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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建工作

学习贯彻新学期工作会议精神

2月24日、25日，经济学院先后召开全院教工大会、党政联席会议，传达学习贯彻新

学期工作会议精神。曹廷求传达了学校新学期工作会议精神，就经济学院新学期人才队

伍建设、科学研究、学生培养、国际化战略、服务山东、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安排部

署。王秀丽传达了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有关工作通知要求，领学了《新时代高校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就新学期学院教职工提高政治站位，把握历史机遇，努力开创

“双一流”建设新局面做了进一步的要求。

王美玲副教授赴昌吉学院挂职

3月6日，根据教育部对口支援帮扶工作部署，在山东大学人事部的统一安排下，经

济学院王美玲副教授赴新疆昌吉学院经济管理系，开始为期一年半的系副主任挂职工

作。

郭新立来经济学院督导检查硕士招生复试录取准备工作

3月13日上午，山东大学党委书记郭新立、副校长刘建亚来经济学院现场督导检查硕

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准备工作，听取学院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并指导学院做好纪律教

育和业务培训。

校党委督导组来经济学院督导调研

3月13日，校党委安全工作第三督导组组长孙宜山和组员一行三人来到经济学院督

导工作。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副书记林竹、朱子川，副处级组织员马燕参加了会

议。王秀丽代表学院党委向督导组汇报了学院安全工作的开展情况。孙宜山代表督导组

肯定了经济学院的工作，建议学院未来在与海外访学师生的联系，学院内部自媒体管理

等方面更好的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学院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学校安全工作检查组来经济学院检查实验室安全工作

3月19日下午，学校安全工作检查组来我院进行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检查和督导。学院

党委书记王秀丽、副院长石绍宾、实验室主任韩振以及实验室管理人员参加检查。专家

组对经济学院的实验室安全建设给予了肯定，并对个别情况提出整改意见。

举行春季学生党课开班暨新党员宣誓仪式

3月24日，经济学院在中心校区举行2019春季学生党课开班暨新党员宣誓仪式。经济

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出席活动并为党课学员讲授“学习党章，不忘初心，以实际行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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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主题党课，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朱子川，学院副处级组

织员马燕出席会议。2018下半年34位新发展党员和2019年春季党课50位学员参加活动。

三支部共同举办“健步走暨学习党的知识竞赛”主题党日活动

3月21日下午，经济学院机关一支部、机关二支部、海归教师党支部联合开展“环大

明湖健步走暨学习党的知识竞赛”主题党日活动。

到历史文化学院学习调研

4月3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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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川一行赴学校历史文化学院学习调研，就两院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学生培养等工

作进行了交流座谈。在调研座谈中，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副院长刘家峰、王芬先后

介绍了近年历史文化学院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情况。曹廷求就未来两院携手探讨交叉学科

组织模式，加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领域的协同交叉融合，提出了积极建议。

与南部山区党工委共建党建实践基地

4月11日，经济学院党委、南部山区党工委党建共建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暨主题党日活

动在南部山区管委会举行。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南部山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文东

河出席仪式，共同为基地揭牌。会上，经济学院经济系党支部与金刚纂村党支部、机关

党支部与尹家店村党支部分别结为了党建共建支部。南部山区管委会副主任、经济学院

丁言强副教授，经济学院正处级辅导员李维林，副处级组织员马燕，学院党委副书记林

竹、朱子川以及教工党支部书记、部分党员参加活动。

二、学科人才

樊丽明教授当选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

1月10日，中国税务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经过大会选举，山东大学

校长、经济学院财政学科带头人樊丽明教授、经济学院财政系主任李华教授当选为中国

税务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樊丽明教授当选为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

举办荣休教师座谈会

1月16日，经济学院举办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梁树新副教授荣休座谈会。经济学院院长

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曹廷求为梁树新颁发了退休证、学院

荣休证书；王秀丽为梁树新赠送了学院礼物。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张岩主持座谈会，

学院组织员马燕、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全体老师参加座谈会。

举办国家社科自科项目申报专家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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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23日，经济学院分别举办2019年度国家社科、国家自科的项目申报专家评

议会。评议会由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主持。会议邀请到经济学院特聘教授臧旭恒，教育

部青年长江学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包群教授，南开大学商学院古志辉教授，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郝项超副教授，以及经济学院汤玉刚教授对项目申报书进行申报前评议。评议

专家针对学院21位教师就所申报的2019年度国家社科或国家自科的项目申报书分别给出

了相应建议。学院部分教师以及所申报课题的部分项目组成员参加评议会。

保险学专业本科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工作研讨会在威海召开

3月9日上午，济南校本部与威海校区本科教学“6+5”院-院共建共享工作会议在威

海校区召开。经济学院副院长孙淑琴副教授和保险学系副主任于殿江副教授参加会议。

在经济学院与商学院联合召开的保险学专业本科资源共建共享工作研讨会上，双方就保

险学专业2019年共建共享工作开展了深入的讨论。经济学院副院长孙淑琴、保险学系副

主任于殿江、商学院副院长夏辉、副院长陈学胜、金融系主任王春平以及保险学专业任

课教师参加了会议。

类脑经济学学术沙龙暨学科建设研讨会举行

3月17日，山东大学交叉学科学术沙龙第十期——“类脑经济学学术沙龙暨学科建

设”研讨会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邢占军，山东大

学学科建设与规划部部长刘洪渭，山东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部长朱德建与山东大学

齐鲁医学院副院长贾继辉出席并致辞。会议开幕式由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主持。主题报

告环节由贾继辉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陈哲宇教授、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脑与类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树伟教授分别作报

告。青年学术报告环节由南开大学泽尔滕实验室主任李建标教授主持。来自各大高校的7

位青年博士学者们分享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教授学术报告暨学科建设研讨环节由曹

廷求主持。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崔学刚教授，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

教授、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王益文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董

志强教授分别作报告。在学科建设研讨环节中，与会专家从师资梯队建设、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以及实验室建设等多个方面对于山东大学类脑经济学交叉学科建设和山东大学

类脑经济学实验室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本次研讨会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齐

鲁医学院、山东大学类脑经济学研究院（筹）联合主办，来自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福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潍坊学院等高校的专家

学者及学科带头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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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金融学术交流研讨会

3月21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与山东大学银行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金融学术

交流会。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教授、金融系主任常东风副教授分别主持了此次交流会。

在交流会上，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郑琨老师、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刘海明副教授、 美国

夏威夷大学Shidler商学院特聘教授S.Ghon Rhee、台湾政治大学商学院周冠男教授分别

作报告。

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部服务山东办公室来我院调研工作

4月11日，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部副部长高峰、副部长王芳和服务山东办公室主任科

员徐杰等一行4人到我院开展专题调研工作。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及其他班

子成员参加了调研会。调研会上，曹廷求汇报了经济学院的学科建设工作，提出了学院

在学科发展建设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王芳、高峰、徐杰分别就2020年新一轮学科评估

应对、学校综合预算改革、服务山东资源整合等方面的校院工作结合给出了建议。

2019年山东大学宏观经济学研讨会举行

4月13日，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和山东大学金融开放与金融稳定研究中心（RIFOS）

联合主办的“2019山东大学宏观经济学研讨会”在中心校区举行。来自两岸三地的20多

位宏观经济与宏观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教授致

开幕辞。会议特邀嘉宾、台湾研究院杨建成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戎副教授、清华大学

李冰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张同斌助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张博副教授、香

港浸会大学的Paul Luk助理教授、山东大学黄继雷博士分别作报告。研讨会期间，山东

大学金融开放与金融稳定研究中心主任陈晓莉教授、经济研究院王高望副教授以及经济

学院部分师生出席会议，并与会议嘉宾进行了广泛探讨。

三、教学科研

孔建宁老师合作论文被国际顶级期刊Journal of Econometrics正式发表

2019年1月，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孔建宁和耶鲁大学Peter C.B. Phillips教授及德州

大学达拉斯分校的DonggyuSul教授的合作论文”Weak sigma-Convergen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被国际顶级期刊 Journal of Econometrics正式发表。

“国际贸易学”慕课入选中宣部 “学习强国”APP平台

2019年1月，经济学院范爱军教授讲授的MOOC《国际贸易学》课程被中宣部选入

“学习强国”APP平台，成为供全体党员学习的视频课程之一。该课程的建设是在范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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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持下由经济学院教学团队共同完成的成果，团队成员包括孔庆峰教授、张宏教

授、孙淑琴副教授、林琳副教授等。该课程2009年获评国家级精品课，2013年获评国家

精品资源共享课，作为山东大学第一批建设的慕课于2017年12月又获评首批国家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

“新学期 新气象”——经济学院师生共上新学期第一课

2月25日新学期第一天，经济学院院长、书记及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分别走进学生课

堂，与2018级的同学们共上新学期第一课。

3项课题获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立项

3月中旬，教育部社科司公布了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名单

（教社科司函〔2019〕33号），山东大学29项课题获准立项，居全国高校第八位。其

中，规划基金项目13项，青年基金项目13项，专项研究课题3项，总立项经费254万元。

经济学院共有三项获批，分别是：余东华教授的《适宜性技术选择、新旧动能转换与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陈新岗教授的《文化产业推动西藏经济增长的历史、理论与实

证研究》、随洪光副教授的《“走出去”战略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民间金融自科重点项目以“优秀”通过结题验收

2019年2月，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结题验收会在北京举行，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胡金焱教授应邀参会，就主持的“民间金融风险：变迁、区域差异与治理研

究”重点项目工作情况和研究内容进行了详细汇报，并就参会专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交

流和探讨，最终该项目以“优秀”的考核结果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的专家验

收。

召开2019年本科教育研讨会

3月23日至24日，经济学院2019年本科教育研讨会举行。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

王秀丽出席会议。会上，曹廷求作“经济学院本科教育面临的九大挑战”的报告。副院

长孙淑琴作“齐心协力，绽放经彩，打造经院一流本科教育”的报告。在专家报告会环

节，教育部经济学类专业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经济院长董志勇，山东大学本科

生院副院长姜兆亮，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副院长贾继辉，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山东

大学数学院教授蒋晓芸，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国际贸易学》主持人、山东省教学名

师、经济学院教授范爱军，山东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获得者、山东大学齐鲁青

年学者、经济学院教授张群姿分别作报告。在交流研讨环节，参会人员分别围绕一流专

业建设、优秀课程建设、优秀教学团队建设、教改项目立项、精品教材建设、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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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改进、特色班级建设、教学成果奖申报、一流本科教育与培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交流讨论。经济学院全体教师、辅导员参加了会议。

学院6名教授获聘省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019年4月，山东省教育厅下发《关于成立2019—2022年山东省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的通知》，山东大学推荐的71位教授和13位业界专家获聘2019-2022年山东省本科教

育教学指委会委员。经济学院6名教授获聘：樊丽明教授获聘经济与财政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华教授获聘经济与财政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胡金焱教授

获聘金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曹廷求教授获聘金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于良春教授获聘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宏教授获聘经

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经济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录取工作圆满结束

2019年报考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一志愿上线考生160人，调剂报名人数达900余人

次。经济学院考研复试小组秉持公平公证公开的原则，科学有序的组织了笔试面试等复

试安排。最终共录取硕士研究生201人，其中招生考试录取116人，一志愿录取91人，二

志愿录取25人；全日制111人，非全日制5人，推免录取85人。

四、学术资讯

学院新举办4场学术讲座

1月中旬至4月中旬，学院共举办4期学术讲座。上海财经大学尤进红教授、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Daniel Zizzo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王乙杰博士、中国台湾研究院经

济研究所杨建成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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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新举办五期青联学术午餐会

1月中旬至4月中旬，学院共举办五期青联学术午餐会。午餐会上，台湾暨南国际大

学财务金融系柯冠成、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宏观质量研究》编辑部

主任宋琼博士以及学院刘一鸣、卢宗威、王瞳三位老师分别做分享。

学院举行年薪制教师年度考评学术报告交流会

3月16至20日，经济学院连续举办微观组、计量组、宏观和金融组共四场年薪制教师

年度考评学术报告交流会，学院13位年薪制教师围绕自己的研究主题作了学术报告，学

院邀请专家对报告进行了评议。学院院长曹廷求出席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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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交流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理工大学代表团访问经济学院

3月28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理工大学代表团访问经济学院。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副院长孙淑琴、经济学院国际项目主管韩娟等会见代表团一行。伊尔库茨克国立理工大

学校长助理夏爽，贝尔加金砖学院副院长达吉雅娜.达维多娃一同访问。28日上午，山

大-伊工大经济学2+2联合培养项目启动仪式在知新楼举行。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访问经济学院

3月20-21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学院院长Daniel Zizzo教授一行访问经济学

院。来访期间，Daniel Zizzo教授先后参加了两院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山东大学-昆士兰

大学 2+2/1+1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宣讲会、并在高级经济学讲座上作报告。2004年起，

经济学院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学院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2006年双方正式开始

启动2+2本科生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与研究生1+1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截至2019年初，

已有61名优秀本科生和9名优秀研究生参加了联合培养项目。

泰国滕博雅国际教育集团代表团访问经济学院

4月8日，泰国滕博雅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Pakdee Tharnpanya先生一行访问经济学

院。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副院长王哲伟参加座谈，双方主要围绕本科国际项目招生事

宜进行商讨，并就我院赴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开展招生宣传达成基本意向。滕博雅国际教

育集团是一所总部位于泰国曼谷的私立综合性教育集团，集团旗下拥有6所独立经营的学

校，迄今为止已与国内20多所大专院校建立了国际教育合作关系。

李大西博士做客研究生知新学术论坛

4月8日，研究生知新学术论坛（第七期）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举行，国际华

人科技工商协会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校长李大西博士作了题为“中美建交40周

年和中美贸易战根源与应对”的报告，此次学术论坛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

主持。

六、学生工作

举行国都证券学生实践基地揭牌仪式

3月7日，经济学院在国都证券济南分公司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国都证券济南营

业部总经理姚栋、副总经理王健，经济学院正处级辅导员李维林、党委副书记林竹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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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基地揭牌仪式。

开展学生安全教育系列活动

3月中旬，经济学院广泛开展走访宿舍、主题班会、观看教育视频、安全倡议书签

名、网站与字媒体引导等多种形式的学生安全教育系列活动，通过广泛传播安全知识，

调动师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举行“李维林工作室”揭牌仪式，举办第一期校友沙龙

3月19日，山东大学首批处级辅导员工作室——李维林工作室揭牌仪式暨座谈会在经

济学院举行。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出席并为工作室揭牌，学院全体辅导员参加活

动。李维林围绕工作室“校友助力人才培养”主题从工作室建设目标规划、品牌活动、

实施举措等方面向大家做了分享。3月29日，工作室”第一期校友沙龙——聚贤精英茶座

在中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金融学2000级硕士研究生校友、山东大学聚贤教育基金副理

事长、青岛华赛伯曼医学细胞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青作客沙龙并作分享。工作室主持

人、经济学院正处级辅导员李维林，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出席。

2018年学生工作获多项表彰

3月29日晚，山东大学在中心校区体育馆举行2018年度“榜样的力量”优秀学生颁奖

典礼。学校党委书记郭新立、校长樊丽明出席典礼并为获奖者颁奖。经济学院学生多个

项目荣获表彰。2015级本科生袁俊童荣获山东大学校长奖（综合），2015级本科生赵皓

冉荣获山东大学校长奖（单项），2015级博士刘震荣获山东大学校长奖，2015级本科生

米依凡荣获“山东大学自强之星”，2017级硕士研究生胡阳荣获研究生道德风尚奖学

金。2015级金融数学与金融基地班团支部获评“山东大学十佳团支部”，2017级6班、

2017级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实验班、2016级金融一班等三个班级荣获山东大学先进班集

体，2016级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实验班荣获山东大学优良学风班，在会上受到表彰。在省

级荣誉评比中，2016级金融与经济国际化实验班获评山东省优秀班集体，2016级经济班

王昊晨获评山东省优秀学生干部，2015级本科生袁俊童和2015级博士刘震获评山东省省

级优秀学生。

学院师生到泉城海关和济南市综合保税区参观学习

4月3日下午，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师党支部、机关第二党支部联合2016级

本科生党支部组织师生前往泉城海关和济南市综合保税区参观学习。经济学院副院长孙

淑琴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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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务地方

举办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蓝海计划特训营

2月25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蓝海计划”特训营在山东

大学中心校区顺利开营，旨在为太平洋财险山东分公司选拔首批“蓝海人才库”入库人

选做准备。

举办保险专业研究生合作导师聘任仪式

3月7日，经济学院举办驻鲁部分保险公司负责人发展交流会暨保险专业研究生合作

导师聘任仪式。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山东分公司总经理魏成和、平安财产保险公司山东分

公司总经理李军凯、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山东分公司总经理戴荣达、大地财产保险公司

山东分公司总经理高卫东、建信人寿总公司业务总监兼山东分公司总经理谢树江、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山东分公司总经理胡伟、山东保险学会秘书长蔡卫东参加了交流会。

交流会后，曹廷求为7位保险单位负责人颁发了“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保险专业研究生合作

导师”聘书。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主持会议，学院副处级组织员马燕、风险管理与保

险系有关老师参加活动。

举办宁波国家高新区普通干部员工综合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

3月25日，2019年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普通干部员工综合素质能力提升

培训班开班仪式在中心校区举行。宁波国家高新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组织部）副

局长（副部长）、两新工委书记丁家友，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出席开班仪式并致

辞。

举办农发行山东省分行新员工培训班

4月15日，梦想起航—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新入行员工培训班开班仪式在中

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人力资源处处长宋毅

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八、校友工作

山大北京校友会经济学院分会成立

1月19日， 2019山大北京新年论坛暨校友年会、经济学院分会成立仪式在北京举

行。全国人大司法和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大学原校长、山东大学北京校友会名

誉会长徐显明到会致欢迎词，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党组书记季允石校友，国务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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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经济学院78级校友马建堂，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委员、

经济学院80级校友杨衍银，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出席活动。在山大北京校友会经

济学院分会成立仪式环节，徐显明向新当选山大北京校友会经济学院分会会长、学院

1978级校友隋明梅授牌。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校友隋明梅先后致辞。在上午的山大北

京校友会经济学院分会成立预备会议暨校友座谈会上，参会老师和校友围绕学校发展、

校友工作、社会筹资等进行了座谈交流。活动由校友分会秘书长、经济学院87级校友侯

绍泽主持。山东大学校友会秘书处、北京校友会、济南校友会、淄博校友会、吉林校友

会；山东大学服务山东办公室、合作发展部、威海校区、青岛校区、齐鲁医学院、经济

学院、深圳研究院等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800余位在京校友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由山东大

学北京校友会、北京校友商会、北京研究院、经济学院共同主办，北京五道口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