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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建工作 

党委中心组学习学校党建工作会议精神 

11月29日，经济学院党委中心组举办专题会。会上，王秀丽带领党委委员、党

支部书记深入学习了《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

和《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传达了学校对基层党组织述职评议考核的有关通

知精神，布置了学院党支部述职考核工作。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带领成员对校党委

书记郭新立在党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了集中学习。学院组织员马燕结合山东大

学党建工作督查内容清单，对党建工作调研督导迎查工作进行了安排布置。会议还

结合学院党建工作实际，布安排了党员大会筹备的相关工作。学院党委委员、党支

部书记参加会议。 

校工会来学院调研指导职工之家建设工作 

12月19日，校工会副主席程翠玉、校工会组织宣传部部长李达一行来经济学院

调研指导职工之家建设工作，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学院工会主席李维林出席

座谈会。双方围绕基层工会如何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心聚力，团结动员学院教职

员工在学校“双一流”建设中建功立业进行了深入交流。 

组织赴北京参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成就展 

12月22日，经济学院党委组织教工、学生党支部书记前往北京国家博物馆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学习伟大

的改革开放精神。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参加活动。 

召开基层党支部书记述职考核会议 

12月27日，经济学院召开2018年度基层党支部书记述职考核会议。学院党委书

记王秀丽、院长曹廷求出席。会上，学院8个教工党支部书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学校十四次党代会精

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落实“两个维护”等方面，交流汇报了各党支部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发展情况。 

中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党员大会召开 

12月29日，中国共产党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党员大会在中心校区召开。经济学院

院长、党委副书记曹廷求主持大会。全体教师党员和部分学生党员代表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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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代表上届党委作题为《凝心聚力追求卓越 为开创一流经

济学科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党委副书记林竹作党费收缴党建专项

经费使用情况报告。参会党员对大会报告和党费收缴党建专项经费使用情况报告进

行了分组审议。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委员会委员选举办法，确定

了委员候选人名单。根据大会选举办法和计票结果，马燕、王秀丽、王哲伟、石绍

宾、李维林、林竹、曹廷求（姓氏笔画排序）等7名同志当选为新一届党委会委

员。会后，新当选委员召开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王秀丽为中共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委员会新一届党委书记，选举曹廷求、林竹为党委副书记。 

两项党支部立项活动获奖 

2018年12月29日，学校党委公布了2017年度基层党组织立项活动评选结果，学

院2015级本科生党支部、机关二支部、人文社科研究院党支部联合立项的“修身习

理明志向经彩先锋践誓词”获评一等奖，学院2014级本科生党支部、经济学院泰岳

中心党支部联合立项的“‘六微一体’，打造‘两学一做’背景下的‘三型’党支

部”获评三等奖。 

二、学科人才 

举办第四届两岸财务金融研讨会 

11月29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与台湾政治大学商学院财务管理学系联合

主办的第四届两岸财务金融研讨会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

教授与台湾政治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财务管理学系周冠男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由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常东风副教授主持。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财务金融系柯

冠成教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姜明明老师、闵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李扬教授、山东

大学经济学院张博老师、台北医学大学管理学院萧育仁教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张

弛老师先后作报告。本次研讨会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和台湾政治大学商学院

财务管理学系联合主办，来自台湾政治大学、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台北医学大学、

山东大学、山东财经大学、闵江学院等高校及《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

《东岳论丛》、《山东社会科学》等杂志的专家学者、学生代表参加会议。 

举办银行治理与金融风险系列研讨会 

11月30日，银行治理与金融风险研讨会在中心校区举行。研讨会由经济学院金

融系钱先航教授主持。台湾政治大学商学院周冠男教授、台湾大学管理学院陈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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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暨南大学财务金融系柯冠成教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曹廷求教授等出席研讨

会并参与研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盛琨博士、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王营副

教授、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刘立安副教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张翠燕博士

先后作报告。 

举办改革开放40年我国贸易发展与全球贸易展望高端学术论坛 

12月1日，“改革开放40年我国贸易发展与全球贸易展望高端论坛”在山东大

学举办。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出席论坛并致辞，南开大学原副校长、世界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佟家栋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教授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

讲。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院长张磊、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吕向

东研究员、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丽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东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王玉主研究员、山东大学经济

学院孔庆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王孜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苏庆义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程大为教授和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张岩副教授分别作报告。本次论坛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和山东大学美国经

济研究中心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农业农村部、

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山东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200余名经济学

院师生参加论坛。 

举办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论坛 

12月8日，第十二届（2018）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论坛在山东大学举行，

本届论坛以“改革开放四十年财税理论创新——回顾与前瞻”为主题。山东大学校

长樊丽明、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杜福、《财贸经济》编辑部主任王

朝阳研究员、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出席了开幕式。论坛主题报告环

节，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杨志勇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教授、山东

大学经济学院李齐云教授、对外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系毛捷教授分别作报告。在10

个平行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财政体制与政府治理、税收与经济、政府债务、

财税政策与企业行为、税收与非税收入征管、公共支出、城市化与地方财政、社会

保障、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等议题展开了学术分享和交流。本次研讨会

由山东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基地和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联合《财贸经济》编辑部、《财经智库》编辑部、《公共政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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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编辑部共同主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厦门大

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暨

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30余所高校、研究机

构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报、经济导报、中国新闻社、大众日报、山东电

视台、山东商报、大众网、新浪网等媒体和经济学院师生参加此次论坛。 

樊丽明获聘山东省高等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 

12月21日下午，山东省高等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暨座谈会在济南

召开。 会上，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等2人获聘山东省高等

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3名教授入选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智库专家 

2019年1月，济南市政府公布了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智库首批专家名

单，经济学院胡金焱、曹廷求、余东华等三名教授入选。其中，胡金焱、曹廷求获

聘任产业金融产业智库首席专家，曹廷求获聘任科技服务产业智库专家，余东华获

聘任重点区域（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支撑专家组专家。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新旧动能转换机制路径研究开题 

1月14日，由经济学院李长英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新旧动能转换的机制设计及路径选择研究”开题论证会在中心校区知新

楼举行。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出席并致辞。开题评审专家组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副院长、“长江学者”周黎安教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江淮教授，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小平教授，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产业经

济研究所所长杜传忠教授，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邓宏图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王永进教授，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郭之祥，山东省发改委政

策法规处处长宋文华、山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韩建文等组成，郑江淮教授任

评审组组长。李长英教授汇报了课题的研究背景、总体思路、主要内容和预期目标

等。评审组专家围绕课题内容展开深入讨论并在概念界定、重点内容、研究方法等

方面提出了建议。开题论证会由经济学院副院长王哲伟教授主持，课题组部分成

员，经济学院部分师生等参加了论证会。 

三、教学科研  

出台《经济学院教学改革与研究立项项目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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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为进一步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学院出台了《经济学院教学改

革与研究立项项目管理办法》，面向经济学院全体教师，征集了2018年度教研培育

项目，各专业老师都积极提交了立项申请，标志着学院的慕课、教材、教学方法改

革等全面启动。 

七位老师课题获批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 

2019年1月2日，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管理办公室根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评审立项办法》有关规定，对2019年度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立项名单进行了

公示。我院常东风、李文、姜明明、钱先航、随洪光、严晓东、张剑虎七位老师的

课题获批2019年度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立项。 

四、学术资讯 

学院新举办15场学术讲座 

11月中旬至1月中旬，学院共举办15期学术讲座。香港浸会大学Paul Luk助理

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郭瑞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孜研究员、台

湾大学陈业宁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周冠男教授、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校区迟

健心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方彤博士、南开大学许家云博士、南开大学毛其淋副教

授、西南财经大学张博博士、南开大学李红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徐龙炳教授、南京

大学郑江淮教授、南开大学王永进研究员先后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及各专业论坛，

并为经济学院师生做学术报告。 

学院新举办六期青联学术午餐会 

11月中旬至1月中旬，学院共举办六期青联学术午餐会。午餐会上，国家级茶

艺师鲁雪、高级品酒师吴爱民、智慧树在线教育以及学院高金窑、张群姿、于月娟

六位老师分别做分享。 

五、国际交流 

代表团赴日本和歌山大学参加中日学术研讨会 

12月18日至22日，经济学院副院长孙淑琴一行五人访问日本和歌山大学，和歌

山大学校长瀧宽和会晤了代表团一行。双方学者围绕“复杂国际经济的分析与对

策”为主题召开了中日学术研讨会。这是2004年以来中日两校间的第14次互访。访

问期间，经济学院老师们还体验了和歌山大学经济学研究科的研究生论文指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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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生培养、留学生培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麦考瑞大学 Grant Andrew Richardson教授访问经济学院 

12月10日至21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会计与公司治理系讲座教授Grant 

Andrew Richardson教授访问经济学院。访问期间，Grant Andrew Richardson作为

山东大学教学流动岗特聘教授，为经济学院金融学、经济学专业博士生、硕士生开

设了“微观金融”前沿讲座课程。12月20日上午，Richardson教授做客经济学院第

238期高级经济学讲座，为师生带来了题为“U.S. Money Laundering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re they Related?”的学术报告。 

学院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招聘海外人才 

2019年1月4日至6日，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一行三人参加了在美国亚特兰大

市举办的2019年美国经济学年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并现场

招聘海外人才。本次年会共收到137位海外博士的求职信，最终36位海外博士进入

了现场面试环节。 

六、学生工作 

举办“放歌新时代，青春勇担当”合唱赛 

11月25日，经济学院“放歌新时代，青春勇担当”合唱比赛在洪家楼校区举

行。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参加。本科生、研究生25支班级代表队参赛。 

举行本科师生座谈会 

11月30日下午，经济学院师生座谈会在知新楼举行，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副

院长孙淑琴，党委副书记林竹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林竹主持。座谈会上，学生围

绕课程设置与安排、课外活动、班主任和朋辈指导、论文指导、实习实践、升学准

备等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期望。班主任代表和老师代表现场及时答复了同学们

的相关疑问和建议，并对一些个性化问题给出了指导意见。学院教师和班主任代

表、辅导员、各年级学生代表参加座谈会。 

举办第二届研究生知新学术竞赛 

12月6日，经济学院第二届研究生知新学术竞赛答辩会暨颁奖仪式在中心校区

举行。经济学院正处级辅导员李维林、副院长石绍宾、国贸系主任张岩担任学术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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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评委，副院长王哲伟、经济系主任张伟出席颁奖仪式。前期经过作品初筛和专家

评委匿名书面评审，共产生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8名。 

学生党员获评校自强之星、道德风尚奖荣誉称号 

为切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学生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学

校近期在本科生中开展了2018年度“寻找启明星”山东大学校级自强之星评选活动

和2018年研究生道德风尚奖学金评选活动，我院2015级本科学生米伊凡和2017级硕

士研究生胡阳分别获评。 

三名学生获山东大学2018年度校长奖 

2018年12月，根据《山东大学本科生奖学金管理办法》、《山东大学优秀研究

生奖学金评审办法》有关规定，经学生申请，学院推荐，通过专家评审（研究生与

本科单项类）、公开答辩(本科综合类），我院博士刘震、本科生袁俊童（综

合）、本科生赵皓冉（研究创新单项）三名同学获得山东大学2018年度校长奖学

金。 

2018年度山东大学鲁信奖学金评审会举行 

2019年1月6日下午，2018年度山东大学鲁信奖学金评审会在经济学院举行。评

审会由评审委员会主任胡金焱教授主持会议。评审会根据《山东大学鲁信奖学金管

理使用办法》对各参评单位申报材料进行了认真斟酌评议，经无记名投票，评出20

名获奖同学。 

开展本科生成长导师计划 

2018年下半年，经济学院继续在本科新生中开展成长导师计划。本学期共从高

年级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选拔成长导师22名，负责指导2018级二百余名本科生。

各成长导师小组以见面会、座谈会、茶话会、交流展示等多种形式开展活动，学生

通过线上或者线下的方式每周向导师汇报学习、阅读、研究等进展情况。 

七、服务地方 

举办莒县组工系统党建培训班 

11月12日与11月19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中共莒县党校联合举办的莒县组工

系统党建培训班两期开班典礼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举行。莒县人社局党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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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行政学校副校长宋维欣、副局长王全民，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东辉出席开班

典礼。 

与深圳研究院联办金融培训班 

11月25日上午，山东大学金融学在职研究生（深圳班）2018秋季开学典礼在深

圳虚拟大学园举行。中信银行深圳罗湖口岸支行行长刘暾，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曹廷求、深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明星、深圳研究院副院长傅杰出席开学典礼。 

举办国家税务总局平原县税务局税务干部培训班 

11月25日至12月5日，山东大学—平原县税务局税务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

两期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国家税务总局平原县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位凯

文、平原县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侯志坚，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山

东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马燕分别出席两期开班典礼并致辞。 

举办东营市县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 

12月14日，山东大学—中共东营市委党校第62期县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开班典

礼在中心校区举行。中共东营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工会主席宋明春，山东大学经济

学院院长曹廷求出席开班典礼。 

举办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税务局绩效考核业务培训班 

12月18日，山东大学—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税务局绩效考核数字人事业务培训

班开班典礼在中心校区举行。淄博市税务局考核、考评科科长胡尊光，山东大学经

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出席开班典礼。 

学院成为山东大学与农发行山东省分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委托单位 

12月21日，山东大学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

式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副

行长吴辉家、时祝华出席签约仪式。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教授李铁岗参加活动。

学院作为该协议中山东大学的委托单位，将承担协议的具体落实和推进工作。 

赴力诺集团洽谈校企合作 

12月21日，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党委副书记林竹、学院原

副院长陈乃圣一行赴力诺集团洽谈校企合作。经济学院91级研究生校友、力诺集团

董事长、总裁高元坤，公司行政兼品牌文化总监茹立显参加座谈。  

举办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历下区税务局科级干部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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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山东大学—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历下区税务局科级领导干部培训班

开班典礼在中心校区举行。济南市历下区税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孙静，山东大

学经济学院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马燕出席开班典礼并致辞。 

举办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历城区税务局党务干部培训班 

12月25日，山东大学—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历城区税务局党务干部培训班开班

典礼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历城区税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李建忠，山东大

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出席开班典礼。 

举办中山纪念中学行政管理培训班 

2019年1月3日，山东大学—中山纪念中学行政管理培训班开班典礼在山东大学

中心校区举行。中山纪念中学总务处主任李拥民、教务处副主任倪政平，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出席开班典礼。 

赴中国石化金陵石化公司洽谈校企合作 

2019年1月8日至9日，经济学院副院长孙淑琴、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张岩一

行赴中国石化金陵石化公司（南京）洽谈校企合作事宜，并举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签约和挂牌仪式。 

八、校友工作 

“临沂校友之家”揭牌 

12月17日，经济学院第六个校友之家——“临沂校友之家”揭牌成立仪式在临

沂市举行。经济学院正处级辅导员、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维林，澳洲1847酒庄

集团董事长、山东大学聚贤教育基金理事长、经济学院78级校友王智太，山东大学

临沂校友会执行秘书长李奎华出席揭牌成立仪式。 

94级国际经济校友毕业20周年师生座谈会举行 

12月31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专业94级校友重返校园暨毕业20周年师

生座谈会在中心校区举行。任课教师、原山东大学副校长、青岛大学党委书记胡金

焱，山东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宏伟，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正处级辅

导员、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维林，时任辅导员朱瑞芬、尹新纲，任课老师梁树

新、张宏、王美玲等参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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