支持系统）的国际化投入： 

① 以外语作为聘用先决条件的行政管理人员 

② 参加国际交流项目的行政人员 

③ 参加国际培训项目的行政管理人员（外语、跨文化、国际化培训） 

④ 跨文化教育的课程、国际培训课程的机会与学生总数之比 

⑤ 与国际合作交流（包括管理、咨询、指导和录取等）岗位数及其占

行政岗位总数的比例 

⑥ 国际化是否是大学战略的一部分并有具体措施 

⑦ 大学校级管理层中是否有人专门负责国际化管理工作  

⑧ 大学院级管理层中是否有人专门负责国际化管理工作  

4.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产出（包括科研和人才培养） 

① 每篇论文平均被引用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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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高频引用论文作者人数及其占全体教师的比例 

③ 人均专利数量（理工类高校） 

④ 在国外就业的中国籍毕业生 

⑤ 非中国籍学生中“学位生”（包括本、硕、博） 

⑥ 人均 SCI、SSCI、EI、ISTP、A&HCI 等收录的文章数  

⑦ 在跨国公司及涉外机构就业的毕业生（包括所有国籍） 

⑧  在国外（除其本国）就业的非中国籍毕业生 

 

北京市教委采用我校研发的大学国际化指标体系 

我校开展大学国际化指标体系研究卓有成效，受到国内高校及教育主管部门

的普遍认可和好评。2008 年 12 月我

校成功举办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

暨国际化指标体系研讨会”，发布了

“高等教育（大学）国际化指标体

系”。北京市教委高度重视我校的高

等教育（大学）国际化指标体系研究，

邀请我校参加该委员会组织的“首都

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发展状况指标

专题调研”工作。 

2009 年 6 月 31 日，北京市教育

委员会向北京市各高校下发了《关于

进行高校国际化指标情况统计的通

知》，采用我校研发的《大学国际化

指标体系》作为统计在京高校国际化

发展状况的工具，并且将统计结果作为制订北京市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的科学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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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合作交流 

王玲书记会见希腊雅典经济商业大学校长 

――加强与同类大学联系 共同探索发展模式 

6 月 1 日，王玲书记会见来访的雅典经济商业大学校长 Gregory 

P.Prastacos。胡福印副校长、林桂军副校长等参加会见。 

 王玲书记表示，雅

典经济商业大学是世

界著名的高等学府，与

我校在办学理念、学科

和专业等方面有很多

相似之处，双方在很多

领域都可以开展切实

和深入的合作，共同推

进两校的学术发展；同

时，两校正在共同建设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商务孔子学院，筹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该项目也将成为推进

两校合作的有效平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对

两校合作高度重视并

寄予殷切期望。王玲书

记向Prastacos校长转

交了我校草拟的两校

学术合作协议、共建孔

子学院协议、孔子学院

揭牌仪式程序等文件。两校领导就协议文本、孔子学院揭牌等具体事项进行了深

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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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军校长与美国代顿大学柯伦校长签署合作协议 

――输出我校应用经济学全英文项目 开展学生与教师交流 

7 月 7 日，美国代顿大学（University of Dayton）校长丹尼尔·柯伦、校

长助理王卫平博士来我校访问。施建军校长、林桂军副校长分别会见来宾。施建

军校长代表我校与柯

伦校长一起签署了两

校学术交流协议，两校

将在教师和学生交流

等领域开展合作。 

施建军校长首先

回顾了他在南京大学

任职期间与柯伦校长

的多年交往和愉快合

作，对柯伦校长的来访表示欢迎。柯伦校长表示，代顿不追求合作伙伴的数量，

而只注重合作伙伴的质量，我校开设的全英文授课项目在他了解的中国高校中独

树一帜，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非常具有吸引力，为两校开展学生交流提供了很

好的条件，他期待与我校互派访问学生。 

林桂军副校长感谢

柯伦校长对我校留学生

项目的高度评价，向柯伦

教授介绍了我校正在探

索增加本科阶段的通识

课程以全面提高学生素

质，扩大学术基础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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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军校长会见韩国亚洲大学校长 

――推动校际学生交流 发展我校来华留学生教育 

6 月 9 日上午，施

建军校长会见了来访

的韩国亚洲大学校长

徐文濩（Moon Ho SHU）

一行，并与徐文濩校长

一同签署了《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中国）与亚

洲大学（韩国）学术交

流协议》。 

施建军校长表示，亚洲大学在金融工程等专业领域具有较强实力，双方可进

行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在该领域开展合作与交流；签署校际交流协议，是两校

建立和发展合作交流关系的开始，希望尽早达成实质性的项目执行协议，将学校

间的合作落到实

处。徐文濩校长表

示，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很多课程用英

语直接讲授，中国

学生外语好又有众

多的外国留学生，

展现了很高的国际

化水平。徐文濩校

长对此次来我校访问并与我校建立合作交流关系感到十分高兴。 

签字仪式前，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了代表团一行，双方互相介绍了各自教学、

科研及学科发展的基本情况。双方表示希望两校在学生交流（特别是学历生项

目）、教师和职员交流、合作研究、学术信息共享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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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书记会见国际能源署署长田中伸男 

――紧跟当前全球重大问题 提升我校国际影响力 

7 月 4 日，王玲书记在人民大会堂贵宾厅会见了前来参加中国能源环境高峰

论坛的国际能源署

署长田中伸男一

行，国际经济贸易

学院赵忠秀院长、

中国能源环境高峰

论坛副秘书长林智

钦教授参加会见。 

王玲书记对田

中伸男署长应邀参

加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总

体情况以及我校在能源环境方面所开展的科研和人才培养情况，简要介绍了我校

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一年以来所取得的成果，介绍了我校筹备建立能源环境发

展研究院的有关情况，并盛情邀请田中伸男署长担任研究院的名誉理事长。田中

伸男署长感谢王玲书记的会见，对我校在能源环境以及能源贸易领域所取得的研

究成果给与了高度评价，对我校学者在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的发言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表示很高兴接受我校的邀请，愿意为我校在能源环境领域的学科发展给

与支持和帮助。 

此次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首届全球智库

峰会的第二分论坛，于 7月 3日下午和 4日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玲书记和

我校 15 名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全球智库峰会和论坛。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由

我校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参与组织，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今年的论坛成为全球智

库峰会的最大论坛。为进一步推动在能源环境领域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我校国际

经济贸易学院正在积极筹备成立我校能源环境发展研究院，与中国能源环境高峰

论坛筹建的能源环境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展，研究院常设在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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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准民校长会见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校长 
――巩固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启动两校硕士合作项目 

3 月 3 日，陈准民校长会见了来访的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Anglia 

Ruskin University）校长Mike 

Thorne 教授。双方回顾了近年

来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学术

交流和交换生的情况，并交换

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安格

利亚鲁斯金大学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两校将启动硕士合

作项目，此项目由我校金融学

院具体实施。双方同意以协议

为开端，在学生培养、教师互

访等领域开展更深层面、更广范围的合作与交流。 

杨逢华副书记赴美参加教育部“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 
――调研国外著名大学办学经验 促进我校跨越式发展 

5 月 16 日至 6月 8日，杨逢华副书记赴美国参加了由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

局联合主办的“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杨逢华副书记随团首先访问了位于费

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

了以“大学战略规划及研究

生培养”为主题的培训和研

讨，并考察了斯坦福大学、

德雷塞尔大学、世界银行、

思科公司等。 

杨逢华副书记此行成果

丰硕，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总

体情况、美国大学和州系统

内的学术管理和决策、宾夕法尼亚大学董事会制度、宾夕法尼亚大学财务预算体

系及大学财务管理、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学生生活质量提升、高等学校与社区的

整合、大学院长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大学内跨学科合作研究(斯坦福大学Cente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政府与高等教育

的协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和实地调研，带回了新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方法，为

我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跨越式发展积蓄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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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福印副校长会见日本中央大学访问团 
――积极开展重点学科建设国际合作 

3 月 16 日，胡福印副校长会见了到访的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片桐郑俊教授

和谷口洋志教授，双方就

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和中央大学经济学部开

展学科建设合作，在我校

“211”工程三期项目建

设和中央大学“建设高水

平大学的教育方案”（日

本文部科学省 2008 教育

GP）项目建设中联合开展

科研和教学活动进行了

深入讨论。 

刘亚副校长率团赴台出席“两岸投资合作研讨会” 
――发挥我校学科优势 搭建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学术平台 

7 月 8 日，我校国际经济研究院与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两岸投

资合作研讨会”在台北举

行。刘亚副校长率团参加

了研讨会，并在大会开幕

式上致辞，与会的我校代

表还有国际经济研究院院

长华晓红和院长助理庄

芮。参加研讨会人员大陆

方面还有商务部、国台办、

国资委等部门的官员、研

究机构专家、金融机构负

责人、行业协会负责人等，台湾地区方面有经济部门官员、行业工会负责人、研

究机构、大学专家学者等。 

在研讨会上，两岸学者、经济部门官员、企业及行业协会代表约百余人，分

别就陆资赴台、两岸投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大陆赴台湾投

资考察行业协会负责人就考察情况进行了通报，台湾相关行业工会全面介绍了该

行业发展现况和两岸合作前景，双方就台湾投资环境、投资政策进行了充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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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副校长 
――构建与澳洲一流大学服务贸易研究平台 

2 月 20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了来访的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副校长 Fred 

McDougall 教授。 

双方就合作研究的

领域和课题、合作举办学

术活动、联合培养博士生

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林桂

军长还邀请阿德莱德大

学派教师参加我校举办

的以“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共同应对全球危机”

为主题的学术会议。Fred 

McDougall 教授表示，阿

德莱德大学对与我校开展合作特别是研究合作有浓厚兴趣，相信两校学者的共同

努力必将推动双方的学术进步，他热情欢迎我校师生前往澳大利亚访问、研修。 

 

张新民副校长会见加拿大布鲁克大学商学院院长 

――加强与友好院校的合作交流 推动学分、学位互认 

6月 4日，张新民副校长会见了来访的加拿大布鲁克大学商学院院长Barbara 

Sainty，双方就今后如何

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展开友好会谈。 

张新民副校长表示

我校非常重视与布鲁克

大学之间的友好关系，目

前两校商学院之间的合

作项目发展势头良好，希

望两院今后在学术研究、

师资交换、联合培养等方面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芭芭拉院长表示，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是布鲁克大学十分重要的合作伙伴，两校在学生交流和联合培养等领域的

合作非常顺利，她期待着两院合作的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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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澳大利亚斯威本国立科技大学校长 

―― 以商务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为契机 提升我校国际影响力 

2 月 17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了来访的澳大利亚斯威本国立科技大学校长

Ian Young。 

双方就两校联合在斯

威本大学商学系开展汉语

课程教学项目，以及我校接

收斯威本大学商学系学生

来华学习汉语的项目进行

会谈。双方商定，每年由我

校派教师前往斯威本大学

商学系教授商务汉语及中

国文化课程，同时斯威本大

学商学系每年选派 15－20 名学生来我校进行为期六周的汉语集中学习。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院长 
――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合作 

6 月 11 日上午，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

商学院院长 Richard K. Lyons。 

林桂军副校长向来

宾简要介绍了我校历

史、国际化办学的传统

与特色，以及教学、科

研和学科建设的基本情

况。Loyons 院长介绍了

伯克利哈斯商学院的基

本情况及其致力于培养

关心社会的商界领袖的

理念。林桂军副校长表

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美国最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之一，其哈斯商学院具

有非常强的实力，希望双方商学院探索具体合作途径。Lonyons 院长表示，双方

在商业教育高端培训领域可以优势互补，合作开发相关项目，并愿意促成本院学

生来我校进行短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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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书记会见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校区国际事务负责人 

――努力开创合作新模式 

4 月 13 日，王玲书记会见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校区(SIUC)亚太地

区国际事务负责人颜兴中(Max Yen)教授。王书记对颜教授来访表示欢迎，并请

颜教授转达对 Goldman 校长的问候。 

 

双方就我校研究生中外联合培养项目达成了一致意见，SIUC 将全力支持我

校研究生到该校进行短期或长期的交流学习。此外，双方还就暑期优秀学生领导

力培养项目和未来开展深层次合作办学项目的方案进行了初步探讨。 

我校和 SIUC 的合作项目已经启动，根据合作协议，我校到 SIUC 攻读硕士或

者访问交流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可以享受本州居民学费待遇。目前已有 15 名 2009

届本科毕业生申请到 SIUC 攻读硕士。SIUC 的合作与为我校学生到海外深造提供

了优惠和便利，也为学校就业工作探索了新的途径。 

英语学院院长王立非、卓越国际学院院长王云海、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夏

海泉、卓越国际学院副院长程振川、国际商学院院长助理王智慧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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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军校长会见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积极筹划我校 60 年校庆 为引智计划奠定基础 

6 月 24 日上午，施建军校长、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The 

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简称 CES)现任会长王红博士（普渡大学农业经

济系教授）、普渡大学统计学系张浩教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2011 年继任会长王

燕玲博士（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经济系教授）。 

王燕玲博士介绍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自 1985 年成立以来的发展和近年来与

国内学术界进行合作的情况。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该学会已经成为世界同类学

术组织中最大的一个，

拥有近 2000 位会员，

来自大学、政府机构、

国际性组织、工业企业

及金融服务业，遍布北

美、亚洲、欧洲及世界

其他地区，他们中的许

多人在美国政府部门

中担任重要角色和领

导工作。学会出版的英文学术杂志《China Economic Review》在全世界广泛发

行，已经成为有关中国经济研究的国际性权威学术杂志。自 1993 年起，学会每

年在中国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为中国改革开放出谋划策。 

施建军校长表示，2011年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立6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

希望双方在学术方面合作举办高层次、高质量并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活动，以高

质量的学术成果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60 华诞献上一份厚礼，他建议学会 2011 年

年会的选题关注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 

林桂军副校长向客人介绍了我校引智工作及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情况，并对学

会提出与我校合办 2011 年年会的提议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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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书记会见法国巴黎高等对外贸易学院校长让·梅蒙博士 

――重续友情 与我校同类院校、长期合作伙伴 再商发展新前景 

7 月 6 日，王玲书记会见了法国巴黎高等对外贸易学院（ESCE）校长让·梅

蒙博士（Dr. Jean Meimon）。ESCE 国际处处长 YVES MARMIESSE 先生、中国项目

负责人我校校友李建乐教授、国际处夏海泉副处长参加会见。 

 

 

 

 

 

 

 

 

 

 

 

王书记和梅蒙校长就两校合作及商务汉语推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

交流。梅蒙校长是我校多年的老朋友，他远见卓识，在 1989 年底国际环境较为

复杂的情况下只身访华，来我校共谋合作与发展。多年来，两校之间的师生交流

和培训项目进展顺利。 

王玲书记向梅蒙校长通报了我校日前启动建设的“国际商务汉语教学与资源

开发基地”的情况。该基地是国家汉办批准成立的唯一一所商务汉语基地，目前

已着手研发《商务汉语教程》等系列教程。梅蒙校长表示将继续大力支持商务汉

语在欧洲的推广工作。当了解到 ESCE 在我校的支持下举办的商务汉语考试（BCT）

进展顺利，已得到了法国教育部、法国汉语教师协会等机构的支持并定于每年

11 月举行考试时，王书记表示，两校在商务汉语推广上开展合作前景广阔，ESCE

这样的友好院校的支持将大大加快商务汉语的推广工作。 

双方还就针对高端培训项目进行了深入讨论。梅蒙校长兼任法国贸促会培训

中心主任，他提议两校可以针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开设课程和专题研讨会，可以

通过法国贸促会进行项目的宣传和生源的组织。此外，双方商定将我校与 ESCE

合作举办的本硕连读项目的名额增加到每年 40 名；双方 2007 年签署的双硕士研

究生学位项目于 2009－2010 学年秋季学期正式启动；我校将引进 ESCE 的课程作

为我校本科生的辅修课程，选择辅修 ESCE 课程的我校本科生毕业后可获得法方

颁发的结业证书，获得该证书将增强我校毕业生在国际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也

使我校学生可以申请继续攻读 ESCE 的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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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军校长出席我校中法合办国际贸易专业 2007 级毕业典礼 

――通过联合培养项目 强化我校毕业生国际竞争力 

7 月 6 日下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国高等外贸学院本硕连读项目 2007 级

第一阶段毕业典礼在法国文化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施建军校长、法国驻华大使苏

和阁下、法国高等外贸学院梅蒙校长等出席典礼。 

 

毕业典礼由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主持，施建军校长、法国驻华

大使苏和阁下，法国高等外贸学院梅蒙校长分别致辞。施校长在致辞中简要回顾

了我校与法国高等外贸学院长达 25 年的良好合作关系，表示要通过联合培养项

目进一步拓宽 和深化两

校的合作与交 流，高度

评价并感谢苏 和大使对

中法合作项目 以及对我

校的一贯支 持，并勉

励学生们要心 存感恩之

情，努力完成 在法国的

第二阶段学 习，将来

担当好国际经贸交流的使者，为促进中法之间的经贸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苏和

大使、梅蒙校长在致辞中表达了对学生们的热烈祝贺和殷切期望，以及对深化两

校合作交流的支持。我校教师代表黄美波教授高度赞扬了学生们在对外经贸大学

两年学习生活中的优异表现。学生代表王鹏业代表全班学生对两校领导与教职人

员以及法国驻华使馆表达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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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伦敦经济学院著名经济学家 Athar Hussain 教授 

――加强与世界著名大学一流学者联系 推动我校青年教师培养工作 

1 月 15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了著名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

心主任 Athar Hussain 教授，

与侯赛因教授就青年学者的培

养、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当前

世界面临的金融危机等问题交

换了意见。 

林桂军副校长向客人介绍

了我校青年教师培养情况。他

说，我校非常重视青年教师的

培养，创造各种机会派他们到

世界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进行研修，与大师们进行交流，帮助他们尽快进入各自

研究领域的前沿，我校非常感谢伦敦经济学院对此给予的支持，希望我校有更多

的教师和青年学者能够前往该校研修。对林桂军副校长阐述的科学研究方法，侯

赛因教授表示赞同，认为与伦敦经济学院秉承的“以科学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

思想不谋而合。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韩国庆熙大学代表团 

――在重点学科上加强与国外重点大学的合作 

1 月 16 日，韩国庆熙大学贸易学部 JUNG Jun-Joo、教授 LEE Sang-Whi 、

KIM Hak-Min、国际交流处 LEE Jin-Sub 一行四人来访，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来宾，

就合作开展服务贸易的研究、共同举办学术会议、互派教师讲学、互派学生等进

行洽谈。双方商定，于 2009 年秋季我校接受庆熙大学贸易系学生到国际经济贸

易学院学习专业课程，该校向我校派出教师讲学和参与服务贸易等领域的研究工

作。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留学生项目主管李贞惠，国际合作交流

处副处长夏海泉、处长助理项洁等参加会见。 

 



合作交流与友好往来 

 20

宝洁全球副总裁 前美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 Majoras 女士来访 
――加强与著名跨国公司合作 提升我校科研和人才培养国际影响力 

2 月 24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宝洁公司 (P&G)全球副总裁兼法律总顾问、

前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 Deborah Platt Majoras 女士。 

林桂军副校长向来宾介绍了我校基本情况，并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宝洁公司各

方面的联系。双方就当前

全球经济形势和金融危

机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

认为危机绝不可能通过

贸易保护主义和垄断得

以解决，而应当通过培育

积极健康、公平竞争的市

场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

方式加以解决。Majoras

女士还访问了我校竞争

法中心，与中心负责人黄勇教授就《反垄断法》的实施以及中国竞争政策问题深

入交换了看法，随后出席了我校举办的“全球经济与中国研讨会”并做了题为《通

过竞争促进贸易：贸易保护主义不能拯救世界》的主旨演讲。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国际知名学者 John Whalley 教授 
――加强学术国际合作 攀登国际贸易学科新高点 

2 月 18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教授 John 

Whalley，双方就加强学术合作、共享学术资源、培养和带动青年学者进入国际

学术前沿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林桂军副校长向客人介绍了我校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思路、当前学术研究

的重点以及研究团队的建设和整合等情况，邀请 John Whalley 教授参与我校国

际学术团队建设和英文学术期刊质量提升工作，得到了 Whalley 教授的积极回

应。John Whalley 教授是国际贸易领域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早年获得耶鲁大

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担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国际贸易学 William G. 

Davis讲席教授和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心联合主任、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研究员、

德国慕尼黑大学全球经济研究团队协调人等学术职务。他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的创立者之一，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多达 68 篇，近年来他

致力于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利用 CIGI 的平台培养和带动青年学者的成长，并大

力促进国际间的学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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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准民校长会见美国孟莫斯大学代表团 

――充分利用校友网络 拓展我校对外合作交流关系 

3 月 17 日，陈准民校长会见美国孟莫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研究

生院院长 Dr. Datta Naik、商学

院院长 Dr. Fred Kelly 和在该校

商学院任教的我校 79 级校友陆

敏华教授。 

陈准民校长向来宾介绍了我

校学科设置以及教学、科研的基

本情况。来宾愉快地回顾了 2008

年陈准民校长率团对蒙莫斯大学

的访问，并向陈校长通报了该校近一年发展的最新情况；介绍了与我校进行学生

交流、教师交换等领域合作的设想。陈准民校长对即将开展的两校间合作表示期

待，并希望代表团与我校有关学院就两校合作的细节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胡福印副校长出席中苏（丹）建交图片展剪彩仪式 

――巩固传统友谊 促进国际化校园文化形成 

 4 月 15 日，胡福印副校长出席由苏丹驻华大使馆主办，我校外语学院承办

的“中国—苏丹建交五十周年

图片展”。苏丹共和国驻华大

使阿卜杜· 埃尔慕尼·奥斯

曼阁下、苏丹共和国驻华大使

馆公使萨拉赫丁·哈吉·凯德、

我校外语学院党总支书记刘

金兰、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

夏海泉等出席图片展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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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会见西班牙庞贝法布拉大学副校长 
――促进我校国际合作和学生交流的多元化 

4 月 13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西班牙庞贝法布拉大学 Universidad Ponpeu 

Fabra 副校长 MORRAS 教授。

双方介绍了各自的学术成果

和特色项目，同意就我校经济

专业学生赴该校短期学习、开

展教师交流和合作研究，我校

西班牙与本科生赴该校攻读

硕士学位等进行进一步协商。

庞贝法布拉大学作为一个年

轻的现代化的大学，在经济、

商业等专业领域取得了迅猛

的发展，开设了多个英文授课的学位项目，在多项权威机构的排名中被列为西班

牙第一名，位于欧洲前列。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俄罗斯贝加尔国立经济法律大学副校长 
――加强与邻国大学的紧密合作 实现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多元化布局 

5 月 8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俄罗斯贝加尔国立经济法律大学副校长 Olga 

Onoshko 一行，双方就两校教学及科研情况、学生交流、教师合作研究等事宜交

换意见。 

双方认为两校专业设置及教师研究领域相近，在经、管、文、法等学科的发

展上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两校

的合作交流也将进一步推动中

俄在西伯利亚地区的经贸及文

化交流。贝加尔国立经济法律大

学代表团成员还包括该校商务

法律学院院长 Victor Rykov、

世 界 经 济 系 系 主 任 Irina 

Tsvigun、外语教研室副教授

Andrey Prutskikh（曾在我校留

学，现任俄伊尔库斯克市市长汉

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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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会见巴林王国研究中心代表团一行 

――介绍中国经济发展经验 

4 月 23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巴林王国研究中心秘书长阿卜杜拉·萨迪克、

高级顾问努埃曼·贾拉勒、信息部主任穆罕默德·安萨里一行，并与客人就国际

金融危机、海湾经济一体化等议题交换看法。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外

语学院院长杨言洪、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夏海泉、外语学院阿拉伯语系教授杨

建荣、副教授丁隆参加会见。 

巴林研究中心是巴林王国官方研究机构，该中心曾多次与我校进行学术交

流。2008 年，赵忠秀教授应该中心邀请访问巴林，并在该中心发表演讲，在巴

林引起较大反响。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代表团 

――重续友情 拓展两校国际合作范围 

5 月 14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拉筹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院长裴丽昆教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国

际事务副院长 Anthony 

Jarvis 教授。国际合作交

流处副处长夏海泉参加

会见。 

林桂军副校长首先

对拉筹伯大学代表团来

访表示热烈欢迎，对双方

的进一步合作表示支持。双方还探讨了两校在人文社科、语言及商科专业的全面

合作并达成了部分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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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会见德驻华公使 
――促进中德文化教育交流 探索区域经济研究新途径 

5 月 15 日，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冯马丁先生应邀来我校访问并

作《德中文化与教育关

系》专题讲座。 

讲座前，林桂军副校

长会见冯马丁参赞，就中

德经济、教育、文化等话

题进行交流，希望双方能

进一步探讨建立中德经

济研究中心的可能性。外

语学院党总支书记刘金

兰等参加会见。 

 

沙特伊玛姆大学代表团访问我校 
――争取资源 扩大学生跨国学习机会 

6 月 8 日，沙特阿拉伯王国伊玛姆大学校长苏莱曼·阿卜杜拉教授一行 4人

访问我校。 

外语学院党总支书

记刘金兰、国际合作交流

处处长助理项洁、外语学

院阿拉伯语系主任丁隆

向沙特客人分别介绍我

校整体情况以及外语学

院和阿拉伯语专业的发

展情况。苏莱曼校长介绍

了伊玛姆大学概况、专业

设置和优势学科，并表达与我校建立校际交流关系的愿望，并表示愿意为我校阿

拉伯语专业学生提供奖学金，赴该校深造。阿拉伯语系师生二十余人参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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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访 

王玲书记率团访问英国五校 

――考察英国高等教育情况 巩固与英国著名大学友好合作关系 

8 月 10—15 日，校党委书记王玲率领由我校首期中层干部境外培训班全体

成员组成的考察团，先后访问考察英国伯明翰大学、华威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访问期间，王书记深入地考察英国不同类型高校的办

学理念、发展目标、学校架构与职能划分、管理及运行模式等方面的情况，就建

立校际合作进行那个探讨，并与华威大学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8 月 10 日，王玲书记率团访问

伯明翰大学，受到助理校长 Adrian 

Randall 教授的热情接待。Adrian 

Randall 教授介绍了该校的历史沿

革及发展现状，尤其是刚刚结束的

新一轮院系调整情况，并表达了与

中国高水平大学合作的积极态度。

随后，该校发展与校友联络部、人

力资源部，社科学部教学部、商学院校友办公室以及科研与知识转化部的负责人，

从不同层面分别介绍了各自的职

能、工作情况及成功经验。下午，

学生生活部部长、学生宿舍中心和

餐饮中心总经理介绍了该校的学生

服务体系，包括学生活动、咨询、

就业指导等。随后，代表团在伯明

翰大学经济系就读的我校学生陪同

考察团参观了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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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1 日，王书记一行访问目前全英大学排名前 5 的华威大学。上午，该

校副校长 Stuart Palmer 教授与

考察团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晤，

并与王书记共同签署了两校全面

合作协议草案。随后，王书记和

考察团成员考察了该校科研及成

果转化成绩突出的WMG研发中心。

下午，华威大学安排了学院和职

能部门两个组与考察团进行对口

交流，王书记率领学院负责人就学院管理及拓展与该校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深

入交流。 

8 月 12 日上午，王书记率团

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助理校

长 George Gaskell 教授致欢迎词

并简要介绍了该校的基本情况；

亚 洲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Athar 

Hussainhe 教 授 和  Stephan 

Feuchtwang 教授介绍了中心的研

究领域以及合作研究项目；王书

记与两位教授进行广泛交谈，并就两校合作研究领域及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8 月 13 日，王书记率团访问

位于坎特伯雷市的肯特大学。肯

特大学副校长 Alex Hughes 教授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王书

记和考察团的到访表示诚挚的欢

迎，并热切期望两校之间能够开

展进一步交流与合作。王书记致

答谢词并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

况。肯特大学理事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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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goffin 教授详细介绍了学校组织架构及运行模式。随后，来自该校主要学

院和职能部门的 20 余位负责人与考察团成员进行了一对一的对口业务交流，气

氛非常热烈。 

8 月 14 日上午，王书记带领考察团访问有着 800 年历史的英国著名学府—

—剑桥大学，该校国际处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 Allen Swales 先生在剑桥校董会

议事厅热情接待了考察团，并详细介绍了剑桥的发展历史、学校情况、招生、管

理架构、师资、经费、管理模式、学院与大学的关系等，内容丰富、详实、全面。

王书记以及考察团成员还就高水平师资引进以及开展合作研究等问题与 Allen 

Swales 先生进行了探讨。 

 

 

 

 

 

 

 

为推动校友工作，8 月 15 日，在王书记回国的前一天，召集在伦敦及其附

近工作的部分校友聚会。期间，王书记发表简短讲话，介绍学校发展目标、发展

现状及学校筹备 60 年校庆等讯息；面对一位位事业有成的校友，王书记鼓励他

们再接再厉，与母校一起共同创造辉煌。校友满怀着对母校的眷恋，纷纷表示一

定努力进取，为母校争光，为母校发展尽力，祝愿母校的明天更美好。师生重聚，

共话学校发展，场面热烈而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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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军校长出席首届伊比利亚美洲孔子学院联席会议 

――交流孔院办学经验 加强与西语国家著名大学合作关系 

施建军校长 7 月 27 日至 30 日出席了国家汉办在西班牙瓦伦西亚举行的“首

届伊比利亚美洲孔子学院联

席会议”。国家汉办主任许

琳、副主任赵国强等汉办领

导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

国内 16 所高校领导以及伊

比利亚美洲国家 20 余所孔

子学院的中外方院长参加了

会议，其中 10 所孔子学院介

绍了办学经验。 

许琳主任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回顾和总结了国家汉办在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汉

语推广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及经验，展望了目前孔子学院所面临的挑战与前景。针

对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汉语热需求，许主任介绍了汉办中长期发展规划要点及

2009 年九项重点资助项目，希望中国高校在汉语教师培训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特别是对汉办拟在西班牙和中国分别举办的西语教师培训班给予支持。 

施建军校长与参会的其他高校领导进行了交流，向国家汉办领导明确表示了

我校对汉语师资培训项目的兴趣和支持，并会见了参加此次会议的我校孔子学院

合作方墨西哥新莱昂自治大学孔子学院外方负责人萨拉·安西拉女士、哥伦比亚

麦德林孔子学院外方负责人巴勃罗·埃恰维利亚先生，就孔子学院的合作、孔子

学院建设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商谈和充分交流。施建军校长和萨

拉·安西拉女士一致同意加快合作步伐，尽早使墨西哥新莱昂孔子学院步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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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交流和讨论，与会

者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孔子

学院不仅是汉语教学，也是

中外文化交融与相互促进、

中外师生交流互动以及校

际多学科交流的平台，扮演

着促进两国文化和教育交

流的重要角色。  

 

会议结束后，施校长顺访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该校 2007 年与我校签署校际

交流和交换学生协议，两校截至目前已经互派 9 名学生。施建军校长会见了该校

副校长卡洛斯·哈伊美、外办主任、经济系和人文系主任等多位负责人，双方就

两校 4+2 合作办学、拓展合

作领域、互派学者进行教学

和科研的深层合作等方面

进行了探讨。随后，施校长

参观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校

园，特别考察了翻译系的国

际会议模拟同传设备和跨

文化研究学院的中文书刊

资料室，询问了汉语教学的

发展情况。商务汉语国际推广中心执行主任韩亮和外语学院副院长赵雪梅教授陪

同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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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率团出访美国，顺利完成赴美招聘工作 

――引进海外优秀青年学者 整合美国西部地区伙伴 

1 月 1 日-10 日，林桂军副校长率团赴美，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经济学

会（AEA-ASSA）举办的经济类

人才招聘会，并先后访问旧金

山大学等美国知名高校，与各

校探讨合作交流事宜。代表团

成员包括时任商学院院长的

张新民教授、人事处处长史

薇、经贸学院副院长葛嬴、经

贸学院姚顺利等。 

招聘期间，林桂军副校长应邀出席“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人才招聘推

介会并第一个发表演讲，清楚表明我校招聘海外人才的决心和优势，对海外人才

到我校工作表示诚挚欢迎。代表团还用四天时间集中面试候选人，为学校锁定目

标人选，开展下一步招聘工作打开了良好的局面。 

 代表团此行是我校第三次赴美招聘，经贸学院、商学院、金融学院、人事

处、国际处等各单位密切协作，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行前准备工作，抵达后的面试

工作开展得紧张有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是进一步扩大了我校在海外人才市

场的影响，二是通过面试初步

锁定了一些优秀人选进入下

一程序，确定了邀请来校访问

和试讲的人员名单。 

代表团还先后访问旧金

山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戴维斯分校、圣克鲁斯分

校等美国知名高校，与各校探

讨合作交流事宜。 

 



合作交流与友好往来 

 31

参加招聘会期间，林桂军副校长还会见了参会的其他国外高校代表，与

YRACUSE 大学教授就开展国际贸易领域的合作研究、共同举办学术会议，以及学

者互访、我校派学生前往该校交流等达成了合作意向；与内华达大学、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大学等校代表就进一步加强双方业已存在的合作关系，密切在服务贸易

等领域的合作研究和学者交流等提出更为具体的思路；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CES）就 CES 在近期与我校合作出版《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y and Foreign 

Trade Studies》特刊达成一致意见。此次访美，是我校继 2008 年陈准民校长访

美、林桂军副校长访加之后，在对北美学术合作交流方面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进展，

访问成果超出预期效果，实质性地拓展了我校在美国西部知名院校中的合作交流

渠道。 

林桂军副校长率团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戴维斯分校等著名大学 

――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著名学者联系 不断提高我校国际声誉 

1 月 7 日，林桂军

副校长率领我校代表

团访问了著名的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会见

哈斯商学院亚洲商务

中心主任 Teck Ho。双

方同意开展学者交流

和合作研究，并就我校

商学院与该中心于2010年4月共同举办中小企业发展国

际研讨会达成意向。 

林桂军副校长亲切会见哈斯商学院的知名学者和著

名学者 Carl Shapiro 教授。2009 年初 Shapiro 教授成

为奥巴马政府智囊团成员，现任为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

首席经济学家。Shapiro 教授 1981 年获得 MIT 的经济学

博士学位。20 世纪 80 年代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从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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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一直任教于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目前的研究包括反垄断经济学、知识产权

与许可证发放、产品标准与相容性、网络经济学与互连互通等。此外，代表团还

访问了该校东亚研究中心，与中心学者和管理人员探讨合作，并初步确定我校将

根据学科需求邀请对方 1-2 位学者讲学，对方也同意邀请我校学者前往访问。 

1 月 8 日，代表团访问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会见该校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

长 William  Lacy，双方同意

就开展合作研究、师资交流等

内容签署学术合作协议。代表

团还访问了该校的政府事务

中心（IGA），了解该中心为社

会学科的研究项目启动和申

请外部资助提供必要服务的

情况。 

林桂军副校长还会见了该校知名经济学教授 Robert 

Feenstra。Feenstra 教授现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布莱

恩·卡梅伦国经济学杰出讲席教授。他 1981 年获得 MIT

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又在学者云集的芝加哥大学从事半

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博士后出站后一直在加州大学戴

维斯分校任教、从事国际经济贸易方面的研究至今。发

表论文 91 篇，著作 14 本，其中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已成为我国经济学教育领域最受欢迎的原版教材之一。此外，Robert 

Feenstra 还是国际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等学术期刊的主编和副主

编。会谈中 Feenstra 教授欣然同意指导我校青年教师的研究，并在建设与中国

经济相关的数据库方面提供指导和支持。 

1 月 6 日，代表团访问旧金山大学，会见了该校副校长 Gerardo Marin 和商

学院副院长 Zhan Li 教授。经过友好协商，双方确定在以下领域进行合作：互派

访问学者，开展合作研究；两校商学院间的合作，特别是师资和 MBA 学生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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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校互相接受学生开展短期 study tour 项目；USF 同意接受我校年轻教师攻读

教育学博士（第二外语教学方向），并承诺在学费和学制等方面给予灵活安排。 

1 月 9 日，代表团访问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与该校经济系就合作研究、

师资互访、博士生联合培养等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访问时正值该校进行外部评

估，即学校每隔 5年即邀请外部专家对学校的发展规划、学科布局、师资配备等

进行评估，改善管理，推动学校发展。代表团了解到，该校经济系经过评估达的

共识之一就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学科建设不求大和全，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包括

中国经济在内的几个重点方向上，并力争在这些方向上取得平行竞争优势。 

通过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著名大学的访问加强了

我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及著名学者的联系，开拓了我校科研和教学高水平的合作渠

道，这些都有助于我校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 

教师沙龙暨林桂军副校长赴美招聘、访问交流会成功举办 

3 月 26 日，我校举办“第二次教师沙龙暨林桂军副校长赴美招聘教师、高校

访问信息交流会”，介绍林桂军副校长率领我校代表团参加美国经济学会人才招

聘会的情况，以及访问部分美国知名高校取得的信息和成果。此次活动是国际处

继 3 月 11 日成功举办教师沙龙暨王玲书记率团赴美访问成果交流会后，国际处

沿用这一轻松活泼的形式举

办的又一次信息交流活动。

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出访成果

及信息的共享价值，得到与

会教职员工的好评，他们纷

纷表示回去以后要进一步消

化“教师沙龙”提供的信息，

从自身科研和学院国际化发

展两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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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书记率团出访美国四所高校 

――建立与美国著名大学合作网络 再创合作办学新模式 

2 月 1 日至 5日，校党委书记王玲率团赴美国对乔治敦大学、南伊利诺伊大

学卡本代尔分校、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和奥斯汀分校进行友好访问，有力地

深化和推进了与有关高校的

合作，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英语学院院长王立非教授、

商学院院长助理王智慧教授

陪同访美。 

代表团访美期间，充分

考察美国高校的学生培养和

管理的情况，获得重要启示：

美国高校注重培养学生的创

新力和领导力。他们普遍重视通识教育和人文基础教育，坚持知识补充、能力提

高和素质培养三方面的协调发展, 坚持“以学生为本” 的教学指导思想, 将知

识传授融入创新能力和素质培养的全过程，从教师环境、校园文化、课程设置、

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处处都促进创新能力、领导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美国高

校“学术自由”的开放教学模式对于如何我校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和自治能力有

很好的借鉴作用。美国高校重视实践教学，专业设置和教育过程更加贴近市场需

求，将培养实践能力融入日常教学，因此学生们在学期间能够得到全面的锻炼。

学生亲身实践商务运作的模式，其整个理念展现出的是在“做”中学而不是仅仅

在书中学。通过考察，代表团深切感受到，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高校明显

地表现出愿意同中国高校合作和交流的愿望，我校应该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加强

宣传和国际交流，扩大对外合作。 

2 月 1 日至 2日，王玲书记一行对美国乔治敦大学进行友好访问，会见乔治

敦大学教务长 Dr. James O'Donnell，就共同关心的联合培养我校研究生、在我

校建立“中美商务英语教师发展中心”和“中美高级翻译研究中心”等合作事项

进行坦诚友好的会谈，共同签署了关于中美商务英语师资培训项目的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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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华盛顿期间，代表团拜会了我校校友、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参

赞尤少忠先生。王玲书记向尤参赞等介绍了本次访美的目的和安排以及我校国际

合作与交流的情况，尤参赞也向代表团介绍了最近美国高等教育的变化和赴美留

学生的情况。 

2 月 3 日至 4日上午，王

玲书记一行抵达南伊利诺伊

大学（SIUC）卡本代尔分校访

问 ， 会 见 校 长 Samuel 

Goldman，共同签署了两校合

作协议。根据协议，美方同意

给予我校学生本州居民学费

待遇，将为学生节省至少一半

的学习费用，可以为我校学生在校期间提供较大规模的出国学习机会。双方还一

致同意选派优秀教师到对方任教，加强师资培养和交流，并加强两校学生的短期

交流。SIUC 非常重视我校代表团的来访，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所有副 

校长和相关学院院长、副院长及研究生院院长和国际事务处处长等共 13 人参加

签约仪式，当地电视台和电台

进行了全程报导。南伊利诺伊

大学卡本代尔分校校长设宴

欢迎我校代表团一行，南伊利

诺 伊 大 学 总 校 长 Glenn 

Poshard 和卡本代尔市市长

Brad Cole 出席宴请，与我校

代表团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

沟通。 

2 月 4 日下午，王玲书记一行赴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访问。到达当

晚，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校长 Ricardo Romo 博士设宴欢迎代表团，与

王玲书记进行会谈并共同签署两校共建孔子学院备忘录。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

的阎国华参赞和武世兴领事专程从休斯顿赶来参加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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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5 日上午，王书记一行与阎国华参赞和武世兴领事一起，兴致勃勃地参

观了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校区，随后与副教务长 Julius M. Gribou 教

授以及东亚学院院长 Lien Don 博士进行正式会谈。双方讨论了孔子学院未来的运

作方式以及人员管理、财务预算等具体问题。 

2 月 5 日下午，王玲书记一行在 Lien Don 博士陪同下驱车赶往德克萨斯大学

奥斯汀分校，重点考察其商学院。王玲书记首先走访商学院的国际商务教育和研

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ducation and Research），听

取中心介绍，考察硬件设施，包括 MBA、EMBA 教室和部分课堂，模拟证券市场教

室、学生就业发展中心、自习和讨论大厅等。商学院的捐赠荣誉榜和校友雕像给

代表团留下深刻印象。 

 

首届教师沙龙暨赴美高校访问信息交流会成功举办 

3 月 11 日，国际处举办首届“教师沙龙暨赴美高校访问信息交流会”，邀请

相关院系、职能部门党政领导、学科带头人、教师代表共 70 余人参加，分享王

玲书记赴美访问成果，交流美国高校在学生培养、学校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通报目前美国高等教育发

展动态。这是我校第一次

以“教师沙龙”的形式传

递美国高校教育信息。王

玲书记、英语学院院长王

立非、商学院院长助理王

智慧分别做了主题发言，

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夏

海泉主持活动。此次活动

极大地提高了出访成果及信息的共享价值，得到与会教师的好评，他们认为“教

师沙龙”信息量大，传递新的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很有收获，希望今后能举办更

多类似活动，为全校教师提供学习、交流与互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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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书记出席国家汉办“欧亚地区孔子学院 2009 年联席会议”并

代表中国高校在大会作专题报告 

2009 年暑假期间，我校党委书记王玲出席了国家汉办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

托克举行的“欧亚地区孔子学院 2009 年联席会议”并代表与会中国高校作“推

进孔子学院发展的几点建议”专题报告。 

 

国家汉办主任许琳等汉办领导出席会议，中国驻俄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

裴玉芳、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孙立杰也应邀出席会议。中国 21 所高校领

导以及欧亚 9 个国家的 26 所孔子学院的中外方院长参会并讨论包括孔子学院 10

年发展规划在内的五个议题。 

王玲书记作题为“推进孔子学院发展的几点建议”的专题报告，报告重点围

绕五个主题展开：一是汉语国际化发展战略及其核心发展目标；二是孔子学院中

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性；三是建设孔子学院有效运营机制以达到本土化发展目

标；四是建立孔子学院专业化管理和师资队伍的人力资源库，以吸纳国内外优秀

人才；五是完善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待遇机制。王玲书记还介绍对外经贸大学是一

所国际化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校，留学生人数已达到 2500 余人，目前正在组织专

门力量开发适合外国人学习的商务汉语教材，整合优势学科打造国际商务汉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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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发挥我校在商务汉语教学、商务汉语教材研发和教育国际化等方面的特色

和经验，在推进汉语国际化过程中做出贡献。 

王玲书记的报告得到许琳主任、国家汉办各位领导以及参会的中外高校领导

和孔子学院负责人的高度评价和肯定，大家普遍认为王书记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

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进行科学性分析和战略性的阐述，对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与

建设提出了合理的、可行性的建议。  

 

大会在热烈讨论气氛中落下了帷幕，中外高校和孔子学院代表认为欧亚孔子

学院会议非常及时，梳理近期工作的思路，推出一系列孔子学院下一步发展的实

施项目，对中外高校在孔子学院合作与建设的工作具有实际指导意义。我校商务

汉语国际推广中心执行主任韩亮和我校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

长刘贵友教授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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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福印副校长率团赴希腊考察孔子学院筹备情况 

――深入与海外同类院校合作 推动海外孔子学院建设 

3 月 10 至 12 日，胡福印副校长率团赴希腊雅典经济商业大学考察访问，考

察孔子学院的筹备情况，就合作举办孔子学院以及其他合作领域进行磋商。通过

一系列考察和会谈，双方在共同努力办好孔子学院和开展全面校际交流和合作取

得高度共识，考察访问取得圆满成功。经贸学院院长赵忠秀和我校即将派往雅典

经济商业大学孔子学院任中方院长的杨秀琴一同前往。 

 

访问得到希方的高度重视。访问期间，雅典经济商业大学校长 Gregory P. 

Prastacos 教授先后三次会见代表团，就合作事宜进行多次磋商。该校两位副校

长均出席会谈表示支持。希方孔子学院院长 Dimitrios K. Kardaros 表示一定要

与中方孔子学院院长共同努力把孔子学院办好。访问期间，胡副校长一行在希方

孔子学院 Kardaros 院长陪同下考察了孔子学院场址，双方就孔子学院揭牌仪式

举办日期、仪式筹备工作、孔子学院课程设置、招生管理、教师资源、资金预算、

奖学金机制和 2009～2010 年孔子学院工作计划等方面详细交换了意见，并就两

校共同举办孔子学院合作协议进行了认真磋商。 

雅典经济贸易大学对与我校开展全面交流与合作态度非常积极。考察小组在

希期间，除与该校 Gregory P. Prastacos 校长进行了三次会谈外，分别会见了

该校主管学术和经济事务的两位副校长。根据对方安排，还分别与经济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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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ettas 教授、国际与欧洲经济系主任 P. Hatzipanagiotou 教授、营销与传播

系营销学国际硕士项目主任 G. Avlonitis 教授、财务与金融系的金融与财务国

际硕士项目主任 M. Kavussanos 教授等就合作交流事宜进行了工作会谈。最后，

胡副校长代表我校与雅典经济商业大学 Gregory P. Prastacos 校长共同签署了

两校《合作意向书》，双方在学生互换、教师交流、科研合作、共同举办学术研

讨会等方面达成共识。访问团一行还与该校国际合作处处长 Katerina 

Galanaki-Spiliotopoulo

u 女士就落实意向书的具

体事宜进行了会谈。 

访问团在希腊期间，还

拜会了我驻希使馆罗林泉

大使，听取罗大使对两校

共建孔子学院工作以及开

展校际合作和交流的意见

和建议。罗大使对我校与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共建孔子学院和开展全方位的交流与

合作给予高度评价，认

为共建孔子学院有利于

增进希腊人民对中国的

了解，有利于增进中希

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

两校开展全面交流与合

作是强强合作，对两校

的更好发展非常有益，

表示中国大使馆将对孔

子学院的发展提供全力支持，并希望两校的合作与交流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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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富副校长率团出席 NAFSA 第 61 届年会 

――我校来华留学生教育全球推广 

5 月 23 日至 6月 1日，王正富副校长代表我校赴美出席 NAFSA（美国国际教

育工作者协会）第 61 届年会。国际学院招生与项目开发部兼学历教育事务部主

管刘阳随行。 

通过参加此次 NAFSA 大会，

代表团不仅有效地宣传了我校

的来华留学生教育，还主动与

一同参展的友好合作院校取得

联系，加强沟通，如美国的堪

萨斯大学、日本的大分大学等，

并与一些国际教育机构就未来

的合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商

谈。王正富副校长此行还前往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进行了访问，考察以上院校开展

国际教育和交流的情况。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致力于推进国际教育交流和增进全球人

力资源的发展。通过制定和保持良好实践的标准, NAFSA 为其会员及其机构组织

提供培训和专业发展机会，并提供网络支持和增强国际教育。通过专业的发展项

目、出版物和专业网络，NAFSA 为成员的知识积累和分享以及能力提升提供机会，

并为讨论高等教育问题提供平台。NAFSA 的成员和参与者包括来自全美 50 各州

和 100 多个国家的近 1 万人。NAFSA 的成员分散在 3500 所大学校园中，他们致

力于国际化的课程和项目，参与跨国际的研究合作，教授 ESL 课程，并为来自世

界各地的学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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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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上半年（截

至 7月 13 日），我校接待来访团组 51 个，共计 166 人次，派出因公出访团组 37

个，共计 75 人次，前往 17 个国家/地区。其中，校领导出访四次分别为：王玲

书记率团出访美国、林桂军副校长率团赴美海外人才招聘和访问、杨逢华副书记

赴美参加教育部高校领导海外培训、王正富副校长率团赴美参加美国国际教育工

作者协会第 61 届年会。 

对外经贸大学2009上半年出访国家地区分布图(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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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签、续签协议 

2009 年上半年，我校先后与 8 个国家的 15 所大学新签、续签了合作协议/

合作备忘录，合作领域涉及教师与学生互换、合作研究、学生联合培养、海外孔

子学院建设等。 

2009 年上半年 我校新签、续签国际合作协议列表 

签订时间 协议名称 国别 

2008 年 12 月 23 日 

（2009 年 1 月寄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二月三日国立大学合作协议 阿根廷 

2008 年 12 月 29 日 

（2009 年 2 月寄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商学

院与卡迪夫大学卡迪夫商学院学生交流协议 
英国 

2009 年 2 月 2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乔治敦大学语言教育发展中

心交易服务协议 
美国 

2009 年 2 月 3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

关于学生交流项目的补充协议 
美国 

2009 年 2 月 4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

校合作协议 
美国 

2009 年 3 月 12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合作意向

备忘录 
希腊 

2009 年 4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哈萨克斯坦

T.Ryskulov Kazakh 经济大学合作备忘录 

哈 萨 克

斯坦 

2009 年 4 月 3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合作协

议 
英国 

2009 年 4 月 9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波茨坦大学“4＋2”合作项

目协议 
德国 

2009 年 4 月 28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肯特大学谅解备忘录 英国 

2009 年 5 月 19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维多利亚大学教学联接协议 加拿大 

2009 年 5 月 26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与德国吉森大学经济

学院交流协议 
德国 

2009 年 6 月 10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亚洲大学学术交流协议 韩国 

2009 年 6 月 10 日 对外经济贸大学与达豪西大学学生交换协议 加拿大 

2009 年 7 月 7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代顿大学学术合作协议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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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哈萨克斯坦经济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4 月 1 日，陈准民校长会见来访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T.Ryskulov Kazakh 经

济大学校长 Amanbaev 教授、校董会主席 Svyatov 先生，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

和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哈萨克斯坦T.Ryskulov Kazakh经济大学合作备忘录》。 

 

两校校长就学校建设、哈萨克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和教育体制等交换意见，

一致同意就以下领域的合作进行进一步协商：为实施合作研究和咨询活动而进行

的教师流动；本科、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学生的流动；为方便在

本科、硕士、博士以及博士后层次通过适当的关联项目进行学生交换而相互认可

学分；为教授和教师举办特殊短期培训；为 T.Ryskulov Kazakh 经济大学的 MBA

学生举办 MBA 课程的国际集训班；在未来开展双 MBA 项目；邀请我校教师到该校

讲授管理、商务、财务、经济学以及汉语课程；为哈萨克斯坦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举办在职培训班。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T.Ryskulov Kazakh 经济大学是该国唯一一

所以经济为特色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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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德国波茨坦大学签署联合学位合作协议 

 4 月 9 日，陈准民校长、林桂军副校长分别会见了来访的德国波茨坦大学

副校长 Wagner 教授夫妇，并与来宾签署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波茨坦大学“4

＋2”协议》。 

 

 

签字仪式前，陈准民校长与 Wagner 教授亲切会谈，了解波茨坦大学教学和

管理的情况，并对该校给予我校德语专业本科毕业生赴德攻读硕士学位项目的大

力支持表示感谢。Wagner 教授对我校德语专业的教学水平和毕业生素质给予高

度评价，表示波茨坦大学非常欢迎我校学生到该校学习。陈准民校长签署了两校

交流协议，并请 Wagner 教授转交给波茨坦大学校长。 

林桂军副校长在与 Wagner 副校长的会谈中，相互通报了各自学校的最新情

况，深入探讨如何提高管理水平和资源使用效率。林桂军副校长介绍了我校在经

济学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情况。Wagner 教授介绍了他为我校德语专业学生授

课以及对我校公共管理学院、外语学院等进行工作会谈的情况，他说，通过深入

了解我校的学科和专业情况，波茨坦大学对扩大与我校的合作深具信心，两校相

关部门将就有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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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英国肯特大学签署解备忘录 

4 月 28 日，陈准民校长与来访的英国肯特大学校长 J·M·Goodfellow 教授

签署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肯特大学谅解备忘录》。两校校长一致同意在备忘

录的框架下鼓励本校相关学院、教师和学生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直接交流。肯

特大学助理副校长 Alex Hughes 教授、国际部主任 Stephen Wallis 先生、我校

保险学院院长王稳，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夏海泉、处长助理项洁、保险学院教

师曾立新等参加签字仪式。 

 

 英国肯特大学是一所含经济、法学、政治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其精算

专业在英国排名第一。此次备忘录的签署，为利用肯特大学的优秀资源推进我校

精算专业的发展，丰富我校国际化办学特色，扩大学校的学术影响力，实现精算

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奠定了基础。  

签字仪式前，代表团访问我校保险学院，与王稳院长等就在联合培养精算专

业专门人才进行工作会谈，还参观了我校校史图片展和北京中国学中心。来宾对

我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活跃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开放的国际化办学理念以及多样

的留学生教育项目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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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5 月 14 日，林桂军副校长与来访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副校长 Dr. Howard 

Brunt 共同签署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维多利亚大学教学联接协议》。根据协

议，我校经贸和管理类学生完成两年学习后经过审核将可以进入到该校商学院三

年级学习，成绩合格者可以获得两校的学士学位。 

 

签字仪式之前，维多利亚大学 Brunt 副校长及研究生院院长 Dr. Aaron 

Devor、主管教学和学生事务的助理副校长兼国际处主任 Dr. James Anglin、商

学院院长 Dr. Ali Dastmalchian 及商学院国际部项目主管 Ms. Yuxuan Li、维

多利亚大学国际处项目主管 Mr. David Wang 分为四组，分别与我校科研处处长

叶文楼、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国际商学院副院长王立娟及院长助理王

铁栋、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夏海泉以及图书馆的代表进行对口工作会谈，就教

师学术交流和研究生联合培养的专业、操作方式和程序、人选的确定，教学联接

项目涉及的入学标准、学分置换、考核和成绩认定、论文指导、图书资料交换的

方式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和沟通。 

 

 

 

 



新签、续签协议 

 48

我校与美国坦帕大学签署谅解备忘录 

6 月 4 日，林桂军副校长与来访的美国坦帕大学教务长兼学术副校长 Janet 

McNew 博士一同签署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坦帕大学谅解备忘录》。备忘录由

坦帕大学 McNew 副校长带回，将在该校校长签署后生效。 

 

签字仪式前，双方互相介绍了各自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的基本情况，并就

探讨了两校在经济学、会计学、MBA、英语语言文学等领域合作的设想。英语学

院院长王立非、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夏海泉陪同会见。 

根据此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我校将与美国坦帕大学在教学和研究领域展开

合作，互相邀请教师讲学、访问和交流，交流共同感兴趣领域的信息，派遣学生

参加短期学习。 

坦帕大学位于风景秀丽、气候怡人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是一所私立综

合性大学，在校生 5800 人，提供管理、传媒、市场营销、护理、MBA、会计、心

理学等 120 多种专业课程。该校商学院在美国南部实力较强，已通过 AACSB 协会

的认证，其 MBA 专业规模为佛罗里达州最大。去年 11 月 27 日，该校副教务长

Jin Wang 博士曾作为美国高校华人院校长协会成员应邀来我校交流美国大学管

理经验，受到与会人员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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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1931）。师资队伍国

际化是大学国际化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科研国际化和人才培养国际化的源

泉。2009 年上半年，我校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围绕人才强校战

略和学科发展规划，大力推进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进一步开展外籍教师聘任、

教师公派出国（进行学术研究、讲学和参加国际会议）等方面的工作，启动了 “海

外学术大师进校园计划”，并圆满完成“211 工程三期学术带头人及骨干教师 211

工程三期骨干教师及学科带头人国际交流国内培训项目”，把国际学术前沿信息、

理念和多元文化带进校园，为进一步提升我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质量创造有

利条件。 

3.1 外籍教师/专家 

在聘请外籍教师和外国专家学者方面，2009 年上半年，我校紧密结合学科

建设，转变聘请思路，提高引智效益，完善聘请制度，配合各院系发展重点学科

和新兴学科，兼顾弱势学科，将引智工作从一般学术交流活动发展到解决我校重

点学科和新兴学科建设的需要，推动重点学科、重点科研项目的发展和课程体系、

教学模式的改革。2009 年上半年我校在聘长期外籍教师 31 人，短期外籍教师 86

人。 

经过努力，2009 年上半年我校首次获得国家外国专家局中国国际人才交流

基金会的资助（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是管理、运作政府资助及国内外捐赠资

金，通过提供基金支持和引进国外智力的相关服务，支持和推动国内大专院校和

有关组织开展国际间的人才交流与合作。目前我校是北京市唯一一所获得该基金

资助的高校），聘请法国专家 Alexander Goldsborough 为我校进行英文网站的建

设工作。此举不仅拓宽了我校外国专家经费的来源，而且进一步提升了我校管理

和支持系统国际化水平，同时也为校园信息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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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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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man Charles 美国 09/02/19-10/02/18 英语学院 

2 Burr wayne 美国 09/02/19-10/02/18 英语学院 

3 Joan M farnsworth 美国 09/03/23-09/07/15 英语学院 

4 Fialho, Miguel  葡萄牙 08/01/31-10/01/31 英语学院 

5 Haenke, Sven  德国 07/09/01-09/08/31 外语学院 

6 Morita, Rokuro 日本 08/01/31-10/01/01 外语学院 

7 Eusilia, Bellomo  意大利 07/02/01-10/02/28 外语学院 

8 Petra, Angeles 西班牙 07/07/15-09/07/15 外语学院 

9 Engst, Fred  美国 07/09/01-09/08/30 国贸学院 

10 Lee, Jeonghye  韩国 08/12/20-09/12/20 国贸学院 

11 Yin, Xiaopeng 加拿大 07/07/15-12/07/15 国贸学院 

12 Zhang, Jin 加拿大 07/12/24-09/07/01 国贸学院 

13 Dong, Baomin 加拿大 08/05/20-10/05/20 国贸学院 

14 Jun, Myung Yong  韩国 08/06/01-09/05/31 国际学院 

15 Moses, Russel Leigh 美国 08/06/01-09/05/31 国际学院 

16 Anton,Ronald Joseph 美国 08/03/28-09/03/27 国际学院 

17 Wiest, Jean-Paul 美国 08/06/01-09/05/31 国际学院 

18 Brown, Nigel Lindsay 南非 08/05/20-09/05/20 卓越学院 

19 李华  中国 07/08/01-10/07/31 技术管理研究中心 

20 Lu,  Lucy 英国 07/08/01-10/07/31 技术管理研究中心 

21 Hristo, Djumak  澳大利亚 08/09/01-09/07/15 英语学院 

22 William,White 英国 08/10/01-09/08/31 英语学院 

23 Elizabeth Charlotte Ross 美国 09/03/12-09/07/31 卓越学院 

24 Lopez Antoine ,Pault 法国 08/09/01-09/08/31 国贸学院 

25 Bae Kyu ,Beom 韩国 08/09/01-10/08/31 外语学院 

26 Charlotte,Foucaut 法国 08/09/01-09/07/15 外语学院 

27 Alfred Hornung 德国 09/03/01-09/07/10 英语学院 

28 Beate Neumeier 德国 09/03/01-09/07/10 英语学院 

29 Menkedick，Sarah Ann 美国 09/03/01-09/07/10 英语学院 

30 Kendale Roberts 美国 09/03/01-09/07/10 英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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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海外学术大师进校园”计划 

2009 年我校启动了“海外学术大师进校园计划”，先后聘请了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爵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爱德华

多·普雷斯科特教授来我校演讲，并授予我校荣誉教授称号；此外还聘请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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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经济学家莫瑞坎普（Murray Kemp）教授、新古典贸易理论大师罗纳德斯（Ronald 

Janes）教授，WTO 法学之父杰克逊教授，亚太地区经济学公认的领军人物，贸

易理论的代表人物坎普教授、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孟吉瑞等大师级学者来校进

行学术演讲，极大地提高了我校教学科研水平，丰富了学术氛围。此外，我校聘

请的我校首个长江学者美国华盛顿大学王家骁教授主持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华盛顿大学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我校年轻教师的

科研国际合作和学术论文的国际发表。 

我校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雷斯科特荣誉教授称号 

5 月 20 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爱德华多·普雷斯科特教授受邀在我校演

讲，并接受我校荣誉教授称号。 

 

在热烈的掌声中，普雷斯科特教授高兴地从陈准民校长手中接过荣誉教授证

书。随后，他发表了题为《经济融合：通向富裕之路》的主题演讲，用丰富的图

标、平实的语言、详尽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经济融合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同时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势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提问环节中，在场听

众踊跃发言，就自己关心的经济问题询问了普雷斯科特教授的看法，教授幽默风

趣的语言不时引起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笑声。 

普雷斯科特教授出生于纽约，现年 67 岁，1967 年获得卡耐基-梅隆大学经

济学博士学位，于 2004 年凭借在经济政策和世界商业循环方面的创造性研究与

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先后在美国的多所

大学任教，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目前正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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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James A. Mirrlees 爵士 

荣誉教授称号 

 

5 月 31 日陈准民校长向来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96 年）获得者詹姆斯·莫

里斯爵士授予我校荣誉教授的称号。 

 

詹姆斯·莫里斯教授 1936 年生于苏格兰，1963 年取得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

学位，1969 年至 1995 年在牛津大学担任教授，现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教授。由

于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关于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

激励理论的论述，莫里斯爵士于 1996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已成为现

代经济学的重要基石。 

莫里斯爵士此次访问我校还出席了“全球经济与中国学术论坛――研讨经济

复苏与中国作用”并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回顾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衰退和

凯恩斯的经典宏观经济学理论，详细分析了油价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并结合中国

实际就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莫里斯教授的独特视角和精辟分

析赢得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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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法学专家约翰·杰克逊教授访问我校 

3 月 5 日，WTO 法学专家约翰·杰克逊教授应邀前来我校进行学术访问，法

学院为杰克逊教授及夫人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法学院王军副院长、丁丁副院

长及法学院数十名教师参加欢迎仪式。 

杰克逊教授曾多

次到我校进行交流访

问，此次来访，他本人

也倍感亲切。随后，杰

克逊教授就在美国法

学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的详细情况进行了

介绍，就发表的要求、

技巧和经验与大家进

行了交流，并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孟吉瑞教授走进课堂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

我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兼

职教授孟吉瑞（Gerald A. 

McBeath）应邀来校讲学，于 5

月 19 日在诚信楼三层国际会

议厅为我校师生做题为“奥巴

马政府与美国的东亚政策”的

讲座，5月 20 日上午为国际政

治专业2008级本科生讲授《政

治学》课程，授课主题为“美国政府与政治”；同日下午为国际政治专业 2007 级

本科生讲授《外交学》课程，授课主题为“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外交学研究”。 

孟吉瑞教授授课内容翔实、语言生动，在教学中表现严谨认真的敬业精神，赢得

了国际政治专业广大同学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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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吉瑞教授是美国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领域的知名专家，于 2007 年 3 月受

聘为我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兼职教授。他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政治学系，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在美国政治、中

国政治、国际政治等领域有颇多著述，先后在美国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 200

篇，单独或合作完成专著 20 余部。 

 

美国密苏里大学邹绍明教授为我校青年教师、博士生讲课 

6 月 15 日至 19 日，美国密苏里大学邹绍明教授应邀为我校商学院的青年教

师、博士生讲授《在市场营销中应用结构方程模型》课程，介绍在该研究领域中

经常被文献引用的文章培养学生对错综复杂的实验数据的取舍判定及对实验分

析结果的辨析能力，并采用“在实验中学”的授课方式，带领大家完成分析研究

得出研究结论，以帮助博士生提高利用已有经验处理复杂的实验数据得出实验研

究结论的能力。 商学院营销学系、管理学系部分年轻教师、2008 级博士研究生

到场听课，并与邹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   

邹绍明教授于 2007年被聘为我校客座教授、商学院全球营销研究中心顾问。

他在国际营销和国际商务研究领域卓有成就，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营销战略、

出口贸易、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等，已在国际营销和相关的权威刊物上发表过很多

高质量的论文，接连在 1998、1999、2003、2005 年获得营销学术界的重要奖励，

现任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和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等期刊的编

委。邹教授目前还负责 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的编委会工作，该刊

物在国际营销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邹绍明教授曾在四川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和营销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密苏里大学

Robert J. Trulsake, Sr.营销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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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归教师――在科研、教学中践行国际化理念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不断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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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海归教师队伍已初具规模。

这些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教师源源不断地将国际学术前沿信息、理念和多元文化

带进校园，极大地提高了我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质量。《人民日报》（海外版）

7月 4日第 5版以《海归老师的教学新理念》为题，详细报道了我校国际商学院

吴剑锋、英语学院史兴松、朱晓姝、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杨伟勇教师的教学事迹。

自去年以来，《人民日报》（海外版）先后采访报道了我校 12 位海归教师的事迹，

展现了我校教师的整体实力和风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吴剑锋： CARE 文化为学生刮起“头脑风暴” 

吴剑锋博士 2004 年从美国普渡大

学毕业，先后任教于美国普渡大学葛兰

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现为

对外经济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

授。吴剑锋在给 MBA 班讲的第一节课

上就带来了自己的 CARE 文化。吴剑

锋说：“ C 代表 capacity ，A 代表

appreciation，R 代表 respect，E 代表

entrepreneurship，这 4 种能力是 MBA 学生必须具备的。学生只有具备了开放的

视野和包容的心态，才能学会更好地与人沟通，真正从别人身上发现亮点。” 

史兴松：生动自主的教学模式 Learning by doing 

史兴松说：“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划

分的 5 个层次，美国只能满足我需求的

前 3 个层次。而在中国，能将我 5 个层

次的需求全部满足。我想将自己在教学

方面的所感带回国内，这也是当初我去

美国的目的。” 归国执教的史兴松把美

国的组织教学模式和 learning by doing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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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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理念与国内的情况结合，形成了有自己个性的教学风格。史兴松前往美国留

学的时候女儿只有 5岁，说起那段“抛家舍业”的日子，她的眼睛就会湿润。图

为史兴松与女儿在天安门前的合影。 

 

朱晓姝：严谨踏实的学术作风 

朱晓姝在国内的第一外语是英语，第二外语是德语。2000 年至 2004 年朱晓

姝在德国伯恩大学英语系攻读博士

学位。 

“在德国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

他们严谨踏实的作风。现在这种作

风不仅影响着我的学术研究，也影

响着我给学生的授课方式。” 让朱

晓姝记忆最深的是，就连论文中的

拼写和标点符号错误导师都一一帮

她指出。现在朱晓姝修改学生的论文也会指出他们在拼写和标点符号上的错误。

这种细致可以促使学生踏实认真地写论文，就如同德国导师当年严格要求朱晓姝

一样。   

 

杨伟勇：教师风格影响学生风格 

 杨伟勇是一位留学法国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在法国读书期间他就已经在高校教书，2006

年回国到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任教。在

他看来，教师的水平直接决定着高校教学

的质量，而教师的风格也深深地影响着学

生的风格。在国外教书的经历让杨伟勇深

刻地认识到国外学生和国内学生的不同特

点。作为一名海归教师，他始终致力于对

学生的启发性教学，让中国的学生不但沿

袭刻苦认真的美名，更要拓宽他们的思维，

让他们能像外国学生那样，敢于否定理论和教条，通过自己的深入思考和实践来掌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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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教师公派出国（学术研究、讲学、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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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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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个，75 人次。 

对外经贸大学2009上半年出访国家地区分布图(团组) 美国10

台湾4

韩国4

日本3

希腊2

瑞士2

德国2

斯洛伐克1

荷兰1

印度1

香港1

意大利1

澳门1

新加坡1

加拿大1

印度尼西亚1

芬兰1
 

我校王波博士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表演讲 

2 月 21 日，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的王波博士应哈佛大学学

生会邀请在哈佛大学亚洲和

国际关系 2009――哈佛大会

环境与能源专题会议上做了

题为《探究中国气候变化政

策 》（“ Explore China’s 

Climate Change Policy” ）

的主题演讲。王博士在四十分

钟的演讲中向来自亚洲和哈

佛大学的听众分析了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特点、趋势和背后的国

际国内因素，并回答了听众对中国气候变化政策和国际气候谈判前景的提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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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受到热烈欢迎，有助于国际人士对中国气候变化的了解，化解当今国际社会出

现的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中国威胁论。王波博士 2008 年 8 月到美国哈佛肯尼迪

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研究重点是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和中美国际气候

变化合作问题。 4 月 7 日，王波博士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专题研讨会上做

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中的技术转让问题”的主题演讲。 

李卫刚副教授入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年高级访问学者 

我校法学院李卫刚副教授近期入选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 2009 学

年度高级访问学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享誉全球的美国著名高校，其法

学院在全美排名第六（US NEWS 2009 年排名第一为耶鲁大学法学院，并列第二

为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第四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第五为纽约大学

法学院）。每学年该法学院都会通过其严格而复杂的程序在全球范围内遴选几十

名优秀学者授予他们“高级访问学者”的荣誉头衔，邀请期赴美访问交流，中国

学者要获此殊荣往往很困难，这次也是我校第一次有教授获此殊荣。 

张海森博士受邀参加“亚太农业改革与贸易自由化政策论坛” 

我校国际经济研究院张海森博士（副教授）应邀参加了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

中心会同联合国粮农组织于 2 月 19 日至 20 日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区域农业改革

与贸易自由化政策论坛”，与国际水稻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马来西亚战

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泰国发展研究所、菲律宾东南亚地区农业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巴基斯坦创新发展战略中心以及部分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 

屠新泉博士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我校国际经济研究院屠新泉博士应邀参加 3 月 4 日－6 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

行的、由 UNESCAP 和 WTO 联合主办的“Emerging trade issues for policyma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国际学术研讨会，做题为“W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really want from WTO membership?the case of China"的专题

演讲。WTO 经济研究司司长 Patrick Low 以及来自 UNCTAD、UNESCAP、ITC、

FAO、IDRC 等国际组织和印度、巴基斯坦、日本、韩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

10 多个国家的官员和学者共 40 多人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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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伏军副教授参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专家会议 

3 月 17 日至 19 日，法学院伏军副教授应商务部邀请参加了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理事会（UNCTAD）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服务、发展与贸易：管理和体制问题”

专家会议。该会议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为促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与立法而

举行首次国际性会议，140 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代表团由来

自商务部、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的国内专家共同组成，伏军副教授是代

表团中唯一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的成员。 

法学院黄勇教授赴日参加国际研讨会 

4 月 16 日，我校法学院黄勇教授应邀出席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中国反垄断

法国际研讨会”，就中国反垄

断法实施的最新发展及垄断协

议的规制对跨国公司的影响等

问题做了 90 分钟的主题演讲。 

日本著名的国际经济法学

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松下满

雄也在研讨会上发表了演讲，

日本学界、商界、律师界 100

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我校熊李力博士在柏林参加“地区与全球安全合作”中德学者对话会 

4 月 21 日，我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国际政治系教师熊李力博士应邀参加

在柏林举行的“地区与全球安全合作”中德学术对话会。此次对话会由德国外交

部和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所联合主办。与会中国学者还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院长崔立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阎学通、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与会的十位德国学者分别来自德国国际

政治与安全研究所、德国外交关系协会、德国外交部。熊李力博士在会上阐述了

自己的相关观点，并和与会学者就东亚和欧洲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全球安全合作深

入交换了意见。应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邀请，熊李力博士于 2008 年

11 月赴该所从事为期半年的访问研究。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位于柏

林，是欧洲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也是德国联邦政府与议会的重要智囊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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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代表团访问日内瓦多个国际组织 

――成果丰硕 我校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 

5 月 4日至 6日由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和李洋博士组成的

代表团参加了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合国贸发会议虚拟学院(UNCTAD VI)第

四届年会并分别访问了

联合国贸发会议、中国驻

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

WTO、国际贸易和可持续

发展中心（ICTSD）等机

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次年会上，赵忠秀

院长和 VI 项目中国协调

人李洋博士介绍了我校的总体发展情况以及国际贸易学科的优势地位，并就学位

项目设置标准指南、共享联合国系统及全球学术网络资源等问题向虚拟学院提出

了建议，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在会议期间，代表团还与来自英国、瑞士、

俄罗斯、印度、哥伦比亚、智利、南非、坦桑尼亚等国家的成员高校就开展校际

交流进行了广泛讨论。 

代表团于 5 月 4 日拜访了联合国贸发会议债务与发展金融部门的李月芬主

任，商谈邀请我校学者参与联合国贸发会议项目研究和咨询事务事宜。5日代表

团访问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与卢先堃参赞进行会谈。赵忠秀院长向卢参

赞介绍了我校国际贸易学科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方面的研究优势，卢参赞介绍了

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的职能和工作机制，对我校加强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沟

通和合作提出建设性意见。 

代表团 6日上午访问了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司，向 Mamdouh 司长介绍了我

校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团队情况和未来的研究规划，Mamdouh 司长表示积极支

持我校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愿意提供信息和技术帮助。随后代表团先后与服

务贸易司的资深专家 Rudolf Adlung 和 Zhang Ruosi 进行了深入的工作会谈，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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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专家对我校即将成立的服务贸易研究所的研究内容、研究团队建设、成果发布

渠道等提出建议，表示出了对合作研究的兴趣。 

7 日上午，代表团访问了世界贸易组织培训与技术合作学院（ITTC）Gerardo 

T. Thielen 参赞。Thielen 参赞表示，ITTC 愿意和我校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在

区域性培训和技术支持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评估我校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咨询中心

(reference center)的可能性,并表示ITTC可以在信息资源和培训资料规范化方

面为我校提供支持。 

代表团还拜访了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经济研究与数据司Patrick Low

司长，双方进行了一个小时

的会谈。赵忠秀院长介绍了

我校在 WTO 领域的学术渊

源和目前的学科建设情况，

给 WTO 首席经济学家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双方探讨了

我校推荐教师和博士研究

生到世界贸易组织从事访

问学者工作的可能性和申请程序。世界贸易组织专家支持我校优势学科创新平台

建设以及推荐我校学者竞争世界贸易组织讲习教授。此次访问为扩大我校与世界

贸易组织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7 日下午，代表团访问了日内瓦著名的独立研究机构-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中心（ICTSD），该中心是联合国多个机构的观察员，在国际贸易与可持续

发展领域为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提供研究上的支持和服务。双方商定在联合出

版、合作主办学术活动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我校从明年开始向中心推荐并派遣

教师和博士生从事访问学者活动。 

代表团出访前做了精心准备，抓住促进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的主线，以

扩大与国际组织的联系为目标，以落实具体项目为抓手，主动出击，在 4天紧张

的活动中高效地开展了一系列访问，捕捉各种信息和机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于我校学科建设将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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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研究院夏友富教授参加中欧圆桌会议 

5 月 18 至 19 日，我校夏友富教授作为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常务理事应邀参

加了在天津举行的“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与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圆桌会议第五次

会议”， 并在《“应对金融危

机”三方研讨会》作《应对

世界性经济危机促进中欧经

贸健康发展》的发言。 

圆桌会议上，中欧双方

围绕“循环产业”和“中欧

经济社会权利”等问题展开

交流和研讨，并签署中欧圆

桌会议长效机制协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刚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赵启正，

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主席塞彼先生分别作总结发言。 

李丽应邀参加 ISO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工作组第 7 次会议 

国际经济研究院李丽应邀作为专家参加了 5 月 15-22 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

的国际标准化组织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工作组第 7 次会议。整个会议包括政府论

坛，发展中国家论坛，全会，专题条款会议等各个组成部分，共有来自全球的

300 多名专家参加会议，重点根据各方意见对 ISO26000 文本进行了修改。李丽

作为中国代表团专家参与了中国关切的核心问题的讨论与修改，并做了大量的文

案准备工作和会上发言，获得了与会专家的肯定。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师参加第 11 届 SGBED 国际研讨会 

5 月 27-30 日，由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门明、朱明侠、黄晓玲、潘红宇等教师

组成的我校代表团参加了在斯洛伐克BRATISLAVA举行的SGB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of Global Busin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第 11 届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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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11 工程”三期师资队伍建设项目――特殊人才、学术带头人

和学术骨干国内培训和公派研修
③
 

为提高学科建设水平，增强学科建设优秀人才储备，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根据 2008 年人才强校会议精神和学校《“十一五”学科与师资队伍建设规划行动

方案》，我校“211 工程”三期设立“师资队伍建设项目”，投入 1320 万元用于

师资队伍建设,并成立了以徐子键副校长为主任、林桂军副校长为副主任的“211

工程”三期师资队伍建设项目建设委员会。委员会通过严格的选拔标准和程序，

于 2009 年 3 月遴选出特殊人才 5 名（后备 1 名），学术带头人 15 名，学术骨干

30 名，共 50 人作为我校特殊人才、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培养对象。 

根据《“211 工程”三期师资队伍建设项目实施办法》（外经贸学科研字

[2009]038号），特殊人才、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培养以公派出国(境)研修(开

展合作研究)为主，并在前期邀请海外专家来校作专题讲座并开展内部研讨。 

举办国内培训 
4 月 20 日至 5月 27 日，我校先后为特殊人才、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举办

7场国内培训,就学术研究及教学方面技能等专题,分别聘请了5位海外学者和两

位校内学者作专题讲座,与培养对象进行研讨、交流。其中: 

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 Findlay 教授介绍 QF/ERA 科研评价体系 
阿德雷德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Christopher Findlay 教授做关于澳大

利亚科研质量评价体系的报告，为与会

教师详尽介绍澳大利亚在政府主导下

进行科研质量评价的情况，并就评价体

系是否真正能够保证科研水平、未纳入

评价体系是否就不会被学界认可、澳大

                                                        
③资料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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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曾经和正在使用的两种评价模式各自的优缺点等问题，与参加培训人员进行

热烈讨论。 

林桂军副校长介绍国际学术期刊评审和如何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4月22日 ,   桂军副校长做题为“如何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与国际学

术期刊论文评审”的报告。他从介绍国际学术期刊的一般情况、如何在国际学术

期刊上发表论文和如何做一个好的评审人三个方面展开，结合亲身体验与经历，

深入浅出、层层递进地作了精彩讲演。专题报告内容丰富、启发性强、具可操作

性，论述旁征博引，语言幽默，令参会同志受益匪浅。 

林汉川教授介绍国内课题申报及 CSSCI 论文发表 
4 月 29 日下午，我校国际商学

院林汉川教授作 “如何申报国家社

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和“CSSCI 论文发表”的专题报告。 

林教授从自己作为项目申请人

和项目匿名评审人两个角度出发详

细介绍了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申报过程中应注意的

问题，归纳了论文发表的技巧，为在座教师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建议。专题报告

结束后，林教授和与会教师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我校长江学者、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王家骁介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5 月 18 日我校聘请的首位长江

学者—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王家

骁做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专题

报告。王家骁教授从社会科学是什么

展开，结合自身经验，详细阐述了科

学研究的准备阶段、创作阶段、成果

的撰写与发表阶段及每阶段要做的

工作，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各阶段应注意的问题，最后针对与会人员的困惑与问题

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整个报告期间王家骁教授同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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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坎考迪亚大学副校长 Graham 教授介绍人文科学研究方法 

5 月 20 日，加拿大坎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副校长 David 

Graham 教授应邀作关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相关内容的讲座。国际合作交流处副

处长夏海泉主持讲座。人事处副处长高玲到会。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 Siegfried 介绍博士培养质量标准与评估 
 5 月 25 日，美国范德比尔特大

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 教 授

John Siegfried应邀介绍美国经济学

博士的培养。林桂军副校长主持讲

座。Siegfried 教授介绍了美国大学

博士培养的背景问题，细致讲述了美

国大学经济学博士培养的质量控制、

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需要的时间、是

否可以在 5 年内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培养和就业之间的关系。John 

Siegfried教授是美国研究博士培养问题的专家，讲座中运用了大量的数据信息、

结构严谨、论据充分，为我校博士生培养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 Crisp 教授介绍澳大利亚大学教学评估体系 
5 月 27 日，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教授 Geoffrey 

Crisp 应邀作题为“澳大利亚大学教学评估体系”的报告。Crisp 教授从教学空

间对教学质量的影响、通过评估提高教学质量、交互式电子评估，以及教学质量

的测量与提升等四个方面介绍了澳大利亚大学先进的教学评估体系。与会教师认

为这些对我校教学质量的提高都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公派研修(合作研究)工作启动 

7 月 14 日，徐子键副校长签发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 工程”三期师资

队伍建设项目各类人才培养对象公派研修管理细则》（外经贸学人字[2009]150

号），详细规定了对 211 工程三期特殊人才、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公派研修（以

出国开展合作研究为主）的资助时间、费用、派出程序等。 

《细则》出台后，各相关单位通力合作，积极认真落实学校有关文件精神。

人事处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相关人员材料的收集、审核整理；“211 工程”三

期师资队伍建设项目建设委员会负责项目审定；学院为被培养对象提供足够的时

间保证；“211 工程办公室”负责资金的落实并适时督促工作进展；国际合作交

流处积极协助被培养对象联系合作学校和合作伙伴,办理公派出国(境)手续。 

7 月底，培养对象已陆续出发到国外一流大学开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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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干部境外培训 

我校首期管理干部境外培训圆满结束 

为期 21 天的首期管理干部境外

培训于 8 月 20 日圆满结束。此次培

训由集中培训、访问考察、实地参观

三个阶段组成,王玲书记参加访问考

察,率领培训班成员考察剑桥大学等

著名高校,结合我校教学和管理实践,

引领思考我校跨越发展之路,进一步

拓展校际合作。 

第一阶段是为期一周的集中培

训。培训在苏格兰龙比亚大学进行。

培训内容涉及三方面，一是英国高等

教育发展历史与现状；二是苏格兰与

英格兰高教制度比较；三是龙比亚大

学的发展战略、办学理念、发展规划、

机构设置、部门职能及教学、科研、

人力资源和后勤管理等。通过培训，

学员不仅从宏观层面对英国高等教育现状及发展趋势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还对

龙比亚大学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普遍认为龙比亚大学办学时间并不长，但发展

战略明确、目标清晰、体制机制运行顺畅，特别是一体化的学生管理、后勤管理

等方面有序高效，紧跟社会发展需求

的学术研究、学科交叉及创新尤为突

出。 

 第二阶段为访问考察。8月 10

—15 日，培训班成员随王玲书记先后

访问伯明翰大学、华威大学、肯特大

学、伦敦政经学院和剑桥大学，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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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高校的办学理念、发展目标、学校架构、职能划分、管理及运行模式、校

友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深入考察。 

 8 月 15 日晚，王玲书记出席培训班第二阶段总结会，在认真听取培训班成

员畅谈学习收获与体会后，王书记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培训富有成效。英国高

等教育长期以来处于较好的发展态势，学习借鉴英国高等教育的先进做法，十分

必要。这次培训的时间并不长，但从发言中可以感受到，大家不仅较全面的了解

了英国高等教育的总体框架，还对一些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分析，收获很

大,富有成效。第二，培训达到预期目的。从大家谈问题的思路及在现场提问的

角度和方式，可以看出大家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视野也开阔了许多，这正是境外

培训的目的所在。第三，培训打造团队。此次培训既是落实人才强校战略的重要

举措，也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改落实方案的一项内容。连续几天的访问

可以看出，班委会、党支部组织得力，日程安排紧凑，工作准备充分，特别是培

训班的每个成员都精神饱满，纪律性和时间观念强，效率高。希望大家把培训收

获转化成实际工作能力和成效，为建设高水平有特色大学做出应有贡献。 

第三阶段为实地参观考察。8月 16 日，培训班成员参观考察伦敦金融城。

我校校友夏威在金融城区政厅会议室为培训班详细介绍了金融城的发展历史及

现状，还就金融危机的成因做出技术性分析，随后夏威陪同培训班成员实地参观

金融城。8月 18 日，培训班访问皇家霍洛威大学管理学院，受到管理学院院长

Smith 教授的热情接待。Smith 教授详细介绍了管理学院的发展历史及现状、办

学理念及特色、学生培养及就业等情况。 

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干部培训工作，拨出专款用于干部境外培训。首期管

理干部境外培训班出发前，王玲书记专门召开全体学员会议，强调培训的重要意

义，并要求每位学员都要带着问题去学习和思考，要达到开阔视野，拓宽思路，

转变观念的目的。 

为确保培训达到预期目标，组织部精心设定培训任务, 多次召开筹备会落实

协调有关工作,在英期间组建班委会，成立临时党支部,科学分工,专人负责；国

际合作交流处认真落实培训方案，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联络和服务工作,并在

培训班在英期间与团组保持全天候联络，为培训班取得圆满成功提供了重要保障;

培训班成员积极参与,相互配合,保障了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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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才培养国际化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功能和任务之一，培养具有广阔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

力的拔尖创新人才是实现我校“建设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

学”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围绕

这一思路，我校广泛开拓渠道，调

动各方资源，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加

大人才培养国际化的力度：一方面

是“送出去”，通过“合作办学”和

“学生海外学习交流及素质拓展”

等渠道，争取使更多的学生到海外

去开阔眼界、学习国外先进知识理

念、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

请“请进来”，通过“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和“留学生教育”在校内营造浓厚

的教学、科研国际化氛围，使学生“足不出户”便可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高跨文

化交流能力和学术素养。 

2009 年上半年（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我校派遣学生出国出境共计 83

人次。来华留学生达到 2552 人，其中学历生 1840 人，占学校来华留学生总规模

的 72％ ；接待短期来访外籍学生 347 人，其中来自我友好院校的交流学生 147

人（包括交换生、短期学生团组等）。 

4.1 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工作方面，鉴于我校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研究能

力，教育部于 2009 年 3 月委托我校就如何依法规范管理以及办学者如何提高质

量两方面进行调研并提供研究报告。专项研究课题小组由林桂军副校长主持，国

际处和有关专家积极参与，建言建策，对有关部门充分了解中外合作办学现状，

改进和完善中外合作办学审批标准和程序等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以这一研究为契机，国际处坚持贯彻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指示，做好校内政

策宣传服务和规范管理工作。近一段时期，教育部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多次强调，

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的重点是提高 985 和 211 院校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促进我国

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工作；强调利用中外合作办学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促进

高校学科建设与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提高我国

的国际竞争力。不应把中外合作办学当作解决经费问题的途径。为此，针对中外

合作办学中出现的一些集中问题，有关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评

估监督机制，加强了境外学历学位证书认证注册、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等日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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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力度。我处在有关精神的指导下，也及时与各有关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沟

通交流，传达文件精神，确保我校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的有序合法运行。 

在已有项目的运作方面，与美国马里兰大学合作举办工商管理硕士教育项目

因双方协议于 2008 年 9 月到期，我校已适时向北京市教委、教育部提交了续办

申请，近日又根据教育部的最新意见对申请文件内容进行了必要修改。中法企业

管理硕士项目和零售管理硕士项目等两个项目运行正常。 

4.2 学生海外学习交流及素质拓展 

2009 年上半年（截至 2009 年 7 月 2 日），我校学生海外学习交流（包括暑

期课程、学生参加国际会议、交换生、合作研究等）和海外素质拓展（包括海外

实习、国际竞赛、文化艺术交流）共计出境共计 83 人次，层次有所提升，结构

进一步优化。  

200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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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春 63 20 0 19 12 0 14 21 0 17 83 

 

2006－2009 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境外学习层次、类别统计图

0%

20%

40%

60%

80%

100%

本
科
生

硕
士
生

博
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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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2008 2009春

 



人才培养国际化 

 70

 

我校第五期迪斯尼项目实习学生顺利抵美上岗 

3 月 8 日，来自经贸、信息、金融、保险等学院的学生启程赴美国参加蒙克

莱尔大学旅游及休闲管理项目（迪斯尼项目）。截止目前，该项目已顺利招收五

批共 102 名学生。 

项目为提高我校学生的

国际化交流能力搭建了很好

的平台。学生在近半年时间

里，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组

成工作团队在佛罗里达迪斯

尼公园工作，语言水平、跨文

化交流能力、沟通能力、自我

管理能力等都得到了很好的

锻炼提高，我校学生的素质也得到普遍认可。 

4.3 留学生教育④ 

2009 年上半年，我校来华留学生工作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和甲型 H1N1 流感造

成的不利局面，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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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来华学生规模继续保

持较高水平，达到 2552 人。学历生共计 1840 人，占我校来华留学生的比例又上

新台阶，比去年增加 6个百分点达到 72%，其中研究生占 20％（硕士 338 人，博

士 38 人）。来华留学生国别数也达到了创纪录的 105 个。 

 

 

 

 

 

 

 

 

                                                        
④数据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学院；数据统计时间：2009 年春季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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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校园跨文化交流活动 

我校跨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中外学生真诚交往，形成和谐的多元文化氛

围。 

2009 年外语文化节取得圆满成功 

外语文化节是我校大型传统活动之一，自 2001 年首次举办以来，一直遵循“加

强世界文化交流，开展文明对话，促进文化传播，共创和谐世界”的宗旨，通过

其丰富的活动、独特的视角和中外学生的广泛参与，充分展示了我校风采，帮助

学生开阔视野，加深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文化节受到各

国驻华使馆、各大传媒以及各兄弟院校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以规模之大、意

义之深、影响之广在北京高校中独树一帜。 

2009 年外语文化节于 4 月 13 日正式开幕。在为期一周的文化节期间，除了

开幕式、美食节、名人讲座、大使论坛、参观企业、“邂逅百年经典”舞台剧大

赛、“篮球乐园”篮球赛、“音乐巴别塔”北京市高校中外魅力之星歌曲大赛等八

大经典版块外，还增添了电梯创意设计大赛等许多极具创意的新活动，通过具有

浓郁异国风情的丰富而新鲜有趣的活动，充分诠释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作

用，充分展示了中外文化的魅力，体现了“让语言更生动，让文化更精彩”口号。 

我校足球联赛留学生夺冠 

6 月 4 日下午 2：30，足球联赛男

足决赛正式打响，对阵双方是国际学

院和研究生部。比赛精彩纷呈，场下

观众时而叫好连连，时而唏嘘遗憾。

国际学院队员最终以 4：0 的比分获

胜。至此,国际学院男子足球队已经

蝉联四届对外经贸足球联赛的冠军。 

比赛结束后，国际学院男子足球队队长日本藉生西村友作对校新闻网记者

说，国际学院的队员技术和体力不错，亚洲队员以配合为主，非洲队员以个人技

术为主，在赛场上尽可能发挥不同队员的优势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同时，他也表

示,语言交流的障碍会影响队员之间的配合，因此汉语的学习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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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研国际化 

5.1 国际会议 

我校科研国际化取得进一步成果，2月-6 月先后参与举办了 14 次国际研讨

会，涉及经济、贸易、反垄断、世界贸易组织、中欧、中俄关系等多个领域，有

效地扩大了我校的国际影响力。 

2009 上半年我校国际会议列表 

时间 会议简况 

2009 年 2 月 24 日 
“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提振经济增长信心”全球经济与

中国研讨会 

2009 年 3 月 7 日 WTO 法律制度与金融海啸背景下全球化治理研讨会 

2009 年 4 月 11 日 高校国际商务谈判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 

2009 年 4 月 11 日 "超主权货币 能走多远"学术论坛 

2009 年 5 月 22 日 中欧经贸研讨会  

2009 年 5 月 23 日－24 日 国际经济与金融学会中国分会第一届年会  

2009 年 5 月 28 日 经济理论大师坎普学术贡献研讨会 

2009 年 5 月 30 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促进分享型增长 2009 国际发展论坛

2009 年 5 月 31 日 全球经济与中国学术论坛―研讨经济复苏与中国作用 

2009 年 6 月 11 日－14 日 
国际营销研究学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营销联合

研讨会 

2009 年 6 月 12 日 商务定性研究方法与国际发表研讨会 

2009 年 6 月 22 日－23 日 中国与全球经济研讨会：经济一体化和保护主义  

2009 年 6 月 23 日 中俄经贸关系研讨会 

2009 年 6 月 25 日－28 日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双学位协会 2009 年学生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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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成功举办国际经济和金融学会（中国）2009 国际学术会议 

国际经济和金融学会（中国）（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Society 

China, 简称 IEFS China）

于 2009年 5月 23-24日在

我校召开第一届国际学

术会议，包括新古典贸易

理论大师Ronald W. Jones

教授、国际贸易理论领域

世界级经济学家 Murray 

C. Kemp 教授在内的 70

多位中外学者齐聚惠园，

标志着我校搭建国际贸易学科国际学术平台取得初步成果。 

本次会议是近几年由国内大学发起并组织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国

际性学术大会，也是我校有史以

来承办的参会的世界级经济学家

最多、与会者规模最大、学术规

格最高的一次学术盛典。会议邀

请到新古典贸易理论大师罗纳

德·琼斯教授(Ronald Jones)、世界

级 经 济 学 家 默 瑞 · 坎 普 教 授

（Murray Kemp）, IEFS 现任会长凯思·麦斯克斯教授 (Keith Maskus)担任主讲嘉

宾。此外，还有包括国际经济学

顶级期刊 JIE, CJE, RIE 的主编

和副主编，宏观经济学顶级杂志

JMCB 的主编和另外四家 SSCI 期

刊的主编和编辑，六位国际研究

性大学经济系的现任主任、院长

和多位讲座教授等应邀发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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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位包括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亚洲其他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在国际经济领域世

界一流的学者齐聚一堂，就国际经济学现实和未来发展以及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

和挑战进行学术性的探讨。  

本次会议共设立 16 个分会场，宣读了 50 篇会议入选论文。国内外学者就商

品和服务贸易以及

直接投资中的政策

壁垒、技术进步和

转让、生产力和收

入分配变化、兼并

策略、产业政策以

及与贸易有关的环

境问题等多方面课

题进行了交流。另外，由于多哈谈判屡遭挫折而双边贸易协定愈发兴盛，学者们

从理论层面积极探寻双边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的关系。对国际金融学的研究

则着重于汇率制度和市场的架构、变革和影响，汇率的波动和资本流动。听众们

对报告给予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促进了国内外国际贸易和金融学研究的交

流，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大会的召开正逢全球经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规模最大的

一次经济危机，多家中外媒体报道了此次学术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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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全球经济与中国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 月 24 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华盛顿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主

题为“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提振经济增长信心”的

全球经济与中国研讨会在我校隆重举行。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正呈蔓延之势，世界贸易保

护主义势力抬头，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也

对中国经济实现保增长的目标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此次研讨会旨在深入剖析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和

后果，研究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向世界明确

发出中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提振信心，促

进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和结构调整，推动全球

经济的复苏和国际贸易正常发展。 

大会分为 “贸易保护主义的前世今生”和“抑制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选择”两个分议题，邀请中外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专

业人士近百人与会，国内外多家知名媒体对会议进行的报导和专题采访。斯坦福

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教授、美国前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 Deborah Platt 

Majoras 女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隆国强研究员、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暨我校

长江学者王家骁教授、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傅东辉、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黄建忠教授、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余本林副局长、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



科研国际化 

 77

心副主任刘海民博士、原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周世俭教授、中国家具

协会朱长岭副理事长、江苏好孩子集团公司竺云龙副总裁等与会并发表观点。我

校林桂军副校长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担任大

会主席。我校张汉林教授、许亦平副教授、崔凡副教授等分别作主题发言。 

此次研讨会得到中国商务部的重视和支持，并获得社会的积极反应和中外媒

体的高度关注。多家国内新闻媒体以及路透社等国际媒体报道了此次研讨会。新

浪财经对会议进行全程网络直播，引起热烈反响。 

"超主权货币能走多远"学术论坛引多家媒体关注 

4 月 11 日上午“全球经济与中国”大型学术论坛的第三辑：“超主权货币，

能走多远”在我校

举办。论坛由我校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主办，我校副校长

林桂军教授、中国

社会科学院国际金

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高海红研究员、《经

济学人》集团驻华

首席代表许思涛先生、英国 Aspect Capital 基金管理公司全球策略研究员夏威博

士先后进行主题演讲，发表自己对“超主权货币”可行性的看法，并回答观众提

问。 

林桂军副校长做题为“Reform of global reserve currency”的演讲，为现场听

众详细讲解了我国外汇储备累积的原因以及外汇错配的弊端。高海红研究员主要

阐述了超主权货币的定义，主权货币体系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以及中国在当前

形势下究竟有何选择三个问题。许思涛先生分析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利

弊，话题转到超主权货币后，他为超主权货币寻“锚”，对超主权货币的可行性进

行了分析，最后从欧元的成败谈到中国高储蓄下的汇率制度改革。夏威博士介绍

了近现代经济发展与世界货币供给的相互关系，分析了两个增长即指数与线形增

长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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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法律制度与金融海啸背景下全球化治理研讨会”召开 

3 月 7 日，由我校主办的“WTO 法律制度与金融海啸背景下全球化治理研讨

会暨 WTO 法学之父杰克逊教授新著《WTO 与国家主权》（中文版）首发式”隆

重召开，杰克逊教授、中

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总编辑、中央财经大学发

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邹

东涛教授、商务部政研室

副主任王子先研究员、世

界银行客座研究员赵龙

跃博士出席。林桂军副校

长出席活动并致辞。 

在研讨会上，杰克逊教授结合多年来在 WTO 争端解决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实

践经验，在近年来对国家

主权的传统观念及一些国

家的霸权实践进行深入反

思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他

所倡导的“现代主权观”，

着重讲解他所独创的“权

力分配理论”。 

我校法学院教授、

WTO 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盛建明博士以杰克逊教授新著中文版译者之一的身份对

杰克逊教授的演讲和学术思想进行了点评。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子先研究

员对杰克逊教授的演讲和大会主题进行了点评。 

最后，我校师生用熟练的英文与大师对话，探讨包括购买美国货法案、多哈

回合及金融危机对策等方面的许多热点问题。在回答问题时，杰克逊教授鼓励经

贸学子不要因暂时的危机丧失信心，在全球治理特别是加强全球治理要素的国际

裁决机构的建设和解释方面，国际经济法专业的学生将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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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高校国际商务谈判教学与研究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4 月 11 日，首届国际商务谈判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在我校举行。研讨会

由我校和中国国际商务谈判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我校经贸学院国际商务研究中

心承办。中国国际商务谈判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陈达先生致辞。 

  

研讨会特邀国际商务谈判领域的知名专家，加拿大约克大学史蒂芬·韦斯教

授做主题发言。韦斯教授就国际商务谈判的研究动态、教学方法，特别是谈判模

拟教学进行了演讲。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王健教授就中国人商务谈判行为方式

及其社会文化因素，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白远教授、北方工业大学的郝凯教授、

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夏海泉等就国际商务谈判手的培训、教材、案例库、

模拟谈判教学法、高校学生模拟商务谈判比赛等问题等分别作了演讲。研讨会上，

中外学者、专家就中西方高校国际商务谈判教学与研究展开热烈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全球，许多国家

纷纷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因此而产生的

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不断，企业的收购、并购案频频发生，政府间的贸易摩擦不

断，政府和企业急需具有国际商务谈判能力的人才。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对增进商

务谈判研究和教学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商务谈判高级人才的培养起

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高校从事国际商务谈判教学研究的学者与业界专家之

间的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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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办经济理论大师坎普学术贡献研讨会 

5 月 28 日下午，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成功举办默瑞·坎普教授学术贡献研

讨会。研讨会由国际经济

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

主持。副院长葛嬴、刘树

林、殷晓鹏副教授、姚顺

利副教授、龚炯副教授、

董保民副教授、张锦博士、

李建培博士、樊瑛博士等

教师以及博士生、硕士生、

荣誉试验班及其他本科学

生近四十人参加了演讲会。会议正值我国农历端午节，但是大师的风采和学术的

魅力依旧吸引了众多听众。 

坎普教授发表题为“关于贸易收益的分析：贸易理论的回顾”的主题演讲。

他用平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从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中关于贸易

收益的各种争论。大师以其坚实的经济学基础和丰富的经济学知识给在座的听众

描绘了一幅清晰的理论框架和发展脉络画卷，使与会人员对国际贸易理论未来的

研究领域和发展方向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都深感收获颇丰。 

现年八十三岁的坎普教授是亚太地区经济学公认的领军人物，贸易理论的代

表人物之一。他与保罗·萨缪尔森教授共同创建的“叠代模型”（OLG）是经济

学分析上的划时代贡献之一。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曾在伦

敦经济学院、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哥伦比亚大学、麦吉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新南威尔士大学以及麦考瑞大学任教。他在微观经济理论、国际贸易、产业组织、

劳动经济学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坎普教授笔耕不辍，迄今共发

表了 237 篇 学术论文和 17 部专著，是国际上最孚众望的经济学大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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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成功举办促进分享型增长国际发展论坛 

5 月 30 日，以促进分享型增长为主题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9 国际发展论

坛成功举行。 

论坛由国际经济贸易

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主

持。来自国家发改委、中

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

我校师生近 100 人参加论

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爵士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风险、激励与

危机”（Risk, incentives and crises）的主旨演讲，阐述了危机形成机制与中国当前

面临的全球金融危机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一机制中，经典的“Moral hazard”

现象起着关键的作用。 

我校中国国际发展中

心主任赖平耀博士全面阐

述了促进分享型增长的内

涵以及转变中国发展模式

的路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姚洋教授、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

教授、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办公室高级顾问 Fred Dubee 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微观研究室主任朱恒鹏研究员等学者也就促进分享型增长提出了独到

的见解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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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国内著名媒体到场对论坛作了全程追踪报道，这些媒体包括 CCTV、新

华社、人民网、新浪财经、经济参考报、资治文摘（国家新闻署杂志）、国际经

济评论、« China & World Economy »（SSCI 杂志）等等。CCTV、新浪财经对莫

里斯教授分别作了专访。«资治文摘»等媒体分别对参会嘉宾中对增长与收入分配

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作了个人专访，征询他们对如何改进中国收入分配的看法。 

论坛期间，徐子建副校长会见莫里斯教授。部分与会嘉宾还访问了中国国际

经济交流中心，中心秘书长、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先生接见了莫里斯教授等中

外学者，探讨了加强学术合作的事宜。 

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

是我校在国际发展领域内

与国内外学术界开展合作

的一个良好开端，莫里斯

爵士向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赵忠秀院长明确表达了与

我校在国际发展及其他领

域内保持联系与合作的愿

望。 

本次论坛为推动“分享型增长”理念在国内学术界与公众中的传播作了有益

的工作，这一工作在论坛结束后将继续下去。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已经进入中国政

府关注的重大政策议程，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与会者表示相信，在中

国政府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国内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趋势将能够从

根本上得到扭转，“分享型增长”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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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与中国学术论坛――研讨经济复苏与中国作用 

5 月 31 日，由我校主办，我

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中国国际

发展中心承办，《国际经济评论》

杂志、China & World Economy 杂

志、美国中美战略研究院协办的

“全球经济与中国”第四辑：全

球经济复苏与中国的作用”大型

学术论坛在我校宁远楼三层报告

厅举行。陈准民校长、林桂军副

校长出席论坛并致辞。论坛由经贸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主持。 

1996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莫里斯

（James A. Mirrlees）爵士出席

论坛并发言。联合国秘书长办公

室高级顾问 Fred Dubee、发改委

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正司级

巡视员刘旭红、美国中美战略研

究院总裁谭伟东等应邀出席论

坛。 

论坛在我校师生中间产生了

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通过

本次论坛对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

中国应该采取的措施和发挥的作

用有了更好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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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成功举办 2009 年学术年会 

6 月 22-23 日，由我校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我校国

际经济贸易学院、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及经济学会协办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 2009 年学术年会在北京成功举行，本次会议

的主题是“中国与全球经济：经济一体化和保护主义”。 

 

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殷晓鹏副教授主持开幕式，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赵忠秀院长和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我校长江学者王家骁

教授分别致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福州大学以及美国、

加拿大、韩国、比利时、台湾、香港等地的 30 多位海内外学者出席了此次学术

盛会。我校科研处、宣传部、国际合作交流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保险

学院、金融学院的领导及 40 多名教师和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年会。 

 大会共收到论文 50 多篇，从中遴选出 21 篇在大会上宣读，涉及贸易和全

球化、生产率和经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环境和经济、对外贸易相关问题以

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等 6 大主题。大会为每位发言人指定了

一位论文点评人，点评者对宣读的论文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评论，所产生的学术

交锋激起了进一步的讨论，受到与会者的欢迎，他们通过研讨加深了对当今国际

贸易热点问题的理解，拓展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并借助年会平台扩大了与国内外

学者的学术交流。 

学术年会是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年度多项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

校加强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林桂军副校长在会前会见了部分参会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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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我校启动 211 工程子项目“经济学博士项目外部评估”工作 

根据校党委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提出的“以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

学为统领，着力创新工作思路”的要求，为了进一步提升我校科研和学科建设水

平，促进我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并强化我校国际化特色，我校于 2009 年上半年

启动了经济学博士项目外部评估工作，将于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13 日聘请海外专

家组对我校经济学博士项目进行初评。 

7 月 7 日我校召开了经济学博士项目外部评估工作启动会议，林桂军副校

长、张新民副校长出席会议，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赵忠秀院长、科研处叶文楼处长、

研究生部杨长春主任和国际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并议定了“我校经济学博

士项目外部评估”工作方案。方案如下:  

一、 评估的意义 

博士项目外部评估项目是 211 工程子项目，是我校包括联合培养、优秀博士

论文和项目接受外部评估在内的人才培养三大举措之一，旨在通过外部评估找出

差距，提高我校人才培养和科研水平。我校将经济学博士项目作为博士项目评估

的试点，并在国内专家和海外专家评估两个备选项中选择海外专家进行评估。 

二、 评估阶段与初评时间 

评估将分为初评、整改和验收三个阶段。初评工作定于 2009 年 11 月 11 日

至 11 月 13 日在我校进行。 

三、 评估过程中学校各部门分工 

1．外部评估由我校 211 办公室领导； 

2．经贸学院成立工作组，根据评估专家组提出的自评模版做好评估前的自

评工作（评估自评模版附后）和基础材料准备工作； 

3．研究生部全面参与并进行财务安排； 

4．国际处负责联络和接待海外评估专家（为了保证评估的客观性，此次评

估专家组的联络工作由国际处负责，评估单位不能直接联系）。  

四、 关于评估机构和专家的选择 

美国的评估机构全部为非政府组织，没有官方评估机构。经美国大学委员会

推荐，此次评估由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经济系 John Siegfried 教授组织并主持。

Siegfried 教授 1997-2000 年任美国经济学会秘书长、目前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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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理事、经济学教育联合会理事，他不仅是世界经济学

领域的知名学者，近年来在经济学教育特别是经济学博士培养质量控制等领域取

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五、 专家组名单 

从 Siegfried 教授推荐的 8 名专家中选出下列 5 名作为此次评估的专家组成

员和在评估中负责的方面如下： 

1．Dr. John Siegfried 

专家组负责人，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负责应用微观

经济学（Applied Microeconomics）的评估；   

2．Dr. Tong Li 

专家组成员，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负责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的评估；  

3．Dr. Douglas Pearce 

专家组成员，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负责

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Macroeconomics）的评估； 

4．Dr. Susan Chun Zhu 

专家组成员，美国密西根州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负责国际经

济学（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评估；  

5．Dr. Keith Maskus 

专家组成员，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负责贸易和其他专

业领域（Trade and others）的评估。 

其中包括两位华人教授，但为了保持评估的客观性，两位华人教授与中国大

学没有任何行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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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国际学术交流与讲座 

法国巴黎高等商业学校副校长夏代尔教授来我校讲座 

1 月 6 日下午，法国巴黎高等商业学校副校长夏代尔应邀来我校作题为《如

何打造强势品牌》的讲座，英语学院 60 多名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讲座，讲座由

英语学院副院长俞利军教授主持。 

 

在讲座中，夏代尔教授阐述了品牌价值的重要性，详细分析了品牌建设与各

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认为品牌是企业最具价值的一种无形资产，介绍了如何实施

品牌战略、如何规避品牌投资风险、多种品牌管理模式、品牌营销策略，以及品

牌经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对成功企业品牌需要可持续发展的见解。 

夏代尔教授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 MBA 学位，后在巴黎大学获

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多家跨国公司的经理人和高级主管，后担任法国巴黎

高等商业学校校长达 10 年之久，退休后返聘为该校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活

跃在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营销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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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Stephen E. Lucas 教授来我校讲学 

4 月 28 号下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W-Madison）传播艺术学

院 Stephen E. Lucas 教授在我校做了题为“Barack Obama and the power of public 

speaking”的讲座。讲座由英语学院王立非院长主持，我校近 160 名师生参加了

讲座。 

 讲座中，Lucas 教授的

核心观点是：奥巴马赢得

2008 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主

要原因之一是他有非常强

的演讲能力。Lucas 教授首

先分析美国的政治制度，接

着他为听众展示了奥巴马

“ Yes, We can ”、“ Just 

Words” 以及奥巴马的总统就职演讲等演讲片段，对每次演讲的内容和风格进行

了解读，同时指出技巧和手段固然重要，但演讲成功的关键是演讲内容。Lucas

教授诙谐幽默的演说以及生动的视频片断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Lucus 教授 1972 年开始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总校，应邀主持并参加

的各类演讲培训项目几乎遍及全美各地的高校。Lucus 教授学术成就卓著，他的

第一本著作《反抗的征兆：费城的修辞与革命(1765—1776)》获得美国传播学会

1977 年度金奖并获普利策奖提名，此后又以一系列的重要文章如《美国公共演

讲的复兴：修辞学批判的文本和语境》(1988)、《独立宣言的风格艺术》(1990)、

《独立宣言的修辞学溯源》(1998)等荣获美国传播学会专题论文年度金奖。他所

著的《公共演讲的艺术》（The Art of Public Speaking）在 26 年中连续再版 10 次，

成为美国最权威，最受欢迎的公共演讲教材。他的最新著作《Words of A Century: 

The Top 100 American Speeches》也成为了该领域里程碑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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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语言，放眼世界 ——巴黎三大 Guillard 教授先生举办讲座  

4 月 7 日，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应用外语系主任 Guillard 教授在我校举办了“法

德—欧洲经济的发动机”的讲座。外语学院法语系教师洪晖、法语专业本科生和

中法兰斯班的四十多名同学参加了本次讲座。 

 Guillard 教授阅历丰富，学识渊博，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均有深入研究。

他从法国和德国间的交往历史谈起，介绍了法德两国从敌人到伙伴的历史过程，

并以此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欧盟的建立、发展以及各国间经济文化的交往。他

生动的讲解让在场师生听得津津有味，风趣幽默的语言不时引起阵阵笑声。 在

讲座结束后，Guillard 教授与同学们就中法关系、全球金融危机等热点话题进行

了交流。Guillard 教授耐心地解答了同学们的问题。本次讲座使同学们收获颇丰，

不仅锻炼了法语听说能力，还加深了对国际形势的了解。 

 

移民现象与文化认同——美国纽约大学梁浩瀚教授讲座 

6 月 11 日，应我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邀请，美国华人学者、社会学博士、

纽约大学教授梁浩瀚为该院国际政治系师生做题为“移民现象与文化认同”的讲

座。讲座由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戴长征院长主持。 

梁教授在讲座中为在座师生演示了自己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有关美国小城镇

亚裔移民的研究情况，重点比较分析美国华裔与印度裔移民现象。梁教授将移民

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分为初期阶段（Initial Stage）、适应阶段（Adaptation Stage）、

定居阶段（Settlement Stage），以随机抽取的 17 名华裔移民及 14 名印度裔移民

为调查对象，分阶段分领域进行比较分析，通过生动形象的案例展示美国亚裔移

民的心理与情感，在此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家庭与家族观念深深扎根于亚裔移

民内心，来自亲友的帮助是亚裔移民在美国社会完成适应阶段的重要一步。梁教

授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海归现象”及其成因做出了有力解释。 

当今欧美发达国家人口结构中外来移民比例逐年攀升，跨国移民现象已成为

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新兴热点问题。梁教授的精彩讲座引发了与会国际政治系师

生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熊李力老师、檀有志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就自己感兴趣

的问题发表意见，与梁教授展开热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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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落实国家战略――积极推进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在国际上汉语学习需求不断升温的良好发展势头下，在学校汉语推广领导小

组的统一部署和坚强领导下，我校根据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这一

理念的创新思路，加快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进程，进一步巩固学校应用型对外汉

语教学与研究在国内高校的领先地位。3 月 11 日，我校商务汉语国际推广中心

正式成立，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着手进行品牌建设和产品设计，充分利用我校经

管文法四大学科门类优势，以中国经贸文化和商务知识培训特色培训项目促进中

外理解，推动经贸往来，为汉语国际推广独辟蹊径，申报国际商务汉语教学与开

发基地获得成功。 

海外孔子学院建设进展顺利 

迄今为止，我校已经发展了 6 所孔子学院项目，他们分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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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孔子学院项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项目和美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孔子学院项目，分布在亚洲、欧洲、

北美和拉丁美洲。各孔子学院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和文化活

动，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办学模式，成为所在国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

国的重要场所，受到当地社会各界的欢迎，同时也扩大了我校的国际知名度和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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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希腊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孔子学院计划于2009年10月举行揭牌仪式，美

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孔子学院计划将于2010年初举行揭牌仪式，哥伦比亚

麦德林孔子学院和法国兰斯管理学院孔子学院合作项目正在联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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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开招聘后备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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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玲书记与我校派往希腊、日本就任的孔子学院院长座谈 

3月3日，我校汉语推广领导小组组长、校党委书记王玲与我校选派担任希腊

雅典经济商业大学、日本福山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杨秀琴、吴英杰同志座谈，

鼓励他们推进我校海外孔子学院建设，做好商务汉语推广工作。 

王玲书记首先对吴英杰、杨秀琴同志通过学校及国家汉办的严格筛选和面

试，正式成为我校与日本福山大学、希腊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共建孔子学院的中方

院长表示祝贺，并对他们提出殷切的期望。 

王书记指出，海外孔子学院的院长不仅仅是我校在海外进行商务汉语教学的

负责人和管理者，更应当成为推进和谐的中国“文化大使”、“商业大使”和“教

育大使”，要担负起传播我国优秀文化、促进商业贸易往来和教育交流的责任，

同时也应当成为我校驻所在地的联络点和宣传基地，做好我校海外宣传和对外合

作交流的工作。 

王玲书记强调，要充分依靠、发挥我校对外经贸优势学科群的特色，大胆创

新，探索出具有我校学科特色的商务汉语推广和海外孔子学院建设的路子，精心

在商务汉语的教学、研究和标准制定上下工夫、花力气，打造我校海外商务汉语

推广的品牌。在海外孔子学院的运作形式上要开动脑筋、灵活多样，要与当地汉 

 

 



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92

语和中国文化的学习的需求相结合，要依靠驻在国使领馆整合所在学校、当地华

人和企业家等资源，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力争实现我校海外孔子学

院的可持续发展。 

王玲书记还根据希腊和日本的不同情况，对希腊雅典经济商业大学、日本福

山大学孔子学院的发展提出建议。她要求我校赴海外孔子学院的同志，认真做好

项目规划、及时总结经验，保持与双方学校的良好沟通，力争为我校其他海外孔

子学院建设探索新的经验和作法。 

王玲书记认真听取了两位即将上任的孔子学院院长对汉推教师队伍建设的

建议和要求。王玲书记最后表示，汉语推广工作总体上要有利于学科建设、有利

于调动教师积极性激发教师潜能、有利于吸引人才从事汉语推广工作，要将汉语

推广工作与我校学科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目标结合起来，学校组织、人事

部门、继续教育学院、外语学院要关心派出教师的赴外工作期间的职称评定、生

活待遇等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共同推进商务汉语海外推广工作。 

 

希腊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孔子学院  

3月10日-12日，胡福印副校长率团赴希腊雅典经济商业大学访问，洽谈两校

协议、考察孔子学院筹备情况并拜会我国驻希使馆罗林泉大使，罗大使对我校与

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共

建孔子学院和开展全

方位的交流与合作给

予了高度评价，表示中

国大使馆将对孔子学

院的发展提供全力支

持。经贸学院院长赵忠

秀和将派往雅典经济

商业大学孔子学院任中方院长的杨秀琴陪同考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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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雅典经济商业大学校长Professor Gregory P. Prastacos访问我

校。王玲书记、胡福印副校长、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了Prastacos校长。王玲书记

向Prastacos校长转交了我校草拟的两校学术合作协议、共建孔子学院协议、孔

子学院揭牌仪式程序等文件。两校领导就协议文本、孔子学院揭牌等具体事项进

行了深入交流。国际处副处长夏海泉、商务汉语国际推广中心执行主任韩亮、将

前往雅典担任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杨秀琴老师、国际处处长助理项洁等参加会

见。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UTSA)孔子学院 

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连大祥教授的积极沟通和协调下，我校

与该校共建的孔子学院项目准备工作进展顺利。美方与国家汉办的合作意向书以

及美方与我校之间的合作协议书内容已基本敲定，计划年内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书，明年年初举行揭牌仪式。 

 

日本福山孔子学院 

福山孔子学院目前共开设 7个教学班教授学生汉语及中国文化知识，其中汉

语班 5个，中国文化班 2个。3月 6日福山大学孔子学院与福山大学经济系共同

邀请我校客座教授赵旭梅做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专题演讲。3月吴英杰院长走访

了福山历史最悠久的东小学，与小林诚校长及部分教师就汉语教学与推广进行会

谈，并向该校学生赠送了国家汉办印制的精美书签。近日，福山孔子学院协议各

方正积极协调，共同筹备将于今年在北京举行的由我校、上海师范大学和日本福

山大学三方参加的福山孔子学院第二届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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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 

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目前共有 12 个教学班，其中初级班 6 个，中级班 3

个，高级班 1个，儿童初级班 2个。除了本院学生教学工作外，孔子学院还为国

立人文大学其他学院学习汉语的学生开设相关课程，如为语言学院、国际关系学

院、经济学院的学生开设基础汉语、中国哲学史、高级汉语和商务汉语等课程。

5月 30 日孔子学院成功举办了 HSK 考试，共有 30 多名学生报名参加了考试。国

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还定期举办关于中国文化、中国经济的系列讲座：2月上旬，

孔子学院与莫斯科一家茶社合作，由茶社经理整个学期作中国茶艺系列讲座，学

生有 40 多人，讲座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最后考试，由孔子学院

发结业证明；3月 19 日举办中国春节晚会，刘贵友院长作了《中国年画》讲座；

5 月 15 日举办《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第一届‘莫斯科’武术节》；6 月

举办中国书法比赛。 

今年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又为孔子学院提供了三间可独立使用，一间与兄弟

学院共用的教室，从而改善了学院的教学环境，促进了孔子学院的进一步发展。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两方代表将参加今年 8 月 23 日-24 日在俄罗斯符拉迪

沃斯托克召开“欧亚地区孔子学院 2009 年联席会议”。 

 

墨西哥新莱昂自治大学孔子学院 

新莱昂自治大学孔子学院的工作并未受到 H1N1 甲型流感疫情的影响，相关

文化课程的教授和课外讲座仍然按照教学计划逐步进行。施建军校长率团参加了

于今年 7 月 27 日-29 日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召开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地区孔

子学院 2009 年度联席会议”,与新莱昂自治大学孔子学院墨方院长就孔子学院的

共建问题进行工作会谈,达成一系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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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港澳台工作 

台湾中原大学法学院邝承华教授一行访问我校 

4 月 7 日，台湾中原大学法学院邝承华教授一行三人访问我校，我校 WTO

研究院张汉林院长和屠新泉博士会见来宾。双方就海峡两岸经贸关系中的热点问

题进行了探讨，并就推荐学生到对方学校攻读博士学位达成意向。 

香港理工大学代表团访问我校 

4 月 9 日，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苏詠昌教授率领的代表团访问我校。

英语院长王立非、书记张翠萍、副院长俞利军会见来宾。王院长和张书记对代表

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为进一步加大我校教师、特别是英语学院教师及研究

生国际化培养力度，向来宾表达我院拟送部分优秀教师、研究生去香港理工大学

进修学习的意向。俞教授向来宾介绍了英语学院的师资、院系设置、国际交流合

作等情况。 

会谈中，双方重点就香港理工大学学生 WIE（Work-Integrated Education）项

目进行实质性磋商，确定了项目的具体时间、课程安排、费用等细节内容。双方

对未来的合作前景充满信心并表示努力促成该合作项目的早日实现。 会谈后，

香港理工大学代表团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我校 TBC 中心。 

下午，客人与我校商业英语系教师以及应邀来我校交流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

教授 Michael Goodman、英国华威大学 Stefanie 博士就各自研究领域以及最新进

展进行了座谈。 

施文森教授详谈保险法观念的比较 

4 月 14 日，施文森教授来我校访问并为保险学院师生做了题目为“两大法

系下保险法观念的比较”的讲座。 

施教授首先讲解了保险法的发展史和基本理念。他指出，保险法的发展经历

了从海上到路上，从财产到人身，从英国到其他国家的过程。他的讲解幽默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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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带有浓厚的学术色彩，更添加了很多过去的发展趣事，大家在笑声中了解了

不少保险法的知识。接着，教授讲解了两大法系下保险法观念的不同，条理清晰，

并列举了很多的案例，使大家对其理念得到更深的理解。讲座给大家的印象十分

深刻，使同学们对保险法的理解更深入了一个层次，同时施教授还给大家推荐了

很多书籍，为大家的学习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和方法。讲座中，施教授流露出的强

烈爱国情感更是感染了大家。 

施文森教授曾任台湾司法院大法官，现任台湾优遇大法官，原为政治大学法

律系主任、保险研究所所长、保险系主任，有十分丰富的经验，是一位博学的保

险法大师。 

香港律政司副首席检察官沈仲平大律师来我校做专题讲座 

5 月 14 日，为提高我校师生的法律专业知识水平，加强内地和香港的学术

交流，英语学院和法学院联合邀请香港律政司副首席检察官沈仲平大律师为我校

师生做专题讲座。沈仲平，1982 年公费留学英国获伦敦大学法学博士，现为英

国、香港高等法院及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大律师，澳洲首府坎培拉最高法院大律師

及律師，香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周南教授访问我校并做学术讲座 

6 月 5 日，国际商学院邀请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学系主任、武汉大学长江

学者周南教授来院访问，举行了主题为“如何用‘读者反馈法’研究消费者对广

告诉求的解读”的学术讲座。国际商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博士生参加讲座。 

周南教授从轻松、活泼的案例入手，阐述了其所进行的消费者对广告诉求解

读的研究、研究基础及存在的争议，介绍了研究中采用的广告样本、访谈对象、

读者反馈法、注重过程等研究方法。周南教授还就研究中涉及的本土文化和消费

者价值观全球化、全球式和中国式的广告诉求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解

释。讲座通过生动的案例、录像，引领听众用读者反馈法进行分析，整个讲座气

氛热烈、活跃。会后，大家纷纷就研究、学习中遇到的相关问题与周南教授进行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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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成功开展与台湾高校的学术合作交流 

6 月 7 日至 11 日，由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应用国际贸

易研究所所长姚顺利副教

授和金融学系许亦平副教

授组成的学术访问团成功

访问了台湾大学农业经济

系和政治大学经济系，就

双方开展学术合作，尤其

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领域开展学术交流

合作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探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6 月 8 日，赵忠秀教授和徐世勳教授分别代表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和台

湾大学农业经济系签署了院系间学术合作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在未来 5年内，

双方将在师生交流、合作研究、设计与组织课程、会议、研讨会与学位计划、学

术出版等领域开展合作。双方着重探讨了采用 CGE 模型开展对外贸易、区域发展

政策效果评估项目合作研究的工作计划。此项研究成果将为制定和调整两岸经贸

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在交流访问期间，访问团和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北大

学的多名学者进行了多次学术座谈，赵忠秀教授和姚顺利副教授还分别在台湾大

学和政治大学作了题为“生产率与出口目的地市场的关系”和“为什么中国的

出口不那么特别”的专场学术报告，受到了师生的热烈欢迎。 

根据初步商定，许亦平副教授将作为访问学者于今年秋天赴台湾大学开展

CGE 合作研究，我校也将邀请台湾方面的学者来经贸学院访问讲学。在 CGE 研究

领域，台湾高校的研究水平居于亚洲前列，其应用推广能力也比较强。开展此领

域的合作，对于加强我校国际贸易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增强

我校数量经济学学科的特色也有很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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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岭南大学崔耕教授访问我校 

6 月 10 日，香港岭南大学崔耕教授来我校访问。我校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马春光教授，院长助理、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汪洋会见来宾。

双方就今后如何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展开了友好会谈。中心其他工作人员出席

会议。 马春光教授首先代表研究中心主任，我校副校长兼商学院院长张新民教

授对崔教授的到来表示感谢和欢迎。马春光教授从政府层面到微观案例就中国企

业如何走出去以及走出去过程中理论的指导意义等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崔耕教

授就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并介绍了香港部分大

学研究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概况。 双方就研究焦点进行了深入探讨。 

台湾就业指导专家到我校交流 

6 月 15 日，台湾 PAC 职业测评中心执行副总廖郁菁女士、业务顾问叶薇薇

女士在北京教博会工

作人员的陪同下到我

校参观访问，与我校就

业指导中心工作人员

进行了大学生就业指

导专项交流。国际合作

交流处暨港澳台办公

室副处长夏海泉参加

会见。 

廖郁菁、叶薇薇女士是台湾地区就业和职业生涯规划专家，此次来京是参加

北京市教委主办的第六届北京国际教育博览会的。PAC 测评中心是台湾地区最

大的服务高校的职业测评机构，服务覆盖台湾绝大多数高校，协助高校进行学业

辅导、就业辅导和职业生涯规划。 

我校就业指导中心介绍了大陆高校就业工作体制、我校就业工作的基本情

况、金融危机背景下我校就业工作等几方面情况，并就下一步合作与台湾同仁进

行了探讨。交流会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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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科研和人才培养国际化产出 

科研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是高校办学质量的主要组成部分，科研和人才培养

的国际化水平程度是通过学术成果国际发表的数量、研究人员在国际上的知名

度，以及学校对国外学生的吸引力、本国学生国际就业的竞争力和学生结构多元

化来衡量的。 

8.1 研究成果的国际化⑤
――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升 

2009 年上半年（截止 2009 年 5 月底），我校科研国际化发展势头良好，科

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升，仅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就有 16 篇国际论文发表，

并被 SCI、SSCI 和 EI 等国际引文索引收录（据不完全统计，2008 年我校教师有

19 篇论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 

其中，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发表的"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pillover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还荣获了由

世界著名学术出版集团 Emerald 颁发的“高度推荐奖”。 

由于科研成果的发表、统计需要一定的周期，这里我们以 2008 年发表的重

要国际论文和 2009 年上半年统计到的国际论文发表作为科研的国际化产出。 

崔凡，2008， "Who Are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TO?," The Law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 : No. 1, Article 7.  

林桂军，2008, "A Decade of Flow of Funds in China (1995-2006)" (with Ronald M. Schramm),in 

China and Asia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nteractions, edited by Yin-Wong Cheung, Kar-Yiu Wong, 
Routledge. 

孔淑红, 2008, "Is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nual Tax Revenues Unnatural?" (with M. Peter van 

der Hoek), 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20 (4), 554-570.  

赖平耀, 2008, “China’s excessive investment”,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16 (5): 51-62   (SSCI) 

王强、储昭昉，2008,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ird-Party Logis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Transportation Journal，Vol.47，No.3, 48-58。所发表的论文由王强教授和储昭昉博士生与

美国 Southern Mississippi 大学 Fujun Lai 博士和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周强博士合作完成 
（SSCI）。  

                                                        
⑤数据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处及各学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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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淑红, 2008, "The Dual Corporate Income Tax in China: The Impect of Unification" (with Peter 
and 李真子), 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 20, Issue 4. 

王强，2008，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pability of Third-Party Logistics Providers: A 
Resource-Based View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with Lai, Fujun  Dahui Li and Xiangde 
Zhao）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Vol.44，No.3, 22-38 。 

赵忠秀, 2008,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pillover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与 Chenqi Wang 合作）,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Foreign Trade Studies, 

Vol. 1 (1): 8-20.  

朱明侠，2008 "The Development of Franchising in China"，Journal of Marketing Channels, Vol. 
15, Issue 2/3。    

门明，2008, “Studi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latility in China’s Stock Market”（与我校博士

生西村友作和中信证券李瑞合作），Global Business and Finance Review。 

陈志鸿, 2008, “Testing Multivariate Distributions In GARCH Models”（与 Jushan Bai 合作）

Journal of Econometrics，Vol. 143, p19-36。该论文提出了一种检验多元随机变量分布的新方法，并

将其应用于检验实际金融数据的分布。Journal of Econometrics 是经济学界一流的国际学术期刊，由

Elsevier 出版社出版发行（SSCI ）。  

葛嬴，2008，Foreign Ownership and Productivity in Joint Ventures (with Yashen Ch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ume 56，895－920 （SSCI）。  

赵忠秀，2008, “China’s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World”，The Chinese Economy。该

文由赵忠秀教授和美国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的 Kevin H. Zhang 教授合作完成。 

葛嬴，2008, “Intercity Income Inequality, 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China”, with G. Anderson, 

Jou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 

王强，2008,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Third-Party Logistics Firms in China”,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3(2): 
138－150。所发表的论文由王强教授与美国 Southern Mississippi 大学 Fujun Lai 博士和香港中文大

学赵先德教授合作完成（SSCI）。 

吴卫星，2008, “Cooperative Hedging with a Higher Interest Rate for Borrowing”,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SCI/SSCI) 

黄勇,2008, “Pursuing The Second Best：The History, Momentum，and Remaining Issues of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Antitrust Law Journal (SSCI) 

佟宏志 ,2008, “Learning Rates for Regularized Classifiers Using Multivariate Polynomial 
Kernels”, Journal of Complexity (SCI&EI) 

崔金红,2008, “Research on Google Map Algorithm and Implementa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 Computational Science (EI) 

李建培, 2009, Efficient Tournaments in Teams, joint with Alex Gershkov and Paul Schweinzer,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0, Issue 1, 103-119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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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许亦平、孙华妤，2009，“Accounting for China-US Trade Imbalance: An Ownership- 
Based Approach”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杨伟勇，2009，"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s and Rural Incom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ovinces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 China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SSCI） 

江萍，“A Transparency Disclosure Index Measuring Disclosures: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coauthored with Yan-leung Cheung and Weiqiang Ta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forthcoming (SSCI) 

杨伟勇，2009, Forest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Resource Balance in China: An Assessmen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th Demurger and Hou Yuanzhao,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18: 17-41.   

 唐 宜 红 ， 2009 ， “ EU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against China: Characteristics 
and Determinants”，The Chinese Economy, forthcoming（与徐世腾博士合作） 

陈延晶, "Agglomer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ase of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SSCI) 

赵忠秀，吕智, 2009，"Global Supply Chain and the Chinese Auto Industry," The Chinese Economy, 

forthcoming 

李建培, "Partnership Dissolution, Complementarity,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joint with Elmar 

Wolfstetter, Oxford Economics Papers, forthcoming (SSCI) 

赵忠秀，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pillover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Foreign Trade Studies has been 
chosen as a Highly Commended Award Winner at the Emerald Literati Network Awards for 
Excellence 2009. 

葛嬴，"Distributional Overlap: Simple, Multivariate, Parametric and Non-Parametric Tests for 

Alienation, Convergence and General Distributional Difference Issues," with G. Anderson and T. 
Leo, Econometric Reviews, forthcoming (SSCI) 

刘树林，王明喜，2009, Sealed-bid auctions based on Cobb-Douglas utility function, Economics 
Letters, forthcoming (SSCI) 

姚顺利，2009，Why Are Chinese Exports Not So Special?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forthcoming (SSCI) 

李建培, 2009, Team Production with Inequity-averse Agents, Portuguese Economic Journal, 

forthcoming (SSCI)  

洪俊杰，2009， Firm heterogeneity and location choices: evidence from foreign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in China, Urban Studies, forthcoming (SSCI) 

葛嬴, 2009, Globalization and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Vol. 27, No. 

3, 550-559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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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毕业生的国际化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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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外籍毕业生已成为我校毕业生的重

要组成部分。 

8.2.1 我校中国籍学生的国际化就业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2009 届毕业生（总计 2757 人）中出国留学和到

涉外单位工作毕业生总计 777 人，占全部毕业生的 28%。其中有 30 人在涉外政

府部门工作，124 人在本土公司或机关从事国际业务，344 人在跨国公司工作，

279 人出国深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9年中国籍毕业生

国际化去向图

出国

跨国公司

从事国际业务的本土公司/机关

涉外政府部门

 

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我校 2009 年届中国籍毕业生到跨国公司就

业人数从 2008 年的 657 人减少为 344 人。校党委及时提出多方开拓渠道为学生

提供就业支持的总体思想，就业指导中心、国际处、各院系积极应对，联合举办

了我校首届海外学习项目说明会，提供海外深造的渠道和信息，仅该活动一项就

使我校应届毕业生赴海外深造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 7%。 

 

 
                                                        
⑥数据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就业指导中心；数据截止日期 2009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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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处、就业指导中心联合举办海外学习项目说明会 

4 月 2 日下午，我校第一届海外学习项目说明会在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

举行。活动由国际处和就业指导中心共同牵头举办。 

说明会由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夏海泉主持。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朱明

侠教授介绍美国特拉华州大学 3+2 项目和中国（大连）IBAC 国际品牌引进中心

定向培养项目。国际商学院院长助理王铁栋、金融学院副院长邹亚生、国际处处

长助理项洁、卓越学院院长王云海分别介绍纽卡斯尔大学项目、英国伯明翰大学

和英国鲁斯金大学项目、美国西东大学项目、双学位项目的管理办法、美国南伊

利诺伊大学项目。宣讲会还邀请东方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亢秀兰介绍该中心举

办的各类留学项目。 

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周波

在总结中指出：学校把增加学

生海外学习和实践经历作为

学生就业全盘工作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以“学生

得实惠”为宗旨，为我校学生

就业及深造提供新思路、拓宽

新视野。为了实现信息共享，

让更多同学受益，中心作了大

量细致的准备工作，向应届本

科、硕士毕业生和三年级本科生共计 3000 多名发送了通知短信。周波希望以后

这种项目介绍会能够继续举办下去，真正为学生带来实惠。 

国际处副处长夏海泉在发言中强调，此次活动是国际处和就业指导中心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举措之一，活动的成功举办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本、为师生服

务的指导原则，体现了学习实践活动“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

群众得实惠”。我校将建立长效机制，定期举办学生国际交流项目介绍周等活动，

学校各部门和院系之间将通力合作，为学生未来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更多选择，使

更多学生能够利用学校的资源和渠道，提升综合素质，增强就业竞争能力，成长

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级商务人才。 

三百余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活动，反响热烈，很多同学会后还与

各相关项目联络人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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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学院入学指导中心在我校举办留学美国法学院专题讲座 

6 月 6 日，美国法学院入学指导中心（LSADC）来校举办“对外经贸大学

LSADC 美国法学院入学申请经验交流分享会”，帮助我校法学院学生对进入美

国法学院学习有更加全面而深刻的了解，更加有的放矢地做好准备工作。 

 LSADC，全称 Law School Admission Direction Center，是由美国佛罗里达

州 Disaster Relief Shelter 基金会和一些已获得美国 JD、LLM 学位录取的学生在

美国堪萨斯州设立的，旨在向有志于法律行业的学生和广大法律爱好者推荐美国

法学院的 JD、LLM 项目，并辅助申请人考取相关考试，完成相关流程，从而使

得申请人获得美国法学院 JD、LLM 学位的录取和奖学金。 

 

8.2.2 外籍毕业生 

2009 年我校外籍应届毕业生 378 人，其中 230 人获得学士学位，145 人获

得硕士学位的（英文硕士项目 76 人，中文硕士项目 69 人），3 人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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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7月 10 日，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基本数据如下： 

1. 新签、续签校际交流协议 15 个； 

2. 接待来访团组 51 个，接待外宾 166 人次； 

3. 因公出访团组 37 个，共计 75 人次，前往 17 个国家/地区；  

4. 长期外专/外教 31 人，短期专家/访问学者、讲学 86 人，授予名誉教授 2人

（均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5. 为 211 工程三期骨干教师及学科带头人举办培训 7次
⑦
； 

6. 注册外籍学生 2552 人，其中学历生 1840 人, 占外籍学生总规模的 72％
⑧
； 

7. 交流院校来访学生 347 人次； 

8. 派遣学生出国 83 人次（包括学习、实习、参加考察交流活动）； 

9. 举办国际会议 14 个； 

10. 孔子学院建设项目 6个
⑨
； 

11. 2009 届中国籍毕业生总计 2757 人，其中中有 30 人在涉外政府部门工作，124 人在本土

公司或机关从事国际业务，344 人在跨国公司工作，279 人出国。2009 届外籍毕业生为

378 人
⑩
。 

                                                        
⑦数据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事处 
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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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数据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务汉语国际推广中心 
⑩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国际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