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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建工作

挂职交流干部开展工作

4月中旬，根据学校《关于开展优秀青年教师和年轻干部校内双向挂职锻炼工作的通

知》，信息化工作办公室陈琳同志挂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学院石绍宾同志挂任服务山东

办公室副主任，张德涛同志挂任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张博同志挂任人文社科研究院副院

长。

女工代表获山东大学女教职医务员工诗词竞赛特等奖

4月18日，山东大学“巾帼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庆祝建国70周年女教职医务员工诗

词竞赛活动举行，经济学院林竹、刘一鸣、高娜三位老师组成的代表队在比赛表现优

异，荣获特等奖。

人文社科研究院党支部与学院本科生党支部联合开展党建实践活动

5月11日，人文社科研究院党支部与经济学院2015级本科学生党支部共同组织赴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和朱家峪古村开展党建学习实践活动，深入学习三

涧溪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抓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经验，切实体验和感受乡村振兴

政策引领下朱家峪古村的日新月异。

师生党员赴河北正定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5月11日至12日，经济学院组织师生党员赴河北正定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学院党委书

记王秀丽带队参加。师生党员集体参观了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过的塔元村，学习了河

北省委党校付丁丁主讲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定探源》党课，并重

温入党誓词。

金融系党支部与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共建党建实践基地

5月23日，经济学院金融系党支部-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第一党支部“党建共建实

践基地”揭牌仪式暨主题党日活动在山东金交中心举行。山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董事

长、党委书记危东，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盛俊泰，纪委书记鹿海滨，综合管理部总

经理、金交所第一党支部书记戚伟，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委员、正处级辅导员李维

林，经济学院金融系党支部书记陈晓莉教授出席会议并讲话；金融系部分党员教师，经

济学院2015级本科生党支部成员及多位学生代表参加活动。

学校办公室第二党支部与学院本科生党支部联合举办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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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党办、校办第二党支部与经济学院2016级本科生党支部联合主题党日活动

在中心校区举行。学校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党办、校办第二党支部书记葛连升作了题为

“信息技术与大学生信息素养”的专题讲座。

学校常务副校长王琪珑到经济学院调研指导工作

5月29日，学校常务副校长王琪珑到经济学院调研指导工作。政策研究室主任梅强陪

同进行了调研。经济学院领导班子参加了调研会。座谈会上，王琪珑认真听取了学院工

作汇报。王琪珑指出，经济学院要深入实施学术兴院战略，解放思想，凝练方向，抓紧

推进高端平台建设，带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为山东大学“强院兴校”过程中的

排头兵。调研会上，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从加强党的引领和领导班子

建设、推行民主管理制度，凝练学科方向、探索交叉学科领域布局，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深化薪酬体系改革，重视本科学生培养、推进“新文科”建设，优化生源结构、拓

展研究培养方式，落实国际化发展战略、探索国际化办学，加强校内外联动、全面提升

服务山东工作能力等方面汇报经济学院一年来发展情况。学院其他班子成员也分别结合

分管工作进行了汇报。

举办毕业党员教育活动

5月30日，经济学院2015、2016级本科生党支部与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院党支部联合举

办经济学院2019届毕业生党员教育活动。经济学院退休老教授陈乃圣作主题报告，山东

大学人文社科院党支部、经济学院2015级、2016级本科生党支部成员参加活动。

学校校长樊丽明一行到经济学院调研指导工作

6月11日，学校校长樊丽明到经济学院、管理学院调研指导工作。学校人事部、研究

生院、国际事务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人文社科院、本科生院与继续教育学院的相

关领导陪同。经管学院领导班子参加了座谈会。会上，樊丽明听取了经济学院与管理学

院的工作汇报，并就新时期如何办有特色、有辨识度的一流经管学科提出了指导意见。

她指出，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同根同源，未来经管学科的发展，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凝

练学科方向，发挥比较优势，为实现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转

变，以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山大贡献。同时，她还就两学院人才引

进、专业与团队建设、国际化与本土化发展、服务山东以及第五轮学科评估推进等方面

对学院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学校各部门分别就经管学院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进行了

指导和交流。

党委书记王秀丽给毕业生上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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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经济学院毕业生最后一次党课暨重温入党誓词教育活动在知新楼举

行。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出席毕业生党建教育活动并以“坚定政治追求，努力做一

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题为学院全体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党员上最后一次党课。党

课最后，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

三位老师获学校表彰

6月中旬，经济学院范爱军教授获评“山东大学教书育人楷模”；7月中旬，经

济学院李齐云教授获评2019年“山东大学优秀教师”，副处级组织员马燕获评2019

年“山东大学先进教育工作者”。

新发展28名学生党员

2019年上半年，经党组织培养考察，履行发展对象培训、政审、党群意见征

集、党委会预审、支部党员大会、党委会审批等程序后，经济学院吴奕琪等28名同

志被吸收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二、学科人才

2019年第十四届山东经济学年会召开

4月20日，由山东经济学年会秘书处主办，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青岛大学经济学院联

合承办的第十四届山东经济学年会在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召开，本次年会主题为“全球化

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开幕式由青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喜华教授主持，山东

经济学年会理事长、山东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产业经济评论》主编臧

旭恒教授在致辞中简要回顾了山东经济学年会十四年的历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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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老师课题获批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4月底，2019年度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评审结果公布，经济学院余东华、李

一花、陈东、严晓东四位教师的课题获批2019年度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计划立项。

召开人文社科学术工作会议专题研讨会

5月9日，经济学院召开人文社科学术工作会议专题研讨会，学习郭新立书记、樊丽

明校长在人文社科学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精神，并就学校拟出台的《山东大学关

于加快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配套的七个人文社科科研工作实施办法征求

意见稿进行专题研讨。经济学院以院学术委员会及各系所为单位组织了八场专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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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院长曹廷求主持了院学术委员会部分的会议，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助理张东鹏出席

了研讨会。

举办“复杂世界中的理性与科学”高级论坛

5月10日下午，经济学院举办“复杂世界中的理性与科学”高级论坛暨“山东大学知

行研究中心”成立仪式。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教授，知行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杨风

禄教授，国际项目经理认证评估师、管理学院丁荣贵教授，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王建民

教授，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田洁教授出席。本次活动由特邀嘉宾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常务

副院长刘国亮教授主持。在学术交流环节，丁荣贵、田洁、杨风禄分别作报告。论坛受

到山东电视台、齐鲁台、大众日报等多家媒体的关注与报道。

举办“金融科技”学科建设研讨会

5月12日，经济学院和软件学院联合主办的“金融科技”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中心校区

举行。山东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崔立真教授出席会议，会议由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教授

主持。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张学勇教授和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陈薇副研

究员分别作主题报告。在专家研讨环节，张学勇教授，陈薇副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

院院长董志勇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郭晔教授，南开大学人文社科处处

长、长江学者梁琪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书记、青年长江学者刘莉亚教授，武汉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潘敏教授，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彭红枫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中

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王擎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义中教授，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青年长江学者吴卫星教授，湖南大学原副校长杨胜刚教

授，中山大学高级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学系主任、青年长江学者

杨子晖教授，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尹志超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金清

教授，济南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原雪梅教授，天津财经大学李政博士等专家学者围绕“金

融科技”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主题进行了研讨与交流，并对经济学院“金融科技”学

科建设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山东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崔立真教授和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

常东风副教授对会议进行了学术总结。

举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探索与创新论坛

5月18日，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

策研究基地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学术论坛在山东大学举行，本

次论坛的主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探索与创新”。开幕式上，中国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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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傅志华、山东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科院院长邢占军，经济学院院

长曹廷求先后致辞。在主旨报告环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研究员、山东大

学校长樊丽明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原副校长马国强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

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杨志勇研究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财经大

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李永友教授先后作报告。在“谈文论术”专题研讨环节，参会专家

学者围绕中国特色政府预算管理制度，财政改革与地方财政运行，地方政府债务，PPP

与财政风险防范，新时代的财政政策，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税制改革与高质量发展，财

政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次论坛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山东

大学经济学院，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基地共同主办，由山东大学财政学系、

《财政研究》编辑部和山东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具体承办。来自中国财政

科学研究院、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云南财经

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工商学院、山

东科技大学、山东大学以及商务印书馆、山东省财政厅科研所、地方财政局等国内高校

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才俊参加论坛，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社会

科学报、社会科学报、中国税务报、大众日报、山东卫视、齐鲁晚报、新浪网、中国网

等新闻媒体给予报道与关注。

举办两期计量与统计workshop

5月22日与6月12日， 经济学院先后举办两期“山东大学计量与统计workshop”研讨

会。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朱雪宁副研究员、山东大学金融研究院王汉超副教授、山东财

经大学统计学院何勇副教授、山东财经大学于渊副教授、南京审计大学孔新兵教授、山

东大学经济学院严晓东副教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裴有权副教授分别作报告。

举办第一届反垄断经济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

5月23日—24日，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竞争政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山东

大学第一届反垄断经济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

王琪珑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山东大学兼职特聘教

授、山东大学竞争政策研究院名誉院长林平主持。会议邀请了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

员会（ACCC）前主席、墨尔本大学Allan Fels教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前委

员、乔治梅森大学Joshua Wright教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家发改

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原局长张汉东，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中国政法

大学副校长时建中教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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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理学院院长戚聿东教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竞争法中心主任黄勇教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竞争法

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教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浙江理工大

学法政学院院长王健教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武汉大学知识产权和

竞争法研究所所长宁立志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发改委价格监

督与反垄断局原副局长李青，商务部条法司副巡视员叶军博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反垄断局董红霞处长，以及来自佛罗里达大学、国立首尔大学、昆士兰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山东省市场监督局反垄断局等机构的

专家学者与反垄断执法官员共10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举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预算管理理论与制度创新论坛

6月16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预算管理理论与制度创新论坛暨“中国特色政府预算管

理制度研究”开题讨论会在山东大学举行。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特

聘一级教授安体富，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马骏，上海大学总会计师苟燕楠，上

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孙开，中

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所所长李燕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报告。山东大学校长助理、人文

社科研究院院长邢占军教授参加开幕式并代表学校致辞。主旨报告环节，山东大学校长

樊丽明教授、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特聘一级教授安体富、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马

骏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教授、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

院院长孙开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所所长李燕教授分别做主旨报告。在“中

国特色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研究”开题讨论会环节，课题组成员分别围绕课题总体设计、

预算改革发展年度报告以及系列研究专著汇报了研究方案。本次论坛由山东大学经济学

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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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财政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于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

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大学、郑州大学、山东

财经大学、《财政研究》《财贸经济》《山东大学学报》等近30所高校科研单位的70多

位政府预算研究专家学者，以及新华社、光明网、人民网、经济日报、大众日报、经济

导报、大众网、新浪网等媒体参加了此次论坛。

三位老师课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6月25日，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办公室对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名单予以公示。经济学院李齐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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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航、薛欣欣三位教师的课题获批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举办首届类脑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6月29日，首届类脑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召开。出席会议的主旨演

讲教授专家包括莱斯特大学（英国）Sanjit Singh Dhami、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戴伟辉、

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刘树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郑捷、霍夫斯特拉大学（美国）李

丹阳、南开大学尉孟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唐红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张效初、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陈哲宇。开幕式由山东大学类脑经济学教授

李建标主持。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廷求院长致辞。本次会议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山东大学类脑经济学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山东大学、南开大

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华南师范大

学、青岛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

师范大学、北京物资学院、潍坊学院、莱斯特大学（英国）、霍夫斯特拉大学（美国）

等国内外院校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国际经贸专业发展与服务山东专题研讨会举行

7月6日-8日，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在济宁市微山县南阳镇举办了“国际经贸

专业发展与服务山东专题研讨会”。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盛斌教授、中央

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唐宜红教授、济宁市国资委主任丰家雷、《中国旅游

报》驻山东记者站副站长张令伟等出席会议并做主旨演讲。经济学院副院长孙淑琴副教

授代表学院致欢迎辞。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发展讨论环节，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盛斌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唐宜红分别作报告。

学院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整体推进

2019年上半年，经济学院人才工作再上新台阶。李建标教授（引进）获评山东大学

特聘教授；綦建红教授获评山东大学杰出中青年学者（第一层次）；解垩教授山东大学

杰出中青年学者（第二层次）；张群姿教授获评齐鲁青年学者；牛晓飞（拟引进）入选

山东省政府泰山青年专家初步人选；裴有权副研究员、张博博士、随洪光副教授入选第

五批“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另有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郭瑞珍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郑红亮研究员，香港岭南大学林平教授获评山东大学兼职讲

席教授。

三、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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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项目获山东大学2019年教改研究项目立项

4月25日，在山东大学开展的2019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工作中，经校内外专

家项目评审，经济学院共有九项获得教改项目立项，分别是孙淑琴、付强、李华、常东

风、韩振、范爱军、石绍宾、张群姿、齐婷婷。其中孙淑琴申报的项目《PPE拔尖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获准成为重点项目。

在山大第二批优秀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评选中取得好成绩

5月8日，在山东大学第二批优秀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的评选中，经济学院5个项目

获得立项。陈新岗《经济史》获一等奖；石绍宾《公共经济学》，张博《金融史》，张

岩《国际市场营销》获得二等奖；苏春红老《财务管理学》获得三等奖。

学院两个专业获评山东大学优秀专业

5月9日，在山东大学2019年优秀专业的评选中，通过专家评审和答辩，全校共31个

专业被评为校级优秀专业。其中，经济学院的财政学专业和金融学专业双双入围，并同

时获得了申报国家一流专业的资格。

举办政经哲（PPE）人才培养研讨会

5月11日，PPE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在经济学院举行。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助理周

文杰、山东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刘传勇、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副院长孙淑琴以及来自经

济学系、哲学与社会科学发展学院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十余名老师就PPE人才培养定

位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二次选拔的招生模式以及三方顶层设计培养方案深入研

讨，会议由经济学院副院长孙淑琴主持。

举办学院第一届教学学术活动

5月30日，经济学院第一届教学学术活动在中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2019年申请校、

院两级教改项目的教师、各系所负责人、教学督导和教学骨干参加会议。会上，经济系

付强副教授，财政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华教授，金融系主任、常东风副教授，教学实

验中心主任韩振副教授，副院长、财政系石绍宾副教授，国际经济与贸易系范爱军教

授，金融系博士生导师张群姿教授，副院长孙淑琴副教授分别做分享。

范爱军教授获评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6月，山东省教育厅公布第五届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经济学院范爱

军教授获评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四、学术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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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举办八期青联学术午餐会

4月中旬至7月中旬，学院共举办8期青联学术午餐会。午餐会上，MathWorks中国高级应用工

程师马文辉博士、山东大学高性能计算云平台副主任、山东大学软件学院教师万林、MathWorks

教育行业高级工程师阮卡佳、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刘铠豪，学校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王彬、仇一

鸿、刘洋、赵科军、陈琳，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陈韵旻，全国高等学校教学中心周岳峰，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黄晓莉分别做分享。

举办第八期“海右”博士生学术论坛

4月25日，由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主办，经济学院承办的第8期

（总第665期）“海右”博士生学术论坛在中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专业2015

级博士研究生刘震、段晓宇，国民经济学2015级博士研究生李捷应邀参加论坛。经济学

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宏担任点评嘉宾。论坛由经济学院院长助理、

博士生导师汤玉刚教授主持。

新举办十六场学术讲座

4月中旬至7月中旬，学院共举办16期学术讲座。香港城市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张贤

旺教授、香港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马驰骋博士、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王文雅博

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杨光、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杨思莹博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潘聚明博士、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宁磊博士、上海

交通大学助理教授张国雄博士、纽约州立大学钱兴旺副教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解垩教

授、北京交通大学曹志刚教授、美国普渡大学管理学院Yong Bao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经

济与管理研究院张吉鹏副教授、澳门大学经济学王冲博士、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姜尧民教

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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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国际交流

瑞典隆德大学Lars Hansson教授来院授课

4月11日至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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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山东大学教学流动岗特聘教师，为我院2016级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开设“环

境经济学”课程。5月9日，Hansson教授参加学院学术午餐会，作了题为“环境经济学与

绿色金融”的学术报告。Lars Hansson教授现任职隆德大学国际产业环境经济学院

（IIIEE），连续多年来访，为学院在国际化课程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等方面做出

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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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张建康教授来院授课

4月25日至6月24日，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张建康教授访问经济学院，作为山东大学兼

职特聘教授，张建康为我院2016、2017级博士生开设“Some Topics on Finance

Information”专题课程。张建康教授现任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副教授（终身职），师从世

界著名经济学家Larry G. Epstein教授。研究领域为资产定价理论、资产价格泡沫理论

等。其研究成果在Econometrica、Economic Theory 等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发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aymond Brooks来院授课

5月19日至6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aymond Brooks访问经济学院，作为山东大学

教学流动岗特聘教师，为我院2018级博士生开设“亚太地区货币与汇率政策”系列讲

座。Raymond Brooks在IMF任职多年，曾任IMF驻中国代表处高级代表，能力开发项目署

主任，在IMF部分成员国的央行和经济研究机构担任项目主讲人。

香港岭南大学林平教授来院授课

5月21日至5月27日，香港岭南大学林平教授访问经济学院，作为山东大学兼职特聘

教授，为我院师生做了“反垄断经济学的基础概念”与“横向垄断协议”两场学术报

告。林平教授现任香港岭南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系主任。主要从事反垄断与知识产权

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在The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

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程建权教授来院开展科研合作

6月10日至13日，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科学与环境管理学院程建权教授访问经济学

院。作为山东大学短期岗特聘教授，与我院陈蔚教授围绕空间计量、机器学习创新建

模，城镇化、产业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科研合作。

国际暑期海外师资课程开课

7月8日至8月4日，经济学院第一届国际暑期学校海外师资课程项目顺利启动。来自

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的Joshua Hill教授、美国的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的迟健心教

授、来自英国约克大学的鞠源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Re-jin Jennifer

Guo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米志付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杨立岩教授，英国谢菲

尔德大学的季俊哲教授，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陈晓阳教授以及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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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Andrew Richardson教授齐聚山大，共开设国际课程9门，涉及经济、金融、国际

贸易、财政多个领域，累计授课160课时，选课人数达到217人次。

六、学生工作

召开班主任工作座谈会

4月16日，经济学院召开班主任工作座谈会，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出席活动。座谈会

由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主持。学院辅导员、班主任以及学生代表参加。

举行2018级本科生专业分流宣讲会

4月18日下午，经济学院在电教北楼举行2018级本科生专业分流宣讲会。学院副院长

孙淑琴、经济学系主任张伟、财政系副主任常世旺、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张岩、金融

系主任常东风、保险系副主任于殿江参加了宣讲。

举行“山东大学体育大课堂”师生拔河比赛

4月19日下午，经济学院在中心校举办师生拔河比赛，学院正处级辅导员李维林、党

委副书记朱子川、班主任和教师代表、辅导员以及全体本科生、研究生共28个班级参加

了比赛。

举办名师讲堂活动

4月24日下午，经济学院在中心校区知新楼举办了“悉时代发展，明未来之志，争做

最优秀的山大人”主题名师讲堂活动。学院院长、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曹廷

求教授担任主讲，并与青年学生分享人生感悟。

举办“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主题团日活动

4月25日，经济学院2017级财政班在知新楼举办“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五四主

题团日活动。学院党委书记、班级联系人王秀丽，学院副教授、班主任常世旺，辅导员

刘娜娜出席活动。

举行“三全育人”工作座谈会

4月25日，经济学院 “三全育人”工作座谈会暨兼职辅导员、班主任聘任仪式在中

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研究生院副院长万熠，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朱

伟，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院长曹廷求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

主持。会上，王秀丽介绍了经济学院“三全育人”工作的举措、取得的进展和下一步工

作努力方向。樊丽明校长就“三全育人”工作的根本、标准与落实提出了意见和要求。

在聘任仪式暨帮扶共建结对党支部授牌环节，曹廷求为 “老教师”德育辅导员、学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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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部门兼职辅导员、班主任代表颁发了聘书。王秀丽为研究生院、研工部党支部与

2018级专硕一班党支部，人文社科研究院党支部与2015级本科生党支部，校办第二党支

部（信息办）与2016级本科生党支部，经济学院机关第一党支部与2017级专硕二班党支

部等四个帮扶共建结对党支部进行了授牌。经济学院师生代表与学校职能部门相关工作

人员参加了座谈会。

经济学院2018-2019年度团学工作获表彰

5月3日，学校下发《关于山东大学 2019 年五四评比表彰的决定》，经济学院在

2019年学校五四评比中获得多项荣誉。经济学院团委获评山东大学红旗团委和山东大学

创新创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经济学院 2016 级经济与金融国际化实验班团支部获评山

东大学 2018 年度十佳团支部称号。经济学院师生248人次获得各类表彰共15项。

樊丽明参加学院学生班级主题团日活动

5月9日上午，经济学院2017级金融一班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纪念五四运动100周

年大会’讲话精神，做新时代中国有为青年”的主题团日在知新楼举行。山东大学校长

樊丽明作为校领导班级联系人出席活动。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院长曹廷求，党委

副书记林竹，学院团委老师、班主任、辅导员与同学们一起参加活动。

举办“经英传承，共话未来”主题团日活动

5月23日，经济学院2017级经济班“经英传承，共话未来”主题团日活动在信息楼举

行。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国亮作为班级联系人出席活动。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王秀丽、研究生院工作人员、经济学院辅导员与2017级经济班全体学生共同参与本次活

动。

成立山东大学乡村振兴服务社团、城市社区服务社团

5月30日，经济学院“服务山东”学生社团——山东大学乡村振兴服务社团、山东大

学城市社区服务社团成立暨暑期社会实践启动仪式在知新楼举行。经济学院教授李铁

岗、党委副书记林竹、团委书记王永军出席，辅导员封建帅主持仪式。林竹副书记代表

学院为李铁岗教授颁发“社团指导教师”的聘书。李铁岗教授、王永军为山东大学乡村

振兴服务社团、山东大学城市社区服务社团授旗。

举办“追梦计划——职业生涯规划课”

6月3日，经济学院“追梦计划——职业生涯规划课”在中心校区举行。中信证券

（山东）人力资源部高凯丰为经院师生带来职业生涯规划经验分享。中信证券（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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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部主管邢正婷、人力资源部李易姝、中信证券济南经七路营业部总经理陈飞出

席此次分享会。

学院2019年度研究生学生组织换届选举大会举行

6月24日，经济学院2019年度研究生学生组织换届大会在中心校区举行。学院正处级

辅导员李维林老师，党委副书记林竹老师出席本次会议，经济学院研究生会18届主席团

部分干部代表以及26位竞选人参加。

举办毕业季系列活动

6月6日，“经世锦年，济忆成书” 2019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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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校友、2019届毕业生、校内外

媒体代表等参加毕业酒会。曹廷求、赞助商澳洲1874酒庄代表吴安、85级校友马捷、教

师代表张德涛为毕业生送上祝福。6月25日，经济学院2019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

中心校区报告厅举行。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教师代表财政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李齐云，校友代表、2006级金融专业校友、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执行总

裁朱振鑫，副院长石绍宾、孙淑琴、陈琳，副处级组织员马燕，党委副书记朱子川，院

长助理汤玉刚、张伟出席典礼。典礼由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主持。

召开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

7月6日，经济学院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在中心校区知新楼举行，山东大学团委书记

张熙、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讲话。预备会议审议通过了《大会选

举办法（草案）》。全体会议听取了经济学院第26届学生会主席王岩松同学所作的学生

会工作报告。学院第27届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进行了竞争演讲，经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学院团委书记王永军宣布经济学院第27届学生会成立并向

主席团授旗。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致闭幕词。学院辅导员与70余名学生代表参会，会议

由学院第26届学生会副主席陈洪宇同学主持。

七、服务地方

举办山东普益季度精英论坛

4月19日，“山东誓师大会暨山东普益季度精英论坛”在中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院

长曹廷求出席。

举办山东大学--2019年度云南省审计机关数据分析团队能力提升培训班

5月13日，山东大学-2019年度云南省审计机关数据分析团队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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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中心校区举行，云南省审计厅计算机中心副主任何莉、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出

席。

举办山东大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烟台、威海分行青年员工培训班

5月13日与20日，山东大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烟台、威海分行青年员工培训班第一

期与第二期开班仪式先后在中心校区举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威海分行人力资源高级主

管组织部长傅荣、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烟台分行人力资源部高级主管张伟，经济学院副院

长石绍宾、院长助理张伟出席。

举办山东大学-范县台前县财政局干部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

5月21日，山东大学-范县台前县财政局干部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仪式在中心校

区举行，范县财政局副局长张海成，范县财政局党委组织成员李左勇，经济学院副院长

石绍宾出席。

举办成都基层法院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5月27日，山东大学-成都基层法院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威海校区举行。

青羊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胡远萍，成华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仲曦阳，锦江法院副调研

员邓艺军，崇州法院民一庭庭长李健，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出席。

举办首届山东大学反垄断经济分析研习班

5月25日—26日，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大学竞争政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首届

山东大学反垄断经济分析研习班”在中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张伟教授出席开

班仪式。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于立教授主持了此次研

习班。

举办庆云县财政局综合业务提升培训班

6月3日与10日，山东大学—庆云县财政局综合业务提升培训班第一期、第二期先后

在中心校区举行。庆云县财政局党组成员、主任甄在秀，庆云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胡龙，副局长吴来勇、副局长高国亮，庆云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刘晓勇、李永振，经济

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出席开班仪式。

学院举办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教师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6月14日与7月4日，山东大学—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高中部教师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第一期与第二期先后在中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党委副书记林竹出席开

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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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北京银行济南分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党员干部培训班

6月21日与7月5日，山东大学—北京银行济南分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党员培训班开班典礼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北京银行济南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房

旭，行长助理王树民，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副院长石绍宾出席。

在红嫂家乡进行沂蒙党性教育基地挂牌仪式

6月28日，经济学院在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红嫂家乡暨沂蒙红色影视基

地举行了沂蒙党性教育基地挂牌仪式。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出席。

举办重庆市2019年教育系统年轻干部能力提升研修班

7月3日，山东大学-重庆市2019年教育系统年轻干部能力提升研修班开班仪式在威海

校区举行。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同志出席。

举办成都基层法院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二期

7月8日，山东大学-成都基层法院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二期开班仪式在威海校区举

行。锦江法院刑庭庭长胡筠，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出席。

八、校友工作

举办聚贤校友讲坛

4月18日下午，经济学院2019年第1期聚贤校友讲坛在中心校区知新楼举行。经济学

院1989级校友、山东大学聚贤教育基金理事、山东天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于新伟做客讲坛并与参会师生分享人生经历与感悟。讲坛由山东

大学处级辅导员工作室李维林工作室承办。

举行85级毕业三十周年师生恳谈会

6月7日，经济学院85级毕业三十周年“重温同窗梦，再叙师生情”师生恳谈会在中

心校区举行。学校原党委常务副书记李建军出席活动。会上，山东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主任、校友会秘书长杨斌代表学校向校友介绍了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确立的办学目标、

发展步骤、发展战略以及学校“双一流”建设取得的进展。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介绍了

学院近年来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国际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发展。任课教师代表

方益寿教授、时任辅导员陈志军教授在代表老师发言。本次恳谈会由85级理论班班长李

维林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