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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防控工作 

召开视频会议进一步部署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2月 9日上午，经济学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疫情防控工作及新学期开

学准备视频会议。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系、所（中心）主任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了学校关于疫情防控视频工作的最新要求，安排落实了近期疫情防控相关

工作，并对新学期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进行了研究部署。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王秀

丽主持。 

发布致全体同学的一封信 

2月 10日，面对疫情的严峻形势，经济学院号召同学们在“战疫”过程中凝心

聚力，共同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责任，并向全体同学提出三点倡议。第一、思想重视，

落实行动。第二、修身自律，充实自我。第三、响应号召，保证学业。 

校领导检查督导组来院调研新学期准备情况 

2月 14日下午，学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宏伟带领组织部、机关党委等有

关部门领导，针对新学期开学准备工作到学院进行督导检查，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

党委副书记朱子川以及各行政办公室值班老师参加了座谈会。 

多举措保障春季学期教学工作 

经济学院采取多项举措，保障春季学期教学工作。一、多个教学层次统一部署。

迅速成立了本科教学工作专班、研究生教学工作专班、学生工作专班，通过网上视

频会议、微信群等多种途径，传达学校会议精神，做好开学准备。二、引导任课老

师参加学校有关网上教学授课技术学习，为网上授课做好教学准备。三、科学选择

即时通讯工具和会议系统，开展多种形式的在线教学活动。四、各辅导员组织了网

上视频年级大会，对春季开学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引导学生积极熟悉网上教学平台，

保证教学顺利开展。五、组织安排全体教职工于 2月 14日全面进入工作状态。做

好上课老师的提醒，网上授课系统的测试，学生网上上课的动员准备等后勤保障工

作。鼓励研究生导师利用微信群、QQ群等各种形式对研究生进行远程指导。 

积极开展疫情防控确保师生健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经济学院党委做实各项防控举措。一、提高

站位，加强组织。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小组，统筹领导疫情防控工作，制定了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二、联防联控，建立台账。建立起假期师生人员流动台账，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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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三、畅通信息，加强宣传。安排专人负责每天在学

院教师微信群、学生年级微信群转发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防控办法，加强舆论引

导和舆情监管。四、提前谋划，保证教学。引导任课老师参加学校有关网上教学授

课技术学习。 

积极做好国际学生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经济学院立即成立了国际学生工作小组，制定出台了《经济学

院疫情期间留学生离校和返校暂行办法》，积极做好国际学生的疫情防控工作。包

括制定规范，有序防控；认真摸排，及时疏导；热情关怀，帮助解困等方面。结合

每个国际学生的实际情况帮困，为滞留机场和境外的国际学生提供帮助。疫情在境

外蔓延后，与每一名境外（含第三国）的国际学生取得了联系，叮嘱同学们做好个

人防护，尽量减少外出，并提供了多语种的防护信息发给境外同学，并及时将国际

研究生的情况和动向通报给学生导师。 

教学第一周网上开课顺利 

2月 17日，2020年春季开学第一天，经济学院本科 26门课、研究生 8门课、

美英澳项目 3门课开课。师生采用腾讯会议系统、腾讯课堂、微信会议系统、课程

录像播放、慕课系统、钉钉视频、微信视频等网上授课方式，并且配合 QQ群、微

信群等，授课顺利。多位教师开课前为学生提供了与纸质版教材相一致的电子版课

本、习题及配套学习资料。 

专题学习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 

2月 24日，经济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网上视频会议，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学

校教师工作专题会议精神。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院长曹廷求及学院领导班子成员

参加会议。会议由院长曹廷求主持。 

围绕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2月份主题党日活动 

2月 27日，经济学院各教工、学生党支部以视频会议的形式组织开展了“齐心

抗疫，党员先行”主题党日活动。各支部认真学习了习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各位党员同志结合近期学习、工作情况，围绕如何贯彻落实学校疫

情防控与 2020春季学期工作会议精神、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做实做细疫情防控任务等工作进行了积极发言，并展开了线上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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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疫”青春力量 

学生积极投身防疫志愿服务活动 
2月以来，多位经济学院学子主动报名参与到基层防疫工作中，展现新时代青

年风采。2016级本科生党支部负责人丁冠森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小区劝返值守、

电话摸排工作；2017级本科生预备党员王俊盛主动联系蓬莱仙境志愿者协会会长，

疏导聚集的游客并进行疫情防控知识的相关科普；2017级金融工程专业赵一锟跟随

工作组每天落实工作，走访各户宣传防控要求；刘艺婕每天工作 8小时以上，跟随

社区工作人员走遍了全社区 289户，发放宣传单、普及防疫知识。 

学生党支部为武汉抗疫前线开展爱心募捐活动 

2月 12日，经济学院学生党支部向全体支部党员发出募捐倡议。2017级本科

生第一党支部募集善款 7078元，2016级本科生党支部募集善款 3700元，2019届

本科生党支部校友捐赠善款 2000元。本次学生党支部募捐活动共筹集善款 12778

元，并于 2020年 2月 17日以“经院学生党支部驰援武汉”的名义汇入山东大学教

育基金会的账户。 

南美洲留学生为中国疫情募捐 

2月 13日，经济学院常东风老师指导的厄瓜多尔留学生马修，为中国新冠肺炎

疫情募捐医疗物资，在当地发起了“中国加油”的募捐活动，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贡献力量。 

团学组织建防疫阵地展青春力量 

2月 17日至 4月初，经济学院团学组织有机联动，陆续开展了“防控疫情，从

我做起”线上主题团日、“爱国主义必修课”班主任线上主题班会、“青春网上团

课”、“经院菁英”、“经灵”合唱团云合唱、寒假线上运动会、“三行情诗”和

“山大学子说”等活动，组建防疫阵地，展现青春力量。 

开展抗击疫情党员系列活动 

疫情发生以来，经济学院组织“同心战‘疫’，勇做先锋”系列主题活动。15

个研究生党支部和 2个本科生党支部的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以及部分群众通过

学习强国、企业微信、短视频等 APP参与活动，引导同学们开展好以“学习好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知识、开展好防疫宣传举措、落实好远程学习、丰富好学生党员思想

文化生活”为主题的“四个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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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樊丽明参加学生班级线上主题班会 

2月 29日，2017级金融一班“守望春天，同心战疫”线上主题班会举行，山

东大学校长樊丽明作为班级校领导联系人参加活动，并与同学们战疫情、话发展。 

多措并举助力毕业生就业工作 

疫情期间，经济学院多措并举帮助毕业生按时毕业、顺利就业。一是全面摸查

学生就业信息。二是实施“一人一策”个性化指导方案。三是积极搭建就业招聘平

台。四是简化实习实践审核流程。五是全员发力助力就业工作。六是依托知新学术

品牌开展论文写作指导。 

启动研究生知新学术论坛“战疫”系列 

3月 12日至 3月 27日，经济学院第 11期-第 13期研究生知新学术论坛（战疫

系列）以线上会议形式举行。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

教授刘国亮以“疫情之下，经济学视角看国家发展的顶尖与基底”为主题作学术报

告。山东大学泰岳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陈强以“高维回归及

Stata应用”为主题做学术报告。学院金融系主任、副教授常东风以“SSCI论文写

作与国际期刊投稿范例解析”为题做学术报告。三期论坛皆由学院副院长石绍宾主

持。 

在鄂学生第二临时团支部举办“战疫有我，共同成长”系列主题

团日活动 

3月14日，由经济学院学生为主体的山东大学在鄂第二临时团支部成立。3月19

日至3月28日，团支部通过线上会议形式共举办三期“战疫有我，共同成长”系列

主题团日活动。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团委书记暨第二临时团支部指导员王永军、

泰山学堂团委负责人刘梦嘉参加活动。在2019FAll申请季中获得多所世界名校

offer的四位2016级经院优秀学子，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指导部主任常

海峰，学院2012届硕士校友、长江证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葛晓明依次带来经验分享。 

举办“同心战疫 强思健学”班主任线上爱国主义主题讲座 

3月20日，经济学院启动“同心战疫 强思健学”同上爱国主义必修课班主任线

上主题讲座系列活动。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出席仪式并讲话，全体班主任、辅导员

参加活动，活动由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主持。3月20日、3月26日，2017级国贸班班

主任、副院长孙淑琴，2017级财政班班主任常世旺副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分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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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疫情看数字经济与贸易”和“战疫突围之财税政策解读”为题作学术讲座。 

举办“创青春”比赛线上答辩活动 

3月22日晚，经济学院利用腾讯会议举办“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线上答辩

活动。本次答辩共有17支本科生队伍参与，财政系徐学军副教授，金融系李长峰副

教授、张博副教授，国贸系随洪光副教授，保险系严晓东副教授担任评委。 

举办研究生知新学术活动月 

疫情期间，经济学院依托“知新”学术品牌，举办研究生知新学术活动月，通

过开展研究生战疫系列线上学术论坛、宅家打卡、百家研疫大赛等活动，引导同学

们锻炼脑力、提升手力、强化体力，多方位丰富研究生同学的居家生活。 

三、聚力强院兴校 

年度考核、党组织年度考核获佳绩 

根据各单位任期目标和年度任务完成情况的考核，经济学院年度考核结果为

“优秀”，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院长曹廷求作为单位负责人考核结果为“优秀”。

根据 2019年度党组织书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和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王

秀丽考核结果为“好”。 

侯风云教授参加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第 17次会议 

12月 27－29日，侯风云教授参加了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第 17次

会议，并作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兼谈马克思《资

本论》中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拓展”的主旨发言。 

校友王智太先生向学院捐赠 10万元 

12月 30日，山东大学聚贤教育基金创始人、学院 1978级校友、澳洲 1847酒

庄集团董事长王智太先生委托澳洲 1847酒庄代表处首席代表吴安成先生向经济学

院捐赠 10万元，支持学院事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代表学院接收捐赠。截

至目前，王智太先生已累计向山东大学聚贤教育基金捐赠 200余万元。 

美英澳国际教育项目取得优异成绩 

2019年山东大学美英澳国际教育项目学生人数达到 200以上，经过近 5个月的

雅思培训，取得雅思 6分及以上的同学达到近 60名，占比接近 32%，2019年招生

人数突破 200，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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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位老师获得山东大学职称晋升 

在 2019年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中，学院教师李颖、李维林晋升教授四级岗，

孔建宁、刘颖、张博晋升副教授三级岗，韩娟晋升助理研究员三级岗。 

召开基层党支部书记述职考核会议 

1月 3日上午、1月 8日上午，学院教工党支部、学生党支部分别开展 2019年

度基层党支部书记述职考核会议。8个教工党支部书记对 2019年支部党建工作进行

述职，并由联系支部的学院党委委员分别进行点评。17位学生党支部书记对 2019

年度各党支部工作进行梳理汇报。学院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各教工、学

生党支部书记，党员代表和学生代表分别参会。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1月 11日，经济学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在知新楼

B321召开，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作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学校第一指导组范金林出席

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学院党委副书记朱子川主持，学院党委委员、教工党支部书记、

支部委员以及部分学生党员参加了本次总结大会。 

张德涛教授获评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 

1 月 16 日，在 2019 年度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名单中，学院张德涛教授入选。

本次选拔，山东大学共有 30名教授入选。 

两项课题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 

1月 21日，在 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评审结果中，学院

李颖教授的《劳动力结构优化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决定研究》和陈晓莉教授的《中国

参与国际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成本收益与协调机制研究》两项课题获准立项。 

张群姿教授合作论文在金融学国际顶级期刊发表 

经济学院张群姿教授及其论文合作者瑞士洛桑大学、瑞士金融研究院 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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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论文 When Are Stocks Less Volatile in the Long Run被金融学国际顶级期刊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接受发表。 

解垩教授获评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3月初，在 2019年度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名单中，学院解垩教授入

选。本次选拔，山东大学共有 5名教授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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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课题获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立项 

3月 6日，在 2020年度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立项名单中，学院付强副教授

的《山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基于县域政府竞争的分析框架》和高

金窑副教授的《大数据视角下证券交易限制制度的有效性研究》两项课题获准立项。 

三全育人进行时，学院领导进班级 

3月 7日至 3月 17日，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正处级辅导员李维

林、副院长孙淑琴、副院长石绍宾、副院长王哲伟、党委副书记林竹、副处级组织

员马燕、党委副书记朱子川分别与联系班级召开了线上主题班会，各班班主任及贺

洋、王振宇两位校友参加了班会。 

“强院兴校”2020年春季务虚会召开 

3 月 9 日下午，经济学院在知新楼 B 座 321 会议室召开以“强院兴校务虚讨论”

为主题的党政联席会。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王

秀丽主持。 

举办“校友助力学生培养”工作室成立一周年校友沙龙 

3月 19日晚，经济学院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办校友助力学生培养工作室成立一

周年校友沙龙活动。学院教授、正处级辅导员、“校友助力学生培养”工作室主持

人李维林，学院校友、山东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青岛科技创新基金管

理公司总经理李文峰，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总裁李薇华，辅导员工作研究会与思

政培训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海宁出席活动。活动由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主持。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培训班第十班开展强院兴

校专题研讨 

3月 26日上午，根据学校党委部署要求，“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专题培训班第十班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强

院兴校”专题研讨会，第十班班主任、学校组织部部长陈宏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举办院校两级教改项目开题论证会 

3月 27日晚，经济学院院校两级教改项目开题论证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

教改项目负责教师进行开题论证。会议邀请了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范爱军、财政

系教授李齐云、李华为教改课题的开展提供经验分享。论证会由学院副院长孙淑琴

主持。此次立项的 11个课题中，共有 5个校级教改项目，6个院级教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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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 2019级本科专业分流说明会 

3月 29日下午，经济学院 2019级本科专业分流说明会通过线上会议举行。学

院副院长孙淑琴、经济学系主任张伟、财政学系主任李华、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

张岩、金融学系主任常东风、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党支部书记于殿江参加会议并依

次进行专业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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