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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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下半年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工作有关情况结成此电子

版专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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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作交流与友好往来 

1.1 合作交流 

 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校区代表团访问我校 

 施建军校长会见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代表团 

 王玲书记会见法国高等对外贸易学院校长让·梅蒙 

 王玲书记会见英国肯特大学副校长一行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美国代顿大学校长柯伦 

 施建军校长会见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校长彼沃瓦尔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代表团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教务长戴安娜·戴维斯教授来访 

 王玲书记会见德国巴伐利亚州科学研究与艺术部部长 

 施建军校长会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科瓦西克 

 施建军校长会见 WTO 上诉机构前主席、法学专家 Bacchus 先生 

 施建军校长会见国际商务专家 Oded Shenkar 教授 

 胡福印副校长接见三菱商事中国副总代表岩城宏斗司 

 林桂军副校长接见黎中友协会长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日本福山大学大久保勳教授 

 张新民副校长会见阿德莱德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一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Ronald Schramm 教授访问我校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 Ross Garnaut 教授等著名学者 

 刘亚副校长会见哈萨克斯坦驻华使馆巴克别格诺夫参赞一行 

 林桂军会见美国雪城大学经济系主任 Mitra 教授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华威大学国际处副主任一行 

 林桂军副校长与中国欧盟商会洽商合作事宜 

 施建军校长会见美国康乃尔大学哈特教授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日本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张新民副校长获得澳洲会计师公会特别贡献奖 
 
 

 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校区代表团访问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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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我校邀请，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校区（SIUC）代表团一行六人于

11 月 12 日至 16 日访问我校。王玲书记、施建军校长、陈建香副书记分别会见

代表团。 

 
王玲书记于 11 月 12 日会见戈德曼校长一行。她首先愉快地回忆了今年 2月

率团访问南伊利诺依大学卡本代尔校区的情形，对双方在学生交流方面所作的卓

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肯定，对 SIUC 给予我校学生的帮助表示赞赏和感谢。王书记

指出，两校教师和管理人员之间应当保持密切联系，相互学习和借鉴，在培养学

生的创新和创造能力方面加强合作，还建议两校加强学生团队的交流，鼓励教师

开展学术合作。 

 
戈德曼校长表示，非常同意王书记的意见，SIUC 将进一步深化合作项目，更

好地为我校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项目，逐步探索两校之间的优势互补，探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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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的国际联合培养模式。 

施建军校长于 11 月 16 日会见戈德曼校长一行，并与戈德曼校长一同签署关

于在我校建立 “UIBE-SIUC 学生国际发展中心”及在 SIUC 设立“UIBE 协调办公

室”的补充备忘录。根据该文件，这两个机构将密切联系，共同推动两校学生交

流、创新人才联合培养、海外学习和实习等多方面的工作，并为两校间的其他交

流活动提供支持和服务。该文件再次确认，我校派往 SIUC 进行短期学习或攻读

学位的学生均可享受等同本州居民学费的“特别学费”待遇。 

陈建香副书记在会见中特别感谢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校区对我校学生的

全面指导和细致服务，感谢卡本代尔市政府和当地民众对学生的友好欢迎。她指

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是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为其职业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的重要途径。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校区为学生实习、创业、发明

和创新的产业化等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这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她建议两

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加强这方面的沟通和交流。陈建香书记还热情欢迎南伊大学的

学生来我校交流、学习。 

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夏海泉、英语学院院长王立非、学生处处长王云海、国

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项洁、研究生部副主任李卫群、卓越学院副院长程振川等参

加会见。 

 

王玲书记会见法国高等对外贸易学院校长让·梅蒙 

11 月 13 日下午，王玲书记会见了前来参加第二届国际校长论坛的法国高等

对外贸易学院校长让·雷蒙（Jean Meimon）先生。 

  

  

 巴黎高等对外贸易学院成立于 1968 年，是法国教育部认可的院校，同时也

是 Laureare International 国际贸易和管理院校集团的成员。巴黎高等对外贸

易学院已成功通过 AACSB 认证，进入全球最优秀的学校之列。巴黎高等对外贸易

学院已经与欧洲、亚洲以及美国等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 91 所院校建立了合作伙伴

关系，每年派遣 400 名本校学生到海外学习，并接受 400 名留学生到该校学习。 

 我校与法国高等对外贸易学院自 1999 年签署协议后，开始进行学生交流。

目前合作的形式有：国际商务专业本科双学位学生互换；短期交换—互认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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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承办的面对社会招生的 3+2 硕士班。 

 

王玲书记指出，对外经贸大学与法国高等对外贸易学院的合作项目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两校应该加大合作力度，不断创新，使合作项目品牌化。王玲书记还

就如何加强项目合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介绍了中法

两校合作项目取得的成果。 

雷蒙校长表示，法方很赞同王玲书记的意见。他表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

方提出推动合作的措施务实，法方将提供经费支持。同时，法方对于赴法学习的

学生非常重视，在生活和学习上都给予关心与支持。法方保证每一个赴法的学生

都能享受高质量的教育，完成学业。他还建议每年可以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派一

些教师赴法参观学习，通过进一步的合作，双方还可以深化、开发其它项目。 

让·梅蒙博士 1986 年出任法国对外贸易学院校长至今。梅蒙校长是中国的老

朋友。30 年多年里， 他陆续十几次访华，推动和发展了法国高等对外贸易学院

和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交流和合作，受到中法两国教育部的称赞。  

 

施建军校长会见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代表团 

11 月 17 日，施建军校长会见了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商学院（Rutgers 

Business School,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副院长

Rosa Oppenheim 教授、中国项目执行总监 Kelly Brantner。 

 
施建军校长对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商学院代表团来访并提出合作建议表示

欢迎。他说，我们正在推进国际特色强化工程，为教师和学生参与国际交流创造

更多机会，一切符合国家规定、有利于国际交流的建议，比如师生互访等都可以

进一步探讨，两校有关部门应共同努力找到恰当的领域和方式，积极创造条件加

以实现，希望双方合作愉快。施校长还介绍了我校同国外高校合作的审批程序及

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并向客人了解了罗格斯商学院 EMBA 项目在中国进展的情况。

英语学院院长王立非、特聘教授刁凤河、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项洁等参加会见。 

会见后，Oppenheim 教授一行访问了英语学院。王立非院长与 Rose Oppenheim

院长共同探讨了开展学术交流、研究生交流、企业家访学等合作事项，并达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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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意向。 

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创立于 1766 年，是拥有 53，000 名在校生和 10000

名教职人员的研究型大学。罗格斯商学院 （Rutgers Business School - RBS） 

成立于 1929 年，在美国《管理学杂志》（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最

新公布的全美最佳国际商业研究型学院排名中荣居第八位，其 EMBA 项目获得美

国国际管理教育联合会（AACSB）的认证。2005 年，在《商业周刊》发布的全美

最佳 EMBA 单项科目排名中,Rutgers EMBA 的商业战略和财务管理课程荣登最佳

榜单的第五和第六名。 

 

王玲书记会见英国肯特大学副校长一行 

10 月 15 日上午，英国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Kent）大学副校长 Alex 

Hughes、国际部主任 Stephen Wallis 来我校访问。王玲书记会见来宾。 

王玲书记首先愉快地回忆了今年 8月率我校代表团访问肯特大学的情景，感

谢肯特大学的盛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我校对访问成果表示满意。双方一致表示积

极支持两校有关部门开展密切合作。 

林桂军副校长与 Hughes 副校长共同签署了两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我校保

险专业学生将有机会到肯特大学继续深造，为双方合作培养保险和精算专业的高

端人才打下坚实基础。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夏海泉，保险学院院长王稳、副院长

孙洁等参加会见。 

当天下午，来宾参加了我校海外学习项目说明会，Wallis 先生对与会学生介

绍了肯特大学的学术成就、学科优势和良好环境，热情欢迎我校学生前往肯特大

学学习和访问。 

肯特大学建于 1965 年，是英国著名学府之一，以优异的教学质量和先进的教

学设备在英国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在 2007 年的“全国学生调查”中，肯特

大学的课程满意度名列英国前 10 名。2006 年度曾获“泰晤士报最佳高等院校”

提名。肯特大学具有浓厚的多元文化气氛，被人们誉为英国的欧洲大学。目前肯

特大学拥有来自 140 多个国家的 17,000 多名在校生，其中 20%是国际学生。肯

特大学与地方的工商业界关系密切，相互提供支持，为毕业生就业提供了良好机

遇。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美国代顿大学校长柯伦 

受施建军校长委托，林桂军副校长于 10 月 23 日上午会见美国代顿大学校长

柯伦（Dr. Curran）。 

林桂军副校长首先代表施校长欢迎柯伦校长再次来我校访问，对他积极推动

两校合作表示赞赏。柯伦校长表示，他对我校的全英文授课项目非常感兴趣，将

积极鼓励学生来我校学习。他说，代顿大学对合作伙伴选择谨慎，并与每个伙伴

合作开展不同的交流项目，与南京大学的合作在工程专业，与我校的合作将在商

学院和其他人文学科。除了短期学习项目外，他还将鼓励本校毕业生报考我校的

硕士项目。在他的推动下，代顿大学国际部主任和商学院院长将于 10 月 26 日、

11 月 6 日分别来我校访问，就学生交流的细节安排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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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商定，学生交流将采取以下方式进行：1）学生将向接收方支付学费，作

为“访问学生”注册并享受相应权利。2）代顿大学为我校前往该校短期学习的

学生提供学费折扣，折扣幅度将由双方国际部进一步协商。3）代顿大学将为派

往我校的学生支付学费以及生活费用。4）代顿大学欢迎我校学生前往短期学习

一学期或者一学年，时间和学习内容由我校审定。 

会见后，林桂军副校长应邀与代顿大学商学院院长 Dr.Shank 通过电话进行会

谈，欢迎他来我校访问。Dr. Shank 建议我校学生可以在该校学习一学期，然后

通过该校安排在美实习一学期以提高实践能力。林副校长对 Dr.Shank 的建议表

示欢迎。 

商学院院长助理王铁栋、国际处处长助理项洁、商学院国际 MBA 项目主管史

瑞参加会见。 

 

施建军校长会见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校长彼沃瓦尔 

2009 年 12 月 10 日，施建军校长会见来京参加全球孔子学院大会的俄罗斯国

立人文大学校长彼沃瓦尔、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俄方院长易福成教授，了解两

校共建的孔子学院的现状和工作思路，就两校下一步合作进行磋商。 

施校长首先热情欢迎彼沃瓦尔校长来访，对两校合作的孔子学院项目的进展

表示满意。他希望两校在建设好孔子学院项目的基础上，深化和拓展合作。关于

合作的领域，施校长建议选取几个合作点，扎实做好每一个项目，逐步扩大合作

领域。此外，两校应加强学生交流，除学生交换学习外可以互派学生团组,进行

艺术巡演、各种比赛、联合考察等。双方可以共同组织学生实践团，设定几个专

题，考察中国和俄罗斯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情况，对于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将特别有

意义。  

彼沃瓦尔校长非常赞同施校长对国际形式和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观点。他说，

孔子学院是他担任人文大学校长以后开展的第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也是成果最好

的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俄罗斯最好的孔子学院，项目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有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这样好的合作伙伴，派出了经验丰富的中方院长和教师。他非常愿意

与我校其他孔子学院项目的合作院校一起建立一个紧密的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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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两校今后的合作，彼沃瓦尔校长赞同施校长关于确定重点、逐步推进的

意见，建议在我校成立一个俄罗斯研究中心，进行紧密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合作。

施校长对彼沃瓦尔校长的建议表示欢迎，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拿出可行方案，确定

具体项目，切实推进两校合作。  

外语学院书记刘金兰、商务汉语国际推广中心执行主任韩亮、国际合作交流

处副处长项洁、外语学院俄语系主任杨春宇、我校派往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担

任中方院长的俄语系教师刘贵友博士等参加会见。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代表团 

2009 年 10 月 12 日上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语言文化学院院长 Kersti Borjars 教授一行三人对我校进行了友好访问。我校

副校长林桂军教授在行政楼 229 会议室会见了来宾，参加会见的还有国际交流合

作处处长夏海泉、英语学院副院长俞利军教授等。 

    

林桂军向来宾了解了曼大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回顾了他在 1990 年去曼大访学

的情况，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经贸大学生去曼大学习，并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再次

对曼大进行访问。夏海泉处长表示期待两校间进行实质性的合作。 

会谈后，曼彻斯特大学代表团在俞利军教授的陪同下前往英语学院。俞利军

首先向来宾介绍了英语学院的院系设置、师资、国际交流合作等情况。随后，双

方重点就两校 2+2 本科双学位合作协议条款，包括学分转换、招生、语言要求、

申请时间、学费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磋商。Borjars 教授表示回国后将尽快促成并

落实该项目的开展。俞利军教授还就我院访问学者赴曼大学习及教师培训等事宜

与来宾交换了意见，宾主双方对未来两校间的进一步实质性的合作充满信心。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教务长戴安娜·戴维斯教授来访 

11 月 2-3 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教务长戴安娜·戴维斯教授应邀来我校访

问，施建军校长、林桂军副校长分别会见来宾。英语学院院长王立非、特聘教授

刁凤河、国际处处长夏海泉等参加会见。 

8 
 



 
施建军校长首先欢迎戴维斯副教务长来访，向来宾介绍了我校的办学宗旨、

专业特色和发展目标。施校长说，我校非常重视开展国际合作，在与国际同行的

交流中不断促进我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将我校建设成为世界水平的高等

学府。施校长特别指出，我校不追求大规模、全学科，而要在继承和发扬已有优

势的基础上，不断追求卓越、拓展领域，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的大学。 

戴维斯教授非常赞同施校长的意见。她说，普林斯顿大学在进行建设时同样

是目标明确的，特别是在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活动时，他们坚持以教师和学生为

主体，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大学和学院则不断完善制度，提供各种

资源，为他们开展国际间的学术活动创造条件和可能。她介绍说，普大的 Global 

Scholar 项目和 Glob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Fund 项目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每年都吸引很多国外学者到普林斯顿大学交流、讲学或与普大教师共同进行课题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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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与戴维斯教授就开展校际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他首先介绍了

我校的教学和科研情况以及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的情况，特别是我校的翻译专业

和跨文化交际专业，以及留学生教育项目和汉语国际推广的情况，欢迎普林斯顿

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来我校访问、交流。戴维斯教授是比较文学方面的专家，她对

我校的翻译专业特别是与欧盟合作的高级译员培训项目非常感兴趣，希望能派教

师和学生参与该项目，与我校英语学院开展相关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合作。她还向

我校热情推荐了跨文化交流、二语习得等专业的多名国际知名学者，并表示愿意

将为我校引荐学者参与商务汉语教材评审等工作。戴维斯教授欢迎我校学者与普

大教师进行直接联系，共同申请 Global Scholar 项目和 Glob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Fund 项目。双方还探讨了开展学生交流的可能性，认为两校在人文特

别是语言专业的研究生交流方面存在合作前景。 

 

王玲书记会见德国巴伐利亚州科学研究与艺术部部长 

2009年10月22日下午，德国巴伐利亚州科学研究与艺术部部长Dr. Heubisch

率代表团来我校访问，王玲书记、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来宾。 

王书记代表我校师生欢迎 Heubisch 部长一行。她说，我校与德国多所高校，

特别是位于巴伐利亚州的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之间有着长期和密切的合作。埃

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自 2001 年以来已有数十名学生来我校学习，目前我校每年都

有本科毕业生前往该校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双方教师也经常交流和探讨学术问

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王书记说，我们非常高兴与德国高校已经有十多年的合

作历史，并且有非常具体的成功的项目。我们希望在以往合作的基础上，在更高

层面拓展与德国高校也包括与巴伐利亚高校的合作，特别是在工商管理、中小企

业风险、家族企业风险管理等方面。 

王书记还介绍了我校的办学目标、优势学科、学生就业以及留学生教育情况。

她说，我校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除了培养学生的

专业能力之外，也把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实践技能和自我发展能力作为重要任务。

德国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关于双方的合作领域，王书记还建议，

当前中国的企业正在“走出去”，迫切需要了解德国乃至欧洲的社会和经济情况，

寻找合适的伙伴和机会，在这方面我校和巴伐利亚的高校也可以合作，共同为中

国企业的领导人提供相关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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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ubisch 部长非常感谢王书记的接待，他盛赞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

就。他对王书记强调培养大学生的职业能力的重要性和我校务实的作风非常赞

赏，并表示很愿意支持王书记提出的几个领域的合作。他建议双方各自确定联系

人，以便就具体问题进行直接和经常的磋商，切实将合作开展起来。双方同意，

国际处夏海泉处长作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方的联系人，德方由自 1999 年一直负

责对与我校合作的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教授 Voigt 负责。 

林桂军副校长就合作的领域和方式与来宾进行了进一步交流。国际合作交流

处处长夏海泉、外语学院书记刘金兰、德语系主任潘亚玲等参加会见。 

会见后，Heubisch 部长一行与我校德语专业学生以及来自埃尔兰根-纽伦堡

大学和波茨坦大学的德国学生见面，就德国高等教育、巴伐利亚州教育政策和高

校情况、我校学生赴德深造等进行交流，并详细了解了德国学生在我校学习和生

活的情况。代表团对我校德语专业的教育水平和学生的素质非常赞赏，一一回答

了学生提出的问题，并热情邀请同学们到巴伐利亚学习。我校汉语国际推广中心

霍媛参加交流会，向德方介绍了我校开展汉语国际推广的情况。交流活动由德语

系主任潘亚玲主持。 

Heubisch 博士于 2008 年 10 月就任德国巴伐利亚州科学研究与艺术部部长。

我校是他就任以来访问的第一所中国大学。 

 

施建军校长会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科瓦西克 

2009 年 12 月 9 日下午，施建军校长在北京新闻大厦会见了美国联邦贸易委

员会（FTC）委员科瓦西克（William E. Kovacic）。  

 

施建军校长首先对科瓦西克委员专程来华出席我校竞争法中心主办的“反垄

断法规制与知识产权：促进创新与竞争”研讨会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认为，创新

与竞争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值得深入研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挑战。美国在保护知识产权和支持研发创

新等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施校长表示，我校竞争法中心黄勇

教授等长期参与中国反垄断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愿与美方专家、学者在竞争

法领域加强学术交流和联系。他期待双方共同取得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两国政府制

定政策提供参考，为业界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科瓦西克委员表示，黄勇教授是中国反垄断法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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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竞争法中心项目搭建了两座桥梁：一是以跨学科的方式将法学与经济学、管

理学等其他学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二是建立起跨国学术交流与合作。科瓦西克

委员表示，自己愿为加强中美之间的法律交流发挥积极作用。 

双方还愉快地回顾了 30 多年来世界经济格局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巨

大发展变化，以及竞争法在全球法律体系中地位的不断攀升。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国际司司长兰道夫·特莱特尔（Randolph Tritell）先

生，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夏海泉、竞争法中心主任黄勇教授、国际贸易学院

龚炯副教授等参加会见。会见结束后，施建军校长与科瓦西克委员共同出席了研

讨会。 

威廉·埃文·科瓦西克先生于 2006 年 1 月 4 日就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

其间，他曾被乔治·W·布什总统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科瓦西克先生是美国著

名的反托拉斯法学和经济学专家，曾担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 E·K·古

宾政府合同法讲席教授，他出版了三部关于反托拉斯的专著，并且在公开发行的

学术期刊和报刊上发表了 100 多篇论文，在法学和经济学领域均获得广泛的赞

誉。 

 

施建军校长会见 WTO 上诉机构前主席、法学专家 Bacchus 先生 

2009 年 9 月 8 日下午，施建军校长会见了应邀来我校法学院交流的美国政治

家、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创始人、法学专家 James Bacchus 先生。 

施校长首先代表我校感谢 Bacchus 先生来我校为法学院师生作专题讲座。会

谈中，施校长指出：由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衰退，在许多国家出现了各

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双边或多变的贸易摩擦不断，历史事实证明，凡是采取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国家，经济复苏的过程都比其他国家缓慢得多，只有各国加

强合作，一起努力，才会取得双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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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执行院长王军教授、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夏海泉等参加会见。中国

首位 WTO 大法官张月姣女士、Bacchus 先生的夫人、GT 国际律师事务所股东

Philippe M. Bruno 及外国法律顾问龚红柳律师等一同来访。 

Bacchus 先生曾连续两届担任上诉机构的主席，是上诉机构中唯一参与审理

了 WTO 最初八年的全部六十起上诉案件的成员，也是北美洲地区在世贸组织中的

唯一代表。除在 WTO 的任职外，Bacchus 先生还是美国国会议员，并曾担任美国

总统行政办公室所属美国贸易代表的特别助理。Bacchus 先生现在是 GT 国际律

师事务所“全球事务部”的两位主席之一，也是该所“全球贸易与投资部”主席。 

会见后，James Bacchus 先生在我校模拟法庭为法学院师生做了题为“中国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领导地位的崛起”的演讲。 

 

施建军校长会见国际商务专家 Oded Shenkar 教授 

应我校邀请，国际商务专家、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 Oded Shenkar 于 9 月 2

日来访。施建军校长、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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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军校长首先代表我校欢迎 Prof. Shenkar 来访。他表示，我校非常重视

国际合作和交流，特别支持和鼓励学者之间、研究人员之间开展直接的沟通和合

作，希望 Prof. Shenkar 和他的同事多到我校访问、交流。Prof. Shenkar 对我

校国际化办学特色表示肯定，非常高兴看到我校学生交流发展很快，校园的多元

文化氛围浓厚，建议我校在引进国外学者时注意开展具体项目的合作。 

林桂军副校长在会见中，首先感谢 Prof. Shenkar 对我校申办国际商务专业

硕士项目的支持，双方还交流了国际上经济学和商务领域课题研究的最新发展。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夏海泉参加会见。 

会见前，Prof. Shenkar 应邀为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的师生 40 余

人介绍了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国际商务领域的课题研究情况，并仔细了解我校国

际商务专业的发展和博士生进行课题研究的情况。 

Prof. Shenkar 还应邀参加了国际商务专业硕士项目的研讨，听取赵忠秀教

授就项目的宗旨和目标、课程设计等所作的介绍，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管理实践经

验对项目的建设提出建议。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师葛赢、陈志鸿、唐宜红、王健、

洪俊杰以及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助理项洁、研究生部学位办主管王颖参加研讨。 

 

胡福印副校长接见三菱商事中国副总代表岩城宏斗司 

2009 年 10 月 13 日下午，胡福印副校长在诚信楼 1216 会议室接见了来访的

三菱商事新任中国副总代表、三菱商事（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岩城宏

斗司先生及原副总代表植月晴夫先生。外语学院党总支书记刘金兰、副书记田文

泉、院长助理郭德玉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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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副校长代表学校感谢植月先生对我校育人工作的支持，祝愿他在今后的工

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他指出，三菱奖学金的设立，激发了日语专业学生学好日

语、争做友好使者的热情，发挥了加强沟通、增进了解的作用。他对岩城先生履

新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他简要介绍了我校的人才培养特色和取得的成绩，希望三

菱商事能扩大奖学金的金额和受益面，并在学生实习、就业等方面和三菱商事展

开进一步的合作。  

岩城宏斗司先生表示将认真研究胡校长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有信心继续与经

贸大学保持良好的合作。 

三菱商事国际奖学金于 2005 年设立，每年向 8名日语专业本科生（2000 元

人民币/每人）和 4名日语专业研究生（3000 元人民币）颁发奖学金，截至目前

已有 32 名本科生和 16 名研究生获得该奖项。 

 

林桂军副校长接见黎中友协会长 

10 月 28 日下午，阿拉伯世界的著名学者、黎中友协会长、黎巴嫩大学历史

学教授迈斯欧德·达希尔先生访问我校，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了麦斯欧德教授，并

与他探讨了我校与黎巴嫩大学开展校际交流事宜。参加会见的还有外语学院院长

杨言洪教授、阿拉伯语系杨建荣教授、丁隆副教授。会见前，迈斯欧德教授为外

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师生做了学术报告，并与我校师生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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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日本福山大学大久保勳教授 

9 月 10 日上午，林桂军副校长亲切会见来我校讲学的日本福山大学国际交流

中心主任大久保勳教授。 

双方就两校之间现有合作项目的运行情况、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合作的领域和

方式进行探讨，一致表示愿意积极推进合作。大久保勳教授表示，福山大学与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交流一直发展得很好，建议双方在学生交换、互派教师讲学等

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希望有更多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到福山大学去教授

中国经济与金融。就两校合作的福山大学孔子学院的情况，大久保教授表示福山

大学理事长、学长等领导均非常重视该项目，愿意与我校一起把项目建设好。 

商务汉语国际推广中心执行主任韩亮、外语学院院长助理郭德玉、国际合作

交流处项洁、李淑芳等参加会见。 

大久保勳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和日本经济的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的金融

和汇率政策、中日经贸关系，学术建树颇丰。他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

长期担任日本福山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为我校师生赴福山大学讲学和研修提

供了大力支持。大久保教授本次应我校外语学院的邀请来校讲学一周，为外语学

院研究生讲授国际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中日经贸关系的历史、现状与展

望等。 

 

张新民副校长会见阿德莱德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一行 

9 月 10 日下午，张新民副校长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商学院执行

院长 Pascale Quester 教授和中国事务负责人 Sandy McConachy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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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副校长首先对 Quester 院长和 McConachy 女士表示欢迎。他说，阿德莱德

大学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高校之一，在多个学科领域站在世界的前沿，科研成果

斐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非常高兴与阿德莱德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和项目合作，欢

迎阿德莱德大学的师生前来我校访学或深造，希望两校在现有的良好合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在师资交流、博士生联合培养和学术发展等方面进行合作，特别是双

方可以共建研究基地，展开在科研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 

Quester 院长表示，阿德莱德大学十分看重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是其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两校在学生交流和联合培养等领域开展深层次

的合作。 

双方就今后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研究与联合培养博士生、互换学生海外实习

等方面的合作交换了意见，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和框架工作方案，并表示将采取

积极的行动以推动更广泛的合作。 

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夏海泉、国际商学院院长助理王铁栋参加会见。 

阿德莱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成立于 1874 年，是澳大利亚历

史最悠久的三所大学之一，也是澳大利亚政府对高校进行综合测评后推介的最优

秀的四所大学之一，还是八校集团（Group of Eight）的中坚成员。我校与阿德

莱德大学的合作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共同承办两国政府合作项目-澳大利亚政府

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提供的技术培训。经过长期交往和深入了解，两

校于 2008 年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积极推进校际交流，高层领导多次互访，两

校学者之间在服务贸易、农业贸易、气候变化等专业领域的学术交流以及博士生

联合培养项目进展顺利。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Ronald Schramm 教授访问我校 

10 月 16 日上午林桂军副校长亲切会见了来访我校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

学教授 Ronald Schramm 博士，双方就在消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和知识产权保护研究等方面与我校教师开展合作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国际合作

交流处处长夏海泉、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许亦平副教授等陪同会见。 

林桂军副校长对 Schramm 教授多年来为我校教学、合作研究及学术交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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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他继续与我校教师进行科研合作，帮助我校中青年学

者提高研究水平，更多地在国际上发表论文。双方还讨论了合作进行消费经济学

研究，共同撰写相关论文等事宜并达成共识。 

会见后，Schramm 教授访问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会见

Schramm 教授，Schramm 教授与孙华妤教授、龚炯副教授、洪俊杰副教授等进行

会谈，分别就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研究交换意见。

会谈成果颇丰，双方表示愿意就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进一步交流，并合作撰写

论文。 

Ronald Schramm 教授 1976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目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Schramm 是我校的老朋友，曾于

2002 年至 2003 年在我校任福布赖特教授，得到我校师生的一致好评，并与林桂

军副校长合作在“Economist” 等著名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 Ross Garnaut 教授等著名学者 

9 月 25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来京参加“低碳经济：行动与国际合作”研讨

会的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墨尔本大学校长顾问和经济学教授、国立

大学杰出教授 Ross Garnaut，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宋立刚，日本名古

屋大学经济学教授薛进军。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等参加会见。 

会见中，林桂军副校长首先对各位学者前来参会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我校开

展环境经济研究的情况。他希望通过共同举办国际会议，密切与各有关高校的学

术联系，共同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林桂

军副校长还与与会学者就气候变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

讨。林桂军副校长和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环境与经济密不可分、相互作用，各国

政府应本着积极负责的态度，共同面对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 

 

刘亚副校长会见哈萨克斯坦驻华使馆巴克别格诺夫参赞一行 

11月 4日，刘亚副校长会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巴克别格诺夫参赞、

哈萨克斯坦国家福利基金股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努尔郎都特巴耶夫、哈萨克斯坦

开发银行股份公司驻华副代表冉娜多斯木别克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教育培训局

培训三处刘慧丽处长，我校国际处处长夏海泉，人事处副处长杨洪义，金融学院

副院长邹亚生、副院长吴卫星等参加会见。 

 

此次会见的核心议题是，就我校 11 月 12 日举行仪式聘请哈萨克斯坦国家福

利基金理事会主席卡里姆别托夫为我校荣誉教授，以及随后举行主题报告会的有

关事宜进行磋商。双方就授予仪式及报告会的活动形式、时间、地点进行协商，

确定了议程、主要参加人员、会场布置等细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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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副校长表示，中哈两国是战略合作伙伴，我校愿意通过这次活动，为增

进两国的友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说，我校是一所国际化特色非常鲜明的大

学，学校非常重视这次活动，希望能以此为契机与哈萨克斯坦国家开发银行等机

构开展进一步的合作。他感谢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桥梁，使我校得以与哈萨克

斯坦方相识并开始合作。 

 

林桂军会见美国雪城大学经济系主任 Mitra 教授 

11 月 2 日，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来访的美国雪城大学经济系主任 Devashish 

Mitra 教授。林桂军副校长首先欢迎 Mitra 教授来访，愉快地回忆了共同出席学

术活动的情景，向客人了解了双方共同认识的经济学专业的知名学者的近况，特

别是他们在科研方面的新成果。  

林副校长介绍了我校经济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情况，特别是骨干教师和博士

生的情况，欢迎雪城大学的教师来我校讲学、与我校教师合作进行研究、共同出

版学术成果、共同举办学术会议。双方还一致认为，两校可以开展博士联合培养

项目，派遣博士生到对方接受教师指导，参加课题研究。林桂军副校长还与 Mitra

教授就比较优势学说和自由贸易等学术问题进行了探讨。 

Mitra 教授是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经济系主任，经济学教授，

还担任Economics and Poli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等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并

即将成为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杂志编委会成员，在学界具

有较大的影响力。  

 

林桂军副校长会见华威大学国际处副主任一行 

   12 月 17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来访的华威大学国际处副主 Helen Johnson、

华威大学驻北京代表郑文强一行。 

 
华威大学是英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我校王玲书记、徐子健副校长等多位领

导曾经访问该校，努力推进两校交流关系。Helen Johnson 女士此行是受该校领

导委托，为落实王玲书记 2009 年 8 月率团访问该校时两校领导达成的合作意向

而来我校访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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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中，林桂军副校长介绍了我校正在进行的国际化工程，特别是学生海外

学习促进计划，希望华威大学能够接受我校学生前往学习。他还介绍了我校的留

学生项目，欢迎华威大学的学生来我校学习英文授课的专业课和商务汉语等课

程。林副校长希望华威大学能够参加我校的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接受我校博士

生前往进行学术研究，并鼓励和支持该校教师为这些访问学生提供具体指导。 

Johnson 女士介绍了华威大学正在努力推进的学生海外学习计划，提到该校

商学院将学生在国外学习一年以上作为毕业要求，因此特别需要开拓校际交流渠

道，我校的英文授课项目有很大的吸引力，两校开展学生交流有很好的基础。她

还介绍了华威大学开展学生交流的常规做法。 

我校英语学院院长王立非、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项洁参加会见，与来宾深

入探讨学生交流的方式、程序、专业等具体问题。Johnson 女士表示，她将尽快

草拟出具体方案，争取经过进一步磋商能够尽快相互派出交换学生，她期待我校

学生前往华威大学学习。 

 

林桂军副校长与中国欧盟商会洽商合作事宜 

2009 年 12 月 17 日上午，林桂军副校长来到了中国欧盟商会（EUCCC），受到

了我校校友、该商会总经理 Adam Dunnett 先生的热烈欢迎。 

 

林桂军副校长向 Adam Dunnett 先生简要介绍了母校近况，并特别提到学校六

十年校庆在即，欢迎包括 Adam Dunnett 先生在内的校友多回家看看。同时，希

望他发挥桥梁作用，推动对外经经济贸易大学和欧盟商会建立和发展更为稳定和

持久的伙伴关系，包括就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合作，以及利用欧盟商会

这个平台为我校学生开拓更多的实习和就业机会。 

Adam Dunnett 先生高兴地谈到在外经贸大学学习的美好记忆，他表示非常乐

意尽己所能来回馈母校。 

经过细致讨论，双方就以下方面达成初步意向：在欧盟商会框架中为外经贸

大学的教师、研究人员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使他们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沟通

交流和发表观点，产生影响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将结合自己的优势特长，作为

外部研究伙伴，参与欧盟商会的出版活动；双方共同举办研讨会、演讲等活动。

我校校友总会副秘书长苏隆中、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陈潇随同。 

中国欧盟商会成立于 2000 年，总部设在北京，主要为中国和欧盟政商两界提

供沟通渠道，关注并汇报中国市场环境和 WTO 义务履行情况，发现影响欧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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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发展问题并提出积极建议。 

 

施建军校长会见美国康乃尔大学哈特教授 

2009年 12月 13日上午，施建军校长亲切会见了美国康乃尔大学哈特（Stuart 

Hart）教授一行三人。 

施校长首先对哈特教授的到访表示热烈的欢迎，并概要介绍了我校多科性、

研究型、国际化的鲜明特色，以及我校学者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开展的

部分研究项目。他表示，哈特教授所倡导的“金字塔”可持续发展模式对中国具

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而哈特教授主持的“绿色跨越”计划（Green Leap）在中国

的启动更是在实践这一理念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拟将“紫荆花中心”引进

外经贸大学，就是为了搭建平台，使我校学者能与哈特教授一起，相互交流相互

借鉴，为中国乃至全球系统性地解决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贫困问题探

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哈特教授感谢施校长对“绿色跨越”中国计划的一贯支持，并通报了对部分

中国企业实地考察的最新进展情况。他也非常愿意与外经贸大等中国伙伴进行积

极合作，在更多地区开展企业案例研究，积累宝贵经验，为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更为有效的指导和服务。 

夏友富教授参加了会见，并与哈特教授等人就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的承担、

环境保护与农民脱贫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同意会后将就开展合作研究、

共同举办研讨会、开展专题培训教育等进行更为细致的磋商。国际合作交流处处

长夏海泉、副处长陈潇陪同会见。 

 
哈特教授是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商业战略领域的全球顶级权威，关注可持

续发展的微观层面，提出了 “金字塔底层（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简称

ＢＯＰ）战略” 和“绿色跨越”创意，意在通过鼓励企业使用绿色技术，并进

行相应的商业模式开发，让广大的农业人口加入到这个“跨越”过程中，从而不

仅在环境保护方面，而且在解决金字塔底层的贫困问题上形成共赢局面，实现所

在社区（地区）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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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会见日本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2009 年 12 月 29 日，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银行北京代表处新川陆

一首席代表。林桂军副校长与新川陆一进行了友好会谈，双方主要就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与日本银行界如何进行合作，日本金融在此次金融危机下出现了哪些新的

变化，日本经济在 09 年出现哪些新的问题，中日如何共建立东亚共同体、东亚

经济一体化，日本中央银行如何对市场进行外汇干预等专业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商

榷。 

 

 

张新民副校长获得澳洲会计师公会特别贡献奖 

2009 年 10 月 16 日，在澳洲会计师公会举办的“澳洲注册会计师课程+成功

之路”启动仪式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国际商学院院长张新民教授获得

澳洲会计师公会的特别贡献奖。澳公会的颁奖词是：“一直以来，张新民教授对

澳洲会计师公会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在他的努力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于

2007 年成为澳洲会计师公会在北京首家被认证的大学，这为认证专业的毕业生

成功加入澳洲会计师公会并取得国际化的会计专业资格架起了桥梁，从而使澳洲

会计师公会更好地推动中国会计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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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新闻 

 12 月 9 日上午，新加坡中高层管理人员中国商务行一行 15 人访问我校中文

学院。 

 2009 年 9月 25日，美国密苏里州州立大学商学院的副院长 David B. Meinert

博士一行三人访问国际商学院，商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王丽娟老师和院长助

理王铁栋老师接见来访客人，并就两院合作交流前景进行了探讨。 

 2009 年 12 月，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文科院国际汉语教学部主任洪历建博士

应邀来我校英语学院访问，王立非院长、俞利军副院长等参加会见，双方就合作

开展科研和教学活动进行了深入探讨。   

 2009 年 11 月 10 日，法国巴黎第一大学企业管理学院校友团一行 22 人，来

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与中法ＭＢＡ项目进行了交流。 

 2009 年 9 月 24 日，全球最大的法律信息提供商及法律文献及图书出版集团

——汤森路透法律信息集团人力资源部全球战略与规划主管 Elly Tomlins 女士

来我校法学院进行访问调研，副院长丁丁教授向客人介绍了学生培养和就业情

况。 

 2009 年 10 月 7 日，德国弗罗霍夫尔系统与创新研究院院长韦森伯格博士访

问国际商学院，与国际商学院范黎波教授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

流，达成了许多共识。  

 2009 年 9 月 4 日下午，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院院长 David Dickinson 等一行

来访，金融学院丁志杰院长、邹亚生副院长会见了来宾，双方深入探讨了 2+2+1

本硕连读项目、学生交流项目、两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加强两校教师之

间学术的交流与合作，达成初步共识。 

 2009 年 10 月 21 日，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副校长 Sandra Hollis 一行

来到金融学院洽谈两校进一步深化合作交流工作，副院长邹亚生接见了来宾。双

方就进一步深化合作意愿及合作中的一些具体事宜进行了洽商。 

 2009 年 12 月 28 日上午，美国圣约翰大学语言文学系主任 Herbert Pierson

一行访问英语学院，王立非院长会见了来宾，双方就合作开展的各项事宜交换意

见并达成一致共识。 

 2009 年 12 月 30 日下午，双日国际交流财团及双日（中国）有限公司向我校

日语专业新生赠送日语工具书及参考书仪式举行，外语学院分党委书记刘金兰、

副院长李爱文以及院长助理郭德玉出席了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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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访 

 

王玲书记率团参加希腊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孔子学院揭牌仪式 

2009 年 10 月 6 日-11 日，王玲书记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代表团和学生艺术团

参加了在希腊雅典经济商业大学举行的孔子学院成立暨揭牌仪式大会，并同时对

该校进行正式工作访问，英语学院院长王立非教授、保险学院院长王稳教授随团

访问，我校演出团一行 30 人以及我校雅典孔子学院院长杨秀琴副教授也全程参

加了揭牌仪式大会。 

本次访问得到了希腊各方的高度重视，访问期间，王书记与雅典经商大学校

长格里高利·普拉斯塔高斯（Gregory P. Prastacos）教授、孔子学院外方院长

卡尔达拉斯等雅典经商大学的校方领导就二校合作和孔子学院成立并签署协议

等重要事项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会谈。 

10 月 8 日晚，王书记参加了在雅典市政音乐厅举行的隆重的孔子学院揭牌仪

式和我校学生艺术团演出的“友谊之旅”大型歌舞晚会，希腊总统卡罗洛斯·帕

普利亚斯（Karolos Papoulias）、希腊海运部秘书约安诺斯、希中友协主席安德

利亚斯·博塔米亚、泛希社运议员米弥斯、中国驻希腊大使罗林泉、国家汉办副

主任马箭飞等中外领导人和希腊政界、商界、教育界和文艺界社会名流约 400

人出席，雅典经商大学校长普拉斯塔科斯和国家汉办副主任马箭飞为孔子学院揭

牌，王玲书记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晚会结束后，希腊校方举行了盛大的招待酒会，庆祝晚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10 月 9 日上午，王书记一行和马箭飞副主任在中国驻希腊大使官邸拜见了罗大

使，并就中希文化交流、孔子学院建设和今后工作计划等广泛交换了意见。下午，

王书记应希腊雅典华人总商会副会长何国清先生、《欧洲联合周报》社长吴海龙

先生的邀请，参观考察了雅典的华文学校，并就我校如何与《欧洲联合时报》开

展海外合作项目交换了意见。 

 

王玲书记与雅典经商大学校长格里高利教授、副校长亚奥尼斯教授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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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书记在雅典孔子学院揭牌庆典大会上发表演讲 

王玲书记访问希腊取得圆满成功，孔子学院揭牌仪式和我校学生艺术团演出

等活动在雅典掀起一场“中国热”。访问就两校开展合作的具体事宜达成高度一

致，对孔子学院理事会的人员组成，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孔子学院的运行模式、

招生培训项目的设计及其他领域的合作等重要问题广泛深入讨论。双方商定将于

11 月在北京签署合作协议。 

 

我校学生艺术团在雅典的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徐子健副校长率团访问名古屋大学等日本友好院校 

2009 年 11 月 22 日至 28 日，徐子健副校长率我校代表团对日本名古屋大学、

立命馆大学、东京经济大学进行了友好访问，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国际经济贸易

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外语学院副院长李爱文教授、国际合作交流处日本事务主

管李淑芳随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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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代表团首先访问了名古屋大学，与名古屋大学主管国际事务的副校长渡

边芳人教授进行了会谈。渡边副校长对徐副校长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对

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与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部之间的合作研究取得的成果表示

肯定和赞赏。他希望两校今后能在法学以及其他学科领域开展合作研究，切实地

推进两校关系的发展。徐子健副校长介绍了我校学科建设的情况以及法学和管理

学的学科特色。双方就教师合作研究和互访进修、本科生学分互换交流、研究生

奖学金项目合作、同领域科研项目的合作以及共同组织高层次学术研讨会等进行

了深入探讨。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与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部部长共同

签署了两院、部学生交流备忘录，双方还一致同意筹备成立联合研究中心。 

在立命馆大学访问期间，徐子健副校长与该校副校长上田宽教授进行了友好

会谈，并与该校经营学部、国际交流课就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合作培养项目的具体

实施细节交换了意见。两校分别将在全校范围内推广新的合作培养方案。 

 

东京经济大学是与我校交往时间长，渊源深厚的海外大学之一。徐副校长一

行此行受到了理事长村上胜彦、校长久木田重和、经济学部部长金井雄一教授、

学务部部长永山和彦教授等人的热情接待。2010 年是东京经济大学建校 110 周

年，久木田校长盛情邀请我校派 2名学生参加其校庆期间举办的“日本语日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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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修活动”。徐副校长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徐副校长一行还参观考察了该校图

书馆、学生自学中心、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学生心理咨询室等教学和服务设施，

并探望了我校在该校讲学的教师付荫和交换学习的四名日语专业学生，听取他们

对我校学生管理和课程设置的意见和建议，了解他们在东京经济大学的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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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访问为我校教师科研活动建立了更大的平台，为学生学习和交流开创了

新的渠道，为今后培养更多的中日交流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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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共接待境外

代表团：152 团次，共 314 人；派出因公出访团组 255 人次：其中，参加研讨会

78 人次，研修 46 人次，短期交流访问 169 人次。2009 年下半年， 校领导出访

共两次，分别为王玲书记率团参加希腊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孔子学院揭牌仪式、徐

子健副校长率团访问名古屋大学等日本友好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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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签、续签协议 

2009 年下半年，我校先后与 5 个国家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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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联合培养等。2009 年

全年，我校与境外大学共新签、续签协议 24 个。 

 

对外经贸大学 2009 年新签续签协议统计表 

序

号 
协议名称 合作院校 国别 签署时间 

1 对外经贸大学与二月三日国立大学合作协议 二月三日国立大学 阿根廷 2009 年 1 月 

2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商学院与 

卡迪夫大学卡迪夫商学院学生交流协议 
卡迪夫大学 英国 2009 年 2 月 

3 
对外经贸大学与乔治敦语言教育发展中心教育服

务协议 
乔治敦大学 美国 2009 年 2 月 2 日

4 
对外经贸大学与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合

作协议 
德克萨斯大学 美国 2009 年 2 月 4 日

5 
对外经贸大学和南伊利诺伊大学关于学生交流项

目的补充协议 
南伊利诺伊大学 美国 2009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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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外经贸大学与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合作意向书 雅典经济贸易大学 希腊 2009 年 3 月 12 日

7 
对外经贸大学与 T.Ryskulov Kazakh 经济大学合作

备忘录 

T.Ryskulov Kazakh 经济

大学 

哈萨克

斯坦 
2009 年 4 月 1 日

8 对外经贸大学与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合作协议 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 英国 2009 年 4 月 3 日

9 对外经贸大学与巴黎第三大学校际交流协议 巴黎第三大学 法国 2009 年 4 月 3 日

10 对外经贸大学与波茨坦大学“4+2”合作项目协议 波茨坦大学 德国 2009 年 4 月 9 日

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教学联

接协议 
维多利亚大学 加拿大 2009 年 5 月 14 日

12 对外经贸大学与肯特大学谅解备忘录 肯特大学 英国 2009 年 4 月 28 日

13 
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与德国吉森大学经济学院

交流协议 
吉森大学 德国 2009 年 5 月 28 日

14 对外经贸大学与亚洲大学学术交流协议 亚洲大学 韩国 2009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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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对外经贸大学与堪萨斯大学合作协议书 堪萨斯大学 美国 2009 年 6 月 20 日

17 对外经贸大学与代顿大学学术合作协议 代顿大学 美国 2009 年 7 月 7 日

18 对外经贸大学与韩国崇实大学备忘录 崇实大学 韩国 2009 年 7 月 14 日

19 
对外经贸大学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合作协

议之第一号补充协议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俄罗斯 2009 年 7 月 15 日

20 
对外经贸大学与俄罗斯贝加尔国立经济法律大学

校际交流框架协议 
贝加尔国立经济法律大学 俄罗斯 2009 年 7 月 15 日

21 对外经贸大学与肯特大学学生入学预备协议 肯特大学 英国 
2009 年 10 月 15

日 

22 对外经贸大学与英国开放大学合作协议书 英国开放大学 英国 
2009 年 11 月 15

日 

23 

对外经贸大学（UIBE)和南伊利诺伊大学（SIUC)关

于在 

对外经贸大学建立“UIBE-SIUC 学生国际发展中心”

和在 

南伊利诺伊大学建立“UIBE 协调办公室”的补充备

忘录 

南伊利诺伊大学 美国 
2009 年 11 月 19

日 

24 
对外经贸大学与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学术教育交流

协议（第九次续签）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 日本 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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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 

 哈萨克斯坦国家基金理事会主席卡里姆别托夫受聘我校金融学专业荣誉教

授 

 我校聘瓦拉达拉詹等三位著名学者为荣誉教授 

 姚顺利博士赴澳门出席非关税保护主义的兴起与危机复苏研讨会 

 我校教师代表团访问老挝 受到老挝常务副总理接见 

 屠新泉博士在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从事访问研究  

 周念利博士参加 ARTNET 组织的能力建设培训项目 

 李卫刚副教授在美国出席专题研讨会 

 戴长征教授应邀赴韩国首尔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王健教授参加“亚太贸易经济学家研讨会” 

 李卫刚副教授应邀赴美国出席 “中国法律改革研讨会”和“宪法节论坛”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王波博士受聘为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国际发展学院客

座研究人员，合作研究气候变化政策 

 郑俊田教授随全国 MPA 教指委赴欧洲考察 

 英语学院成功举办归国人员汇报会 

3.1 外籍教师/专家 

哈萨克斯坦国家基金理事会主席卡里姆别托夫受聘我校金融学专业荣誉教授 

11 月 12 日上午，我校在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举行荣誉教授授予仪式及主

题报告会，正式聘请哈萨克斯坦国家基金理事会主席卡里姆别托夫博士为我校金

融学专业荣誉教授。 

我校校长施建军，哈萨克斯坦国家基金理事会主席卡里姆别托夫，国家开发

银行培训局局长王沅；国家开发银行培训局培训三处处长刘慧丽，我校国际处处

长夏海泉、人事处处长史薇、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金融学院副院长邹亚生；哈

萨克斯坦国家基金理事会及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的来宾；媒体记者等出席。我校金

融学院、外语学院部分教师，哈萨克斯坦留学生、独联体各俄语国家留学生等百

余人与会。荣誉教授授予仪式及主题报告会由刘亚副校长主持。 

施建军校长在致辞中说，聘请哈萨克斯坦国家基金理事会主席卡里姆别托夫

主博士为我校金融学专业荣誉教授，这是我校学科发展与师资建设中的大事，是

加强我校与哈萨克斯坦金融机构开展合作交流的重要契机。卡里姆别托夫主席有

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工作经历，在国家经济管理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聘

请卡里姆别托夫主席必将对我校的金融学科建设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这也是

我校和哈萨克斯坦开展交流合作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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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烈的掌声中，施建军校长为卡里姆别托夫主席授予荣誉教授证书，穿上

导师服。卡里姆别托夫主席随后作主题演讲。他全面介绍了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和

社会情况及哈萨克斯坦国家基金在哈萨克斯坦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在

演讲中详细介绍了 Samruk-Kazyn 的历史、基金结构、目前业务及在金融危机中

对稳定经济发挥的重要作用。 

               

刘亚副校长主持授予仪式及主题报告会 

 Samruk-Kazyna 主权财富基金是由哈国总统于 1998 年合并两个国家控股公

司而建立的，借鉴了马来西亚 Khazanah 与新加坡淡马锡的成功经验。从明年开

始，Samruk-Kazyna 将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及战略重点行业建设方面发挥作用，

项目资金来源除了国家基金以外，也需要吸引其他国家的投资，中国是该基金重

要的战略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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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里姆别托夫主席、王沅局长等与我校留学生合影 

卡里姆别托夫博士是哈萨克斯坦国家基金理事会主席，他本科毕业于莫斯科

国立大学数学系，硕士毕业于哈萨克斯坦国立管理大学，1999 年获得美国乔治

城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战略计划局局长，金融部第一副部长，

经济和规划预算部部长，哈萨克斯坦国家发展基金理事会主席，总统办公厅主任

等职务。 

我校聘瓦拉达拉詹等三位著名学者为荣誉教授 

为提升我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经学校学术委员

会审议，国际商学院聘请 S·塔默·卡瓦斯基尔（Salih Tamer Cavusgil）、拉

金·庞帝·瓦拉达拉詹（P.Rajan Varadarajan）、丹尼尔·C·贝洛（Daniel C. 

Bello）为荣誉教授，授聘仪式于 10 月 16 日举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张新民副

校长为三位学者颁发了荣誉教授证书。人事处处长史薇、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夏

海泉、商学院副院长范黎波教授、商学院全球营销研究中心主任傅慧芬教授等出

席了授聘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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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金·庞帝·瓦拉达拉詹博士、教授现任美国德州 A&M 大学梅斯商学院营销

与电子商务学系福特冠名系主任。瓦拉达拉詹教授的研究和教学集中在战略、电

子商务和国际营销领域，他曾在数份顶级期刊发表过许多被广泛引用的文章，是

国际营销/国际商务学术领域的领军学者。2003 年瓦拉达拉詹教授被授予营销科

学学会杰出营销教育家奖和美国营销协会玛哈简奖（Mahajan Award）。 

 

国际营销研究学会（CIMaR，Consortium fo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search)领导人 S·塔默·卡瓦斯基尔博士、教授（S. Tamer Cavusgil），现

任乔治亚州立大学 J·麦克·鲁滨逊商学院下属国际商务学院院长。此前作为密

歇根州立大学全球营销学系首任主任，S·塔默·卡瓦斯基尔所创建的该校国际

商务教育与研究中心被美国教育部认定为“国际商务国家资源中心”。卡瓦斯基

尔教授聚焦于国际商务和全球营销领域，就公司的国际化、全球战略、新兴市场

和跨国界商务中的买方-卖方关系等专题发表了 180 多篇广为引用的论文、1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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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作。卡瓦斯基尔是《国际营销学报》（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和《国际营销新论》（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的

创刊编辑，曾经担任 10 多家专业学术期刊的编审委员会委员。作为学术领军人

物，卡瓦斯基尔荣获国际商务学会特别会员的殊荣。他与另两位作者 2008 年合

著的《国际商务：战略、管理与新形势》译著最近在华出版。  

丹尼尔·C·贝洛博士（Dr. Daniel C. Bello）现任乔治亚州立大学 J·麦

克·鲁滨逊商学院营销系芭芭拉/埃尔默冠名教授。贝洛教授。此前，贝洛教授

曾在 Notre Dame 大学任教，还曾在福特汽车公司承担产品研发组的管理工作。

贝洛教授对国内和国际营销渠道系统的设计、管理和效率的研究卓有建树；他也

是贸易展会和出口渠道领域的专家。贝洛教授曾在《营销学报》（Journal of 

Marketing）、《国际商务研究学报》（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国际营销学报》（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等数

个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很多论文，担任编审委员。他还曾在 2003-2007 年间担任

《国际营销学报》的主编，现任国际营销/国际商务顶尖期刊《国际商务研究学

报》的国际营销部门编辑。  

随着中国资本和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中国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学

术界关注的焦点。通过增进与国际学术团体及著名学者的交流，我校将加快有关

企业国际营销、国际商务的研究，促进我校研究成果与国际水平的接轨。 

3.2 教师公派出国出境（学术研究、讲学、参会） 

姚顺利博士赴澳门出席非关税保护主义的兴起与危机复苏研讨会 

2009 年 12 月 14-15 日，应用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姚顺利博士应邀赴澳门，

出席了由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共同举办的

“非关税保护主义的兴起与危机复苏”研讨会。这次研讨会针对非关税保护主义

对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影响，展开了深入和严谨的研究和讨

论。除主办单位外，包括我国商务部国际司官员在内的本地区政府和研究机构代

表约 50 人参加了会议。 

我校教师代表团访问老挝 受到老挝常务副总理接见 

应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教育部的邀请，由国际学院院长曹红月教授、国际经

贸学院副院长冷柏军教授和经贸学院国际运输与物流系主任王晓东副教授组成

的经贸大学代表团一行三人，于 9月 19-23 日对老挝进行了学术访问，并参加了

中老运输与物流专业建设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冷柏军教授、王晓东副教授、曹

红月教授分别就我校国际运输与物流专业建设和发展历史及学科定位、运输与物

流专业的培养方案以及老挝教师和学生如何利用申请中国留学基金到中国留学

等事宜做了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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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受到老挝常务副总理 Somsavath Lengsavath 和教

育部部长 Somkot Mangnomek 分别亲切接见。 

   
老挝政府常务副总理亲切会见代表团一行 

访问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应邀访问了老挝国立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

ity of Laos），其常务副校长 Bounpong Keorodom 教授向代表团介绍了大学发

展的总体情况，并表达了愿意与我校开展教学与科研的国际合作的意愿，双方就

开展教育交流合作事宜进行了交流。 

屠新泉博士在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从事访问研究 

 2009 年 8 月，WTO 研究院屠新泉博士应邀赴韩国著名智库——韩国对外经

济政策研究院（KIEP）担任访问研究员，主要研究课题为“美韩 FTA 对中国的经

济和政治意义”。8月 26 日，屠博士在该院作了题为“Economic and politica

l implications of the KORUS FTA: a Chinese perspective”的英文专题报

告，并与来自韩国外交部、水原大学、KIEP 的专家进行了讨论。 

周念利博士参加 ARTNET 组织的能力建设培训项目 

WTO 研究院周念利博士于 2009 年 9 月 21-27 日赴印度新德里参加了 ARTNeT

组织的能力建设培训项目。ARTNeT 是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秘书处为满足该地

区学者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分析的需要而建立的研究协调机构。此次培训项

目的主题是“Gravity modeling of trade facilitation and behind the bor

der measures affecting trade”。来自印度、越南、印尼、菲律宾、老挝、柬

埔寨、斯里兰卡、中国等多个亚洲国家的近 20 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周念利

博士是受邀参加此次培训的唯一的中国学员。在培训期间，周念利博士就引力模

型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运用等问题与其他学员展开了广泛探讨。 

李卫刚副教授应邀赴美国出席 “中国法律改革研讨会”和“宪法节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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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律、贸易与经济中心与中国中心联合主办的“中

国法律改革研讨会” 2009 年 9 月 9 日在美国召开。我校法学院李卫刚副教授应

邀出席。包括美国、中国、韩国、日本、印度及欧盟在内的十几个国家、地区的

学者、律师和政府官员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2009 年 9 月 17 日，李卫刚副教授

应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加“宪法节论坛”,并出席“科技、民主与法

律”分论坛研讨活动。 

李卫刚副教授在美国出席专题研讨会 

 2009 年 11 月 9 日法学院院李卫刚副教授出席了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举行的“新能源技术发展现状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专题研讨会。 

戴长征教授应邀赴韩国首尔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应韩国行政研究院院长郑用德教授邀请，国际关系院长戴长征教授于 10 月 8

日至 10 日赴韩国首尔参加主题为“全球经济动荡局面下的公共管理与治理国际

学术研讨会暨韩国行政研究院成立 18 周年纪念大会”。戴长征教授在大会上做

了“Impacts of Financial Crisis on China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的学术报告。报告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兴趣，学者们就中国政府拯救经济危机、促

进经济复苏和增长的进一步措施，以及中国政府在国际合作方面的取向和政策等

问题与戴长征教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王健教授参加“亚太贸易经济学家研讨会” 

2009 年 11 月 2-3 日，作为应用国际贸易研究所的代表，我校王健教授赴泰

国曼谷联合国中心参加了由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UNESCAP）举办的“亚洲及

太平洋贸易经济学家研讨会”（Asia-Pacific Trade Economist’ Conference）。

在研讨会上，王健教授参与了贸易便利化小组的讨论，并就中国无纸贸易和贸易

便利化问题做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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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议是纪念“亚太贸易研究和培训网络（ARTNeT）”成立五周年的一个会

议，主要讨论危机时代贸易导向和增长的问题，具体议题包括，贸易与经济复苏、

贸易治理结构、多变双边贸易体制、贸易政策制订、服务贸易开放，和贸易便利

化等问题，也探讨了运用 CGE 模拟工具和其他定量模型来研究贸易问题的方法。 

郑俊田教授随全国 MPA 教指委赴欧洲考察 

应全国 MPA 教指委的邀请，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郑俊田教授参加了全国 MPA 教

指委组织的赴法国、瑞士、意大利三国 MPA 培养院校的考察。本次考察除全国 M

PA 教指委的领导外，有全国 7所具有 MPA 培养资格学校的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

和 MPA 教育中心主任参加。整个调研过程内容充实，除了详细考察上述三国的 M

PA 培养经验外，还就 MPA 培养项目洽谈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为今后联合培养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学生奠定了基础。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王波博士受聘为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国际发展学院客

座研究人员，合作研究气候变化政策 

王波博士于2009年11月被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国际发展学院聘请为客座研

究人员，参与该院PETER NEWELL 教授主持的英国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资助的

“气候变化领导”项目的研究工作。此前，王波博士的论文：Can the CDM bring 

technology transfer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s CDM projects 已经作为该项目的工作论文，

在国际发展学院的清洁发展治理系列工作论文中发表。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国际

发展学院在英国的国际发展政策研究领域排名前茅，是英国气候变化研究核心机

构TYNDALL CENTER 的成员单位。 

  

英语学院成功举办归国人员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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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 10 日，英语学院召开归国人员汇报会暨全院大会。英语学院党

总支书记张翠萍、许德金副院长以及全体教职员工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张翠

萍书记主持。张书记、朱晓姝老师、谷小娟老师介绍了英语学院教师赴美国乔治

敦大学参加商务英语培训项目，包括我校与美国乔治敦大学开展合作交流的情

况。四位近期回国的教师朱美慧、李琳、刘炅和马莹辉也就各自访学情况做了汇

报。 
 近两年英语学院在各方面取得很大进步，非常注重师资培训，一直支持鼓励

教师赴国外著名大学研修学习深造，已经取得显著效果。 
 

4       人才国际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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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派出学生总计 335 人次：其中，海外学习 149（09 年秋季派出 96）人

次；联合培养项目派出 40 人，其中通过校际交流渠道派出 37 人（博士 9人、硕

士生 28 人），通过留学基金委项目派出 3名博士生；实习 76（09 年秋季派出 2）

人次；考察 10；中法硕士项目 30 人；其他交流 30（09 年秋季派出 1）人次。 

 
 

 
截至 2009 年秋季学期，我校来华留学生数量总体达到 2785 人，生源国家达

到 120 个。在过去 4年中，我校来华留学生规模、国别、结构均有大幅度的提高

与改善，从 2005 年春季学期的 1200 余人，发展到目前在校外国留学生数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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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 4，在校攻读学位的外国学历留学生数量排名全国过第 3。（《中国教育

报》2009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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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久弥新 成就精品——《中欧高等教育专刊》发表我中法国际 

工商管理院长专访 

 中法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隆重举行 2009 级 MBA 在职班开学典礼 

 金融学院与美国 Value Optima 公司共建科研教学实习基地 

 金融学院成功举办伯明翰大学硕士留学项目招生说明会 

 走国际化办学之路，育复合型外语人才——外语学院国际化育人硕果累累 

 我校第二次海外学习项目说明会成功举办 

 英语学院 2009 年度留学生聚餐活动简讯 

 我校学生参加 2009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 

 我校翻译团圆满完成第 106 届广交会翻译任务 

 学礼 以立 我校代表队喜获第八届外交外事礼仪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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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合作办学 

《中欧高等教育专刊》发表我中法国际工商管理院长专访 

2009 年 9 月 22 日欧盟委员会驻华使团在北京驻

地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globserver 和经济观察报联合发表《中欧高等教育

专刊》。 

欧盟委员会驻华大使 Serge Abou 先生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并发表致辞。欧盟

成员国驻华使团的教育官员及中外媒体记者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法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是中欧合作教育项目的成功范例

之一，为此《中欧高等教育专刊》发表了对中法学院张新民院长的专访。张院长

就打造我院中法 MBA 精品理念做了扼要透彻的阐述。 

 

  中法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隆重举行 2009 级 MBA 在职班开学典礼 
 

2009 年 9 月 19 日上午，中法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2009 级 MBA 在职班开学典礼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宁远楼举行。国际商学院院长助理、中法学院项目主管王智

慧老师主持了此次活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国际商学院院长、中法学院

院长张新民教授和法国巴黎第一大学企业管理学院中法 MBA 项目负责人 MOUREY

教授出席典礼并致辞。 

   本期 MBA 学员主要来自欧美各跨国企业，从事与管理相关的工作，还有来自

欧洲的国际学生，这更突出了项目的国际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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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与美国 Value Optima 公司共建科研教学实习基地 

2009 年 12 月 28 日，金融学院副院长吴卫星，金融工程系主任刘立新，金

融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张海云、副主任潘慧峰一行四人访问了 Value Optima 公司

北京金融软件研发中心，与公司董事长韩乐平先生进行了亲切会谈。双方就科研

教学实习基地建设、合作课题研究、公司员工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商谈并初步达成

一致意见，2010 年春季正式启动实习项目，为金融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实

习岗位。 

Value Optima 公司是一家金融软件公司，主要开发风险管理、投资管理、

衍生产品分析软件系统，在北京设有研发中心，并在美国、日本、印度开展业务

和研发。公司董事长韩乐平博士现兼任我校金融市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4.2 学生海外学习交流及素质拓展 

我校第二次海外学习项目说明会成功举办 

10 月 15 日下午，我校第二届海外学习项目说明会在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

举行。此次活动由校国际处主办，校党委副书记陈建香出席并致辞。会上，学工

部、就业指导中心、教务处、研究生部、中澳中心、金融学院、保险学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了我校学生海外学习项目及相关管理办法和工作程序。英国肯特大学、

卡迪夫大学的相关人员具体介绍了部分学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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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香副书记在致辞中指出，加强学生海外学习、实习背景意义深远。学校

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各职能部门、学院通力合作，不断加大学生海外学习交流和

实习、合作办学、联合培养、学生国际合作研究、毕业生海外深造等工作的支持

力度，成果显著。为强化“联合培养力度”的战略目标，学校还准备设立一个学

生海外留学专项基金，用于资助部分品学兼优的学生海外留学。 

 

   陈建香副书记致辞 

随后，国际处交流项目负责人项洁就学生海外学习交流概况，以及我校相关

规定和流程做了详细介绍。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周波就学生海外学习经历与职业生

涯规划发表讲话。教务处副处长郑东晓就学生们关心的学分转换政策，以及本科

学生海外学习的相关规定做了解释说明。研究生部副主任李卫群发表了关于研究

生海外学习相关规定、联合培养、公派出国奖学金项目的说明，并希望学生们“带

着课题出去，带着成果回来。” 

 随后，英国肯特大学副校长 Alex Hughes 讲解了我校与肯特大学联合培养本

科生、硕士生的项目。英国卡迪夫大学海外项目主任 Sarah Rees 介绍了我校与

卡迪夫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硕士生项目的相关情况。学工部部长、卓越学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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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王云海代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讲解了双方合作本硕连读、学生短期访学等项

目。 

此后，金融学院副院长邹亚生介绍了我校同英国伯明翰大学、英国安哥利亚

格鲁斯金大学及美国西东大学联合培养硕士项目，并说明我校即将同伯明翰大学

建立互访或本科生单向访问机制。最后，美国海外留学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介绍了

该基金会海外学习实习项目，为我校有志于出国深造的学生提供了更加专业便捷

的渠道。 

本次说明会在学校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为我校学生的出国留学做出了更加

明确的指导和帮助，现场学生热烈反响热烈。会后，学生们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同

相关项目负责人进行了交流。 

 

金融学院成功举办伯明翰大学硕士留学项目招生说明会 

2009 年 11 月 5 日，金融学院举办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留学项目说明会。伯

明翰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 Robert Elliott, 经济系研究生部负责人

Nicholas Horsewood，以及伯明翰大学中国项目负责人刘琳博士分别作了详细的

项目介绍。 

 

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留学项目的招生对象主要为中国正式四年制大学本科在

读生或毕业生，参加该项目的学生在获得学士学位并顺利完成项目课程后，可前

往伯明翰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伯大商学院提供了八个经济金融类硕士专业，

供学生自由选择。 

走国际化办学之路，育复合型外语人才——外语学院国际化育人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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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外语学院 10 名西班牙语专业学生启程赴古巴进行为期一年的学

习。10 人均为公派留学，其中 2007 级 9 人为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2006 级 1

人为外交部遴选生（留学归国后通过相关考核入职外交部）。   
  国际化、复合型是外语学院人才培养的两大亮点，多年来学院一直秉持开放、

兼容的办学理念，努力在国际化育人方面创新模式、打造特色，培养具有创新能

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国际化特色的复合型应用人才。截至今年 10 月份 2009

年出国留学、国外实习或交流 93 人，占今年招生人数的 46.7％。留学途径包括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校际交流项目等，留学对象国包括日本、韩国、西班

牙、埃及、古巴、突尼斯、越南、意大利、叙利亚、俄罗斯等国。通过留学、实

习和交流，开阔了学生的国际视野，增强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外语学院 2007－2009 年本科生出国情况统计表  

                                 制表时间：2009 年 10 月 26 日  

  人数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招生人数  213 人  179 人  199 人  

留    学  54 人（占 25.3%） 72 人（占 40.2） 73 人（占 36.7%） 

短期实习  8 人（占 3.8%） 7 人（占 3.9%） 12 人（占 6.0%） 

短期交流  13 人（占 6.1%） 6 人（占 3.4%） 8 人（占 4.0%）  

合    计  75 人 （占 35.2%） 85 人（占 47.5%） 93 人（占 46.7%） 

4.3 留学生教育 

英语学院 2009 年度留学生聚餐活动简讯 

 

2009 年 12 月 21 日，晚上六点，英语学院、国际学院老师及英语学院全体留

学生欢聚一堂，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英语学院总支书记张翠萍老师对留学生一年来的表现进行了总结、表扬和肯

定，也表达了新的一年的期望和祝愿。留学生们纷纷表示了对老师们的感谢之情。

留学生任课老师还为学生们颁发了英语学院设置的考勤优秀奖和进步奖。 

  本次活动充满了学生们和老师的欢声笑语，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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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CIP”留学班开学 

11 月 30 日上午，英语学院举行首期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CIP”留学班开学

典礼。 

王立非院长、蒙纳士大学文科院中国项目部副主任单春明、特聘教授刁凤河、

授课教师代表张利华、项目主管张伟等出席典礼。   

首先，王院长致辞，欢迎蒙纳士大学学生远道而来，向他们介绍了我院的发

展、翻译专业特色及英语类学科优势，王院长提到我院非常重视开展国际合作和

交流活动，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短期交流提

供各种资源，此次教学采用中欧高级译员培训同传实验室，模拟翻译实践教学。

最后预祝所有学员学有所得，将我校的学习、中国文化的体验、后奥运北京气息

感受等带回澳洲；为中澳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搭建桥梁。 

    

  
随后，单春明副主任讲话，感谢我校提供的平台，为今后的长期战略合作奠

定了良好基础，感谢我院对“CIP”留学班的大力支持与投入。此外，强调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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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我校学习期间，应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完成学业。 

  典礼在愉快的氛围中圆满结束，全体学员同领导、老师合影留念 

4.4 校园跨文化交流活动 

我校学生参加 2009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 

11 月 10 日上午，“2009 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在北京拉开帷幕，我校

60 名学生应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经济专题论坛。本届论坛的年度主题

是“金融重建与经济振兴”，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伯茨先生、因“不

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而获得 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莫

里斯先生以及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200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

尔普斯先生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宝贵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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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结束后学生们都表示此次论坛，不但让他们一睹了诺奖大师的风采，还

有机会聆听了大师们专业精彩的演讲，真是受益颇多。大师们独特的视角，精辟

的分析，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多参加此类论坛。 

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是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和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在 2005 年共同倡议举办的，由北京市政府与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或者中国科学院共同主办。论坛每年一次，以“人类的和谐与发展”为永

久主题，并结合当年的经济热点，确定年度主题并邀请相关领域的诺奖获得者来

北京参会。 

我校翻译团圆满完成第 106 届广交会翻译任务 

2009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4 日，第 106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

在广州举行，受大会外联处邀请，我校翻译团一行 20 人参加本届广交会，本届

翻译团由带队老师外语学院辅导员李彦和来自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俄语和法语等的 19 名学生共同组成。 

 

   
广交会期间，我校翻译团累计出翻 43 人次,共 100 天次，包括在境外采购

商报到处办证点的工作、为境外客商提供的翻译服务，更有高规格的外事活动。

10 月 25 日，2006 级法语专业张淼同学陪同摩洛哥外贸大臣阿卜杜拉迪夫·马阿

祖兹一行参观广交会和考察广州周边城市工厂，出色完成陪同翻译工作，受到领

导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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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广交会实习工作是我校一项历史传统，我校学生参与了自广交会创办以

来的每一届展会工作，一方面满足了广交会的小语种翻译需求，另一方面也使我

校学生得到了实战锻炼的平台。 

学礼 以立 我校代表队喜获第八届外交外事礼仪大赛三等奖 

2009 年 11 月 1 日晚，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外交外事礼仪大赛在钓鱼台大酒店

落下帷幕。由主要来自外语学院同学组成的我校代表队在参赛的 24 支队伍中脱

颖而出，晋级决赛，最终获得三等奖。 

 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是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大力支持下，由外交学院主办，旨

在推进和普及涉外礼仪知识、提高大学生素质、弘扬中华文明风尚、促进中国国

际交往的一场礼仪盛会。至今为止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届。本次第八届大赛是参赛

队伍最多的一届。共有来自北大、清华、人大、复旦、北外、中财、中国政法、

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外交学院等 24 所国内

顶尖高校的代表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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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涉及外交外事礼仪原则、礼仪规范、风俗习惯、宗教习俗以及与祖国

建国六十周年相关的各方面知识。在高手云集的比赛中，我校代表队展示了自己

的风采。最终，外交学院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代表队获得二

等奖，我校代表队与国际关系学院、东北大学获得三等奖。 

 

我校代表队比赛中模拟中美签字场景  

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大使赵进军出席本次比赛并致词。大赛评委由原驻

朝鲜大使武东和、原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吴明廉，原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孙淑贤以

及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马保奉担任。新华网、中新网、搜狐、教育网等媒体报导

了这场高水平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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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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下半年先后参与举办了 15 次国际

研讨会，涉及经济、贸易、反垄断、世界贸易组织、中欧、中日、中俄关系等多

个领域，有效地扩大了我校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届国际校长论坛在我校隆重开幕 

 我校竞争法中心成功举办“促进创新与竞争”高层研讨会 

 低碳经济：行动与国际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举行 

 2009 国际贸易前沿理论国际研讨会圆满召开 

 首相行动计划（PMI2）国际研讨会在我校成功举办 

 国际营销研究学会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2009 国际营销联合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我校竞争法中心成功举办竞争法典型案例研讨会 

 第八届中国实证会计国际研讨会成功召开 

 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创刊 30 周年纪念暨日本文化国际研讨会举行 

 金砖国家商学院联合会首届理事会及商学教育质量管理会议在南非召开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加入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国际贸易研究与培训网络 

 第二届国际空间环境可再生能源发展大会在我校召开 

 2009 年 JMS 中国营销科学学术年会召开，我校获得 2010 年 JMS 中国营销科

学学术年会承办权 

 首届“中国国际社会企业与创业研讨会”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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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行政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我校成功举行 

第二届国际校长论坛在我校隆重开幕 

 

2009 年 11 月 14 日上午，由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主办，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承办的第二届国际校长论坛在我校隆重开幕。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希腊、澳大利亚、阿根廷、新加坡等 10 余个国家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近 50 所著

名大学的校长、教育机构负责人以及国内 60 多所大学和教育机构的校长、专家

学者、企业领袖、媒体人士以及我校各职能部门、各学院负责人、专家、学者

200 余名中外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我校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席王玲代

表论坛组委会和对外经贸大学对各位领导、

嘉宾和专家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她围

绕本届论坛的主题及中国教育发展前景发表

讲话。她强调，在教育创新、合作与发展，

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我们大家有着共

同的目标和希望。此次校长论坛必将会对中

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甚至世界教育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中国是教育大国，60 年

来教育发展取得了非凡成就，同时面临由人力资源大国向强国发展的转变。中国

有着广阔的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市场和学生生源市场。我们不仅要开拓市场，还要

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承担起大学在全球发展过程中应当承担的重要使命，共同

推进全球教育的创新合作发展。 

施建军校长发表了主题演讲。他围绕

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能力展开了

深入阐释。施建军校长认为，我们需要在

开放的系统中寻求大学的创新、合作和发

展。他说，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大学

所要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有以自主创

新为主的科技创新。大学需要打破象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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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推倒围墙”，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全方位合作。发展是硬道理，而大学发展

也要讲求科学发展。大学发展的核心是要“以人为本”，要强化、优化教师队伍，

保障全体师生的各项权益。要坚持走内涵发展之路。就是走提高质量、强化创新

的发展之路。要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就是要保持和张扬每个大学的独特的办学

特色和优势。要坚持走现代化发展之路。 

面对观众提出的“如何打破围墙”的问题，施校长解释道，现在的大学是封

闭的象牙塔，缺乏与社会、开发区、社区、高新区的联动，缺乏国际资源的广泛

信息流动。各位嘉宾不远万里来到对外经贸，就是来寻求合作和发展的资源，就

是要在开放的系统中寻求发展的空间。 

平行论坛作为第二届国际校长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于 11 月 14 日下午圆满

举行，来自国内外百余名嘉宾代表参与了此次论坛。平行论坛下设四个论坛，分

别以“教育国际化”、“高校国际人才培养”、“国际化人才基础教育”、“国

际化人才职业培训”为主题，在宁远四层徐光启教室、郎世宁教室、刘銮雄楼

109 多功能厅、行政楼 222 会议室四个分会场同时进行。论坛中，嘉宾代表各抒

己见，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共同探讨了国际化背景下的教育发展之道。 

我校竞争法中心成功举办“促进创新与竞争”高层研讨会 

12 月 9 日，我校竞争法中心主办的题为“反垄断规制与知识产权：促进创新

与竞争研讨会”在北京新闻大厦成功

举行。作为国内反垄断法领域最高级

别的跨学科性学术研讨活动，此次会

议专门邀请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委员威廉·科瓦西克（William 

E. Kovacic）先生和联邦贸易委员会

国际司司长兰道夫·特莱特尔

（Randolph Tritell）先生来京参

会，并由威廉·科瓦西克委员作主题

演讲。 

我校校长施建军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发表演讲。施校长说，技术创新与企业竞

争力之间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如何处理技术创新和竞争之间的关系，是目前中

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苦恼而倍感困扰的问题。这一问题体现出自由和平等的价

值冲突，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浓缩了当代社会对个人主义、自由、公平、理

性主义的深刻追问，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高超的制度设计与执法艺术。施校长

还通过两个鲜明事例生动地对比出中西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和缘由。 

威廉·科瓦西克委员进行题为“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和创新”的主题演讲。

科瓦西克先生今年三月刚刚卸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一职，但依然担任委

员，加之他多年的教学和法律实务工作经验，因此，他对此领域的基础理论和操

作实务均极为熟稔。他的演讲，深刻、充满智慧，用词诙谐幽默、语调抑扬顿挫，

使与会者深受启发，获益匪浅，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领悟到美国反垄断法执法部

门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创新和竞争关系时的基本理念和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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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讨会还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教授、最高人法

院知识产权庭的孔祥俊庭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知识产权专员陈福利以及国家工

商总局竞争执法局赵国彬处长作主题演讲。主题演讲后，与会人员还就相关问题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大家畅所欲言，围绕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问题进

行了热烈讨论。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来自海内外的相关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官员、知名跨国

公司、中外著名律师事务所以及出版界代表百余

人。他们之中，不仅有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国

务院法制办、反垄断法三大执法部门—国家发改

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主管官员、

以及国家科技部、工业信息化部、国家知识产权

总局的相关领导；还有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审理反

垄断案件的资深法官；更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

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以及华东

政法大学法学和经济学的知名专家和学者，以及

来自法律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知识产权》、

《电子知识产权》、《中国知识产权》杂志的负

责人；此外，研讨会还特别邀请了中国驻美国大

使馆知识产权专员、欧盟驻华参赞等参加。 

 

低碳经济：行动与国际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举行 

由我校与日本名古屋大学、北京大学、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社科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联合主办，清华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与世界经济杂志

共同协办，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承办的“低碳经济—行动与国际合作”国际学术会

议于 2009 年 9 月 24-25 日在北京中澳马哥波罗酒店成功举行。 

施建军校长致开幕词，国家环境保护部李干杰副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刘世锦副主任、北京大学林钧敬副校长、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司贾德永副司长、

日本名古屋大学滨口道成校长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词。此次会议的召开恰逢联合

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刚刚闭幕，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论坛上首次全面阐述中国

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本次国际学术会议聚焦“低碳经济”、“低碳技

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
邀请国内外学术界、中央政府部门、中日地方政府和环境部门的专家学者共同研

讨低碳经济的基本理论，交流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和实践经验，促进低碳经济国际

合作。本次会议由名古屋大学薛进军教授、北京大学栾胜基教授和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赵忠秀教授联合担任大会主席，出席会议代表约 1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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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军校长致开幕词 

国家环境保护部李干杰副部长以“全球气候变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为题作

了主题发言。 

 

国家环境保护部李干杰副部长发表主题演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副主任从建立全球减排责任体系的角度分析了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现状、问题与改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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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副主任出席会议并做主题发言 

 

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司贾德永副司长出席会议并致辞 

  日本名古屋大学滨口道成校长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

类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介绍了日本在环境立法和环保技术方面积累的丰

富经验以及名古屋大学优良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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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名古屋大学滨口道成校长致欢迎词 

北京大学林钧敬副校长代表主办方之一的北京大学致词，全面阐述了开展对

低碳经济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加强国内外高校和政府间合作互动的必要性。 

 

北京大学林钧敬副校长致词 

来自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演讲嘉宾围绕“低碳经济发展的国家计

划与战略”、“低碳经济的理论、目标与发展政策”、“国别低碳经济研究”三个主

题展开分析讨论，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与会各方围绕低碳经济发展、国际合

作、国别政策等方面，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互动交流，达成

诸多有益的观点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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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国际知名专家郜若素 （Ross Garnaut）教授发表主题演讲 

 

此次国际会议为期两天，是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参与的中日大学之间国际

合作研究项目“亚洲制造业与环境研究和新项目”的中期成果展示。在会议开幕之

前，施校长和滨口校长分别共同会见了刘世锦副主任、李干杰副部长。会议期间，

林桂军副校长专门会见了郜若素教授。9 月 25 日下午 18 时许，名古屋大学高桑

宗佑门教授、薛进军教授分别在闭幕式上作了总结发言，在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赵

忠秀院长致闭幕词之后，本次国际学术会议成功落下帷幕。    

我校 WTO 研究院与 ICTSD 在日内瓦联合举办国际研讨会 

 

2009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2 日，日内瓦贸易与发展论坛（GTDS）在日内瓦

世界气象组织总部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

主办，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日内瓦部长会议同步进行。WTO 总干事拉米以及

数十位各国贸易部长、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学者等 300 多人参加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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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作为协办单位之一，与 ICTSD 组织了“新兴国家的

贸易政策”这一单元，来自巴西、马来西亚、南非等国的学者分别介绍了各自的

贸易政策最新进展，我校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屠新泉博士作为国内唯一发言代表

出席了论坛，并作了“China's trade policy since its WTO access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的英文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兴趣。 

 
第八届 WTO 与中国学术年会成功召开 

 

2009 年 11 月 7－8 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主办的“第八届

WTO 与中国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自 2002 年以来，我校 WTO 研究院已经连续

成功举办七届年会，并吸引了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0 位专家、学者参

加年会。 

 

本次年会以“全球金融危机下两岸经贸合作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重点探

讨当前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年会邀请到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

图，商务部台港澳司司长唐炜、WTO 司司长柴小林，中国欧盟世贸项目首席专家

李仲周等嘉宾做主题报告，我校党委副书记杨逢华出席了开幕式并致欢迎词。 

台湾政治大学邓中坚、刘德海教授，台湾经济研究院黄兆仁研究员、铭传大

学李在方教授等来自台湾学界和企业界的 20 多位代表出席了年会。国际关系学

院、首都经贸大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等有关高校参与会议协办，纽约理工大学

商学院刘贤方教授、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Silvia Karina Fiezzoni 教授、武汉

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陈继勇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许浩明教授等 60 多所高校、研究

机构的 200 多位学者提交论文并参加年会。与会代表围绕两岸合作现状、两岸经

贸合作机制的法律和制度问题、两岸企业合作的模式、世界经济形势、WTO 多哈

回合谈判、中国外贸发展形势等议题展开热烈研讨。 

在本次年会上，张汉林教授负责的“211”工程三期项目“世界经济与贸易

分析及预测系统”发布了《2010 年世界经济与贸易分析和预测报告》，得到与

会代表的高度评价。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和新浪网等媒体就此对张汉林院长进行

了专访。 

我校成功承办商务部中俄经贸信息服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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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中俄经贸合作信息服务，总结交流近年来网络信息平台在推动双边经

贸合作中发挥的作用，由商务部主办、对外经贸大学（中俄经贸合作网）和绥芬

河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中俄经贸信息服务研讨会”于 2009 年 12 月 17-18

日在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举行。本次会议是中俄两国经贸信息服务领域的首次交流

活动，与会代表围绕中俄经贸信息平台建设、网络信息与企业需求对接、电子商

务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出席会议的中俄领导在主席台就座 

  出席会议的领导有：商务部欧洲司副司长凌激、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商务代

表处商务代表齐普拉科夫、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电子信息处副处长王延

庆、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副主任张大明、绥芬河市市委书记鄂忠齐、绥芬河市

市长付延成、绥芬河市副市长王开轩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由刘亚副校长带队，

中俄经贸合作网负责人、信息学院黄健青副教授以及网站工作人员和实习学生等

一行 7人参加了本次会议。相关研究机构、企业以及俄罗斯驻华商务代表处、俄

罗斯工商会及有关财经媒体驻京代表处、远东海关的近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刘亚副校长在研讨会上发言 

通过承办本次“中俄经贸信息服务研讨会”， 我校进一步加强了与政府部

门、地方政府、研究机构以及相关企业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提升了我校的声誉和

影响力，为我校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经济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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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经贸合作网》是根据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达成的协议，由中国商务

部与俄罗斯经贸部共同主办建立的第一个旨在推动双边经贸发展与企业交流的

官方网站，是中俄两国政府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探索经贸合作途径的新举措、新尝

试。于 2004 年 9 月 22 日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俄罗斯政府副总理茹科夫共

同点击开通，并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承办，是我校教师和同学的科研教

学实践平台。 “中俄经贸合作网站”为中俄政府、研究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提

供了全面、权威、及时的公共商务信息服务，运行五年多来网站点击量大幅增长，

中俄经贸合作网在几大搜索引擎的搜索中排名第一。“中俄经贸合作网”已成为

国内同类网站中极具影响力的网站，是中外企业开展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和

平台，获得了广大用户，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广泛好评。 

 

2009 国际贸易前沿理论国际研讨会圆满召开 

作为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专业建设 55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之一，由国际经贸学

院和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举行的 2009 年度国际贸易前沿理论国际研讨会于

2009 年 12 月 19 日在我校新图书馆举行。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

王家骁教授，副校长林桂军副校长，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以及来

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泰国、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等各高校国际贸易

领域的多位学者以及来自中国商务部和 APEC 的官员参加了此次国际研讨会。我

校唐宜红副院长、殷晓鹏副教授等多位教师参会。 

 

林桂军副校长在 2009 国际贸易前沿理论国际研讨会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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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国际贸易前沿理论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合影 

与会学者分别就“贸易与投资”、“区域贸易集团的福利效应”等目前国际

贸易领域的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发表学术演讲，进行了热烈讨论。为期一天的

国际研讨会议程紧凑，高效圆满完成了预期目标。 

 

首相行动计划（PMI2）国际研讨会在我校成功举办 

10 月 26 日至 27 日，“首相行动计划”Prime Minister’s Initiative 2（PMI2）国

际研讨会在我校成功举办，施建军校长出席会议开幕式致辞并与英国索尔福德大

学（University of Salford）校长 Martin Hall 教授一同签署了《中英高校就业和创

业合作项目伙伴协议》。此次研讨会基于“中英高校就业和创业合作项目”即首相

行动计划第 2 轮，由我校国际处和技术管理研究中心承办，英国文化教育处资助，

英国索尔福德大学代表团、哈尔滨理工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代表参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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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军校长在致辞中首先向与会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大家介绍了我校

的基本情况。施校长说：本次研讨会旨在发展和加强中英高校在大学毕业生就业、

创业和创新等方面的研究合作，加强与英国教育界和企业界的广泛联系与交流，

促进中英两国在高校教育、人才培养、创业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合作，为应对金

融危机、开辟就业创业新途径贡献一份力量。我校与索尔福德大学合作成功申请

到了此战略联盟和合作科研项目，是本轮的英国 PMI2 的七个项目之一。这标志

着对外经贸大学与索尔福德大学的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希望两校在对

中英的经济发展、商科（经管类）教学、研究和咨询等方面的合作得到迅速加强。

会议开幕式后，施建军校长与来访的英国索尔福德大学副校长 Martin Hall 教授

共同签署了《中英高校就业和创业合作项目伙伴协议》。  

 

林桂军副校长在会前与英国索尔福德大学校长 Martin Hall 教授的会谈中就

两校进行教师和学生交流，学生创新和创业能力培养，合作研究以及聘请索尔福

德大学教授来我校教授创新思维课程等问题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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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香副书记出席研讨会并就我校就业工作的基本情况、我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的主要做法和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包括推动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建立

学生创业模拟平台等议题发表演讲。她的演讲获得了与会代表的好评和积极反

馈。 

 

研讨会由我校国际处夏海泉处长和技术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华教授主持，我

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院长、商学院王永贵教授、牛雄鹰教授、国际处

夏海泉处长、英国学者以及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处、哈尔滨理工大学、武汉大学、

郑州大学等高校和机构的 17 名与会代表就加强学生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

能力、国际竞争力等内容进行演讲和交流。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研讨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高等教育于现实竞争紧

密联系在一起，为全面创新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对高等教育的全面提高意义重大，

为高校学者、研究人员、从业者及决策者共同讨论有关提高就业能力、创新能力、

创业能力及国际竞争能力提供了一个探讨、交流的平台。 

 

国际营销研究学会与我校国际商学院 
成功召开 2009 国际营销联合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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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0 月 15 日至 18 日，“2009 国际营销联合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

召开，此次 CIMaR2009 年会是由世界著名的国际营销研究学会(CIMaR)与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联合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营销研究中心承办。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兴市场与全球营销：有关外国公司在新兴市场，或新兴

市场公司在国外开展国际营销的理论或实证研究”。这是我国高校营销学术团体

首次与全球性学术团体联合举办的全英文专题学术盛会。   

尽管受到金融海啸和 H1N1 流感的影响，此次会议仍然吸引了世界各地相关

学者的密切关注和踊跃投入。组委会收到并评审了来自中国以外的 16 个国家以

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区的多篇论文，中国内地多家高校的教授学

者也向大会提交了相关论文。会议期间，有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

典、马来西亚等国家，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大陆各地高校，包括清华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以及本校商学院的论文作

者发表了精彩的专题演讲和论文宣讲。此次盛会也吸引了学校众多学院教师、博

士和在校学生的参加。  

大会开幕式由本次会议联合主席之一——美国密苏里大学著名华裔国际营

销学教授邹绍明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兼国际商学院院长张新民致欢迎

辞。

 
    本次会议荣幸地邀请到了国际营销/国际商务学术领域的两位前沿领军学者作

主题演讲：美国德州 A&M 大学梅斯商学院(Mays Business School)营销与电子商

务学系福特冠名系主任拉金·瓦拉达拉詹博士、教授(Dr. Rajan Varadarajan)，现

任。在本次会议上，瓦拉达拉詹教授发表了题为“Musings on the Half-life of 
Knowledge of Certain Research Stream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ing”的演讲，瓦拉达拉詹教授提出的“Half-life of Knowledge”概念引起

了大家的普遍兴趣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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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前沿领军学者是丹尼尔·C·贝洛博士，教授(Dr. Daniel C. Bello)。贝

洛教授现任乔治亚州立大学 J·麦克·鲁滨逊商学院营销系芭芭拉/埃尔默冠名教

授。贝洛教授对国内和国际营销渠道系统的设计、管理和效率的研究卓有建树；

他也是展会和出口渠道领域的专家。贝洛教授的演讲题为“Key Reasons 
Reviewers & Editors Reject Manuscripts”，贝洛教授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对中

国学者参与国际性学术活动和国际性刊物上发表自己的成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

指导意义，令在场与会代表和学生都受益良多。 

  本次会议还有四位国际营销/国际商务领域世界著名的教授亲临本会作精

彩的专题演说。他们分别是：  

 国际商务学会(AIB)副会长，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编辑，著名的伦敦

皇家学院瑞典籍国际商务教授佩维·N·戈利(Pervez N. Ghauri)的演讲题目是：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Emerging Markets”从中国、印度对西方经济的

威胁出发，探讨了新兴市场的潜力与影响力，并对中国企业提出了建议。  

 著名的国际营销战略和消费者决策研究专家，美国乔治敦大学麦克多诺商

学院麦格雷恩/夏克国际商务与营销学会主席乔尼·K·约翰逊教授(Johny K. 
Johansson)发表了题为“Global versus Local: Brand Equ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place”的演讲，着重从品牌资产在全球营销中的地位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

研究成果。   

 著名的美国维拉诺瓦大学约翰·A·墨菲冠名教授，营销与政策研究中心资

深研究员查尔斯·R·泰勒(Charles R. Taylor)则在广告互动媒体的成长及其对营

销沟通产生的影响方面给与会者带来了新鲜的知识和观点。   

来自香港城市大学周南教授是一位在中美文化和消费者行为比较领域名列

前茅的著名专家。周教授在演讲中揭示的中美文化差异展现了其异国文化比较的

独特视觉和深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营销研究中心主任傅慧芬教授和王永贵教授也代表

中心的研究人员演讲相关研究成果。除全体大会外，本次会议还在不同的时段设

立了 10 个专题分会场，来自世界各国各地的 20 位学者用英语宣讲了自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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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分会场的研讨主题包括：“跨国服务营销”、“购买者行为比较”、“跨文化

沟通”、“国际供应商关系”等当前国际营销/国际商务领域的热点话题。 

本次会议是全球性学术组织——国际营销研究学会首次将会场设在中国，同

时也是协办单位——全球营销研究中心和国际商学院的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和

展示的机会。全球商务和全球营销方面的顶级学者集聚我校，令我们接触到学科

研究的最前沿，并有幸亲耳聆听这些专家的宣讲并与之交流。与会者纷纷称赞此

会，表示收获很大，是“难得”和“难忘”的体验。  本次会议是我校营销与管

理学科建设一个重要转折点，不仅提升了我校与国际学者学术合作的水平，而且

将有力地促进中国企业国际营销和走出去战略的研究。  

 

我校竞争法中心成功举办竞争法典型案例研讨会 

11 月 22 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办的“协议与滥用行为规制—
典型案例研讨会”在北京好苑建国饭店举行。来自海内外反垄断专家学者、政府

部门官员、知名跨国公司和中外著名律师事务所代表近百人云集北京，围绕反垄

断法中有关协议和滥用行为规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竞争法中心主

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黄勇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采取开放式的讨论会形式进行。  

参会人员与演讲者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官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一些经

济学学者也从不同的思维模式出发，同法学专家们一同就会议主题进行讨论。此

外，部分企业和律师事务所的参会者还就各自关心的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发改委

出台的相关反垄断规定及草案，向在座的政府官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贸学院等法

学和经济学专家学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商务部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等政府主管官员和法官，20 多家跨国企业在华法务负责人和

多家中外著名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出席本次研讨会。 

 

第八届中国实证会计国际研讨会成功召开 

2009 年 12 月 18 日至 20 日，由《中国会计评论》理事会主办、我校国际商

学院、国际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八届中国实证会计国际研讨会在我校隆

重举行。来自斯坦福大学、南加州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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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国内外著名大

学的 200 余名专家学者和博士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我校肖泽忠教授主持了博士与青年学者论坛和主题报告会。斯坦福大学

Mary E. Barth 教授、南加州大学 Kenneth A. Merchant 教授就公允价值会计研究、

管理控制问题与参会博士、青年学者进行了热烈交流。香港中文大学的 T.J. Wong
教授作了题为“Institution an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的演讲。 Mary E. Barth 教授 、Kenneth A. Merchant 教授、T.J. Wong
教授被聘为我校客座教授。 

 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对进一步提升我校财务与会计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

影响，促进校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快会计学科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创刊 30 周年纪念暨日本文化国际研讨会举行 

10 月 23 日, 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办的纪念《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创刊

三十周年暨日本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商务部培训中心隆重举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副校长、《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副社长胡福印致开幕词。 

 

 
  

出席此次会议的领导有：原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会长、天津外国语学院院长、《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编辑委员会主任修刚，教

育部高校专业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日语分委员会主任、上海外国语大学

校常务副校长、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谭晶华教授。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日本

驻中国大使馆教育文化公使山田重夫、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主任

助理小长谷友香、日本卡西欧贸易公司总经理吉田修作等嘉宾。来自全国大学的

日语学科带头人，日语教授共 160 余人参加了这次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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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是我国日语界的权威期刊。自 1979 年创刊以来

已经连续出版发行 30 年。本次研讨会旨在回顾杂志创刊 30 年来的辉煌历程，通

过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学术研讨，推动我国日语界对日本语言、文学以及文

化的深入研究，增进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同时，诸与会专家学者为杂志的发展

献计献策，进一步提升杂志的学术含量与编辑水平，有效地发挥杂志作为学术交

流平台的作用。  

 

 开幕式之后的研讨会以分科会的形式进行（语言、文化、文学），会上共发

表论文 60 余篇，与会专家就每篇论文的观点展开热烈的讨论，内容涉及日本文

化、历史、语言、翻译、宗教、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等多个领域。众多精彩的学术

发表使研讨会呈现出畅所欲言、高潮迭宕的热烈氛围。 

此次研讨会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中国日语界学术研究高端会议的特色，相信其

研究成果一定会对我国未来日本语言、文学、文化的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金砖国家商学院联合会首届理事会及商学教育质量管理会议在南非召开 

金砖国家商学院联合会(Association of BRICS Business School-ABBS)于 2009
年 2 月初在印度宣布成立，发起成员包括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中国人民

大学商学院等中国大陆的商学院和印度的泽维尔管理学院(Xevier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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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南非的夸租鲁纳塔尔大学研究生院(School of 
Graduate,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俄罗斯国立管理大学(State University for 
Management)、巴西圣保罗行政学院(Escola De Administracdo De Empresas De Sao 
Paulo)。  

 

 理事会成员集体照  

2009 年 12 月 2 日-5 日，联合会首届理事会（Board Meeting）及商学教育质

量管理会议(Conference on Quality Management in Business Education)在南非夸租

鲁纳塔尔大学举行，范黎波教授代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参加了会议，

并做了题为“Chinese MBA Educ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balance”的演讲。  会议期间，来自金砖国家的商学院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

交流，共同探讨了如何建立联合会的合作机制。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加入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国际贸易研究与培训网络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于 2009 年 8 月正式加入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亚太贸易

研究和培训网络(ARTNeT)，成为该组织一员。ARTNeT（错误！超链接引用无效。

）是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理事会（ESCAP）秘书处为满足本地区对日

益复杂的贸易和投资政策进行缜密分析的需要而建立的研究协调机构，以改进相

关贸易政策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通过开展区域团队项目、建立研究成果传播机制、

加强政策制订者与研究人员之间的互动，和举办具体的能力建设培训，充分利用

现有的研究力量以实现其目标。经过五年的发展，ARTNeT已成为一个有效的协

作平台，在促进非政府机构、贸易研究人员、政策制订者，以及重要国际组织（如

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开发署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发挥着积

极的作用。  

 

        第二届国际空间环境可再生能源发展大会在我校召开 

2009 年 10 月 14—16 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联合主办“增长 II——第二届国际空间环境可再生能源发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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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新民副校长出席并致辞 

来自中国、俄罗斯、荷兰、德国、英国、加拿大、约旦等国的政府官员、专

家、学者和企业家等 30 余人，分别就当前在化石燃料供给短缺、能源价格上涨

条件下，如何在缺少化石燃料的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可持续的能源供给体系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且具有前瞻性的研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中心主任、中国驻俄罗斯前国防武官、中

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王海运少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生态安全研究中

心主任、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总干事、微生物碳捕捉生态能源课题组组

长蒋明君先生分别在大会上发言。蒋明君先生还在会场展示了中国在微生物碳捕

获方面的科技创新产品—“海狄富”进行了展示,引起了与会国内外专家们的极

大兴趣，希望就此新产品与中国专家进行进一步交流与合作。 

 

我校中国-俄罗斯/独联体研究中心主任韩立华作为受邀嘉宾，就“氢能经济

是否可以取代化石燃料经济”做大会发言。大会的召开得到了外交部中国国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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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和荷兰格罗宁根省政府的协助，由我校国际经济

研究院、中国-俄罗斯/独联体研究中心具体承办。 

 

首届“中国国际社会企业与创业研讨会”成功召开 

由美国纽约罗格斯大学商学院、上海大学研究生部和 MBA 中心与管理教育

研究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社会企业与创业研

究会议”于 2009 年 11 月 19－23 日在上海隆重召开，主题为“国际和谐、本土

社会企业与创业”。 

此次会议的高校协办方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及中国社会企业研究与发展中心，美国纽约 Prudential Financial, Inc 为此次

会议的白金赞助方。本届盛会迎来了海内外相关领域的学者，其中包括来自美国

罗格斯大学商学院、美国 East Stroudsburg 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加拿大西

安大略大学、新西兰 Queensland 大学、澳洲悉尼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复

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中

美著名企业高层；海内外学术团体领导，如亚洲社会企业学院总裁；以及中国社

会企业家。新浪、搜狐、经观等多家媒体对此次盛会进行了追踪报道。 

商学院副院长范黎波教授担任“社会企业与创业的世界视角”主题会场的嘉

宾主持，并发表了“管理学教育的全球协调发展：通过建立东西方无国界的研究

合作”（Global Harmony in Management Education through Boardless Research 
Collabora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ountries）主题演讲。 

 
           “中日行政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我校成功举行 

2009 年 11 月 22 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日本行政学会举行的“中日行政

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我校举行。这次研讨会是两国行政管理领域的最高级别

和层次的会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主办了

这次会议。研讨会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主持。 

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行政改革”的主题，总结和介绍了近年来中国和日

本行政改革的经验和做法，探讨了行政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对两国未来行政改革

展望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意见、观点和对策建议。这些观点、建议，对推动两国

行政改革的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同时研

讨会也得到参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对推动两国行政管理专业水平

的提升、促进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5.2 国际学术交流与讲座 

 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霍迈兹来校演讲“新全球经济环境下的中美经济关系” 

 欧盟贸易委员凯瑟琳·阿斯顿应邀来校演讲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总法律顾问 Tim Reif 来校演讲 

 WTO 专家 Bacchus 先生莅临法学院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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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常驻 WTO 代表孙振宇大使应邀到我校做报告 

 英国 Harry Rajak 教授来法学院授课 

 国际商学院第六期专家论坛：文化智商和国际谈判有效性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陶红印教授到中文学院做学术报告 

 英国卡迪夫大学 Ezzamel 教授作客国际商学院会计学系论坛 

 美国斯坦福大学孙朝奋教授来我校讲学 

 美国 ValueOptima 公司董事长韩乐平应金融学院邀请为 SBF 论坛做学术讲

座 

 林桂军副校长、赵忠秀教授、葛嬴教授和樊瑛博士参加中国服务贸易政策视

频会议 

 黄勇教授赴贵州出席中欧反垄断法国际研讨会 

 法学院丁丁教授应邀参加首届“东北亚法律合作论坛” 

 王健教授参加“APEC 跨境无纸贸易评估及最佳实践高级别研讨会”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王波博士参加美中绿色科技峰会 

 熊李力博士参加“金融危机后的中国与欧洲”国际研讨会 

 法学院王军院长出席圆桌会谈 

 信息学院参加第四届中俄经济工商界高峰论坛 

 信息学院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工商论坛 

 法学院黄勇教授赴南昌参加竞争政策与规则国际研讨会 

 法学院黄勇教授在上海出席企业纠纷防范与解决年会 

 法学院黄勇教授赴沪杭出席亚洲竞争法论坛年会 

 马特副教授赴上海出席生命法学理论研讨会 

 苏号朋教授参加第四届“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 

 徐永彬教授当选国际高丽学会副会长及亚洲分会会长 

 

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霍迈兹来校演讲“新全球经济环境下的中美经济关系” 

 

11 月 10 日上午，美国现任国务院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来校访问，并在

宁远楼三层会议厅举办“新全球经济环境下的中美经济关系”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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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点 20 分，施建军校长，杨逢华、陈建香副书记，徐子健、刘亚、胡福印、

林桂军、张新民副校长等在宁远楼前迎接来宾，并合影留念。施建军校长与霍马

茨副国务卿亲切会见，并赠送国画《岁寒三友》。 

10 点 30 分，演讲在宁远楼三层会议厅举行。林桂军副校长主持演讲。  

   

施建军校长致欢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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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作“新全球经济环境下的中美经济关系”

专题演讲。  
霍马茨回顾了中美关系的早期发展历程并表示，中美两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

全球经济时期，我们需要发展新型双边关系来捍卫国家利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

在国际舞台上。中美国两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面临着诸多全球性挑战：全球变暖，

食品安全，能源安全，流行病等健康问题，恐怖袭击等。要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

战，中美这两个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经济都蓬勃发展的大国就必须

加强合作。对于中美两国贸易逆差、贸易不平衡问题，霍马茨表示，分歧对于中

美两个大国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开展长期卓有成效的对话，进一步扩

展我们的伙伴关系。中美应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通力合作，这不仅有利于整个世

界，也是两国的共同义务。 

霍马茨强调说，中国的领导能力是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

之后，中国恢复之迅速给每个国家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美国市场的发展离

不开中国消费的支持，全球交融起来才能发展得更好。虽然我们有差异，但是必

须通过合作来解决各种问题，我们要坚守对未来世界的承诺，一起努力来解决气

候、贸易、金融、能源、资源等方面问题。奥巴马总统下周对华的访问具有重要

意义。希望两国在未来能通力合作。 

 演讲结束后，在场师生就中美贸易摩擦、金融危机后美国如何保持领导地位

等问题踊跃提问，霍马茨一一细致解答。他表示，中美之间贸易往来主流是好的，

但存在一些纠纷是正常的，双方应求同存异，推动双边贸易进一步发展。一位教

师在提问时请霍马茨转交我校师生致奥巴马总统的一封信，诚挚邀请总统来贸大

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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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贸易委员凯瑟琳·阿斯顿应邀来校演讲 

9 月 9 日上午，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凯瑟琳·阿斯顿女男爵（Baroness 

Catherine Ashton）应邀来我校访问，施建军校长会见来宾。林桂军副校长、国

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夏海泉、欧盟青年经理培训项目主任王福明教授、中国-欧

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夏友富教授等参加会见。 

欧委会贸易总司司长奥沙利文（David O'Sullivan）、贸易委员会成员郝望

北（Per Haugaard）、欧洲联盟欧洲委员会驻华代表团赛日·安博大使、欧委会

亚洲司司长潘宝国（Mauro Petriccione）、欧盟驻华使团商务参赞赛明葛(Miguel 

Ceballos) 等陪同来访。 

 

会见中，施建军校长向客人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定位、特点和优势。阿

斯顿委员曾任英国教育部部长，她表示非常高兴到我校访问，了解到我校的专业

特色和在中国学术界、中国外经外贸领域的影响力。双方还就高校发展交换了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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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后，阿斯顿委员在宁远楼会议厅为我校师生做题为“中国-欧盟贸易关

系向前迈进-建立信心”（The EU-China trade relationship going 

forward—building confidence）的演讲。 

施建军校长致欢迎辞，代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体师生热烈欢迎阿斯顿委员

一行来我校访问。施校长指出，欧盟是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重要的

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欧双边

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中国和欧盟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中欧在许多重大国际问

题上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 

施校长表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非常关注中欧关系特别是中欧经贸合作的迅

速发展，也十分重视与欧盟的联系和合作。学校设有中国-欧盟经济合作研究中

心，与欧盟合作开展了中欧企业家培训、中欧高级译员培训等多个项目，我校学

者与欧盟专家在中欧经贸关系、竞争法等领域进行了很多交流，我校还曾先后欢

迎和接待多位欧盟委员和欧盟高官来访，如前任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彼得.曼德

尔森(Peter Mendelson)、消费者保护委员梅格莱娜·库内娃（Meglena Kuneva）、

财政和预算委员 Dalia Grybauskaite、文化与青年委员菲格尔（H.E.Jan Figel）、

竞争委员 Neelie Kroes 等。同时，我校重视与欧盟高校的合作，已经与欧盟多

个国家的 20 多所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学术联系非常密切。 

施校长强调，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加深给蓬勃发展的中欧经贸合作造成了

很大的不利影响。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正

在抬头，中欧双边贸易摩擦在加剧。阿斯顿委员应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邀请首

次来华访问，无疑会给处于逆境中的中欧经贸合作带来希望。中欧双方通过共同

努力，不仅有信心，也有智慧和能力去克服当前遇到的困难与障碍，使中欧经贸

合作尽早摆脱困境，重新走上健康、稳定、互利共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阿斯顿委员在演讲中表示，信心是加强中欧贸易关系的关键。她呼吁欧盟和

中国应增强彼此互信，发展深入持久的经济伙伴关系。阿斯顿委员号召双方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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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上通力合作，以加强双边贸易关系。中欧双边贸易总额已达每

年 3000 亿欧元。她还承诺，欧盟和中国将继续合作，完成多哈回合的世贸谈判。 

 

阿斯顿委员强调，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是由于非关税壁垒、双方法规的差异以

及侵犯知识产权等非关税因素引起的，因此在贸易伙伴中建立紧密的联系将对保

证贸易增长尤为重要。她认为，目前双边贸易关系依然强劲，中欧之间的投资状

况平平，实际上近几年出现了下降。双方需要共同面对这个问题，支持今后的发

展。 

阿斯顿委员指出，欧盟与中国都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双

方应当更紧密地合作，充分发挥贸易和投资在低碳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潜力，这样

将促进双边经济，并为减少排放做出贡献。她呼吁，进一步开放可再生能源的公

共采购，在这一领域扩大经济规模，降低成本。 

阿斯顿委员最后对同学们提出了三点期望：第一，找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学习他们做事的方式；第二，找到大家和自己都信任的良师，请他们将自己的宝

贵经验传授给我们；第三，抓住人生道路上遇到的每一次机会，把握好它，创造

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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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会由林桂军副校长主持。他向与会者介绍了阿斯顿委员丰富的职业经历

和杰出成就。我校 580 多位师生聆听了演讲，多次对阿斯顿委员的演讲报以热烈

的掌声，并就金融危机下如何防止贸易保护主义、低碳经济发展与中欧经济合作、

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欧差别与如何增进理解、阿斯顿委员今后对华经

贸工作重点等方面提出了问题，阿斯顿委员很高兴地一一作了回答。 

演讲后，阿斯顿委员访问了中国-欧盟经理人交流培训项目中心，与中心工

作人员和来自欧洲多国的 46 位学员进行座谈。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总法律顾问 Tim Reif 来校演讲 

12 月 9 日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总法律顾问 Tim Reif 先生来访我校，并

为我校师生做题为《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贸易——强大和可持续的贸易关系的基

础和保护主义的最佳解药》的演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国事务首席法律顾问

Claire Reade、美国助理贸易代表 Tim Stratford、美国使馆公使衔贸易参赞

Chris Adams、美国使馆经济处官员 Melissa Horwitz，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

施建军、副校长林桂军，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夏海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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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施建军校长、林桂军副校长在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会客室会见来宾。

施校长简要介绍我校的基本情况，并对 Reif 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双方

都表示愿意进行更多类似的交流活动。 

 

Tim Reif 先生和施建军校长亲切会谈 

演讲开始前，施建军校长致欢迎词，他指出在 2009 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

济衰退的大背景下，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显得尤为紧迫，中美双方应更多地

对话、磋商和谈判。 

 

施建军校长致辞 

Reif 先生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总法律顾问，拥有二十多年从事国际

贸易法、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谈判的经验，负责为美国贸易代表、副贸易代

表、USTR 地区性办公室等提供相关方面的法律建议。在此次来我校的演讲中，

Reif 先生分四部分详细阐述了建立在规则基础上贸易制度如何运行以及如何应

对当今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他首先向听众介绍了美国贸易代表公司的概况和主

要职责，以及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制度和法规的有效运行之间的关系。

Reif 先生谈及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贸易制度的设想，提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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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四个主要目标以及其意义，并就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削弱非关税壁垒、

贸易政策法规透明化等问题展开陈述。Reif 先生热情洋溢、条理清晰的演讲博

得了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Tim Reif 先生演讲 

在问答环节，我校师生积极与 Reif 先生进行交流，内容涉及国家政府如何

使世贸组织的原则得到更有效执行，USTR 如何看待中美之间日渐激烈的贸易战

发展趋势，奥巴马政府怎样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与国会有效合作等多个方面。Reif

先生走到观众席中和观众进行近距离交流，偶尔穿插的美式幽默，使得现场气氛

活跃而融洽，演讲会进行顺利。 

WTO 专家 Bacchus 先生莅临法学院讲座 

  2009 年 9 月 8 日，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创始人、美国 WTO 专家 James 

Bacchus 先生应邀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进行交流，陪同访问的还有

James Bacchus 的夫人，GT 国际律师事务所股东 Philippe M. Bruno 女士及及外

国法律顾问龚红柳律师。Bacchus 先生曾连续两届担任上诉机构的主席，是上诉

机构中唯一参与审理了 WTO 最初八年的全部六十起上诉案件的成员，也是北美洲

地区在世贸组织中的唯一代表。除在 WTO 的任职外，Bacchus 先生还是美国国会

议员，并曾担任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所属美国贸易代表的特别助理。现在

Bacchus 先生是 GT 国际律师事务所“全球事务部”的两位主席之一，也是该所

“全球贸易与投资部”主席。 

 9 月 8 日晚，James Bacchus 先生在模拟经贸大学法学院模拟法庭发表了热

情的演讲，题为“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领导地位的崛起”。在讲座开始前，法

学院院长王军教授致欢迎辞，中国商务总原条法司长、中国首位 WTO 上诉机构大

法官张月姣女士做了点评。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杨国华、中国政法大学王传丽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韩立余教授，汕头大学曹培教授、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丁丁

教授、经贸大学法学院的盛建明教授和边永民教授，与经贸大学法学院的 100

多名本科生、研究生一起，参加了本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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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讲中，Bacchus 先生指出，中国自 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以积极地姿态、

渐进的影响力，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表示中国

有潜力迈向 WTO 中的领导地位。随后，Bacchus 先生将重点转向中美之间的合作，

他评价了美国现行的贸易政策，就最近热门的轮胎特保措施案发表了独到的观

点。在讲座中，Bacchus 先生反复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并主张应当运用全球

视野处理当今的贸易问题。Bacchus 先生的讲座引起了在场老师和同学们的浓厚

兴趣。参加演讲的师生踊跃提问，Bacchus 先生一一进行了耐心和细致的解答。 

  中国常驻 WTO 代表孙振宇大使应邀到我校做报告 

 

 12 月 23 日下午，应我院邀请，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孙振宇为贸大学子讲解 WTO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我校副校长张新民和中国

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出席讲座，张新民副校长主持讲座。  

 

 

报告会前孙振宇大使与王玲书记、施建军校长见面并座谈 

孙振宇大使结合自己参与世贸组织部长会议和贸易谈判中的经历，细致分析

了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世贸组织的作用。当谈到对外谈判时，孙振宇大使特别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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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细节决定成败。孙振宇大使教育青年学生，提高自身素质很重要，希望在场

的学生和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全方位提高自己，了解法律、金融等各方面的知识，

成为国家所需的涉外人才。 

报告会最后，现场学生就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在贸易谈判中扮演角色等问题

与孙振宇大使进行了交流，孙振宇大使耐心的为学生一一解答。 

 

林桂军副校长、赵忠秀教授、葛嬴教授和樊瑛博士参加中国服务贸易政策视频

会议 

2009 年 9 月 18 日，林桂军副校长、赵忠秀院长、葛赢副院长、樊瑛博士等

出席了由我校及世界银行、阿德莱德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四方参加的“中国

服务贸易政策”第二次视频会议。 

会议在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国际视频会议厅举行。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

院长 Christopher Findlay 教授、我校与阿德莱德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张艳，

世界银行国际贸易学家 Aaditya Mattoo 博士、李月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

府与经济学院、服务贸易著名专家 Jenny Corbett 教授等 12 人通过先进的远程

视频会议技术实现了中、美、澳三国四地学者的即时交流。 

林桂军副校长就服务贸易政策研究对我校的重大意义、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以及远程视频会议这种交流形式的优点进行了阐述。赵忠秀院长就中国电信产业

政策、葛嬴副院长就企业层面数据在服务贸易政策研究中的应用、樊瑛博士就“中

国服务贸易政策”的研究进度和阶段成果分别做了简介，与会者进行了积极广泛

的交流，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此次中国服务贸易政策视频会议是继我院今年 4月底承担“各国服务贸易政

策回顾项目”、“中国贸易政策研究子项目”以来召开的第二次远程视频会议。 

一句话新闻 

 9 月 18 日和 24 日，来自英国 Sussex 大学法学院的 Harry Rajak 教授到访法 

学院，为 09 级博士生以及教师举办了两场专题讲座：“金融危机背景下的

企业重整”和 “企业集体与跨境破产法”。 

 

 9 月 29 日，国际商学院第六期专家论坛成功举行，邀请加拿大温莎大学商学

院马振中副教授就其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Culture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Effectiveness: An Explorative Study”与

我院老师和博士生进行交流，论坛由范黎波教授主持。 

 11 月 20 日，英国卡迪夫大学商学院 Mahmoud Azmy Ezzamel 教授于宁远楼为

国际商学院教师及博士研究生作了精彩演讲，题为 MOVING ON FROM 
LEGITIMACY: NEO-INSTITUTIONAL THEORY, ORGANIZATIONAL FIELDS,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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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1 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及应用语言学系教授

兼中文部主管陶红印教授应邀到中文学院做了题为《高级汉语教材开发的新

思路：交际语用学与语料库方法》的精彩学术报告，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

迎。 

 12 月 17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孙朝奋教授为中文学院和语言研究中心的老师

们举行了一次题目为《现代汉语方位词的两种限制》的学术讲座，并就汉语

国际推广等话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12 月 24 日，美国 ValueOptima 公司董事长韩乐平应金融学院邀请为 SBF 论

坛做学术讲座，题目是“金融工程师和风险管理师的职业规划”。 
 

黄勇教授赴贵州出席中欧反垄断法国际研讨会   2009 年 9 月 21 日至 22 日，中

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和欧洲委员会竞争总司在贵州

省贵阳市联合举办了“中欧反垄断法研讨会”。我校法学院黄勇教授应邀出席了

会议，在会议上就“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滥用行为及其表现”、“垄断协

议的认定及豁免制度”、“垄断协议宽大制度”三个议题做了大会发言。 

法学院丁丁教授应邀参加首届“东北亚法律合作论坛” 2009 年 9 月 1-2 日，首

届“东北亚法律合作论坛”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法学会、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会联合举办，是第五届东北亚投资与贸易博览会的组成单元。来自

俄罗斯、日本、韩国、蒙古、美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与国内的专家学者就发展东

北亚六国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建立切实可行的法律保障机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

交流。丁丁教授应邀参加本次论坛，并以“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法律思考”为题发

言。 

王健教授参加“APEC 跨境无纸贸易评估及最佳实践高级别研讨会” 

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办的 “APEC 跨境无纸贸

易评估及最佳实践高级别研讨会” 于 2009 年 9 月 14-15 日在北京举行，17-18

日研讨会移至台北继续召开。研讨会邀请了 APEC 各经济体电子商务领域的政府

官员、知名企业代表及学术专家出席会议。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对《APEC

地区跨境无纸贸易的评估和最佳实践研究报告》进行讨论、修改和完善；同时，

还将就 APEC 地区跨境无纸贸易中各经济体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总结，提出解决

方案。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王健教授作为项目专家和研究报

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参加了研讨会并做了主题发言，介绍了目前对 APEC 各经济

体无纸贸易发展的研究和评估工作，总结了无纸贸易发展的模式和规律，探讨了

无纸贸易对国际贸易参与方带来的价值，为 APEC 长期对无纸贸易的评估建立了

理论模型。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王波博士参加美中绿色科技峰会   2009年 11月 16-17日，

我校王波博士应邀参加了美中绿色科技峰会。会议期间，王博士就中美如何在资

金援助、技术转移等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中的重要问题与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李侃如、斐文丽等进行了讨论，并与多位中美能源企业领袖交换意见，取得了许

多研究的一手资料。本次峰会由美国著名基金会马力协会等组织发起，是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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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华期间美方组织的一系列重要活动之一，旨在通过中美能源业界领袖和智库精

英的对话和交流探索未来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有效合作，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

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过程中，实现互利双赢。 

熊李力博士参加“金融危机后的中国与欧洲”国际研讨会 2009 年 11 月 8 日至

10 日，我校熊李力博士应邀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金融危机后的中国与欧洲”

国际研讨会。熊李力博士在会上作了题为“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的主题发言。此次国际研讨会由杭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来自德国波鸿大学、美国

富国银行、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所、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的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会后，熊李力博士出席了由杭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欧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仪式，

并受聘为该中心理事。 

法学院王军院长出席圆桌会谈 2009年12月2日， 汤森路透集团首席执行官Tom 

Glocer (汤姆 格罗瑟)先生在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举行圆桌会谈，法学院院长

王军教授应邀出席。王军院长就新形势下培养优秀律师人才发表了看法，并探讨

了与汤森路透集团在提高学生实际应用法律知识能力方面的合作前景。汤森路透

法律信息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法律信息提供商及法律文献及图书出版集团，目前我

院有多位毕业生在该集团中国公司工作。 

信息学院参加第四届中俄经济工商界高峰论坛  为庆祝中俄两国建交 60 周年，

2009 年 10 月 13 日，中俄总理第十四次定期会晤期间，中国商务部与俄罗斯经

济发展部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共同举办第四届中俄经济工商界高峰论坛。由信息

学院承办的商务部中俄经贸合作网站信息采编中心受邀参加了此次会议。 

法学院黄勇教授赴南昌参加竞争政策与规则国际研讨会  2009 年 12 月 5-6 日，

法学院黄勇教授应邀赴南昌参加由江西财经大学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办“中国

竞争政策与规制国际研讨会”，在会议上发表了“Study on Frontier Issues and 

the Future Road of Regulation over Monopoly Agreement in China”的主题

演讲，就中国垄断协议的特点和执法难点以及未来对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世界

银行高级顾问（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Luis Guasch 教授，意大利路易

斯大学教授，欧盟政策研究中心(CEPS) Roberto Pardolesi 研究员，马斯特里

赫特大学经济学 Niels Philipsen 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Daniel L. 

Rubinfeld，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法学院黄勇教授在上海出席企业纠纷防范与解决年会   2009 年 9 月 24 日，法学

院黄勇教授在上海应邀出席了第四届企业纠纷防范与解决年会 2009，做了题为

“中国反垄断法最新发展及问题”的大会演讲，并同与会者一起讨论了相关问题。

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美国仲裁协会、澳大利亚国际商事仲裁中心、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负责人

以及著名跨国公司、中外律师事务所的高级主管 2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法学院黄勇教授赴沪杭出席亚洲竞争法论坛年会  2009 年 10 月 30-31 日，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黄勇教授应邀出席了在上海和杭州两地举行的亚洲竞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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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2009），黄勇教授在“经营者集中的控制标准”专题研讨会上同与会的国

内外竞争法学者和中国商务部执法官员进行了大会交流。 

马特副教授赴上海出席生命法学理论研讨会  2009 年 10 月 29 日-30 日，法学院

马特副教授应邀参加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与上海市法学会共同主办的“生

命法学理论研讨会”，并发表了“生命权的价值维度”的主题演讲。 

苏号朋教授参加第四届“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 

法学院苏号朋教授于 2009 年 10 月 24-25 日参加了第四届“罗马法·中国法与民

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该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罗马法与意大利法研究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主办，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意大利中国法与人才

培养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协办。苏号朋教授提交了会议论文《论中国法上

的惩罚性赔偿》，并就此作了专题发言。 

徐永彬教授当选国际高丽学会副会长及亚洲分会会长  第九届高丽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于 8月 26 日至 28 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共有来自韩国、朝鲜、中国、

美国、日本、印度、英国、德国、匈牙利等 13 个国家的 150 多名专家学者与会。

在本次大会上，我校外语学院副院长徐永彬教授当选为国际高丽学会副会长及亚

洲分会会长。徐永彬副院长及外语学院朝鲜语系周玉波主任、申泉老师及外教裴

圭范老师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的学术交流活动，并分别宣读了语言学、翻译学、教

育学及文学方面的论文。国际高丽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orean 

Studies）是一个国际性的韩国学专业研究团体，总部设在日本。 

张密教授获 2008 年最佳意大利文学译作奖   2009 年 10 月 18 日，在意大利驻

华使馆文化处举办的第一届意中文学比较研讨会闭幕式上，意大利驻华大使谢萨

先生宣布 2008 年度意大利文学最佳中文译作奖颁发给我校张密教授和她的译著

《命运交叉的城堡》。 

王波博士研究论文被国际权威杂志 Energy Policy（ SCI、EI 收录）采用 我校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师王波博士的研究论文 “Can CDM Bring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被国际权威杂志 Energy Policy 采用，将于 2010 年公开

发表。该论文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全面研究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的技术

转让状况和影响技术转让的主要因素，并预测了未来技术转让的阻力和动力，对

目前国际气候变化减缓领域的国际技术转让谈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Energy 
Policy 是世界上最权威的国际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研究的出版物之一，被 SCI、

EI 等 16 家权威检索机构检索或收录，2008 年影响因子为 1.755， 近 5 年影响

因子为 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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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11 工程子项目 “经济学博士项目外部评估”工作 

 

施建军校长会见经济学博士外部评估海外专家 

11 月 10 日上午，施建军校长、林桂军副校长会见了来我校进行经济学博士

项目评估的海外专家组成员。 

 

施建军校长首先对五位海外著名经济学家来我校进行经济学博士项目评估

表示热烈欢迎。接着，施校长以企业管理的三个层次即产品、资本、文化及标准

作为对比，形象阐述了此次博士评估的意义，他说，大学人才培养特别是研究生

培养的国际标准认证与企业标准认证一样，是最高层次的，也是最重要的。他希

望各位专家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发现博士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改

进的方向，以便我们有的放矢进行调整改进，从而提高我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国

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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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向专家组成员介绍了我校经济学博士培养的历史沿革和基本

情况，与专家组成员就评估将涉及的经济学博士培养目标、学生质量、规模、课

程设置、培养时间、对博士生的资助、博士生研究和学习场所、图书及电子信息

资源、资格考试和开题报告、论文发表、博士毕业生就业情况及追踪、博士培养

中的学科交叉等 14 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评估专家组组长 John Siegfried 教授首先对校领导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

Siegfried 教授说，他本人和专家组其他成员期待在三天的评估工作中与我校国

际经济贸易学院及其他部门的同仁一道开展工作、共同探讨改进我校经济学博士

项目的方案。对于我校经济学博士培养中存在的不足和具体问题，专家组将提出

建设性的意见，为我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贡献力量。 

参加会见的海外专家组成员包括美国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 )

经济系 Dr. John Siegfried 教授、范德堡大学经济系主任 Dr.Tong Li 教授、科

罗拉多大学经济学教授、文理学院副院长 Dr. Keith Maskus、北卡罗来纳州大

学经济系 Dr. Douglas Pearce 教授、密西根州大学 Dr. Susan Chunzhu 副教授。

参加会见的还有我校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副院长唐宜红，研究生部主

任杨长春、副主任李卫群，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夏海泉、副处长项洁等。 

专家组成员表示非常感谢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及相关部门对评估工作的支持。

高度评价了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辛勤、出色的自评工作。双方还就当前中美贸易摩

擦和人民币汇率等热点经济问题交换了意见。 

此次经济学博士外部评估初评工作从11月11日正式开始至11月13日结束，

为期三天。评估将由 Siegfried 教授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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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经济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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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丰富的经济

学博士项目评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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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期间专家组将首先以我校提供的自评报告为基础，从培养目标、学生质

量、规模、课程设置、培养时间、对博士生的资助、博士生研究和学习场所、图

书及电子信息资源、资格考试和开题报告、论文发表、博士毕业生就业情况及追

踪、博士培养中的学科交叉、士气与指导、机遇与挑战等 14 个方面对我校经济

学博士项目进行全面调研。 

接着，专家组成员将分别对参与我校经济学博士培养的 30 多名教师和 70

余名博士生进行深度访谈（访谈人数覆盖 70％以上），对博士论文、专业考试

和综合考试试题等文件样本进行分析，详细了解我校经济学博士培养的每一个方

面的细节，并将采用量化和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访谈结果进行深入研究。以

便科学地提出客观的改进建议。 

最后，专家组将于评估结束后四周以内完成评估综合报告，对我校经济学博

士项目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方案。 

     经贸学院经济学博士项目外部评估入校初评工作圆满结束 

 2009 年 11 月 13 日上午，经贸学院经济学博士项目外部评估初评反馈会在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会议室召开。研究生部杨长春、副主任李卫群，科研处处长王

强，以及经贸学院院长赵忠秀、副院长唐宜红、以及刘树林、史燕平，陈志鸿，

董保民和崔凡等博士生导师和博士项目的授课教师参加了会议。刘亚副校长出席

并认真听取了海外专家组对经济学博士项目初评结果的反馈意见，并针对专家组

提出的具体建议与外方专家进行了交流。 

 

我校博士项目外部评估是国家重点学科“211 工程”三期创新人才培养项目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海外专家的外部评估找出我校博士生培养与国际先进水平

的差距，将有利于推进我校高端人才培养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外部评估分为初评、

整改和验收三个阶段。入校初评工作于 2009 年 11 月 10 日至 2009 年 11 月 13

日如期举行。本次评估对象是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经济学博士项目。国际经济贸易

学院向评估专家小组提供了全面的自评报告，为评估专家入校评估工作的顺利进

行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得到评估专家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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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反馈中，专家组对我院经济学博士项目的师资力量、课程设计、培养

环节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同时指出了生源多样性、专用办公室不足等主要问

题，建议进一步讨论和明确博士培养的主要目标，加大优秀生源的奖励力度等。

评估专家组将在一个月之后提供正式评估报告。专家组成员和林桂军副校长进行

座谈，交换了几天评估情况的看法。 

 

此次入校评估的主要形式是对经济学博士项目的指导教师和授课教师及博

士生进行访谈。5位评估专家在 3天中访谈了 31 位教师以及 63 名博士生，其中

包括 9名留学生博士。每组访谈的平均时间为 30-45 分钟，教师访谈为一对一形

式，其中 18 位教师用英文访谈，13 位教师用中文访谈；博士生的访谈形式为个

人一组或两人一组，其中 43 人用英文访谈，20 人用中文访谈。访谈工作井然有

序，访谈专家和被访谈的师生得到充分交流。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将以此为契机，认真研讨评估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

一步探讨博士生培养模式，为社会打造具有竞争力的高端人才。 

6. 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2009 年下半年,我校在国家汉办的指导与支持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紧紧抓住“汉语国际化”历史性发展机遇，配合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庆祝活动，

密切联系国家汉办和海外孔子学院，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孔子学院建设工作，

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我校与希腊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合作建立的雅典商务孔子学院揭牌成立 

 2009年欧洲孔子学院文艺巡演取得圆满成功 

 我校召开日本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年度理事会 

 王玲书记会见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孔子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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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玲书记参加第四届孔子学院大会 并在大会校长论坛上代表中国高校作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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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希腊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合作建立的雅典商务孔子学院揭牌成立 

我校与希腊雅典经济商业大学合作建立的雅典商务孔子学院于 2009 年 10

月 8 日揭牌成立。作为希腊首家孔子学院，双方均给予高度重视，希腊总统帕普

利亚斯阁下、中国驻希腊罗林泉大使、国家汉办马箭飞副主任、我校汉语国际推

广领导小组组长王玲书记及中希两国各界友好人士共计 400 多人参加揭牌仪式。

王玲书记访问希腊取得圆满成功，孔子学院揭牌仪式和我校学生艺术团演出等活

动在雅典掀起一场“中国热”。 

 

我校学生艺术团在雅典的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2009 年欧洲孔子学院文艺巡演取得圆满成功 

10 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周年华诞，我校大学生艺术团受国家汉办资

助和委派，首次走出国门，赴欧洲六国举行孔子学院文艺巡演，全程共计 15 天，

所赴国家包括希腊、匈牙利、奥地利、捷克、德国和意大利，演出 6个场次，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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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观众总人数逾 2500 人。文艺巡演获得中国驻外使馆、外国政府、文化界人士

和各国观众的一致好评。 

参加欧洲巡演的师生艺术团由我校合唱团、舞蹈队和经贸武术协会成员组

成，离开希腊后，还前往匈牙利、奥地利、捷克、德国和意大利进行文艺演出。

在所到国家，观众无不为艺术团所奉献的丰富多彩的节目所感慨，他们普遍认为

节目充分展示了中国当代大学生的风采和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传递

了中国人民愿与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理念。 

 

教师刘咏阁在“笔墨太极”节目中现场作画“汗血宝马” 

 

 

我校召开日本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年度理事会 

2009 年 12 月 13 日我校与上海师范大学和日本福山大学共建孔子学院第二

届理事会在我校顺利召开。 

林桂军副校长主持会议，商务汉语国际推广中心韩亮主任，中文学院董瑾院

长，外语学院李爱文副院长，我校孔子学院吴英杰副院长，以及上海师范大学陆

建非副校长，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夏广兴副处长，上海师范大学孔子学院王

励副院长，日本福山大学吉原龙介副校长，日本福山大学仓田秀善学堂长，福山

大学孔子学院许霁副教授作为各方代表出席了此次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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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军副校长首先致开幕词对远道而来的各位与会者表示欢迎，他说 2009

年是福山大学孔子学院第一年运营，在三方的共同努力下，各方面工作开展顺利

并已取得初步成效，希望孔子学院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加强中日在教育、经贸

等方面的合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日本福山大学副校长吉原龙介就 2009 年孔子学院所开展的工作做了内容详

实的发言。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陆建非在其发言中对孔子学院今后的发展提出了

中肯的意见，认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上海师范大学要结合两校各自的学科及教

学优势，齐心协力把福山孔子学院建设成为示范孔子学院。 

随后我校孔子学院吴英杰副院长，上海师范大学孔子学院王励副院长分别做

了 09 年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工作总结，就目前孔子学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

决方案发言。 

与会三方讨论通过了日本福山大学提出的关孔子学院理事会理事的增补提

案，并就《上海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日本福山大学合作建设孔子学院

执行协议书》的内容进行商讨并最终达成共识，协议将在近期签署。 

本次理事会成功召开有赖于与会三方为此付出的各种努力，三方会上所达成

的共识标志着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在日本的发展迈入了新的里程，三方均认为要结

合各自的学科优势把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创建为日本示范孔子学院，发挥其最大的

社会效用，为促进中日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互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王玲书记会见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孔子学院院长 

2009 年 12 月 10 日，我校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组长、校党委书记王玲会

见来京参加全球孔子学院大会的美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简称“UTSA”）孔子学院院长、东亚学院院长连大祥教

授。商务汉语国际推广中心执行主任韩亮、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项洁参加会见。

王书记指出，UTSA 孔子学院要抓住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带来的新

机遇，把学院的发展与两国元首会晤时公布的 10 万名美国学生留学中国的计划、

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结合起来，设计好 2010 年以及今后几年内的工作方案，

92 
 



确定一些特色项目，切实落实好，争取把 UTSA 孔子学院做成中国海外孔子学院

的示范点。 

 

 

连教授向王书记汇报了孔子学院揭牌仪式的筹备进展和市场推广情况,以及

已经开展的工作和下一阶段设想。 

UTSA孔子学院项目已经获得中国国家汉办批准，计划于2010年 1月底揭牌，

王书记将率领我校代表团参加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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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2-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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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玲书记代表中国高校在大会作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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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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琳主任在大会致辞，她回顾和总结了国家汉办在欧亚地区的汉语推广和孔

子学院建设方面的成果及经验，分析指出当前欧亚地区孔子学院在汉语学习需求

快速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部署了 2010 年俄罗斯“汉语年”中各高校及

所承办孔子学院的工作任务；征求与会代表对未来 5-10 年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规

划（草稿）的意见；同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国家汉办“2009 年九项重点资助项

目”，重点介绍了全球汉语教师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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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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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玲书记（左一）与我驻俄使馆裴玉芳公参（左二）、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校长古里洛

夫（右二）和孔子学院院长古里洛娃（右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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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书记（中）在远东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王玲书记参加第四届孔子学院大会 并在大会校长论坛上代表中国高校作报告 

12 月 12 日至 13 日，第四届孔子学院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

世界 88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800 位大学校长和孔子学院代表以及国内承办孔子学

院的高校代表汇聚一堂，共同讨论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大计。 

本届大会设六个论坛，分别研讨中外大学如何通过孔子学院促进双边经贸发

展，中外大学如何通过孔子学院促进双边文化交流，中外大学如何通过孔子学院

为培养本土汉语师资和编写教材贡献力量，中外大学如何为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

提供保障，孔子学院如何帮助当地中小学开设汉语课，孔子学院社区服务能为大

学带来什么，这六大主题展开讨论。 

我校党委书记王玲应国家汉办邀请参加第四届孔子学院大会并在“中外大学

如何通过孔子学院促进双边经贸发展”论坛上代表中国高校作题为《中外大学如

何通过孔子学院促进双边经贸合作》的报告。 

 

王玲书记从孔子学院在促进合作中的作用，孔子学院对促进中外经贸合作的

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三个方面阐述了观点。王书记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想了解中国市场投资中国。孔子学院不仅

能承担教授语言、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增进中外了解的功能，还能为促进中外经

贸合作搭建平台。中外双方互有需求是孔子学院促进经贸合作的前提，中外大学

具备经贸合作所需要的经贸、金融、法律、保险、管理、计算机等各领域高水平、

高素质人才，是孔子学院促进经贸合作的有利条件，整合中外双方优质资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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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双方经贸合作搭建平台是孔子学院促进经贸合作的优势。

 

王玲书记的报告在与会代表中间产生强烈反响。会后，与会国外高校代表纷

纷表示愿就与我校的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本届孔子学院大会期间，孔子学院总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举办

了“各国语言展·孔子学院资源展”。我校商务汉语国际推广中心及出版社应邀

参展，展示我校国际商务汉语教学与资源开发基地首期研发教材——《商务汉语

一本通》（汉语与 10 种外语对照版）、《北京商务汉语》、《汉俄商务口语》

及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各类对外汉语、外语教材和字典。我校英语学院和出版社

分别参加现场新书推介。 

本届孔子学院大会和“各国语言展·孔子学院资源展”进一步促进了各国语言文

化交流，推动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分享世界各国在语言与文化交流方面的成果与

经验。 

 

7.港澳台工作 
 徐子健副校长会见两岸经贸法律论坛台湾代表团 

 张新民副校长参加 UIBE 香港会计师公会课程认证授牌仪式 

 2009 年海峡两岸经贸法律研讨会成功召开 

 香港理工大学 Steven Wei 教授来我校作学术交流 

 香港中文大学 Samart Powpaka 副教授来国际商学院讲学 

 邵鹏副教授参加 2009 年台湾政治学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中文学院赴香港中文大学调研交流 

 邵鹏副教授在台湾成功大学进行学术讲座 
 法学院代表团赴香港大学法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 

 邵鹏副教授参加台湾“第四届地方治理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香港理工大学 Winnie Cheng 教授应邀访问英语学院 

 英语学院 6位教师参加香港“英语作为亚洲商务和专业英语（ELABP）”国际研讨

会 

 WTO 研究院获北京市台办调研课题一、二等奖 

96 
 



 我校张汉林教授和屠新泉副教授主持的两项课题分别荣获 2008 年北京市台办调

研课题一、二等奖。 

 

 

徐子健副校长会见两岸经贸法律论坛台湾代表团 

9 月 11 日上午，徐子健副校长会见应邀来我校参加第二届“海峡两岸经贸

法律论坛”的台湾代表团。代表团一行六人，由辅仁大学法学院院长陈荣隆教授、

辅大前副校长陈猷龙教授、学士后法律学系主任刘春堂教授、副教授黄宏全、财

经法律学系主任张懿云教授、岭东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杨敏华、台湾大

学法律学研究所博士邱聰智组成。 

徐副校长首先代表我校欢迎各位参会代表，并愉快地回忆了 2008 年 6 月应

邀率团访问辅仁大学并参加两校合作举行的第一次“海峡两岸经贸法律论坛”的

情况，并向客人介绍了我校一年来建设发展情况。双方相互介绍了本校的法学专

业学生培养情况，一致同意在继续开展学者交流的基础上，进行学生互换。 

法学院执行院长王军、书记王晓川、副院长丁丁、曹亚红、陈健玲、校港澳

台办公室项洁等参加会见。

 

我校与辅仁大学的学术交流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双方学者在外语教学、

法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开展了长期交流。2008 年双方在台湾合作举办“海峡两岸

经贸法律论坛”。徐子键副校长率我校代表团访问辅仁大学并参加会议。两岸学

者深入交流经贸法律有关问题，研讨会非常成功，双方一致同意定期轮流召开论

坛，交流研究成果。 

 

张新民副校长参加 UIBE 香港会计师公会课程认证授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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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0 月 30 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香港会计师公会课程认证授牌仪式

在北京五洲皇家假日酒店隆重举行。我校副校长张新民教授、国际商学院王丽娟

副院长、香港会计师公会会长 Winkelmann 先生和总裁张智媛女士出席了授牌仪

式。张新民副校长和香港会计师公会张总裁做了专题讲话。  
张新民副校长在讲话中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为内地首家通过香港会计师

公会评审的教育部直属大学，充分说明了我校会计教育的特色和会计学专业的国

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成功。我校以商学院为依托开展会计教育，强调会计与管理

等相关学科的有机融合，强调学以致用，培养的学生既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

具有国际战略视野。   
 

香港会计师公会对国际商学院课程评审通过后，拥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

商学院管理学（会计）学士学位且符合香港会计师公会的课程要求的毕业生，可

直接申请香港会计师公会的专业资格课程（QP）。经过专业资格考试和工作经验，

可申请成为香港注册会计师。香港会计师资格在国际上有较高的影响力，与澳洲、

加拿大、英国、新西兰和南非等国的特许会计师资格相互认可。

 

 

2009 年海峡两岸经贸法律研讨会成功召开 

 2009 年 9 月 12 日，“2009 年海峡两岸经贸法律研讨会”在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诚信楼国际会议厅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和台湾

辅仁大学法学院第二次开展校际学术交流活动。 

 本场研讨会汇集了海峡两岸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多位知名人士。 

 本次研讨会共分为五场，以报告形式展开，围绕“企业之社会责任”、“竞

争法热点问题”、“视听著作之研究”和“民商法热点问题”等主题，演讲者均

展示了其最新的研究成果，点评者也提出了自己对这些热点问题的独到见解，两

岸学者展开了深入的、互动的交流和探讨。这次的研讨会不仅从理论和实践的角

度深入研讨了经贸法学热点问题，更增进了经贸大学法学院和辅仁大学法学院的

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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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学 Steven Wei 教授来我院作学术交流 

 

10 月 15 日香港理工大学会计与金融学院 Steven Wei 教授访问国际经济贸易

学院,为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研究生与本科生详细介绍了会计与金融学院的博士与

硕士项目。魏教授还与我校研究生部杨长春主任商谈开展两校在研究生项目上的

进一步合作，并在学院的金融研讨会上作精彩的学术报告，与我院教师热烈讨论。 

 

行为学研究前沿方法：香港中文大学 Samart Powpaka 副教授来国际商学院

讲学 

 

国际商学院于 2009 年 12 月 22 日—12 月 29 日，邀请香港中文大学 Samart 
Powpaka 副教授就“行为科学研究方法”进行讲学，为期 7 天，共 36 课时。商

学院部分年轻教师、2009 级博士研究生以及部分硕士研究生参加了学习。Samart 
Powpaka 副教授在行为学（市场营销以及组织行为）方法论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

诣，是香港中文大学方法论课程主讲教授。 
Samart Powpaka 副教授从实证研究角度出发，就研究问题的来源、文献综

述、潜变量的发掘、假设的形成、研究模型的建立、研究方法的设计、数据收集、

理论检验、实验研究等研究方法以及应用展开了深入的讲解。实证研究是目前国

际上流行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的关键，成为博士学位论文

写作的主流形式。 

 

邵鹏副教授参加 2009 年台湾政治学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2009 年 11 月 21-22 日，邵鹏副教授参加了在新竹市玄奘大学举行台湾政治

学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台湾政治学会主办，来自台湾、中国大陆、香

港等地的近 200 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会议的主题是“动荡时代的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分为政治思想、比较

政治、经验政治、公共行政、国际关系以及两岸关系六大议题。邵鹏副教授在分

论坛上宣读了《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软实力提升之策略分析》的论文，并就中国大

陆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行政改革等问题和与会的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

流，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台湾学者和学生对于中国大陆相关问题的认识。  

 

中文学院赴香港中文大学调研交流 

 

为加强中文学科建设，大力支持我校发展通识教育，中文学院派出王明辉副

院长带队的调研小组一行四人于9月 16日——20日赴香港中文大学调研, 了解

了该校独具特色的书院制度和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管理体系，并与中文大学通

识教育主任张灿辉教授做了广泛的探讨。张教授还向调研小组馈赠了中文大学通

识教育部创办的全部《通识教育学刊》和相关学术著作。调研小组还与香港中文

大学中文系主任何志华教授等就如何发展中文学科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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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鹏副教授在台湾成功大学进行学术讲座 
 

2009 年 12 月，应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兼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宋镇照

教授的邀请，公共管理学院邵鹏副教授进行了题为《中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争

论与未来政经发展的路径选择》的学术讲座。参加讲座的有成功大学的教师、政

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以及其他学院的学生。邵鹏老师对于中国大陆

目前的社会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对于大陆学术界的“增量民主”进行了

阐述；并与教师和同学的交流中，针对台湾南部民众抗议第 4 次“江陈会”的行

为，表达了和平理性的诉求，得到了广泛的共鸣。通过讲座和交流，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台湾教师和学生对于大陆的认识。 

 

法学院代表团赴香港大学法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 

 

2009 年 9 月 16 日、17 日，法学院沈四宝教授、丁丁教授、边永民教授、伏

军副教授组成的代表团赴香港大学法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进行访问，就国

际化人才培养、院际合作等议题与香港法学界同仁进行了广泛交流。香港大学法

学院院长陈文敏教授、前院长陈弘毅教授等分别介绍了香港地区法学院校国际化

法律人才培养的经验、作法及未来发展趋势，沈四宝教授、丁丁教授等向香港同

仁介绍了我院近年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特色。 

访问活动进一步加深了我院与香港大学法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之间的

相互了解，拓宽了双方合作的领域与空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访问期间，代表

团还与我院在港工作的优秀毕业生代表进行了座谈。  

 

邵鹏副教授参加台湾“第四届地方治理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 年 10 月 23 日，由台湾新竹市政府主办，中华大学行政管理系承办的

“第四届地方治理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湾新竹市中华大学举行。

来自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菲律宾、台湾、新加坡、香港和澳门

等国家和地区的 80 余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参加本次会议。 在“全球化竞争力、

廉政与课责”主题研讨中，邵鹏副教授进行了《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路

径选择》的学术演讲，并与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邵鹏目

前为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客座副教授，与台湾政治学界与行政管理学界建立了

学术联系。 

 

香港理工大学 Winnie Cheng 教授应邀访问英语学院 

 

2009 年 12 月 16 日至 18 日，香港理工大学英文系教授、英语职业交际研究

中心（RCPCE）主任 Winnie Cheng 应邀访问英语学院，期间与英语学院师生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英语学院王立非院长代表学院向 Winnie Cheng 教授颁发了英

语学院客座教授和商务英语杂志社编委委员的聘书。Winnie Cheng 教授以香港

理工大学英语系商务英语方向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为例，与商务英语系教师共

同探讨商务英语专业本科及研究生教学的培养方案及大纲设计，参与教师表示获

得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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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院 6位教师参加香港“英语作为亚洲商务和专业英语（ELABP）”国

际研讨会 

 

2009年11月5-6日，第一届“英语作为亚洲商务和专业英语研讨会（ELABP）”
在香港理工大学召开。我院张翠萍书记、朱晓姝教授、窦卫霖教授、张佐成教授、

孙亚博士和唐健老师参加了会议，并分别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隐喻的批评分

析》、《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方法》、《“911”前后中美国防白皮书话语对比分析》

《当前商务英语教学研究主题》、《商务语用学》和《商务英语沟通教材评价标

准》为题在分组会议上做了发言。  
此次研讨会以高校、企业和机构领域的商务和专业英语为主题，主要探讨 1.

话语与语用；2.研究方法与问题；3 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评价标准；4.企业培

训与评估、员工发展与质量保证；5.学界与业界的联合等话题。  
参加此研讨会的包括前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主席、《应用语言学与语言研究》

等 6 个主要国际期刊编委、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Christopher N Candlin 教授, 亚
太地区专门用途语言及专业沟通研究会秘书长、《亚洲专门用途英语》期刊高级

编辑、香港理工大学 Winnie Cheng 教授，《商务沟通季刊》编委、意大利著名

独立研究者 Francesca Bargiela 等学界专家学者，及香港会计师公会执行董事

Georgina CHAN 等许多业界知名人士。会议共吸引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

门、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共 8 个国家和地区的 90 余名学

者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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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数据 
 

 

2009 年度,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基本数据如下: 

1. 接待来访团组 152 个，接待外宾 314 人； 

2. 年派出教师海外交流 255 人次：其中，参加研讨会 78 人次，研修 46 人

次，短期交流访问 169 人次。 

3. 长期外专/外教 35 人，短期专家/访问学者、讲学 103 人，授予名誉教授

2 人（均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4. 交流院校来访学生 384 人次； 

5. 年派出学生总计 335 人次(包括学习,实习,参加考察交流活动) 

6. 举办国际会议全年 30 场次，参加人数 2050 人(9 月以后 16 场次，参加

人数 1200 人)。 

7. 举行海外专家讲座：63 场次。 

8. 年派出教师海外交流 255 人次：其中，参加研讨会 78 人次，研修 46 人

次，短期交流访问 169 人次。 

9. 孔子学院建设项目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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