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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建工作 

学校党委宣布经济学院新一届领导班子任命 

4月17日下午，山东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王琪珑代表学校党委宣布经济

学院领导班子任免决定，体现了学校党委对经济学院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视，他代表

学校肯定了上届领导班子为学院发展所做的贡献，对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了四点要

求：一是突出政治建设；二是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三是强化作风建设；四是勇于

改革创新，推动事业更好发展。 
学院与人文社科研究院联合举办党日主题活动 

4月19日下午，经济学院机关二支部、经济学院2015级本科学生党支部与人文

社科研究院党支部联合举办的“《易》学与人生”主题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易学

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张克宾副教授担任主讲。经济学院正处级辅导员李维林，

以及人文社科研究院党支部全体成员，经济学院机关二支部全体成员，经济学院

2015级本科学生党支部全体成员现场聆听讲座。 

青海大学财经学院来访交流基层党建工作 

4月20日，青海大学财经学院党委书记张宏岩、办公室副主任王正全、团委副

书记孙佳静一行三人来访经济学院，就基层党建工作开展座谈交流。经济学院党委

书记王秀丽、副处级组织员马燕、副书记林竹出席活动。双方就党建工作与教学科

研的结合、教师党员发展、党支部档案建设与管理、党建带团建等具体工作进行了

深入交流和探讨。 
学院组织收看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5月4日，经济学院组织学院师生收看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听取了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为毕业生党员上党课 

6月7日下午，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题，为全

体毕业生党员上党课。王秀丽勉励毕业生党员牢记入党动机，追求政治信仰，永葆

党员纯洁性，按照“学懂、弄通、落实”的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为学校争光、为党旗添彩。党课后全体毕业

生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并观看廉洁诚信教育纪录片。 

学院院长曹廷求为毕业生党员上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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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上午，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题，为全体

毕业生党员上党课。曹廷求勉励全体毕业生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觉将个人

梦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做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 

学院传达学习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7月2日和7月5日，经济学院分别召开党政联席会和机关党支部大会，传达学习

山东大学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党政联席会上，王秀丽带领大家学习了校党委书记

郭新立同志的大会报告，传达了党代会精神。机关党支部大会上，学院副处级组织

员、党代会代表马燕向机关管理人员传达了本次学校党代会精神，并对党委工作报

告进行了解读。 

学院召开党支部书记会传达学习党代会精神 

 7月11日，经济学院召开党支部书记会议，专题学习传达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

精神。全体教师、学生党支部书记参加会议。党代会代表、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介

绍了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基本情况，领学了郭新立同志代表学校党委所作的工作

报告，并对报告做了重点解读。她要求全院师生要用党代会精神凝心聚力，以强烈

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工作，切实把党代会精神落到实处，努力提升学院办学质量，

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贡献力量。 

二、学科人才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开题 

3月11日，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臧旭恒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异质性消费者行为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研究”开题论证

会在中心校区举行。评审专家组组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南京大学校长助理

范从来教授，评审专家，《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汪

伟教授、北京大学杨汝岱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涵教授；

课题组校外专家，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尹志超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

学院院长易行健教授出席了论证会的。范从来教授主持论证会。臧旭恒教授汇报了

课题研究的思路，对课题研究的背景、目标、意义、方法、对象、重点难点和创新

点等进行了充分阐述。范从来教授等评审组专家先后围绕课题的选题意义、总体框

架、研究思路等展开深入讨论并提出建议。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相关负责人，校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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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课题组成员，以及来自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山东大学的部分教师、

研究生共40余人参加了论证会。 

学院4位教授入选山东大学杰出人才体系 

4月，山东大学人才工作办公室公布首批山东大学杰出人才体系入选名单，学

院臧旭恒教授入选特聘教授，宫晓琳教授入选山大杰青，钱先航教授入选山东大学

齐鲁青年学者，范爱军教授入选荣聘教授。 

学院联办2018年山东经济学年会 

 4月21日，第十三届山东经济学年会在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召开。本次年会

主题为“改革开放40周年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由山东经

济学年会秘书处主办，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曲阜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处、《齐鲁学刊》编辑部以及山东海蓝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大会

开幕式由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刚教授主持。山东经济学年会理事长、山东

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臧旭恒教授致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

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教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臧旭恒教

授、山东工商学院金融学院院长马宇教授分别作了会议报告。年会闭幕式由山东经

济学年会秘书长、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国亮教授主持，《产业经济评

论》编辑部主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曲创教授宣读了2018年第十三届山东经济学年

会优秀论文获奖名单并颁奖。来自省内外百名经济管理类的入选论文作者和专家学

者参加会议。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中国海外投资效率研究开题 

4月28日，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綦建红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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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开题论

证会在中心校区知新楼举行。评审专家组组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教授，

评审专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编辑部副主任宋志刚研究员、澳大利亚埃迪斯科

文大学亚洲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Zhaoyong Zhang教授、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

执行院长黄新飞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魏浩教授，课

题组校外专家、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葛顺奇教授，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

院院长邢占军教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教授等出席本次论证会。盛斌教

授主持论证会。綦建红教授汇报了课题研究的思路，详细介绍了课题研究的选题背

景、核心概念、整体思路、研究内容、创新点和难点。盛斌教授等评审组专家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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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的选题意义、研究主线、重点难点等内容展开了深入讨论并提出建议。来自山

东大学、山东省发改委、山东财经大学的部分教师、研究生等30余人参加了论证会。 

国家社科重大专项转移支付与反贫困开题 

 5月5日，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解垩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阐释党的十九大精

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项目“构建以反贫困为核心的面向家庭和个人公共转移

支付制度研究”开题论证会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常务副校长王

琪珑出席论证会。评审专家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

级岗特聘教授安体富，评审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

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社部编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梁华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吕冰洋教授，厦门大学王艺明教授等出席本次论证会。解垩教授汇报

了课题研究的思路，详细介绍了课题的研究状况和选题价值、总体框架和预期目标、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子课题结构和主要内容以及研究进度。

评审组专家围绕课题内容展开深入讨论并提出了建议。子课题主要负责人浙江财经

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长江学者”李永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尹恒教授，武汉

大学向德平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汪昊教授，对外经济与贸易大学毛捷教授，中央财

经大学寇恩惠副教授，武汉大学卢盛峰副教授以及课题组成员，山东大学人文社科

研究院有关负责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部分教师、研究生共40余人参加论证会。 

学院举办第五届实证公司治理研讨会 

5月21日，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和山东大学银行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届实

证公司治理研讨会在中心校区举行。研讨会环节由《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辛清泉主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

金融学院郑志刚教授、南开大学商学院武立东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孔东民教授、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潘红波教授、南开大学商学院古志辉教授分别作了论文报

告。学术报告环节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主持。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辛清泉教授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王群勇教授先后作学术报告。本次会议由山东

大学经济学院和山东大学银行治理研究中心主办。来自《经济研究》杂志社、中国

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重庆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山东大学、山东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和师生参加了会议。 

山大上财联合举办金融学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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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和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主办的山东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学术研讨会之金融系列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

廷求、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徐龙炳致开幕辞。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杨金强

教授、冯玲教授、朱小能教授、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冯国华教授以及山东大学经济

学院教师于月娟、李颖副教授分别作了会议报告。本次会议是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与

上海财经大学定期交流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续，两校还将联合开展财政等学科

和研究生之间的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 

第十二届“产业经济学与经济理论国际研讨会”举行  

6月21日，第十二届“产业经济学与经济理论国际研讨会”在济南长清大学城

举行。会议由山东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产业组织专业委员会、

《产业经济评论》编辑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研究中

心、山东大学消费与发展研究所、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会议开幕式由

山东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产业经济评论》主编臧旭恒教授主持。美国加州

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秦承忠教授、香港岭南大学林平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南京审

计大学“长江学者”杨春雷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张宗斌教授分别作了大会

主题发言；来自西南财经大学、重庆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等单位的

论文入选作者在大会上进行了论文报告。 

山大上财联合举办财政学术研讨会 

6月23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和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财

政系、税收系联合主办的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学术研讨会之财政系列在中心校

区举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付文林出席研讨会并致开幕辞。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张牧扬副教授、

范子英教授、汪冲教授与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解垩教授、陈韵旻、汤玉刚教授分别作

了会议报告。本次会议是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与上海财经大学在两校合作协议框架内

定期交流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部分专家学者、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部分师生参加研讨会。 

学院举办“新时代与中国经济学新发展”学科建设座谈会 

6月25日，经济学院举办“新时代与中国经济学新发展”学科建设座谈会。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顾海良教授，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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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科学出版社社长吕萍，经济科学出版社副社长李洪波，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院院长

邢占军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主持。学院学科带头人、领导班

子成员、教师代表参加会议，并与参会专家就如何做好新时代经济学科建设进行了

深入交流研讨。 

学院举办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学发展与学科建设研讨会  

7月8日，经济学院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学发展与学科建设研讨会”在

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校长助理邢占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

由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主持。南开大学校长助理、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

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冼国明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经济问题》主编龙小宁教授，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陆军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教授，中国人

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教授，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范从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黄先海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教育部高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董志勇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金清教授，南开大学

社科处处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梁琪参会。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教

授作了题为“学科建设现状与工作设想”的报告。与会专家从海外人才招聘、学院

运转资金筹集、学科方向整合、教师考核制度建设以及科研实力提升等方面对山东

大学经济学院的学科发展提出建议，并分享了各自学院在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做

法。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学院班子成员和学科带头人、系所负责人和部分师

生参加会议。 

三、教学科研  

学院召开本科专业分流宣讲会 

4月26日下午，经济学院2017级专业分流宣讲会在兴隆山校区讲学堂举行。经

济学系副教授付强和教师代表孟杰、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副主任于殿江、财政学系

主任李华、金融系系主任徐涛，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林琳参加宣讲会并依次作

了专业介绍。 

臧旭恒教授论文在《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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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山东大学消费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臧旭恒教授与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张欣合作撰写的论文“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与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分析”在《经济研究》

2018年第3期正式刊出。 

李长英、李文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均以优秀等级结项 

7月，我院李长英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李文教授主持的国家社

科基金一般项目均以“优秀”等级顺利结项。其中，李长英教授主持的项目名称为

《企业原始创新的决定因素与影响效应研究》（项目批准号：14AJL008），李文教

授主持的项目为《公平、效率、国际竞争力原则博弈下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研究》

（项目批准编号：14BJY164）。 

学院全国优秀大学生暨财税学科夏令营开营 

7月14日，经济学院2018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暨财税学科夏令营开营仪式

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国亮、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

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王哲伟出席开营仪式。经济学院从2013年起举办全国优秀

大学生夏令营，今年同期举办第一届财税学科夏令营。来自全国多所重点高校的80

名营员参营，参加学术报告、系所教师见面会、院长面对面、笔试面试、参观校史

馆等活动。 

四、学术资讯 

中山大学黄新飞教授做客国际经贸论坛 

4月27日，经济学院第47期国际经贸论坛在中心校区举行。中山大学国际金融

学院黄新飞教授为经济学院师生带来题为“‘亲密关系’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的合意区位配置问题研究”的学术报告。 

山东财经大学神方立谈企业税务风险管控与税收筹划 

4月25日，经济学院齐鲁税务讲坛第33期举行。山东财经大学教授神方立为经

济学院师生带来题为“新形势下的企业税务风险管控与税收筹划”的报告。 

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俞欣荣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5月4日上午，经济学院第204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台湾“中

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俞欣荣研究员为全体师生作了题为“Ramsey Taxation with 

Capital-Skill Complementarity and Investment-Specific Technological Change”的学

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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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马驰骋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5月11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第205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香

港大学马驰骋教授给经济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The Rise of Confucianism: 

Migration, Competition, and Cultural Formation in Historical China（理学的兴起：

中国历史过程中的移民、竞争与文化形成）”的学术报告。 

山东省地税系统公职律师郭明磊做客齐鲁税务讲坛 

5月15日，经济学院齐鲁税务讲坛第34期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省地税系

统公职律师郭明磊为经济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信息化生态基础上的新征管程

序前瞻”的学术报告。 

重庆大学辛清泉教授做客金融论坛 

5月21日，经济学院第9期金融论坛在中心校区举行。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会计学系主任辛清泉教授为经济学院师生带来题为“西方遇见东方：

理解国有企业经理激励”的学术报告。 

南开大学王群勇教授做客金融论坛 

5月21日，经济学院第10期金融论坛在中心校区举行。南开大学数量经济

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天津市数量经济学会秘书长王群勇教授为经济学院师生作

题为“受限因变量模型内生性问题”的学术报告。 

毕马威青岛分公司合伙人房锡伟做客齐鲁税务讲坛 

5月23日，经济学院齐鲁税务讲坛第35期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毕马

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合伙人房锡伟为经济学院师生带来题

为“中国对外投资税务考量”的报告。 

纽约州立大学钱兴旺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5月23日，经济学院第206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纽约州立大

学（布法罗分校）钱兴旺副教授为经济学院师生作了题为“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ese Firm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一带一路倡议与

中国对外投资)”的学术报告。 

山东财经大学王培志教授做客国际经贸论坛 

5月26日，经济学院第49期国际经贸论坛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对外经济学会会长王培志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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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为学院师生作了题为“山东企业参与境外经济园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

报告。 

南开大学李坤望教授做客国际经贸论坛 

5月26日，经济学院第48期国际经贸论坛在中心校区举行。南开大学经济

学院博士生导师李坤望教授做客论坛，为学院师生作了题为“经济学研究：选

题与写作”的报告。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冯国华教授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5月31日下午，经济学院第207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来自美

国北德克萨斯大学的冯国华教授带来了题为“Why European Banks Are Less 

Profitable than U.S. Banks: A Decomposition Approach（为什么欧洲银行的利润

低于美国银行：分散式方法的研究）”的学术报告。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Apostolos Serletis教授做客高级经济学讲

座 

6月6日下午，经济学院第208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来自加

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Apostolos Serletis教授带来了题为 “Monetary Policy in 

Advanced and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

策）的学术报告。 

上海财经大学裴有权博士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6月7日上午，经济学院第211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来自上

海财经大学的裴有权博士带来了题为“Statistical inference for complex panel data 

models（复杂面板数据模型的统计推断）”的学术报告。 

北京交通大学冯华教授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6月8日，经济学院第209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北京交通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冯华教授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为学院师生作了题为“创新引

领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的报告。 

伊利诺伊大学郭瑞珍教授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6月11日上午，经济学院第210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伊利诺

伊大学芝加哥分校郭瑞珍教授给经济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Analyst Information 

Production, Internal Capital Allocation, and Conglomerate Valuation（分析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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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内部资本分配与集团公司价值）”的学术报告。 

台湾政治大学周冠男教授做客金融论坛 

6月16日上午，经济学院第11期金融论坛在中心校区举行。台湾政治大学

周冠男教授给经济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Bank loans, corporate debts, and 

corporate cash distribution following the 2008-2009 financial crisis（2008-2009年金

融危机后的银行贷款，公司债务以及公司现金流配置）”的学术报告。 

加拿大艾伯塔大学朱国忠教授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6月19日下午，经济学院第213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加拿大

艾伯塔大学朱国忠教授给经济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Household Finance in 

China（中国家庭金融）”的学术报告。 

香港岭南大学林平教授参加产业经济前沿问题座谈会 

6月22日，香港岭南大学竞争政策与规制研究中心林平教授与山东大学产

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进行了产业经济前沿问题座谈会。 

德克萨斯大学孙明和教授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6月28日下午，经济学院第216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德克萨

斯大学孙明和教授给经济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 “An Introduction to Multi-

Objective Programming（多目标规划方法的简介）”的学术报告。 

德克萨斯大学徐叶晓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7月3日下午，经济学院第217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德克萨

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徐叶晓教授为经济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Beta Reversal and 

Expected Returns”的学术报告。 

英国伦敦大学米志付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7月4日下午，经济学院第218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英国伦

敦大学米志付博士为经济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China's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new normal（新常态下中国的碳排放）”的学术报告。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赵阳做客高级经济学讲座 

7月11日，经济学院第219期高级经济学讲座在中心校区举行，英国纽卡斯

尔大学赵阳博士作了题为“Unpacking the Contingencies: On Director Acquisition 

Experience and Compensation”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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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交流 

泰国法政大学代表团访问经济学院  

4月24日下午，泰国法政大学比里· 帕侬荣国际学院院长Dr. Nitinant 

Wisaweisuan女士一行访问经济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孙淑琴、王哲伟参加会谈。

双方主要围绕两院如何开展学生、学者合作交流进行了深入交谈。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张建康来访 

5月3日-6月9日，山东大学兼职特聘教授，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张建康教授访问

经济学院。来访期间，张建康教授为2016、2017级博士生开设了“Topics on Some 

Topics on Risk and Ambiguity”专题课程，参加了经济学院2018届留学生的博士、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2018届iMBA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以及2018届金融专业博士学

位论文答辩会。 

瑞典隆德大学Lars Hansson教授来访 

5月3日至6月14日，瑞典隆德大学国际产业环境经济学院Lars Hansson教授访

问经济学院，并为本科生讲授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课程。此外，来访期间Lars 

Hansson教授还为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研究所的师生举办了题为“环境经济与政策”

的学术讲座，参加了经济学院留学生博士生、国际MBA学生的学位论文答辩会。 

学院发放2018年春季雅思托福奖学金 

5月中旬，经同学申报，学院审核，2018年春季学院共评选出王世卓等托福雅

思卓越奖学金与经济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托福雅思优秀奖学金获得者47名。 

院长曹廷求随校长访问英德拓展校际合作 

5月27日至6月2日，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陪同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率团访

问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玛丽女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杜伦大学；

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亥姆霍兹药物科学研究所、萨尔大学、弗朗霍夫协会开

放通讯系统研究所等高校及科研机构，拓展与上述单位的合作关系，探讨联合

科研、合作教学、师生交流、实验室共建等方面的合作机会。访问期间，代表

团在伦敦举办了专场人才招聘会，在英国、德国分别设立了海外人才工作站，

并会见了在英、在德校友代表。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陪同访问并参加相关活动。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徐冶晓教授来访 

7月3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徐冶晓教授访问经济学院，经济学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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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曹廷求、副院长王哲伟参加会谈。双方就与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UTD） 金

融学硕士联合培养项目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来访期间，徐冶晓教授还为经济学院

师生带来了题为Beta Reversal and Expected Returns的学术报告。 

六、学生工作 

2017年度经济学院团学工作获得多项表彰 

4月底，2017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学生、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学生干部、

山东省高等学校先进班集体等名单陆续揭晓，经济学院多个集体和个人获多项重要

荣誉。2014级博士生孙婷获评2017年度山东大学校长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山东省

优秀学生；硕士研究生邱璞获评2017年度校长奖学金；2014级本科生杜君获评2017

年度校长奖学金（综合）、山东省优秀学生；2015级本科生袁俊童获评2017年度山

东省优秀学生干部、山东大学十佳共青团员；2015级专业硕士班获评山东省先进班

集体；2014级金融一班获评“全国高校活力团支部”；2015级彭实戈班获评山东省

先进班集体；2015级彭实戈班团支部获评山东大学十佳团支部。学院团委获评山东

省五四红旗团委、山东大学红旗团委、山东大学社会实践先进集体。 

学院举办“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主题团日活动 

5月4日，经济学院举办“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主题团日活动。经济学院党委副

书记林竹出席活动并为经济学院先进团支部和优秀共青团员代表颁奖。 

学院举办“芳华盛世，经采青春”五四晚会 

5月4日，经济学院2018年度“芳华盛世，经采青春”五四联欢晚会在山东大

学中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正处级辅导员李维林、党委副书记林竹等师生共同观看

了晚会。 

学院举办“青春跟党走，献歌新时代”合唱比赛 

5月6日晚，经济学院在兴隆山校区举办“青春跟党走，献歌新时代”合唱比赛，

纪念五四运动以及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党委副书记林

竹观看了比赛。 

山东大学举办大学生泰德商业案例分析大赛 

5月12日至13日，山东大学创新创业学院主办，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

“1847杯”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泰德商业案例分析大赛决赛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

学党委副书记仝兴华、山东大学团委书记张熙、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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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肖祥、山东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王宪华，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经

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澳洲1847酒庄集团中国区首席代表、山东大学校友吴安成

出席开幕式。经过复赛与两轮决赛，最终山东大学敏学队、中国石油大学天生一对

队、武汉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大联队荣获一等奖。 

学院举办成才大讲堂系列演讲比赛 

5月6日到5月20日，经济学院分别于中心校区与兴隆山校区举办以五四“青年

有话说”、“学思践悟十九大，凝心聚力双一流”及“我爱我的国”为主题的成才

大讲堂系列演讲比赛。 

学院举办“诚信状”主题教育活动 

5月-6月，经济学院开展了以“立信·强身·育美”为主题的“诚信状”主题

教育活动。活动覆盖学院三个年级，24个班级，共计六百余名同学参与。 

学院举办“经彩芳华，济忆留夏”2018届毕业晚会 

6月13日晚，经济学院2018届毕业晚会在山东大学音乐厅隆重举办。晚会以

“经彩芳华，济忆留夏”为主题，共分为“经·艳”、“经·历”、“经·年”三

幕。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等师生共同观看了晚会。 

学院举办2018届毕业红毯秀暨毕业酒会 

6月15日，经济学院2018届毕业生“经彩芳华，济忆留夏”毕业红毯秀暨毕业

酒会在中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学院教师、2018届

毕业生、校内外媒体代表、部分毕业生家长等参加毕业红毯秀和毕业酒会。毕业酒

会上，曹廷求院长代表学院致辞。山东天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89级国际

经济专业校友于新伟、澳洲1847酒业集团中国区总经理吴安成、学院常东风老师、

2018届硕士毕业生党瑞琪分别作为校友代表、赞助商代表、教师代表与毕业生代表

发言。 

学院举办第一期第二期“院长书记与学生见面会” 

6月22日下午和23日上午，经济学院举办第一期第二期“院长书记与学生见面

会”。毕业研究生代表和毕业本科生代表分别参加座谈会，与院领导畅谈大学生

活，共谋学院发展。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研究生毕业生、本科生毕业生代表参加院

长书记见面会，共同营造“三全育人”氛围和落实“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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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2018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 

6月23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2018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中心校区隆重

举行，授予15人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博士学位；96人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硕士学位；

143人硕士专业学位；312人学士学位。经济学院领导班子、教师代表、校友代表、

毕业生家长代表、全体毕业生参加了毕业典礼。院长曹廷求教授寄语毕业生坚守国

际视野，参与中国实践，铭记经院情结，涵养人文关怀。泰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陈强教授，学院93级金融专业校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东分行副行长

李强，2018届本科毕业生马卓如分别发言。党委书记王秀丽为捐赠毕业生代表颁发

毕业大礼包。 

山东省保险行业协会资助学院经济困难优秀学生 

7月，山东省保险行业协会在经济学院设立助学金，承诺自2018年起，连续四

年每年捐赠1万元用于资助保险专业经济困难优秀学生。 

七、服务地方 

学院举办钦州市审计系统干部培训班 

5月14日，山东大学—钦州市审计系统干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典礼在山

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钦州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日辉，钦州市审计局副局长

陆静，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出席典礼。 

学院举办济南市国税系统领导干部培训班 

5月14日，山东大学济南市国税系统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培

训班在中心校区举行。济南市国税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商鹏，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党委书记王秀丽出席典礼并致辞。 

美英澳国际教育项目毕业典礼举行 

5月19日上午，山东大学美英澳国际教育项目2018届学生毕业典礼在中心校区

思源报告厅举行。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沈翔，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王秀丽，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继续教育学院办学管理办公室主任顾国富，美英

澳项目负责人徐姗姗，留学部负责人丁燕等出席毕业典礼。 

学院举办濮阳财税系统人员提升培训班 

5月22日，濮阳财税系统人员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山东大学中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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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举行。濮阳市华龙区金融办主任、财政局副局长郑春节，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石绍宾出席仪式。 

学院召开服务山东工作座谈会 

6月6日，经济学院就服务山东工作召开座谈会，山东大学服务山东办公室负责

人井海明等一行四人出席，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等学院领导班子

成员、各系所主任、教师代表等参加了会议。井海明介绍了山东大学开展服务山东

工作的基本情况以及进一步推动工作开展的规划和举措。曹廷求谈到，多年以来经

济学院依托学科特色和专业平台在服务山东工作方面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做法，

许多教授学者也成为服务山东的主要力量。王秀丽指出，下一步学院也将充分发挥

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学院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工作向实处落地，向深

处进展。最后，双方就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金融大数据、文化艺术投资、海

洋山东建设等工作进行了重点讨论。部分教师代表就各自对服务山东工作的认识和

设想发表了意见。 

学院举办德州市市区国税局培训班 

6月12日，山东大学—德州市市区国税局解读十九大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山

东大学威海校区闻天楼举行。德州市市区国税局纪检组长谢拥军，山东大学经济学

院教授张东辉出席仪式并致辞。 

经济学院举行澳加利华基金捐赠仪式 

7月6日，山东大学聚贤基金捐赠仪式在知新楼举行。澳加利华文化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董事长韩梅女士代表公司进行捐赠，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代表学院接受捐赠

并向韩梅女士颁发捐赠证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副院长石绍宾出席捐赠仪

式。 

学院举办东平县地税系统干部培训班 

7月2日，山东大学—东平地税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典礼在山东大学中心校

区举行。东平县地税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观存，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余东华

出席典礼。 

学院举办中山纪念中学培训班 

7月3日，山东大学-中山纪念中学培训班开班典礼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中山纪念中学副校长林子孚出席开班典礼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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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举办广西水库移民工作管理领导干部培训班 
6月25日至30日，广西水库移民工作管理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提升专题培训班在

中心校区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移民工作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覃峰，山东大

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出席开班典礼并致辞，广西壮族自治区移民工作管理局教

育培训处处长覃革主持典礼。 

学院美英澳项目举行新学期教师培训会 

7月11日上午，经济学院美英澳国际教育项目新学期教师培训会在知新楼举行。

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副院长石绍宾参加会议。 

八、校友工作 

学院1989级校友于新伟向山东大学聚贤基金捐赠十万元 

6月15日，山东天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89级国际经济专业校友于新

伟向山东大学聚贤基金捐赠十万元，用于支持学院毕业生教育活动。 

学院94级国际金融专业校友毕业20周年师生座谈会举行 

6月17日，经济学院94级国际金融专业校友毕业20周年师生座谈会在中心校区

举行。原任课老师、青岛大学党委书记、原山东大学副校长胡金焱，校党委组织部

部长陈宏伟，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经济学院正处级辅导员、学院校友会副会长李

维林、部分教师参加活动。会后，94级国际金融专业优秀校友经验交流座谈会在知

新楼举行。安信证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杨苏、兴业银行济南分行副行长曾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宋芳秀、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预算处处长王金凤、交通

银行总行审计监督局高级经理程广华等校友出席并分享职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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