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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建工作 

学院召开新学期教工大会 

9月13日，经济学院召开全院教工大会。会上，曹廷求结合学校新学期工作会

议和学院暑期发展研讨会精神，对学院新学期学科发展、人才延揽、教学科研、学

生培养等各方面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王秀丽要求全院教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把立德树人落实到教书育人全过程，改革创新、凝

心聚力，推动学院事业更好发展。其他班子成员就各自分管工作进行了工作安排。 

开两次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议，分别就新学期党建工作与统战工作行专题研究部

署。学院党委班子成员，教师、学生党支部书记参加会议。 

学院举行学生党课开班暨入党宣誓仪式 

10月14日，经济学院2018年秋季学生党课开班暨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心校区举行。

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出席活动并主讲“认真学习党章 ——不忘初心，做合格

共产党员”党课，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主持活动。学院辅导员、新党员、发展对象、

党课学员参加活动。 

学院赴徐州开展党员主题教育活动 

10月20日，经济学院党委组织教工党员赴徐州开展党员主题教育活动，教工党

员一行前往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淮海战役纪念馆、贾汪乡马庄村等地参观学习，

追忆了共产党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感受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基层党建工作的

卓著成果，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学院召开审计情况集中反馈通报会 

10月26日上午，经济学院召开审计情况集中反馈通报会。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

王秀丽主持，学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上届领导班子部分成员、科级以上人员参加

会议。报告通报了2014年4月到2018年4月审计检查问题的整改情况，指出了此次审

计在财务收支、合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建议，对今后的财务工作起到了良好

的警示作用。 

学院开展机关作风建设主题党日活动 

10月25日，经济学院机关党支部开展机关作风建设主题党日活动，学院党委书

记王秀丽参加活动并对学院机关作风提出总体要求。参会人员围绕机关作风建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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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和下一步的改进措施谈了认识和体会。 主题党日活动由学

院组织员马燕主持，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参加活动。 

学院举行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会 

11月1日，经济学院在中心校区举行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会。学院党

委书记王秀丽宣讲了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召开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解读了党代

会主旨报告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第十四次党代会的精神实

质，并特别对新时代学校发展的历史定位、奋斗目标和学校未来发展战略步骤、新

时代学校确定的“三个阶段”安排、“六大战略”的发展思路、“十大任务”的具

体举措以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进行了详细宣讲。曹廷求结合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精

神，重点解读了学院发展规划。会议邀请了本科生院院长刘传勇作了“齐心协力创

建一流本科教育”的专题报告。 

二、学科人才 

学院三名教授入选山东省“十强”产业智库首批专家 

7月30日，山东省发布《关于公布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协调推进体系专班成

员名单和“十强”产业智库首批专家名单的通知》，公布了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协调推进体系各专班成员名单和“十强”产业智库首批专家名单予以公布。经济学

院樊丽明、胡金焱、曹廷求等3名教授入选现代金融服务产业智库首批专家。 

山东大学与省财政厅合办《公共财政研究》杂志 

8月，由山东大学与山东省财政厅联合主办的《公共财政研究》（双月刊）杂

志（2018年第3期）正式出版。 

钱先航教授获评山东省社会科学学科新秀奖 

8月9日，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委员发布《山东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

突出贡献奖、社会科学学科新秀奖获奖名单的表彰决定》。经济学院钱先航教授入

选山东省社会科学学科新秀奖。 

学院举办首届制度与金融工作坊 

9月19日，由经济学院主办的首届制度与金融工作坊在中心校区举行。学院院

长曹廷求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张田余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会计

学院靳庆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其静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徐现祥教

授、台湾大学金融系姜尧民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郝项超副教授、南开大学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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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古志辉教授、青岛大学经济学院高睿博士先后作学术报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

大学、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十余位专家学者以及山东大学经济

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樊丽明教授入选首届山东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9月17日，山东省政府发布《关于公布首届山东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名单的通知》，经济学院财政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樊丽明教授入选首届山东省

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樊丽明、于良春两位教授入选新一届教育部高校教指委员会 

11月1日，2018-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北京召开。

山东大学校长、经济学院财政学博士生导师樊丽明教授被聘为财政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和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经济学院国

民经济学博士生导师于良春教授被聘为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其中财

政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副教授担

任秘书长。 

学院联合举办保险经济论坛暨学科共建研讨会 

11月3日至4日，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与威海校区商学院在中心校区联合举办山

东大学第12届保险经济论坛暨保险学科共建研讨会。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出席

会议并致辞。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王新军教授主持开幕式。中国人民大学孟生

旺教授、南开大学李季芳教授、南开大学刘玮教授、九安保险经纪公司宋执旺董事

长、北京大学陈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施祖辉教授、山东财经大学吕志勇教授先后

作报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

济南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共计300余人参加了会议。 

学院承办工业转型升级中的动能转换与竞争政策学术研讨会 

10月27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首届“工业转型升级中的动能转换与竞争

政策”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

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史丹，山东大学总会计师曹升元，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

会长、天津财经大学原副校长于立，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科院副院

长干春晖，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高粮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史丹

研究员、于立教授、干春晖教授、南开大学杜传忠教授、首都经贸大学柳学信教授、

东北财经大学于左教授、东北财经大学于左教授、天津商业大学吕明元教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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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大学余典范教授、山东大学张伟副教授、山东财经大学张明志老师、暨南大学

陈林教授、首都经贸大学范合君教授、山东财经大学姜琪教授、山东大学牛帅副教

授、山东财经大学孙婷老师、山东大学于丛博士先后作报告。本次会议由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工业发展专业委员会和山

东省反垄断与规制经济学重点研究基地联合举办。来自中国社科院等60余名师生参

加了会议。 

绿色治理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研讨会举行 

9月16日，绿色治理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山东省

教育厅厅长邓云锋、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刘兴云、山东证监局局长陈家琰、山东大学

常务副校长王琪珑出席会议。天津财经大学前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李维安教授在会上发布了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

（CCGI），并发布首份中国上市公司绿色治理指数（CGGI）。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

长曹廷求主持研讨会。王琪珑、邓云锋 、刘兴云、梁琪教先后致辞。会上，王琪

珑、陈家琰、李维安以及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亮共同为《绿

色治理准则与国际规则体系比较》一书揭幕。学术研讨环节由《经济研究》常务副

主编郑红亮和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薛有志教授主持。中央电视台、人民日

报、新华社、中国证券报、金融时报、证券时报、中国青年报、经济参考报、香港

商报、中国新闻网、山东卫视、齐鲁电视台、山东公共电视台、山东商报、山东广

播电视台等十几家媒体对会议和指数发布进行了报道。 

学院举办2018年发展与规划研讨会 

8月30日至31日，经济学院举办2018年发展与规划研讨会。经济学院院长曹廷

求作主题报告，山东大学服务山东办公室主任井海明，山东大学人事部部长、人才

工作办公室主任吴臻分别作了专题报告。会议由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主持。学

院全体教师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举行了系主任会议、系所分组讨论，集体学习了国

家“双一流”建设指导意见，讨论了学院科研业绩奖励办法、加强教师招聘意见、

杰出学者支持计划讨论稿。 

学院举办第十七届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17日，第十七届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东亚经济论坛在中心校区举行，本

届论坛主题为：世界贸易摩擦与创新经济体系的构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

求，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Nakamura Tamotsu出席开幕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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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开幕式由经济学院副院长孙淑琴主持。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施炳展教授、

浙江大学国际经济学系陆菁教授、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院Kajitani Kai教授、山东

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张群姿、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张丽娟教授、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院

Goto Jun教授、东吴大学经济学系吴秀玲教授、东吴大学经济学系教师杨怡雯、山

东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刘铠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余林徽教授先后作学术报告。本次

研讨会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南

开大学经济学院与台湾东吴大学经济学系联合主办，五校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会议并

进行了学术交流。 

李长英教授课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0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对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进行了公示。我院李长英教授申报

的《新旧动能转换机制设计及路径选择研究》获批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立项。 

三、教学科研 

学院与商学院(威海)召开保险学专业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工作研讨会 

7月17日，经济学院与商学院(威海)在威海召开保险学专业本科教学资源共建

共享工作研讨会。商学院院长戚桂杰，经济学院副院长孙淑琴，商学院副院长夏

辉、刘超、陈学胜出席会议。夏辉主持会议。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商学

院金融系有关专家学者，保险学专业课任课教师参加会议。 

余东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优秀等级结项 

8月，经济学院余东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要素价格上涨与环境规

制趋紧下的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14BJY081）以“优秀”

等级顺利结项。该项目执行过程中，课题组共发表CSSCI收录期刊论文32篇，出版

专著1部，获得山东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 

学校领导到经济学院课堂听课 

9月10日，开学第一天，适逢第34个教师节。山东大学党委常委、总会计师曹

升元到经济学院李文老师《中级财务会计》课堂听课。山东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王

宪华，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副书记林竹一同听课。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副

院长孙淑琴分别听取了高磊老师的《数理经济学》、张博老师的《金融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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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姿合作论文被国际顶级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接受发表 

10月，经济学院金融系助理教授张群姿和瑞士洛桑大学、瑞士金融研究院Eric 

Jondeau教授及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朱小能教授的

合作论文 Average Skewness Matters 被金融学国际顶级期刊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接受发表。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作为涵盖金融

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课题的同行评议学术期刊，与Journal of Finance(JF)和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RFS)被公认为全球三大顶级金融学期刊。  

学院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举行 

11月15日，经济学院2018-2019学年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在中心校区举行。本科

生院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张树永出席活动并观摩比赛。经济学院院长曹廷

求、学院教指委委员、各专业负责人和部分学生代表担任比赛评委。经济学院副院

长孙淑琴主持比赛。来自学院各系所的17名青年教师经过充分准备，向现场评委展

示了各自的教学风采。 

四、学术资讯 

华中科技大学舒扬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9月18日，经济学院第220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华中科技大学经

济学院舒扬为经济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准自然实验框架与实例：结合‘禁酒令’

的一点浅显思考”的学术报告。 

南京财经大学谭用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9月20日，经济学院第221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南京财经大学谭

用 副 教 授 为 经 济 学 院 师 生 带 来 了 题 为 “ Firms ’ Heterogeneity, Demand 

Accumulating, and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的学术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李戎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9月27日，经济学院高级经济学讲座第222期在中心校区举行。中国人民大学财

政金融学院李戎副教授为经济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The 2008 U.S. Auto Market 

Collapse（2008年美国汽车市场大萧条）”的学术报告。 

常世旺副教授解读个人所得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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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经济学院第37期齐鲁税务讲坛在中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常世旺副

教授为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2018个人所得税政策解读与实务操作”的学术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黄达业教授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10月18日，经济学院第223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中国人民大学

苏州校区特聘教授、“台湾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黄达业教授为经济学院师

生带来了题为“银行业国际竞争力与高级金融管理人才培育”的学术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朱青教授谈我国税制改革 

10月23日，经济学院齐鲁税务讲坛第38期在中心校区知新楼聚贤报告厅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朱青教授为师生带来了题为“十九大后我国税制改革的

走向及面临的问题”的学术报告。报告由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主持。 

学院举办第六期研究生知新学术论坛 

10月25日，经济学院第六期研究生知新学术论坛在中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副

院长石绍宾为经济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研究生学习理解与感悟”的报告。论坛由

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主持。 

厦门大学刘一鸣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10月25日，经济学院第224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厦门大学王亚

南经济研究院刘一鸣博士为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政策不确定性与私营企业家管理

劳动时间再分配”的学术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魏浩教授做客国际经贸论坛 

10月25日，经济学院第50期国际经贸论坛在中心校区举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

与工商管理学院魏浩教授为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结

构动态调整”的学术报告。 

暨南大学陈林教授做客产经论坛 

10月26日，“山东大学产经论坛”第87期在中心校区举行。暨南大学产业经济

研究院陈林教授为经济学院师生带来题为“成本函数在产业经济学中的应用”的学

术报告。本次活动由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产业经济评论》编辑部主任曲创教授

主持。 

山东财经大学何勇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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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经济学院第225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财经大学统

计学院何勇副教授为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Rank-based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eature Screening for a Large Class of Semi-

parametric Regression Models”的学术报告。 

曲阜师范大学陈晓林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11月1日，经济学院第226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曲阜师范大学统

计学院陈晓林副教授为经济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Joint feature screening for 

ultra-high-dimensional sparse additive hazards model by the sparsity-

restricted pseudo-score estimator”的学术报告。 

香港浸会大学陆尚勤博士做客宏观经济与金融论坛 

11月7日，经济学院第2期宏观经济与金融论坛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香港

浸会大学经济系陆尚勤博士为师生带来了题为“Models of financial frictions

（金融摩擦模型） ”的学术报告。 

张吉鹏谈环境治理中的央地关系与绩效评估 

11月14日，经济学院第109期山东大学公共经济学讨论班在中心校区举行。西

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张吉鹏副教授为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环境治理中的

央地关系与绩效评估—基于2017年‘2+26’城大气污染治理与督查的实证分析”的

学术报告。报告由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主持。 

学院新学期举办七期青联学术午餐会 

新学期，学院共举办七期青联学术午餐会。午餐会上，姜明明、高磊、王崎琦、

范爱军、牛帅、严晓东、朱鹏华七位老师分别做报告。 

五、国际交流 

学院师生赴日本开展学术交流 

10月14日至23日，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张岩副教授率领研究生王秀

月和本科生冉淼、展苏怡、李元绪一行赴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参加“樱花科技计划”

交流项目，开展交流合作。交流期间，张岩副教授受到了横滨国立大学校长长谷部

勇一教授的接见，双方就学生培养、教学科研等方面交流了经验，并探讨了两校进

一步加深交流合作的方式，取得了丰硕的访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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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罗拉多大学James R. Markusen教授与Ann M. Carlos教授来

访 

11月4日-10日，山东大学兼职讲席教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James R. Markusen

教授与Ann M. Carlos教授访问经济学院。来访期间，两位教授分别以“Urban 

Specialization: from Sectoral to Professional ” 与 “ Assimi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为题作报告。在单独指导青年教师之余，两位教授还与部

分教师进行了深入座谈。 

法国雷恩一大副校长Pierre van de Weghe教授来访 

11月14日，法国雷恩市代表团访问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会见

代表团一行，经济学院副院长王哲伟参加会见，并介绍了两院校合作情况。会见后，

法国雷恩一大副校长Pierre van de Weghe教授顺访经济学院，并与学院王哲伟、

黄继雷、张群姿老师就两院校新合作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 

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Barry Lesser教授来访 

11月14日，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Barry Lesser教授来访，并为我院师生做了关

于两院校2+2联合培养项目的项目推介。经济学院丁言强副教授以及2017级部分本

科学生参加。 

瑞士洛桑大学Eric Jondeau教授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11月15日-18日，瑞士洛桑大学Eric Jondeau教授访问经济学院。来访期间，

Eric Jondeau教授为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Measuring the Capital Shortfall of 

Large US Banks”的学术报告。 

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翻译学院鲍川运教授来访 

11月23日，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翻译学院鲍川运教授来访，并为

学院师生带来题为“国际经贸汉英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学术报告。 

六、学生工作 

第十届大学生创业就业力UP计划暑期训练营举行 

9月2日至9月5日，由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与经济学院联合举办的山

东大学第十届大学生创业就业力UP计划暑期训练营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学生

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肖祥，经济学院副院长孙淑琴、院党委副书记林竹参加开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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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 

学院举办2017级转专业学生座谈会 

9月7日下午，经济学院2017级转专业学生座谈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

B321教室举行，经济学院副院长孙淑琴、党委副书记林竹、经济学系主任张伟、国

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张岩、金融系主任常东风、风险管理与保险系主任王新军、财

政学系副主任常世旺出席本次座谈会。 

经济学院喜迎2018级新生 

9月8日至9日，经济学院2018年迎新工作在中心校区展开。 在迎新期间，山东

大学党委书记郭新立来到迎新现场指导迎新工作并为新生代表送上新生大礼包。校

党委副书记仝兴华、党委常委、总会计师曹升元等先后到经济学院迎新现场指导工

作。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等学院领导及迎新师生在迎新现场为新生和

家长提供热情服务。2018年学院共接收559名新同学，其中本科生254名、硕士207

名、非全日制硕士生53、博士28名、留学生17名。 
学院举办2018级本科新生家长见面会 
9月8日，经济学院2018级本科新生家长见面会在中心校区思源报告厅举行。经

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副院长孙淑琴、党委副书记林竹出席本次见

面会。见面会由林竹主持。经济学院与会教职工与家长进行交流互动并详细解答了

家长们提出的问题。 

学院举办本科新生开学典礼 

9月9日下午，经济学院2018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暨入学教育启动仪式在中心校

区举行。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副院长余东华、石绍宾、孙淑琴、

王哲伟，党委副书记林竹出席。典礼由林竹主持。2018级全体本科新生参加。 

学院在2018级新生军训工作中取得佳绩 

9月29日，山东大学2018级学生军训汇报表演在中心校区体育场举行，经济学

院2018级新生组成的山东大学军训团二营九连表现出色，获得的“军训工作先进连

队”称号，九连方队获得“十佳方队”称号，指导员封建帅获得“优秀政工干部”

称号。 

学院举办中国银行投资大赛报告会暨启动仪式 

10月25日下午，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山东大学与中银国际证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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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承办，中国银行投资大赛报告会暨启动仪式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中

国银行济南市历城支行副行长柳巍、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渠道总

经理周传芳、中银国际证券济南营业部渠道总经理贾龑、山东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

副部长刘琰、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出席启动仪式。 

学院举办2018级迎新晚会 

10月27日，经济学院“经彩飞扬，济往开来”2018年迎新晚会在山东大学音乐

厅举行。晚会由国都证券济南分公司提供赞助，学院师生和赞助方代表一同观看了

晚会。 

学院研究生美育体育比赛获佳绩 

11月，经济学院研究生美育体育比赛喜获佳绩。学院先后在 2018年山东大学

“山大温度·一流歌声”研究生合唱比赛中荣获一等奖、研究生篮球赛荣获优胜奖、

研究生啦啦操大赛荣获一等奖、个人风采奖。 

七、服务地方 

学院举办德州市经济责任审计能力提升培训班 

7月15日至21日，山东大学—德州市经济责任审计团队能力提升培训班在中心

校区举行。德州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淸云，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出席典礼。 

学院举办北京银行济南分行党员干部培训班 

8月3日至4日，山东大学—北京银行济南分行2018年党组织书记集中轮训暨党

员培训班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北京银行济南分行副行长方宜、山东大学经济

学院副院长石绍宾出席开班典礼。 

学院举办山东邮政支局经理培训班 

9月1日至4日，山东大学—山东邮政精英支局经理培训班在中心校区举行。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明光、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

出席开班典礼。 

学院举办智库建设和服务地方经验座谈会 

9月27日，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刘詠贺应邀来访，并

与学院财政学系教师就智库建设和服务地方进行经验交流和座谈讨论。会议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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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财政学系主任李华教授主持。座谈中，双方就研究院治理框架、运作机制、课

题立项以及社会合作进行了广泛交流。 

学院与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座谈会举行 

9月28日，经济学院与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在中心校区知新楼举行座谈会，就

中国银行总行发起的模拟炒股大赛山东大学专项赛的举办进行深入讨论。中国银行

山东省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王青华、中银国际经理马强、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林

竹出席会议。 

学院举办东营市县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 

10月8日与11月12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中共东营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两期县处级领

导干部进修班开班典礼在中心校区举行。中共东营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李廷华、副校长王

光辉、张鹏，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副院长石绍宾、组织员马燕出席典礼。 

学院与平安产险山东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意向书 

10月19日，经济学院与平安产险山东分公司战略合作框架意向书签署暨学生实

践基地揭牌仪式在中心校区举行。平安产险山东分公司总经理李军凯、经济学院院

长曹廷求签署双方战略合作框架意向书并为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揭牌。仪式由经济学

院党委副书记林竹主持。  

学院举办全省税务系统培训班 

10月22日，山东大学—全省税务系统企业所得税政策业务培训班开班典礼在山

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处长张皓、国家税

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调研员李玲玲、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出席开班典

礼。 

学院举办中国农业银行优秀员工培训班 

10月22日，山东大学—2018年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基层优秀员工培训班开

班典礼在中心校区举行。中国农银大学山东分校副校长李起文、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副院长石绍宾、中国农银大学山东分校老师刘彤彤出席典礼。 

学院举办省税务系统财务管理干部培训班 

10月22日，山东大学—山东省税务系统财务管理领导干部培训班开班典礼在中

心校区举行。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副局长韩奎祥、山东省税务局财务处处长

尹道举、山东省税务局财务管理处副处长王纳纳、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出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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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典礼。 

学院举办大地保险山东分公司干部培训班 

11月8日，山东大学—中国山东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干部能力提

升培训班开班典礼在中心校区举行。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高卫东，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出席开班典礼。 

八、校友工作 

学院84级校友毕业30周年回访母校 

8月18日，经济学院84级校友毕业30周年返校活动在中心校区举行。学院时任

教师蔺子荣、陈乃圣、赵植业、赵梦涵、徐向艺、王绪君、高旭林等教师代表及

110余名校友参加活动。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学院正处级辅导员李维林出席。 

学院78级校友入学四十周年师生座谈会举行 

11月4日，经济学院1978级校友入学四十周年师生座谈会在中心校区举行。山

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出席活动并讲话。樊丽明介绍了学校推进“双一流”建设所取得

的成绩和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确立的办学目标、发展步骤、发展战略；经济学院院

长曹廷求介绍了经济学院近年来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服务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情

况；座谈会由1978级班长朱崇利主持。老教师代表赵海成、校友代表、澳洲1847酒

庄集团董事长王智太先后发言。 

学院举办聚贤校友讲坛 

11月4日，经济学院聚贤校友讲坛在中心校区举行。澳洲1847酒业董事长王智

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常岐教授、经济日报社财经新闻部原主任隋明梅三位

1978级校友做客讲坛，与学院师生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讲坛由张东辉教

授主持。 

学院2004级校友毕业十年返校活动举行 

11月17日，经济学院2004级校友毕业十周年返校活动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

学党委常委、党委组织部部长、时任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陈宏伟，经济学院院长曹

廷求，正处级辅导员李维林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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