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第 4 期(总第 6 期)             2019 年10月15 日 

4位教职工在学校教师节活动中获表彰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动员会 

教育部财政学类专业教指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 

8位老师论文在重要期刊发表 

获批1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项成果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国际暑期海外师资课程开课 

第十一届大学生创业就业力UP计划暑期训练营举行 

开展2019年迎新及新生入学教育工作 

“李维林工作室”开展走访校友工作 

 

 

 

主办: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网址：http://www.econ.sdu.edu.cn/ 

电子邮箱：econ@sdu.edu.cn 

联系电话：86-531-88364625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 
 

1

http://www.econ.sdu.edu.cn/
mailto:econ@sdu.edu.cn


  

一、 党建工作 

学院布置暑期工作 

7月 21日上午，经济学院召开学院领导班子、系主任、支部书记、科级以上干

部会议，党委书记王秀丽传达了学校党委关于暑期工作精神和部署安排。要求暑假

期间，学院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状态。学院领导班子、各系主任、党

支部书记要带领广大师生员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认识，把握山东大学由大到强

的历史转折时机，认真干事创业，为双一流建设做出贡献。 

学院领导赴昌吉学院慰问援疆教师 

9月6日，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副院长石绍宾赴新疆昌吉学院，慰问学院援疆

教师王美玲副教授，并与昌吉学院经管系进行了交流座谈。昌吉学院党委常委、组

织部长赵文斌、经济管理系主任李淑娴、经管系副书记王晓莉及各教研室主任、青

年教师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学院评选出2019年度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教育工作特别

贡献奖 

9月初，经济学院评选出了2019年度学院“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

与“教育工作特别贡献奖”人选。于良春、于殿江、孔丹凤、付强、曲创、李长

英、李长峰、范爱军获评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优秀教师；林竹、韩娟获评山东大学经

济学院先进教育工作者；王美玲获评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育工作特别贡献奖。 

4位教职工在学校教师节活动中获表彰 

9月10日，在山东大学举行的教师节表彰典礼中，学院4位教职工受表彰。范爱

军荣获山东大学本科教学卓越奖；付强荣获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成果奖；李齐云获评

山东大学优秀教师；马燕获评山东大学先进教育工作者。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动员会 

9月26日，经济学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动员会在中心校区

知新楼举行。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学校第一指导组组长刘明芝出席并讲话，学院

党委书记王秀丽作动员讲话。学校主题教育第一指导组成员、学院党委委员、全体

教职工党员、学生党员代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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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人才 

举办金融市场学术研讨会 

7月16日上午，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山东大学第一期金融市场学术研

讨会”在中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院长助理汤玉刚参加会议并代表学院致辞。本次

研讨会旨在为国内外高校学者和金融行业从业者提供高水平、高效率的交流平台，

也希望能从学术角度探讨新时代新潮流下金融市场的特质。在研讨会的讨论环节，

参会的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研究的领域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与各位报告人就金融市场

领域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举办绿色金融和低碳经济国际研讨会 

7月20日至21日，经济学院主办的2019绿色金融和低碳经济国际研讨会在中心

校区举行。大会分主旨报告、平行论坛、主编圆桌论坛等环节，围绕“绿色金融和

低碳经济”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在学术交流环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D'Maris 

Coffman教授、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主编夏玚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周鹏教

授、瑞典林雪平大学Mattias Lindahl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米志付教授分别作

了报告。 

教育部财政学类专业教指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 

8月21日-22日，教育部高等学校财政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2018-2022

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举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徐青森，

教育部高等学校财政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山东大

学副校长、威海校区校长刘建亚出席开幕式。本次会议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学习“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精神，推荐财政学类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研讨新文科建设工作，助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获批5项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专项项目 

9月16日，在2019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专项拟立项名单中，经济学院

申报的5项项目均获得立项，立项率100%。其中，李一花老师获得重大理论和现实

问题协同创新研究专项（重点项目）立项；刘铠豪老师获得青年学者重点培养计划

研究专项立项；朱鹏华老师获得社科普及应用研究专项立项；张博和张群姿两位老

师获得金融研究专项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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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被评为暑期学校优秀组织单位 

在2019年暑期学校评比中，经济学院被评为2019年暑期学校优秀组织单位。 

三、 教学科研 

经济学院2019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开营 

 7月17日，经济学院2019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开营式在知新楼报告厅举

行。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副院长石绍宾，院长助理张伟，教师代表、国际贸易学

专业博士生导师范爱军教授出席开营式。学院辅导员、班主任以及学生代表参加。 

8位老师论文在重要期刊发表 

曲创教授研究论文在《经济研究》发表；石绍宾副教授、汤玉刚教授合作研究

论文在《经济研究》发表；宫晓琳教授研究论文在《经济研究》发表；学院程龙助

理研究员研究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余东华教授等人合作的研究成果在

《世界经济》2019年第8期发表；严晓东副教授合作论文分别在国际顶级期刊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 AOS ）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JASA）和The Annals of Statistics（AOS）发表。 

获批1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在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经济学院共申报2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获批12项，获批率达到46.15%。立项总经费415万元，立项数目及总经费数

量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7项成果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在山东省第33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共有7项研究成果

获奖，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1项。获得一等奖的成果为：《市场分

割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实现机制与经验辨识》（作者：付强）、《中国文化四季》

（主编：陈新岗等）。获得二等奖的成果为：《钱随官走：地方官员与地区间的资

金流动》（作者：钱先航、曹廷求）、《公共转移支付对再分配及贫困的影响研

究》（作者：解垩）、《农村信贷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和

中介效应检验的长期动态分析》（作者：陈东等）、《环境规制、技能溢价与制造

业国际竞争力》（作者：余东华等）。获得三等奖的成果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中

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模型的经验分析（作者：随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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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招生工作受全校表彰 

9月中旬，学校表彰2019年本科生招生拓展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我院孙

淑琴老师被评为2019年本科生招生拓展工作先进个人，经济学院被评为本科生招生

拓展先进集体。 

李建标教授团队类脑经济学研究全面展开 

李建标教授是学校引进的特聘教授，2019年签署入职合同以来，立即筹建了山

东大学类脑经济学研究院，迅速架构了研究团队，并围绕神经经济学和神经金融学

等领域展开研究，到目前为止，李建标教授及其团队已在《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 （ IF ： 3.662 ） 、 《 Scientific Reports 》

（IF:4.011）、《Frontiers in Psychology》（IF:2.129）、《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 （ IF:3.648 ） 、 《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

（IF:2.870）、《Neuroscience Letters》（IF:2.173）等期刊发表山东大学经济

学院为第一或者通讯作者单位的论文8篇，累计影响因子为24.27。李建标教授及其

团队的研究成果标志着山东大学类脑经济学研究已全面展开，开辟了交叉学科的学

术增长点。 

四、 学术资讯 

学院新举办3期青联学术午餐会 

7月中旬至10月中旬，学院共举办3期青联学术午餐会。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

授方彤、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严晓东、人文社科研究院项目培育管理办公室周

琳、王雅迪、王舒影分别做分享。 

学院新举办7场学术讲座 

7月中旬至10月中旬，学院共举办7场学术讲座。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周俊杰

助理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管理科学与工程郑嘉俐博士、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经济系陈晓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吕冰洋教

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吕景峰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经济系郭建廷教授、厦门

大学梁若冰教授分别为经济学院师生做学术报告。 

学院共举办三期齐鲁经济讲坛 

7月2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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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

主办的第一期齐鲁经济讲坛在中心校区举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钊作了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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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与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的兴起：来自示范城市准实验的证据”的学术报

告；9月6日上午，第二期齐鲁经济讲坛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中国人民大学财

政金融学院教授吕冰洋作了题为“中国式财政分权的逻辑”的学术报告；10月11

日，第三期齐鲁经济讲坛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厦门大学教授梁若冰作了题为

关于“土地城市化能否促进高质量发展？——基于‘撤县设区’的准实验研究”的

学术报告。 

9位老师受邀参加工作会议 

曹廷求教授参加第十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并在大会上作主题学术报告；张岩

副教授代表学院参加山东省跨境电商研究会成立大会；刘一鸣老师参加“2019年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暑期学校暨2019年政治经济学高端论坛”；朱鹏华老师参加政

治经济学大讲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于殿江副教授参加保

险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专题研讨会；綦建红教授、随洪光副教授应邀参加

第八届国际投资论坛；李华教授参加全国税务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2019年度工作

会议；张宏教授出席2019年世界经济年会。 

五、 国际交流 

新加坡国立大学周俊杰博士来院授课 

7月14日至20日，新加坡国立大学周俊杰博士访问经济学院，为学院师生带来

了题为“Price Competition in Multi-Sided Markets”（多边市场的价格竞争）

的学术报告。此外，周博士还面向学院博士生与青年教师开设了“network”的小

型课程，并与部分教师进行了一对一的学术交流。 

国际暑期海外师资课程开课 

7月8日，来自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的Joshua Hill教授的“产业组织经济

学”，和来自美国的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的迟健心教授的“美联储与金融市

场”于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开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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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Andrew Richardson教授陆续来

院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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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澳国际教育项目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举行 

8月18日，山东大学美英澳国际教育项目2019级新生报到暨开学典礼在中心校

区举行，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刘灿伟、山东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办学管理办

公室主任周云红、昆士兰大学中国院校合作主任冯一江、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经

济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出席活动。山东大学美英澳国际教

育项目2019级新生及家长参加典礼。 

新加坡国立大学吕景峰教授来院授课 

9月9日至13日，新加坡国立大学吕景峰教授访问经济学院，为学院师生带来了

题为“Optimal Selling Mechanisms with Buyer Price Search”的学术报告。与

此同时，吕教授还面向学院博士生与青年教师开设了“Contrac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的小型课程，并与部分教师进行了一对一的学术交流。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Jang-Ting Guo教授来院做学术讲座 

9月22日至25日，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经济学教授Jang-Ting Guo教授访问经

济学院，作为短期岗特聘教授，作了题为“ Progressive Taxation and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 与 “ Progressive Taxation, Nominal Wage 

Rigidity, and Business Cycle Destabilization”的两场学术报告。 

六、 学生工作 

第十一届大学生创业就业力UP计划暑期训练营举行 

8月25日至28日，由山东大学本科生院、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与经

济学院联合举办的山东大学第十一届大学生创业就业力UP计划暑期训练营在中心校

区举行。本项目已连续举办十一届，覆盖学生人数达3000人左右，已成功申报山东

大学学生思政工作精品（培育）项目、山东大学暑期学校项目。 

学院暑期社会实践成果丰硕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经济学院开展以“建功新时代 青春心向党”为主题

的社会实践活动。总计32支队伍，涵盖扶贫支教、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创新创

业、文化传播等多领域，奔赴全国各地进行相关调研。 

开展2019年迎新及新生入学教育工作 

8月31日至9月1日，经济学院2019级新生迎新工作在中心校区展开，学院喜迎

研究生新生241人，其中硕士新生214人，博士新生27人，全日制234人，非全日制7

7



  

人。在迎新期间，山东大学党委书记郭新立、校长樊丽明、校党委副书记仝兴华等

先后到经济学院迎新现场指导工作。 

8月31日，经济学院2019级本科新生家长见面会在中心校区思源报告厅举行。

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副院长孙淑琴、副院长王哲伟、党委副书

记林竹出席见面会。 

9月3日，经济学院2019级研究生《基本素养通识课》启动仪式暨院领导见面会

在中心校区举行。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及学院全体领导班子成

员、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的相关老师和工作人员出席见面会。见面会上，曹廷求院

长代表学院对全体2019级硕士及博士研究生表示热烈欢迎。王秀丽书记为新生开启

了基本素养通识课的第一课。在随后的一周内，学院院长曹廷求，正处级辅导员李

维林，副院长王哲伟、石绍宾，党委副书记林竹，院长助理、财政系教授汤玉刚分

别为新生做报告。 

9月9日下午，经济学院2019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暨入学教育启动仪式在中心校

区举行。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党委书记王秀丽、学院领导班子成员、系主任、教

师代表、全体本科新生参加开学典礼。 

完成2019级本科生特色班选拔工作 

9月上旬，通过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完成了2019级金数班、国际化全英班、PPE

菁英班共三个班的二次选拔及后续工作。其中31名学生选拔到实验班，22名学生进

入PPE菁英班，29名学生进入金数班。 

举办“稷下风”研究生学术讲坛、研究生知新学术论坛 

9月26日，学院举办“稷下风”研究生学术讲坛暨研究生知新学术论坛。经济

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范爱军教授为经济学院师生带来了题为

“中美博弈下的大国战略”的报告。10月11日，上海财经大学丛树海教授做客经济

学院第10期研究生知新学术论坛，为师生作了题为“关于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与财政

学研究的思考”的报告。 

广州高校名辅导员“李敏工作室”负责人来经济学院开展工作交流 

10月8日，广州高校名辅导员“李敏工作室”负责人李敏来经济学院就辅导员

工作室建设开展工作交流座谈。山东大学处级辅导员工作室“李维林工作室”负责

人李维林、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林竹、能动学院党委副书记任伟、工作室成员代表

参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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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服务地方 

举办重庆市2019年教育党建工作研修班 

7月29日，山东大学—重庆市2019年教育党建工作研修班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

成功开班。重庆市教委组织干部（统战）处副处长黄伟同志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

长曹廷求同志作为嘉宾出席了开班典礼。 

举办宜春市人社（就业）系统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提升研修班 

8月11日，山东大学—宜春市人社（就业）系统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提升研修班

开班仪式在中心校区举行。宜春市就业局局长易炳、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

宾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举办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2019年新入行员工培训班 

8月18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2019年度新入行员工培训班开班仪式

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举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省行人力资源

处处长、党委组织部部长宋毅同志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举办聊城市税务系统税收业务联合培训班 

8月20日，山东大学—聊城市税务系统税收业务联合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山东大

学威海校区举行。聊城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科科长岳耀东、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石绍宾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举办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人力资源专题培训班 

9月2日，山东大学—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人力资源专题培训班开班仪式在

威海校区举行。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局局长陈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党委

委员、办公室主任马燕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举办中国人寿财险山东省分公司县（区）支公司 高管人员管理素

质提升培训班 

9月27日，在喜迎国庆70周年之际，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县（区）支公司高管人员管理素质提升培训班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顺利开班。

中国人寿财险山东省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勇，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委

员、院办主任马燕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朱子川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举办山东能源营销能力提升班 

10月9日，山东大学-山东能源营销能力提升班开班仪式在中心校区举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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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党委书记王秀丽、山东能源集团煤炭营销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袁

勇、党委组织部部长钱学军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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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校友工作 

举行校友返校师生座谈活动 

经济学院多个年级专业毕业校友返校，举行师生座谈会。时任辅导员、山东大

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宏伟，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正处级辅导员李维林参加活

动。6月7至8日，经济学院财税系95级毕业20周年返校师生座谈会；6月21日至6月

23日，经济学院95级国际金融专业毕业20周年返校师生座谈会；7月6日，经济学院

贸易系90级毕业25周年返校师生座谈会举行。 

国经系95级毕业20周年师生座谈会举行 

8月17日，经济学院国经系95级毕业20周年座谈会在中心校区举行。山东大学

党委常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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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

林，经济学院原党委副书记朱瑞芬，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张宏，金融系教授徐涛

出席座谈会并致辞。 

“李维林工作室”开展走访校友工作 

8月19日，山东大学处级辅导员工作室“李维林工作室”建设交流会在经济学

院济南校友之家——澳洲1847酒庄济南旗舰店举行。工作室主持人、经济学院正处

级辅导员李维林主持本次交流会，工作室成员围绕工作室建设和下一步发展等问题

展开交流研讨、建言献策。工作室成员以及澳洲1847酒庄中国区首席代表、山东大

学94级校友吴安成等参加本次交流会。 

8月21日至23日，“李维林工作室”在青岛开展走访校友工作。经济学院正处

级辅导员、工作室主持人李维林带领工作室成员拜访校友企业，专访校友人物，并

在青岛华赛伯曼医学细胞生物有限公司为“经济学院青岛校友之家”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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