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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建工作
学院多支部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10 月 18 日，经济学院机关第二党支部与金茂地产济南公司党支部联合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参观济南市检察院警示教育基地，开展党
建工作座谈；10 月 22 日，经济学院金融系党支部与山东省小额贷款企业协会党支
部联合开展主题为“党建带业务——山东大学与小贷公司面对面”的党建共建活动；
10 月 26 日，经济学院保险系党支部与商学院(威海)金融系党支部在山东大学威海
校区开展以“大数据背景下金融保险科技研讨”为主题的党建共建活动；12 月 12
日，“一带一路”经贸沙龙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与济南海关关税处党建共建活动在
中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参加活动。

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会议
按照山东大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安排，经济学院于 10 月
31 日举行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汇报会、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会议由学
院党委书记王秀丽主持，学院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了会议；11 月 28 日，学院领
导班子召开主题教育整改落实推进会，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主持会议，学院院长曹
廷求、领导班子成员、各系、所（中心）主任参加了会议；12 月 9 日，学院领导班
子召开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学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宏伟、主题教育第
一指导组组长刘明芝、成员曹晓习到会指导，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主持会议。

组织教工党员赴香山革命纪念馆参观学习
11 月 3 日，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经济学院党委组织
教工党员赴香山革命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参加活动。

举办本科生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11 月 6 日，经济学院 2016 级本科生党支部举办主题党日活动。教育部党建联
络员、中国矿业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爱淑，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到
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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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教职工专题党课
根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安排，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
院长曹廷求分别以“促进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两张皮’的融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扎实推进一流学科建设”为主题，面向全体党员教职工讲专题党课。

校长樊丽明为经济学院本科生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12 月 17 日，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为题为经济学院本科生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报告会由经济学院党
委书记王秀丽主持。

二、学科人才
举办两期人文社科青年学者学术沙龙
10 月 18 日上午，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学术沙龙暨经济学院第 5 期
宏观经济与金融论坛在中心校区举行。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郭长林副
教授，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谢申祥教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
宾副教授，院长助理汤玉刚教授，金融系主任常东风副教授，经济研究院陈言副教
授，经济学院于殿江、李颖、方彤副教授等参加会议并研讨。沙龙由金融系姜明明
副教授主持；12 月 7 日，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学者沙龙暨山东大学计量与统计
workshop 第三期在中心校区举行。本次沙龙特邀香港中文大学统计系博士后、助理
研究员谢锦瀚，山东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何勇做专题报告分享。山东大学金融
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冯新伟，山东大学金融研究院副
教授、山东大学未来学者王汉超，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未来学者裴有权，山
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未来学者严晓东及学院多位研究生参加此次会议。沙龙由
严晓东副教授主持。

举办山东大学第四届齐鲁青年论坛制度与金融分论坛
10 月 19 日，经济学院主办的“山东大学第四届齐鲁青年论坛制度与金融分论
坛”在中心校区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辽宁大学的 8 位青年学者参加了论坛。会
议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钱先航教授与常东风副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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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0 年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
10 月 19 日，新中国 70 年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
汉大学、中山大学、人民日报社、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 6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活动。
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仝兴华、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山东大学经
济学院侯风云教授主持会议。

解垩教授入选 2019 年“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1 月 6 日，经济学院解垩教授入选 2019 年“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

新中国 70 年收入分配与财税政策研讨会举行
11 月 9 日，“新中国 70 年收入分配与财税政策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
举行。校长樊丽明出席会议并致辞。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参加活动。经济
学院副院长石绍宾主持开幕式。

举办第十三届山东大学保险经济与统计精算论坛
11 月 9 日，经济学院主办的“第十三届山东大学保险经济与统计精算论坛”在
中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会议由经济学院保险
系主任王新军主持。

中国财税史师资培训班结业仪式及座谈会举行
11 月 22 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财政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财政学会
财政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承办的中国财税史师资培训班
结业仪式及座谈会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教育部高等学校财政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罗文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副书记李茂国
出席活动。

举办“一带一路”投资与贸易学术研讨会
12 月 13 日，山东大学“一带一路”投资与贸易学术研讨会在中心校区举行。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淑琴出席研讨会并致辞。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罗长远，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发勤应邀出席

4

会议并做了主题报告。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济南大学、鲁东大学、
山东女子学院的师生参加了研讨会。

第十四届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论坛举行
12 月 14 日，第十四届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论坛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地方财政改革”。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中
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郭庆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西南
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马骁，山东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邢占军，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副校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曹现强，《财贸经济》
编辑部副主任王振霞，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山东大
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主持。

举办郑红亮教授山东大学兼职讲席教授聘任仪式
12 月 18 日，郑红亮教授山东大学兼职讲席教授聘任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心
校区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郑红亮教授参加聘任仪式并作专题讲座，经
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出席聘任仪式并为郑红亮颁发聘书。聘任仪式由经济学院院长助
理汤玉刚主持。

三、教学科研
曲创教授获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优秀成果奖
10 月 25 至 27 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2019 学术年会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举行。
会上，经济学院曲创教授研究论文获“2019 中国信息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两项课题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12 月 4 日，经济学院曹廷求教授和张宏教授的课题获 2019 年度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财政学、金融学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2 月 31 日，经济学院财政学、金融学 2 个本科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 2 个本科专业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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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资讯
举办庄德钧教授追思会暨“庄德钧大讲堂”
12 月 8 日，庄德钧教授追思会暨“庄德钧大讲堂”第一讲在山东大学邵逸夫科
学馆举行。山东大学党委常委、党委组织部部长陈宏伟出席追思会并讲话。经济学
院 1977 级校友、原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司司长、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马传景
出席并作报告。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及领导班子成员，学院老教
师、校友、师生代表等参加活动。活动由曹廷求主持。

新举办十一期青联学术午餐会
10 月中旬至 12 月底，学院共举办 11 期青联学术午餐会。山东大学图书馆副馆
长程蓓、图书馆吴帼帼、山东大学新一代半导体材料集成攻关大平台副主任王焕杨、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小儿内科王晓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山东
大学呼吸监测与支持研究所马德东、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程龙、经济学院副教授裴有
权、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米国琳、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乳腺外科主治医师朱
江、经济学院助理教授沈丹青、山东大学财务部科研财务科科长刘倩、山东省精神
卫生中心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李翠鸾分别做分享。

新举办十九场学术讲座
10 月中旬至 12 月底，学院共举办 19 期学术讲座。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讲师、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刘彦伯、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贝淡宁、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副教授韩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财务与金融
系博士研究生李昕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景光正、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公雪、厦门大学助理教授戚树森、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
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教授、山东财经
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谢申祥教授、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经济学院教授薛
涧坡、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周帆、上海财经大学助理教授欧声
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助理教授李伟、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学院副教授
蒋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张乐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梁平汉、
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张昭勇先后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及各专业论坛，为经济学
院师生做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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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位教师受邀参加工作会议
近日，孔庆峰教授参加第二届山东省跨境电子商务研讨会； 陈东教授参加财政
史研究专业委员会第十一次年会；曹廷求教授参加“第三届（2019）全国金融科技
与互联网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与课程建设研讨会”；韩振副教授参加第 54 届中国高
等教育博览会；钱先航教授、李颖副教授参加 2019 年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工作会议；于良春教授、余东华教授参加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2019 年学术年会；
张东辉教授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 27 届年会；李一花教授参加 2019 年中
国财政投融资年会； 张岩副教授参加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年会；孙淑琴副教授、刘铠
豪老师参加第十八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范爱军教授参加全国金课
建设教学会并作主题报告；唐明哲副教授、郑琨老师参加 2019 届当代劳动经济学
国际研讨会；曲创教授研究团队参加 2019 年“第十九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张东
辉教授、张宏教授参加印太战略与两岸经贸关系学术研讨会；李华教授参加第五届
“中国财政学论坛”；陈晓莉教授参加全国慕课教育创新大会暨首届（2019 年）中
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峰会。

五、国际交流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张建康教授来院授课
10 月 17 日至 12 月 30 日，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张建康教授访问经济学院，为我
院硕士博士生开设“Some Topics on Finance Information”专题课程。

学院师生赴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参加学术交流项目
10 月 20 日至 26 日，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张岩副教授带领本科生赴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参加“樱花科技计划”交流项目。

学院教师赴日本神户大学参加东亚五校国际研讨会
12 月 6 日，东亚五校国际研讨会在日本神户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东亚
经济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院张乃丽教授、副教授孙淑琴、助理研究员刘
铠豪出席大会并发言。

两位澳洲学者来我院进行科研合作
12 月 10 日-31 日，山东大学科研流动岗特聘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张乐副
教授与埃迪斯科文大学张昭勇教授访问经济学院。两位澳洲学者均参与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课题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生态多样性对中国海外投资效率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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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将与我院教师围绕“人民币汇率变动及其传导对公司微观决策的影响”以
及“全球化背景下亚太国家和地区金融一体化的相互影响”两个空白领域展开科研
并合作撰写论文。

举办第十届中日学术研讨会
12 月 18 日，第十届中日学术研讨会在中心校区举行。日本和歌山大学副校长
Kupahny LUMBIDI，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出席会议并致辞。研讨会由经济学院副院
长孙淑琴主持。

六、学生工作
举办“经世济民，同心追梦”迎新晚会
10 月 19 日，经济学院“经世济民，同心追梦”2019 级迎新晚会在山东大学音
乐厅举行，学院师生一同观看晚会。

召开学生教育培养座谈会
10 月 24 日，经济学院在中心校区知新楼召开本科生导师制助力学生科研创新
能力提升座谈调研会。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正处级辅导员李维林、副院长孙淑琴、
各专业系主任、教务、辅导员老师及优秀学生代表出席座谈会。学校“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指导组副组长刘琰同志、范金林同志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议由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主持；10 月 25 日，经济学院转专业学生群体教育培
养座谈会在知新楼召开。经济学院副院长孙淑琴，班主任代表，教务、辅导员老师，
2018 级转专业学生代表出席座谈会，会议由孙淑琴主持。

举办“礼赞七十华诞，唱响祖国赞歌”合唱比赛
10 月 26 日，经济学院“礼赞七十华诞，唱响祖国赞歌”合唱比赛在洪家楼校
区举行，本科生、研究生共 27 个班级代表队参加比赛。

研究生体育美育比赛获佳绩
10 月 27 日，经济学院在“礼赞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研究生合唱比赛中获“特
等奖”“最具人气奖”“最佳指挥奖”三项大奖；11 月 10 日，经济学院在第六届
研究生啦啦操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在第十六届研究生篮球赛中被评为 “优秀组织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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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第六届泰德全国大学生商业案例分析大赛
11 月 9 日至 10 日，第六届泰德全国大学生商业案例分析大赛暨山东大学一校
三地大学生商业案例分析大赛总决赛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团委书记张熙、学
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肖祥、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刘琰，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
副院长孙淑琴、党委副书记林竹出席开幕式。

举办第三届研究生知新学术竞赛
11 月 28 日，经济学院第三届研究生知新学术竞赛决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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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副书记林竹、院长助理
汤玉刚、经济系教授陈新岗、财政系教授苏春红参加活动。本届研究生知新学术竞
赛共 11 份作品入围决赛，最终产生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
奖五名。

举行“平安寿险”助学金颁奖暨社会实践基地揭牌仪式
12 月 5 日下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2019 年度“平安寿险”助学金颁奖暨社会
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知新楼举行。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公司副总经理陈
侃、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出席并为实践基地揭牌。

举行 2019 年度山东大学鲁信奖学金评审会
2019 年 12 月 15 日下午，2019 年度山东大学鲁信奖学金评审会在经济学院举
行。会议由评审委员会主任曹廷求教授主持。评审委员会由出资方代表、资金管理
方代表及各单位专家等共 13 人组成。经无记名投票，评出 20 名获奖同学，其中博
士 6 名，硕士 14 名。

多名学子在“榜样的力量”获表彰
12 月 27 日，山东大学在中心校区音乐厅举行 2019 年度“榜样的力量”优秀学
生颁奖典礼。经济学院 2016 级本科生李元绪、2017 级硕士田双、2017 级博士李建
文获评山东大学学生最高荣誉校长奖，2018 级硕士姚淼获评研究生道德风尚奖。

七、服务地方
举办深圳市西部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交通运输系统工会干部提升班
10 月 14 日，山东大学—深圳市西部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交通运输系统工会干部
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仪式在青岛校区国际转化示范基地举行。深圳市西部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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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孙贵友、广东运输协会常务副会长昌国军、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党委副书记朱子川出席开班仪式。

举办日照市税务系统行政执法能力提升培训班
10 月 21 日，山东大学—日照市税务系统行政执法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仪式在
中心校区举行，日照市税务局副处级领导干部白田福、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石
绍宾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举办济南市税务系统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
10 月 28 日，山东大学—济南市税务系统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开班仪
式在中心校区举行，济南市税务局党委委员、总经济师张峻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党
委书记王秀丽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举办日照市税务局国际税收业务骨干培训班
11 月 11 日，山东大学——日照市税务局国际税收业务骨干能力提升培训班开
班仪式在中心校区举行。日照市税务局国际税收管理科科长王娜、山东大学经济学
院党委副书记林竹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举办首届山东大学 5G 时代金融科技创新高研班
11 月 28 日，首届山东大学 5G 时代金融科技创新高级研修班开班仪式在济隆重
举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副院长石绍宾、组织员马燕出席了开班仪式。

举办中华财险山东分公司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
11 月 30 日，山东大学-中华财险山东分公司管理与执行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仪
式在中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朱子川、中华财险山东分公司副总经理李
居然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举办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集中轮训班
12 月 10 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集中轮训班”开班仪式在中心校区邵逸夫科学馆报告厅举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山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赵富洲，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
丽出席开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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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济南市长清区审计局政治素质审计能力提升培训班
12 月 23 日，济南市长清区审计局政治素质审计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仪式在中
心校区知新楼举行。济南市长清区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郭其军、经济学院党委书
记王秀丽出席开班仪式。

八、校友工作
李维林工作室举办工作研讨
10 月 25 日下午，由山东大学处级辅导员工作室“李维林工作室”主办的 2019
年第二期校友经英茶座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2005 级校友郎嘉琦、
芦志刚做客本次茶座，工作室主持人、经济学院正处级辅导员李维林，工作室成员
参加活动，学院部分学生到场交流学习；11 月 1 日，“李维林工作室”举办“校友
助力学生培养”工作专题研讨。工作室主持人、经济学院正处级辅导员李维林，工
作室成员、数学院党委副书记路云生、国际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璐璐、经济学院
党委副书记林竹等参加研讨。

山东大学聚贤教育基金理事会年度会议举行
12 月 15 日，山东大学聚贤教育基金理事会年度会议在经济学院济南校友之家
举行。基金创始人、青岛大学党委书记胡金焱，基金名誉理事长、山东大学党委常
委、组织部长陈宏伟，山东大学合作发展部副部长、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斌，基
金理事、山东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建民，荣华建设集团董事长孙
涌，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出席会议。会议由基金创始人、理事长
王智太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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