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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团队概况团队概况团队概况团队概况

汉语方言资源的基础研究及开发应用科研创新团队，依托单位中文学院，团

队带头人为第七批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中文学院对外汉语系主任、

硕士生导师严修鸿教授，团队成员为中文学院和留学生院骨干教师：王红梅教授、

郝红艳教授、王媛媛副教授、魏慧斌副教授、朱志刚副教授、杨慧君博士、陈勇

博士。

汉语方言资源的基础研究及开发应用科研创新团队设置两个大的研究方向：

“汉语方言资源的基础研究”和“汉语方言资源的开发应用”。前者在方言歧异

极端复杂的区域设立调查区，进行密集布点的调查，结合移民、历史地理、文化

心理等因素来解释其地理差异上的分布特征；同时不断累积音变案例，对语音演

变不断总结归纳，对其规律性进行揭示；就汉语方言语法虚词的语法化过程，结

合历史文献与口语材料，进行分析对比，总结语法化演变的路径。后者结合国家

语委近年来提出的中国语言保护工程，组建团队，承担课题任务，参与对南方汉

语方言的记录、录音录像的系统工程，建设语料库，语音及音像数据库，开展方

言保护与传承工作，借助大众传媒面向普通百姓普及方言知识、分享方言文化。

研究队伍研究队伍研究队伍研究队伍：：：：团队带头人和梯队成员团队带头人和梯队成员团队带头人和梯队成员团队带头人和梯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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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团队顺利开题科研创新团队顺利开题科研创新团队顺利开题科研创新团队顺利开题

2016年 6月 16日下午，中文学院校级科研创新团队“汉语方言资源的

基础研究及开发应用”开题研讨会在中文学院会议室顺利召开。

莅临研讨会的专家有韩山师范学院校长林伦伦教授、暨南大学甘于恩教授、

中山大学庄初升教授、我校中文学院陈桐生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赵晨教授。我

校副校长阳爱民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中文学院院长陈彦辉教授、党委书

记李和民、该团队负责人严修鸿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出席研讨会。会议由中文学院

副院长李斌教授主持。阳爱民副校长代表学校党委发表指导性讲话。

之后，科研创新团队负责人严修鸿教授详细汇报了团队项目的目标设计及工

程计划等内容，他提出了“乡村地理语言学”的理念，并将在团队建设中深入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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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他全面分析了自己团队的优势与不足后，恳切地希望各位专家和嘉宾能为团

队建设和发展多提宝贵意见。

听取了汇报以后，各位专家依次发言。庄初升教授在充分肯定项目规划的基

础上，提出了尽快建设语音实验室；成立方言研究中心；并申请举办大型学术研

讨会等有益建议。甘于恩教授充分肯定了严修鸿教授的学术特质及其成就，然后

就团队工作简报的制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陈桐生教授从团队成员、前期成果、

理想目标、团队负责人四个方面肯定了团队的优势，并在介绍带领团队的经验之

后，向团队负责人表达了建设梯队结构，后续接力发展的愿望。赵晨教授成功带

领过一个优秀结项的团队，对于该团队的成立表示祝贺。同时，他从团队项目的

统筹规划；争取高显著成果；加强队伍建设；加强校际、校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

有益建议。

林伦伦教授作总结发言，他表示严修鸿教授带领的广外方言学团队是一支新

生力量，有着极大的活力。他建议团队成员可以不定期举行沙龙活动；加快方言

语料库建设的步伐；出版学术刊物的普及版、外语版。他表示对这个团队十分有

信心，希望团队可以建设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重镇之一，可望与中大、暨大的方

言研究队伍形成三足鼎立的形势。之后，专家组通过讨论决议，一致通过创新团

队的开题答辩，并预祝团队能够取得优秀成果。

最后，团队负责人严修鸿教授对于专家组意见表示感谢，他表示各位专家学

者的意见都十分中肯、合理，令团队成员受益匪浅。他代表团队表态一定会结合

专家组意见继续改进，进一步加强合作，争取打造出一支有特点、有活力、出成

果的高质量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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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科研成果科研成果科研成果科研成果

（（（（一一一一））））科研成果之项目篇科研成果之项目篇科研成果之项目篇科研成果之项目篇

中文学院严修鸿教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喜获立项中文学院严修鸿教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喜获立项中文学院严修鸿教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喜获立项中文学院严修鸿教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喜获立项

2016年 8月 31至 9月 8日，创新团队成员不畏艰难，接下填写国家社科重

大项目的艰巨任务，夙兴夜寐，日夜操劳，奋斗一个星期内保质保量地完了 6

万 6千字的竞标书。题目：城镇化进程中汉语方言文化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2016年 11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立项名单，我院严修鸿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方言

文化的困境与出路研究”获准立项，经费 80 万元，这是我院首次获得国家级重

大项目，是我院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历史性突破，标志着我院的科研水平上了一个

新台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高级别的科学研究项目，

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其中重大项目是现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层次最高、权威性最强、资助力度最大的国家级政府基金资助项目，包括应用对

策研究、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三类，平均资助额度为 50—80 万元。

城镇化给农村的方言文化带来了新的冲击与挑战，保护方言所代表的文化多

样性成了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课题。该课题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方言文化的困

境与出路，既考虑语言学探究上的学术追求，又注重历史进程中的社会人文的关

怀，是一个意义重大、难度极大的研究项目。

近年来，我校注重科研谋划、顶层设计，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聚焦重大

现实问题，组织方向论证，设立校级科研创新团队，为申报国家级重大项目积累

成果，奠定人才基础。2016年 5月，以严修鸿教授为负责人的校级科研创新团

队“汉语方言资源的基础研究及开发应用”设立，为这次国家级重大项目的申报，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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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媛媛副教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喜获立项王媛媛副教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喜获立项王媛媛副教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喜获立项王媛媛副教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喜获立项

2016年 6月，我院王媛媛副教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方言学视

角下的汉语动态助词语法化现象研究”喜获立项，经费 20 万元。

该研究拟以汉语动态助词的语法化现象研究为切入点，参考前贤时人的研究

成果，在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梳理总结方言中动态助词的用法，对汉语动态

助词的语法化过程，语法化机制以及其在汉语不同方言中的语法化等级和类型进

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归纳概括汉语动态助词语法化的路径和模式。该类研究在

解决具体的汉语事实、促进汉语词语语法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建设方面，具有一

定的创新性。

2016年 5月，杨慧君博士获得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语言方言

文化调查项目三管理”课题，经费 16 万元。

2016年 5月，严修鸿教授获得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课题“广东

方言调查研究-海丰方言”，经费 8万元。

2016年 7月, 郝红艳教授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外国留学

生汉语写作'互动协同'教学模式构建”,经费 10 万元。

2016年，郝红艳教授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2016年立项高

等教育研究重点项目：“一带一路”与教育输出发展研究，经费 1.5 万元。

2016年 3月,王媛媛副教授的 2011年度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

划项目《方言学视角下的汉语词语语法化现象研究——以汉语“着”字研究为例》

结项，经费 1.5 万元，起讫时间 2011.12 至 2016.3。

2016年 11月,陈勇博士的 2012年度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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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汉语数量范畴研究》结项，经费 1.5 万元，起讫时间 2012.12 至 2016.11。

（（（（二二二二））））科研成果之论文篇科研成果之论文篇科研成果之论文篇科研成果之论文篇

作者

作者作者

作者 论文

论文论文

论文 刊物

刊物刊物

刊物 年份

年份年份

年份 级别

级别级别

级别

1
严修鸿 从方言比较看粤语“埋”的语源 语言科学

2016.7.1 CSSCI

2
严修鸿 连城全境及邻县相关乡镇方言中“儿子”

一词的地理分布

南方语言学
2016.9.20

一般刊物

3
严修鸿 松源麦芽糖 客家文博

2016.3.15
一般刊物

4
严修鸿 红心豆腐菌 客家文博

2016.8.15
一般刊物

5
严修鸿 连城莲峰镇詈骂词语解读 龙岩学院学报

2016.12.25
一般刊物

6
严修鸿 连城县北部 4乡镇 4个与动物有关的词语 从北方到南方 -第

三届中国地理语言

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2016.06
论文集

7
陈勇 论汉语双数量的“相等”“不等”关系 语文研究

2016. 5.10 CSSCI

8
陈勇 框式结构“A不像 A，B不像 B” 新疆大学学报（哲

学·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6. 9.15 CSSCI

9
陈勇 “拼打”识字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基

于智能电子产品的零起点汉字教学

汉语学习
2016. 01 CSSCI

10
陈勇 基于“学伴用随”原则的对外汉字教学模

式初探

语言文字应用
2016. 04 CSSCI

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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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学术交流学术交流学术交流学术交流

（（（（一一一一））））学术交流之团队成员出访篇学术交流之团队成员出访篇学术交流之团队成员出访篇学术交流之团队成员出访篇

2016年 5月 7日，魏慧斌副教授参加在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召开的首届

汉语史南粤高端论坛。宣读了题为《宋词用韵阴入通叶补例》的论文。

2016年 5月 12日，严修鸿教授参加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广东省语言保护工

程启动仪式。2016年 5月 20日，严修鸿教授赴北京语言大学参与语言保护工

程的技术培训。

2016年 6月 11日，严修鸿教授参加暨南大学于翁源召开的“两岸客家方言

高端论坛”，递交“连城客家话腭化音不平衡的演变”。

2016年 6月 12日，中文学院会议室，云山青年学者 A岗竞聘人 贝先明副

教授来我校中文学院做题为《方言接触中的元音表现》的演讲。目前学校已经通

过他的岗位申请，发出商调函，调入手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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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8月 12日，严修鸿教授、杨慧君博士参加北京商务印书馆举办的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启动大会。严修鸿教授、杨慧君博

士担任丛书编委。

2016年 8月 20日，严修鸿教授出席第七届岭南方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研

讨会。地点：广西贺州学院。宣读论文《连城及周边方言侯韵的地理分布》。

2016年 9月 22-25日，严修鸿教授、杨慧君博士参加“中国语言文化资源

保护”第三届会议。各自宣读论文，获得与会者肯定。

2016年 9月 28日，严修鸿教授参加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及汉语方言研究中

心基地举办的语言学高端论坛。

2016年 11月 4日至 7日，王媛媛副教授参加在南昌大学前湖校区举行第

十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了学术论文《“社会语言学课程”实

践性教学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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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媛媛副教授与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苏金智教授合影王媛媛副教授与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苏金智教授合影王媛媛副教授与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苏金智教授合影王媛媛副教授与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苏金智教授合影

2016年 11月 11日-13日，在暨南大学召开“第 49届汉藏语言暨语言学国

际会议（icstll49）”，严修鸿教授和王媛媛副教授参加了本届研讨会，并分别宣读

了学术论文《连城县全境及周边相邻乡镇方言中“有”字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和

《方言学视角下的汉语动态助词语法化现象研究方法探讨》。

2016年 11月 24-27日，严修鸿教授前往韩山师范学院，参加广东省语保工

程的预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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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1月 27日-11月 29日杨慧君博士赴广东雷州参加首届中国方言文

化影视典藏学术研讨会。

2016年 12月 3日-4日，严修鸿教授、王媛媛副教授参加在中山大学召开

的第十二届客家方言学术研讨会，严修鸿教授宣读论文《客家话 LACA式衬字

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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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学术交流之名家来访篇学术交流之名家来访篇学术交流之名家来访篇学术交流之名家来访篇

汉语的字汉语的字汉语的字汉语的字、、、、辞结构与汉语教学辞结构与汉语教学辞结构与汉语教学辞结构与汉语教学

2016年 5月 11日“汉语的字、辞结构与汉语教学”讲座在中文学院热烈开

讲。主讲人李如龙教授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研究涉及方言学、音韵学、地名学、

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李先生著作等身，学术影响深远。

近十年来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开荒拓土，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有独特见解，发表

了几十篇的系列论文。他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及海外教育学院教授，中文系语言

文字学博士生导师。魏慧斌老师担任此次讲座的主持人。参加此次讲座的有汉硕

中心任教的的严修鸿、王媛媛、郝红艳老师及办公室秘书吴传娇老师等。

李教授从汉字的“字”和“辞”、“字”的语言性质和功能、字的叠加和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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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等六个方面来讲解汉字的字与辞。他说：“汉语国际教学就像一座桥，桥的

左边连接的是汉语的特征，桥的右边连接的是二语为汉语的学习者的母语，所以

对汉语的本体研究非常重要。但是就目前来讲，我们对汉语的研究还不够”。

李教授的演讲引经据典，深入浅出，让我们深刻领略到汉字、汉语的与世界

其他语文相比较时所呈现的显著特征，也了解到我国对汉语本体的研究仍然还不

够。他还用幽默犀利的语言，指出现在通用的汉语教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

的对策。他提倡用“语素教学法”来编写对外汉语教材，有根有据，娓娓道来。

讲座期间气氛活跃，学理探究让人深思。李教授一边系统地阐发，一边提出有趣

的问题，可谓循循善诱。他指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训练最重要，汉语教学

应该重词汇，轻语法；在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方面，应该在分析了汉语特征的基础

上来组织教材。

在李如龙教授与汉硕学生的互动环节，再次将讲座推向高潮。同学们踊跃提

问，引发了一些重要问题的深入探讨，比如，如何解决汉语读物少，如何编写国

别教材的问题。李先生准确回答了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其幽默风趣、见多识广给

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参加讲座的郝红艳教授从教学实践出发，认为国别化，

至少划分汉字圈与非汉字圈是十分必要的。

网络新词新文化网络新词新文化网络新词新文化网络新词新文化，，，，语词有度有规章语词有度有规章语词有度有规章语词有度有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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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0月 27日下午 4时，“网络新词语与流行文化”讲座在广外北校

区 B教 103室进行。本次讲座由韩山师范学院林伦伦校长主讲、广外中国语言

文化学院严修鸿教授主持，莅临本次讲座的人员包括李斌副院长、郝红艳老师、

刘萍老师、吴传娇老师以及 2016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讲座前夕，严修鸿教授发表了精炼讲话，在讲话中向我们介绍了本次讲座的

主讲人—林伦伦教授。林教授是广东汕头澄海区人，历任汕头大学、广东技术师

范学院等高校副校长，2010年至今任韩山师范学院校长，同时十多年来从事新

词语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阵阵掌声中，讲座缓缓拉开帷幕。

林教授点明了此次讲座的主题以及目的，准备对近年来的网络用语的发展情

况、发展原因以及影响做一个系统的梳理。

首先林教授从具体的网络用语着手，以词频为基础罗列了 2015年的十大流

行语以及十大新词语，随后引出网语、新词语、流行语等概念，信手拈来般结合

央视反腐大片的时政热点举例解释了“语言贿赂”、“雁过拔毛式腐败”等词，并

利用网虫对话录与在场学生进行良好互动，在学生对网络词语进行翻译后亲身指

导纠正，全场师生乐于其中，气氛十分活跃。、

学生们明晰了相关概念之后，林教授总结了网络用语产生的条件，提出网络

用语也是一种社会方言的看法，并用大量的数据证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言

语社团的形成推动了网络用语的产生和发展。讲座便在林教授引用的笑话中走向

高潮。

随后，林教授以大量网络词语为例总结了网络新词语的特点，其中包括网络

等全媒体用词、政经热词、经贸热词、社会生活用词等。大量的网络用词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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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剩”、“大道至简”引发了学生们的思考，而文体娱乐用词“江南 style”和科

学技术用词“肾 6”引起了强烈共鸣，全场师生均专注于林教授的讲话，欢声笑

语不断。

最后林教授分析了网络语言存在的问题，如低俗化，错别字泛滥，语法不规

范，造成交际困难等问题，并针对这些弊端对我们如何看待、使用网络语言提出

了建议。

讲座接近尾声，严教授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总结，高度认可林教授针对网络新

词语与流行文化的权威解读，并提出了新锐的想法，认为对网络用语可放在两种

国别的语言中进行对比研究。

虽然讲座历时仅有一个半小时，但是全场师生收获的并不只是这么一段共鸣

共享，而是获得新知、受到启发、触动思考以及看问题的不同视角。

汉语方言声调的复杂多样性汉语方言声调的复杂多样性汉语方言声调的复杂多样性汉语方言声调的复杂多样性

15



16

香港科技大学 博士 林晴来 应聘 云山青年学者 A岗预备岗的试讲，题目是

“汉语方言声调的复杂多样性”，时间是 10月 19日。林晴的岗位学校校长办公

会议已经通过，引进手续办理中。

尤溪县方言词汇比较尤溪县方言词汇比较尤溪县方言词汇比较尤溪县方言词汇比较

2016年 12月 14日，福建工程学院副教授、方言学博士林天送来广外中文学

院做题为“尤溪县方言词汇比较”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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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天送副教授即将作为云山青年学者 B岗人员引进到广外中文学院，协助团队

完成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汉语方言文化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四四四四、、、、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学术研究

2016年 6月底-10月严修鸿、杨慧君组织“響應”计划方言文化影视典藏

志愿者行动。

2016年 7月 10日-7月 22日，严修鸿教授带领研究生前往海丰县调查海城

方言，记录 3100个字音、词汇、语法项目，笔记、录音、录像同时进行。

2016年 7月中下旬，严修鸿教授参加南方卫视“谁语争锋”方言文化竞赛

节目，担任 12期的评委专家。

2016年 7月 28日-8月 3日，严修鸿教授带领研究生前往闽西连城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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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方言民俗，录音、录像同时进行。

2016年 8月 22日，严修鸿教授参加中国方言音乐节目，担任“十三亿分贝”

节目的专家。

2016年 9月 21日，严修鸿教授与广州中医药大学语言康复中心合作，开始

讲解语音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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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8月 5日—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季刊编辑

部主办、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承办的 2016年汉语方言类型研讨会在广州举

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汉语音节和声母类型研究”。严修鸿教授参与会议，宣

读论文《知章组塞擦音合口条件下的 kwiaŋ类音变——以连城县姑田蒋屋及龙岩

市万安赤高坪为例》。

2016年 10月 2-4日，严修鸿教授、贝先明博士、王亚桥前往海丰县复核材

料，补录一些录像录音。

五五五五、、、、学术活动学术活动学术活动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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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響應響應響應””””计划方言文化影视典藏志愿者行动专题研讨暨颁奖仪式计划方言文化影视典藏志愿者行动专题研讨暨颁奖仪式计划方言文化影视典藏志愿者行动专题研讨暨颁奖仪式计划方言文化影视典藏志愿者行动专题研讨暨颁奖仪式

2016年 10月 27日，由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主办，广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协办的“響應”计划方言文化影视典藏

志愿者行动专题研讨暨颁奖仪式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隆重举行。中国语言资源保

护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曹志耘，韩山师范学院校长林伦伦，广东

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毅，南方卫视节目部总监陈星，广州茂德公

文化传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监李安安，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刘海春、团

委书记苏奕、科研处处长兼中文学院院长陈彦辉，以及全国各地二十多所高校的

五十余名专家、代表齐聚一堂，表彰获奖志愿者，共同探讨通过社会力量进一步

推动高校志愿者参与方言文化保护的有效模式。“響應”计划项目组四名代表参

加了此次盛会，其中，中山大学庄初升教授作为重要专家受邀参会。

“響應”计划方言文化影视典藏志愿者行动于今年 7月启动，首先在北京语

言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两所高校试点，旨在通过现代化手段，充分发挥大学

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体性来展现我国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大赛分为摄影创

作和文本创作两种形式，此次共有 10个团队分别获得摄影创作组的一、二、三

等奖和文本创作组的最佳或优秀文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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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颁奖仪式上，语保中心主任、北语副校长曹志耘教授表示，“语保工程”

是一个由国家和政府主导、专家实施、社会参与的项目。积极发起志愿者行动，

从校园出发逐渐扩展到社会群众，是强化项目社会参与的有效途径。

本次大会还成立了“響應”计划方言文化影视典藏高校志愿者联盟，旨在以

联盟的方式发动更多社会力量，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获得国家立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获得国家立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获得国家立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获得国家立项

2016年 5月，朱志刚副教授指导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中国城市化

进程背景下“城中村”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以黄边村社区为例》获得国家

立项，并开展了为期半年多的田野调查工作，目前正进入到撰写田野调查报告和

毕业论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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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开展广东省第一次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学生开展广东省第一次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学生开展广东省第一次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学生开展广东省第一次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

2016年 7月 8日，朱志刚副教授与中文学院三下乡学生团队一起奔赴广东

省英德市三镇，指导学生开展广东省第一次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并在当

地西牛镇参加由镇政府组织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为西牛镇的乡镇文化建设建言献

策。

““““挑战杯挑战杯挑战杯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活动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活动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活动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活动

2016年 10月至 12月，王媛媛副教授指导本科学生参加“挑战杯”全国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活动。“青藤”队通过对猎德村和陈田村的语言使用

状况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了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的语言使用状况存在的问题，由

此强调保护粤语方言、构建和谐语言环境的重要性，并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

语言规划提出可行性建议。目前“青藤”队的作品已进入校级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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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喜讯喜讯喜讯喜讯

2016年 12月 15日，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

团队成员陈勇博士获得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定为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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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汉语方言资源的基础研究及开发应用汉语方言资源的基础研究及开发应用汉语方言资源的基础研究及开发应用汉语方言资源的基础研究及开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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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团队概况团队概况团队概况团队概况

汉语方言资源的基础研究及开发应用科研创新团队成立于 2016年，依托单

位中文学院，团队带头人为第七批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硕士生导师

严修鸿教授。创新团队成立之初的团队成员为中文学院和留学生院骨干教师：王

红梅教授、郝红艳教授、王媛媛副教授、魏慧斌副教授、朱志刚副教授、杨慧君

博士、陈勇博士。今年团队成员调整为：郝红艳教授、王媛媛副教授、魏慧斌副

教授、朱志刚副教授、陈勇副教授、贝先明副教授、邱春安副教授、杨慧君博士、

林晴博士。

汉语方言资源的基础研究及开发应用科研创新团队设置两个大的研究方向：

“汉语方言资源的基础研究”和“汉语方言资源的开发应用”。前者在方言歧异

极端复杂的区域设立调查区，进行密集布点的调查，结合移民、历史地理、文化

心理等因素来解释其地理差异上的分布特征；同时不断累积音变案例，对语音演

变不断总结归纳，对其规律性进行揭示；就汉语方言语法虚词的语法化过程，结

合历史文献与口语材料，进行分析对比，总结语法化演变的路径。后者结合国家

语委近年来提出的中国语言保护工程，组建团队，承担课题任务，参与对南方汉

语方言的记录、录音录像的系统工程，建设语料库，语音及音像数据库，开展方

言保护与传承工作，借助大众传媒面向普通百姓普及方言知识、分享方言文化。

研究队伍研究队伍研究队伍研究队伍：：：：团队带头人和梯队成员团队带头人和梯队成员团队带头人和梯队成员团队带头人和梯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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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第二批校科研创新团队外国文学学科团队年度第二批校科研创新团队外国文学学科团队年度第二批校科研创新团队外国文学学科团队年度第二批校科研创新团队外国文学学科团队

立项签约仪式暨在研科研创新团队总结会立项签约仪式暨在研科研创新团队总结会立项签约仪式暨在研科研创新团队总结会立项签约仪式暨在研科研创新团队总结会

2017年 12月 19日，2017年度第二批校科研创新团队外国文学学科团队立

项签约仪式暨在研科研创新团队总结会在北校区国际会议厅举行。副校长阳爱民

与 4位新立项团队带头人、2017年教育部优秀结项科研创新团队带头人陈伟光

教授、18个在研校科研创新团队带头人及成员、团队依托单位分管科研负责人

及科研处相关人员等出席了会议。科研处处长陈彦辉主持签约仪式。“汉语方言

资源的基础研究及开发应用”创新团队的带头人严修鸿教授、团队成员王媛媛副

教授、陈勇副教授、邱春安副教授出席了本次会议。汉语方言资源的基础研究及

开发应用创新团队带头人严修鸿教授应邀向与会专家学者分享了团队建设经验。

严修鸿教授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分享团队建设经验严修鸿教授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分享团队建设经验严修鸿教授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分享团队建设经验严修鸿教授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分享团队建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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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科研成果科研成果科研成果科研成果

1. 项目
项目项目

项目

立项时间

立项时间立项时间

立项时间 姓名

姓名姓名

姓名 级别

级别级别

级别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2017-05
严修鸿 省部级 “语言文化调查•连州”

2017-05
严修鸿 省部级 “广东汉语方言调查专家之四”负责广东省语言保

护工程及参与全国语保工程的检查工作

2017-04
贝先明 省部级 广东汉语方言调查专家工作五

2017-06
陈勇 副省级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课题立项：

方言学视野下的汉语数量形式去范畴化现象研究

2017-04
杨慧君 省部级 “语言文化调查•江永”

2017-04
杨慧君 省部级 “语言文化调查项目二管理”

2017-05
魏慧斌 省部级 “语言文化调查•龙岗”

2017-05
林晴 省部级 “语言文化调查•澄海”

2.论文
论文论文

论文、

、、

、论著

论著论著

论著

发表时间

发表时间发表时间

发表时间 姓名

姓名姓名

姓名 刊物或出版社

刊物或出版社刊物或出版社

刊物或出版社 简介

简介简介

简介（

（（

（题目

题目题目

题目，

，，

，摘要

摘要摘要

摘要 200字内
字内字内

字内）

））

）

2017-10-20
严修鸿 商务印书馆（一级出版社）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连城卷，

41.9万字

2017-11-22
严修鸿

中国国家地理

擂茶、客家话和宗祠：陆河客

家人的三张脸

2017-06-30
严修鸿 客联 客家婚俗记录三则

2017-04-20
严修鸿 客家文博 新加坡的客家人及客家话

2017-08-23
严修鸿 客家文博 闽西连城县的牛肉菜肴

2017-04-20
严修鸿 客家文博 梅州九种美味的粄

2017-07

贝先明

语言研究

《湘语浊塞音的声学特征》，文

章对湘语浊塞音的声学表现进

行了分析。湘语音系上的浊塞

音从声学上看，主要有两种类

型：不送气带声浊塞音、弛声

浊塞音。本次实验没有发现送

气浊塞音，过去记录的祁阳方

言送气浊塞音，分别表现为弛

声浊塞音、不送气带声浊塞音、

送气清塞音，新化方言送气浊

塞音实际上是送气清塞音。

2017（16） 陈勇

对外汉语研究（cssci）

题目：“几 A几 B”框式结构研

究

摘要：基于汉语语料库的调查，

从结构、句法、语义、语用等

方面对“几 A几 B”进行了详尽

考察。“几 A几 B”的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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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A、B必须是单音节词或

语素，通常为动、名、形、量

词。“几 A几 B”的句法功能趋

于多样化，主要作谓、宾、状、

定语等。可变项 A、B的排列有

一定的规则，主要遵循构词顺

序、认知顺序、文化顺序和语

义轻重顺序，二者的语义关系

主要表现为同义、反义和类义

关系。“几 A几 B”有明显的语

义增值：凸显程度；表“轻而

易举达到某种目的”；表“历经

艰难、费尽周折”；语义泛化。

此外，基于大量的语料统计发

现，该框式结构在感情色彩上

实际存在弱“褒义”或弱“贬

义”倾向。

2017（3） 陈勇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北

核）

题目：汉语“一般”的词汇化

与语法化历程考探

摘要：现代汉语中有四种同形

的"一般",从历时的角度看,它们

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唐代,数量

短语"一般"逐渐凝固,演变为表

"一样、同样"的形容词"一般",

唐五代时期,形容词"一般"进一

步虚化为比况助词"一般",至宋

代,形容词"一般"又逐渐分化出

"普通、通常"义。而在"一般"

的词汇化与语法化历程中,陈述

化、隐喻扩展、重新分析和语

境影响等机制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2017-09-01
杨慧君 商务印书馆（一级出版社）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衡山卷，

42.4万字

2017-05-15
杨慧君 语言文字应用 新媒体在语言文化传承中的应

用

2017-08-15
杨慧君 客家文博 建立江永方言文化生态博物馆

的设想

2017-09-20
杨慧君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汉语方言中自成音节的鼻边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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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慧君博士在

杨慧君博士在杨慧君博士在

杨慧君博士在《

《《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中国语言文化典藏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

》》

》新书发布会上发言

新书发布会上发言新书发布会上发言

新书发布会上发言

《

《《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中国语言文化典藏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

··

·连城

连城连城

连城》、《

》、《》、《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中国语言文化典藏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

··

·衡山

衡山衡山

衡山》

》》

》封面

封面封面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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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学术交流学术交流学术交流学术交流

时间

时间时间

时间 姓名

姓名姓名

姓名 地点

地点地点

地点 会议

会议会议

会议 报告论文题目

报告论文题目报告论文题目

报告论文题目

2017-07-14

严修鸿 上海华东师大

第四届地理语言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

“厨房”在福建

省连城县及邻县

乡镇的地理分布

2017-08-26

严修鸿 昆明云南民大

第九届演化语言学

国际研讨会

软腭辅音趋于硬

腭化时的内部不

平衡

2017-12-16

严修鸿
University of

Milano-Bicocca,

Milan, Italy.

第二届中国理论及

应用语言学国际专

题研讨会

Aspiration as

Mediation for

Affrication:

Evidence from

Hakka

2017-09-28
严修鸿 西安陕西师大 第四届中国语言资

源国际学术研讨会

方言文化大词典

的编撰构想

2017-09-28
杨慧君 西安陕西师大 第四届中国语言资

源国际学术研讨会

高校方言文化活

动现状与思考

2017-07-20-23
邱春安 江西赣州

2017全国汉语方言

类型学研讨会

漳州官陂和梅林

客家话介音[u]的

共时变异

2017-08-26-27
严 修

鸿、邱

春安

云南昆明

第九届演化语言学

国际研讨会

软腭辅音趋于硬

颚化时的内部不

平衡（严修鸿、

邱春安）

2017-09-23-24
贝先明 暨南大学 广东省中国语言学

会 2016-2017 学术

年会

广州话响音的鼻

化度考察

2017-11-18-19
丁沾沾 湖南永州

第二届南方官话国

际学术研讨会

鄂西北襄阳方言

的声调及其系属

讨论

2017-9-23
王媛媛 暨南大学 2016-2017 广东省

语言学年会

发挥大学生在语

言资源保护工作

中的作用——以

广外大学生社会

语言田野调查实

践活动为例

2017-11-04
王媛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第十届世界华文传

媒与华夏文明国际

学术研讨会

充分发挥汉硕留

学生在汉语海外

传播工作中的作

用——以广外汉

硕留学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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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月月

月 26日
日日

日，

，，

，严修鸿

严修鸿严修鸿

严修鸿、

、、

、邱春安

邱春安邱春安

邱春安、

、、

、林晴在云南民大云南参加第九届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林晴在云南民大云南参加第九届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林晴在云南民大云南参加第九届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林晴在云南民大云南参加第九届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9月
月月

月 28日
日日

日，

，，

，严修鸿教授在陕西师大参加第四届中国语言资源国际学术研讨会

严修鸿教授在陕西师大参加第四届中国语言资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严修鸿教授在陕西师大参加第四届中国语言资源国际学术研讨会

严修鸿教授在陕西师大参加第四届中国语言资源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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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月月

月 23日
日日

日，

，，

，王媛媛副教授

王媛媛副教授王媛媛副教授

王媛媛副教授、

、、

、贝先明副教授参加

贝先明副教授参加贝先明副教授参加

贝先明副教授参加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

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

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 2016-2017学术年会
学术年会学术年会

学术年会

11月
月月

月 4日
日日

日，

，，

，王媛媛副教授参加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王媛媛副教授参加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王媛媛副教授参加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王媛媛副教授参加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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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月月

月 16日
日日

日，

，，

，严修鸿教授在米兰参加第二届中国理论及应用语言学国际专题研讨会

严修鸿教授在米兰参加第二届中国理论及应用语言学国际专题研讨会严修鸿教授在米兰参加第二届中国理论及应用语言学国际专题研讨会

严修鸿教授在米兰参加第二届中国理论及应用语言学国际专题研讨会

四四四四、、、、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学术研究

调研时间

调研时间调研时间

调研时间 姓名

姓名姓名

姓名 地点

地点地点

地点 调查项目及内容

调查项目及内容调查项目及内容

调查项目及内容

2017-02-11-22
严修鸿 福建连城、龙

岩调查

调查元宵节庆，6个语言地理

学地点

2017-02-23-25
严修鸿 广东连州 典藏项目预调查

2017-04-03-09
严修鸿 广东连州 清明节庆调查

2017-05-25-06-01
严修鸿 广东连州 端午龙舟调查

2017-06-29-30
严修鸿 广东连州 六月六沙坊浴佛节采风

2017-07-06-10
严修鸿 广东龙岗 参与龙岗客家话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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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7-25
严修鸿 广东龙岗 参与龙岗客家话调查

2017-08-18-19
严修鸿 广东陆河 参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的采

访陆河客家风情

2017-09-30-10-06
严修鸿 广东连州 语言地理学调查，丰阳镇，带

领团队成员邱春安、丁沾沾

2017-1-06-10
严修鸿 广东连州 语言地理学调查，丰阳及连州

镇，带领团队成员邱春安，完

成 3个地点的调查

2017-10-01-07
邱春安 广东连州 方言调查，调查畔水、江西冲、

协民等地单字、词语。

2017-11-05-11
邱春安 广东连州 方言调查，调查畔水、江西冲、

协民等地单字、词语。

2017-10初 丁沾沾 粤北连州 赴连州市调查丰阳镇的三种土

话

2017-11中旬 丁沾沾 粤北连州 调查龙坪镇调查元璧土话

2月
月月

月 18日
日日

日，

，，

，严修鸿教授在福建省连城县莒溪镇宗罗地村进行方言调查

严修鸿教授在福建省连城县莒溪镇宗罗地村进行方言调查严修鸿教授在福建省连城县莒溪镇宗罗地村进行方言调查

严修鸿教授在福建省连城县莒溪镇宗罗地村进行方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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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年年

年 7月
月月

月，

，，

，严修鸿教授

严修鸿教授严修鸿教授

严修鸿教授、

、、

、魏慧斌副教授在龙岗调查

魏慧斌副教授在龙岗调查魏慧斌副教授在龙岗调查

魏慧斌副教授在龙岗调查

2017年
年年

年 10月
月月

月，

，，

，严修鸿

严修鸿严修鸿

严修鸿、

、、

、邱春安

邱春安邱春安

邱春安、

、、

、丁沾沾在连州丰阳镇调查

丁沾沾在连州丰阳镇调查丁沾沾在连州丰阳镇调查

丁沾沾在连州丰阳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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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年年

年 11月
月月

月，

，，

，严修鸿

严修鸿严修鸿

严修鸿、

、、

、邱春安在连州镇调查

邱春安在连州镇调查邱春安在连州镇调查

邱春安在连州镇调查

五五五五、、、、学术活动学术活动学术活动学术活动

1.讲座
讲座讲座

讲座、

、、

、沙龙

沙龙沙龙

沙龙

时间

时间时间

时间 主持人

主持人主持人

主持人 地点

地点地点

地点 内容

内容内容

内容（

（（

（题目

题目题目

题目，

，，

，摘要

摘要摘要

摘要 200字内
字内字内

字内）

））

）

2017-03-25
严修鸿 广 外 行

政楼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开题

2017-12-07
严修鸿 广 外 中

文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学沙龙第一讲：

一个英文演讲及汉语方言文化大词典的编撰

构想

2017-06-23
贝先明 中 山 大

学 中 文

系

《Praat软件在方言研究中的若干应用》，介

绍了汉化版 praat的基本功能，以及如何运用

它在语言研究中对声调、元音进行声学分析。

2017-12-07
王媛媛 广 外 中

文学院

广外中文学院语言学沙龙启动仪式

2017-11-14
严修鸿 广 外 中

文学院

广外中文学院高层次项目申报指导会（语言

学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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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年年

年 12月
月月

月 7日晚
日晚日晚

日晚，

，，

，王媛媛副教授主持

王媛媛副教授主持王媛媛副教授主持

王媛媛副教授主持广外中文学院语言学沙龙启动仪式

广外中文学院语言学沙龙启动仪式广外中文学院语言学沙龙启动仪式

广外中文学院语言学沙龙启动仪式

2017年
年年

年 12月
月月

月 7日晚
日晚日晚

日晚，

，，

，广外中文学院

广外中文学院广外中文学院

广外中文学院语言学沙龙

语言学沙龙语言学沙龙

语言学沙龙第一讲与会老师同学合影留念

第一讲与会老师同学合影留念第一讲与会老师同学合影留念

第一讲与会老师同学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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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年年

年 12月
月月

月 7日晚
日晚日晚

日晚，

，，

，广外中文学院

广外中文学院广外中文学院

广外中文学院语言学沙龙

语言学沙龙语言学沙龙

语言学沙龙第一讲主讲嘉宾严修鸿教授做报告

第一讲主讲嘉宾严修鸿教授做报告第一讲主讲嘉宾严修鸿教授做报告

第一讲主讲嘉宾严修鸿教授做报告

2017年
年年

年 11月
月月

月 14日晚
日晚日晚

日晚，

，，

，中文学院第五次高层次项目申报指导会

中文学院第五次高层次项目申报指导会中文学院第五次高层次项目申报指导会

中文学院第五次高层次项目申报指导会（

（（

（语言学专场

语言学专场语言学专场

语言学专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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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学术活动
其他学术活动其他学术活动

其他学术活动

时间

时间时间

时间 参与人

参与人参与人

参与人 地点

地点地点

地点 事项

事项事项

事项（

（（

（题目

题目题目

题目，

，，

，摘要

摘要摘要

摘要 200字内
字内字内

字内）

））

）

2017-03-30-04-01
严修鸿 北京 参加语保工程培训

2017-05-12
严修鸿 广东财经大学 参加广东语保启动仪式

2017-05-08
严修鸿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参加博士论文答辩

2017-07-30-08-04
严修鸿 大阪、东京 代表学院访问阪南大学、京都女子

大学、杏林大学等

2017-09-10开始 严修鸿 南方卫视 连续参加 11次“谁语争锋”节目

的拍摄

2017-09-12
严修鸿 佛山 广东语保中期考查

2017-09-15
严修鸿 长沙 湖南语保中期检查

2017-09-19-22
严修鸿 杭州 浙江省语保中期检查

2017-0925-28
严修鸿 成都 四川省语保中期检查

2017-10-10
严修鸿 南昌 江西省语保中期检查

2017-10中下旬 严修鸿 广州 国家社科项目结题资料汇总

2017-10中下旬 严修鸿 广州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连城卷校阅

2017-11-18-21
严修鸿 成都 四川省语保预验收

2017-11-23
严修鸿 佛山 参加岭南方言博物馆启动仪式

2017-11-27
严修鸿 中山大学 参加中山大学博士论文答辩

2017-11-29
严修鸿 杭州 参加浙江省语保预验收

2017-12-03
严修鸿 长沙 湖南省语保预验收

2017-12-05
严修鸿 南昌 江西省语保预验收

2017-12-08
严修鸿 深圳龙华大浪 世界客家文库-客家方言文化丛书

策划会

2017-12-27-29
严修鸿 长沙 湖南语保最终验收

2017-11-19
王媛媛 暨南大学 中文系建系九十周年庆祝典礼暨

中文学科发展高峰论坛

2017-12-11
王媛媛

邱春安

武汉大学、华中师

范大学

就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

相关问题进行调研

2017-05-12-14
贝先明 广东财经大学 参加 2017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

程广东项目启动仪式暨汉语方言

现场调查培训班

2017-08-03-05
贝先明 新会、东莞 陪同教育部语信司、语保中心、省

语委办领导检查语保工程广东项

目新会、东莞调查点

2017-09-12-14
贝先明 佛山 参加语保工程广东项目中期检查

2017-11-13-15
贝先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参加语保工程广东项目预验收

2017-12-13-15
贝先明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参加语保工程广东项目验收

2017-06-2017-12
贝先明 指导语保工程广东项目各调查点

的音视频摄录

2017-12-08-09
贝先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为本科生开办“方言田野调查技

术”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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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8-27
贝先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先后对 praat汉化修改版再次修改，

增 加 功 能 ， 最 新 版 见

https://pan.baidu.com/s/1boUW3ld

2017-11-23
贝先明 佛山图书馆 参加“岭南方言文化博物馆”工程

建设启动仪式

2017年
年年

年 11月
月月

月 19日王媛媛副教授参加暨南大学中文学科发展高峰论坛
日王媛媛副教授参加暨南大学中文学科发展高峰论坛日王媛媛副教授参加暨南大学中文学科发展高峰论坛

日王媛媛副教授参加暨南大学中文学科发展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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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年年

年 12月严修鸿教授参加浙江语保
月严修鸿教授参加浙江语保月严修鸿教授参加浙江语保

月严修鸿教授参加浙江语保

2017年
年年

年 3月
月月

月 30日
日日

日 严修鸿教授受聘为

严修鸿教授受聘为严修鸿教授受聘为

严修鸿教授受聘为“

““

“中国语言保护工程核心专家组专家

中国语言保护工程核心专家组专家中国语言保护工程核心专家组专家

中国语言保护工程核心专家组专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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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鸿教授参加谁语争锋节目录制工作

严修鸿教授参加谁语争锋节目录制工作严修鸿教授参加谁语争锋节目录制工作

严修鸿教授参加谁语争锋节目录制工作

2017年
年年

年 12月
月月

月 11日上午
日上午日上午

日上午，

，，

，王媛媛副教授

王媛媛副教授王媛媛副教授

王媛媛副教授、

、、

、邱春安副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调研

邱春安副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调研邱春安副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调研

邱春安副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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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年年

年 12月
月月

月 11日下午
日下午日下午

日下午，

，，

，王媛媛副教授

王媛媛副教授王媛媛副教授

王媛媛副教授、

、、

、邱春安副教授在武汉大学调研

邱春安副教授在武汉大学调研邱春安副教授在武汉大学调研

邱春安副教授在武汉大学调研

六六六六、、、、获奖情况获奖情况获奖情况获奖情况

时间

时间时间

时间 获奖人

获奖人获奖人

获奖人 级别

级别级别

级别 奖项名称及等级

奖项名称及等级奖项名称及等级

奖项名称及等级

2017-09-08
严修鸿 校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6年度优秀科研业绩一等奖

2017-09-08
王媛媛 校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6年度优秀科研业绩二等奖

七七七七、、、、指导学生指导学生指导学生指导学生

1.项目
项目项目

项目

立项时间

立项时间立项时间

立项时间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级别

级别级别

级别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2017-10
王媛媛 国 家 级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项目

城镇化进程中广州城中村语言使用状况调查研

究

2017-04
杨慧君 省 级 大 手机汉语学习 APP的评估与优化——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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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创

新 创 业

项目

说”APP为例

10月
月月

月 16日
日日

日，

，，

，王媛媛副教授指导的

王媛媛副教授指导的王媛媛副教授指导的

王媛媛副教授指导的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启动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启动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启动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启动

2.作品
作品作品

作品

发表时间

发表时间发表时间

发表时间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发表刊物

发表刊物发表刊物

发表刊物

或公众号

或公众号或公众号

或公众号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2017-07-04
王媛媛 语言资源

快讯

方言与美食（音频）/张家口莜面

2017-10-29
王媛媛 语言资源

快讯

方言与美食（音频）/新兴芋头糕

3.担任学生学术竞赛评委
担任学生学术竞赛评委担任学生学术竞赛评委

担任学生学术竞赛评委

时间

时间时间

时间 评委

评委评委

评委 级别

级别级别

级别 比赛名称

比赛名称比赛名称

比赛名称

2017-12-25
严修鸿、王

媛媛、杨慧

君、贝先

明、丁沾沾

校级 广东大学生方言文化创意大赛（广外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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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鸿

严修鸿严修鸿

严修鸿、

、、

、王媛媛

王媛媛王媛媛

王媛媛、

、、

、杨慧君

杨慧君杨慧君

杨慧君、

、、

、贝先明担任

贝先明担任贝先明担任

贝先明担任广东大学生方言文化创意大赛

广东大学生方言文化创意大赛广东大学生方言文化创意大赛

广东大学生方言文化创意大赛（

（（

（广外赛区

广外赛区广外赛区

广外赛区）

））

）评委

评委评委

评委

4.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
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

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

时间

时间时间

时间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级别

级别级别

级别 比赛名称

比赛名称比赛名称

比赛名称

2017-12-26

至今

王媛媛 院级 首届语言学田野调查大赛

2017-11-26

至今

王媛媛 校级 广东大学生方言文化创意大赛（广外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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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媛媛副教授指导学生参加广东大学生方言文化创意大赛

王媛媛副教授指导学生参加广东大学生方言文化创意大赛王媛媛副教授指导学生参加广东大学生方言文化创意大赛

王媛媛副教授指导学生参加广东大学生方言文化创意大赛

王媛媛副教授指导学生参加首届语言学田野调查大赛

王媛媛副教授指导学生参加首届语言学田野调查大赛王媛媛副教授指导学生参加首届语言学田野调查大赛

王媛媛副教授指导学生参加首届语言学田野调查大赛

5.指导的学生科研项目或作品获奖情况
指导的学生科研项目或作品获奖情况指导的学生科研项目或作品获奖情况

指导的学生科研项目或作品获奖情况

时间

时间时间

时间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级别

级别级别

级别 比赛名称

比赛名称比赛名称

比赛名称

2017-6-25
王媛媛 校级 挑战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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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创新团队 

 

 

 

 

 

 

 

工作简报 

 

 
带头人：吴 艳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1

会议纪要 

 

“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 

会议时间：2016 年 3 月 18 日上午 12:00-16:20 

会议地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校区应用心理学系办公室 

参加人员：王达梅、李佳源、陈新葵、何立、刘丽虹、张信勇、吴艳、李碧 

会议议题：团队成员自我学术介绍、团队制度建设讨论等 

纪要内容： 

    团队成员分别就自身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和交流，大致整理如下： 

王达梅 

    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横向援助、社会服务、留守儿童等方面。目前的研究兴趣

主要集中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方面。 

 

李佳源 

    目前研究兴趣集中在政府行为影响民意等方面，关注政府腐败、政府作假等。 

 

陈新葵 

    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义符表征方面。目前的关注点集中在儿童情绪研究、儿童心理健康

维护。 

 

刘丽虹 

    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语词遮蔽效应、动机的自我决定理论等方面；目前关注志愿者服务

心理,弱势群体(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心理,社会资本等问题。 

 

何立 

    目前主要关注心理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可为大家提供企业调研、实验被试等方面的

合作。 

 

张信勇 

    懂得“书写表达”的临床试验干预范式，掌握了基于语词计数的文本分析工具（LIWC）。

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转型期青少年和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及其干

预。 

 

李碧 

    研究领域集中在进化算法、数字图像处理、社会计算。社会计算是一门现代计算技术与

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国内有学者将其的定义为：即面向社会活动、社会过程、社会结

构、社会组织和社会功能的计算理论和方法。主要应用于：舆情分析、基于内容的人际关系

挖掘、微博应用等。 

 

吴艳 

    已有成果集中在研究方法、学习倦怠、微博微信等方面。现在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1，

微博微信相关；2，信任、安全感等；3，认知情绪调节、学习倦怠。寻求合作。更具体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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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PPT。 

 

    本次也讨论了团队制度建设的有关事宜。在本次讨论中，团队就论文、项目等方面达成

初步共识，但细节尚需进一步完善。一个总原则是:需提前约定好制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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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 

会议时间：2016 年 5 月 6日上午 09:00-11:30 

会议地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会议室 

参加人员：刘丽虹、李碧、毛国民、张信勇、陈新葵、李佳源、吴艳 

会议议题：“团队制度建设、团队活动安排”的讨论 

纪要内容： 

    本次会议建立了具体的团队运行制度，并对这个学期的团队活动进行了初步安排和计

划。 

一、在过程管理上，确定了以下原则： 

(一) 创新团队须在获批准后 2 个月内进行开题报告;在立项 1 年时上报年度工作检查表;在

建设周期时间过半时进行中期考核;建设周期结束后进行终期评估,接受学校考核。 

(二) 创新团队须根据学校要求和团队实际,制订本团队管理细则,并报科研处备案。 

(三) 创新团队每年至少组织 1次本领域公开的、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须有团队以外学者参

与、主题明确、对外发布会议公告)、每月至少组织 1 次本团队的学术讨论会。大型学术活

动、重要的学术研讨和研究总结等活动应邀请分管校领导或科研处人员参加。 

(四) 创新团队须建立工作简报、成果简报制度和学术研讨会议纪要制度。工作简报主要报

告本创新团队学术活动情况、项目进展情况以及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等,一个学期编

辑两期。成果简报主要报告项目阶段性成果摘要、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研究咨询报告摘要、

主要论文和专著摘要等,一事一报。学术研讨会议纪要主要记录创新团队每月组织的学术讨

论会议的主要内容。所有材料需上传电子版到科研处的创新团队管理信息系统。 

(五) 创新团队在资助周期内每年至少提交国家级重大项目选题1项,3年内至少申报国家级

重大项目 2次,3 年内至少申报国家级、省级科研奖 1次。 

 

二、在结果管理上，将重点突破以下方面： 

(一)积极申报创新团队项目、重大项目、科研奖 

(二)积极申报各级纵向项目（国家级 3项，省部级 6项） 

(三)一类论文 4篇 

(四)每位成员至少 2篇二类以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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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一署名的研究成果被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或教育部《高校智库》采纳,或入选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息简报》、国务院办公厅《要点摘编》等。 

(六)被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机关采纳或省部级及以上领导批示并采纳的第一署名咨询报告

3篇。 

(七)人才计划项目 

(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平台。 

(九)发明专利 

(十)高层次海外合作学术研究平台,有实际运行,并经校学术委员会认定 

(十一)高层次产学研服务平台,并有实际运行,并经校学术委员会认定（签订协议、合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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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纪要 

 

“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 

会议时间：2016 年 5 月 6日星期五 下午 14:30-16:30 

会议地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六教 B415 

参加人员：阳爱民副校长、科研处成员、优秀结项科研创新团队带头人代表易行健和赵晨教

授、2016 年度立项科研创新团队依托单位分管科研负责人、带头人及骨干成员、本团队全

体成员及领导（刘丽虹、李碧、毛国民、张信勇、陈新葵、李佳源、吴艳） 

会议议题：2016 年校级团队签约仪式 

纪要内容： 

    活动初始，由我校副校长阳爱民致辞，并分别与 8 个科研创新立项团队的 10 位带头人

签订合同。科研处处长陈彦辉主持该仪式。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团队全体成员参加

了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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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爱民在讲话中表示，科研创新团队的建设是学校在培育重大课题和精品力作的一项重

要举措。与 2011 年度、2012 年度科研创新团队相比，2016 年度科研创新团队具有“更加注

重团队建设与学校整体发展目标的契合、更加注重团队的过程管理、团队考核指标更加多样

化”三大特点，进一步整合了我校研究力量。团队经材料审查、专家评审，学校学术委员会

审议，校长办公会审批，拟立项公示等环节立项，组织过程严谨，专家会议评审过程中各申

报团队全程参与，评审过程开放透明，达到了预期效果。同时，阳爱民对各科研团队及相关

单位和科研处提出了四点期望：团队带头人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到团队建设中;

骨干成员及参与人员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团队建设;各团队承担单位要切实做好

团队建设保障工作;科研处要严格按照团队管理办法对团队进行服务、管理和指导，力争通

过团队建设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培养和带动青年学术骨干，推动我校在科研创新领域再上

新台阶，实现学校科研工作新跨越。 

    易行健和赵晨分别就科研创新团队的建设经验和体会作了简要介绍。易行健从团队组织

管理、学术研讨交流、财务保障及管理、团队合作等方面分享了团队建设经验。赵晨从胸怀、

责任、规划、方法四个关键词出发，分享交流了他带领团队的体会。这些优秀团队有一个共

同点：注重结果管理，重点激励。 

    此外，2016 年度立项科研创新团队带头人代表韩景泉和朱文忠分别就各自团队的基本

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对团队后续建设的思考进行了分析。各团队带头人还就如何建设好科研

创新团队进行了自由交流，陈彦辉详细解答了各科研创新团队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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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 

会议时间：2016 年 6 月 3 日上午 09:00-11:30 

会议地点：北校区行政楼第三会议室 

参加人员：特邀专家（倪星、卢晓中、温忠麟、袁克海、蒋盛益），科研处副处

长陈平，科研处科长赵德强，彭未名院长，邵兵副书记，吴艳，李碧，刘丽虹，

张信勇，陈新葵，李佳源 

会议议题：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创新团队开题研讨会 

 

 

纪要内容： 

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创新团队开题研讨会顺利举行 

 

    2016 年 06 月 03 日上午，以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为依托单位的“面向公共

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校级创新团队开题研讨会在我校北校区行政楼第三会议室

召开。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创新团队（以下简称“社会心理创新团队”）

于 2016 年 5 月份正式签约成立。会议由政管学院院长彭未名教授主持，由团队

负责人吴艳博士作开题报告。会议特邀了中山大学倪星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卢晓

中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温忠麟教授、美国圣母大学袁克海教授和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蒋盛益教授等各领域知名专家对团队的开题报告进行指导。出席此次开题报告

研讨会的还有科研处副处长陈平，科研处科长赵德强，政管学院邵兵副书记以及

创新团队的全体成员。 

 会议初始，彭未名院长对指导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科研处陈平副处长

致辞感谢与会专家的莅临，同时简要介绍了我校科研创新团队项目发展的有关情

况并提出创新团队应定期组织研讨，加强团队建设和协同合作等要求。随后，社

会心理创新团队负责人吴艳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各课题进度、研究目标、努

力方向和团队建设等方面做了清晰而详尽的开题报告。该团队研究的课题聚焦于

公共安全领域内的“社会感知研究”、“社会情绪研究”和“社会适应与心理健

康研究”等三个方面。团队成员将充分发挥公共管理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

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优势，将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结合，进行公共安全领域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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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理规律及其干预机制的创新研究。 

 

 在听完吴艳的开题汇报后，五位特邀专家一一发表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各

位专家总体上赞同团队研究选题的现实意义和增长潜力，肯定了项目的总体方向

规划和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专家们务实地结合自身经验提出了一些项目规

划和执行建议，归纳如下：一是合理安排各子课题研究的阶段性和持续性，从长

远规划的角度加强各子课题间的内在关联性；二是合理确定项目的结项目标，使

目标既具有挑战性和激励性，同时也要合理确定对研究成果的期望，避免带来过

大的压力；三是加强研究团队的各项机制建设，发挥好协同合作效应；四是研究

思路和视角可以适当拓宽，比如可以考虑关注公共事件和舆论媒体方面的研究，

在研究中既要重视定量方法的运用，同时也要注重结合质性研究方法；五是在大

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我校计算机数据挖掘技术提升研究水平，等等。在

听取了专家的逐一发言后，团队成员就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向各位专家提问，相互

间进行了积极的交流和探讨。 

 

 

会议最后，陈平副处长在总结发言中希望创新团队做好研究规划，聚焦研究

课题，优化团队成员间的沟通机制与合作机制，鼓励团队成员认真吸取专家的建

议，勤于付出。彭未名院长及团队负责人吴艳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宝贵意见，表

示会认真听取与思考专家的建议意见，改善不足之处，在今后项目执行中努力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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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争取实现更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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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纪要 

 

“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 

活动时间：2016 年 6 月 27 日上午 09:00-11:30，下午 14:00-17:00 

会议地点：北校区六教 B412 

参加人员：元分析主讲嘉宾（澳门大学博士何金波、蔡志慧），“面向公共安全
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负责人及团队成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南师
范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部分师生 

活动主题：“元分析工作坊” 

活动内容： 
 

举办“元分析”工作坊(workshop) 
 

2016 年 06 月 27 日，由“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创新团队举办的

“元分析（meta analysis）工作坊”在北校区六教 B412 成功举办。本次活动邀

请到了澳门大学博士蔡志慧、何金波作为主讲嘉宾，他们结合自身的元分析使用

经验，从原理和实际软件应用两个方面进行了讲授。为期一天的活动紧凑而充实，

受到了参加老师们的欢迎和好评，使他们对元分析方法有了直观而全面的认识，

并且学会了基本的应用操作。 

上午 09:00 活动正式开始，首先“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创新团队

负责人吴艳老师进行了致辞。她首先感谢主讲嘉宾的到来，简要介绍了两位嘉宾

的研究方向和“元分析”方法近年来的发展与应用情况，并向与会老师讲述了当

天的活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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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主讲嘉宾正式开始讲授。整个培训分为上午和下午两部分，上午由蔡

志慧博士讲授元分析的发展概况和基础原理。蔡博士从“什么是元分析”和“为

什么要使用元分析”开始了讲述，介绍了元分析的发展历程、应用情况和基本的

统计原理。“元分析”技术由一些特定的定量统计学方法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概

念是“效果量”(effect size, ES)。通过计算，ES 能将不同测试变量标准化(a 

standard score or index)，可用于指标间和研究间的比较。与“统计学的显著

性差异”(statistical significance)不同，ES 衡量的是实验效果的真实大小，

更能反映实际差异。元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克服传统文献综述中的一些问题(如选

择性综述)，更客观和有效地综合和评价研究结果。因此，元分析技术被形象地

称为“对分析的分析”，在当前社会科学和医学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在上午的讲授过程中，参加培训的老师们也就自己的疑问与主讲嘉宾进行了

热烈的讨论。经过上午的学习，大家对“元分析”的基础原理有了较好的理解和

掌握。 

  

下午的培训讲授了元分析技术的实际操作。何金波博士以实际的研究主题为

例，从“如何选题”着手，逐步教会大家建立 Coding 表格、进行实际 Coding、

对 Coding 数据在 CMA 软件中进行效应分析与调节分析以及对分析结果的解读和

文章呈现等。何金波博士将所有的操作步骤演示了两遍，并在演示完毕后让大家

在电脑上进行实际的操作练习，对于操作中遇到的问题现场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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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整天的活动，参加培训的老师们既学会了元分析技术的基础原理，也

掌握了元分析的主要操作方法，相信这能够为他们今后的研究工作带来帮助。本

次“元分析”工作坊在老师们热烈的掌声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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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纪要

“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

讲座时间：2016 年 6月 25 日上午 09:00-11:45

讲座地点：广东工业大学天河龙洞校区管理学院第二会议室

参加人员：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惠青山，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师，

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等

主讲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吴艳老师

讲座主题：“多水平分析”统计方法的原理与应用操作

吴艳老师应邀为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师生讲授“多水平分析”方法

2016 年 06 月 25 日上午，应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惠青山教授的邀

请，我校“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校级创新团队负责人吴艳老师赴广东

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讲授了“多水平分析”方法的原理与应用操作。整个讲座持续

了近 3 个小时，得到了广工管理学院师生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活动初始，广工管理学院副院长惠青山进行致辞。他向参加讲座的全体师生

简要介绍了吴艳老师的研究方向和工作履历，并对吴艳老师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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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进入到讲座的主题，吴艳老师的整个讲座过程分为了两部分：第一部分

是对“多水平分析方法”（Multilevel analysis）进行原理的介绍。多水平分

析法又称为“多层线性模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基于残差相互独立的假设进行建构，

只能用于单一层级数据的线性分析，不能满足多水平的嵌套数据的统计需求。而

多水平分析方法通过定义不同层级（水平）的模型，将随机变异分解为组内个体

差异导致的误差和组间差异导致的误差并假设所有误差项相互独立，这样一来就

能够探索出不同水平自变量对于同一因变量的影响规律，将环境与个体的交互作

用也纳入到回归分析模型中，使得回归分析的结果更为真实、客观，尤其是将环

境（组织）影响因素和个体差异因素进行了综合的反映，显示出多水平分析方法

在研究中的优势。吴艳老师结合具体的研究案例，给大家讲授了截距模型、零模

型和整体模型的基本原理，让大家了解了多水平方法的具体应用领域和应用的范

围。

讲座的第二部分，吴艳老师结合数据实例，运用 HLM 软件向大家演示了多水

平分析的具体建模过程和分析结果的解读方法，让讲座的参与人员能够尽快地上

手操作，学以致用。在讲授部分结束后，广工管理学院的师生就今天的讲座内容

踊跃提问，与主讲老师进行了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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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3

短短三个小时的讲座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而参与讲座的师生们仍停留在思

索和探讨之中。相信今天的讲座能够帮助他们对“多水平分析”方法有一个更加

全面而直观的认识，对他们今后的研究和学习工作有所启发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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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研究团队考察广州白云心理医院 

 

2016年 6 月 21 日，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团队成员刘丽虹教授、张信勇副教授、

陈新葵副教授一行，前往广州白云心理医院考察，商谈科研合作、社会服务等事宜，本次考

察受到了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执行院长杨瑞东的热情接待。 

 

 

 

 

 

 

 

 

 

首先，杨院长在会议室详细介绍了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的主要工作。他谈到，广州白云心

理医院的主要工作包括三部分：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治疗、戒毒康复治疗、培训与社会服务。

杨院长重点谈了医院在戒毒康复治疗、精神疾病的心理治疗两方面的工作成效。针对上述内

容，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希望在以后共同合作开展“吸毒人员的心理矫治”等课题研究。 

接着，杨院长陈述了毒品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并详细介绍了该院在戒毒康复治疗的

主要做法。复吸毒是多因素综合所致。所以，单纯急性脱瘾治疗是完全不够的。在成瘾者完

成急性脱瘾之后，如果再接受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彻底消除精神依赖，可以为减少复吸打

下良好的基础。有资料表明，经过正规的康复治疗，可以使急性脱瘾的成功率上升到 50～

60％，而未经康复治疗的急性脱瘾者，成功率不到 10％。康复治疗有 3 个阶段：1．康复前

阶段：时间为 1 个月，此阶段主要是接受脱瘾治疗，消除残余的躯体依赖性，为进入下一阶

段打下基础。2．康复阶段：时间 6 个月。在此阶段内，同时参加各种不同的兴趣活动来丰

富精神生活。帮助他们揭露自己，坦诚待人，促进人格的矫正。3．重返社会阶段：时间为

3 个月。此阶段主要是接受职业的训练。接受重返社会的教育。可讨论重返社会后可能发生

的各种问题以及处理办法，接受拒绝毒品的训练，学会应付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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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信勇一行在杨院长的引导下，参观了该院的心理治疗门诊、心理治疗病区、戒

毒康复病区等主要区域，并介绍了该院在心理治疗、戒毒治疗中的一些做法和取得的成绩。

团队成员们感觉此行收获很大，对将来的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都有所启发。 

 

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简介： 

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始创于 2000 年 9月 18 日，是由共青团广州市委负责组建，经广东省

卫生厅批准成立的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现代化精神心理专科医院。也是

华南第一家专科心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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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陈新葵参加第 31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 

       

2016 年 7 月 24 至 29 日，社会心理研究团队成员陈新葵副教授参加了心理学的国际顶级权威盛会——

第 31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并在会上口头汇报了与哈佛大学儿童心理学实验室共同完成的研究论文《How 

children in China conceive of good and ba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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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和谐下的多样性：来自心理学的视角，大会共 7,897 人参加，有来自全世界 92 个

国家的展示者 6,366 人，其中中国代表占 11%，但在会议上口头陈述的仅有 92 篇署名来自中国的研究论文。

因此，有幸能够被大会委员认可进行口头陈述，是肯定也是荣誉。大会全程以英语进行交流，本研究创新

性地采用了投射的方法对儿童的情绪发展进行研究，因此，陈述在会场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会后，几位与

会者还热情过来表示祝贺并表达合作研究的意愿，之后大家开心留影纪念。整个国际心理学大会四年一届，

下一届国际心理学大会（ICP2020）将在捷克共和国的布拉格召开。 

 

 总地来看，本次会议收获颇丰，一方面是接触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心理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看到了

文化的多样性对研究结果的不同影响，以及心理学开始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服务社会的大趋势。这进一步坚

定了我今后的科研及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向。谢谢学校的资助和学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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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研究团队邀请时勘教授谈“OEAP” 

 

10 月 25 日下午 15：30，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勘应邀为我校师生带来

题为《组织与员工促进计划(OEAP)的现状与未来》的学术讲座，给在

场师生讲解了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员工援助计划。讲座在南校教学楼

E305 举行，团队成员刘丽虹、杨安、张信勇与时勘教授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 

 

全体师生认真听讲座 

讲座上，时勘教授展示了一些研究数据。在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发

现在现代社会里，越来越多的员工频繁地产生心理和情绪问题。心理

紧张、烦躁、焦虑、挫折感、痛苦、自责、丧失信心、忧郁已成为新

生代职业群体的心理通病。青年员工的心理危机不仅给本人带来了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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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和伤害，也会给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造成障碍，严重时还会给社会

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在时教授的引导下，在场的师生对“员工援助

计划”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思索。 

时教授指出，健康是一种在躯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美状态，

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同时他还强调了健康是考察和谐

社会建设质量务必关注的核心问题，继而引出了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

出现的“组织健康”的新概念——注重内部发展能力的提升，有效、

充分地应对环境变化，合理地变革与和谐发展。 

 

时教授讲得十分投入 

接着，时教授开始阐述健康型组织建设。首先他引用了马克思和习主

席的话以及一些研究，提出了人本管理的心理学依据，同时给在座的

师生看了一小段视频并向他们提问，加深了师生们对于人本主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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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理解。在这个部分中，时教授主要提到了“抗逆力”这个名词，

所谓抗逆力，就是指个人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以及其它

生活重大压力的良好适应，也就是个人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

能力”。所以，处于现代社会中，拥有强大的抗逆力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时教授讲述了 EAP 员工援助计划的历史沿革、服务内容、

效果预期、职业资格、教程开发和操作流程，并对现场师生提出来的

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认真地解答，为未来可能从事该方面工作的学生

指点迷津，也让在场的老师受益匪浅。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现场问答环节 

 

 

活动名称：广外云山讲座教授时勘教授讲座《组织与员工促进计划(OEAP)的现状与未来》 

团队参加人员：刘丽虹、杨安、张信勇 

时间：10 月 25 日 15:30 

地点：南 E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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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2017 年度高层次项目指导工作研讨会 

 

10 月 26 日上午，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团队在南校区院系楼 426 会议室举行第一轮 2017 年高层

次项目指导工作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社会与组织行为研

究中心主任时勘教授作为指导专家，其多年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在管理学和社会学课题申报

上有着丰富经验。政管学院副院长毛国民主持会议。 

 

时勘教授介绍申报应注意问题 

时勘教授介绍项目申报最新政策、如何解读和分析课题指南、最新国内外研究热点、课题评审要点、申报

书撰写各部分注意问题。并对申报人员进行了一对一指导，重点指导申报课题的价值、题目构思、如何破

题及可行性等、行文逻辑与规范。 

73



 

申报人汇报课题构思 

参加此次会议的团队成员有：陈新葵、刘丽虹、杨安、张信勇、李碧。 

 

进行一对一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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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艳澳门大学讲座—《广义可加模型及其应用》 

 

2016 年 11 月 23 日，团队负责人吴艳在澳门大学举行讲座—《广义可加模

型及其应用》。澳门大学的师生聆听了这次讲座。 

 

广义可加模型是统计领域的最新进展。它可以应用在如生态学、教育学、心

理学、医学等领域。这种模型无需假设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

更适合数据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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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参加“第九届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教学工作研讨会” 

 

11 月 25 日至 26 日，由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教学联盟主办，

惠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承办，博罗县益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协办的第

九届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教学工作研讨会在我校隆重举行，来自广

东省 13 所地方高校的心理学教学工作者、心理学教学服务机构代表

共 50多人出席了此次研讨会。我校“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科

研创新团队成员张信勇出席该研讨会。 

惠州学院副校长刘国栋教授出席开幕式，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我

校概况以及惠州的人文自然景观。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学会秘书

长、广州大学邢强教授代表学会向研讨会在惠州学院的成功举办表示

感谢。 

本次盛会围绕着“心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应用”开展了三

场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学术交流结束后，与会嘉宾就心理学与中国传

统文化的结合与应用、心理学实践教学的创新与发展、心理学实验室

的建设与发展等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此次研讨会为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教学工作者搭建了一个心

理学教学和研究的交流平台，在会议中，与会嘉宾们就心理学与文化，

心理学教学工作现状与创新发展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度讨论，不仅促

进了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教学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对于我校

心理学教研工作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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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第九届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教学工作研讨会” 

团队参加人员：张信勇 

时间：11 月 25‐26 

地点：惠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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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源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 

 

    团队参与人李佳源博士获得 2016年度国家社科青年项目资助，资助金额 20

万元（正式立项证明参见附件）。 

今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继续采取适度限额申报的办法，最后

正式受理有效申报 28053 项，比去年增加 137 项。其中申报重点项目 1706 项，

一般项目 19260 项，青年项目 7087 项。五大社科研究系统中，高校申报 24684

项，占申报总数的 88%，社科院申报 1157项，党校系统申报 1325 项，军队系统

申报 357项，各级党政机关及其他申报 530项。 

今年立项总数比去年增加 140项，平均立项率为 14%，比去年提高 0.5 个百

分点。其中重点项目 282 项，每项资助 35 万元；一般项目 2574 项，青年项目

1061 项，资助强度均为 20 万元。我校 14 位教师申报的项目喜获立项。其中重

点项目 2项，一般项目 10项，青年项目 2项，立项数量较 2015年增加 4 项，增

幅 40%，在广东省实行限额申报导致申报数量降低的情况下，我校立项数保持了

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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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07 日，团队成员李佳源博士在第五届中国社会管理创新论坛

上被聘为广东省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李佳源博士受聘广东省社会组织中心兼职研究员（左起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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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李佳源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李碧，统计局科技计划项目《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模糊综合评价》，结项 

吴艳，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培养项目，结项 

刘丽虹： 

1、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广州市青少年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动态监测

及其干预研究，经费 5万元； 

2、广州市越秀区地税局横向课题：广州市越秀区地税局 EAP 服务及其效果评估

研究，经费 19 万元。 

张信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质量工程项目精品资源共享课“心理咨询技术”

立项，2016-2018 

 

已发表论文 

 

1. 张信勇、陈泽绮. 人格特质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述情障碍的中介作用. 

晋中学刊，2016，33（2）：73-76 

2. 张信勇、陈泽绮、郭伟杰. 非理性拖延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关系：压力的

中介作用.校园心理，2016,14（3）：183-185 

3. Wu,  Y.,  Liang,  Q.,  &  Li,  B.  (2016).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  Regulatory  Efficacy  Scale  (SCERES).  SAGE  Open,  1‐5. 

doi:10.1177/2158244016664771 

4. 李碧, 翟惠珍. 大学生微信使用量表的编制 [J].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16, 
25(1): 110-112. 
 

 

已投稿论文 

He, J., Wu, Y.（共同第一作者，通讯作者）, Hu, B., & Fan, X. (under review). Do Income Inequality and 

Attitude Towards  Income Equalit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cy and Math Ability  for 

Chinese Children Aged 8 to 11 Yea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Hu,  B.,  Fan,  X., Wu,  Y.（通讯作者）, &  Yang, N.  (under  review).  Are  Structural Quality  Indicators 

Associated with Preschool Process Quality in China? An Exploration of Threshold Effects.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Wu, Y., He, J., Hu, B., & Fan, X. (under review). Does income inequality affect children's self‐regulation 

in China? A longitudinal stud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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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1 

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会议纪要    

 

  

 

“

““

“面向公共安全的

面向公共安全的面向公共安全的

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

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心理研究

社会心理研究”

””

”科研创新团队

科研创新团队科研创新团队

科研创新团队 

  

 

——————————————————————————————————————

————————————————————————————————————————————————————————————————————————————

—————————————————————————————————————— 

  

 

会议时间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

会议时间：2016 年 3月 18 日上午 12:00-16:20 

会议地点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

会议地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校区应用心理学系办公室 

参加人员

参加人员参加人员

参加人员：王达梅、李佳源、陈新葵、何立、刘丽虹、张信勇、吴艳、李碧 

会议议题

会议议题会议议题

会议议题：团队成员自我学术介绍、团队制度建设讨论等 

纪要内容

纪要内容纪要内容

纪要内容： 

    团队成员分别就自身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和交流，大致整理如下： 

王达梅 

    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横向援助、社会服务、留守儿童等方面。目前的研究兴趣

主要集中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方面。 

 

李佳源 

    目前研究兴趣集中在政府行为影响民意等方面，关注政府腐败、政府作假等。 

 

陈新葵 

    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义符表征方面。目前的关注点集中在儿童情绪研究、儿童心理健康

维护。 

 

刘丽虹 

    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语词遮蔽效应、动机的自我决定理论等方面；目前关注志愿者服务

心理,弱势群体(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心理,社会资本等问题。 

 

何立 

    目前主要关注心理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可为大家提供企业调研、实验被试等方面的

合作。 

 

张信勇 

    懂得“书写表达”的临床试验干预范式，掌握了基于语词计数的文本分析工具（LIWC）。

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转型期青少年和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及其干

预。 

 

李碧 

    研究领域集中在进化算法、数字图像处理、社会计算。社会计算是一门现代计算技术与

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国内有学者将其的定义为：即面向社会活动、社会过程、社会结

构、社会组织和社会功能的计算理论和方法。主要应用于：舆情分析、基于内容的人际关系

挖掘、微博应用等。 

 

吴艳 

    已有成果集中在研究方法、学习倦怠、微博微信等方面。现在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1，

微博微信相关；2，信任、安全感等；3，认知情绪调节、学习倦怠。寻求合作。更具体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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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2 

见 PPT。 

 

    本次也讨论了团队制度建设的有关事宜。在本次讨论中，团队就论文、项目等方面达成

初步共识，但细节尚需进一步完善。一个总原则是:需提前约定好制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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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1 

活动纪要活动纪要活动纪要活动纪要    

 

  

 

“

““

“社会心理研究

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心理研究

社会心理研究”

””

”科研创新团队

科研创新团队科研创新团队

科研创新团队 

  

 

——————————————————————————————————————

————————————————————————————————————————————————————————————————————————————

—————————————————————————————————————— 

  

 

会议时间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

会议时间：2016 年 5月 6日星期五 下午 14:30-16:30 

会议地点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

会议地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六教 B415 

参加人员

参加人员参加人员

参加人员：阳爱民副校长、科研处成员、优秀结项科研创新团队带头人代表易行健和赵晨教

授、2016 年度立项科研创新团队依托单位分管科研负责人、带头人及骨干成员、本团队全

体成员及领导（刘丽虹、李碧、毛国民、张信勇、陈新葵、李佳源、吴艳） 

会议议题

会议议题会议议题

会议议题：2016 年校级团队签约仪式 

纪要内容

纪要内容纪要内容

纪要内容： 

    活动初始，由我校副校长阳爱民致辞，并分别与 8 个科研创新立项团队的 10 位带头人

签订合同。科研处处长陈彦辉主持该仪式。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团队全体成员参加

了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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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2 

 

     

    阳爱民在讲话中表示，科研创新团队的建设是学校在培育重大课题和精品力作的一项重

要举措。与 2011 年度、2012 年度科研创新团队相比，2016 年度科研创新团队具有“更加注

重团队建设与学校整体发展目标的契合、更加注重团队的过程管理、团队考核指标更加多样

化”三大特点，进一步整合了我校研究力量。团队经材料审查、专家评审，学校学术委员会

审议，校长办公会审批，拟立项公示等环节立项，组织过程严谨，专家会议评审过程中各申

报团队全程参与，评审过程开放透明，达到了预期效果。同时，阳爱民对各科研团队及相关

单位和科研处提出了四点期望：团队带头人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到团队建设中;

骨干成员及参与人员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团队建设;各团队承担单位要切实做好

团队建设保障工作;科研处要严格按照团队管理办法对团队进行服务、管理和指导，力争通

过团队建设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培养和带动青年学术骨干，推动我校在科研创新领域再上

新台阶，实现学校科研工作新跨越。 

    易行健和赵晨分别就科研创新团队的建设经验和体会作了简要介绍。易行健从团队组织

管理、学术研讨交流、财务保障及管理、团队合作等方面分享了团队建设经验。赵晨从胸怀、

责任、规划、方法四个关键词出发，分享交流了他带领团队的体会。这些优秀团队有一个共

同点：注重结果管理，重点激励。 

    此外，2016 年度立项科研创新团队带头人代表韩景泉和朱文忠分别就各自团队的基本

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对团队后续建设的思考进行了分析。各团队带头人还就如何建设好科研

创新团队进行了自由交流，陈彦辉详细解答了各科研创新团队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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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1 

活动纪要活动纪要活动纪要活动纪要    

 

  

 

“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

————————————————————————————————————————————————————————————————————————————

—————————————————————————————————————— 

  

 

活动时间活动时间活动时间活动时间：2016 年 6月 27 日上午 09:00-11:30，下午 14:00-17:00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北校区六教 B412 

参加人员参加人员参加人员参加人员：元分析主讲嘉宾（澳门大学博士何金波、蔡志慧），“面向公共安全

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负责人及团队成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南师

范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部分师生 

活动主题活动主题活动主题活动主题：“元分析工作坊” 

活动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内容：：：：    

    

举办举办举办举办““““元分析元分析元分析元分析””””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workshop)(workshop)(workshop)(workshop)    

 

  

 

2016 年 06 月 27 日，由“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创新团队举办的

“元分析（meta analysis）工作坊”在北校区六教 B412 成功举办。本次活动邀

请到了澳门大学博士蔡志慧、何金波作为主讲嘉宾，他们结合自身的元分析使用

经验，从原理和实际软件应用两个方面进行了讲授。为期一天的活动紧凑而充实，

受到了参加老师们的欢迎和好评，使他们对元分析方法有了直观而全面的认识，

并且学会了基本的应用操作。 

上午 09:00 活动正式开始，首先“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创新团队

负责人吴艳老师进行了致辞。她首先感谢主讲嘉宾的到来，简要介绍了两位嘉宾

的研究方向和“元分析”方法近年来的发展与应用情况，并向与会老师讲述了当

天的活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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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随后，主讲嘉宾正式开始讲授。整个培训分为上午和下午两部分，上午由蔡

志慧博士讲授元分析的发展概况和基础原理。蔡博士从“什么是元分析”和“为

什么要使用元分析”开始了讲述，介绍了元分析的发展历程、应用情况和基本的

统计原理。“元分析”技术由一些特定的定量统计学方法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概

念是“效果量”(effect size, ES)。通过计算，ES 能将不同测试变量标准化(a 

standard score or index)，可用于指标间和研究间的比较。与“统计学的显著

性差异”(statistical significance)不同，ES衡量的是实验效果的真实大小，

更能反映实际差异。元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克服传统文献综述中的一些问题(如选

择性综述)，更客观和有效地综合和评价研究结果。因此，元分析技术被形象地

称为“对分析的分析”，在当前社会科学和医学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在上午的讲授过程中，参加培训的老师们也就自己的疑问与主讲嘉宾进行了

热烈的讨论。经过上午的学习，大家对“元分析”的基础原理有了较好的理解和

掌握。 

  

下午的培训讲授了元分析技术的实际操作。何金波博士以实际的研究主题为

例，从“如何选题”着手，逐步教会大家建立 Coding 表格、进行实际 Coding、

对 Coding 数据在 CMA软件中进行效应分析与调节分析以及对分析结果的解读和

文章呈现等。何金波博士将所有的操作步骤演示了两遍，并在演示完毕后让大家

在电脑上进行实际的操作练习，对于操作中遇到的问题现场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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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通过一整天的活动，参加培训的老师们既学会了元分析技术的基础原理，也

掌握了元分析的主要操作方法，相信这能够为他们今后的研究工作带来帮助。本

次“元分析”工作坊在老师们热烈的掌声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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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1 

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会议纪要    

 

  

 

““““面向公共安全的面向公共安全的面向公共安全的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科研创新团队科研创新团队科研创新团队    

——————————————————————————————————————

————————————————————————————————————————————————————————————————————————————

——————————————————————————————————————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2016 年 6月 3 日上午 09:00-11:30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北校区行政楼第三会议室 

参加人员参加人员参加人员参加人员：特邀专家（倪星、卢晓中、温忠麟、袁克海、蒋盛益），科研处副处

长陈平，科研处科长赵德强，彭未名院长，邵兵副书记，吴艳，李碧，刘丽虹，

张信勇，陈新葵，李佳源 

会议议题会议议题会议议题会议议题：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创新团队开题研讨会 

 

 

纪要内容

纪要内容纪要内容

纪要内容： 

面向公共安全的

面向公共安全的面向公共安全的

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创新团队开题研讨会顺利举行

社会心理研究创新团队开题研讨会顺利举行社会心理研究创新团队开题研讨会顺利举行

社会心理研究创新团队开题研讨会顺利举行 

  

 

 

  

 

    2016 年 06 月 03 日上午，以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为依托单位的“面向公共

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校级创新团队开题研讨会在我校北校区行政楼第三会议室

召开。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创新团队（以下简称“社会心理创新团队”）

于 2016 年 5 月份正式签约成立。会议由政管学院院长彭未名教授主持，由团队

负责人吴艳博士作开题报告。会议特邀了中山大学倪星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卢晓

中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温忠麟教授、美国圣母大学袁克海教授和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蒋盛益教授等各领域知名专家对团队的开题报告进行指导。出席此次开题报告

研讨会的还有科研处副处长陈平，科研处科长赵德强，政管学院邵兵副书记以及

创新团队的全体成员。 

 会议初始，彭未名院长对指导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科研处陈平副处长

致辞感谢与会专家的莅临，同时简要介绍了我校科研创新团队项目发展的有关情

况并提出创新团队应定期组织研讨，加强团队建设和协同合作等要求。随后，社

会心理创新团队负责人吴艳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各课题进度、研究目标、努

力方向和团队建设等方面做了清晰而详尽的开题报告。该团队研究的课题聚焦于

公共安全领域内的“社会感知研究”、“社会情绪研究”和“社会适应与心理健

康研究”等三个方面。团队成员将充分发挥公共管理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

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优势，将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结合，进行公共安全领域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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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理规律及其干预机制的创新研究。 

 

 在听完吴艳的开题汇报后，五位特邀专家一一发表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各

位专家总体上赞同团队研究选题的现实意义和增长潜力，肯定了项目的总体方向

规划和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专家们务实地结合自身经验提出了一些项目规

划和执行建议，归纳如下：一是合理安排各子课题研究的阶段性和持续性，从长

远规划的角度加强各子课题间的内在关联性；二是合理确定项目的结项目标，使

目标既具有挑战性和激励性，同时也要合理确定对研究成果的期望，避免带来过

大的压力；三是加强研究团队的各项机制建设，发挥好协同合作效应；四是研究

思路和视角可以适当拓宽，比如可以考虑关注公共事件和舆论媒体方面的研究，

在研究中既要重视定量方法的运用，同时也要注重结合质性研究方法；五是在大

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我校计算机数据挖掘技术提升研究水平，等等。在

听取了专家的逐一发言后，团队成员就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向各位专家提问，相互

间进行了积极的交流和探讨。 

 

 

会议最后，陈平副处长在总结发言中希望创新团队做好研究规划，聚焦研究

课题，优化团队成员间的沟通机制与合作机制，鼓励团队成员认真吸取专家的建

议，勤于付出。彭未名院长及团队负责人吴艳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宝贵意见，表

示会认真听取与思考专家的建议意见，改善不足之处，在今后项目执行中努力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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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争取实现更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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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陈新葵参加第 31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 

       

2016 年 7 月 24 至 29 日，社会心理研究团队成员陈新葵副教授参加了心理学的国际顶级权威盛会——

第 31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并在会上口头汇报了与哈佛大学儿童心理学实验室共同完成的研究论文《How 

children in China conceive of good and ba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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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和谐下的多样性：来自心理学的视角，大会共 7,897 人参加，有来自全世界 92 个

国家的展示者 6,366 人，其中中国代表占 11%，但在会议上口头陈述的仅有 92 篇署名来自中国的研究论文。

因此，有幸能够被大会委员认可进行口头陈述，是肯定也是荣誉。大会全程以英语进行交流，本研究创新

性地采用了投射的方法对儿童的情绪发展进行研究，因此，陈述在会场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会后，几位与

会者还热情过来表示祝贺并表达合作研究的意愿，之后大家开心留影纪念。整个国际心理学大会四年一届，

下一届国际心理学大会（ICP2020）将在捷克共和国的布拉格召开。 

 

 总地来看，本次会议收获颇丰，一方面是接触到了国际最顶尖的心理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看到了

文化的多样性对研究结果的不同影响，以及心理学开始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服务社会的大趋势。这进一步坚

定了我今后的科研及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向。谢谢学校的资助和学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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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研究团队邀请社会心理研究团队邀请社会心理研究团队邀请社会心理研究团队邀请时勘教授谈时勘教授谈时勘教授谈时勘教授谈“OEAP”“OEAP”“OEAP”“OEAP”    

 

10 月 25 日下午 15：30，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勘应邀为我校师生带来

题为《组织与员工促进计划(OEAP)的现状与未来》的学术讲座，给在

场师生讲解了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员工援助计划。讲座在南校教学楼

E305 举行，团队成员刘丽虹、杨安、张信勇与时勘教授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 

 

全体师生认真听讲座 

讲座上，时勘教授展示了一些研究数据。在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发

现在现代社会里，越来越多的员工频繁地产生心理和情绪问题。心理

紧张、烦躁、焦虑、挫折感、痛苦、自责、丧失信心、忧郁已成为新

生代职业群体的心理通病。青年员工的心理危机不仅给本人带来了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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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和伤害，也会给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造成障碍，严重时还会给社会

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在时教授的引导下，在场的师生对“员工援助

计划”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思索。 

时教授指出，健康是一种在躯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美状态，

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同时他还强调了健康是考察和谐

社会建设质量务必关注的核心问题，继而引出了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

出现的“组织健康”的新概念——注重内部发展能力的提升，有效、

充分地应对环境变化，合理地变革与和谐发展。 

 

时教授讲得十分投入 

接着，时教授开始阐述健康型组织建设。首先他引用了马克思和习主

席的话以及一些研究，提出了人本管理的心理学依据，同时给在座的

师生看了一小段视频并向他们提问，加深了师生们对于人本主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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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理解。在这个部分中，时教授主要提到了“抗逆力”这个名词，

所谓抗逆力，就是指个人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以及其它

生活重大压力的良好适应，也就是个人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

能力”。所以，处于现代社会中，拥有强大的抗逆力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时教授讲述了 EAP 员工援助计划的历史沿革、服务内容、

效果预期、职业资格、教程开发和操作流程，并对现场师生提出来的

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认真地解答，为未来可能从事该方面工作的学生

指点迷津，也让在场的老师受益匪浅。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现场问答环节 

 

 

活动名称：广外云山讲座教授时勘教授讲座《组织与员工促进计划(OEAP)的现状与未来》 

团队参加人员：刘丽虹、杨安、张信勇 

时间：10月 25日 15:30 

地点：南 E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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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名师为科研工作把脉邀请名师为科研工作把脉邀请名师为科研工作把脉邀请名师为科研工作把脉 

 

3月 8日上午，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团队邀请心理学名师时勘教授在学院会议室 426为团队科研

工作进行指导和交流，我院副院长付桂芳、毛国民，团队成员，办公室人员及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交流会，

学院党委书记高云坚主持会议。 

高云坚书记首先向时教授简要介绍了我院教育教学、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国际交流和社会服务的情

况，对时教授应邀出席今天的研讨会表示感谢。团队成员向时勘教授详细介绍各自科研情况和目前研究方

向。听完大家的汇报，时勘教授进行了“一对一”的指导，对每个成员的研究方向提出详细针对性的指导意

见。随后时勘教授就心理学的调查研究方法进行详细介绍。如何做好科学研究，时勘教授指出，学院各系

各专业之间要打通学科间的壁垒,加强学科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交流。还要通过高层次纵向项目的引导和有

效的横向项目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会议现场

会议现场会议现场

会议现场 

整场交流会内容翔实，案例生动，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与会师生深感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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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时勘教授向我院赠送其三本著作《心理健康教育》《灾难心理学》《员工援助师》。 

 

合影留念

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合影留念 

时勘教授简介

时勘教授简介时勘教授简介

时勘教授简介：

：：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社会与组织行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

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兼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目前，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社会心理学调研中心和国家员工援助计划（EAP）发展中心主任。时勘教授是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国家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职业资格鉴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学科评议专家组成员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咨询团专家，中国心

理干预协会副理事长。他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和国家教育部等多项国家级研究

项目。已正式发表学术论文 330余篇、专著 20余部，获得多项国家部委级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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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第一轮第一轮第一轮 2017 年度高层次项目指导工作研讨会年度高层次项目指导工作研讨会年度高层次项目指导工作研讨会年度高层次项目指导工作研讨会 

 

10月 26日上午，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团队在南校区院系楼 426会议室举行第一轮 2017年高层

次项目指导工作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社会与组织行为研

究中心主任时勘教授作为指导专家，其多年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在管理学和社会学课题申报

上有着丰富经验。政管学院副院长毛国民主持会议。 

 

时勘教授介绍申报应注意问题

时勘教授介绍申报应注意问题时勘教授介绍申报应注意问题

时勘教授介绍申报应注意问题 

时勘教授介绍项目申报最新政策、如何解读和分析课题指南、最新国内外研究热点、课题评审要点、申报

书撰写各部分注意问题。并对申报人员进行了一对一指导，重点指导申报课题的价值、题目构思、如何破

题及可行性等、行文逻辑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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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汇报课题构思

申报人汇报课题构思申报人汇报课题构思

申报人汇报课题构思 

参加此次会议的团队成员有：陈新葵、刘丽虹、杨安、张信勇、李碧。 

 

进行一对一指导

进行一对一指导进行一对一指导

进行一对一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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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潜在类别分析讲座

2016 年 9 月 29 日，社会心理研究团队举办潜在类别分析 （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讲座。团队成员和商学院老师参加了这次讲座。

LCA 是现代结构方程模型中以人为中心方法的重要模型之一，其适用目的

为，根据一系列特征对所研究现象或人群进行分类。与其他对人群进行分类的方

法相比，潜在类别分析考虑同一个体属于不同分类的不确定性，并采用多个竞争

模型相互比较，结合理论意义对潜在类别进行区分，最终实现对人群或现象进行

分类的目的。

本次讨论组所涉及内容包括 LCA 概述，LCA 范例，LCA 的具体 mplus 程序实

现，以及其他可能的 LCA 模型扩展。来自心理学和商学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参与

了本次讨论，并就 LCA 的实际应用广泛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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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会议纪要    

 

  

 

“

““

“面向公共安全的

面向公共安全的面向公共安全的

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

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心理研究

社会心理研究”

””

”科研创新团队

科研创新团队科研创新团队

科研创新团队 

  

 

——————————————————————————————————————

————————————————————————————————————————————————————————————————————————————

—————————————————————————————————————— 

  

 

会议时间

会议时间会议时间

会议时间：2016 年 5月 6日上午 09:00-11:30 

会议地点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

会议地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会议室 

参加人员

参加人员参加人员

参加人员：刘丽虹、李碧、毛国民、张信勇、陈新葵、李佳源、吴艳 

会议议题

会议议题会议议题

会议议题：“团队制度建设、团队活动安排”的讨论 

纪要内容

纪要内容纪要内容

纪要内容： 

    本次会议建立了具体的团队运行制度，并对这个学期的团队活动进行了初步安排和计

划。 

一、在过程管理上，确定了以下原则： 

(一) 创新团队须在获批准后 2 个月内进行开题报告;在立项 1 年时上报年度工作检查表;在

建设周期时间过半时进行中期考核;建设周期结束后进行终期评估,接受学校考核。 

(二) 创新团队须根据学校要求和团队实际,制订本团队管理细则,并报科研处备案。 

(三) 创新团队每年至少组织 1 次本领域公开的、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须有团队以外学者参

与、主题明确、对外发布会议公告)、每月至少组织 1 次本团队的学术讨论会。大型学术活

动、重要的学术研讨和研究总结等活动应邀请分管校领导或科研处人员参加。 

(四) 创新团队须建立工作简报、成果简报制度和学术研讨会议纪要制度。工作简报主要报

告本创新团队学术活动情况、项目进展情况以及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等,一个学期编

辑两期。成果简报主要报告项目阶段性成果摘要、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研究咨询报告摘要、

主要论文和专著摘要等,一事一报。学术研讨会议纪要主要记录创新团队每月组织的学术讨

论会议的主要内容。所有材料需上传电子版到科研处的创新团队管理信息系统。 

(五) 创新团队在资助周期内每年至少提交国家级重大项目选题1项,3年内至少申报国家级

重大项目 2次,3 年内至少申报国家级、省级科研奖 1次。 

 

二、在结果管理上，将重点突破以下方面： 

(一)积极申报创新团队项目、重大项目、科研奖 

(二)积极申报各级纵向项目（国家级 3项，省部级 6项） 

(三)一类论文 4篇 

(四)每位成员至少 2篇二类以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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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一署名的研究成果被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或教育部《高校智库》采纳,或入选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息简报》、国务院办公厅《要点摘编》等。 

(六)被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机关采纳或省部级及以上领导批示并采纳的第一署名咨询报告

3 篇。 

(七)人才计划项目 

(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平台。 

(九)发明专利 

(十)高层次海外合作学术研究平台,有实际运行,并经校学术委员会认定 

(十一)高层次产学研服务平台,并有实际运行,并经校学术委员会认定（签订协议、合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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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虹参加民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2016年 10月 20－21日，社会心理研究团队成员刘丽虹教授参加了中国心

理学会民族心理专业委员会年会。作为专委会成员，与各位专家探讨了接下民族

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今后两年研究工作的重点和方向，结合当前国内和国际形势开

展一些有助于国家应对和处理民族问题的研究课题，让研究为社会管理服务，真

正发挥学术研究的国家智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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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研究团队社会心理研究团队社会心理研究团队社会心理研究团队考察广州白云心理医院考察广州白云心理医院考察广州白云心理医院考察广州白云心理医院 

 

2016年 6月 21日，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团队成员刘丽虹教授、张信勇副教授、

陈新葵副教授一行，前往广州白云心理医院考察，商谈科研合作、社会服务等事宜，本次考

察受到了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执行院长杨瑞东的热情接待。 

 

 

 

 

 

 

 

 

 

首先，杨院长在会议室详细介绍了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的主要工作。他谈到，广州白云心

理医院的主要工作包括三部分：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治疗、戒毒康复治疗、培训与社会服务。

杨院长重点谈了医院在戒毒康复治疗、精神疾病的心理治疗两方面的工作成效。针对上述内

容，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希望在以后共同合作开展“吸毒人员的心理矫治”等课题研究。 

接着，杨院长陈述了毒品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并详细介绍了该院在戒毒康复治疗的

主要做法。复吸毒是多因素综合所致。所以，单纯急性脱瘾治疗是完全不够的。在成瘾者完

成急性脱瘾之后，如果再接受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彻底消除精神依赖，可以为减少复吸打

下良好的基础。有资料表明，经过正规的康复治疗，可以使急性脱瘾的成功率上升到 50～

60％，而未经康复治疗的急性脱瘾者，成功率不到 10％。康复治疗有 3个阶段：1．康复前

阶段：时间为 1个月，此阶段主要是接受脱瘾治疗，消除残余的躯体依赖性，为进入下一阶

段打下基础。2．康复阶段：时间 6个月。在此阶段内，同时参加各种不同的兴趣活动来丰

富精神生活。帮助他们揭露自己，坦诚待人，促进人格的矫正。3．重返社会阶段：时间为

3个月。此阶段主要是接受职业的训练。接受重返社会的教育。可讨论重返社会后可能发生

的各种问题以及处理办法，接受拒绝毒品的训练，学会应付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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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信勇一行在杨院长的引导下，参观了该院的心理治疗门诊、心理治疗病区、戒

毒康复病区等主要区域，并介绍了该院在心理治疗、戒毒治疗中的一些做法和取得的成绩。

团队成员们感觉此行收获很大，对将来的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都有所启发。 

 

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简介： 

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始创于 2000年 9月 18日，是由共青团广州市委负责组建，经广东省

卫生厅批准成立的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现代化精神心理专科医院。也是

华南第一家专科心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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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纪要活动纪要活动纪要活动纪要    

 

  

 

“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

————————————————————————————————————————————————————————————————————————————

—————————————————————————————————————— 

  

 

活动时间活动时间活动时间活动时间：2017 年 4月 10 日下午 14:00-17:00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南校区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426 室 

参加人员参加人员参加人员参加人员：时勘教授，吴艳，张信勇，杨安 

活动主题活动主题活动主题活动主题：时勘教授与创新团队交流团队建设、学术研究与项目申报经验 

活动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内容：：：： 

2017 年 04 月 10 日下午 2:00-4:30，中国人民大学时勘教授来到我院，与“面

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进行了学术交流活动。 

 

时勘教授在到来之前与创新团队的成员进行过交流，对创新团队的发展和研

究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本次到访，主要进行以下方面的交流和探讨： 

一、有关团队建设。创新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于广外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心理系和公共管理系的老师，同时也包含我校其他学院的老师。各个成员的研究

领域和方向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针对这种团队成员的的差异性，时勘教授鼓励大

家：这既是挑战，但也是研究的优势。需要有好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在团队

负责人的带领下将团队成员凝聚在一起，发挥大家的研究所长，整合资源，提高

研究的效率，扩大研究成果，创造出团队的研究特色。 

二、学术研究分享。时勘教授向创新团队成员分享了他的一项研究，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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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题为“广州地区社会融合促进模式”。在这一研究主题下，共包含了 3项研究子

课题。研究一是广州地区社会融合与排斥的现状调查。该研究通过实际调查，从

经济、生活、心理三个角度探讨了外地人与本地人的社会融合现状；研究二是社

会排斥对外来人口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研究。该研究的分析结果显示，自我效

能感在社会排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而社会支持在

社会排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研究三是广州地区 

社会支持策略的管理实践及有效性验证。该研究根据社会支持策略，制定出“社

会融合行动计划”，通过前后对比测量来验证该行动计划对于被试社会距离和生

活满意度的实际影响。通过跟踪测量发现，该行动计划能够拉近社区居民的社会

距离，提高其生活满意度水平。 

    该项“社会融合促进模式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能够提升社会

管理实践水平。但同时，该项研究的困难点在于追踪调查数据的获取存在一定的

难度，需要社区居民的良好信任与配合才能完成跟踪数据的获取。时勘教授详细

介绍了该研究课题，目前该课题尚存在一定的研究不足，比如有效样本量为 174，

样本数偏小，等等。时勘教授建议创新团队，能否将该项“社会融合促进模式研

究”与本团队的研究进行结合，或作为一个子课题纳入到团队的研究内容中来。

讨论后，时勘教授和创新团队建议杨安老师将“社会融合促进模式研究”作为下

次项目申报的方向进行课题申报，优化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既要有借鉴，更要

有创新，进行全新意义的研究。   

三、项目申报经验的分享。时勘教授依据创新团队的情况，结合自己项目申

报的经验，建议团队成员积极进行项目申报。同时，时教授在后续项目中可能需

要编写专著，将会考虑与创新团队的成员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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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通过此次与时勘教授的交流，团队成员在团队建设、学术研究和项目

申报方面得到了指点，加深了认识，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工作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在今后的工作中，创新团队也会与时勘教授保持联系，继续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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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纪要学术讲座纪要学术讲座纪要学术讲座纪要    
 

  

 

 

  

 

“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

————————————————————————————————————————————————————————————————————————————

—————————————————————————————————————— 

  

 

讲座时间讲座时间讲座时间讲座时间：2017 年 4月 14 日上午 09:30-11:30 

讲座地点讲座地点讲座地点讲座地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统战部会议室 

参加人员参加人员参加人员参加人员：吴艳、张信勇、刘丽虹、李碧、杨安、涂斌等 30 位老师... 

主讲人主讲人主讲人主讲人：华南师范大学 温忠麒教授 

讲座主题讲座主题讲座主题讲座主题：实证研究中的因果推理与分析 

  

 

2017 年 04 月 14 日上午，“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邀请到华南师范大学温忠麟教授来校，为创新团队成员及我校的部分教师和研究

生就“因果推理与分析”这一主题举办了一场学术讲座。 

 

温忠麟教授长期从事实证分析领域的统计方法研究，学术造诣深厚。作为国

内权威心理学期刊的审稿人，温教授长期关注实证分析方法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

领域的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因果推理和分析”存在一些长期的争论问题。

温教授的讲座从 3个争论问题进行切入： 

1，实验中不能操作的变量能否作为原因；2，非实验研究能否检验因果关系，

如何检验；3，因果分析是否一定要使用追踪数据。 

为了回答这三个争论问题，温教授首先分析了因果关系成立的三个要件，即

时空毗连，先因后果的逻辑要求以及必然联系。因果关系的成立要件，在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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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其操作化的要求是不尽相同的。温教授针对社会科学领域

中因果关系成立的可操作化要件，讲述了密尔逻辑因果推理方法、变量的共变与

控制、推论因果关系的三个准则、中介模型与追踪设计等等内容，从理论和实际

应用两个方面来逐一论证和回答了开篇提出的争论问题。 

在讲座的最后，温教授总结了对争论问题的讨论结果。第一，实验中不能操

作的变量可以是原因；第二，非实验研究也可以验证因果关系；第三，根据研究

需要来具体确定是否使用追踪数据。 

 

 

温教授的讲座说理充分，比喻生动，给在场的老师和研究生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也让大家受益匪浅。在今后的实证分析应用中，如何来理解和推论因果关

系，在期刊投稿过程中如何向审稿人说明自己所推论的因果关系是成立的，温教

授的讲座内容很好地解决了这些疑问，对大家今后的实证分析研究带来很好的帮

助和启发。在讲座的最后，老师们纷纷向温教授提问，讨论自己研究过程中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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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问。温教授也向大家推荐了有关实证分析的专著，供大家在研究中去学习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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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纪要活动纪要活动纪要活动纪要---- RRRR 编程工作坊编程工作坊编程工作坊编程工作坊

“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

——————————————————————————————————

活动时间活动时间活动时间活动时间：：：：2017年 12月 16、17日上午 09:00-11:00，下午 14:00-16:00

讲座地点讲座地点讲座地点讲座地点：：：：南校区 B栋 208、B栋 108

参加人员参加人员参加人员参加人员：：：：主讲嘉宾孙祺章博士（埃因霍温工业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面向公共

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队部分教师及团队成员，华南师范大学学者等

活动主题活动主题活动主题活动主题：：：：“R编程工作坊”

活动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内容活动内容：：：：

R编程工作坊

2017年 12月 16至 17日，由“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研究”科研创新团

队举办的“R编程工作坊”在南校区 B栋 208及 108成功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

了荷兰埃因霍温工业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孙祺章博士作主讲嘉宾，由团队负责人吴

艳、心理学教授刘丽虹主持，团队成员杨安博士、王俊静博士等均有出席。

本课程从 R编程基本思想以及实际操作两个方面，具体介绍了 R-studio软件

以及各种编程命令的使用，并通过多次实战练习帮助学员熟练使用 R-studio软

件。

课程伊始，孙祺章博士从“什么是 R”和“为什么要使用 R”开始了讲述，

介绍了 R编程的基本概念和方法。R是现今最流行的编程语言和环境之一，在当

今统计学，数据分析，市场研究等领域中均有广泛应用，主要用于数据的提取，

整理，分析，视觉化和呈现。同时，由于 R是一种真正的编程语言，并且相较于

其他语言非常简单易学，所以也是非常好的编程入门语言。

经过周六上午的详细介绍，下午孙博士主要讲解 R的数据类型和基本功能，

使学生对 R-studio界面基本操作以及不同情况下的使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子

们在课上积极提问，认真听讲。讲师孙祺章也注重与学生的互动，耐心回答学生

的提问。课程间隙，团队成员和孙祺章博士也就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进行

了相互交流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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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第二天，孙博士则聚焦于教授大家如何用 R进行其他非编程统计软件

（如 SPSS和 Excel）不能执行的快速批量数据整理以及统计分析。其间穿插了许

多条件语句、循环语句等练习。最后，本次“R编程工作坊”在在座师生的热烈

掌声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通过两日的面授课程，参与“R编程工作坊”学习的团队成员和学子们不仅

了解了 R的基本操作与功用，而且掌握了重要的 R编程思想以及如何使用 R进

行数据分析。相信本次课程，能给团队成员的个人技能带来提高，为团队未来的

研究工作带来更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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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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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团队团队团队成员参加成员参加成员参加成员参加“第九届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教学工作研讨会第九届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教学工作研讨会第九届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教学工作研讨会第九届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教学工作研讨会” 

 

11月 25 日至 26 日，由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教学联盟主办，

惠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承办，博罗县益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协办的第

九届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教学工作研讨会在我校隆重举行，来自广

东省 13所地方高校的心理学教学工作者、心理学教学服务机构代表

共 50多人出席了此次研讨会。我校我校我校我校““““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面向公共安全的社会心理””””科科科科

研创新团队成员张信勇出席该研讨会研创新团队成员张信勇出席该研讨会研创新团队成员张信勇出席该研讨会研创新团队成员张信勇出席该研讨会。。。。 

惠州学院副校长刘国栋教授出席开幕式，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我

校概况以及惠州的人文自然景观。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学会秘书

长、广州大学邢强教授代表学会向研讨会在惠州学院的成功举办表示

感谢。 

本次盛会围绕着“心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应用”开展了三

场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学术交流结束后，与会嘉宾就心理学与中国传

统文化的结合与应用、心理学实践教学的创新与发展、心理学实验室

的建设与发展等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此次研讨会为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教学工作者搭建了一个心

理学教学和研究的交流平台，在会议中，与会嘉宾们就心理学与文化，

心理学教学工作现状与创新发展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度讨论，不仅促

进了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教学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对于我校

心理学教研工作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117



 

 

 

 

 
 

活动名称：“第九届广东省地方高校心理学教学工作研讨会” 

团队参加人员：张信勇 

时间：11月 25-26 

地点：惠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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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参加《共享经济背景下信管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创新》

2016年 11月 25-27日，团队成员李碧参加了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管理科学与

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CNAIS）和清华大学出

版社主办，厦门大学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共同承办的“第五届高等学校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共享经济背景下信管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创新。来自全国

上百所高校的 300多名代表出席了论坛。此次论坛分别就大数据、设计思维、区

块链、课程建设等主题进行了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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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艳澳门大学讲座—《广义可加模型及其应用》

2016年 11月 23日，团队负责人吴艳在澳门大学举行讲座—《广义可加模

型及其应用》。澳门大学的师生聆听了这次讲座。

广义可加模型是统计领域的最新进展。它可以应用在如生态学、教育学、心

理学、医学等领域。这种模型无需假设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

更适合数据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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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队概况 

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科研创新团队，依托单位新闻与传播学院，团队带头

人为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侯迎忠教授，团队成员均为新闻与传播

学院骨干教师：刘超教授、朱颖教授、罗坤瑾教授、杨凯副教授、唐佳梅副教授、

全燕副教授、姜熙博士。团队研究方向及主要研究内容在以下两个方面：  

城市形象国际传播模式及策略研究。在对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的基本理念与模

式进行理论探讨与基础研究的前提下，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

的城市国际形象推广策略及国际影响力提升策略，特别是“一带一路”的战略需

求，对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的路径与策略进行深入探讨。 

城市形象国际品牌影响力研究与评价。致力于城市品牌国际影响力评价指标

体系建构，围绕城市形象国际传播效果评价，以及城市品牌国际影响力评价指标

体系建构，城市形象及品牌国际影响力排行榜发布等方面进行应用研究。 

团队研究目标在于着重解决以下主要问题：一是从城市社会经济、历史文化

综合发展的角度，对城市形象国际传播与国际品牌塑造及国际影响力评价方面进

行全方位的考量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建构城市品牌国际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二

是立足本地，拟定提升城市国际形象的传播模式、策略以及打造城市品牌国际影

响力的技术路径。 

二、 学术动态 

1、团队立项签约 

    2016年4月28日，根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建设与管理办法

(2016年1月修订)》,经自主申报、单位推荐、形式审查、专家评审、校学术委员

会审议、校长办公会审批、校内公示等程序，学校下发《关于2016年度校级科研

创新团队项目立项的通知》（广外科〔2016〕2号），确定侯迎忠教授负责的“城

市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科研创新团队立项。 

2016 年 5 月 6 日，我校 2016 年度科研创新团队签约仪式在北校区举行。

我校副校长阳爱民分别与 8个科研创新立项团队的 10 位带头人签订合同。 

2、团队顺利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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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上午，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科研创新团队开题研讨会在南校行

政楼 103 会议室召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阳爱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

闻与传播研究所朱鸿军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张国焘研究员、苏州大学凤凰传媒

学院院长陈龙教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宁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商学院杨晓燕教授受邀参加此次开题研讨会，为团队提出建议指导。研讨会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处副处长陈平和新闻学院院长杨魁教授共同主持。 

团队负责人侯迎忠教授就“团队成员分工”、“研究内容及具体方法”、“研究

进度与预期成果”和“建设目标与保障条件”这四个方面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进行

介绍。并就团队概况、主要研究方向、研究现状和研究前景以及长远规划向出席

研讨会的专家们进行了详实地阐述。侯迎忠谈到：“团队以城市形象国际传播模

式及策略研究、城市形象国际品牌影响力评价两大主要方向分工合作开展研究。

融合与借鉴新闻传播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运用内容

分析、话语分析、文本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多语种国际舆情监测分析，对

城市形象国际传播效果进行量化分析与评估，以此构建城市品牌国际影响力评价

指标体系，并进行广泛的评价实践。” 

听取团队负责人侯迎忠的汇报之后，专家学者表示，团队成员有实力有基础，

选这个课题有优势。此外，张宁指出，“在研究方面的逻辑线条还能更加清楚，

要把握好先建设后传播的方向。国际传播不是笼统的概念，传播内容与传播受众

还需进行针对性的分类。”张国焘坦言：“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一带一路’的

大背景下，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迫切的。但在研究过程中，要明确

载体是什么，内容是什么，研究结果也要注重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的结合，理论性

与实践性的结合。” 

另外，陈平从定位的角度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我院创新团队可定位为特色智

库，从国际视野的高度进行跨学科研究，重视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划分。朱鸿

军则从审稿的角度提出了建议，他指出：“这个课题很宏大，要清楚知道城市这

个核心概念是如何定位的，城市形象是如何界定的。在研究过程中可与其他学科

的专家学者进行合作，也可与其他高校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区域优势。” 

听取了来自专家学者的建议之后，团队成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超表示：

将传播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还需要注重研究范式和成果积累，将城市品牌这一

类的课题做出自己的特色，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唐佳梅表示：“从专家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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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众细分、先建设后传播、智库型的定位这几个点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此外，

在团队建设方面，她坦言，团队分工还需要更加细致更加系统化的安排。杨凯也

表示，在人员的组织结构方面的匹配度还需进行调整，从而发挥团队的最大效益。

同时，在传播内容和受众方面的制定还需更加细化。 

最后，阳爱民作总结。他表示：“希望团队负责人按照学校的规定要求，认

真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依托新闻与传播学院，创新服务理念，发挥广外特色。” 

创新团队顺利开题，为团队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团队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团队管理制度和奖励机制 

2016 年 6 月 23 日，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研究创新团队在南校区 249 会议室召

开全体会议。团队成员共同探讨了关系到团队建设和发展的重大议题，包括团队

管理制度和奖励制度。 

会议针对团队运作方案及管理办法的四个组成部分进行了详细讨论。团队总

体研究方向分为两个研究子方向组成攻关小组，每个子方向均由各相关科研领域

的团队成员承担研究任务。管理办法明确了各成员在团队中的具体职责和攻关领

域。团队奖励细则的制定主要参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建设与管理

办法》，由团队经费开支大项、成果奖励细则和特别说明三个部分组成。成员讨

论一致认为团队经费开支大项的分配是基本合理的，但是还需要再进一步细化， 

会议最后明确了一些近期可以争取完成的任务，并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子方向

和个人。 

4、 团队各子方向工作顺利展开 

根据团队研究的总体目标，两个子方向已经着手开始各自领域的研究工作： 

子方向一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的相关研究状况进行梳

理，针对目前我国城市形象国际传播发展现状、策略及模式进行定性分析与典型

案例研究，以国内外典型城市为个案考察其城市形象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历程、运

作机制、实施机构和效能评估机制。 

子方向二在文献调查与中西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现有国际城市品牌影响力

方面的相关研究以及城市形象国际传播效果影响因素进行归纳与提炼，结合现实

案例分析，总结全球知名国际城市品牌影响力塑造与成长的经验与做法，初步建

构城市形象国际传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城市形象国际品牌影响力评价指标

体系，为后续研究与城市品牌影响力评价实践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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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研成果 

1、科研项目申报及立项情况 

（1）项目申报情况 

团队研究骨干朱颖、杨凯、唐佳梅申报了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项目立项情况 

团队研究骨干唐佳梅副教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本土媒体报道国

际新闻的跨文化伦理问题与解决路径研究”于 2016 年 6 月成功获得立项。（项

目编号 16BXW059），本课题尝试从新闻伦理规范维度探讨跨国、跨文化报道的

存在问题与解决之道，为加强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开拓新的路径。与城

市国际形象传播创新研究的结合点在于，重点探讨中国媒体完善全球性议题报道

的跨文化伦理路径：主要路径包括减少伦理争议和提升报道能力的内容路径，培

养报道过程中跨文化敏感性与伦理推理抉择能力的生产路径，以及参与推动全球

新闻伦理跨文化重构以优化国际新闻报道生态的规范路径。通过探讨重点城市新

闻媒体组织及其从业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来探讨构建城市国际形象传播的重要

主体与内容:城市新闻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其在传播城市国际形象本身维度的作

用与方式。 

2、论文发表 

团队研究骨干朱颖教授的论文《互动仪式链视角下政务微信与用户的互动研

究》，发表在《新闻大学》2016 年第 4 期。论文以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

链理论为基础，对政务微信与用户的互动仪式进行研究，建构了新的互动仪式模

型并对互动现状及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现阶段政务微信并未充分发挥主导

权，互动方面仍存在身体在场缺失、焦点设置错位、情感共享不足等问题，对此

文章提出了相应建议。论文对政务微信和用户的互动仪式模型构建具有创新性，

对政务微信问题发现及其对策建议具有指导性。 

    团队研究骨干朱颖教授的论文《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民心理与风险沟通》，

发表在《暨南学报》2016 年第 9期。论文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网民心理嬗变过程

及行为分析，了解受众的选择心理，情绪共振、信息加工和申辩思维过程，并针

对网民心理，提出相应的风险沟通策略。论文提出的网络舆情共振的“自相似

性”、合理开关政治安全阀、建立网络舆论的“大调解体系”具有一定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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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对网民心理分析对于媒体和政府的相关舆论引导和风险沟通公众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团队研究骨干姜熙博士的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加拿大社会科学》2016年第

6期和第8期： 

Jiang, X. (2016). Represent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Collectivist Identity of Young Chinese Employees in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Canadian Social Science,12(6) ,7-14. 

Jiang, X. & Wang, S-Y. (2016). Etudes Comparatives sur la Hiérarchie 

au Travail---le Cas des Chinois et des Japonais,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12(8), 99-107. 

四、学术交流 

 1、2016 年 6 月 26 日下午，团队成员与复旦大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信息

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城市传播研究团队负

责人黄旦教授座谈交流，听取黄旦教授关于团队建设以及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研究

方面的指导与建议。 

2、2016 年 8 月 24 日至 26 日，团队成员侯迎忠教授等参加广东国际战略研

究院举办的 2016 年第一期调查研究报告专题工作坊。工作坊主要议题为如何做

好学术调查研究，如何写出高水平的调查研究报告与学术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经

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我校副校

长阳爱民，各研究机构、学院的专业教师以及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全体人员参

加了此次的工作坊。工作坊由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秘书长李青主持。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赵龙跃围绕国际规则重构问题与参会人员进行了探讨；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周方银就如何撰写调查研究报告作了主题报告。26 日，工作坊的主要议题为通

过阅读名家的经典文献，做文献研讨报告。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程永林、

黄亮雄围绕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做英文文献汇报；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韩永

辉、张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做中文文献汇报。 

3、2016 年 5 月 13 日-15 日，团队研究骨干罗坤瑾教授和姜熙博士于参加由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主办的 2016 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会议主题为：

移动互联与传播创新，并与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新闻传播学者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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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 年 10 月 20—21 日，团队负责人侯迎忠教授和团队研究骨干罗坤瑾

教授应邀参加由新华社在山东烟台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新兴传媒产业发展大会，并

与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新媒体产业从业人员进行交流。 

5、2016 年 10 月 29—30 日，团队全体成员参加由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

究委员会（CAPOR）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舆论学年会暨

海丝国际舆情研讨会，与来自国内 30 多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130 多位专家

学者和媒体业界精英们围绕国际舆论学及国际舆情研究的基础理论与实务操作、

国际舆论生态与国际传播格局等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团队负责人侯迎忠教授以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海丝国际舆情研究”为题，团队成员刘超教授以“关系主

义视角的城市形象管理:一种本土思维的解读”为题，分别发表了大会主旨演讲。

团队成员罗坤瑾教授、全燕副教授也在主题论坛中宣读了自己的论文。 

 

五、团队年内工作计划 

子方向一将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定性研究与典型案例分析，以国内外

典型城市为个案考察其城市形象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历程、运作机制、实施机构和

效能评估机制。 

子方向二将通过文献调查与中西比较研究，归纳总结全球知名国际城市品牌

成长的经验，分析国内外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的成功案例，初步建构城市形象国际

品牌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 

今年内团队将在各子方向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构建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策略及

城市形象国际品牌影响力评价的总体理论框架。并适时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

交流和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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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侯迎忠在开题研讨会上介绍团队情况 

 

 

团队成员与参加开题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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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与复旦大学黄旦教授座谈交流 

 

 

团队全体成员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舆论学年会暨海丝国际舆情研讨会 

 

 

 
                                                                                     

报送：校领导   科研处 

抄送：学校各科研创新团队 

                                                                                

印数：4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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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 

“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研究” 

工 作 简 报 
2017 年第 1 期 

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研究创新团队主编           2017 年 10 月 17 日 

本期摘要  

一、学术动态 

1、团队通过学校年度检查 

2、团队参与承办大型学术会议 

3、团队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申报 

二、科研成果 

1、科研项目 

2、论文发表 

3、专著出版 

三、学术交流 

四、团队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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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参与承办‚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团队成员与学生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舆论学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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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动态 

1、团队顺利通过学校年度检查 

2017年5月，团队按照学校科研处统一安排接收了年度检查，并

顺利通过年度检查。 

自 2016年 5月立项一年来，团队围绕城市形象国际传播模式及

策略研究、城市形象国际品牌影响力研究与评价等两个主要研究方向

开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是加强团队管理与内部建设，明确任务分工，制定团队管理制

度和奖励制度。一年来，团队已先后两次落实了科研成果奖励。 

二是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一年来团队共举行三次内部学术交流活

动，团队成员参与承办或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 10多次。 

三是围绕团队方向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1）团队成员积极申报各类科研项目。2016—2017年两个申报

年度，团队成员唐佳梅、朱颖、杨凯、全燕、刘康杰等五位成员先后

申报国家项目 8项次，团队成员姜熙申报教育部项目 1次。一年来团

队成员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3 项。另外，团队成员还完成一

个国家社科项目、两个省部级项目的结题工作。 

（2）团队成员发表高层次研究论文，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著。团

队立项一年来，共发表二类论文 9篇，三类论文 3篇，在一类出版社

出版专著 2部。 

（3）团队成员积极承担社会服务项目。先后获得广东省委宣传

部重大委托项目‚广东省网络宣传形势分析与对策研究‛及‚广东省

重大事项舆情风险评估办法‛两个项目立项，经费 18万元，提交的

‚广东省网络宣传形势分析与对策研究‛调研报告，获得广东省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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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信息办公室的调研报告采纳证明。同时还完成《佛山日报年度读者

调查》（2016年）项目。   

2、团队参与承办大型学术会议 

2016年 12月 7日，团队参与承办‚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创新

发展高峰论坛。作为 2016 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大会暨广州国际创新节

的重要活动之一：‚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广州

图书馆 1号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由我校广州国际城市创新传播研究

中心和广州国际城市创新研究会共同承办。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研究校

级科研创新团队负责人侯迎忠教授、团队成员刘超教授、杨凯副教授

等全程参与了本次高峰论坛的筹备与承办工作。 

3、团队成员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申报 

团队成员整体参与了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申报。在以

学院杨魁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背景下城

市灾难事件社会舆情治理研究‛申报过程中，团队负责人侯迎忠教授、

团队成员朱颖教授还分别担任 ‚城市灾难事件社会舆情生成机制及

治理体系研究‛以及‚城市灾难事件的舆情联动治理机制‛ 两个子

课题的负责人，其他团队成员分别以项目组成员参与申报。 

 

二、科研成果 

 1、科研项目申报及立项情况 

（1）项目申报情况 

团队研究骨干朱颖教授、杨凯副教授、全燕副教授、刘康杰副教

授申报了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团队研究骨干姜熙博士申报了

2017年度教育部项目。 

（2）项目立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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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研究骨干全燕副教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交网

络舆论的风险生成机制与防控体系研究‛获得立项，项目编号：

17BXW070，项目经费：20万元。 

团队研究骨干刘康杰副教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微信

海外传播的‘中国故事’与‘全球本土化’模式研究‛，获得立项，

批准号 17BXW052，项目经费：20万元。 

至此，团队成员在团队立项的一年时间内已连续获得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立项 3项。 

（3）项目结项情况 

团队负责人侯迎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突发事件中政

府新闻发布效果评估体系构建研究》于 2017 年 3 月顺利结题，结项

证书编号：20170569。同时，侯迎忠教授承担的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

研究中心招标课题《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发布与对外报道研究》已

提交结题材料。 

团队成员朱颖教授的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

目‚中国政府国际传播能力建构及评价体系研究‛，2016年 12月结

题。朱颖教授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大众传媒在重大突发公共

事件中的危机预警与沟通机制研究》，2017 年 3 月份结题，最终成

果——专著《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体危机传播机制研究》即将在一类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论文发表 

团队负责人侯迎忠教授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二期发表论文《新媒体时代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创新与路径选择》。 

团队研究骨干全燕副教授的论文《虚假平衡与风险的社会放大:

来自弗格森事件的启示》，发表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35



6 
 

（二类 A），2016年第 5期；全燕副教授的论文《风险聚光灯下客观

报道的反思与‚参与式方法‛的再造》发表在《学术研究》（二类 A）

2016年第 12期。全燕副教授的论文《后真相时代‛社交网络的信任

异化现象研究》发表在《南京社会科学》（二类 A）2017年第 4期。 

团队研究骨干姜熙博士在国外期刊发表两篇论文： 

Divergence,Convergence ou Crossvergence :Une Réflexion sur l’Ide

ntité Spranationale en Asie de l’Est dans le Contexte de la Mondialisation

， Canada Social Science ，2017 年第 5 期（二类 B）； 

Mega-Even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ity Image: T

he case of the Major Sport Events Hosted by Guangzhou，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17 年第 5 期（三类论文）； 

3、专著出版 

团队负责人侯迎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突发事件中政

府新闻发布效果评估体系构建研究》于 2017 年 3 月顺利结项，最终

成果《突发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效果评估体系构建》学术专著将于

2017年 12月在一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团队研究骨干唐佳梅教授的学术专著《中国新闻媒体跨国跨文化

采访报道的困境与路径研究》已于 2017 年 4 月在一类出版社人民出

版社正式出版。 

 

三、学术交流 

 1、2016年 11月 18-20日，团队研究骨干朱颖教授参加南京师范

大学主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首届学术论坛‛，宣读论文《我国移动互联网隐私保护政策研究》，

当选该二级学会常务理事。2016年 12月 1-2日，朱颖教授还参加了

复旦大学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媒介化社会建设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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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第二届民意中国论坛‛。  

2、2017 年 1 月 11 日下午，团队负责人侯迎忠教授、团队成员

朱颖教授、唐佳梅教授、全燕副教授等参加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

国际城市创新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数字时代的国际城市创新传播论

坛‛。 

3、2017年 6月 9日-11日，团队负责人侯迎忠教授和团队研究

骨干全燕副教授参加由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主办、大连

外国语学院承办的 ‚第二届中国国际舆论学年会‛，并发表主题演讲

‚越南涉华国际舆情分析‛。 

4、2017年 6月 24—25日，团队负责人侯迎忠教授参加由中国新

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主办，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的第

三届中国舆论学论坛，并发表题为‚政务新媒体传播城市形象策略研

究——以广州三家政务新媒体平台为例‛的演讲。 

5、2017年 8月 17—19日，团队 4位成员参加由中国新闻史学会

主办的 2017年学术年会。本次学术年会有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 10多

个分会，涵盖全国新闻传播学科大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

计 1000多人参会。在年会举行的 18场分论坛中，本团队成员参加了

6个分论坛发言。团队负责人侯迎忠教授参加了公共关系分委员会和

舆论学分委员会的分论坛并发言，团队成员朱颖教授参加了媒介法规

与伦理研究委员会的分论坛并发言，唐佳梅教授、全燕副教授也分别

参加了其他论坛并发言。 

6、2017年 10月 14-15日，团队研究骨干全燕副教授参加由中国

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与苏州大学联合主办，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承办

的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十七届年会暨第十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

并入选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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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团队年内工作计划 

子方向一将在文献调查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定性研究与典

型案例分析，以国内外典型城市为个案考察其城市形象国际传播体系

建设历程、运作机制、实施机构和效能评估机制。 

子方向二将通过文献调查与中西比较研究，归纳总结全球知名国

际城市品牌成长的经验，分析国内外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的成功案例，

初步建构城市形象国际品牌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 

团队在第二个年度将完成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策略及城市形象国

际品牌影响力评价的总体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系统开展城市形象国

际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的建构、检验与完善工作，具体包括评估指标体

系设计、建构、检验与修正。撰写并发表研究论文 8篇，出版蓝皮书

与年度报告 1部，继续申报本领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项，省部级课

题 2项，申报省部级以上科研奖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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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申报论证 

 

 

团队成员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 2017 年年会 

 

 

 

 

 

                                                                                     

报送：校领导   科研处 

抄送：学校各科研创新团队 

                                                                                

印数：4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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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 
科研创新团队概况 

 

 

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科研创新团队，依托单位

金融学院，团队带头人为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金融学院副院

长、硕士生导师姚海祥教授，团队成员均为金融学院骨干教

师：马庆华教授、张倩生教授、王军威博士、张林博士、张浩

博士（云山青年学者）、邓超博士（云山青年学者）。团队研

究方向： 

1．动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问研究； 

2．养老基金的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研究； 

3．基于非线性分数阶微分方程的期权定价研究； 

4．分形市场假说和金融风险管理研究。 

2016 年 11 月，本创新团队被推荐申报广东普通高校创新团

队（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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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顺利开题 
 
6 月 5 日上午，科研创新团队“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

管理创新团队”在南校区教学楼 B304 会议室举行开题研讨会。 

 

与会人员合影 

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包括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仲飞教授（长

江学者）、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张卫国教授（长江学

者）、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少波教授、我校高等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陈伟光教授和经济贸易学院刘巍教授。我校科研处处

长陈彦辉和副处长陈平作为嘉宾出席了研讨会。我院院长易行

健教授，党委书记马庆华教授及团队成员代表出席研讨会。会

议由易行健教授主持。 

 

与会专家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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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行健教授代表金融学院欢迎专家和嘉宾的到来，马庆华

教授为本次研讨会致辞，陈彦辉教授介绍科研创新团队项目有

关情况及开题要求。 
 

 

金融学院院长易行健教授主持研讨会 

 

 

团队成员马庆华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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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处处长陈彦辉教授介绍科研创新团队开题要求 

 

团队负责人姚海祥教授详细汇报了团队项目设计及研究计

划等内容。 
 

 

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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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姚海祥教授汇报团队情况 

专家们在听取了汇报后，对团队成员的科研素质和实力给

予充分肯定。同时，专家们就团队研究的方向、团队建设与合

作、团队研究成果的激励与考核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和建议。刘少波教授首先肯定“团队的基础比较好，团队成员

实力好且契合度高”，同时建议完善团队运作机制，把各学科

交叉结合起来进行合作，并鼓励增加在国内期刊发表的成果。

张卫国教授认为该团队具有自己的优势，建议题目再聚焦一

些，并且团队的研究工作不仅要聚焦于学科前沿，而且要与国

家或广东省的金融创新、金融服务的实际需求及运用结合起

来，提升成果的质量。陈伟光教授分析了团队合作研究的重要

性及难度，建议团队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完善团队工作机制，

将团队的四个板块联系在一起，建设成具有承接国家级项目的

研究能力团队。刘巍教授提出科学研究要形成一个具体的理论

模型的逻辑分析过程，及对实证分析工具进行修正和补充，建

议建立高效的团队管理制度，避免出现“作而不合”的现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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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在金融学科领域做出突破性成果。李仲飞教授代表专家组

做总结发言并认为，凝聚出一个系列的成果对于团队合作研究

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从长远来看，鼓励瞄准顶尖的期刊，更加

注重成果的质量而不是数量，要做好考核和激励方面的权衡

等。最后，与会专家形成了答辩决议，一致通过创新团队的开

题答辩，并预祝以优异的成果结题。 

 

科研处副处长陈平总结发言 

陈平总结了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希望团队能够好

好吸收这些建议，完善团队工作机制，提高团队科研水平。姚

海祥再次感谢各位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并总结了之后团队

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和要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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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之人才计划项目篇 
 

 

2016 年本创新团队负责人姚海祥教授入选为广东省首届青

年珠江学者，设岗学科为“金融学”。 
 
 

科研成果之科研项目篇 
 

 
2016 年团队成员姚海祥、马庆华、王军威、张林、张浩分

别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张浩博士申报的项目“人口结

构变化对城镇居民住房需求的冲击：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喜

获立项，获研究资助经费 17 万元。 

张林博士申报的校级特色创新类科研项目“新型小波重分

形算法研究及其在金融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获立项，获研究资

助经费 5 万元，被推荐申报广东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 

张浩博士申报的校级科研青年项目“城镇化、市民化与我

国居民住房需求”，喜获立项，获研究资助经费 3 万元。 

王军威博士的“高维多智能体系统的一致性”，为广东普

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自然科学类），获研究资助经费 8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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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之论文篇 
 
团队成员，2016 年公开发表 SCI、SSCI 检索学术论文 13

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12 篇，第二作者 1 篇；EI 检索学

术论文 2 篇；一类 A 学术论文 8 篇；一类 B 学术论文 2 篇，其

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1 篇，第三作者 1 篇；二类 A 学术论文

4 篇，其中第一作者 2 篇，第三作者 2 篇；二类 B 学术论文 1

篇。 

 
附：创新团队成员 2016 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一览表 

序

号 
作

者 
职

称 
论文（著作）名称 刊物、出版社 发表时间 类别 

作者

排名

1 
姚

海

祥 

教

授 

Multi-period de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 funds 
investment management with 
regime-switching and 
mortality risk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2016.11 
SSCI， 
SCI，
一类 A 

第一

作者

2 
姚

海

祥 

教

授 

Dynamic asset-liability 
management in a Markov 
market with stochastic cash 
flows 

Quantitative 
Finance 2016.10 

SSCI， 
SCI，
一类 A 

第一

作者

3 
姚

海

祥 

教

授 
The premium of dynamic 
trading in discrete-time setting

Quantitative 
Finance 2016.8 

SSCI， 
SCI，
一类 A 

第一

作者

4 
姚

海

祥 

教

授 

Multi-period mean-variance 
portfolio selection with 
stochastic interest rate and 
uncontrollable lia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6.3 
SSCI， 
SCI，
一类 A 

第一

作者

5 
姚

海

祥 

教

授 

Simulation of multiasset 
option Greeks under a special 
Levy model by Malliavin 
calculus 

ANZIAM Journal 2016.2 
SCI，
一类 B 

通讯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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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

者 
职

称 
论文（著作）名称 刊物、出版社 发表时间 类别 

作者

排名

6 

姚

海

祥 
 
张

浩 

教
授 
 
云
山
青
年
学
者 

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 
beliefs evolution and house 
price volatility 

Economic 
Modelling 2016.2 

SSCI，
一类 A 

通讯

作者

 
第一

作者

7 
姚

海

祥 

教

授 

Dynamic mean-variance asset 
allocation with stochastic 
interest rate and inflation rate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2016.1 
SSCI，
一类 A 

第一

作者

8 
姚

海

祥 

教

授 
基于 CVaR 两步核估计量的

投资组合管理 
管理科学学报 2016.5 二类 A 

第三

作者

9 
姚

海

祥 

教

授 
条件 VaR 和条件 CVaR 的核

估计及其实证分析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16.2 二类 A 

第三

作者

10 
马

庆

华 

教

授 

A LYAPUNOV–TYPE 
INEQUALITY FOR A 
FRACTION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WITH HADAMARD 
DERIVATIVE 

J. Math. Inequal 

Vol.11， 
No.1

（2017）， 
135-141; 

SCI 
第一

作者

11 
马

庆

华 

教

授 
NEW BOUNDS ON 
ZAGREB INDICES J. Math. Inequal 

Vol.11， 
No.1

（2017）， 
167-179 

SCI 
第二

作者

12 
张

倩

生 

教

授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应急群

决策方法 
统计与决策 2016，5 二类 B  

13 
张

倩

生 

教

授 

Existence and verification for 
decentralized nondeterministic 
discrete-event systems under 
bisimulation equivalence 

Asian Journal of 
Control 2016.9 SCI，

EI 
 

14 
张

倩

生 

教

授 

A Group Decision Method for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Emergency with Linguistic 
Interval Preference 

Frontier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pplications 

2016.5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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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

者 
职

称 
论文（著作）名称 刊物、出版社 发表时间 类别 

作者

排名

15 
张

倩

生 

教

授 

Group decision model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emergency with linguistic 
assessment 

IEEE 2016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2016.8 EI  

16 
张

倩

生 

教

授 
描述逻辑 E^和 E^Y 表达力

的刻画与比较 
计算机学报 2016.3 一类 B 

第三

作者

17 
王

军

威 

副

教

授 

Consensus of high-order 
nonlinear multi-agent systems 
with constrained switching 
topologies 

Complexity 2016.11 
一类

A，SCI 
第一

作者

18 
王

军

威 

副

教

授 

Distributed consensus of 
nonlinear multi-agent systems 
on state-controlled switching 
topologies 

Entropy， MDPI 2016.1 
一类

A，SCI 

第二

作者

通讯

作者

19 
王

军

威 

副

教

授 

Adaptive consensus of 
nonlinear multi-agent systems 
with unknown backlash-like 
hysteresis 

Neurocomputing，
Elsevier 

2016.1 
一类

A，SCI 

第二

作者

通讯

作者

20 
张

浩 

云

山

青

年

学

者 

房价预期， 土地价格与房地

产商行为 
管理评论 2016.4 二类 A 

第一

作者

21 
张

浩 

云

山

青

年

学

者 

异质性预期， 投资者行为与

房价波动 
财经研究 2016.8 二类 A 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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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之获奖篇 
 
8 月 1 日，广东金融学会公布第九届全省优秀金融科研成果

评选结果，团队成员张林博士论文《基于小波的金融危机时点

探测与多重分形分析》（管理科学学报，2014 年 10 月版）获论

文类三等奖。 

据悉，广东金融学会第九届优秀金融科研成果评审委员会

对各会员单位、有关单位提交的著作、论文和研究报告进行评

审，共评出优秀成果 148 项，其中著作类 8 项（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3 项），论文类 70 项（一等奖 10 项，二

等奖 20 项，三等奖 40 项），研究报告类 70 项（一等奖 10

项，二等奖 20 项，三等奖 40 项）。论文对协同推进与广东金

融强省战略相适应的高水平智库建设，为金融改革发展作出重

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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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出访篇 
 
1．5 月 22-24 日，团队成员张倩生教授到广西桂林参加了

由中国计算机学会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联合主办，桂林电子科

技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承办的“第六届中国数据挖掘会议

（CCDM 2016）”，提交会议论文“基于相对信息熵和语言加

权算子的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模糊多指标应急决策方法”，在分

论坛作了主旨发言。 

2．9 月 23-25 日，团队成员姚海祥和张浩到山东烟台参加

了由中国金融管理联合研究会、山东工商学院承办的“第三届

中国金融管理年会”，聚焦“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金融风险管

控研究”，分别做了“Multi-period de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 
funds investment management with regime-switching and mortality 
risk”、“房产价值变动、城镇居民消费与财富效应异质性： 

来自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主题发言。 

 
2016 年 9 月 23 日团队成员姚海祥和张浩参加中国金融管理年会留影 

（左一姚海祥，左三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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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月 14-16 日，团队成员马庆华、王军威到上海参加了

由上海师范大学承办的“2016 年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国际研讨

会”，研讨会主要聚焦微分与动力系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未来

的研究方向，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进

展和前沿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对新理论新方法，以及应用

前景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4．10 月 28-30 日，团队成员姚海祥到辽宁大连参加由中国

金融学年会和东北财经大学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金融学年

会”。中国金融学年会是中国高校金融学界最高学术会议之

一，由中国金融学年会理事会组织，迄今已举办十三届，增进

中国金融学术界同仁的学术交流，促进中国金融理论研究和教

育的发展。 

5．11 月 17-20 日，团队成员马庆华、王军威、张林等等参

加由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金融数学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

校应用数学学院承办的“第八届全国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学科

建设与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旨在适应新形势下金融数学与金

融工程学科专业建设的需要，充分发挥学界、业界专家的指导

作用，加强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学习。议题包括金融数学与金融

工程学术研究成果交流、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学科建设经验交

流、金融机构对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人才需求分析、金融数学

和金融工程教材建设研讨、金融数学和金融工程研究生的培养

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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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17 日团队成员马庆华、王军威、张林参加金融数学与 

金融工程学科建设与学术研讨会留影  

（右一王军威、右三马庆华、左一张林） 
 

 
2016 年 11 月 17 日团队成员马庆华参加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 

学科建设与学术研讨会与会议学术委员会主席王铎教授合影 

 

6．11 月 18-20 日，团队成员张浩参加了由华南师范大学承

办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 ”，会议的主题是：“结构转型

154



 - 15 -

与中国经济增长”。张浩提交的论文“房产价值变动、城镇居民

消费与财富效应异质性： 来自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入选

会议论文，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7．11 月 19 日，团队负责人姚海祥、张浩参加了由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研究生院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广外

“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科研创新团队、应用金融

研究中心协办的“2016 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青年金融学者论坛

暨研究生学术论坛”。张浩作了大会主题演讲“人口流动、城镇

化与房地产市场发展”，姚海祥作了分论坛的发言“基于交叠世

代模型和长寿风险的最优延迟退休率”并主持分论坛。 

 
2016年 11月 19日团队成员张浩博士在青年金融学者论坛暨研究生论坛上做主题报告 

 
8．11 月 24 日，团队成员姚海祥、马庆华、张倩生、王军

威、张浩、邓超等出席了金融学院高层次项目申报指导会，聆

听了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李仲飞教授的项目申报指导报告，会

上，张浩博士也进行了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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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24 日团队成员参加中山大学李仲飞教授主讲的高层次项目申报指导会 

 

9．11 月 25-26 日，团队负责人姚海祥参加了由中国精算师

协会指导、广东金融学院主办的第七届中国风险管理与精算论

坛。论坛从精算与风险管理的角度对寿险产品、车险产品的市

场化改革，对风险与偿付能力的监管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10．12 月 2-4 日，团队成员张浩参加由中国经济学年会秘

书处、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中国经济年会”，作了

“房产价值变动、城镇居民消费与财富效应异质性： 来自微观

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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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名家来访篇 
 
本创新团队，除了团队成员积极主动参与国内外学术盛

宴，也主动邀请国内外名家来院进行学术交流。 

1．11 月 17 日，邀请了悉尼科技大学商学院何学中教授来

院作报告论文《Social Interactions and Asset Pricing》和座谈英

语论文写作及国际期刊投稿经验。 

 
2016年 11月 17日团队成员与来访的悉尼科技大学何学中教授交流 

附何学中简介： 

何学中，悉尼科技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国际著名经济学期

刊《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主编，近年来已在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Macroeconomic Dynamics、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和 Quantitative Finance 等国

际著名经济学、金融学期刊上发表 30 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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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月 18 日，邀请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立岩作了“汇率的实体因素与情绪因素”讲座。 

 
2016 年 11 月 18 日应邀来访的北京航天航空大学韩立岩教授 

附韩立岩简介： 

韩立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金融学科责任教授、金融系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1993 年获北京市高校（青年）学科带头人，被授予国务院颁发

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 年入围北京跨世纪人才工程。先后获得 4 项

部级科研成果奖。主持完成 10 余项国家和部级科学基金项目。曾出

席两次中国科协组织的“青年科学家论坛”。兼任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数量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美国北阿拉巴马大学商学院 EMBA 项

目客座教授、山西财大客座教授、欧美同学会德奥分会理事兼副秘

书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中国金融学年会理事、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金融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自然灾害学

会风险分析专业委员会理事、金融学联考学术带头人。中国经济学

年会论文评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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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月 29 日，天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维来校作著名

教授论坛“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从互联网金融到 FinTech ”

的讲座，借此之机，团队成员与张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 

 
2016 年 11 月 29 日团队成员与天津大学张维教授交流合影 

（左二张林、左四马庆华、左五张维、左七姚海祥，左八张浩） 

 

 
2016 年 11 月 29 日张维教授讲座现场团队成员马庆华教授与张维教授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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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张维简介： 

张维，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主

任，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副主任，天津财经大学副

校长。张维教授是我国最早从事金融工程教育和研究的学者之一，

主持完成了第一个关于金融工程和金融数学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中的课题“金融风险分析、防范与控制研究”；翻译出版了

国内第一本实物期权理论著作并在国内最早得到国家基金资助开展

实物期权及期权博弈研究；得到国家基金资助在国内第一个从事计

算实验金融研究，并在 IEEE-Trans.on IS 和《管理科学学报》等国内

外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计算实验金融学成果；1999 年获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计算实验金融、金融风险管理、创

业融资。获得过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奖（1992）、天津青年科技奖

（1992）和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4、2006），1997

年获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称号。兼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工

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管理科学学报》、《管理评论》、《系统

工程理论与实践》等学术期刊副主编、《系统工程学报》等多个重

要学术期刊编委。 
 

4．12 月 2 日，邀请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李迅教授作

“Equilibrium for Time-Inconsistent Stochastic Linear--Quadratic 

Control under Constraint”报告，与团队成员座谈，探讨开展合

作研究的可行性，聚焦前沿，结合国家与广东省的金融创新、

金融服务的实际需求，提升团队的研究能力，建设具有承接国

家级项目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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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 日团队成员与来访的香港理工大学李迅教授交流 

（站立者为李迅教授） 

附李迅简介： 
Xun Li received the B.S. degree in 1992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S. degrees in 1995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t Shanghai 
University. He received the Ph.D. degree in 2000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w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until 
2001 with the Department of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rom 2001 to 
2003 ，  he was a postdoctoral fellow in the Mathematical and 
Computational Finance Laboratory at University of Calgary. From 
2003 to 2007 ，  he was a visiting fellow in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e joined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n 2007. His main research areas are applied probability and 
stochastic control with financial applications. Dr. Li has published in 
journals such as SIAM Journal on Control and Optimization， Annals of 

Applied Probability ，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 

Automatica， Mathematical Finance and Quantitativ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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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月 7 日，邀请广东财经大学孔荫莹教授作“大数据

hadoop 平台在智慧校园和股票配对的应用”讲座，介绍大数据

hadoop 平台在智慧校园和股票配对的应用，包括：1）了解大数

据 hadoop 平台构造的必要性；2）了解 Hadoop 平台原理和优

点、基本原理、安装与运行情况； 3）介绍了解 Hadoop 平台在

智慧校园的一些应用。4）平台对股票配对的想法。 

 
2016 年 12 月 7 日团队成员与来访的广东财经大学孔荫莹教授交流 

 
附孔荫莹简介： 

孔荫莹，广东财经大学教授，统计学硕导，现任广东财经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大数据 Hadoop 架构研究；单

复变函数值分布；随机级数和 Laplace-Stieltjes 变换增长性；随机分

支游动；人民币国际化。2008 年聘为德国《数学文摘》的评论员，

已评论文章 70 多篇。2016 年聘为 Mathematical Reviews 评论员。

《Complex Variables and Elliptic Equations》，《Chinese Annals of 

Mathematics 》 ，  《 Acta Mathematica Scientia 》 ， 《 Turk J. 

Math.》，《数学学报》，《数学物理学报》审稿人。广州市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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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广东省科学计划项目评审会会评专家；江西科技成果奖评审专

家。主持完成国家项目 1 项，主持省自科基金自由申请项目 2 项，

主持省级教改项目 3 项，主持大数据横向项目 1 项。2010 年 10 公派

到法国南布列塔里大学数学实验室进行一年的博士后工作，合作导

师 Quansheng LIU（刘全升）教授，研究分支过程及随机环境中的

分支过程和分支随机游动，开始从事大数据研究。在《J. Math. Anal. 

Appl》、《数学学报》等期刊发表 30 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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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之协办会议论坛篇 
 
11 月 19 日，本创新团队参与协办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青

年金融学者论坛暨研究生学术论坛”在广外南校区顺利举办。

来自全国 29 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金融学界专家、青年学者和研

究生围绕当前中国金融热点问题进行思想碰撞与学术交流。论

坛主要分为开幕式、优秀论文颁奖、4 场大会主题演讲和 8 场分

论坛学术交流活动等环节，共评出 9 篇优秀学术论文。上午举

办青年金融学者论坛，下午举办研究生学术论坛。团队成员张

浩博士做了“人口流动、城镇化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主题报

告。团队成员姚海祥、张浩、邓超分别主持上午分会场三“金

融市场与风险管理”、下午分会场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

和分会场三“金融市场与保险精算”。 

本次论坛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

究生院、金融学院、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国

际经贸探索》杂志社联合承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应用金融研

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常态下建立多点支撑的消

费增长格局研究”课题组、广外“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

管理”科研创新团队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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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金融学者论坛暨研究生学术论坛现场 

 

 
副校长阳爱民教授为青年金融学者论坛暨研究生学术论坛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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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张浩博士在青年金融学者论坛暨研究生学术论坛做主题演讲 

 

论坛简介： 

为给金融领域的青年学者搭建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同时也为

促进研究生学术交流、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促进青年金融学

者与研究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为青年学者、研究生提供一个高起

点、大范围、多领域的学术成果与创新思维交流平台，特举办

“2016 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青年金融学者论坛暨研究生学术论坛”

系列活动。论坛系列活动于 2016 年 11 月 14-19 日期间举行，邀请

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青年金融学者、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和优秀

论文指导教师进行系列学术报告和学术交流。论坛系列讲座包括金

融精英论坛系列讲座第二讲：“新金融，在路上”，广外金融论坛

系列讲座第十一讲：“英文论文写作及国际期刊投稿经验座谈”和

广外金融论坛系列讲座第十二讲：“汇率的实体因素和情绪因素”

等。此外，论坛还邀请专家评选出优秀研究生论文并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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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团队成员邓超博士在学院举办的云山学者双周

论坛与大家分享了“含违约风险的非零和随机微分再保险与投

资博弈”研究成果。 

 
团队成员邓超博士在云山学者双周论坛与大家分享研究成果 

 

 
团队成员在云山学者双周论坛进行学术探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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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讯  篇 

2016 年 9 月，从广东省教育厅传来喜讯，我校金融学科获

2016 年广东珠江学者设岗，本创新团队负责人姚海祥教授受聘

为青年珠江学者。 

 

青年珠江学者姚海祥教授 

附：珠江学者 

“珠江学者”全称为“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岗位计划”。

1999 年，广东省为贯彻落实科教兴粤和人才强省战略，启动了高等

学校特聘教授岗位计划。为吸引和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不断带动

广东省高等学校的重点学科保持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2009 年，高

等学校特聘教授岗位计划更名为珠江学者计划。从 2016 年开始，广

东省高校珠江学者岗位计划在设置珠江学者特聘教授、珠江学者讲

座教授聘任类型的基础上，增设青年珠江学者聘任类型。青年珠江

学者聘期为 3 年，聘期内全职在岗工作，享受由省发放的每年 8 万

元人民币岗位津贴，同时享受学校按国家规定提供的工资、保险、

福利等待遇和提供的项目经费资助。受聘青年珠江学者期满者，可

以申报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我院金融学学科获 2016 年广东省珠江学

者设岗，姚海祥教授受聘为“青年珠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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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篇 

 

团队成立以来，根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建设与

管理办法（2016 年 1 月修订）》要求，进行建章立制，先后出台

了“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科研团队内部管理制度和

“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科研创新团队科研奖励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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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科研团队内部管理制 

 

一、工作重点 

“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以国家和广东经济金融社

会发展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金融经济学问题为研究重

点，以“动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问研究”、“养老基金的投

资决策和风险管理研究”、“基于非线性分数阶微分方程的期权定

价研究”和“分形市场假说和金融风险管理研究”4个方向研究为

特色，结合金融与数学学科的协同发展，通过学科间的交流合作，

产生标志性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积极开展社会咨询服务，发挥

社会影响力。 

二、研究人员 

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科研创新团队，依托单位金融

学院，团队带头人为金融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姚海祥教授，团

队成员均为金融学院骨干教师：马庆华教授、张倩生教授、王军

威教授、张林博士、张浩博士（云山青年学者）、邓超博士（云

山青年学者）。团队科研人员以金融学院的中青年教师为主，45

周岁以下占85.7%，并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研究基础，所研究

的方向应与研究中心接近或一致。研究人员应服从研究中心的各

项内部管理制度，积极参与研究中心的各项学术活动，广泛开展

学术交流，严格按照要求完成中心的科研考核任务。在建设周期

内，研究人员一旦确定不得随意变动，变动需经过科研处审批。

团队负责人应切实发挥学术影响力，组织自身研究方向的研究人

员交流合作，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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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任务 

（一）科学研究 

拟完成下列任务： 

1．通过组织基地研究人员举办 Seminar、参加国内外学术会

议、国内外访问进修，全方位提升基地研究人员在金融工程、金融

数学与金融风险控制方面的理论素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方面的

能力。 

2．在 3-5 年内，产出下列高水平标志性成果：（1）论文：在

一类(含一类 A 与 B)刊物上发表论文 8-10 篇，二类刊物上发表论文

5-7 篇， 三类刊物上发表论文 3-5 篇。（2）项目：成功申报国家自

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4 项，省部级项目 3-5 项，争取在国家

重大、重点项目，省重大、重点项目有所突破，获得的科研总经费

150 万以上。（3）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有影响力的专著 1-2 部。 

（二）人才培养 

分为三个层次的人才培养： 

1．每年派遣 2-3 名团队研究人员到国外一流大学去进修访学

或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了解、学习、掌握最前沿的理论与方法；三

是争取在 3 年内再成功获批广东省珠江学者、广东省“千百十”工

程省级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等省级人才工程项目 1-2 名，争取入选

长江学者、青年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国家优青，千百十国家级人

才等国家级人才计划项目的突破； 

（三）国内外学术交流 

1．走出去：每年派团队研究人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6-8 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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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进来：邀请国（境）外专家来基地参加学术交流 3-5 人

次。 

3．举办学术会议：每两周召开 Seminar 1 次，每年组织 2 次小

型学术研讨会，每 2 年组织 1 次较大型学术会议。 

（四）其他 

团队建立工作简报制度（报告团队学术活动情况、项目进展情

况以及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等）、成果简报制度（报告项目

阶段性成果摘要、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主要论文和专著摘要

等），由团队研究人员轮流完成。 

四、考核机制 

（一）团队工作人员应遵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和

“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科研团队的各项基本工作制

度。 

（二）团队工作人员应努力完成中心的各项考核任务，逾期不

能完成任务者，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继续承担团队的各项工

作。 

（三）团队工作人员的各项科研成果按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

“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科研团队的科研成果奖励办法

获得奖励。 

                  

“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科研团队 

2016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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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科研创新团队科研奖励条例 

 

一、为调动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科研创新团队研究

人员从事科学研究与学术活动的积极性，产出高质量、标志性的研

究成果，促进团队的跨越式发展，参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

新团队建设与管理办法（2016 年 1 月修订）》，特制定本办法。 

二、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科研创新团队对科研和学

术活动采取“过程管理”与“结果考核”相结合、激励与约束相结合、

以结果考核和正向激励为主的管理办法，督促团队研究人员努力工

作，不断创新。 

三、团队研究人员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限英语

论文）并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的经济、金

融、管理和金融数学类优秀研究成果（根据学校研创新团队建设与管

理办法要求，相关成果要与本科项目研究内容一致，且需是团队成员

的合作成果，完成人中 60%以上是创新团队成员的成果。没达要求

的，奖励与否再视具体情况要求而定）予以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1．科研论文奖励。 

1）在一类 A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每篇奖励 4500元，在一类 B

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每篇奖励 3000 元；在二类 A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每篇奖励 1500 元；在二类 B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每篇奖励 800

元；（学术期刊类别以学校科研处的最新规定为准）。 

2）数学与信息类（非金融数学）一类 A 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每篇奖励 1200 元，在一类 B 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每篇奖励 800 元，

二类 A论文 500元，每人每年限奖励二篇，其中二类 A限一篇。 

2．科研项目奖励： 

1）国家级与教育部重大项目、国家自科重大研究计划及重点

项目每项奖励 12000 元、国家级一般（面上）项目每项奖励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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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国家级青年项目每项奖励 4000 元，部级项目每项奖励 2500

元，省部级项目每项奖励 1500 元. 

2）若数学与信息类（非金融数学），国家级一般（面上）项

目每项奖励 3000 元，国家级青年项目每项奖励 2000 元，部级项目

每项奖励 1500 元，省级项目每项奖励 1000 元。 

3．人才工程奖励：入选“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计划”等国家级人才计划项目的，每

项奖励 12000 元；入选广东省“珠江学者”、“广东特支计划”和

“扬帆计划”省部级人才计划项目，每项奖励 8000 元。若数学与

信息类（非金融数学），等国家级人才计划项目的，每项奖励

6000，省部级人才计划项目，每项奖励 4000 元。 

4．学术著作奖励：在一类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奖励 5000

元；在二类出版社出版术著作，奖励 4000 元。若数学与信息类

（非金融数学），一类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奖励 1500 元，二

类出版社出版术著作，奖励 1000 元。 

5．学术奖项奖励：获国家级政府（含教育部）科研奖：一等

奖奖励 6000 元，二等奖奖励 4000 元，三等奖奖励 3000 元。获省

级政府科研奖的奖励：一等奖奖励 4000 元；二等奖奖励 3000 元；

三等奖奖励 2000 元。获国家级学会奖、副省级政府（广州市政

府）科研奖的奖励：一等奖奖励 2000 元；二等奖奖励 1500 元；三

等奖奖励 1000 元。 

6．成果转化奖励（主要指咨询报告获采纳）：被国家级部门

采纳，奖励 3000 元；被省部级部门采纳，奖励 2000 元。 

7．工作补贴，团队申请书写作 6000 元；国家社科、教育部重

大、国家自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申报 6000 元；国家社科、

教育部重大、国家自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征题 2000 元；年

度检查，中度考核、结题、开题报告 1500 元。 

四、对举办团队学术研讨会和学术交流活动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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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每年度举行 1-2 次研讨会（含基地项目开题及结题会议）

及若干次讲座、报告等学术交流活动，邀请的校外专家，每人给予

不超过 3000 元的酬金，校内专家 1000 元的酬金。 

五、对团队研究人员参与学术讨论、项目申报与结题等活动，

及购买研究用图书资料产生的费用，每人每年补贴 2000 元自由支

配的科研经费；对团队秘书（兼）每年补贴约 3000 元的加班费与

临时劳务费等，视具体工作量而定。 

说明： 

（1）学术论文需 6000 字以上，转载需 3000 字以上，书评、会

议综述与资料性的文章（如工作总结、报道等）不进行奖励。 

（2）学术专著是指对特定的学术领域或问题提出具有创意的学术

观点，并围绕该学术观点展开调研、论证而形成的系统化成果。 

（3）凡是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经济学类学术

论文必须提供加盖“国际联机检索中心”公章的“检索结果证明”（可

以通过大学图书馆检索）方给予奖励。 

（4）科研奖励不包括：工程索引核心版（EI Compendex）收

录论文、科学会议录索引（ISTP）收录论文、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会

议录索引（ISSHP）收录论文。凡是一刊多版的期刊只认定理论版。 

（5）团队将对科研奖励部分视团队整体经费而定，若有不

足，以上奖励金额乘以一个小于等于 1 的比例系数 C。 

（6）成果奖励范围均以 2016 年 4 月 1 日以后发表、出版、获

得的立项、奖励为准。 

（7）本经费管理办法解释权归团队学术委员会，本办法从

201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科研创新团队 

2016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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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第四届中国金融管理年会 
 

2017 年 11 月 17 至 19 日，第四届中国金融管理年会在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隆重召开。为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进一步促进

中国金融管理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由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

学、厦门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

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广东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山东工商

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财贸经济》杂志社等期刊联合发起中国金融管理联合研究会及教

研同盟。从 2014 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中国金融管理年会”。

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年会分别由上海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和山东工商学院承办，第四届“中国金融管理年会”由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承办，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应用金融研究中心、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中国家庭金融与资产管理研究中心、国家社科重大项

目“新常态下建立多点支撑的消费增长格局研究”课题组、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投资管理、期权定价和风险管理”科研创新团队协办，并

且获得了《财贸经济》、《国际金融研究》、《国际经贸探索》、

《科学决策》、《金融科学》和《金融管理研究》六家期刊的学术

支持。 

本届年会的主题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与深化金

融改革”。来自全国各地 60 多所高校的 200 多位专家、学者和金融

业界人士围绕“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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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三大议题展开深入、广泛的研讨。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160 余篇，经专家匿名评审，评选出 80篇参会

论文、24 篇候选论文。经中国金融管理年会理事会的匿名评审,最后

投票选出最佳论文 1 篇，优秀论文 5 篇。 

18 日上午，第四届中国金融管理年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

融学院易行健教授的主持下拉开帷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阳

爱民教授出席开幕仪式并致欢迎辞，第四届中国金融管理年会理事

会主席山东工商学院金融学院院长马宇教授宣读获奖论文名单，并

举行颁奖仪式。本次年会共评出最佳论文 1 篇，优秀论文 4 篇。最

后由下一届中国金融管理年会承办单位代表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

副院长马丹教授发言并致辞。 

 

 

阳爱民副校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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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卫星、陈伟光教授共同主持主旨演讲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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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论文颁奖现场 

 开幕式后，大会进入主旨演讲环节。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

融学院院长、青年长江学者吴卫星教授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等教

育研究中心主任陈伟光教授共同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主旨发言嘉

宾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名誉理事长

汪同三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部长

江学者袁志刚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科责任

教授韩立岩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执行院长陆军教授、华南理工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张卫国教授、南开大学社会科学

研究管理处处长梁琪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易行健

教授，他们为本届金融学年会带来了精彩的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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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同三学部委员进行主旨演讲  

 

 

 

长江学者袁志刚教授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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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科责任教授 

韩立岩教授主旨演讲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执行院长陆军教授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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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张卫国教授主旨演讲 

 

 

 

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处处长梁琪教授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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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易行健教授主旨演讲 

在 18 日下午的年会分会场论坛中，80 篇入选论文的作者分别

在 18 个分会场进行宣讲，年会组委会特邀了理事会成员担任分会

场的主持人，并邀请了金融学科各个领域的 80 名专家学者担任点

评人。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就“房地产金融”、“商业银行管理”、

“宏观金融政策”、“公司金融”、“国际金融”、“家庭金融与

互联网金融”、“资本市场”、“FDI 与 OFDI”  、“股票市

场”、“金融稳定与风险管理”、“货币政策”、“金融实务与普

惠金融” 等多个主题进行了学术报告及讨论。 

本创新团队成员马庆华教授、姚海祥教授、王军威教授、张浩

博士、张琰博士参加年会。马庆华教授主持“广外金融学院校友理

事会第二次会议”，姚海祥教授主持“金融稳定与风险管理”分论

坛。姚海祥、张浩在分论坛分别做了“Failure and Rescue in Central 

Clearing Counterparty Design ”、“ Uncovering the Myth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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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Price in Chinese Metropolises: Allowing for Behavioral 

Heterogeneity among Investors ”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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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之人才计划项目篇 
 

创新团队负责人姚海祥教授被聘为我校“云山杰出学者”，王军

威教授被聘为我校“云山青年学者 A 岗”（公示阶段）。 

 

 

科研成果之获奖篇 
 

团队负责人姚海祥教授（排名第三）2014 年 3 月发表在《管

理科学学报》的“基于 CVaR 核估计量的风险管理”，2017 年 10

月获广东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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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之科研项目篇 
 

2017 年团队成员姚海祥、王军威分别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邓超申报教育部项目，王军威教授申报的国家自科面上项目

喜获立项。团队成员马庆华、张倩生、姚海祥、邓超申报的广东省

自科项目获立项。 

 
团队成员 2017 年国家自科项目立项一览 

主持人 项目名称 基金类别 项目号 资助经费

王军威 
哺乳动物生物钟的多重网络建

模与群体力学 
国家自科面

上项目 
11771102 48 万 

 
团队成员 2017 年广东省自科项目立项一览 

主持人 项目名称 基金类别 项目号 资助经费

马庆华 
基于路径积分理论的期权定

价模型研究 
广东省自科

自由申请 2017A030313397 10 万 

张倩生 

多部门参与的不确定网络舆

情突发事件协同应急决策模

型研究 

广东省自科

自由申请 2017A030313435 10 万 

姚海祥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若干

养老保险问题研究——基于

交叠世代分析框架 

广东省自科

自由申请 2017A030313399 10 万 

邓超 
保险公司最优分红决策研

究-基于棘轮效应视角 

广东省自

科博士启

动项目 
2017A030310575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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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之著作、论文篇 
 

团队成员，2017 年出版专著 1 部，公开发表一类 A 学术论文 9

篇；二类 A 学术论文 1 篇；二类 B 学术论文 1 篇，三类论文 3

篇。 
 

附：创新团队成员 2017 年公开出版著作一览表 

序

号 
作者 职称

论文（著作）

名称 
刊物、出版社 

发表 
时间 

类别 作者排名

1 
姚海祥 
马庆华 

教授

基于均值和风

险的投资组合

选择 
科学出版社 2017-06

二级出

版社 
第一作者、

第三作者

 
附：创新团队成员 2017 年公开发表论文一览表 
序

号 
作者 

职

称 
论文（著作）名称 刊物、出版社 

发表 
时间 

类别 
作者

排名

1 姚海祥 
教

授 

Optimal Sharpe ratio in 
continuous-time markets 
with and without a risk-free 
asset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2017-
03-06 

一类

A 
第一

作者

2 姚海祥 
教

授 

Mean-variance portfolio 
selection with only risky 
assets under regime 
switching 

Economic 
Modelling 

2017-
04-06 

一类

A 
通讯

作者

3 马庆华 
教

授 

An accurate European 
option pricing model under 
fractional stable process 
based On Feynman path 
integral 

1. Physica A 
(2017) , 

https://doi.org/10.10
16/j.physa.2017.11.

120. (SCI) 

2017-
11-12 

SCI 
通讯

作者

4 马庆华 
教

授 

A Lyapunov-type inequality 
for a fraction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with Hadamard 
derivative 

J. Math. 
Inequal.,Vol.11, 

1(2017) , 135-141

Vol.11, 
1(2017) , 
135-141 

SCI 
第一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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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者 

职

称 
论文（著作）名称 刊物、出版社 

发表 
时间 

类别 
作者

排名

5 马庆华 
教

授 

Some new Volterra-
Fredholm type discrete 
inequalities with four 
iterated sums with 
applications 

J. Math. Inequal., 
Vol.11, 1(2017) , 

495-510 

 Vol.11, 
1(2017) , 
495-510 

SCI 
通讯

作者

6 王军威 
教

授 

Coordination of multi-agent 
systems on interacting 
physical and communication 
topologies 

Systems & Control 
Letters 

2017-
02-01 

一类

A 
第二

作者

7 王军威 
教

授 

Consensus of high-order 
nonlinear multi-agent 
systems with constrained 
switching topologies 

Complexity 2017-
01-11 

一类

A 
第一

作者

8 邓超( 
讲
师 

Non-zero-sum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reinsurance and 
investment games with 
default risk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7-12 一类

A 
第一

作者

9 邓超 
讲
师 

Optimal Stochastic Control 
Problem for General Linear 
Dynamical Systems in 
Neuroscience 

Advances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2017-12 二类

A 
通讯

作者

10 王军威 
教

授 

Cluster consensus of multi-
agent systems with 
heterogeneous dynamics 

29th 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2017-
07-17 

二类

B 
第二

作者

11 张倩生 
教

授 

Fuzzy prediction  method 
for stock price based on  
enhanced boosting  
algorith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and 
Management 

 2017-
10-30 

三类  

12 张倩生 
教

授 

A Fuzzy Behavioral 
Portfolio Model Based on 
Text Sentimen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ment I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Applied Science 

 2017-9-
28 

三类  

13 张浩 
讲

师 

房地产财富对居民消费影

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

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17-
05-08 

三类 
第三

作者

14 张浩 
讲

师 
探索金融学专业课程教学

管理新路径 
教育现代化 2017-

06-12 
四类 

第一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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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团队成员出访篇 

1．姚海祥教授 7 月 8-9 日，赴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参加由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保险学会承办的“精算与保险国际会议&第

八届中国风险管理与精算论坛”，并作了“人口寿命延长与最优退

休年龄——基于交叠时代模型和国际经验对比”发言。 

 

姚海祥教授参加“精算与保险国际会议& 

第八届中国风险管理与精算论坛”与代表交流 
 

2．王军威教授 7 月 26- 28 日，赴辽宁大连参加由中国自动化

学会控制理论专业委员（TCCT）主办，大连理工大学承办的第 36

届中国控制会议。中国控制会议是由 TCCT 发起的系列学术会议，

现已发展成为控制理论与技术领域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会议旨在为

全球系统与控制领域的学者与技术人员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

展示最新的理论与技术成果。会议采用大会报告、专题研讨会、会

前专题讲座、分组报告和张贴论文等形式进行交流。会议的工作语

言为中文和英文。自 2005 年起会议论文集由 ISTP 收录，自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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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会议论文集进入 IEEE CPP，并由 EI 收录。 

3．王军威教授 8 月 18 -21 日，赴深圳参加由中国运筹学会计

算系统生物学分会、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分子系统生物学

专业委员会、南方科技大学联合举办的第 11 届计算系统生物学国

际 会 议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Systems 

Biology ,ISB 2017）。2017 计算系统生物学国际会议（ISB）由中

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南方科技大学，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组织支持举办。继 2007

年成功举办以来，ISB 2017 会议已是该系列的第 11 届会议。系统

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作为近十年来的重点研究课题，吸引了许多生

物、物理、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的科学家们投身于这个跨学科

领域的研究。ISB 2017 会议报告的主题涵盖了基因调控网络、宏基

因组学、蛋白质组学、数据挖掘与生物数据机器学习、微生物群落

分析、非编码 RNA、癌症生物学、表观基因组学、生物标记识别和

药物发现等多个方面。 

 

会议现场 

4．姚海祥教授 9 月 16-17 日，赴南宁广西师范学院参加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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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数据协会、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主办，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协办，广西师范学院数学与统

计科学学院承办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金融计量与风险管理研究

会筹备会议”，主持分论坛，被选为金融计量与风险管理研究会常

务理事，副秘书长。 

 

与会人员合影 

5．姚海祥教授 9 月 23-24 日，赴湖南长沙湖南大学参加中国

运筹学会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管理分会主办的“中国运筹学会金融

工程与金融风险管理分会第七届学术年会”，会议由湖南大学承

办，复旦大学协办，会议主题涵盖金融和金融风险管理各方面。姚

海祥教授主持分论坛。 

 

参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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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姚海祥教授 10 月 14- 15 日，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参加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金融系统工程专业委员

会主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十五届金融系统

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年会（FSERM2017）。来自国内外的 300 余

名代表与会，交流金融系统工程和风险管理领域一年来的新成果。

大会主题聚焦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中的系统思维。本次金融系统工

程与风险管理国际年会邀请了国内外知名学者以及业界知名作家等

进行了报告，内容涉及复杂金融系统建模、家庭财富增长差异的社

会网络方法、金融系统性风险和公司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冲突等处

于国际学术前沿领域的热点问题。论文研讨会分为创新与风险管

理、系统性风险、投资组合与风险管理、资产定价、期权、期货、

行为金融等十四个讨论主题。姚海祥教授作了“Index tracking 

model, downside risk and non-parametric kernel estimation”发言。 

 

姚海祥教授和与会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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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月 28-29 日，团队成员姚海祥教授、邓超博士、张浩博

士，赴上海财经大学参加由中国金融学年会理事会主办、上海财经

大学承办的“第十四届中国金融学年会”，并作了“Index tracking 

model, downside risk and non-parametric kernel estimation”发言。 

中国金融学年会从 2003 年成立至今，理事会成员已由最初的

6 所高校发起，19 所高校和中国证监会的专家学者共同组建发展成

今天的 67 位成员。自 2004 年起，中国金融学年会每年举行一次，

由中国主要大学轮流承办，目前已成为中国最重要、学术水平最高

的金融学会议之一。 

 

姚海祥教授会议发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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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参会人员合影（左三姚海祥、右四张浩、右三邓超） 

8．11 月 17-19 日，团队成员马庆华教授、姚海祥教授、王军

威教授、张浩博士、张琰博士参加了在我校举办的第四届中国金融

管理年会，马庆华教授主持“广外金融学院校友理事会第二次会

议”，姚海祥教授主持“金融稳定与风险管理”分论坛。姚海祥、

张浩在分论坛分别做了“Failure and Rescue in Central Clearing 

Counterparty Design”、“Uncovering the Myth of the Housing Price 

in Chinese Metropolises: Allowing for Behavioral Heterogeneity among 

Investors ”主题发言。 

9．11 月 24-27 日，王军威教授赴深圳参加 “第十三届全国复

杂网络大会”，会议由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复杂网络与复杂系

统专业委员会主办，深圳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承办，香港中文大

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等协办赞助。会议

紧密围绕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及其相关领域的国际学术前沿展开深

入地讨论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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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月 25 -26 日，姚海祥教授到中山大学参加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创新群体、中山大学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办的

“ 2017 年中山大学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论坛”，并作了

“Downside risk, smooth nonparametric optimiza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s”发言。 

 

姚海祥教授会议发言现场 

11．12 月 1 -3 日，团队成员张倩生教授到成都参加了由四川

大学参加“2017 第二届中国金融程序化交易教学高级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和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主办，四川

大学经济学院承办，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等教育出版社、复

旦大学出版社协办。有来自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等省内外高校近 200 位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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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参会教师合影（前排左三为张倩生教授） 

12．12 月 16-17 日，姚海祥教授到厦门大学参加由厦门大学主

办的“2017 厦门大学金融工程与量化金融学术会议”，会议的主

题是“大数据时代金融工程和量化金融的挑战与展望”， 会议邀请

相关专家学者就金融工程、金融风险以及量化金融等领域的重要热

点问题交流各自最新研究成果，整合优秀的学术资源，提出重大政

策建言。姚海祥教授在会上宣读论文“Lower partial moments, 

smooth nonparametric optimiza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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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名家来访篇 
 

本创新团队，除了团队成员积极主动参与国内外学术盛宴，也

主动邀请国内外名家来院进行学术交流。 

1.  3 月 10 日，邀请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天寿教授进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书撰写辅导报告和申报书具体指导，团队成员马

庆华、王军威等参加会议。 

 
参加座谈的老师与周天寿教授合影 

 

附周天寿教授简介： 

周天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入选者，数学研

究所所长，广东省计算数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广东省工业与应用

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计算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筹学会

计算系统生物学分会副主任，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理事。研究

方向：分子系统生物学与计算系统生物学。在 SCI 刊物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在国际顶尖刊物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发表两篇

论文且其中 1 篇被 Harvard 大学生物系 M. Springer 和 J. Paulsson 教

 — 29 —
198



授在 Nature 上作了专门评论；在 Cell 出版社的子刊物 Biophyiscal 

Journal 上发表研究论文 3 篇；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 发表研究论文 1 篇。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学术

专著 1 部。2003 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8 年获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2009 年获南粤优秀科技创新论文一等奖。主持多

项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项目，包括主持国家基金委重点项目 1 项，主

持国家基金委重大研究重点支持项目和集成项目各 1 项，主持 973

项目的子课题 1 项等。目前担任四个国际刊物的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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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月 29 日，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来院进行学术交流，郑老师做了

“当前我国金融经济学研究热点问题分析与《经济研究》投稿用

稿情况介绍”讲座。团队成员姚海祥、张浩 等参加交流活动。 

 

 
图为会议现场 

附郑红亮研究员简介： 

郑红亮，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

究》常务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微观经济学、企业制度比较、公

司治理理论、国有企业改革等。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

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发表高水平论文数十篇，并著、译、

编有《经济学的贫困》、《中国的乡镇企业与乡村发展》（获国家

图书奖提名奖）、《企业经济》等。 

3. 5 月 5 日，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上海财经大

学统计与管理学院教授周勇做客我校著作教授论坛 327 讲，做了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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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数据超高维数据非参数降维方法及其应用”讲座。团队成员

姚海祥、马庆华、王军威、张浩 等人参加交流活动。 

4.  

 
图为周勇教授与大家分享成果 

附周勇教授简介： 

周勇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994 年获中国科学院应用数

学所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上海财

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院长。 

 

4．11 月 27 日，邀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何林副教授

来院与团队成员进行学术交流，何老师做了 “Optimal control of  DC 

plan manager under two managerial incentive schemes”讲座。团队成员

姚海祥、马庆华、张浩 等人参加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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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何林正在做报告 

附何林简介： 

何林，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理学博

士。研究领域包括养老金管理与家庭金融决策，精算与大数据分

析，债券市场研究等。在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中国管理科学》

和《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

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中国保险学会课题等多项基金项目。出版专著两部。受聘首批

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青年学者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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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月 27 日，邀请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余乐安来院与团队成员交流，余教授做了题为“大数据与互

联网金融”的讲座。余教授主要介绍大数据与互联网金融的最新发

展及其应用。报告首先从实体经济危机说起，讲述互联网金融的兴

起和发展，然后讲述互联网金融引发的产业格局巨变，最后讲述了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金融的一些最新的发展以及带给我们的思考与启

示。团队成员姚海祥、马庆华、张浩 等人参加交流活动。 

 

图为余乐安教授做讲座 

附余乐安教授简介： 

余乐安教授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组部首届“万

人计划”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获得者、全国（百篇）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目前，出版专著 5 部，发表 SCI/SSCI 论文 90 余篇，多篇

论文被评为“ESI 热点论文”和/或“ESI 高被引论文”。先后多次

获得 Elsevier 中国高被引学者、加拿大研究理事会 Top 1%高被引

学者、中国青年科技奖、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北京市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等奖励。主要研究领域为商务智能、大数据挖掘、经济

预测与金融管理等。     
6．12 月 1 日，邀请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杨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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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来院与团队成员进行学术交流。杨教授作了题为“社会行为的

数学建模”讲座。社会行为尽管表现得繁杂纷呈，但其背后往往有

着简单的规律，可以用数学模型进行刻画。本报告分别用扩展的

Degroot 模型、演化博弈模型、时尚博弈模型、门槛模型等为工

具，对社会观念的传播和形成、欺诈及其治理、标新立异与跟风、

社会情绪的操纵等一些社会行为进行数学建模，揭示这些社会行为

的演变机理，加深对社会行为的认知。团队成员姚海祥、马庆华、

张浩 等人参加交流活动。 

 

图为参加学术交流团队成员与杨晓光教授合影（左三为杨晓光教授） 

 
附杨晓光教授简介： 

杨晓光，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

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管理决策与信息系统重点实

验室主任，中国运筹学会副理事长、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

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秘书长。获得过复旦管理学突出贡献奖、中

国青年科技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荣誉。

主要研究方向：金融风险管理、应用经济学、数学优化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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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研究生双周论文讨论班 
 

从 2017 年 10 月起，组织团队导师所指导的研究生开展论文研

讨，双周举行一次，至今已举办五期，六位研究生魏嘉辉、李丰

锋、刘辉、向旭东、洪雅芳、郭倩分别与同学分享自己的论文，促

进研究生相互交流，提高研究生学习和研究能力。 

 

研究生听取同学的汇报 

 

研究生魏嘉辉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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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讯  篇 

   团队成员姚海祥教授学校 2016 年度优秀科研业绩一等奖，王

军威教授、张浩博士获学校 2016 年度优秀科研业绩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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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队概况

团队的带头人为袁申国 ，团队成员为：战明华、陈昭、王磊、

张振华、边文龙、吴周恒、唐凯。

（一）团队形成背景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我校凝聚力量、加快高端智库建

设和形成有影响力研究团队的需要，我校陆续推出了三轮创新团队申

报和立项。为积聚力量，以应对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家扩大对外

开放的研究进展，为我校智库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研究提供研究力

量，经贸学院于 2015 年组建了扩大金融业和资源业对外开放研究团

队，并于 2016 年初通过获得校级创新团队立项。考虑到未来我国建

设国际金融中心、以及金融行业双向对外开放对我国走出去和请进来

的重要性，以及提升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能力的重要意义，团队于

2016 年下半年开始逐渐转型为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研究为主要议

题的研究团队。为了团队研究全面向金融方向聚焦，提升项目组的研

究水准，项目组在已有基础上，更吸纳了金融学博士生导师战明华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的优秀金融学和经济学青年

学者边文龙博士、王磊博士和吴周恒博士的鼎力加盟。

2017 年本创新团队正式认定为广东省教育厅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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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队成员介绍

1、袁申国，广东省教育厅创新团队“扩大金融业开放研究”带

头人。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经济学教授、世界经济专业硕

士生导师。《经济研究》、《财经研究》、《南方经济》等期刊匿名

审稿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委。2014 年 9 月-2015 年 8 月在美

国堪萨斯大学经济系访学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一年。主持和参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其他省部级项目

7项。出版专著、编著、译著、教材 5 部。在《经济研究》、《财经

研究》、《经济学家》、《国际贸易问题》、《南方经济》等刊物发

表学术论文 30余篇。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多项。

研究领域包括金融开放、金融效率、国际金融与贸易、汇率、DSGE

模型、货币政策等。

2、战明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教授，经济

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金

融发展理论与实证、上市公司行业融资行为、产业结构变迁与金融支

持、货币经济与应用经济计量等。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

《世界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科学》、《统计

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财经研究》、《南方经济》等杂志发表

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省自科和省社科项目 10余项，担任《世界经济》、

《金融研究》与《财经研究》等刊物的匿名审稿人。在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 1 部。获得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金融学会联合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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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第八届中国金融学优秀论文三等奖、浙江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三

等奖、浙江省社科联首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浙江省社科联第五届

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等省部级政府奖和学会奖 4 项。

3、 陈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经济学（季刊）》、《财经研究》、《经济评论》等期刊的匿

名审稿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委，多省的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

委。主持和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 9

项，出版专著 10 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国际贸易问题》、

《财经研究》、《经济评论》、《中国软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 40

多篇，获得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

学）著作类三等奖。主要研究方向：货币理论、宏观经济、动态非稳

定面板、计量经济史学。

4、张振华，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统计系副教授，中

国计算机学会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员。担任多个中文核心期刊和

《IEEE Transaction on Fuzzy Systems》、《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MAN，AND CYBERNETICS》、《Fuzzy Sets and System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edicin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roximate Reasoning》、《Soft Computing》等优秀 SCI 期刊

匿名审稿人，广东省科技厅和省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委。2014 年在

英国考文垂大学商学院和工程与计算学院访学半年。已主持和参与国

家级、省部级项目 20余项，主持省部级项目多项。近年在《南京大

学学报》、《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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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管理科学》等国内核心期刊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and Fuzzy Systems》、《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Information-Tokyo》 等 SCI&EI 检索的国际期刊

发表论文 60余篇。获 2015 年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系统工程优秀

英文论文一等奖和中文论文二等奖各 1项。研究领域包括风险评估和

风险管理、量化投资与组合投资、智能计算和智能决策、数据挖掘和

大数据、数据库质量评价与优化控制、价值链和产业升级、服务外包

与软件外包等。

5、唐凯，“云山青年学者”。2016 年毕业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农业与资源经济专业，获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加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敏感性生产力分析、农业生产经

营生物经济学建模、农业温室气体减排、农业污染治理。在 Applied

Energy、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等刊物上共计发表学术论文 8 篇，其中 ISI-JCR

一区 SCI 期刊论文 4 篇，二区 SSCI 期刊论文 1 篇。参与或主持了教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澳大

利亚西澳大学科学研究项目等项目 4 项。是 Applied Energy、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等国际 SCI/SSCI 刊物的

审稿人。

6、王磊，经济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青年学者。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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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与澳大

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

学、货币金融理论，目前的研究着重于金融危机理论及其在中国民间

借贷危机中的运用。在《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国际金融

研究》等国内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7、吴周恒，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经济贸易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学和货币

经济学。曾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等 SSCI 检索

国际一流期刊以及《统计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国际经贸探

索》等 CSSCI 检索国内优秀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8、边文龙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青年学者”，北京大

学国际发展研究院金融学博士。在《统计研究》、《财经研究》、《经

济学季刊》、《当代经济科学》、《保险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

篇，参加和参加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多项。主要研究方向金融、

保险和应用计量经济学。在面板数据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利率与隐含

利率及其影响，市场结构与保险赔付，公司规模业务与经营效率等领

域有诸多研究。

（三）团队研究方向

本团队针对两个根本性问题：第一，中国金融业开放现状：对谁

开放？在哪开放？以什么方式开放？开放的影响如何？风险监控及

保障体制如何？第二，中国要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扩大对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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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在哪开放？以什么方式扩大开放？扩大开放到什么程度及其影

响如何？如何监控扩大开放带来的风险及如何为扩大开放提供体制

保障？围绕 “扩大开放起点（现状分析）→扩大开放参考目标（国

际比较分析）→扩大开放路径选择→扩大开放的影响→扩大开放风险

监控和制度保障”的思路开展研究。具体研究方向为：

（1）方向 1：中国金融业开放现状及国际比较研

通过构建金融业双向开放指标，对中国金融业双向开放现状进行

测度，并与世界其他国家金融开放度进行比较，了解中国金融业双向

开放程度所处位置和可以参考的开放目标。接着深入研究中国金融业

双向开放格局现状和主要问题、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的因素。

（2）方向 2：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路径研究

在研究方向 1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的路径选

择问题。包括从调整对外开放区域格局、优化对外开放空间格局和创

新对外开放方式格局三个层面研究如何扩大中国金融业双向开放程

度。

（3）方向 3：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的影响、政策效应模拟及国

际比较研究

在研究方向 1的基础上，研究扩大开放前金融业双向开放对经济

所产生的影响。并在研究方向 2基础上研究扩大开放后金融业双向开

放将会对经济产生哪些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包括金融业双向开放

对不同不同地区的影响；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对资源

配置效率的影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影响；以及扩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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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业双向开放政策效应模拟和国际比较研究。

（4）方向 4：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风险监控与制度保障研究

分析中国金融业开放以来存在哪些风险？以及有哪些体制保

障？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将会带来哪些新的金

融风险？需要哪些新的体制保障？

（四）团队发展目标

团队长期发展目标是形成一个面向前沿、稳定的、能为我国金融

业的双向开放提供决策支持和参考的高水平研究团队，成为能为我省

和我国金融业发展和双向开放、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预警和

决策依据、有一定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团队的近期建设目标是加快成立一个稳定的、面向金融学前沿的

研究队伍，同时针对我国金融业开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展具备理

论意义和实际价值的相关研究，申报相关的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深

入开展和推进前沿研究。

215



9

二、学术动态

（一）团队顺利开题

6 月 20 日，校级科研创新团队项目 “扩大金融业开放研究”开

题研讨会在我校南校区院系楼经贸学院会议室 301 室召开。广东财经

大学副校长邹新月教授、中山大学陈平教授、美国堪萨斯大学张建波

教授、暨南大学赵永亮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教中心主任陈伟光

教授担任开题研讨会专家。经贸学院张建武院长、科研处陈平副处长

和赵德强博士、项目带头人袁申国教授、团队成员陈昭教授和张振华

副教授、教育技术中心崔雷博士及部分研究生一起出席了研讨会。研

讨会由张建武院长主持，科研处赵德强博士为研讨会致辞，陈平副处

长为研讨会作总结发言。

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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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张建武院长介绍了经济贸易学院的悠久建院历史及现状，

指出随着我校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我院科研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今年以来，我院为了进一步凝聚科研方向、大力整合现有资源，组建

了以袁申国教授为带头人，以云山杰出学者张建武教授、云山青年学

者何轩教授、陈昭教授、张振华副教授、云山青年学者唐凯博士和田

云华博士等为研究骨干创新团队——扩大金融业开放研究团队。张建

武表示，新时期研究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对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具

有重要意义，我院将竭尽全力，从各方面为课题组提供研究条件，确

保课题研究圆满完成。并希望各位专家建言献策，帮助课题组顺利起

步、铺平道路。

张建武主持并发言

科研处赵德强博士介绍了我校此次设立8支科研创新团队的初衷

和最终建设打造长久的研究团队的设想，指出这八支队伍都是优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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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脱颖而出的，开题研讨会旨在通过专家献计献策，群策群力将团队

项目建设好，希望专家组多提宝贵的修改意见。

团队项目带头人、我院研究生办主任袁申国教授从团队成员构

成、研究内容和方法、建设目标、完成目标管理措施、经费使用预算

方案、已做的相关工作六个方面汇报了项目设计和研究计划。对项目

研究任务进行了细分，拟从金融业、资源领域、贸易和“一带一路”

战略等领域对外开放进行深入研究，给出了详细的时间表和实现方

案。

袁申国教授汇报研究计划和管理措施

接着，与会专家就研究项目可行性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充分肯定

团队项目选题、团队研究基础、研究实力基础上，对如何开展研究提

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专家组组长邹新月教授赞扬课题组前期工作十

分充分。他指出，中国未来扩大金融业开放研究首先要服务于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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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团队可以先把焦点放在贸易、金融、投资和组织领域，

并进一步聚焦研究风险防范和风险监控。

邹新月主持专家论证

陈平教授指出团队基础好，相信经过几年建设会成为一个优秀的

团队。他同时指出该研究重要的是做出特色。张建波教授建议要加强

国际合作、提升团队成员研究实力。陈伟光教授根据自己主持国家重

点项目建设经验，从研究方向、团队建设等领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赵永亮教授指出研究领域可以先聚焦再扩展。最后，邹新月教授从团

队题目、研究方向、团队建设等各方面对专家组的意见进行了总结，

他结合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经验，指出强调国家加强扩大金融业对外

开放的重要性，并指出课题可以从金融业双向开放战略研究入手，希

望课题组在开展研究时选择可建设、可依赖的研究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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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处陈平副处长作总结发言，希望团队能建设成经贸学院的优

秀团队，为我校经济贸易学科发展贡献力量。

最后，袁申国教授作总结发言，表态一定群策群力、尽职尽责做

好团队建设，张建武院长也表态经贸学院将全力支持团队建设。

开题研讨会在积极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二）申报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

2016 年 12 月团队申报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团队成员

齐心协力共同参与了整个申报过程。分别就创新团队基本情况、团队

建设的可行性和团队建设方案进行了详细阐述和论证。最终获得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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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国家重大社科项目（获重点项目立项）

2016 年 8 月团队成员战明华教授申报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经

济发展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及其有效性研究》，最后获

得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立项。在申报过程中，得到何传添副校长，易行

健院长的大力支持，他们与项目负责人战明华以及团队带头人（项目

子课题负责人之一）袁申国就项目破题、项目写作框架结构、项目写

作具体内容、项目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交流，为项目立

项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选题推荐

2016年12月22日下午在南校区教学楼B座304会议室举行2017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选题推荐会。

团队成员经过热烈讨论和认证，最终确定申报选题《扩大金融业

双向开放系统性风险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研究》。并作出简

要论证如下：《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和着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 年中央工作经济会议进一步强调要把

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扩

大金融业双向开放面临新的经济环境：对外面临人民币加入 SDR、国

际货币体系重构、特朗普贸易保护政策、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英国

脱欧、TPP 存废问题、各国政局不稳等外部冲击；对内面临经济结构

转型、外需转内需、对外贸易结构升级、房地产泡沫、“三去一降一

补”、互联网金融和民间金融发展等环境。这些环境下扩大金融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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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可能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进行，

故研究该主题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意义重大。研究内容：

（1）各种经济环境下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面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识

别及度量研究。（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需求与金融支持研究。

（3）金融业开放系统性风险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制及理论研

究。（4）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风险预警系统的构建（微观层面）。

（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宏观政策研究（宏观层

面）。研究目标：为中国政府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促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供理论依据、经验证据和可操作性借鉴。

（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选题推荐

2017 年 2 月至 3 月，创新团队开展了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课题攻关项目选题推荐工作，通过认真讨论和详细论证确定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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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荐选题为《通过供给侧结构改

革与金融支持研究》。大致内容包括五个方面：第一，金融影响供需

结构理论基础和演化历程研究；第二，配合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金融结

构改革研究；第三，配合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金融业双向开放研究；第

四，配合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金融效率研究；第五，金融配合供给侧结

构改革相关政策研究。研究的基本思路：首先从理论上探讨金融对经

济结构的影响，尤其是深入研究金融对供给结构影响的相互作用机

理。然后在理论和文献研究基础上分别从金融结构改革、扩大金融业

双向开放和金融效率三个方面研究金融如何支持供给侧结构改革。最

后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深入分析金融配合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相关政

策。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理论与机理研究→金融结构改革、金融

开放和金融效率方面金融支持研究→政策研究。”研究目标：第一，

构建供给侧结构改革与金融支持理论框架。第二，为中国供给侧结构

改革“三去一降一补”顺利开展和成功实现提供可操作性方法和手

段。第三，弄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究竟需要如何深化金融改革。

（六）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指导会

2017 年 3 月 2日下午，在经贸学院院系办公楼 301 会议室举行了

2017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指导会，指导会邀请了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周先波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杨春鹏教授，两

位教授是多年来审核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专家，对申报书中出现的一

些问题有着非常专业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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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带头人袁申国，团队成员陈昭、吴周恒和张振华参加了

指导会。现场，四位老师依次对自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等方面进行了重点阐述，认真听取了专家

对自科基金项目申报的选题、科学问题的凝练、创新点等方面的

点评。团队四位老师也表示通过此次申报指导会，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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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成果

（一）出版专著

1、团队带头人袁申国出版专著《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经济波

动及企业的影响研究》，2016 年 12 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ISBN：

978-7-5141-7686-5。

2、团队成员吴周恒出版专著《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理论模型与政策

研究：1978-2014》，2016 年 12 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ISBN：

978-7-5141-7719-0。

（二）2016 年获得立项项目

2016 年团队成员申报项目获得立项情况：

1、2016年8月团队成员战明华教授申报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经

济发展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及其有效性研究”，获得国

家社科重点项目立项，获得资助经费 35万元。

2、2016 年团队成员陈昭教授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

代中国经济指数资料整理及数据库建设”子课题负责人，该项目 2016

年获得立项，资助子课题项目科研经费 10万元。

3、团队成员张振华申报中央其他部门社科专门项目“中国公共

数据库质量控制的多粒度优化方法研究”，喜获立项，获研究资助经

费 5万元。同时，张振华申报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序信息系统三

支决策理论及其在软件外包项目全过程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研究”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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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获得资助经费 10万元。

4、团队成员吴周恒申报省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本配置效率

与中国实际经济周期波动”获得立项，获得资助经费 10万元。

5、团队成员唐凯博士申报的校级科研青年项目“扩大中国资源

领域对外开放格局研究”，喜获立项，获研究资助经费 5 万元。

（三）2017 年申报项目

2017 年团队成员申报的项目情况：

1、吴周恒申报国家自科项目：新货币政策框架下的货币政策传

导与宏观稳定、金融稳定功能的研究

2、陈昭申报国家自科项目：技术空间溢出与中国产业链区域梯

度演进耦合的机理研究

3、陈昭申报教育部项目：技术空间溢出空间层级传递带动我国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研究

4、陈昭申报广东省自科项目：产业链离散化背景下技术溢出的

空间逻辑、创新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模式研究

5、陈昭申报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近代中国 50年货币供

应量的估算与不可控外生机制研究（1887-1936）,已获立项

6、张振华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中国公共数据库质量

控制与优化研究

7、王磊申报广东省自科博士启动项目：基于信用供给观的房地

产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机制及其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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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袁申国申报广东省自科：金融开放、金融效率与经济波动关

系及广东省实证研究

9、袁申国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中国金融开放、金融效率与宏

观经济波动关系的 NOEM 模型模拟和实证研究

10、袁申国申报国家自科：金融开放和金融效率对经济波动影响

机制、实证模拟和理论构建研究

（四）发表学术论文

团队成员，2016 年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公开发表 SCI、SSCI 检

索学术论文 20 篇，一类 A 学术论文 2 篇，一类 B 学术论文 3 篇，

二类 A 学术论文 10篇。

附：创新团队成员 2016 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一览表（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序

号
论文名称 第一作者

其他

作者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刊

物

级

别

论文

字数

1
高货币化率的非货币化

解释
王磊 朱太辉 国际金融研究 2016.12

二

类

A

10000

2
面板数据随机前沿分析

的研究综述
边文龙 王向楠 统计研究 2016.06

一

类

B

10000

3

中国产险公司的投资业

务对经营效率的影响研

究

边文龙 王向楠 财经研究 2016.07

二

类

A

10000

4
资本配置摩擦与中国经

常项目波动
吴周恒 林峰 统计研究 2016/7/15

一

类

B

10000

5
资本配置效率与中国投

资波动异质性
吴周恒 国际经贸探索 2016-11-15

二

类

B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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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内生创新努力、贸易开放

与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

——基于中国三大区域

面板分布滞后模型的实

证

陈昭 胡晓丹 财经理论研究 2016/10/15
四

类
12000

7

内生创新努力、贸易开放

与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

数据 SUR 模型的实证分

析

陈昭 胡晓丹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学报
2016/5/30

四

类
12000

8

基于我国吸收能力的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研究

陈昭 张世珍
湖南商学院学

报
2016-10-20

四

类
12000

9

Estimating the

regional total factor

efficiency and

pollutants’ marginal

abatement costs in

China-A parametric

approach

唐凯

Lin

Yang,

Jianwu

Zhang

Applied

Energy
2016-12-01

一

类

A

9000

10

Carbon farming

economics: What have

we learned?

唐凯

Marit E.

Kragt,

Atakelty

Hailu,

Chunbo

M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6-10-15

一

类

A

10000

11

Research on

Extracurricular

Training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Innovative Talents

-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Clubs

张振华

（通讯作

者）

何丽敏，

丁雪纯

Advanced

Science

Letters

2016-08-31
三

类
4000

12

A Novel Weighted

Average Index Method

of Interval Valued

Intuitionistic Fuzzy

Set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张振华

黎芷君，

陈小欣，

曲国华，

胡勇，肖

奎喜，徐

瑾辉，马

Advances i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Computing

2016-06-30

二

类

A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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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ourced Software

Project Risk

Assessment

超

13

Some Novel Dynamic

Fuzzy Sets Models

Applied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Outsourced Software

Project Risk

张振华

曲国华，

胡勇，肖

奎喜，黎

芷君，陈

小欣，徐

瑾辉，马

超

Advances i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Computing

2016-06-30

二

类

A

8000

14

Some Weighted Ranking

Operators with

Interval Valued

Intuitionistic Fuzzy

Information Applied to

Outsourced Software

Project Risk

Assessment

张振华

胡勇，肖

奎喜，袁

申国，陈

昭

Lecture Not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6-10-31

二

类

A

8000

15

An Order-Preserving

Intuitionistic Fuzzy

Distance and Its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Quadrangular

Axiom

张振华

胡勇，肖

奎喜，袁

申国，陈

昭

Lecture Not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6-10-31

二

类

A

8000

16

A Rule Extraction for

Outsourced Software

Project Risk

Classification

张振华

胡勇，肖

奎喜，袁

申国，陈

昭

Advances i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Computing

2016-12-31

二

类

A

8000

17

A NOVEL COMBINATION

FORECAST METHOD ON

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EXCHANGE RATE

FORECASTING

张振华

欧阳泽

拯，马超，

徐瑾辉，

李龙欣，

温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MULATION:

SYSTEM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11-30

二

类

A

8000

18

A Decision Tree Model

for Meta-Investment

Strategy of Stock

Based on Sector

Rotating

张振华

（通讯作

者）

何丽敏，

陈少东，

张振华，

胡勇，江

泓逸

Frontier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6-12-30

二

类

A

8000

229



23

19

An Unsupervised

Three-Way Decisions

Framework of Overload

Preference Based on

Adjusted Weight

Multi-Attribute

Decision-Making Model

张振华

（通讯作

者）

吴豪，骆

清韵，陈

斯燕

Elsevier: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Journal

2016-10-31

二

类

A

8000

20

Some Risk Functions of

IVIFS Applied to

Outsourced Software

Project

张振华

胡勇，马

超，徐瑾

辉，袁申

国，陈昭

Journal of

Intelligent

and Fuzzy

Systems

2016-12-30

一

类

B

8000

21
噪声交易、人民币汇率波

动与汇率制度选择
吴周恒 林峰 国际贸易问题 2017-2-15

二

类

A

10000

22

创新空间崛起、创新城市

引领与全球创新驱动发

展差序格局研究

陈昭

刘珊珊，

邬惠婷，

唐根年

经济地理 2017-01-26

二

类

A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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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交流

（一）成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

1、2016 年 7 月 16-17 日，团队成员陈昭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制

度·生态与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和河北大学

主办，宣读论文。

报告题目：法国由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变研究

2、2016 年 8 月 17-19 日，团队成员张振华参加第十六届中国

Rough 集与软计算学术会议、第十届中国 Web 智能研讨会及第十届中

国粒计算研讨会联合会议（CRSSC-CWI-CGrC 2016）此次会议由中国

人工智能学会主办，山东烟台大学承办。2016 年 8 月 18 日张振华作

分会报告。

报告题目：一类基于坐标变换的带参数直觉模糊距离构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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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6 年 12 月 11-14 日，团队成员张振华访澳门特别行政区

参加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zzy Systems and Data

Mining(模糊系统和数据挖掘国际会议) FSDM2016，作会议分会场报

告。该会议是由 IEEE 和国际模糊系统学会主办，澳门科技大学承办，

2016 年 12 月 13 日分别于上午和下午、在两个分会场作分会报告。

报告题目 1：Some Risk Functions of IVIFS Applied to

Outsourced Software Project 外包软件项目的区间直觉模糊风险

函数研究（风险决策）

报告题目 2： A Decision Tree Model for Meta-Investment

Strategy of Stock Based on Sector Rotating 基于行业轮动的元

投资策略决策树模型（量化金融、量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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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员学术讲座交流

1、2016 年 5 月 19 日经贸学院 2016 年双周 Seminar 第三期在教

学楼 E504 顺利举行，吴周恒博士报告了题为“噪声交易、人民币汇

率波动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工作论文。

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的理

论模型,将进入外汇市场的噪声交易者数量内生化,合理解释了人民

币汇率波动的形成机制。理论分析表明,汇率波动既与宏观经济基本

面波动正相关,也与进入外汇市场的噪声交易者数量正相关。在给定

宏观经济基本面波动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取决于噪声交易者对

人民币风险溢价的预期。当噪声交易者对人民币风险溢价的预期较高

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能够有效抑制噪声交易者进入外汇市

场,有助于降低人民币汇率波动并提升货币政策效果。基于理论分析

结论,文章采用 1996 年 1月至 2015 年 6 月的月度数据对中国的无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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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利率平价进行实证检验,间接测度了人民币外汇市场中噪声交易者

数量的变化。实证结果显示,人民币外汇市场中噪声交易者的数量较

多,且随着 2012 年 4 月后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扩大,噪声交易者的

数量明显增加。

2、2016 年 12 月 22 日在金融学院 304 会议室举行了金融学院双

周论坛第二十六讲，团队带头人袁申国教授汇报了题目为《金融开放、

金融效率与经济波动 》的论文。

文章首先建立含金融开放和金融效率参数的新型开放经济宏观

（NOEM）模型，使用贝叶斯方法估计 NOEM 模型校准参数，然后模拟

不同金融开放度和金融效率下中国宏观经济变量波动情形，寻求金融

开放、金融效率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在模拟基础上使用面板计量模型

和中国经济数据，实证分析金融开放、金融效率对宏观经济变量波动

性的影响，验证金融开放扩大、金融效率提高是加大还是降低了中国

经济波动性问题。模拟结果表明，如果中国继续扩大金融开放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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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高金融效率，将会引起宏观经济波动不确定性增加，金融效率的

提高有利于平滑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性。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金融开

放扩大会加大产出的波动性，而提高金融效率可以平滑产出、消费和

投资波动性。

3、2017 年 3月 23 日经贸学院 2017 年第一期青年教师学术沙龙

在院系楼 301 顺利举行。吴周恒博士报告了题为“Intermediate

Good Price Shock, Exchange Rate Regime and Capital Account

Openness”的工作论文。我校经贸学院、会计学院以及华南师范大学

的青年教师及学生参加了本次学术沙龙。

作者首先展示了OECD国家和亚洲部分国家的中间品价格与经济

波动的数据，发现中间品价格的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非常大，指出

了研究课题的重要性。作者在研究影响两者的传导机制中，认为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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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至关重要：垂直贸易结构，汇率变动制度以及资本开放程度。文

章通过构造 DSGE 模型对变量进行分析，分别探讨了三者对于经济波

动以及福利变化的影响。最后，作者通过选取加拿大数据进行模型的

数据模拟，得出结论：中间品的价格变化能够解释 42%的经济波动。

同时，中间品价格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大小主要取决于垂直贸易的结

构，汇率制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最后，中间品的价格变化可能会提

升浮动汇率制和金融开放性国家的福利程度。

报告结束后，与会师生针对该工作论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

出建设性意见。

（新闻链接：http://jingmao.gdufs.edu.cn/info/1033/39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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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7 年 3月 25 日吴周恒博士参加第三期香樟经济学（广州）

Seminar，做了题为“Intermediate goods price shock, vertical

trade and exchange rate regime”的论文汇报。

吴周恒博士构建了一个包含垂直贸易结构的两部门模型来研究

国际中间产品价格冲击对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影响路径。她发现，国际

中间产品价格冲击的福利效应取决于经济体垂直贸易的比重、汇率制

度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垂直贸易结构比重越高、汇率的允许波动范

围越小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越低，经济体受到国际中间产品价格冲击

越大。

5、2017 年 4月 27 日下午，经贸学院 2017 年第二期青年教师学

术沙龙在院系楼 301 顺利举行。团队成员唐凯博士报告了题为

“ Estimating the regional total factorefficiency and

pollutants ’ marginal abatement costs in chin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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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ricapproach”的论文。我校经贸学院、会计学院的青年教师

及学生参加了本次学术沙龙。

作者应用参数方向距离函数方程，利用2003年到2012年的数据，

估计了我国各个省份在考虑投入、产出、排放的基础上的全要素生产

率和主要污染物的边际减排成本。作者发现如果所有省份都位于生产

可能性前沿，我国将节约能源消费的 29.5%，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

硫排放的 29.5%和 27.4%。观察不同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作者发现

东南沿海地区的表现普遍好于其余地区，黄河中游地区、西北地区、

北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节能减排潜力巨大。此外，作者发现在整

个研究期间，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稳定持续的上升，而二氧化硫

的边际减排成本呈现急剧的增加。全国层面而言，二氧化碳的平均边

际减排成本为每吨 5512 元，二氧化硫的平均减排成本为每吨 154395

元，此外，二氧化硫的边际减排成本在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在以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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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础上，作者认为经济增长和污染减少的双重红利是有可能实现

的，政策制定者需要促进技术转让，鼓励跨领域和区域间的科技合作，

在制定运用市场机制调节节能减排配额的有效配置时需要考虑地区

间的异质性，使得污染的市场价格机制更加灵活。报告结束后，与会

师生针对该工作论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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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理论研究前沿”科研创新团队工作简报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语言理论研究前沿”创新团队主编 2016 年 12 月 12 日

本期要目录

一、团队概况

二、团队学术动态

三、团队科研成果

四、团队学术交流情况

五、团队建设规划与管理制度

一、团队概况

“语言理论研究前沿”科研创新团队的带头人为韩景泉教授，依托单位为英
语语言文化学院，团队成员为温宾利教授、冯光武教授、魏在江教授、吴庄副教
授、何清顺博士、王晓培博士、全峰博士。

本创新团队建设以承担高层次科研项目、培养高水平学术研究人才、产出高
质量的科研成果、培育高级别科研创新团队为目标，努力为学校的一流学科建设
做出重要贡献。

本团队的研究方向包括形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以当今国际
语言学界主流理论为参照，积极追踪最新研究发展，瞄准学术前沿，主动参与理
论建设，着重就一些重要的语言学前沿理论问题以及富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语言结
构和现象展开独立研究。采用跨语言的研究方法，重视语言共性的提取，同时又
深化语言个性的解释。在研究中，强化前沿意识，坚持本土立场与国际视野相结
合，坚持语言事实挖掘与语言理论建设相结合。通过三年的建设，拟发表学术论
文 25 篇，其中发表学校规定的一类期刊论文 3-5 篇，二类论文 16 篇，成功申报
国家级项目 3个或省部级项目 6个，出版学术专著 4部，获取重要科研奖励 1-2
项。

二、团队学术动态

2.1 团队开题研讨会
2016 年 6 月 18-19 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理论研究前沿”科研创新团

队项目开题研讨会在北校区第六教学楼 B103 举行。担任本次团队项目开题评审
的专家分别为程工（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科领军人才、国务院学科评
议组专家、国家社科基金会评专家），胡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当代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当代语言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

240



2

“语音与言语科学重点实验室”首席研究员），丁建新（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何晓炜教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余盛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教
务处副处长）。参加研讨会的有团队的全体研究成员与管理人员以及对团队项目
研究感兴趣的老师和学生。科研处陈彦辉处长、陈平副处长与杨宏老师亲临会场
指导。

研讨会由团队项目依托单位英文学院院长温宾利教授主持。科研处陈平副处
长介绍了学校科研创新团队项目有关情况及开题要求。团队负责人韩景泉教授汇
报项目设计及研究计划等。专家们对选题予以了充分肯定，就研究内容、研究重
点、人才培养等方面问题与项目组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提出了宝贵建议和良
好祝愿。陈彦辉处长在总结发言中指示项目组一定要严格按照学校科研创新团队
合同要求开展研究工作，出色完成建设任务。

2.2 团队学术讲座活动

（1）胡建华教授学术讲座: 儿童句法的双向生长模式 -- 语言获得的演化观
【主持】温宾利教授
【参加】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西师
范大学等高校的五十多名师生。
【时间】2016 年 6 月 18 日
【地点】 北校区第六教学楼 B103

主讲嘉宾胡建华教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语言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代语言学研
究室主任、《当代语言学》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工程项目“语音与言语科学重点实验室”首席研究员。

胡建华教授讲座的基本内容如下：
人类语言的基本特性即合并（merge）。合并是以虚实为基础的，合并是虚

实相生，即：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词组是虚实合并而相生的结果，表现出虚实
对称的结构。除了词组呈现出虚实对称的结构，整个句子也呈现出虚实对称的结
构：一头虚，一头实，即 CP 层虚，VP 层实。在其虚实对称理论的基础上，胡建
华教授提出了一个儿童句法发展的虚实对称、双向生长模式（bidirectional
maturation model），该模式可以得到儿童自发产出言语材料的验证。

（2）程工教授学术讲座: 复合词里的词根和语段
【主持】韩景泉教授
【参加】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西师
范大学等高校的五十多名师生。
【时间】2016 年 6 月 19 日
【地点】 北校区第六教学楼 B103

主讲嘉宾程工教授为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
交流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外国语言文学组）第六届、第七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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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组成员。
程工教授在讲座中指出，基于分布式形态学理论，词库应该是非生成性的，

即把词库回归为静态列表，把其中的构词规则移交给语法的其他部门。他认为，
应把“合并规则”视为语言里唯一的组合机制，同时负责词和短语层级结构的生
成。他以“向心性”、“意义组合性”、“可分离性”三个鉴别标准，探讨了汉
语复合词中并列式、偏正式、动补式、动宾式的词根构成和语法特征。最后，程
工教授对理论框架、词根合并和语段问题进行了详细地解释。程教授运用相关理
论深刻剖析了具体案例，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知识渊博，语言幽默风趣，讲
座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富有激情，赢得了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3）何清顺博士学术讲座: 概念语法隐喻的转移类别研究
【主持】温宾利教授
【参加】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西师
范大学等高校的五十多名师生。
【时间】2016 年 6 月 18 日
【地点】 北校区第六教学楼 B103

何清顺博士为本创新团队成员，他在所作的“概念语法隐喻的转移类别研究”
学术报告中从功能语法的角度分析了概念语法隐喻的转移类别。

（4）全峰博士学术讲座:施用理论下英语虚词结构的生成机制
【主持】韩景泉教授
【参加】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西师
范大学等高校的五十多名师生。
【时间】2016 年 6 月 19 日
【地点】 北校区第六教学楼 B103

全峰博士为本创新团队成员，他在所作的“施用理论下英语虚词结构的生成
机制”学术报告中利用施用理论探讨了英语虚词的内部结构以及名词赋格。

三、团队科研成果

3.1 魏在江教授获 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

魏在江教授申报的“基于认知的英汉语法转喻对比研究”喜获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立项。近年来，随着学院科研实力的提升，学院科研项目、科研成果、
科研奖励等方面形成良好的积累，具备了承担重大项目的能力和水平。同时，高
层次学术骨干和中青年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成效显著，与科研工作形成良好协同
效应，为学院科研工作发展提供了持久动力和新的科研增长点。

附魏在江教授简介：
魏在江教授现为我校英文学院“云山杰出学者”，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

向为认知语言学，英汉对比与翻译、语用学和语篇分析等。兼任中国语用学研究
会常务理事、中国认知语言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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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老师科研成果丰硕，近年来在《现代外语》、《外国语》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
文 50 余篇，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索引，被
《2009 年版中国期刊高被引指数》遴选为全国“语言文字”学科高被引作者。
魏老师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用预设的认知语用研究”，结题为优秀，
主持完成省部级项目多项，多次获科研成果奖。

3.2 何清顺博士、冯光武教授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何清顺博士、冯光武教授在国际重要期刊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Linguistics
2016年第 4期发表了题为 Rethink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Future be going to:
A Corpus-based Approach的研究论文，该期刊为 SSCI与 A&HCI共同收录刊。

何清顺博士独立撰写的 Reflections on the Grammatical Category of before,
after and since: Introducing Non-finite -ing Clauses: A Corpus Approach 一论文发表
在国际期刊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Vol. 9, No. 10; 2016）上。

何清顺博士另有一篇研究论文已经被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该刊
同样为 SSCI与 A&HCI共同收录刊。

3.3 韩景泉教授在动词词汇语义与句法界面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韩景泉教授围绕动词的词汇与句法界面展开了深入系统研究，已经取得了重
要成果，2016年内以研究论文形式公开发表在学术期刊的成果主要有如下一些：

（1）韩景泉，英语处所倒装结构的及物性限制条件，《现代外语》2016年
第 2期。（CSSCI；一类）

（2）韩景泉，英语致使性动词的非宾格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
2期。（CSSCI；一类）

（3）韩景泉，英语处所倒装结构句法生成的语段解释，《外国语》2016年
第 1期。（CSSCI；二类）

（4） 韩景泉，汉语显性非宾格动词句的最简分析，《外国语》2016年第 6
期。（CSSCI；二类）

（5）韩景泉、潘海华，汉语保留宾语结构句法生成的最简分析，《语言教
学与研究》2016年第 3期。（CSSCI；二类）

（6）韩景泉、徐晓琼，英语不及物性施事动词的致使用法，《外语教学》
2016年第 4期。（CSSCI；三类）

（7）韩景泉、王成东，英语附带省略结构的句法研究。《外国语文》2016
年第 4期（三类）。

（8）徐晓琼、韩景泉，基于语段理论法语复合时态句助动词选择研究，《西
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年第 1期（CSSCI扩展版）

四、团队学术交流情况

4.1 应邀讲学

温宾利教授近期应邀前往讲学，进行学术交流的兄弟院校包括：浙江工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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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016-5-25），浙江外国语学院（2016-5-26），滨州医学院（201-6-17），
韩山师范学院（201-10-18），嘉应学院（2016-10-27），韶关学院（2016-11-1）。

冯光武教授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和 2016 年 11 月 24 日应邀分别前往西昌学
院和湖南科技学院讲学，进行学术交流。

韩景泉教授本学年应邀前往讲学，进行学术交流的兄弟院校包括：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2016-4-7），湖南科技学院（2016-4-19），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2016-5-24），湖南科技大学（2016-6-29），湖南第一师范学院（2016-12-2）。

4.2 参加学术会议

魏在江教授于 2016 年 10 月 15 日参加了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心理语言
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在北京联合举办“语言认知研究高层论
坛”,会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承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协办。邀请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心理语言学专业委员会、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
会两个学会的常务理事、理事携论文参会,共同探讨交流两个领域的相关话题,
加强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二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 2016 英汉语比较与翻
译研究国际研讨会”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至 23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成
功举行。本届研讨会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承
办，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协办。魏在江教授参加了此次会议，主持分论坛发言，
并代表广外申请承办下次学术会议，获得成功。

2016 年 10 月 28 日－30 日，由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主办、山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承办的“第五届中国认知语言学与二语习得研讨会”隆重召开。魏在
江教授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主持分会场发言。

温宾利教授于 2016 年 10 月 22-23 日参加了在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召开的
“2016 中国英语教学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语教学
研究分会主办，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与重庆市重点文科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外语
教育研究中心”承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清华大学 出版社及北京外研在
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协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余位学者围绕“国家标准与中国
英语教学改革”，就国家标准与英语教育政策、英语教学研究、英语教学实践、
英语教师认同与职业发展、英语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和英语专业国际化发展等问题
展开了探讨。

2016 年 10 月 27-30 日，第五届中国句法语义论坛暨第十六届当代语言学国
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同济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
办，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浙江大学外
国语学院、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协办。除大会主旨报告和分组报告外，会议期间还
举行了著名语言学家徐烈炯教授八十华诞庆祝会和已故著名语言学家赵世开教
授、廖秋忠教授纪念会。来自美国、加拿大、荷兰及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
的近 200 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我院理论语言学团队成员温宾利教授、韩景泉教
授和吴庄博士参加本届会议，并报告了最新研究成果。温宾利教授和博士生李俊
报告的题目是“赣语新余方言‘V得（NP）来哩’结构的语义阐释”；韩景泉教
授报告的题目是“汉语动结复合词的句法投射”；吴庄博士报告的题目是“汉语
都 2的儿童习得研究”。除发表学术报告外，温宾利教授、韩景泉教授和吴庄博
士还分别应邀主持了一场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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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形式语言学国
际研讨会（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至 4日在南开大学召开。温宾利教授参与主持分会场报告，并做了关于隐
形道义情态与汉语祈使句的报告。王晓培博士做了盘上方言的词汇研究报告。

冯光武教授于 2016 年 12 月 10 日参加了在我校举行的“2016 中国外语教育
改革与发展高层论坛”。本次论坛面向国家战略发展需求，聚焦我国外语教育的
规划、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全国英语专业教指委成员、外语教育
界学术期刊负责人等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会议。与会代表来自港澳和内地逾百所高
校。

2016 年 12 月 11 日，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2016 年全
体会议在我校行政楼国际会议厅召开。本次会议对英语类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工
程开展的各项工作进行总结，并布置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
专业指导分委员会全体委员、教育部高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相关人员及
部分高校外语学院主要负责人代表参加会议。我校相关部门代表、学院代表和相
关出版社代表列席会议。英指委秘书长冯光武教授在英语专业工作总结中提出，
当下英语专业应大力完善其教学指导性方案，组织研讨会和研究团队探究改革发
展方向，加强知识传输的系统性，推进专业教育改革和学科建设。

五、团队建设规划与管理制度

“语言理论研究前沿”科研创新团队

建设规划与管理制度

一、建设目标

本创新团队建设以承担高层科研项目、培养高水平学术研究人才、产出高质

量的科研成果、培育高级别科研创新团队为目标。努力培育一支能够引领学术前

沿、具有较强凝聚力和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学术队伍，扶持若干名在省内、国内知

名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努力为学校的一流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二、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

以当今国际语言学界主流理论为参照，追踪最新研究发展，瞄准学术前沿，

参与理论建设，着重就一些重要的语言学前沿理论问题以及富有重要理论意义的

语言结构和现象展开独立研究。重点研究的课题包括：（1）普遍语法理论模型

构建，（2）语段理论验证与评估，（3）语言认知机制，（4）动词的语义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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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面，（5）语用推理机制，（6）语义与语用界面，（7）语法化，（8）隐喻，

（9）句子结构的左外围，（10）功能语类。

采用跨语言的研究方法，重视语言共性的提取，同时又深化语言个性的解释。

在研究中，强化前沿意识，坚持本土立场与国际视野相结合，坚持语言事实挖掘

与语言理论建设相结合。

三、建设任务指标分解

（1）学术论文：25 篇，其中发表学校规定的一类期刊论文 3-5 篇，二类期

刊论文 16 篇左右，其余为三类。（每位成员三年内至少发表二类期刊论文 2篇

以上）；

（2）科研项目：国家级 3项，或者省部级 6项；

（3）出版专著：2-4 部；

（4）科研奖励：至少 1项。

四、团队建设的保障措施

（1）依靠学院支持和力量，成立创新团队项目管理小组：冯光武、温宾利、

王斌、韩景泉（秘书：王成东）；

（2）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访问领域内知名专家，并邀请三至四名前

来讲学；

（3）定期举办学术会议：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公开的、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

（有团队以外学者参与、主题明确、对外分布会议公告）；每学期不定期召开两

次学术讨论会，加强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4）建立工作简报、成果简报制度和学术研讨会纪要制度：工作简报主要

报告本创新团队学术活动情况、项目进展情况以及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等，一个学期编辑两期。成果简报主要报告项目阶段性成果摘要、学术研讨会会

议综述、主要论文和专著摘要等，一事一报。学术研讨会议纪要主要记录创新团

队组织的学术研讨会议的主要内容。所有材料需上传电子版到科研处的创新团队

管理信息系统。团队每位成员须及时向团队管理小组提供个人参加重要学术活

动，取得重要科研成果的情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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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鼓励高层次科研项目与奖项申报：团队在资助周期内每年至少提交国

家级重大项目选题 1项，3 年内至少申报国家级重大项目 2次，3年内至少申报

国家级、省级科研奖 1次。

（6）建立激励机制：制定《“语言理论研究前沿”科研创新团队科研成果

奖励办法》，对团队成员所取得的高层次、高水平科研成果予以奖励，最大限度

地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

五、经费使用预算方案（共计 45万元）

（1）开题答辩与结题答辩专家咨询费 3万元；

（2）图书资料费 10 万元；

（3）调研差旅费 9 万元；

（4）会议费 3 万元；

（5）人力资本费 10 万元；

（6）劳务费 2 万元；

（7）团队学术活动 3万元；

（8）通讯费 2 万元；

（9）其它 3 万元。

六、科研成果奖励

以科研成果的形式分配团队的经费，奖励的范围与额度按照本团队制定的

《“语言理论研究前沿”科研创新团队科研成果奖励办法》执行。

附注：

（1）按照科研成果奖励办法所获得的经费额度可以从“人力资本费”中支

取，或凭相关的正规有效发票从“图书资料费”与“调研差旅费”中报销。

（2）若按完成建设任务指标数量计算，科研成果奖励需支出大约 23 万元。

科研成果奖励部分的经费须优先保障，不足部分将从压缩其他开支中支出。

（3）所有成果均必需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以及团队成

员为第一作者（团队成员与其本人所指导学生的合作论文视导师为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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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研成果奖励时间范围须以能够纳入结项任务指标统计的有效时段为

准。

（5）本建设规划与管理条例解释权归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管理小组。

（6）本建设规划与管理条例从 2016 年 4 月 28 日开始实施。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语言理论研究前沿”科研创新团队项目 管理小组

201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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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理论研究前沿”科研创新团队工作简报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语言理论研究前沿”创新团队主编 2017 年 12 月 28 日

一、团队科研成果

1.1 何清顺博士获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项目立项

经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评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
准，团队成员何清顺博士申报的“基于语料库的英语语法隐喻”获准立项，批准
号 17BYY185，项目类别一般项目，资助总额 20 万元。

1.2 何清顺博士、温宾利教授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团队成员何清顺博士、温宾利教授在国际重要期刊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017年第 3期上发表了题为A corpus-based study of textual metaphor in
English的研究论文，该期刊为 SSCI与 A&HCI共同收录刊。

1.3 何清顺博士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团队成员何清顺博士 2017年 10月在国际重要期刊 Lingua 上发表了题为 A
corpus-based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ext technicality and ideatoinal
metaphor in English的研究论文，该期刊为 SSCI与 A&HCI共同收录刊。

1.4 全峰博士、韩景泉教授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团队成员全峰博士、韩景泉教授 2017年 11月在国际重要期刊 The Journal of
Studies in Language 上发表了题为 A phase inheritance-based account on A-and
A’-movement of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的研究论文，该期刊为韩国国家研究基
金会（NRF）发布的韩国引文索引（KCI）收录刊。

1.5 团队成员在国内二类及以上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

（1）冯光武，把握国际精神、找准学校定位、突出专业特色，《外语界》
2017年第 1期。（二类 A）

（2）常俊跃、冯光武，开展区域国别教育,服务国家对外战略，《中国外语》
2017年第 3期。（二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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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文忠、韩子钰、冯光武英语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校标”的能力结构
树设想，《中国外语》2017年第 4期。（二类 A）

（4）王永利、韩景泉（通讯作者），最简方案下非宾格结构的生成机制研
究，《外语学刊》2017年第 2期。（二类 B）

（5）周敏、韩景泉，《生成语法中的控制》（2013）评介，《外语教学与
研究》2017年第 2期。（一类 B）

（6）魏在江，汉语体词谓语句的语法转喻探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 4期。（二类 B）

（7）吴庄，汉语儿童同音词习得的实验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
第 2期。（一类 B）

（8）邵士洋、吴庄，语言接口视角下中国学生英语冠词习得研究，《现代
外语》2017年第 4期。（一类 B）

（9）吴庄，英语母语者习得汉语有定性表达手段的研究，《语言教学与研
究》2017年第 6期。（二类 B）

（10）全峰，双宾语结构被动化移位的跨语言研究，《外国语》2017年第 5
期。（二类 A）

1.6 韩景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鉴定等级为“优秀”

团队成员韩景泉教授围绕动词的词汇语义与句法界面展开了深入系统研究，
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语非宾格动词现象研究”
2017 年经过鉴定和审核准予结项，鉴定等级为“优秀”。 2017 年 3 月，经同行
专家鉴定，共有 239 个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予以结项。其中，“优秀”
15 项，“良好”86 项，“合格”95 项，免于鉴定 10 项。另有 33 个项目暂缓结
项。能够获得优秀的结项等级实属不易，体现了同行专家们对研究成果高度认可。

二、团队学术交流情况

2.1 魏在江教授、韩景泉教授应邀参加《外语教学与研究》创刊 60

周年纪念会暨第六届全国外语教学与研究专家论坛

在全球学术日益交融、学术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外语教学与研究》迎来
六秩华诞。1957 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前身《西方语文》创刊，这是我国外
语界创办的首家学术期刊，在我国外语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数十
年，《外语教学与研究》筚路蓝缕，开拓进取，经受政治风云和时代变迁，坚守
学术本位，形成境界高远、刊风严谨的办刊特色，成为我国外语界著名学刊，直
接见证和推动了我国外语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如今，改革开放走向纵深，国
际一体化和本土化进程同步发生，外语承担着输入和走出双重职责，外语学术研
究面临跨文化诸多新课题，外语学刊迎接国际化和信息化时代新挑战。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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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时代赋予的重任。
在此历史时刻，北京外国语大学于 2017年 6月 25日（周日）于北京隆重举

办了“《外语教学与研究》创刊 60周年纪念会暨第六届全国外语教学与研究专
家论坛”，以弘扬历史传承，探索未来道路，共谋我国外语学术和学刊发展大计.
本次会议主题为：1.《外语教学与研究》60年：回顾与展望；2. 外语学术和外
语学刊发展：使命与担当。团队成员魏在江教授和韩景泉教授应邀参加了纪念会
与专家论坛。

2.2 韩景泉教授应邀参加第六届汉语句法语义前沿学术研讨会

团队成员韩景泉教授于 2017年 11月 25-27 日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
第六届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前沿研讨会，并做了题为“汉语连…都/也结构的句法
研究”大会报告。“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前沿学术研讨会”原名为“两岸三地现代
汉语句法语义小型研讨会”，旨在推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语言学界杂现
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方面的交流合作。本届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
语言学系主办。

2.3 吴庄博士应邀参加首届东亚理论心理语言学国际会议

首届东亚理论心理语言学国际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10-12 日在香港中文大学
召开。大会共计收到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8 篇论文投稿，每份摘要经过 4-6 位
参加者的匿名评审，最终 20 篇论文被录取作为大会报告。团队吴庄博士的论文
“The acquisition of scalar reading of dou by Mandarin-speaking children”
是中国大陆 31 篇投稿中唯一一篇入选大会报告的论文。

吴庄在论文中提出，相比于“都”的分配性量化解读，汉语儿童习得“都”
的级差意义解读较晚，迟至 10 岁的儿童还不能得出“[张三]F 都及格了”所预
设的“张三是选项集里所有成员中最不可能及格的一个”这一预设。“连”可以
帮助儿童察觉“都”的级差意义，可能是儿童最终可以获取成人关于“都”的语
法知识的线索。

东亚理论心理语言学会是曾举办了 14 届的“东京心理语言学会议”的延续，
会议的目标是从语言学理论和语言比较的视角审视语言获得的基本问题——柏
拉图问题，即儿童如何从有限且低质的语言输入中获得复杂而完备的语言知识。
该会议将每两年一次在东亚各国举办，下一次会议将在 2019 年上半年由清华大
学承办。

2.4 吴庄博士应邀参加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 25 届年会

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 25 届年会于 2017 年 6 月 25 日—27 日在匈牙利首都
布达佩斯举行，会议由匈牙利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与布达佩斯罗兰大学人文学院
共同主办。大会共收到 449 篇论文提要，经评议最终录取 220 篇，来自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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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香港和美国、法国、英国、德国、荷兰、波兰、匈牙利、日本、韩国等国
家和地区的 160 余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汉语的历时与共
时研究及其不同的数据来源和类型”，会议内容涉及形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历史语言学、句法语义、第一语言及第二语言习得、语篇与语用、方言学、语言
类型学、信息处理、语言教学、社会语言规划等各语言学分支学科。

团队吴庄博士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做了“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cope of two types of indefinites in Mandarin”的会议发言。他通过
实验语言学的方法证实汉语中的无定成分“一个人”和“某个人”具有不同的辖
域表现。“一个人”可以位于内涵算子的辖域之内，而“某个人”总是处于内涵
算子的辖域之外。“某个人”允许功能性解读，而“一个人”不允许。对于成人
和 4岁以上的儿童而言，“某个人”最容易获得的解读是宽域解读，而“一个人”
最容易获得窄域解读。吴庄博士的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和热烈讨论。

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学会，是目前全世界汉语语言学
及中国境内语言研究领域涵盖学科门类最全的一个主流国际学会，是中国语言学
工作者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同行交流学术的国际平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
已先后在亚洲、美国和欧洲多个城市举办年会，吸引了众多研究汉语语言学及中
国境内语言的学者参加。

2.5 吴庄博士应邀到澳门城市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进行学术讲座

应澳门城市大学人文学院的邀请，团队吴庄博士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在澳
门城市大学外语教育与研究中心做了题为“Language acquisition at the
syntax-pragmatics”的学术讲座。报告从介绍模组论出发，介绍了语言知识的
内部和外部接口，以及接口知识对语言习得带来的问题。然后，吴庄博士通过 4
项实验研究，分别报告了定指性这一句法语用接口知识在汉语作为第一、第二语
言的习得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中的情况。澳门城市大学人文学院、教育学
院的部分师生参加了讲座。

应北京语言大学英语学院和理论语言学研究所的邀请，团队吴庄博士于 2017
年12月21日在北京语言大学做了题为“儿童词汇习得中的快速映射和同音难题”
的学术讲座。报告首先介绍了儿童词汇习得中的“词汇飞跃”现象，然后讨论了
词汇习得中的柏拉图问题，即“蒯因的归纳难题”，指出儿童的词汇习得受语言
官能中独有的内在机制制约。吴庄博士还报告了一项针对汉语儿童词汇习得的行
为实验，指出学龄前儿童受制于“一音一义”的映射关系，不允许同音词。来自
北京语言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 50 余位师生参加了讲座。

2.6 魏在江教授进行高层次项目申报指导工作

团队成员魏在江教授 2017 年 11 月 10 日（周四）下午在北校区 3 教 318 会
议室为商英学院教师做有关高层次项目申报的指导工作。魏教授在项目申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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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曾主持完成多项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主持完成一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且结项获优秀等级，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基于认知的英汉语法转喻对比研究”。

团队成员魏在江教授 2017 年 12 月 28 日（周四）下午在北校区 7 教 412 会
议室为学校教师做有关高层次项目申报的指导工作，来自英文学院、高翻译学院、
文科基地等各部门的老师参加了此次指导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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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报 

 

 
带头人：左志刚      会计学院 

            朱刚琴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1

印尼与华商研究创新团队半年工作进度汇报印尼与华商研究创新团队半年工作进度汇报印尼与华商研究创新团队半年工作进度汇报印尼与华商研究创新团队半年工作进度汇报

一一一一、、、、 资料准备与内部研讨资料准备与内部研讨资料准备与内部研讨资料准备与内部研讨

1、通过查阅文献、网络搜索等手段收集各方面数据。

2、日惹留学的 2014 级印尼语专业部分学生对印尼电商展开调研，弄清印尼民

众对电商的看法，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问卷调查和报告。

3、通过专题会、网络交流等多种方式不定期展开研讨 。

二二二二、、、、 国际与国内交流国际与国内交流国际与国内交流国际与国内交流

1、2016.5.12，与印尼大学文学院院长阿德里教授在北校区八教进行会谈。

2、2016.11.6-10 团队主要成员出访印尼日惹卡渣玛达大学和日惹国立大学以及

雅加达印尼工行总部，为本团队研究物色经济学合作人和了解印尼工行数据库；

与印尼 oppo 公司高管交流华商在印尼经营经验。

1）2016.11.8，与卡渣玛达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交流

2）2016.11.8，与日惹国立大学经济学院举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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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6.11.9，与中国工商银行印尼分行交流。

3、2016.6.22 团队成员朱刚琴陪同何传添副校长参加在北外举办的“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与中国-印尼智库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印尼高校智库联盟成立

大会，并发表《中印尼高校合作潜力探讨》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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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10.22，本团队成员朱刚琴参加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东盟语种课程

建设与教学研讨会，并受邀担任印尼语分会主持。

三三三三、、、、 科研与社会服务科研与社会服务科研与社会服务科研与社会服务

1、申请广东省软科学项目。

2、 2016 年 6 月初由团队成员朱刚琴翻译的《孙子兵法》汉印对照由广西师范大

学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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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10，完成广东教育出版社《汉字里的故事》一套共八册印尼语翻译，

拟于 12 月底由印尼出版社出版。

4、 2016.10 朱刚琴撰写的《实质重于表现：爪哇文化的特点》一文通过暨南大

学《东南亚研究》匿名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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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蓝皮书撰写蓝皮书撰写蓝皮书撰写蓝皮书撰写

1、2016 年 6 月 2 日上午召开开题研讨会，由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陈玉罡教授担任

专家组组长，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叶广宇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姚昱教授、国际

战略研究院周方银教授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袁登华教授担任专家组成

员。科研处领导陈平、杨宏参加。

2、2016.6，开题报告前，团队主要成员就第一本蓝皮书撰写展开讨论并初拟提

纲； 开题报告后，团队主要成员结合校内外专家意见对蓝皮书大纲进行修改并

分配写作任务。

3、2016.8.下旬，团队成员完成初步资料积累，开始撰写第一本蓝皮书。

4、蓝皮书进度：第二章、第三章基本完成（印尼民族、宗教与文化特征研究，

印尼教育事业及社会阶层特征研究） 第四章完成大半（印尼政治力量格局与趋

势） 第五章完成一半（印尼外交与对外关系） 第七章部分完成（印尼经济总体

发展态势） 。

五五五五、、、、 下一步工作下一步工作下一步工作下一步工作

1、继续撰写蓝皮书未完成章节并修改完善已完成章节；

2、撰写政策研究报告；

3、与广东教育出版社拟签订《汉字演变与文化源流》上下两册共 205万字翻译，

拟于 2018 年出版；

4、邀请印尼投资研究专家老杜来校讲座；

5、与更多印尼高校与研究机构交流；

6、聘用印尼大学专家加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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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打造平台，争取建立专门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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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印尼研究中心与印尼百家姓协会文教部主任会面

商讨建立合作情况汇报

（2017年 12月 3 日）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 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以下简称伊联），拥有 9000万名成员，是印

尼第二大伊斯兰团体。印尼第四任总统瓦希德曾任伊联主席。伊

联目前拥有高校 27所，还有多所伊斯兰习经院。伊联下设“伊斯

兰教师联合会高等学校机构”，负责人是现任印尼研究和教育部部

长。

2. 印华百家姓协会是 98年 5月事件后较早成立的华人社团，在印尼

各省设有分会, 是第二大华人社团组织。余瑞珠女士担任印华百家

姓协会文教部主任。

余瑞珠女士余瑞珠女士余瑞珠女士余瑞珠女士讲话内容讲话内容讲话内容讲话内容：

1. 伊联将与印华百家姓协会合作，在伊联辖下的大学、学院和习经

院开设中文系或开办中文课程，计划于 12月 7日签订合作备忘录，

请印华百家姓协会在师资方面给予协助。

2. 就与伊联合作，支持中文教学一事，印华百家姓协会已拜访中国

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周斌，希望得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支持，

并表示，已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下称“广外”）取得联系，广

外有足够的师资和学生，可以支持中文教学。周斌参赞对此表示

赞赏，将与广东省政府联系，支持印华百家姓协会与广外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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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华百家姓协会计划 12月 11日再次拜访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

处周斌参赞，提交印华百家姓协会与伊联签订的合作备忘录（副

本）及寻求支持的申请书。

3. 2017年伊联在雅加达和井里汶分别设立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时任

中国驻印尼大使谢峰主持成立仪式。由于人手有限，目前只有几

位在中国学习过中文的印尼留学生帮忙，并未开展实质性研究，

亟需相关研究学者加盟。伊联希望通过成立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邀请同时通晓中文、印尼语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研究成果将在

伊联辖下刊物发表。

4. 印华百家姓协会希望与广外签订合作备忘录，具体如下：

（1）我校派出对外汉语教师到伊联辖下大学及习经院教授中

文；

（2）我校派出印尼语老师协助对外汉语老师工作，并在当地进

行相关研究；

（3）广外为伊联辖下学校学生培训中文；

（4）广外派出的老师争取得到广东省政府或侨办资助，在印尼

期间生活费由印华百家姓协会承担。

整理：肖莉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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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纪要 

 

时间

时间时间

时间：2017年 11月 28日中午 

地点

地点地点

地点：广外云盏 

参加人员

参加人员参加人员

参加人员：朱刚琴、肖莉娴、余瑞珠（Ir. Sri Mutiara Sutardji）及其弟弟（美国国籍） 

 

背景

背景背景

背景： 

1. 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伊联，印尼语 Nahdatul Ulama, 简称 NU），拥有 9000万名成员，苏

哈托统治时期是受压迫的对象，当时伊联的主席是瓦希德（印尼第四任总统 Gur Dur）。

苏哈托下台后，伊联的地位有提高。目前伊联拥有大学和学院共 27 所，还有许多习经

院（Pesantren）。伊联下设“伊斯兰教师联合会高等学校机构”(Lembaga Perguruan Tinggi 

NU)，其负责人是现任印尼研究、技术与高等教育部部长，伊联高层也任职于印尼劳工

部。 

2. 印华百家姓协会（Indonesia Chinese Social Association），是 98年 5月事件后较早成立的

华人社团，在印尼各省有分会, 影响力略小于印尼华裔总会（INTI）。余瑞珠女士担任印

华百家姓协会文教部主任。 

 

事由

事由事由

事由： 

1. 伊联将与印华百家姓协会合作，在伊联辖下的大学、学院和习经院开设中文系或开办中

文课程，计划于 12月 7日签订合作备忘录。 

2. 2017年伊联在雅加达（Jakarta）和井里汶（Cirebon）分别设立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有时

任中国驻印尼大使谢峰人手有限，目前只有几位在中国学习过中文的印尼留学生帮忙，

并没有开展实质性研究，亟需相关研究学者。伊联相信，印尼群岛居民的祖先来自中国，

印尼爪哇岛的伊斯兰教是由郑和传入，伊斯兰教中九大贤人（Walisongo）是华人，等等。

伊联希望通过成立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邀请懂中文和印尼语的专家共同研究，研究成果

将在伊联辖下的刊物发表。 

3. 就与伊联合作，支持中文教学一事，印华百家姓协会已拜访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

周斌，希望得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支持，并表示，已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下称“广

外”）取得联系，广外有师资和学生，可以支持中文教学。周斌参赞对此表示赞赏，将

与广东省政府联系，支持印华百家姓协会与广外的合作。印华百家姓协会计划 12月 11

日再次拜访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处周斌参赞，提交印华百家姓协会与伊联签订的合作

备忘录（副本）及寻求支持的申请书。 

4. 印华百家姓协会希望与广外签订合作备忘录，希望广外派对外汉语教师到伊联辖下大

学、学院、习经院教授中文，同时派广外印尼语老师协助对外汉语老师生活和工作（3-6

个月）；伊联辖下学校的学生能到广外学习中文（已告知通过汉办申请）。广外派出的老

师工资由广东省政府支持，在印尼期间的费用包括住宿、保险等，由印华百家姓协会承

担。虽然印尼政府向外国人发出工作签证手续繁琐，由于伊联和劳工部及研究与教育部

的关系，有利于办理外国人工作签证。 

5. 印华百家姓协会与印尼民族基金会（Yayasan Nabil）有合作关系。 

6. 蓝皮书正式出版后，赠送余瑞珠女士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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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外印尼研究中心研编的国内首部印尼蓝皮书在京发布由广外印尼研究中心研编的国内首部印尼蓝皮书在京发布由广外印尼研究中心研编的国内首部印尼蓝皮书在京发布由广外印尼研究中心研编的国内首部印尼蓝皮书在京发布 

2017-12-04   

 

   

12 月 4 日上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共同举办了

“印度尼西亚经济蓝皮书：《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报告（2017）》成果发布会暨中

-印尼合作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印尼使馆、社科文献出版社、北外、清华大学、

河北师大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另人民网等 15家媒体参会。 

本次发布的蓝皮书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印度尼西亚的蓝皮书，由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印尼研究中心主持研究和编撰。该中心是在广外组建的跨学科创新团队——

印尼与华商创新团队的基础上建设而来，是首批教育部备案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机

构之一，具有鲜明的经管学科和外语学科融合特色。本次发布的成果聚焦经济，

深入务实，较全面地解析了印尼宏观经济和主要产业发展动态，旨在为中国政府、

有意投资印尼的企业及关心中印尼关系的各界人士，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印尼经济

建设发展情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提供一个信息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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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书封面蓝皮书封面蓝皮书封面蓝皮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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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外印尼研究中心团队代表广外印尼研究中心团队代表广外印尼研究中心团队代表广外印尼研究中心团队代表 

   

会议首先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处潘相宇副处长介绍了皮书的研编背景

和重要意义，本次发布的蓝皮书是广外推动学科融合，充分发挥专业+外语的学

科特色和优势所结出的一项成果，是广外积极服务于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充分发挥高校智库作用的一项成果。研编团队团结协作、认真务实，紧跟现

实需求，掌握丰富数据，编撰出这本蓝皮书是对中-印尼经济人文交流的一项贡

献。 

随后，社科文献出版社杨群总编和印尼驻中国使馆社会文化处负责人 Santo

先生对该蓝皮书的研编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目前是印尼最大贸易伙伴和重

要投资来源国，两国已于 2005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人

文交流渐趋活跃，皮书的出版对促进中国对印尼的了解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

Santo先生还表达了中印尼两国在经贸和人文交流领域深化合作的期望。 

主旨发言环节，研究团队代表广外会计学院副院长、印尼研究中心主任左志

刚和广外东语学院副教授、印尼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刚琴分别就皮书要点发言。 

  左志刚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在印尼宏观经济方面，GDP 增长率止跌回升，

投资和政府消费对产出的贡献比例上升，经济增长更依赖于投资拉动；进出口处

于“双降”通道，实现贸易顺差，但主要通过严控进口实现；外商直接投资自

2014 年以来增长缓慢；金融方面，汇率止跌趋稳，外汇储备持续小幅增加，近

年通账低于预期，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实行实际零利率政策；政府的经济政策取

向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扩大投资，采取相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出一大批优

先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是增加政府可用财力，如大力削减能源补贴；三是改善

民生，如增加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印尼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挑战是外部需求不稳

和货币升值压力产生的出口压力、国内居民消费增长乏力，以及政府政策执行力

不足等问题。 

   

在中-印尼经济合作方面，报告指出，近两年两国经贸关系更加密切，进出

口双向增长都非常快，且更趋平衡。中国已成为印尼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和出口目

的地，在 2016年中国内地是印尼 FDI的第三大来源地，2017年有望成上升为第

二大，印尼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明显缩小。但在经贸交往快速增长的同时，报告也

指出了一系列风险和挑战因素，如外资鼓励政策落实问题、基建项目中的征地问

题、个别地区的人文偏见、进口管理趋严等。 

   

在特邀嘉宾发言环节，许利平教授指出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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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两国要把握好机遇，共同发展。此次蓝皮的鲜明特

色就是非常务实，对经济问题分析细致，相信蓝皮书能帮助中国政府、企业界更

全面深入地了解印尼经济状况，为赴印尼投资提供机会和风险等方面的参考。 

   

 

与会嘉宾合影留念与会嘉宾合影留念与会嘉宾合影留念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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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团队活动 

                            会议纪要 1 

                 

时间：2017 年 10 月 20 日  14:30-16:30  

地点：八教 109 教室 

主持：权立宏 

出席：董金伟，吴岩，柯晓玲，刘会英，魏海苓，吕琳琼，温韵柔 

研讨内容 

一、过程管理：每位成员简要介绍 7 月初以来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心得体会 

1. 董金伟教授 

  权老师很上心，各项事务安排紧凑。团队在权老师带领下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具体工作每位成员接下来可以介绍一下。 

  9 月底（23-24 日），我与部分团队成员去东北师大参加了“第七届全国教师教育与

发展大会”，并主持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团队展示“Promoting Teacher Learning in a 

Changing World: Issues and Perspectives”，他们团队展示的先进成果很震撼，当时文

秋芳教授、周燕教授、杨鲁新教授都在场。像这样的团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我们

也要像他们那样，凝练研究方向，各位成员向团队总方向靠拢，争取校级项目顺利

结项。这样，今后就可以再申请省级、国家级创新团队。 

关于专著出版，已问询科研出版社，他们可以按项目出书。此外，人民出版社

也有联系，如果明年出，今年年底要准备好初稿。各位成员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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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版社级别。如果是英文论文，建议争取多在国外一级出版社如 Taylor and Francis, 

Springer 出版。 

建议明年，我们创新团队的成员组团一起去沈阳师范大学参加教师发展专题会

议，进一步促进各团队成员研究方向的聚焦。  

2. 吴岩教授 

上周末（10 月 14 日）去浙江师范大学参加了“2017 全国师范院校外语学院院长

联系会议”，并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我院职前教师教育的特色，引起与会代表的热议，

有代表表达了希望到我院参观的愿望。 

  上学期末 6 月底，我在校报上发表了“教学学术引领下的高效外语教师发展——

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为例”的报道，这应该是第一篇公开发表、对我院

科研团队进行报道的文章，我对“教学学术”及我们工作的开展做了学术化的推广和

宣传。此外，我成功申报了一个校级创新项目。 

  最后，建议整合我们过去写过的有关教师发展的章节，由柯晓玲博士继续负责，

整理好这些章节，以专著形式出版。 

3. 吕琳琼博士 

  我在 9 月 23-23 号两天到长春参加了第七届全国教师教育与发展大会。这次会议

由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 多名知名专家、学者及从事

基础教育工作的教研员和骨干教师参加了本次大会。此次大会主题为“新标准下的中

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机遇与挑战”。 大会共有五场主旨发言。 加拿大鲁克大学

Thomas Farrell 教授强调教师教育应和教学实际相结合，重视教师反思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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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利兹大学 Martin Wedell 教授的主旨发言强调“情境”的重要性，要在具体的教学

情境中为一线教师提供他们需要的帮助。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在主旨

发言中强调《国标》视野下“外语‘类’专业教师”应具备的素质、知识和能力，尤其是

科研能力。北京师范大学王蔷教授的主旨发言“高中课程改革再出发：新方案、新标

准、新高考、新挑战”则诠释了修订后的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在课程宗旨、目标、结构、

内容与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实施建议六大方面的变化。东北师范大学刘教授的主

旨发言提倡外语教师开展设计性研究来有效促进自身专业发展。 

二 结果管理：团队子课题开展的跟进 

许悦婷博士今年已经发表两篇一类论文和书的一个章节。熊涛博士也有两篇一

类论文即将出版。柯晓玲博士目前正在把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已联系

国内出版，出版费用为 3.5 万。董金伟教授的博士论文考虑由商务出版社出版。刘

会英博士认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有关课程整合式的行动研究，适合由二级出版社出版。

吴岩教授、魏海苓教授、吕琳琼博士正在准备国家和教育部项目的申请。 

三、学校评估：讨论明年拟举办的小型研讨会，明年年度考核和中期评估（要公开

答辩）的准备。 

1. 权立宏教授 

再向大家重申一下结项条件：一类论文团队共 3 篇，二类每位需三篇，国家教

育部项目三项，在一类出版社出版专著三部，搭建海外平台，每年要有一次公开的

学术会议。明年三月份需进行年度检查，十月份进行中期考核。项目组在开题、中

期和结题三个节点都需进行公开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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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考虑举办小型研讨会，可基于魏海苓教授在教师发展中心教授的“教学学术”

课程，在课程最后安排圆桌会议，邀请校内专家和参加培训的教师和其他参会者就

课程牵涉的重要议题展开讨论。 

  明年 2018 年 4 月举办正式的学术会议。学术会议的目的是展示我们团队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因此，团队成员是主力。我们也将邀请校内外专家（如欧阳护华教授、

黄国文教授）做主旨发言，会议力求精简、高效，在周末的一天内完成。接下来，

我会尽快确定主题和主线，各位成员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具体话题，尽量使话

题靠拢团队大方向。因为，“相关性”是检验科研团队成果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 

四、 经费使用：通报经费后续使用计划 

权立宏教授： 

  目前有 15 万到账，已使用 2 万余元。人力资本充足，会议费 4 万。结项前只有 35

万到账，结项后才有 10 万。一本书的出版费是六万，考虑到要出版的专著数量，其

实钱并不多。因此，我们还是要仔细考虑，把钱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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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会议   

  团队成员参加第七届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9月23日—24日，英语教育学院院长董金伟教授和本团队成员吕琳琼博士应邀参

加了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

会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专业委员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外

国语学院承办，吉林省外语学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络教

育学院、北外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协办，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知名专家、学

者及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教研员和骨干教师参加了本次大会。 

  此次大会主题为“新标准下的中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机遇与挑战”。加拿大

鲁克大学Thomas Farrell教授做了题为“The Importance of Reflective Practice 

in Learning to Teach”的主旨发言，强调教师教育应重视教师反思能力的培养。

英国利兹大学 Martin Wedell教授的主旨发言主张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为一线教

师提供他们需要的帮助。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在主旨发言中强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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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视野下“外语类专业教师”应具备的素质、知识和能力。北京师范大学王蔷教

授的主旨发言“高中课程改革再出发：新方案、新标准、新高考、新挑战”则诠释

了修订后的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在课程宗旨、目标、结构、内容与教学方式、评价方

式和实施建议六大方面的变化。东北师范大学刘教授的主旨发言提倡外语教师开展

设计性研究来有效促进自身专业发展。  

  董金伟教授主持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团队展示“Promoting Teacher Learning 

in a Changing World: Issues and Perspectives”，与文秋芳教授、周燕教授、杨

鲁新教授等就所讨论的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和精彩点评。吕琳琼博士在东北师范大

学的团队展示“全日制英语教育硕士培养模式展示”的分组发言中交流介绍了我院

英语教法课程的教学模式，获得在场教师好评，并引发师范生培养方式的热议。 

  此次大会内容充实、紧凑，短短两天时间共进行了 10 场团队展示和 32 场小组

发言，体现了当今中国教师教育与发展的最新面貌，极大地拓宽了与会代表的教育

研究视野，为各层次的教育改革和教师发展提供了新目标、新思路和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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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晓玲参加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文字：柯晓玲 

  2017年9月23日至24日，团队骨干成员柯晓玲副教授参加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

的第六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The Sixth Worldwide Forum for Comparative Education）。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比较教育二百年：民族国家·全球化·学科发展”（Two Hundred 

Year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Nation-State, Globalization an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分主题包括比较教育在各国的发展历史与未来趋势、比较教育的理

论与方法、比较教育与人才培养、比较教育与国家发展、教育援助与发展、国际组

织与全球教育治理、海外办学项目开发、办学模式与质量保障以及国际人才流动与

留学教育。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王英杰教授致欢迎辞，欢

迎比较教育界的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共同参加这一国际性盛会。 

  会上，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瑞典、印度等40多个国家的300余名专家学者，梳

理了200年来比较教育的发展与挑战，并围绕比较教育的学科定位与身份危机、理论

方法与人才培养以及比较教育在全球治理议程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等议题，分享经验，

深入探讨。我院教师柯晓玲主持了分会场“德育教育及教育伦理”的研讨并宣读题为

“他者伦理及其教育意蕴”的论文。论文比较分析了中西方主要的伦理体系如儒家思

想、诺丁斯的关怀理论以及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并对当代的德育教育提出了自己

的思考，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兴趣并展开热烈讨论。 

  在闭幕式上，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教育研

究院院长刘宝存教授，回顾了比较教育学科 200 年发展历程，探讨了比较教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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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对策，希望借此机会推进比较教育学科前沿，丰富教育

理论，完善教育实践。 

 

 

团队带头人权立宏参加了第七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研

讨会 

                                      文字：权立宏 

  2017 年 11 月 3-5 日，第七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交通大学

（南昌）举行，我院权立宏老师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话

语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会议主题涵盖了话语与身

份构建、话语与新媒体以及话语与社会发展等。来自英国、澳大利亚、韩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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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两百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在 2 日下午，会议还举行了

期刊主编论坛。 

  话语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这个起源于一国际项目

的学术研讨会，一直以来促进了国内外学者在话语分析的理论构建和研究方法等方

面的开拓与探索。大会六场主旨报告分别从话语研究的文化传播、中国话语研究的

社会语言学路径、多模态话语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等方面报告了最新的研究动向

和成果。其中，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我校云山领军学者罗选民教授的报告

题为“当代中国新话语与文化传播的几点思考”。罗教授指出：在话语研究上，应该

注重挖掘中国话语特征，在西方话语研究体系中融入本土话语理论和语料。香港大

学 Adam Jaworski 教授做了“The visuality of discourse: multilingualism, multimodality 

and assemblage 的报告。澳门大学 Richard Fitzgerald 教授以题为 “Back to the future: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for discourse analysis”的报告分析和梳理了话语分析的研究

方法。悉尼大学王玮教授做了中国话语分析的社会语言学路径的报告。天津大学田

海龙教授的报告分析了社会实践网络中的话语互动问题。主旨发言人的精彩发言引

起了参会学者的热烈与积极的互动。 

  大会还组织了五场分会专场发言。我院教师权立宏在话语理论分会场做了题为

“Alternative formats of other-initiated repair in Chinese conversation”的发言。该研究基

于自建的汉语口语语料库，用会话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汉语日常口语会话中的两个他

人修补的模式和其相伴随的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s ）以及认知立场（epistemic stance）

等。其研究选题新颖，具有原创性，得到与会者的关注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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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话语研究的重要会

议。本次会议无论是主旨报告还是分会场发言，体现了研究课题、理论视角和研究

方法新的特征，为参会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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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参加第七届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9月23日—24日，英语教育学院院长董金伟教授和本团队成员吕琳琼博士应邀参

加了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

会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专业委员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外

国语学院承办，吉林省外语学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络教

育学院、北外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协办，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知名专家、学者

及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教研员和骨干教师参加了本次大会。 

此次大会主题为“新标准下的中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机遇与挑战”。加拿大

鲁克大 学 Thomas Farrell 教授 做了 题为 “The Importance of Reflective Practice in 

Learning to Teach”的主旨发言，强调教师教育应重视教师反思能力的培养。英国利

兹大学 Martin Wedell教授的主旨发言主张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为一线教师提供他

们需要的帮助。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在主旨发言中强调《国标》视野

下“外语类专业教师”应具备的素质、知识和能力。北京师范大学王蔷教授的主旨发

言“高中课程改革再出发：新方案、新标准、新高考、新挑战”则诠释了修订后的高

中英语课程标准在课程宗旨、目标、结构、内容与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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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方面的变化。东北师范大学刘教授的主旨发言提倡外语教师开展设计性研究来

有效促进自身专业发展。  

董金伟教授主持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团队展示“Promoting Teacher Learning in 

a Changing World: Issues and Perspectives”，与文秋芳教授、周燕教授、杨鲁新教授

等就所讨论的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和精彩点评。吕琳琼博士在东北师范大学的团队

展示“全日制英语教育硕士培养模式展示”的分组发言中交流介绍了我院英语教法课

程的教学模式，获得在场教师好评，并引发师范生培养方式的热议。 

  此次大会内容充实、紧凑，短短两天时间共进行了 10场团队展示和 32场小组发

言，体现了当今中国教师教育与发展的最新面貌，极大地拓宽了与会代表的教育研

究视野，为各层次的教育改革和教师发展提供了新目标、新思路和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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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 

‘教学学术’引领下的高校外语教师发展科研创新团队 

                工 作 简 报 
                         2017 年第 1 期（2017 年 9 月 30 日） 

   本期摘要                                             

  一、团队活动  

  二、对外交流 

  三、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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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队活动 

                         会议纪要 1                         

                                                           文字：柯晓玲 

地点：北校区 8教 412室 

时间：2017年 3月 9日 16:30-18:30 

主持：权立宏 

参加：董金伟，熊涛，吴岩，肖建芳，柯晓玲，魏海苓，刘会英，康叶钦，吕琳琼 

会议内容和工作安排：  

  结合大学科研创新团队管理办法，对结题要求进行了仔细研讨，制定了详细的工

作计划： 

1．对团队的四个子课题重新做了分工。 

2．按照大学科研创新团队管理办法，工作简报一学期两期。 

3．初定 3月 31日开题。校外计划请黄甫全、夏纪梅、林天伦、冯增俊等教授做开

题论证会评委专家；校内请英文学院的欧阳护华教授作评委专家。 

4．按学校科研创新团队的管理办法，对团队管理实行过程管理和结果管理相结合。

按照经费使用的相关规定对经费进行规范管理，制定出经费管理的“土政策”。 

5、肯定了‘教学学术’这一视角的独特性和有效性。团队在讨论过程中，认真汲取了

答辩会上专家的意见，探讨了如何把这一概念融合与渗透到研究的各个重要议题中，

这是本团队课题的关键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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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过充分论证后，团队成员达成共识：1）“教学学术”是一个视角，有其理论依

据，也有其学术内涵；2）要求在这个框架下设计设计出各子课题下的研究问题，对

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数据收集方式要进一步细化，保障后期研究开展计划并论证

其相关性和可行性。团队带头人提醒大家在本月 17 号之前提交子课题开题计划书

（语言要精炼）。 

6、团队达成共识，成员共享有关“教学学术”等相关文献。定期碰面，以此让大家形

成团队意识，提高团队的凝聚力。 

 

      

                         会议纪要 2               

                                文字：吕琳琼  图片：温韵柔 

时间：2017年 7月 6日下午 2:00-－5:00 

地点：北校区八教 109室 

主持：权立宏 

参会者：董金伟，熊涛，肖建芳，魏海苓，刘会英，柯晓玲，康叶钦，吕琳琼，温

韵柔 

研讨内容： 

1. 董金伟院长发言（15分钟） 

  董院首先发言，认为：权老师认真、负责，团队带头人作用发挥充分。各项工作

陆续开展，扎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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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院同时强调指出： 

  1）需密切关注创新团队考核内容、指标，认真落实，务必通过各项考核。在保证

质量的情况下，我院会积极联系国内外知名出版刊物、出版单位，推荐发表，团队

成员工作的关键还是要落实到如何做出高质量研究，凝练打造，在为今后申报省级、

国家级创新团队做好基奠。 

  2）加强团队、学院与国际学界的交流，为明年 4月与香港大学合作开展国际会议

做好准备，积极联络国际学者（如郑东萍）安排好主旨发言事宜。 

  3）学院积极支持办公条件的建设，北校区可将 8教 109会议室设为团队成员研讨

办公室，南校也可以开辟专门办公室方便成员研讨。 

  4）经费务必规范使用，即一定要使用、但务必规范。明确财务处各项规定，最好

将经费用于参与国际国内会议、成员交流论文成果，以促进最后发表。 

  5）作为学院领导，对团队充满信心：带头人专业、敬业、进取心强，成员齐心协

力，潜力大，各项工作进展卓有成效。 

2. 权立宏简要介绍团队开题后的工作（30分钟） 

  权立宏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开题后的工作。 

1） 建设工作 

  权立宏首先分享了 6 月 27 日大学团队签约仪式与团队建设经验交流的收获和体

会。在该次会议上，陈伟光教授介绍和分享了团队建设的经验。他认为：团队成员

之间要合作出成果，团队结项，不是成员论文的堆积，要体现“团队”的凝聚力与合

作效应。鼓励子课题成员相互合作、交流，产生共鸣、冲击力、聚焦点，发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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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在获得“结果”中的积极促进效应。另外，权立宏还借鉴了在该次会议上

毛国民教授团队建设经验的反思“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要到哪里去”，以

此来提高大家团队建设的紧迫感。同时，进一步对团队的建设目标和具体课题研究

进行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2）过程管理 

  建议可考虑采用“双周会”或“午餐会”这种形式的团队常规聚会机制，成员即可讨

论研究热点、研究进展，亦可分享文献和研究心得。加强过程管理，定期出图文并

茂的工作简报。在此基础上，为团队年度考核作准备。同时，明确了学校欢迎团队

成员“走出去”，多参加各种培训，也欢迎“请进来”，邀请国际上该领域的专家和学

者讲学。通过项目开展、合作发表论文等方式建立与海外的高层次学术合作平台。 

3）结果管理 

  重新梳理了团队结项的条件，对相关条件如专著发表，课题申报和论文撰写等事

项同与会者进行了沟通。 

4）经费管理 

  对团队经费预算做了一个通报。介绍了大学人力资本费的发放原则，并对财务票

据报销上的一些规则做了简要说明。提议在严格遵守财务报销制度的前提下可以指

定因地制宜的土政策来进行。成员参加相关学术会议等原则上按照本院的参会管理

办法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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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团队成员交流（90 分钟）   

团队管理 

  刘会英教授认为：目前团队交流形式有待落实和完善，课题还需要真正深入。在

发挥各自优势的情况下，明确围绕“外语教师发展”、“教学学术”的大方向、大课题，

调整各子课题的研究方向和思路。此外，团队需要进一步明确各子课题之间的关联，

真正做到协同创新。刘教授同时建议是否可以考虑增加成员，以壮大团队力量。 

  康叶钦博士提出：课题需精心组织，围绕课题的核心概念，形成系统。每个成员

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做出适当调整，保持课堂大方向一致。子课题成员之间可以

不定期按需见面，课题组可以一个月汇报一次。 

  肖建芳教授认为：这学期大家由于评估、申请硕士点过于繁忙，到后面时间上会

更充分和乐观。建议每个人找到自己和团队之间的关系、确定位置。定期见面很重

要，这是一个思想火花碰撞的过程。学校有比较成熟的创新团队，有榜样可以学习， 

在学习和探索中找到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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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立宏肯定了各位老师的见解，并提议实施灵活多样的见面机制。除了定期定时

外，也可以借鉴教师发展中心的午餐会形式，成员们可以边吃边聊，也可以在学院

各项会议结束后进行团队会议，不占用额外时间。就成员变动事宜，权立宏也解释

说明：按科研处团队管理文件规定，团队成员变动比率原则上不超过 2名，创新团

队人数总数规定为 5至 8人，目前我们的团队已到达最高人数限制。 

制度保障 

  吕琳琼博士认为：科研需要大量时间投入，希望学院可否出台一些保护措施，让

老师完成基本工作量外，不再额外增加课时。柯晓玲、魏海苓教授亦以上学期的繁

忙上课经历为例，提出同时上几门课、又有新课，备课量、改作业量都很大，很难

再有多余的精力投入科研。因此，学院在课时量上的政策性倾斜和支持很重要。权

立宏回应：按大学团队管理办法的规定，创新团队骨干成员可以申请专门的科研岗。

如果不申请科研岗，可以起草申请，向学院提出教师上满基本工作量，不再增加课

时的申请。就此提议，董金伟院长表达了全力支持的态度。 

4. 魏海苓与柯晓玲教授简要介绍并分享参加省级‘教学学术’高级研修班的内容和心

得（15分钟） 

  研修班主要是围绕教学学术的概念教授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包括小组跟踪，差异

检验（前后测），相关分析，数据统计。主要分析的问题是学科知识用怎样的教学方

法可以教得更好，如何研究教学。国外对教学比较重视，有很多专向资金。国内可

能还是重视特别科学、学术、“高端”的研究。因此，此次培训有助于对教育领域涉

猎不多的教师了解教学和学术研究可以如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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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外交流 

  对外交流学术活动报道 

                                    文字：魏海苓   图片：温韵柔                  

2017年 7月 3日，本研究团队邀请到夏威夷大学二语研究系郑东萍博士在我校北校

八教 109 会议室展开了题为“从对话和阴阳哲学重新思考语言、思维和世界”（The 

turning of the tide: Rethinking language, mind and world from dialogism and Yin-yang 

philosphy）的学术讲座，并就团队建设和团队研究主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英语教

育学院董金伟院长、林绍雄书记、团队全体成员以及部分教师与研究生一起出席了

此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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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萍博士从中国传统的阴阳哲学、对话哲学、教育生态和语言生态学角度详细论

述了外语教育和外语教师发展研究的转向问题，强调外语教师发展要强调“中国教育

叙事”，将作为个体的人扩展到环境中，突破地点、地方和场所所带来的局限，强调

从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外语教师的身份发展问题。此外，郑博士还从分布语言学角度、

角色伦理学角度解读了整个教学的过程和外语教师的发展问题，强调从动态的角度

评估外语教学的效果。 

   该讲座为外语教学和外语教师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而且新颖的视角，

对研究中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指导外语教学研究和外语教师发展研究

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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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云山学者郑东萍博士讲座 
                       文字：刘会英 

  6月 16日上午，英语教育学院邀请夏威夷大学二语研究系郑东萍博士在我校北校

六教 103课室开展了一场题目为“在开放式 3D虚拟学习环境中的生态对话学习和跨

文化言语翻转：地点，时间和物的协调”（Eco-dialogical learning and cross-cultural 

translanguaging in open-ended 3D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Where place, time, and 

objects matter）的学术讲座。熊涛副院长、本团队成员刘会英副教授和学院部分教师

以及其他学院感兴趣的教师和研究生聆听了郑博士的讲座。 

 

  该讲座探讨了3D虚拟学习环境中的设计，学习和跨文化交际之间的关系。3D虚拟

学习环境是基于生态学和对话学下的二语言习得理论而建立的开放空间 。在这样

的空间里，感知取决于处所，活动和文物的动态关系中。这样的环境能够促进汉语，

英语学习者互相协调，操纵虚拟物体，并在遇到困难时相互关心，增进友谊。该项

研究探讨了中、英文学习者如何在一个虚拟客厅装修项目上进行合作，共同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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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文化处所为学习者提供了独特的学习机会。首先，

在相对稳定的地方，学习是通过引用所指来实现的，如博物馆。在虚拟环境中，学

习者来通过虚拟物体，位置，和功能进行所指和相互澄清； 其次，在可以挪动摆设

的场所，学生的语言学习和物体操纵之间的协调机会增加了，语言的使用和对物体

的灵活操纵让英汉学习者更容易交流和解决问题，从而他们的乐感也随之得到体验，

即生态对话学习。最后，郑博士从生态对话学进行分析总结，并推荐老师如何在课

堂上设计言语翻转学习。 

  该讲座为外语教学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而且新颖的视角，对外语教师如何利用中

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指导外语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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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夏威夷大学郑东萍教授与团队成员肖建芳教授开展合作式教学 

                                         文字：陈妹  图片：肖建芳 

  6月 19日上午，美国夏威夷大学二语研究系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学者郑

东萍博士携手我院肖建芳教授，为英语教育学院 2016级 TESOL研究生开展了合作

式教学，成功尝试了中美教授同堂授课的国际化教学模式。 

  针对学生们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郑教授介绍了教育前沿的研究方法，并详细解

释了Problem-Based Research，Design-Based Research（DBR），Action Research（AR）

之间的区别。与AR不同，DBR强调通过研究者和学校、社区、管理机构的协调与共

同参与，根据数据和形势设计、提升理论。同学们从中深受启发，受益匪浅。   

  最后，郑教授寄语同学们，做研究不要囿于既定的理论，要敢于跳出思维的禁锢，

从更广阔、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待教育过程中特定的人与特定的事物之间的特定关系。 

 

  广东省高校首届“教学学术”（SoTL）高级研修班总结 

                                                        文字：魏海苓 

2017年 6月 17日-21日，为期五天的“广东省高校首届教学学术高级研修班”在

广外举行。本次研修班由教师发展中心设计开展，邀请到两位美国佐治亚大学资深

教学学术专家担任讲师，全面纵深讲授“教学学术”。来自全国 12所高校的 36名教

师相聚广外，英语教育学院依托的“教学学术”引领下的高校外语教师发展科研创新

团队骨干成员魏海苓和柯晓玲老师参加了研究班。此次关于“教学学术”的培训班为

期 4天，教学目标是帮助教师设计“教学学术”课题。讲授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成果发表。具体来讲，研修班着重于从以下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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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展开：1.关于“教学学术”研究的问题类型和研究设计；2. 教学学术中的定量研

究方法及相关数据分析；3. 教学学术中的质性研究方法和相关材料分析。 

 
 

三．学术会议 

科研创新团队骨干参加第五届全国“实践-反思的质性研究” 学术研讨会                   
  

    文字：吴岩  

  第五届“实践-反思的质性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4月21-23日在北师大珠海分

校举行。团队骨干吴岩教授和吕琳琼博士参加了会议，并交流论文《慕课时代高校

教师在主动适应变革行动中的经历、反思与成长》，引发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

论。   

  本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承办，教育学院协办，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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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研究—多重对话”的主题邀请国内外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做主题发言，

并以分论坛和工作坊的形式就质性研究内部不同取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质性研究

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质性研究的教学以及质性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四大

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北京大学教育质性研究中心主任陈向明教授致开幕词，指出立

足现实、求真求善、志在改进实践的质性研究在中国社会、教育科学研究中引发了

研究范式的变革，并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主旨发言务实深刻，突出了大会基于实

践的反思精神。其中，香港大学曾荣光教授梳理了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的发展历史，

指出两者为寻求意义、殊途同归、形成对话的最新发展趋势；中央民族大学腾星教

授回顾了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杨宜音教授以自

身研究为例，探讨了质性资料的维度提取问题。美国萨勒姆州立大学 Mary Li教授

聚焦情绪胜任力，探讨了质性研究中倾听情绪的必要性。 

 
  自 2013 年第一届质性研究研讨会以来，参会人员的人数、所属机构和学科类型逐

年增加，大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已发展成为了全世界研究者、社会工作者思想碰撞

与友谊增长的高质量学术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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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要 目 

 

1.  校级科研创新团队获得正式立项 

2.  团队负责人获批 1 项美国、1 项中国发明专利，合作获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部

主页新闻报道 

3.  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广东工业大学珠江人才创新团队学术研讨会做主题报告 

4.  团队负责人担任 UMLL2017 国际会议 PC Chair  

5.  邀请美国马里兰大学 David Doermann 博士做学术报告 

6.  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学术沙龙活动 

7.  科研创新团队成功举行开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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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一：校级创新团队获得正式立项

 

2017 年 1 月 16 日，“面向文本大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与应用”校级科研创新团队获

得正式立项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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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二：团队负责人获批 1 项美国、1 项中国发明专利， 

合作获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部主页新闻报道

 

2017 年 2 月 16 日，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部主题报道了朱纯深教授研究团队获得中国及美

国发明专利的新闻(http://cah.cityu.edu.hk/event/cert_grant/)，这 2 项发明专利均为香港城市

大学朱纯深教授和创新团队负责人郝天永合作申请，先后经多轮修改于 2017 年初正式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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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三：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广东工业大学珠江人才创新团队学术研讨会做主题报告

 

2017 年 2 月 24 日上午 10:00—11:30，创新团队负责人郝天永副教授受邀参加广东工业大

学珠江人才创新团队学术研讨会并做主题报告。 

本次研讨会由广东工业大学珠江人才创新团队负责人刘文印教授主持，受邀的报告人另有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张海军副教授，参与研讨会的有创新团队成员陈仕鸿副教授、广

东工业大学的教师、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周边院校的师生。报告取得了良好的交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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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四：团队负责人担任 UMLL2017 国际会议 PC Chair 

 

2017 年 2 月 30 日，团队负责人与香港理工大学等学者一起筹备 The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User Modeling and Language Learning(UMLL) http://sete-umll.org/2017/ 国际

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我校也作为其中一个承办单位。该国际会议将在 2017 年 9 月 20-22

在南非开普敦举办，主要内容为计算机技术辅助的语言学习和用户建模，会议将与著名的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based Learning 国际会议同步召开。会议论文集将由 Springer

出版在 LNCS 系列，为我校二类 A 标准。 

 
 

会议网站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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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五：邀请美国马里兰大学 David Doermann 博士做学术报告

 

2017 年 3 月 23 日，团队邀请美国马里兰大学 David Doermann 博士在南校区院系楼 201

会议室做"Assessing Integrity to Enable Authentication"学术报告会，团队负责人郝天永副教授

主持报告会，创新团队成员申宇铭教授和其他学院教师、学生参与。Doermann 博士是 IEEE 

Fellow、IAPR Fellow，并且目前是 DARPA program manager，报告会中与参会师生进行了互动

交流，取得了良好效果。报告会结束后，与师生一起漫步南校园，当晚飞返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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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六：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学术沙龙活动 

 

2017 年 4 月 8 日，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CIPS

青工委”）学术沙龙（海南大学站）活动，在海南大学思源学堂多功能厅顺利举行。青工委主

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刘洋副教授，青工委执委、中科院自动化所模式识别国家重

点实验室刘康副研究员，青工委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郝天永副教授，青工委委员、北京理

工大学史树敏博士，走进海南大学，为海南大学师生分别做了题为《Knowledge-Guided, In-

terpretable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for Low-Resource Languages》、《Event Extraction from 

Unstructured Texts》及《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Representation and Extraction》的学术报告。

本次活动是 CIPS 举办的“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也是青工委

第一次走进海南高校举办的活动。学术沙龙活动由史树敏博士主持。 

新闻报道：http://www.cipsc.org.cn/qngw/?p=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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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七：科研创新团队成功举行开题研讨会 

 

2017 年 4 月 14 日上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面向文本大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与应用”

科研创新团队开题研讨会在南校区院系办公楼 201 会议召开，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蒋盛益院长

为研讨会致辞。与会专家昆明理工大学信息工程与自动化学院院长余正涛教授、华南理工大学

蔡毅教授、华南师范大学薛云教授，我校外语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宋柔教授、和翻译学研究中心

莫爱屏教授出席研讨会，推选余正涛教授为专家组组长，科研处胡春雨副处长、科研处项目科

赵德强科长也出席了本次研讨会，此外创新团队成员蒋盛益教授、周咏梅教授、申宇铭教授、

杜剑峰教授、丘心颖副教授、陈仕鸿副教授和部分研究生参与。会议由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高

东发副院长主持。 

创新团队负责人郝天永副教授就“面向文本大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与应用”项目向与会

专家汇报项目的团队基本情况、研究内容、预期成果等，团队拟结合学校的语言学科优势和信

息学院基础，围绕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处理、语料库构建、知识工程展开研究工作，包括：1）

大数据环境下的自然语言处理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2）大规模文本多语种语料库构建与处理方

法研究；3）面向文本大数据的知识工程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东南亚多语种涉华/涉粤舆情

分析、企业竞争情报知识图谱构建两个特色应用研究。之后重点从任务目标、管理细则、研究

分工、阶段进度、特色凝聚、绩效激励、人才队伍 7 个方面阐述团队建设的详细过程管理计划

及建设目标，并给出详细的时间规划和研究任务分工。 

在听取项目汇报后，五位一致专家认为该项目充分利用了广外的语言学基础、发挥了在计

算机科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学科交叉特色，并对项目的研究前期研究基础和研究内容的体系化进

行了充分肯定，对项目未来的发展进行了细致的点评和建议。蔡毅教授点评创新团队的建设及

研究内容极具特色，响应了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建议利用广东邻近港澳的地理优势，

加强与香港澳门高校在相关领域的合作来提升到国际化水平；余正涛教授也指出项目依托语言

优势，围绕问答、舆情分析、知识工程展开，内容合理且具体可行，建议团队建设可以利用自

身的平台和优势形成特色方向，加强项目的平台建设，产出在国内有显示度的成果；薛云教授

认可项目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具有深度和广度，建议利用广东省海外合作的政策性优势，进一步

加强与海外的科研合作；莫爱屏教授提出除了对年轻老师的培养外，学生的参与很有必要，特

别是如何发动小语种的老师、学生参与数据收集和处理，进行跨学科合作；宋柔教授指出语言

方面的研究可以回归到语言本身的基础问题，充分发挥广外语言学上的特色和优势，项目的研

究重点应该放在特定的基础理论和资源建设上。 

最后，科研处胡春雨副处长进行了讨论会总结，感谢各位专家提出的提供宝贵建议，希望

项目组认真听取与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并在以后开展的研究工作中进行吸收和改进。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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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与会专家的一致同意，此次“面向文本大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与应用”科研创新团队

开题研讨会圆满成功，顺利开题。 

 

 

与会专家认真阅读开题相关材料 

 

 

团队负责人郝天永副教授做开题内容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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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进行点评和建议 

 

 

科研处领导进行研讨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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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处 

抄送：学校各科研单位          2017 年 4 月 18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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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文本大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

方法与应用”科研创新团队 

工 作 简 报 
(2017 年第 2 期   总第 2 期) 

2017 年 8 月 18 日 

 
 

新 闻 要 目 

 

1.  团队成功举办知识图谱与问答系统论坛 

2.  团队成功举办 OHDSI China Working Group(NLP)研讨会 

3.  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奥地利维 Plenary Meeting ISO/TC 37 “Terminology and 

other language and content resources” 

4.  团队负责人参加中国自然语言处理青年学者研讨会(YSSNLP)  

5.   团队负责人受邀于香港明爱专上学院做特邀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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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一：团队成功举办知识图谱与问答系统论坛

 

2017 年 4 月 29 日下午，由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语言与知识计算专委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计算机学会 YOCSEF 广州主办，由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承办的“知识图

谱与问答系统论坛”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创新团队成员蒋盛益

教授、周咏梅教授、申宇铭教授、杜剑峰教授、郝天永副教授、丘心颖副教授、陈仕鸿副教授

和部分研究生参与。团队邀请了知识图谱与问答系统领域的三位业界精英深圳狗尾草智能科技

公司 CTO 王昊奋、广州索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TO 徐叶强和微软亚洲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大卫，

以及学术界三位青年才俊中科院自动化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刘康博士、北京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所讲师冯岩松博士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汤步洲博士

进行了专题报告，共同探讨知识图谱和问答系统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未来趋势，并探索知识图谱

与问答系统相结合的新技术突破和产业机会。论坛还邀请了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漆桂林博士进行了知识图谱新发展的介绍和承担 Panel 问答环节的主持，并邀请了信息科学

与技术学院蒋盛益院长致辞。论坛通过会议邦平台报名 132 人，实际到会超过 200 人，吸引了

省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前来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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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二：团队成功举办 OHDSI China Working Group(NLP)研讨会 

 

2017 年 5 月 3 日上午，OHDSI China WorkingGroup (NLP)学术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大学城校区行政楼 103 会议室顺利召开，创新团队成员郝天永副教授、陈仕鸿副教授等参与。

团队邀请了来自 Mayo Clinic 的美国医学信息学学会院士(ACMI Fellow) Hongfang Liu 教授和广

东省的学术界和医院知名专家学者，分享面向临床医疗数据自然语言处理和应用的最新进展、

未来趋势，展望面向中文临床医疗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以及研讨 OHDSI China Work-

ingGroup 在 NLP 方面的中美学者合作。 

学术报告会邀请五位来自学术界和医院的嘉宾围绕“医学文本自然语言处理”这一主题展

开了精彩的演讲。首先，美国 Mayo Clinic(美国设施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医疗机构) Hongfang Liu

教授介绍了美国基于电子病历的国家级合作项目、自然语言处理在临床医学的应用，提出了通

用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在医学文本处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结合个人经验提出了潜在开放和社

区两种解决策略，最后分享了 Mayo Clinic 在医学自然语言处理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和应用。广

东药科大学的蔡永铭教授从实际项目出发，通过处理广东省清远市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的手足口病发病序列，基于百度指数建立 GM(1,2)模型来预测日发病数，详细介绍了数据的

获取和处理、使用的预测模型和方法以及结果的分析和讨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汤步洲副教授

介绍了对中文临床医疗文本处理研究现状的最新调研工作，先从整体上介绍了临床医疗文本处

理的初级和高级应用框架，对每个应用场景介绍目前国内学者已发表的相关工作，分享了汤博

士所在团队在中文临床医疗文本处理的最新研究成果，最后介绍了目前还面临的一些挑战。广

东省中医院的翁衡高级工程师从广东省中医院的实际临床数据处理出发，介绍了知识服务框架、

健康医疗个性化功能服务平台，并围绕专家本体知识库与语义网络协同，分享了在大规模知识

图谱构建、知识抽取、融合表示等方面的最新研究和应用工作。解放军广州总医院的李晋博士

介绍了国家药品不良反应检测哨点（医疗机构）联盟，然后重点分享了研发的中国医院药物警

戒系统 CHPS v1.0 和 v2.0，以及 CHPS 系统在包括医院 ADR 病历分析、ADE 诊疗措施分析等方

面的应用情况。 

现场气氛热烈，报告会后，与会人员与嘉宾进行了互动交流，本次学术报告会活动圆满结

束，三位嘉宾受邀赴广东省中医院进行了合作交流活动，进一步深化了 OHDSI 在医学自然语言

处理领域的中美研究学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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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三：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奥地利维 Plenary Meeting ISO/TC 37 “Termi-

nology and other language and content resources” 

 

2017 年 6 月 24 日，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奥地利维 Plenary Meeting ISO/TC 37 “Termi-

nology and other language and content resources”会议。 

 
会议网站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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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四：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中国自然语言处理青年学者研讨会(YSSNLP) 

 

2017 年 7 月 20 日，创新团队负责人郝天永副教授受邀参加第十四届自然语言处理青年学

者研讨会（YSSNLP2017 会议）。 

第十四届自然语言处理青年学者研讨会（YSSNLP2017 会议）在革命圣地井冈山召开。本

次会议由中国中文信息学会主办、江西师范大学和井冈山大学联合承办。开幕式上，江西师范

大学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王明文教授致辞，代表学校对各位专家、青年学者的参会表示热

烈欢迎。井冈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罗文浪教授致辞，介绍了井冈山大学以及井冈山

的革命历史。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副理事长宗成庆研究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车万翔教授、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执委张奇副教授，分别代表学会和青工委

致辞。 

会议邀请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聂建云教授、复旦大学危辉教授作特邀报告。聂建云教授

以《一些做研究工作的体会》为题，与大家分享了科学研究中的一些经验；危辉教授在《类脑

计算》报告中介绍了基于神经生物学和认知心理学理论的神经视觉算法模型和神经编码方法。

会议还包括 3 个分组报告以及专题讨论和海报演示。与会国内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青年学者，

包括清华、北大、哈工大、复旦、南大和苏大等高校，中科院计算所、中科院自动化所、中科

院软件所、微软亚洲研究院等科研机构，阿里巴巴、百度、科大讯飞等知名企业约 100 人参加

了本次会议，就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工作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等新兴环境下所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等方面展开热烈、深入的讨论。会议期间，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党支部也举办了发扬井

冈山精神的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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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五：团队负责人受邀于香港明爱专上学院做特邀学术报告

 

2017 年 8 月 6 日，创新团队负责人郝天永副教授受邀至香港明爱专上学院做“Information 

Extraction from Large Scale Clinical Trial Texts”特邀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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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处 

抄送：学校各科研单位          2017 年 8 月 18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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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文本大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

方法与应用”科研创新团队 

工 作 简 报 
(2017 年第 3 期   总第 3 期) 

2017 年 12 月 13 日 

 
 

新 闻 要 目 

 

1.  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中美临床医疗大数据研讨会暨 OHDSI 中国工作组年会，担

任 NLP-Partnership 和 Use case 组副组长 

2.  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医学健康信息学大会 

3.  团队成员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4.  团队负责人受邀于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做特邀学术报告 

5.  团队邀请美国耶鲁大学龚涛研究员做学术报告 

6.  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中医药健康大数据分会年会并做特邀报告 

7.  团队成功举办 CCF YOCSEF 广州“信息类优秀本科生该如何开启自己的科研之

路？”专题论坛 

322

http://news.gdufs.edu.cn/Item/91437.aspx
http://zssom.sysu.edu.cn/NewsContent.aspx?level=1&newsid=8c66713b-9b25-4f91-904d-6e1e7ea83f13&typeid=cac0b796-a697-42bc-bdad-891870ab006c
http://sist.gdufs.edu.cn/info/1021/3070.htm
http://www.zhukun.org/nlplab/news/20171019medicine.pdf


 

要闻一：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中美临床医疗大数据研讨会暨 OHDSI 中国工作组年

会，并担任 NLP-Partnership 和 Use case 组副组长

 

2017 年 8 月 21 日，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中美临床医疗大数据研讨会暨 OHDSI 中国工作组

年会，并担任 NLP-Partnership 和 Use case 组副组长。会议由观察性健康医疗数据科学与信息

学（OHDSI）中国工作组，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电子病历与智能专家系统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办的 2017 中美临床医疗大数据研讨会暨 OHDSI 中国工作组年会在浙江

大学玉泉校区成功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约 20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

本次会议。会议总结了 2016-2017 年 OHDSI 全球协作网络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应用，分

享了国际最新临床大数据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数据隐私与保护，OHDSI 标准化数据模型与医

学术语标准，临床自然语言处理等国际前沿领域课题，制定了 OHDSI 中国工作组 2017-2018

年度的详细规划，部署了 2017 年 OHDSI 中国工作组重点促进生物医学信息学领域的国际合作

与教育培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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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二：2.  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医学健康信息学大会

 

2017 年 8 月 22 日，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医学健康信息学大会。2 第 16 届世

界医药健康信息学大会（MEDINFO 2017）由 IMIA（国际医药信息学会）主办，CMIA（中国医

药信息学会）、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等机构联合承办，会议时间为 2017 年 8 月 21-25 日，

华语主会场设在中国苏州。作为国际医药信息学会（IMIA）的健康和医疗信息主题的品牌会议，

MEDINFO 聚焦全球医学和药学信息的最新趋势和发展态势，聚集世界各地的医药健康信息学术

技术精英，共同分享医药行业的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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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三：团队成员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17 年 9 月 3 日，创新团队负责人郝天永副教授“面向医学特定疾病的问题分析和相似度

计算模型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017 年 7 月 6 日，创新团队成员丘心颖副教授“会计信息披露的文本可读性测度及应用研

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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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四：团队负责人受邀于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做特邀学术报告

 

2017 年 9 月 11 日，创新团队负责人郝天永副教授受邀至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做“医学前

沿讲座”特邀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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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五：团队邀请美国耶鲁大学龚涛研究员做学术报告

 

2017 年 9 月 25 日，团队邀请美国耶鲁大学 Haskins 实验室龚涛教授，莅临我院在 201 会

议室开展学术交流，创新团队成员蒋盛益教授、周咏梅教授、申宇铭教授、杜剑峰教授、丘心

颖副教授、陈仕鸿副教授和信息学院相关科研团队师生参加，团队负责人郝天永副教授主持此

次活动。 

龚涛教授以“数据科学在心理语言学中的应用”为主题，概述了数据科学的特性，并用两

个实例介绍如何应用数据科学手段研究心理语言学的问题。第一个例子采用流行的 Mixed Ef-

fects Modeling 研究个体语言与阅读能力的差异对个体眼动模式的调节作用。第二个例子采用

Random Forest的机器学习模型探索能否使用 Facebook等媒体语言预测媒体使用者的心理学特

性如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等。两个例子系统演示了应用数据科学手段研究传统领域问题的过程，

例证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对未来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最后，龚涛教授讲述了自己在做研究方面的体会，他认为做研究应该是“work locally, think 

globally”。龚涛教授的讲座引起了各位在座师生们的兴趣，反响热烈，老师和同学纷纷提出问

题与龚涛教授进行学术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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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六：团队负责人受邀参加中医药健康大数据分会年会并做特邀报告

 

2017 年 10 月 19 日，创新团队负责人郝天永副教授受邀参加中医药健康大数据分会年会，

并做会议特邀报告。第二届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医药健康大数据分会年会暨中医药大数据

管理与分析方法研修班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举办，同时举行陕西省中医药数据中心、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数据中心陕西分中心授牌仪式。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会长、原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副局长吴刚，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副会长、原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杨友群，陕西

中医药大学校长刘力，省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胡孔法院长作了题为《中医药物联网与大数据分析初探》的

演讲，阐明中医药物联网的现状和大数据对中医药发展的助推作用；南京中医药大学杨涛博士

的《名老中医临床数据采集及分析挖掘实践与思考》在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与发掘上提出

了明确思路，受到现场专家的一致好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数据中心刘岩研究员、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李敬华主任、广州外语外贸大学郝天永副教授等多位专家也作了精

彩的学术报告并将自己的经验与大家进行分享。各位学员听讲认真、互动频繁，通过此次培训

进一步明确了中医药信息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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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七：团队成功举办 CCF YOCSEF 广州 

“信息类优秀本科生该如何开启自己的科研之路？”专题论坛 

 

2017 年 11 月 2 日, CCF YOCSEF 广州分论坛“信息类优秀本科生该如何开启自己的科研之

路？”专题论坛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学城校区行政楼八角楼报告厅顺利召开，本次活动由 CCF 

YOCSEF 广州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承办,旨在为信息类的优秀本科生解

答于科研训练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参与本次活动的除了 CCF YOCSEF 广州分论坛的成员

外，创新团队成员蒋盛益教授、周咏梅教授、申宇铭教授、杜剑峰教授、郝天永副教授、丘心

颖副教授、陈仕鸿副教授外，还有来自各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学术研究

团队的本科生、研究生代表，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00 多名本科学生。论坛第一阶段由执行

主席 CCF YOCSEF广州AC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柯晓华教授主持，

邀请了华南理工大学黄翰教授、中山大学王昌栋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郝天永副教授分别

就本科生参与科研做了精彩分享。第二阶段次进行“优秀本科生该如何做科研”专题论坛讨论互

动环节，由 CCF YOCSEF 广州 2017-2018 主席暨南大学黄书强教授主持，现场气氛热烈，同学

们积极踊跃地提问，并尝试向三位嘉宾提出挑战性问题，嘉宾的各种精彩回答也赢得同学们阵

阵掌声。整场活动非常精彩，气氛热烈，交流互动充分，共有 100 多位同学全程参加活动。活

动结束后仍有不少同学主动与嘉宾咨询学习，专题论坛取得了学生的热烈反响，活动取得圆满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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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讨论互动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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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处 

抄送：学校各科研单位          2017 年 12 月 13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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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动态

1、团队顺利通过学校开题论证会

2017 年 4月 21 日上午，根据学校科研处的工作安排，《创新驱

动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跃迁研究》校级科研创新团队举行了开题论证

会，并顺利通过。

2、团队负责人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申报

团队负责人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了经贸学院王俊教授组织的

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创新驱动发

展及其政策研究》及国家社科十九大专项课题的申报工作。

二、科研成果

1、科研项目申报及立项情况

（1）项目申报情况

2017 年，团队成员董俊武、潘文超、刘方龙、李春瑜、沈中华

等申报国家级项目 4 项，教育部及广东省省级课题 4项，团队负责

人钟祖昌教授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 2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申

报。

（2）项目立项情况

团队核心骨干董俊武教授申报的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一带一

路产能合作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以广东对非投资企

业为例》与 2017 年 8月获得立项，批准经费 5 万元。

（3）项目结项情况

团队核心骨干董俊武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制造

网络与中国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研究》于 2017 年 1 月顺利结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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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祖昌教授承担的广东省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珠三角区域战

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联盟构建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研究》已提交

项目验收书，进入结题最后阶段。

2、论文发表

团队立项以来，共发二类及以上论文 7 篇，其中在一类 A 上发

表论文 5 篇，一类 B 上发表论文 1 篇。具体发表论文如下：

（1）Chunyu Li*（李春瑜，团队骨干）, Geng Cui, and Ling

Peng (2017), “The signaling effect of management response in engaging

customers: A study of the hotel industry,” Tourism Management, 62

(Oct), 42-53.（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广外一类 A，SSCI,影响因

子：4.71，JCR一区）

（2）Chunyu Li*（李春瑜，团队骨干）, Ling Peng, and Geng

Cui (2017), “Picking Winners: New Product Concept Testing With The

Item Response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 Research, 59 (3),

335-354.（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广外一类 A，SSCI）

（3）团队负责人钟祖昌教授 2017年 8月在 SSCI期刊

《EURASI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上发表论文《Analysis on Influence of Stock of Education

Capital and Fixed Assets on GDP Based on Three Types of Regression

Model》。（第一作者，SSCI收录，一类 A）

（4）团队负责人钟祖昌教授 2017年 8月在 SCI期刊《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上发表论文《Acceptable if building

electricity price trend change to some biology trends》。（第一作者，

SCI收录，一类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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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团队核心成员潘文超副教授 2017年 8月在 SSCI期刊

《EURASI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上发表论文《A Newer Equal Part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 Case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al Input on Gross National

Income》。（第一作者，SSCI收录，一类 A）

（6）团队核心成员潘文超副教授 2017年 7月在 SCI期刊《Int J

Adv Manuf Technol》上发表论文《Modified fruit fl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of logistics storage selection》。（第一作者，SCI收录，一

类 A）

（7）团队负责人钟祖昌教授 2017年 5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认定的 A类期刊《管理评论》上发表论文《海外专利布局对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 2002-2014年国别面板数据的实证研

究》。（第二作者（通讯作者），二类 A）

三、学术交流

1.2017年 3月，团队成员潘文超副教授参加《2017年第二届大

数据分析国际会议》，并在会上宣读论文。

2.2017 年 6 月 6 日-10 日，团队成员李春瑜博士参加在美国加

州洛杉矶南加州大学举行的第 39界 INFORMS 市场营销科学会议，并

在会议上陈述研究项目“对在线口碑的管理回复：其动态过程和对

销售的影响”。该会议是一个由 ISMS（INFORMS 市场营销科学协

会）主办的年度会议，为我校科研处所定 A 类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之

一，会议云集营销科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和年轻骨干，是该领域一大

学术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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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 年 10 月 22-23 日，团队成员潘文超副教授和部分学生

参加在北京举办的《2017 年第二届计算建模、仿真和应用数学国际

学术会议(CMSAM2017)》，并在会议宣读论文。

4.2017 年 9 月 22-23 日，团队负责人钟祖昌教授和成员董俊武

教授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由国家“一带一路”智库联盟指导，广东国

际战略研究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

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国际智库论坛。

并参与相关分论坛的讨论，与参会嘉宾就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产能合

作及产业价值链对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5.2017 年 10 月 28 日，团队负责人钟祖昌教授参与在我校举行

的第 12届中日管理论坛。论坛的主题为“一带一路”与企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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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本届中日管理论坛由我校、日本札幌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共同

主办，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商学院承办。

四、团队 2018 年工作计划

团队将在 2017 年相关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练和聚焦研究方

向，在“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背景下，紧紧围绕“创新驱动与制

造业全球价值链跃迁”这一主题开展相关研究，产出高水平研究成

果。具体计划如下：

（1）根据团队建设计划，完成创新驱动制造业价值链跃迁的内

在机制研究，并初步收集实证研究的相关数据。具体包括：创新

341



驱动对价值链整合的影响机制；制造业价值链高价值环节创新系

统驱动中低价值环节增长的内在机理；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

层面探讨创新活动对制造业价值链跃迁的内在作用机制。

（2）根据团队年度目标，组织申报国家项目 6-7 项，申报省部

级项目 6-7 项，力争国际级项目立项 1-2 项，省部级课题 2-3 项

目；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 4-6 篇，其中一类刊物 2-3 篇，二类刊物

4-5 篇；申报国家级重大项目 1-2 项；向副省级以上领导提交决策

咨询报告 1-2 份；申报省级政府科研奖励 1-2 项；在一类出版社出

版著作 1 部。

报送：阳爱民副校长、科研处领导及相关人员

抄送：学院领导及创新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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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团队动态 
 1月 4日，团队负责人毛国民要求大家阅读有关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投稿要求的文件，积极准备投稿，年前交稿。 

 2 月 1 日，团队讨论有关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 2017 年度课题申

报的问题，分配了各自申报的主题，并决定于下学期一开学召开

论证会，届时将邀请专家指导并一起就论证书进行讨论。3月 3日

前递交申请书。 

 2 月 24 日上午，团队召开国家民委项目申报专家指导会，由毛国

民教授主持，会议特邀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张建武教授做专家指

导。与会人员就各自所申报的课题做了 PPT 展示，并针对展示结

果各抒己见。针对每个课题，特邀专家张建武院长给了书面修改

建议，指出各项目应紧扣中国现实，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建议；

毛国民副院长建议在课题申报中，适当加入图表、数据的引用；

刘齐生副院长建议，申报课题应突出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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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4 日下午，团队在西语学院二楼会议室召开研讨会，会议主

要内容有四项：一是传达关于本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立项的通知，

二是介绍校级科研团队结项要求，三是讨论欧盟移民危机管理研

究团队建设与管理办法，四是讨论并通过了团队经费使用预算方

案。 

 3 月 14 日，团队开始着手准备欧洲移民蓝皮书的撰写工作，由柳

玉臻教授先起草方案，后续共同讨论。 

 3 月 17 日，团队就蓝皮书的丛书名和书名，学科分类和读者定位

等进行了讨论，初步拟定丛书名为《国际移民蓝皮书》，书名为

《国际移民研究报告：欧洲移民危机管理》，学科分类为社会政

法类（国际政治、人类文化学），读者定位于大学本科学历及以

上，总字数约 8万字。 

 3月 19日，团队讨论了蓝皮书的具体内容，应包括：1、大事记和

关键词；2、基础数据资料；3、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角度讨

论欧洲移民管理问题。另外，皮书作者除了团队成员之外，还应

考虑邀约对象国专家加入写稿。 

 3 月 21 日，按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建设与管理办

法（2016 年 1 月修订）》的规定，团队着手准备开题材料，讨论

决定于下周四召开开题研讨会，届时将邀请专家进行指导。 

 3 月 24 日，团队讨论蓝皮书的写作大纲，各成员分别上报各自要

撰写的蓝皮书文章的题目和摘要，由柳玉臻教授汇总并草拟大纲，

形成初步方案，将于下周研讨会上与专家进行交流。 

 3 月 30 日，团队讨论了开题研讨会的会议议程、开题报告、皮书

准入表格和发言 PPT 等内容，为开题做好充分的准备。希望能够

在与会专家的指导下，团队能够更加清晰明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

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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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6日，欧盟移民危机管理研究团队开题研讨会在西方语言文化

中心俄语中心会议室隆重召开。会议特邀请校内外专家对开题报

告进行评议，我校分管科研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由团队负责人刘

齐生教授主持，全程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彭未名院长

为团队项目开题致辞，阳爱民校长对项目立项表示祝贺并指出，

区域和国别研究正是广外有待加强的方面，希望专家组能在研究

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多提宝贵意见，为团队把脉，要求项目团队悉

心听取建议，继续完善研究规划，同时也希望科研处做好协调工

作，多方合作争取产出重大成果。第二阶段，团队负责人毛国民

教授代表科研团队从研究内容、可行性、建设目标以及主要措施

四个方面向专家组汇报了整个团队的研究计划和思路。他指出，

团队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一是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危机管理机制

研究，二是欧盟移民危机应对比较研究，三是对中国移民治理和

欧盟侨民保护的启示研究。团队骨干成员柳玉臻副教授，专门针

对《国际移民蓝皮书》作了设计和计划的汇报。第三阶段，由专

家组进行评议。针对团队汇报，专家们肯定了该团队的研究计划

和思路，同时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邓泳红社长详细说明了皮

书出版的要求，建议发挥团队交叉学科的优势，按照皮书特点进

行撰写。沈雁南委员指出了皮书与学术论文的区别，切忌皮书

“学术论文化”。王蓓蓓教授指出在报告中应明确区别移民和难

民的区别，使研究对象更有针对性。唐小松教授指出危机管理研

究面太窄，要考虑可持续发展。高伟浓教授指出移民的范围非常

广，团队可以立足长远实现学术研究和皮书撰写双轨发展。第四

阶段，项目组成员与专家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团队负责

人刘齐生教授代表研究团队向与会专家表示感谢并作出表态，全

体团队成员会深入思考专家组的评议，好好修改和完善本团队的

研究计划，进一步突出研究重点，努力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共

同为繁荣国际移民研究做出贡献。最后开题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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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1 日，团队结合暨南大学高伟浓教授的建议，讨论了近期团

队的主要任务，即确定蓝皮书撰写大纲，着手收集写作材料，做

到“宁滥勿缺”。另外，实证研究立足数据，团队要着手建立自

己的研究数据库。 

 4 月 28 日，团队就移民蓝皮书的定位和大纲展开深入分析和讨论。

会议将《国际移民蓝皮书》定位于蓝皮书“从书”，将《欧洲移

民研究报告》作为“丛书”的第一套蓝皮书，将 2017 年度主题定

为“欧洲难民危机与管理”。会议还确定了蓝皮书的写作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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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术成果 
 毛国民教授申请 2017 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课题名称《新角

色下广州外籍移民管理服务研究》； 

 柳玉瑧副教授申请 2017 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课题名称《欧

洲和北美主要国家的难民政策对比研究》； 

 欧盟移民危机管理研究团队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签定协议，将于

2018 年 5 月出版《欧洲移民研究报告》蓝皮书，为《国际移民蓝皮

书》系列丛书第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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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团队动态 
 

 5月 4日，团队就《国际移民蓝皮书》撰写分工与计划安排进行了

讨论。会上确定了数据收集和数据库建设的规划，计划在 2018 年

5 月发布首本《欧洲移民蓝皮书》，团队成员选择各自的研究主

题并确定一到两个焦点国家，协作收集最近一年各国数据，然后

制成数据库。数据库包括各国的难民基本信息（来源、数量、分

布等）、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状况等。利用数据库信息资源，

团队成员根据各自的主题进行分析和写作。这样既能突破国别研

究的限制，又能兼顾到国别和整体研究。暂定焦点国家为：德国、

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东欧、北欧等；资料储

存将采用网站后台数据库的形式，在“国际移民研究中心”网站

后台每月增加一次数据，便于储存和搜索。会议还确定了蓝皮书

撰写的工作时间表： 

2017 年 5 月到 2017 年 10 月，对焦点国家资料每月更新一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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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可以有跨年度资料）； 

2017 年 11月，论文初稿完成； 

2018 年 2月，论文修改完成，交出版社审稿印刷； 

2018 年 5月，召开蓝皮书发布会。 

最后，会议确定了蓝皮书撰写人员的初步分工以及移民数据库收

集与上传分工，各成员都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将全力以赴参与到

蓝皮书的撰写工作中来。 

 5 月 12 日，毛国民教授提出团队申报重大课题的四个备选题目，

各成员就题目的可行性发表意见。这四个题目是： 

1、欧洲移民危机管理研究；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移民危机管理研究； 

3、“一带一路”沿线海外华人移民危机管理研究； 

4、外籍移民治理与服务研究。 

讨论认为，海外华人移民并非团队所擅长，而且“一带一路”沿

线移民研究已内含华人。来自校外的专家也给出了指导性的建议：

万晓宏教授建议第二个题目，可细分为欧洲、中东、非洲、东南

亚、西亚等子课题；安凡所教授也认为第二个题目中的移民危机

管理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以在“一带一路”的大框架下重

点研究几个子课题；高伟浓教授还建议发挥团队优势和特色，可

以以“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外侨与难民政策法律比较研究”为主题

设计分课题。 

 5 月 25 日，团队决定使用百度网盘来存储资料，各成员按照国别

分别收集相关资料，每月更新一次数据。要求上传资料应包含中

文题目、中文主题、中文内容简介、外文正文。资料要进行筛选，

把一段时期以来最重要的事件报道上传，尽量做到既全面又精炼。 

 5 月 26 日，毛国民教授代表团队赴温州参加第二期全国皮书研创

高级研修班。会后，毛国民教授为团队成员做了经验分享，指出

皮书文章与学术论文的区别，强调用“用数据说话”的重要性，

希望团队成员重视数据，积极收集各方面数据，尤其是权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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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9 日，柳玉臻教授公布了几经修改之后的最新蓝皮书大纲目

录，内容更加细化，角度更加清晰，各成员都找到自己所应负责

的版块，接下来全力写作。 

 6月 16日，团队成员赵凯为大家讲解网络数据抓取和整理技巧。 

 6 月 16 日，杜慧贞老师加入蓝皮书撰写团队，她从传媒的角度对

难民问题进行研究，对目前团队的有益补充。 

 6 月 27 日，团队参加第二批校级科研创新团队立项团队签约仪式。

会议由科研处处长陈彦辉主持。副校长阳爱民教授、高等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陈伟光教授、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周方银教

授、欧盟移民危机管理团队以及其他科研创新团队、专项项目依

托单位科研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刘齐生教授代表团队成员向大会

展示了本团队自建设以来的工作情况及科研成果。大会首先由陈

彦辉教授宣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专

项项目名单和 2016 年度第二批科研创新团队名单。接下来，由阳

爱民教授分别与各团队带头人以及专项项目负责人签订合同并讲

话。本团队负责人毛国民教授、刘齐生教授代表团队签约。  

    在会上，高教研究中心主任陈伟光教授分享了创新团队建设

与管理经验。他以自己的团队为例指出，团队负责人实质上应更

多地理解为团队带头人，整个团队是一个整体，成员之间应多交

流多合作，拿出真正意义上的团队合作成果，避免单干。之后由

太平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周方银教授介绍了决策咨询报告的撰写

技巧。他建议大家写报告时一定要简洁明了，因为相关部门每天

收到关于这些热点的报告数量极其庞大，完全无暇阅读长篇大论。

另外，还应该在热点的基础上挖掘更细更深的切入点，这样的报

告才有更可能被采纳。 

    刘齐生教授代表团队在大会上发言。他介绍了团队自始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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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工作情况，展示了已有的科研成果，并向大会说明了团队未

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团队的决心。 

大会持续两个小时，在最后的自由交流环节，各科研创新团

队负责人以及专项项目负责人根据自己团队的实际情况互通有无，

相互借鉴，掌声不断，讨论热火朝天。最后，会议在大家热烈的

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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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8日，柳玉臻教授撰写英文版蓝皮书介绍，王牧老师和刘巍翻

译为法文版，杜慧贞老师负责勘误校对。 

 7 月 20 日，程永林老师加入蓝皮书撰写团队，负责撰写移民与欧

洲经济年度主题报告。程永林老师负责了加拿大蓝皮书首本的主

要编写工作，并在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有很多关注和研究成果。 

 7月 25 日，姜程淞老师加入蓝皮书撰写团队。 

 8月 4 日，团队认真学习国家社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申报指南。 

 8 月 17 日，毛国民、柳玉臻、刘春燕、臧宇、王牧代表团队参加

了由广外经济贸易学院、广外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和广外国际移

民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专题报告会，会议由云山领军学者、国际

治理创新研究院院长赵龙跃教授主持，美国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

院资深教授道格拉斯·贝沙洛夫作报告，题目为 Global 

Migration: Implication for Developed Countries。道格拉

斯·贝沙洛夫教授同时也是智库学者，其研究领域为福利改革、

儿童虐待、儿童福利和家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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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学术成果 
 毛国民教授获得立项 2017 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课题名称

《新角色下广州外籍移民管理服务研究》； 

 《国际移民蓝皮书》获得审批； 

 刘齐生、刘惠华：《德国政府的难民危机管理与政治治理难题》《贵

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 4期； 

摘要：德式管理以其精细、顺畅、高效著称，在难民管理上德国也同

样表现优异。但是，良好的管理却并不能破解难民危机难题。堆积如

山的难民申请、人满为患的难民避难所、疏漏的暴恐分子等看起来是

难民管理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 

 柳玉臻、张建武：《加拿大难民政策介绍及其对欧洲难民危机的启示》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 4期； 

摘要：基于历史资料和移民数据，本文考察了加拿大接纳难民的历史，

分析了加拿大难民体系的独特性，进而讨论了加拿大难民政策对欧洲

国家进行难民管理的启示。二战后，加拿大通过加入国际公约和国会

立法确立起难民管理体系，通过结合政府资助和民间担保两种方式接

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公约难民和处于相似情况下的难民申请；另外，加

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在甄别难民资格过程中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这

些独特之处使得加拿大可以有序地接纳难民，并促进难民的社会融入。

作为借鉴，欧洲国家应在难民管理中更多融入民间组织和居民的作用。 

 毛国民：《古代广州蕃坊国际移民治理经验及启示》《贵州师范学院

学报》2017 年第 4期； 

摘要：2016 年，中国正式成为国际移民组织的成员国，国际移民管

理便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这样，继承与创新广州千年蕃坊“国际移

民”厚重的历史经验，将其以夷“治”夷式的成功做法进行理论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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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文章以文献研究法梳理广州“蕃坊”的历

史变迁、组织职责与功能，理性分析和总结其管理的特征，并在此基

础上挖掘“蕃坊”国际移民治理的成功要诀和存在的不足，从而为解

决近年来广州外籍人聚集致交通堵塞、冲击三元里派出所等社区危机

事件提供智慧。 

 王牧：《恐袭阴影下的法国北非移民族性及政策研究》《贵州师范学

院学报》2017年第 5期； 

摘要：2015年 1月爆发的法国《查理周刊》枪击案揭开了世界范围内

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的序幕。本文以发生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多起恐袭

案犯罪人为例，分析其所属族群的特性，探讨北非移民对法国社会的

影响，揭示法国移民政策的误区，以期在恐怖风云突显的背景下，从

案例出发，对这一特殊族群进行客观而全面的剖析，旨在为安定国际

局势提供具有启发性的政策性策略分析依据。 

 刘春燕、王镭衡：《相依共融——加拿大华人社团组织对华人移民融

入的作用》《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 5期； 

摘要：在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中，中国国际移民群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海外移民群体。本文以加拿大华人社团为研究对象，从华人社团组织

与移民融入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出发探讨华人如何适应和融入移居

国。一方面，华人社团组织为华人提供生活上的援助，帮助他们解决

社会关系的纠纷，更为提供谋生技能和培训从而获得更好的移民生活。

另一方面，华人对华人社区组织的归属感和信任促使组织的发展和完

善，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探寻新的治理模式，运营结构和发展方向，

为华人融入、传播中华文化、维护合法权益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也

因此成为加拿大社会组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华人社团作为“利益共

同体”，对华人的社会融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赵凯：《难民危机下难民话语语料库的建设构想》《贵州师范学院学

报》2017 年第 5期； 

摘要：分析欧洲难民话语、探究隐藏于话语背后的思想意识变化和社

会形态变化，为国际移民组织成员国的中国在其制订未来的难民政策

有重要的意义。运用数据分析，理清话语分析与语料库的关系，提出

建设难民话语语料库的构想，主要是通过语料采集、清洗和标注等具

体步骤，初拟难民话语语料库的架构，最终形成一个基本的语料库模

型。此语料库模型既能运用于案例分析，又能为后续利用语料库技术

进行难民问题研究打下理论模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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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团队动态 
 

 9月 1日，全体团队成员在西方语言文化学院二楼会议室召开秋季

研讨会。会议由毛国民教授主持。会上大家汇报了暑假期间资料

收集情况，同时讨论了蓝皮书初稿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会议

公布了 2016-2017 年度国际移民蓝皮书专项研究课题的立项通知，

正式确立了蓝皮书的内容框架，并规定了蓝皮书的写作要求与分

工。蓝皮书文章需要结合年度数据进行分析，保证原创性和时效

性，内容的重复率需要在 15%以内，字数在 6000-8000字之间。同

时团队成员还学习了《蓝皮书手册》，明确了蓝皮书的篇章架构

和引用格式等要求。会议决定蓝皮书初稿要在 2017 年 10 月 15 日

之前完成，后续再经专家评审和编辑三审三校，计划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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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1 日，团队成员参加了由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举办的学术讲

座，讲座的题目是“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非媒体合作，报告人

袁卿为新华社坎帕拉分社首席记者，常驻非洲达六年半时间，长

期关注中国对非投资和援助、中非关系和东非地缘政治等多项议

题，多次参与我国领导人出访和非洲国家大选、非盟峰会等重大

新闻报道。合作著有《再见巴别塔——当中国遇上非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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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8 日，团队成员王牧老师和张和轩老师分别参加校级科研项

目申报答辩。 

 9 月 28 日，刘齐生教授领衔申报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各团队成员积极提供资料。刘春燕老师提供申请经验，建议

基地申请要体现对广州市发展及政府治理的帮助作用，要能够看

出应用性成果的预期。 

 10 月 9 日，团队再次汇报蓝皮书初稿撰写进度，同时督促外国专

家将文章尽早完成，以便后续中文翻译工作和校对工作的展开。

刘春燕老师建议各成员将自己熟悉的国外移民研究机构的资料，

如名称、简介和联系方式等汇总，以便后续与对方建立联系，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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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流。 

 10 月 9 日，毛国民教授鼓励团队成员积极申报广东省哲学社会科

学“十三五”规划 2017年度学科共建项目。 

 10月 13日，毛国民教授和柳玉臻副教授在北京专访了国际移民组

织（IOM）北京代表处，与中心主任 PärLiljert、项目官员

Richard Fairbrother和中国区资深国家项目官员丛俊进行了友好

接洽和深入交流。通过交流，双方初步达成合作计划，包括定期

互访、定期信息交流和《Labor Migration in Asia》年度报告等

翻译出版计划。 

 
 10月 25日，由国际移民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国际移民研究高峰

论坛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举行。来自国际移民组织（IOM）、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以及国内高校的

100 多位代表出席了论坛开幕式。本次论坛下设“国际移民发展

与移民政策”与“国内移民发展与善治服务研究”两个分论坛。

欧盟移民危机管理研究团队全体成员在论坛分别宣读了参会论文，

与来自各地的移民问题研究专家进行了深刻的交流。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隋广军、副校长阳爱民也出席了会议。论

坛主题为“移民危机与管理”，关注的焦点涉及“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移民危机管理研究、国际移民群体比较研究、欧洲难民危

机与管理、新角色下（国际移民组织成员国）中国外籍移民治理

与服务研究以及广州外籍移民治理与服务等。开幕式首先由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隋广军致辞，他介绍了广外在移民

治理研究方面的成果和优势。广外目前开设了 26 个外语语种，与

世界上 42 个国家和地区的 296 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利用外语

优势进行区域和国别研究是广外进行移民研究的特色，此次高峰

论坛的组织者国际移民研究中心就是教育部备案的区域和国别研

359



究中心。国际移民组织 (IOM) 项目官员 Richard Fairbrother 

(李龙)向与会代表们介绍了国际移民组织在中国的主要工作，并

详细报告了国际移民组织在婚姻移民、外国人管理和自愿遣返及

重新融入、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等方面的工作现状与政策，强调了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与国际移民组织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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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30日，柳玉臻老师要求大家发送蓝皮书初稿，汇总之后发送

毛国民教授和沈雁南老师，由两位专家审核把关，希望到 11 月底

稿件通过初审并发送社科文献出版社。柳玉臻老师再次强调皮书

写作规范问题，提醒注意以下几点： 

（1）文章篇幅要求为 8000-12000 字之间，注释统一要求用脚注，

文章正文字体为宋体，小四号，英文为 Times New Roman； 

（2）文章中数据要求权威、新颖 (目前数据截止 8-10 月份，可

以在出版前更新数据到 12月份）； 

（3）书稿行文中不要出现“我认为”或“笔者认为”之类的（讨

论式）阐述。同时，作为“报告”的体裁，也不应有“研究现

状”“文献综述”“研究方式”之类的介绍；如有也应该是整本

书统一的并应放在全书附录（或后记中）。这种写法属于硕博论

文式的写法，不符合皮书权威性的特质。 

 10月 30日，团队采取结伴检测的方式来自审蓝皮书初稿，对于外

国专家的稿件还要审核翻译稿。 

 

三、 学术成果 
 柳玉臻副教授申请教育部项目，课题名称《国际移民组织与欧洲

移民治理》，课题组成员有毛国民、刘春燕、张孝文。 

 刘齐生教授申请教育部项目，课题名称《欧洲移民政策研究》，

课题组成员有陈晓毅、臧宇、王牧、刘巍、林璐、赵凯、张和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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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团队动态 
 

 11 月 5 日，社会科学网的林跃勤研究员来国际移民研究中心做讲

座，题目是“全球治理变革与金砖国家角色”，我团队成员参加

学习交流。 

 11 月 5 日，团队召开蓝皮书会议，由柳玉臻教授主持，主要讨论

蓝皮书文章撰写进展及收稿工作。团队成员反映了目前文章撰写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经讨论解决。最后，会议的讨论结果形成了

一个工作进度表，柳玉臻教授要求大家务必按进度表完成文章定

稿。进度表具体如下：11月 5-10日，蓝皮书初稿全部完成，上交

电子版至柳玉臻处；11 月 10 号-20 号，评审委员会（包括两个团

队成员和两个校外专家）完成审稿；11 月 21-25 号，返回作者完

成修改；11 月 25 日-11 月 30 日，评审委员会完成第二轮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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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作者修改并进行内容查重，附查重报告。11月 30日修改稿递

交出版社。 

 11月 15日，南方智库主编在行政楼第一会议室现场指导决策咨询

报告和相关学术论文撰写，团队组织人员参加。 

 11 月 16 日，团队成员针对宋全成的《2016 年欧洲难民危机的新

特征及其成因——基于 2015-2016 年欧洲统计局和德国联邦移民

与难民局数据的实证研究》进行讨论，大家分别从自己文章的角

度提出与该文章的异同点。 

 11月 16日，团队成员将自己蓝皮书文章的结论部分交给柳玉臻教

授汇总，以便撰写总报告。另外，柳玉臻教授强调文章中的相关

数据一定要保持更新。 

 11月 21日，由两位外审专家返回 8篇文章的修改意见。柳玉臻教

授要求大家按照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在格式上，要保证有几个要

件：1.中英文标题；2.中英文摘要，摘要要反映出文章的观点；3.

中英文关键词。正文中插入表格，写明序号，表 1. 在表格下；插

入图表，写明序号，图 1，在图表上。图表尽量用中文，在图表

下注明资料或数据来源。参考文献用脚注格式，分页编码。文字

尽量在 8000-10000字之间。 

 11月 30日，区域国别的 7篇文章修改稿发送图书馆进行查重，总

体重复率均在 10%以下，好几篇重复率为零，说明了团队成员所

撰写的蓝皮书文章原创性很高。 

 12 月 7 日，社会科学出版社谢寿光社长介绍皮书研创与区域国别

研究，团队成员参加交流，学习皮书写法和了解区域国别研究新

状况。谢社长强调国别区域研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显学，而皮

书研创则是国别研究的基本抓手。另外，他还介绍了目前国别类

皮书研创的四大转向：1.从以大国强国、热门国家、友好国家研

究为主转向各国全覆盖研究；2.从聚集对象国历史、文学、语言

等领域的分学科研究转向带有跨学科性质的各国国情综合研究；3.

从一般性国际关系政治研究转向更加深入的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

专题研究；4.从定性研究转向以数据分析为特征的经验研究或实

证研究，海外调研成为研究必要条件。谢社长还举例说明了这一

变化趋势，2012 年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仅 42 家，到

2017 年，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 300 多家，基本实现

“一带一路”全覆盖。最后，他谈到皮书的六大特征和研创的三

大误区。我团队成员均表示受益良多。 

 

 

二、 学术成果 
 柳玉臻副教授申请教育部项目，课题名称《国际移民组织与欧洲

移民治理》，课题组成员有毛国民、刘春燕、张孝文。 

 刘齐生教授申请教育部项目，课题名称《欧洲移民政策研究》，

363



课题组成员有陈晓毅、臧宇、王牧、刘巍、林璐、赵凯、张和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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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论、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创新团队 

 

 

 

 

 

 

 

工作简报 

 

 
带头人：刘建熙      金融学院 





校科研创新团队校科研创新团队校科研创新团队校科研创新团队““““图论图论图论图论、、、、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上的应用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上的应用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上的应用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上的应用””””学术学术学术学术

讲座讲座讲座讲座-----““““计量金融计量金融计量金融计量金融：：：：从从从从 1.0版到版到版到版到 2.0版版版版””””

文： 刘建熙 2017-09-26

本网讯 9月 25日上午，学校“图论、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上的应

用”科研创新团队学术研讨会开讲。团队邀请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数学

系和金融风险管理中心助理教授周超进行了题目为：计量金融：从 1.0

版到 2.0版的学术报告。

学术报告于南校区教学楼 B座 304室开讲。周超助理教授在报告中

主要综述了计量金融随着现代科技的革新而导致内涵的发展及其变

化趋势和科研热点；介绍了计量金融学的发展历史，着重解释计量金

融从 1.0版升级到 2.0版的意义；并讨论了最近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

data science，machine learning是否会使计量金融学从 1.0版升级到 2.0

版。

我院党委书记马庆华、院长易行健、副院长姚海祥以及“图论、

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上的应用”科研创新团队主要成员和师生代表

出席了讲座。讲座由团队带头人刘建熙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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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本次讲座得到我院师生的积极响应。讲座完毕后，周超助理教授

与师生交流探讨了相关问题。

主讲人简介主讲人简介主讲人简介主讲人简介：：：：

周超助理教授，本科毕业于法国著名的巴黎九大，博士毕业于巴黎

综合理工大学。现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数学系和金融风险管理中

心，参与新加坡国立大学金融硕士在我国华南区域的招生工作。其研

究主要集中于金融数学和随机控制，他在这些方向获得一些很好的结

果，其中的一部分发表在在多个国际权威的数学、金融杂志上，如：

The Annals of Applied Probability、mathematical financ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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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论图论图论图论－－－－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科研科研科研科研创创创创

新新新新团队举团队举团队举团队举行开行开行开行开题题题题研研研研讨讨讨讨会会会会
作者：刘建熙 发布日期：2017/11/22

本网讯本网讯本网讯本网讯 2017年11月16日下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

论－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科研创新团队项目开

题研讨会在南校区金融学院会议室教学楼B304举行。担任

本次团队项目开题的评审专家分别为娄定俊（中山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马庆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金

融学院党委书记），易法槐（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云山学者、博士生导师），袁文俊（广州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会理

事），樊锁海（暨南大学教授、广州市工业与应用数学学

会副理事长）。参加研讨会的有团队全体骨干成员以及对

团队项目研究感兴趣的老师和学生。科研处项目科赵德强

科长亲临会场指导。

金融学院院长易行健教授主持开题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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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由团队项目依托单位金融学院院长易行健教授

主持。科研处赵德强科长介绍了学校科研创新团队项目有

关情况及开题要求。团队负责人刘建熙博士汇报项目设

计、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研究计划和组织管理等情况。

项目组赵绪哲博士补充了研究方向“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

域的应用”的相关内容。

专家们对选题予以了充分肯定，肯定了项目组以复杂

网络作为图论、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应用的研究内容和

交汇点，并就研究内容、研究重点、人才培养，管理条例

等问题与项目组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提出了宝贵建议

和研究策略。刘建熙博士在总结发言中表示项目组一定要

严格按照学校科研创新团队合同要求开展研究工作，把科

学研究放在第一位，发展数学学科和促进数学和金融的学

科融合，圆满完成科研任务。

团队负责人刘建熙博士汇报项目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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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骨干成员赵绪哲博士补充汇报项目有关情况

研讨会评审专家、项目组成员和有关教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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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论图论图论图论－－－－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科研科研科研科研创创创创

新新新新团队学术团队学术团队学术团队学术研研研研讨讨讨讨会会会会
作者：刘建熙 发布日期：2017/11/28

本网讯本网讯本网讯本网讯 2017年11月27日星期一上午，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图论－控制论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科研创新团队

在南校区教学楼B座406举行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南开

大学史永堂教授进行学术报告。报告主题为：Network

Measurements: entropy, similarity and substructures

（网络的度量：熵，相似度和子结构）。史永堂教授汇报

了网络测量的一些进展，以及他和合作者的一些工作。史

永堂教授在该领域上建树颇丰，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论

文，并撰写了专著一部。在该领域上史永堂教授和合作者

发表了5篇ESI高被引论文，其中一篇入选2016年中国百篇

最具影响国际论文。

报告结束后，与会者进行了关于网络科学的前景和网络

度量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参加研讨会的有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张建斌副教

授，团队部分骨干成员以及对团队项目研究感兴趣的老师

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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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永堂教授进行学术报告

研讨会现场

主讲人简介主讲人简介主讲人简介主讲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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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永堂史永堂史永堂史永堂，，，，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 年起在南开大学组合数

学中心工作，2014--2015 年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访问学者，曾受邀

到美国、德国、奥地利等国访问交流。研究领域为图论与组合优

化。出版专著 1部，发表学术论文5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项，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基金各1

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2项，入选天津市人才发展特殊支持

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天津市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科技优秀

人才”，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人选和南开大

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等。担任天津市工业与应用数

学学会秘书长、中国运筹学会图论组合分会青年理事，担任美国数

学评论“Mathematical Review”评论员以及 Plos One 等多个国际

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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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人：刘志强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

工作简报

2017 年第 2 期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主编 2017年 12 月 20日

本期要闻

 团队带头人刘志强教授调研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秘书处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成员赴北京调研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召开蓝皮书内容框架修订

会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委派周丽副总编辑负责本团队蓝皮书的编

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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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团队带头人刘志强教授调研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秘书处

10月16日-19日, 团队带头人刘志强教授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原校长曹德明教

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贾文键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原校长修刚教授等一起

作为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专家评估了北京语言大学，刘志强教授特别考察了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兼教育部国别与区域中心秘书处，北京语言大学

国别与区域研究院院长兼教育部国别与区域中心秘书处秘书长罗林教授表示将

会大力支持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的建设。

团队负责人刘志强教授担任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评估北京语言大学

调研和考察教育部国别与区域备案中心秘书长，左一为罗林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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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成员赴北京调研

为进一步了解国内其它外语院校东南亚语种建设、与东盟各国人文交流情况，

开拓本团队思路、扩大团队成员视野， 12 月 7-8 日，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

究创新团队部分成员在谈笑副教授率领下，一行四人赴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进行调研。

8日上午，调研座谈会在北外亚非学院会议室举行，北外亚非学院党总支书

记葛冬冬、副院长顾佳赟、教务处副处长苏莹莹、老挝语系主任李小元等出席。

葛冬冬书记等介绍了北外亚非学院的专业语种建设发展情况，随后对该学院开设

的三外课程、语种+课程、亚非地区研究交叉二级学科、复语复合型人才的引进、

“一带一路”形势下建交国家（地区）的新建语种等情况都做了细致的介绍。座

谈结束后，我校四位教师分赴对应的专业语种教研室继续进行了深入交流。

团队成员与北外亚非学院领导及教师代表座谈结束后合影

当日下午，第二场调研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会议室举行。北大外院

副院长吴杰伟、东南亚系主任兼越南语系主任咸蔓雪、缅甸语教师杨国颖、教务

办公室主任崔桂红等出席。咸蔓雪老师对北大东南亚系的成立发展、本硕博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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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设置和师生数目做了简单介绍。随后，吴杰伟教授介绍了北大先前开设的

公共外语课，发展至 2013 年成为全校“一带一路”语言文化系列课程的基本情

况。最后，崔桂红老师介绍了北大外院东南亚语种学生近三年出国交流的情况。

团队成员与北大外院领导及教师代表座谈

座谈会结束后，我校四位教师参加了由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许钧面向北大青年教师开设的“学术研究与教师发展”主题讲座和

交流会。

此次调研加强了本团队与兄弟院校的联系，获取了兄弟院校东南亚语种专业

学科改革、交流、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促进本团队的建设大有裨益，达到了

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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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

召开蓝皮书内容框架修订会议

12 月 15 日上午，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在东语学院会议

室召开蓝皮书内容框架修订会议。会议由团队负责人刘志强主持，团队成员谈笑、

李婉珺、唐旭阳、黎国权、吴迪、武智、侯燕妮、葛瑞、赵彩军、苏华才、谢苏

丽、张卫国等均参加了会议。

刘志强老师介绍蓝皮书论证的有关情况

刘志强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与就“中国—东盟文化发展蓝皮书”丛书系列《东

盟文化发展报告》（2017）一书的框架设计、内容结构等问题与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相关负责领导、专家沟通、论证的情况。强调蓝皮书内容框架主要包括：总

报告、分报告、专题报告和综合资料等四大部分。

随后，与会的团队骨干成员、合同成员及参项成员均结合项目前期计划安排

及合同协议，对各自负责的工作进行了责任分工确认。负责分报告的老师们还在

刘志强老师的指导下就自己负责的对象国的文化发展报告撰写的体例结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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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研讨，确定了对象国民族文化基本情况、对象国文化发展简史、对象国 2017

年文化新发展及促进中国与对象国文化交流合作的意见建议等四大主要部分。

此外，团队骨干成员谈笑老师、李婉珺老师还分别结合自己的科研经验分享

了蓝皮书撰写须注意的参考资料选择、文章写作规范、语言表达能力训练等方面

的经验。

团队成员积极、认真参与各项问题和事宜的讨论

考虑到创新团队里很多青年教师成员学历层次较低、科研经验不足等问题，

团队决定采取分小组“传、帮、带”的方式开展蓝皮书内容撰写工作。有刘志强

老师、谈笑老师、李婉珺老师担任小组指导老师，对自己负责小组的其他成员的

论文撰写进行指导，并对其论文进行审核完善。

会议还就交稿时间、英文翻译等问题做了研讨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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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委派周丽副总编辑负责本团队蓝皮书编撰出版

本团队蓝皮书——《东盟文化发展报告》获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蓝皮书青

睐，社会学科文献出版社派出副总编辑周丽同志专门负责本团队蓝皮书的编辑出

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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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

工作简报

2017 年第 1 期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主编 2017年 11 月 15日

本期要闻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召开项目开题研讨会预备

会议

 “中国 — 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召开项目开题研讨会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系列讲座”全面开讲

 刘志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获得“良好”等级鉴定。

380



1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

召开项目开题研讨会预备会议

10 月 31 日（星期二）下午 4：00—5:30，我校“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

创新团队”在东语学院会议室召开项目开题研讨会预备会议。会议由团队负责人

刘志强主持，团队成员谈笑、李婉珺、唐旭阳、黎国权、吴迪、武智、侯燕妮、

葛瑞、谢苏丽、张卫国等均参加了会议。

刘志强老师介绍创新团队及科研项目

刘志强老师首先介绍了创新团队获学校批准认可的大致经过、团队科研项目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开题研讨会的主要议程、各专业老师在团队中主要

负责的任务及分工协作的问题，以及组建此科研团队开展科学研究对学校、相关

专业学科发展、参与研究项目的老师个人的意义等。

之后，创新团队骨干成员谈笑老师、李婉珺老师也分别对团队及项目的有关

情况做了补充说明。其他团队成员也结合自己教学科研工作实际情况就项目开展

相关工作提出问题，并相互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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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老师们积极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科研项目研究，对自身教学科研均大有

裨益，在以后项目具体开展过程中，一定尽心尽力，负责任地做好工作，团结向

前，共同进步。

与会人员围绕科研项目的开展积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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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召开项目开题研讨会

11 月 7 日上午 9:00—11：30，东语学院“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

队”召开开题研讨会。五位校内外研讨会专家组成员、东语学院陈多友院长、张

秀强副院长、科研团队负责人刘志强教授、团队成员谈笑副教授、李婉珺老师、

侯燕妮老师、赵彩军老师、苏华才老师、谢苏丽老师、张卫国老师等相关老师及

校科研处项目科科长赵德强老师出席了研讨会。会议由张秀强老师主持。

开题研讨会现场

本次开题研讨会共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主持人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张秀强

副院长介绍出席开题研讨会人员。此次开题研讨会专家组成员包括：中联部原二

局局长、广东省外办原主任，中越关系、中柬关系专家黄群教授、暨南大学东南

亚研究所王子昌教授（博士）、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张明亮副教授（博士）、暨

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代帆副教授（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汉学研究基地

主任陈恩维教授（博士）等五位专家学者。之后由科研处赵德强科长介绍科研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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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团队项目有关情况及开题要求。

第二阶段由团队负责人刘志强教授汇报项目设计及研究计划等内容。第三阶

段首先由专家组推选专家组组长，并由组长组织与会专家结合项目汇报内容及查

阅项目资料，并在与项目组讨论交流之后，形成专家组综合意见和建议。由专家

组组长向参会人员宣读。专家组最后给出如下意见和建议：建议团队理清政府与

学科层面的“人文”概念，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聚焦现实问题。重视问题意识，

提高田野调查的意识，加强团队研究队伍建设，发挥语言优势，与全国其他院校

同类研究有所区别，错位发展，聚焦特色，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同意开

题。

黄群教授、王子昌教授、张明亮副教授、陈恩维教授等专家学者

先后提出意见和建议；赵德强老师总结发言

第四阶段由团队负责人刘志强教授、科研处出席同志赵德强科长、东语学院

陈多友院长相继做出总结发言。科研团队成员谈笑副教授、李婉珺老师也分别就

科研项目的有关内容发表了意见和看法。

陈多友院长在总结发言中对项目团队提出了希望，他说：“整个研究队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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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研究队伍结构，包括职称、学历、年龄、性别等很不协调，希望所有老师

能以团队建设为契机，使团队成员在教学、科研，乃至职称学历等各方面都得到

全面提升和发展。”同时，他也表示：“学校及有关职能部门已经给予东语学院各

专业以大力支持，包括政策等，为我们东语学院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空间和平台。

学院本身也不断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制定有利于学院学科专业发展、教师

发展的政策，为学院老师发展提供保障。”

图一：陈多友院长总结； 图二：张秀强副院长主持；

图三：谈笑老师、李婉珺老师先后发言； 图四：刘志强教授介绍科研项目

385



6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系列讲座”全面开讲

11月 9 日下午 14:00--17:30，由学校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主办，东语学院、

校级科研创新团队“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承办的广东外语外贸大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系列讲座”在东语学院会议室（七教 607室）全面开

讲。讲座分别邀请到了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王子昌教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

所张明亮副教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代帆副教授莅临东语学院开讲。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创新团队”负责人刘志强教授、团队骨干成员谈

笑副教授、李婉珺博士分别担任讲座主持人。团队其他成员：黎国权老师、武智

老师、吴迪老师、侯燕妮老师、唐旭阳老师、谢苏丽老师等全部参加了讲座。东

语学院吴圣杨教授、朱刚琴副教授和其他相关专业老师也参加了讲座活动。

参加讲座的部分老师、学生与讲座专家合影

张明亮副教授以“电影《夜明》解读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城的视角与意涵”

为题开讲，重点讨论电影了《夜明》解读孙中山在槟城的视角与意涵，运用政治

学、社会学等理论解读电影文化，分析梳理了这一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的一个特

殊个案的历史背景。此外，他还就透过影视文化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东南亚国

家对华政策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历史等问题的方法和理论做了分享

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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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亮副教授谈“电影《夜明》解读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城的视角与意涵”

王子昌教授以“下湄公河流域的民族主义”为题开讲，他首先阐述了自己对

于民族主义的理解，随后在政治、文化视角下探讨了下湄公河流域东南亚各国的

民族主义。王教授还分析探讨了自己对“文化”的理解，以及从“民族主义话语”

的角度观察东南亚的社会和人文交流问题的研究方法。

王子昌教授谈“下湄公河流域的民族主义”，刘志强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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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帆副教授以“菲律宾华人的历史与文化特征”为题开讲，从学术和田野两

个层面对菲律宾华人的历史和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他用自己专业、准确的田野

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菲律宾华人自古以来的发展历史，以及当下菲律宾华人的

文化认同、菲律宾华人的文化特征，包括其宗教信仰、文化传承、华文教育等。

代帆副教授、博士谈“菲律宾华人的历史与文化特征”

讲座过程中，三位专家还解答了参加讲座的老师和同学们的问题，并结合自

己的教学、科研成长经历，分享了自己对于教学、科研工作的理解，以及开展田

野调查、进行科研论文写作的经验。同时，还对在场的青年老师开展各自专业领

域的研究做了指导，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给予了专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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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主讲嘉宾简介：

王子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博士。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访问学者、泰

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访问学者。主持完成“深化广东--东盟合作的背景、

模式与对策研究”, “东盟外交史”（2009-2010），“菲律宾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

“国内巡航执法的国际法效力研究”等课题。主要著作有：《东盟外交共同体：

主体与表现》、《国家利益还是地区利益？――东盟合作的政治经济学》、《东亚区

域合作的动力与机制》、《国际政治经济学新论》等。

张明亮：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访学，暨南大学东南亚

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东南亚政治与文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学术著

作多部，主持完成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项，主要成果有独撰两部近百万字学术专

著：《超越僵局——中国在南海的选择》，《超越航线——美国在南海的追求》。其

他论著包括《“郑和在越南：应该却未被纪念（忆）的缘由”》、《越南与韩国的伙

伴关系：缘起与发展”》 、《韩国的东盟战略》、《广东“东盟战略”及其与新马

的经贸合作》等。

代 帆：暨南大学政治学博士，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暨南大学东南亚

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东南亚研究、菲律宾、印尼研究、中菲关系研究，发表学

术论文数十篇，著作多部，主要论著有：《侨务与外交：对中国侨务政策的思考》、

《菲律宾侨情》、《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及其影响》、《对近三十年中国人移民菲律

宾之原因探析》、《新移民，老问题——菲律宾中国新移民经济社会关系研究》、

《安全与发展：菲律宾对华政策研究》、《脆弱性、不安全感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

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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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获得“良好”等级鉴定

根据国家社科规划办下发通知，本团队带头人刘志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鉴定通过，并获得“良好”等级，这同时是广外非通用语种专业第一个

主持完成的国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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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团队工作】 

 科研创新团队申请答辩研讨会顺利举行（2017.7.6） 

 中国-葡语国家研究创新团队获大学立项（2017.7.17） 

 “中国-葡语国家研究创新团队”立项签约仪式举行（2017.10.24） 

 中国-葡语国家研究创新团队召开工作布置暨开题预备会（2017.10.28） 

 阳爱民副校长出席“中国-葡语国家研究创新团队”开题会（2017.11.1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合澳门大学举办 Crossings III: Brasil, Portugal And 

Greater China in Movement 国际学术会议（2017.12.15-16） 

 

【交流合作】 

 尚雪娇参加“第四届中国葡萄牙语教学国际论坛”并宣读论文（2017.7.8） 

 尚雪娇随西语学院领导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考察合作事宜（2017.11.7） 

 团队三位成员参加CROSSINGS III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2017.12.15-16） 

 

【学术成果】 

 [学术论文] 丁浩：“中国与葡语国家商品贸易的竞争与互补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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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论文] Shang Xuejiao：Influência Interlinguística na Aquisição de Português 

Língua Estrangeira（尚雪娇：葡萄牙语作为外语习得过程中的跨语言影响） 

 [学术论文] Bruna：“Ações de Permanência no Campo das Linguagens Para 

Estudantes Indígenas na Ufrgs”（布鲁娜：巴西南大河州联邦大学原住民学生

言语性行为探究） 

 [成果获奖] 尚雪娇：2017 年度中国外语非通用优秀科研成果译著类三等奖 

 [专著教材] Bruna: Sons da Fala e Sons do Canto: música para ensinar fonética 

do português（布鲁娜：《语音和音乐：听葡语歌曲，学葡语发音》） 

 其他成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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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工作 

科研创新团队申请答辩研讨会顺利举行（2017.7.6） 

2017 年 7 月 6 日上午，本团队于北校区行政楼第二会议室进行申请答辩研

讨，丁浩副教授代表团队进行答辩，尚雪娇、刘淑敏、瞿瑛瑛出席答辩会，朱文

忠院长作为院领导全程支持参与。 

以阳爱民副校长为主席的专家对本团队做了充分的肯定，但就如何使阶段性

的研究聚焦在某几个问题方面，认为团队需要进一步精炼。 

 

 

中国-葡语国家研究创新团队获大学立项（2017.7.17） 

根据大学 2017 年 7 月 17 日印发的《关于 2017 年度校级科研创新团队项目

立项的通知》（科〔2017〕10 号），“中国-葡语国家研究创新团队”获大学立

项。通知强调团队负责人和依托单位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建设好团队。 

“中国-葡语国家研究创新团队”采用双带头人（丁浩、尚雪娇）、双依托

单位（商学院、西语学院）模式，积极推进交叉研究与深入合作的探索，努力建

成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研究创新团队与政府决策的高端智库，为建设国际化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大学提供一定的支撑。 

 

 

“中国-葡语国家研究创新团队”立项签约仪式举行（2017.10.24）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上午，2017 年度校科研创新团队立项签约仪式在北校区

行政楼第三会议室举行，副校长阳爱民代表大学与 5个科研创新立项团队签订合

同并做重要讲话，科研处陈平副处长主持会议。2017 年度科研创新团队依托单

位领导及团队负责人出席会议，金融学院姚海祥教授、会计学院左志刚教授分享

创新团队的建设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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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葡语国家研究创新团队召开工作布置暨开题预备会

（2017.10.28） 

2017 年 10 月 28 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葡语国家研究创新团队在广外

北校区第九教学楼 402 会议室召开工作布置暨开题预备会议，会议由丁浩主持。 

会议首先通报了团队前期主要工作，主要包括答辩研讨会、成员论文发表情

况、立项签约、微信公众号运营等。在获得学校成功立项后，团队按照工作计划

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团队成员着重就未来的工作设想与近期工作重点进行充分讨论，对开题报告

会的安排进行部署，对《蓝皮书》编制大纲、团队管理机制、团队战略目标等形

成了统一意见。 

 

 

阳爱民副校长出席“中国-葡语国家研究创新团队”开题会

（2017.11.17） 

2017 年 11 月 17 日下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葡语国家研究创新团队”

开题研讨会在广外北校区 MBA 教育中心 402 会议室顺利召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副校长阳爱民教授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科研处陈平副处长、商学院院长朱文

忠教授、西语学院党委书记方华分别代表科研处和依托单位出席会议。出席会议

的 5位专家分别为暨南大学中印研究所所长贾海涛教授、广东财经大学朱孔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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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刘成昆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主编刘小平

教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曾楚宏教授。会议由商学院副院长袁登华教授主持。 

 

 

 

研讨会伊始，阳爱民副校长首先代表大学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

迎。阳爱民副校长介绍了大学设立科研创新团队的战略考虑与取得成就，对本团

队未来充分整合两个学科的优势以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提出期望，同时要求科

研处及依托学院充分做好服务支持工作。 

西语学院方华书记指出通过将葡语学科与管理学科相结合，强强深入联合将

保证优秀成果的产出。朱文忠院长就学院的区域国别研究现状及学院对本团队的

支持做了介绍，希望团队进一步凝聚研究方向与研究特色，发挥学科优势在区域

与国别研究领域做出出色的成果。科研处陈平副处长从科研创新团队的管理方面

指出，团队要认真听取专家意见，不断完善研究方案，建立健全团队管理机制，

发挥不同学科的优势，并表示科研处会充分做好服务工作。 

会议的第二阶段，丁浩副教授代表团队就立项以来的筹备工作、研究方向凝

练、研究进度、研究成果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向各位专家领导作了汇报。汇报中指

出，本团队获学校立项以来，多次召开会议凝聚共识、凝练方向、细化研究成果。

本团队目前已有 2篇论文发表，承（协）办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2次。 

尚雪娇老师在补充发言中从学校现有的葡语国家合作平台出发，就团队如何

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平台，实现资源与研究平台对接，确保研究成果的产出方面

进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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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汇报完成后，各位专家就团队的建设与管理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广

东财经大学朱孔武教授充分肯定团队的战略规划，同时建议团队在研究中可以深

入切合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政治形势。澳门科技大学刘成昆副教授立足

于团队研究预期成果，对蓝皮书的具体模块及内容进行精确指导。《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学报》主编刘小平教授对蓝皮书的具体内容设置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广东

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秘书长曾楚宏教授建议团队充分切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发挥团队优势在产业升级、产能合作等方面展开研

究。专家组组长、暨南大学中印研究所所长贾海涛教授对本团队进行了肯定，认

为团队充分发挥了广外两个学院的优势，建议本团队积极走出去，深入调研葡语

国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努力建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业智库。 

商学院袁登华副院长在总结发言中，再次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感谢，对各

位专家专业、精到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欣赏，希望各位专家今后继续指导关注商学

院的科研工作。项目负责人丁浩、尚雪娇表态总结中指出专家提供了团队发展的

“金钥匙”，团队会认真消化吸收专家意见，将校院领导寄予厚望、专家倾心专

业指导的本团队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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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合澳门大学举办 Crossings III: Brasil, 

Portugal And Greater China in Movement 国际学术会议

（2017.12.15-16） 

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澳门大学联合举办的

Crossings III: Brasil, Portugal and Greater China in Movement 国际学术会议在澳门

大学召开，此次会议旨在加深中国、澳门、巴西、葡萄牙之间的联系，为跨学科、

跨机构科研项目搭建交流平台。 

 

 

 

 

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得到澳门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葡语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西方语言文化学院葡语系及中国-葡语国家研究创新团队的支持，来自巴西、葡

萄牙、香港、澳门以及大陆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在“一带一路”的大背

景下，研究大中华区文化与葡语国家的沟通交流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会议也成

为跨学科、跨机构合作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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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 

尚雪娇参加“第四届中国葡萄牙语教学国际论坛”并宣读论文

（2017.7.8） 

主题为“从亚洲走向世界：全球化时代下的中国葡语教学”第四届中国葡萄牙

语教学国际论坛于 2017 年 7 月 8 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来自葡萄牙、巴西、

澳门及中国内地的 70 余名葡语教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齐聚一堂，他们在为期两

天的论坛上共同探讨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葡语教学如何面对机遇和挑战。 

 

本创新团队成员、西语学院葡萄牙语教师尚雪娇受邀参加论坛，并宣读题为

A negociação de sentido entre os interagentes no processo de interação na sala de aula 

de português como língua estrangeira 的论文。 

援引自人民网葡文版 2017-7-19 日消息，会议期间，东方葡萄牙语学会主席

João Laurentino Neves 表示：“中国是世界上从事葡语教学、研究和推广的重要中

心。”对于葡语在中国的前景，João Neves 认为“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

加之在中国大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中，葡语国家有着广泛参与。因此，葡语

的未来十分美好，而中国及其葡语使用者势必对葡语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起到重要

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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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雪娇随西语学院领导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考察合作事宜

（2017.11.7） 

2017 年 11 月 7 日，本团队负责人尚雪娇老师随西语学院院长杨可教授出访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杨可院长、尚雪娇老师一行受到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的热情接

待，双方就合作建设学生实习基地、开设本科双学位课程、师生互派等达成了初

步合作协议，为两校展开全方位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尚雪娇老师还向对方介绍了“中国-葡语国家研究创新团队”的情况，并就

双方的合作提出初步意向。杨可院长、尚雪娇老师一行还看望了我校西语学院在

里斯本大学交换学习的葡萄牙语专业学生。 

 

 

　团队三位成员参加 CROSSINGS III 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2017.12.15-16） 

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第三届 CROSSINGS 研讨会在澳门大学举行。

团队成员丁浩、尚雪娇和 Bruna Morelo 赴澳门大学参加会议并做主题演讲或宣

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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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 CROSSINGS 大会由澳门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合举办。该研讨会

旨在促进巴西、葡萄牙和大中华地区在语言、文化、移民、宗教、文学和翻译等

多领域进行了学术讨论，加深中国、澳门、巴西、葡萄牙之间的联系，为跨学科、

跨机构科研项目搭建交流平台。 

会议期间，丁浩作为特邀嘉宾做了题为 Small Platform, Big Cooperation: A 

Framework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的主题发言。尚雪娇作为会议组委会成员，宣读了题为

INFLUÊNCIA INTERLINGUÍSTICA NA AQUISIÇÃO DE PORTUGUÊS 

LÍNGUA ESTRANGEIRA （葡萄牙语作为外语习得过程中的跨语言影响）的学

术论文。Bruna Morelo 宣读了题为 NÓS FALAMOS PORTUGUÊS: TRABALHOS 

COM A ORALIDADE NO SUL DA CHINA（葡萄牙语口语教学探究）的学术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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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此次会议主题为“巴西—葡萄牙—大中华文化交汇”，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巴、

中葡文化交流、葡萄牙语在中国的发展、“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葡语国

家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50 余位来自巴西、葡萄牙、香港、澳门以及大陆

的专家学者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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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 

[学术论文] 丁浩：“中国与葡语国家商品贸易的竞争与互补性研究” 

丁浩副教授撰写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商品贸易的竞争与互补性研究”一文发

表于《国际商务研究》2017 年第 4 期。 

论文摘要：本文基于 2003~2015 年中国与葡语国家商品贸易的 SITC 分类资

料，分别采用 RCA、ESI 和 TCI 指数研究双方商品贸易的竞争与互补性。研究

发现，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出口相似度总体较低，不存在强的竞争性。中国在资源

密集型产品贸易中不具比较优势，葡语国家出口中国进口该类产品的互补性较

强；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中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葡

语国家进口中国出口该类型产品的互补性很强。 

 

 

[学术论文] Shang Xuejiao：Influência Interlinguística na 

Aquisição de Português Língua Estrangeira（尚雪娇：葡萄牙

语作为外语习得过程中的跨语言影响） 

尚雪娇老师撰写的《葡萄牙语作为外语习得过程中的跨语言影响》一文，在

第三届 CROSSINGS 研讨会：巴西—葡萄牙—大中华文化文汇上宣读，2017 年 12

月 15-16 日，澳门大学 

论文摘要：本文旨在通过葡萄牙语作为外语习得过程中的反向迁移现象来探

究外语学习中的跨语言影响。根据跨语言影响的相关理论，重点分析中国高校葡

语专业的大四学生笔译作业中出现的语言迁移现象。由此，我们来探究迁移现象

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迁移现象的因素，从而正确理解和应用外语学习中的迁移现

象。本次研究样本为葡语专业大四学生的笔译试卷，主要通过质性分析，除了传

统研究的母语对外语学习的负迁移，探究和关注外语学习过程中，外语对母语的

反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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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Bruna：“Ações de Permanência no Campo das 

Linguagens Para Estudantes Indígenas na Ufrgs”（布鲁娜：巴

西南大河州联邦大学原住民学生言语性行为探究） 

参加第八届语言政策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Ações de Permanência no Campo 

das Linguagens Para Estudantes Indígenas na Ufrgs” （巴西南大河州联邦大学原住

民学生言语性行为探究）》 

 

 

[成果获奖] 尚雪娇：2017 年度中国外语非通用优秀科研成果译著类

三等奖 

2017 年 10 月 16 至 17 日，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第 17 次学术研讨会暨

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召开。会上举

行了《中国外语非通用语种类专业建设和发展报告》首发式，并为第四届中国外

语非通用语教育奖、优秀科研成果奖颁奖。尚雪娇老师的译著《中国蒙学经典故

事丛书之<三字经>故事》获得译著类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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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教材] Bruna: Sons da Fala e Sons do Canto: música para 

ensinar fonética do português（布鲁娜：《语音和音乐：听葡语歌

曲，学葡语发音》） 

教材名称：Sons da Fala e Sons do Canto: música para ensinar fonética do 

português (Vol. 2: Música do Brasil) （语音和音乐：听葡语歌曲，学葡语发音）

（第二册：巴西音乐） 

作者: Adelina Castelo, Bruna Morelo e José Coelho de Souza 

ISBN: 978-99965-2-158-4 

 

 

其他成果一览表 

学术论文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发表日期 索引 

1 瞿瑛瑛 

Leveraging 

Question-target Word 

Features through 

Semantic Relation 

Expansion for Answer 

Type Classification 

Knowledge-Based 

Systems 
2017.01.27 SCI 

2 刘淑敏 

Manufacturers’ 

Closed-Loop 

Orientation for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ustainability 2017.02.07 SSCI 

3 谢荣军 
广州南沙在城市竞争

中的人才策略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7.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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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序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获批部门 立项时间 经费

（万

元）

1 刘淑敏 

环保规制对绿色供应

链管理影响的实证研

究- 基于企业家精神

与资源承诺的中介作

用（共建项目） 

广东省社科办 2017.12 4 

 

获奖情况 

序号 负责人 获奖成果 颁发部门 时间 

1 瞿瑛瑛 

Pedagogical Principle Based 

E-learning Exploration: A Case 

of Construction Mediation 

Training（Best Paper Award）

The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User 

Modeling and Language 

Learning 

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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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广州大学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365 室 （510006） 

丁 浩  13822210396  hding@gdufs.edu.cn

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葡语系 （510420） 

尚雪娇  13326695250  201210035@oamail.gduf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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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院简介

非洲研究院于 2016年 11月 22日由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先

生揭牌成立，下设对非投资贸易研究中心、中国文化品牌全

球营销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商科人才协同培养中心和“一

带一路”中医药人才协同培养中心。非洲研究院就非洲经济、

政治、文化、外交问题进行研究，并向政府部门和商业企业

提供政策以及投资咨询服务，与广东省贸促会、中信保、各

行业协会保持密切合作，近年参与主办了历届广州非洲论坛，

并出版了相关的研究报告。

非洲研究院主要的服务功能包括：

1．进行非洲整体和分国别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

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

2．与国家有关部门合作（如外交部、发改委、商务部、

广东省政府等），就某一热点问题提供研究报告和政策咨询；

3．就非洲投资及经济合作（地方政府在非洲设立经济合

作项目和投资项目）等问题，向地方政府提供从政策咨询到

经济园区规划等服务；

4．为有意去非洲投资的商业企业提供投资政策、投资规

划等方面的政策咨询服务；

5．参与主办关于非洲研究、非洲投资、非洲事务等方面

的会议和论坛，邀请非方人员来华讲座，组织国内专家到非

洲讲座等；

6．为非洲国家培养经济管理、外交等方面人才；根据具

体需要为非洲国家培养职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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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1·

一、组织架构

（一）院领导

名誉院长 吉佩定 原外交部副部长，原外交部驻港特派员

公署特派员

名誉院长 张华荣 东莞华坚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工商联常委，中非民间商会副会长，中国

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

院 长 傅 朗 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公共外交协会

常务副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原主

任

名誉副院长 吕伟东 广州东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第十一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委，国际泥炭

学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能源协会副会长，

广东省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广西光彩事业促

进会副会长，博士

高级顾问 黄庆勇 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能源与

资源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领

导力研究中心顾问，暨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

生导师

常务副院长 刘继森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秘书长，教授，

博士

院长助理 霍江涛 广东省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国际商会

非洲投资贸易联盟副主席，Sino-East Technologies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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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设机构

对非投资贸易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梁立俊 非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

中国文化品牌全球营销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曾驭然 非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

高级顾问 杨晓燕 非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

“一带一路”商科人才协同培养中心

执行主任 王刚 非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

“一带一路”中医药人才协同培养中心

执行主任 杨晓燕 非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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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研究

（一）专家团队

序号 姓 名 职 务 所 在 单 位

1 吉佩定 名誉院长 原外交部

2 张华荣 名誉院长 东莞华坚集团

3 傅 朗 院长 广东省政协

4 吕伟东 名誉副院长 广州东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黄庆勇 高级顾问 广东省政协

6 刘继森 常务副院长 非洲研究院，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7 霍江涛 院长助理 广东国际商会非洲投资贸易联盟

8 梁立俊 执行主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9 曾驭然 执行主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10 杨晓燕 执行主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11 王 刚 执行主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12 董俊武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13 程永林 特约研究员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14 王璐瑶 特约研究员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15 叶剑如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16 刘 巍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17 王 牧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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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职 务 所 在 单 位

18 邓 玮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19 彭 郁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20 吕继群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21 尚雪娇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22 张志智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23 高 翔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24 臧 宇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25 张 璐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26 张 洁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

27 范洪颖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

28 孙章季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

29 黎家勇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

30 郑腊香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

31 许陈生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

32 肖奎喜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

33 李未无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

34 刘 胜 特约研究员 国际经贸研究中心

35 韦晓慧 特约研究员 国际经贸研究中心

36 卢万青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

37 毛国民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管学院

38 刘玉蓉 特约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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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职 务 所 在 单 位

39 彭科明 兼职外事秘书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40 刘姗姗 见习行政秘书 非洲研究院

（二）创新团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创新团队：非洲区域与国

别研究创新团队

团队负责人：傅朗、刘继森

团队成员：梁立俊、许陈生、叶剑如、吕继群、王牧、彭郁

（三）已获得的科研项目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委托单位

1 广东与非洲国家经贸合作研究 广东省贸促会

2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山市企业“走出去”

现状及对策研究
中山市商务局

3 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模式选择研究 东莞华坚集团

4
“走出去”，到非洲去——埃塞俄比亚投

资指南
东莞华坚集团

5
关于在东莞建立中国“一带一路”博览中

心的调研报告

广东启盈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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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闻快讯

戴秉国为非洲研究院揭牌

2016年 11月 22日上午，原国务委员，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协同创新中心、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戴秉

国前来研究院，围绕当前国际形势与学者进行交流，指导研究院

新型智库建设，并为非洲研究院揭牌。

座谈交流会现场

广东省政府党组成员、广东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

组副组长、研究院院长招玉芳，广东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

坚，原广东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非洲研究院院长傅朗，广州

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刘保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处长

范世尧，我校党委书记隋广军、校长仲伟合，副校长方凡泉、何

传添、阳爱民以及研究院研究员等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由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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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主持。

戴秉国发言

受省长朱小丹委托，招玉芳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并以广东

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的名义，对戴秉国的指导表示衷心感谢。她

介绍了广东的经济发展形势和“一带一路”战略所取得的成果，

指出研究院主动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牵头成立 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举办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国

际智库论坛、中国（广东）—瓦努阿图合作交流会、中国（广东）

-东盟战略合作论坛等。她希望研究院加大对广东“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合作研究，加大对广东自贸区体制机制和国际贸易规则

研究以及粤港澳经济深度融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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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玉芳致辞

隋广军主持座谈会

研究院《战略决策研究》执行主编、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

心主任周方银，研究院副秘书长陈寒溪、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唐

小松分别就各自研究领域进行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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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院揭牌仪式

参观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419



非洲研究院简报

·10·

合 影

戴秉国、招玉芳、傅朗、李坚、隋广军、仲伟合等共同为非

洲研究院揭牌。座谈会后，戴秉国一行参观了研究院，并在清雅

园与我校学生共进午餐，进行亲切交流。

戴秉国与我校学生共进午餐，亲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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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朗院长会见美国兰德公司总裁里奇

2017年 2月 22号，受傅朗院长邀请，兰德公司总裁迈克·里

奇，亚太政策中心主任多萨尼，公司首席研究员、总裁高级顾问

柯德兰，中国事务顾问牟丹娉一行到访广东省外办，傅朗院长在

礼宾府会见了里奇一行，双方就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珠三角

地区防洪减灾等话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按照惯例，傅朗院长每年

年初都会与兰德公司高层就国际国内重大热点问题交换看法。傅

朗院长邀请里奇总裁出席广东省第四次海博会期间的 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里奇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傅朗院长向里奇赠送鸡年生肖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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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院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

2016年 11月 22 日，前国务委员戴秉国莅临我校，并揭牌

成立非洲研究院。经过半年的前期筹备，2017年 4月 28日，非

洲研究院第一次工作会议于我校第五教学楼顺利召开。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副校长阳爱民、非洲研究院院长傅朗、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科研处处长陈彦辉及非洲研究院近 20 位特约研究员出席会

议。会议由非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继森主持。

阳爱民对傅朗院长、刘继森副院长为研究院成立以来所做的

辛勤工作表示感谢。他认为，研究院的成立，是广外服务国家战

略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广外新型智库建设、人才体制创新的探

索。结合广东在非洲投资、经贸等方面的优势，相信研究院能做

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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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朗为出席会议的研究员颁发了特约研究员聘书。紧接着，

傅朗对研究院下一步工作作了部署。他指出，目前国家对于非洲

研究还不够重视，而广东在这一方面已经有相当的优势，包括目

前广东对非投资存量大、广东非洲投资往来密集等。此外，已经

有近 10个非洲国家在广州设立总领事馆，这能为研究院开展实

地调研、扩展国际交往提供坚实基础。接着他指出，研究院的科

研项目要立足国家宏观战略，应该更多以实践为导向，避免过多

理论研究。

刘继森代表研究院宣读了非洲研究院的重要决定，成立中国

文化品牌全球营销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商科人才协同培养中心、

一带一路中医药人才协同培养中心，并聘任曾驭然教授等 30名

老师为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他为出席会议的人员阐述了研究院的

五年规划及 2017年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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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出席会议的研究员对非洲研究院的前景和挑战展开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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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留学生看广州”白皮书研究方案讨论会

5月 5日，非洲研究院举行了首场学术讨论会，就拟申报广

州市外事办公室课题“非洲留学生看广州”白皮书研究方案进行

了热烈讨论，会议由非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继森教授主持。参

加讨论会的有“一带一路”中医药人才协同培养中心执行主任杨

晓燕、中国文化品牌全球营销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驭然、非洲区

域与国别研究创新团队成员叶剑如、吕继群、王牧，特约研究员

孙章季、刘玉蓉，广外加纳留学生 Beth。

广州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非洲黑人聚集，如何管理好，让他

们更好地融入这个城市，是政府部门关心的重要现实问题。经过

刘继森常务副院长与广州市外办的前期沟通，认为从非洲留学生

看广州的独特视角，弄清非洲青年一代对广州的印象具有特别的

现实意义。广外非洲留学生接近 800人，覆盖了非洲 54个国家，

加上广州其他高校的非洲留学生，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未来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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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有生力量。

讨论会上，各位研究员就如何关注广州提高品牌形象，如何

针对非洲留学生设计调查问卷，如何更好地利用非洲人社团进行

实地调研以及研究方案的理论框架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取得了预

期成效，为下一步完善研究方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大家都认

为，学术研讨会可以活跃非洲研究院的研究气氛，凝聚研究员的

集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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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院获赠专项基金

5月 9日下午，非洲研究院专项基金捐赠仪式暨对非投资座

谈会在我校北校区举行，广州东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伟

东向我校捐资 50万元以支持学校的建设工作。我校党委书记隋

广军、副校长阳爱民，校友总会、董事会、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

处秘书长谢伟光，教育集团总经理孙建军，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副秘书长、非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继森，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李辉等参加活动。会议由阳爱民主持。

捐赠仪式

隋广军为吕伟东颁发了教授聘书和捐赠荣誉证书，并对吕伟

东对广外教育事业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将一起努力，为国家

的“一带一路”战略做出贡献。在座谈会上，隋广军指出，各位

的精彩发言为开展对非洲的研究和教育与人才培养提供了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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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将推动大学教学模式的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广外

教育与国际合作的程度，特别是推动对非洲的教育合作。

吕伟东感谢广外对自己的认可。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

他分享了自己的思考。通过分析社会资金问题与外汇的基本形

势，吕伟东认为一定要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让金融机构走出

去，带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他还分析了非洲投资的条件，

建议通过帮助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为其提供工农业规划，来引导

中国企业在非洲更好地投资。他还表示，广外人才培养以外语为

媒介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希望自己能为加强广外与非洲的教

育合作贡献力量。

随后，与会人员围绕国际产能合作和对非洲投资的机遇与挑

战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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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院参加“让中医药走进非洲”体验活动

5 月 25 日下午，由广东公共外交协会和广东省中医院联合

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协办的“让中医药走进非洲”

体验活动在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分院举行。来自非洲埃塞俄比

亚、马里、乌干达、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刚果、安哥拉、赞比

亚、塞内加尔、苏丹等 10国驻穗总领馆总领事以及官员共 17人

出席。

广东公共外交协会常务副会长、省政协外事侨务委员会副主

任、非洲研究院院长傅朗致欢迎辞时指出，5 月 25日是“非洲

日”。在正值标志着非洲人民获得独立、自由、发展的纪念日之

际举办此次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特别祝贺埃塞俄比亚前外

交部长和卫生部长特沃德罗斯先生于近日当选第 70届世界卫生

组织新一任总干事，这是近 70年来世卫组织迎来的首位来自非

洲的总干事。傅朗强调，把中医药带到非洲，造福非洲人民，是

众所期盼的。今天，正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广东省中医院陈达灿院长在向领团介绍医院发展情况时强

调，医院致力于推动中医药走出国门，为全人类的健康服务。广

东省中医院非常愿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中医药方面的

合作，把被誉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药贡献给全世界。

领团一行还参观了骨伤、康复、检验、传统疗法、中药房等

科室，体验了艾灸（雷火灸、隔姜灸、温针灸）、体针、刮痧、

耳穴压豆、拔罐疗法、按摩等多项中医特色疗法和适宜技术，深

深地被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所折服，并期望能把中医药带进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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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政协外事侨务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施志全，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非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继森等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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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花絮

参加体验活动的非洲研究院领导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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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进出口商会执行副会长黄俊民到访非洲研究院

应广外非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继森邀请，广东进出口商会

执行副会长黄俊民于 6月 6日下午到访非洲研究院，围绕语言服

务中心以及商科人才协同培养计划与我院曾驭然主任、王刚主任

展开讨论，会议由刘继森主持。

非洲研究院与广东进出口商会有着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此

次会议首先讨论了如何筹备建立多方合作形式下的语言翻译品

牌项目，该项目旨在为商会的企业提供“一站式”高质量翻译服

务。黄会长表示，该语言服务品牌项目若能够长期持续运营，将

为合作多方带来良好收益。其次，关于非洲研究院与商会合作创

办针对“走出去”企业，特别是“涉非企业”长线培训班的计划，

黄俊民会长与王刚主任进行了深入详细的探讨。长线培训班将主

要面向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招生授课，课程主要方向将围绕

国际贸易实务展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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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黄俊民、刘继森、曾驭然、王刚等在非洲研究

院办公室门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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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院成功举办明德中医学社公益讲座与义诊活动

6 月 11 日下午，非洲研究院“一带一路”中医药人才协同

培养中心高级专家，岐黄轩卢氏针法创始人卢纯峰医生受邀，为

广外明德中医学社的师生作了关于“针刺与治痛”的主题公益讲

座，并在讲座结束后为现场听众进行义诊。刘继森院长、曾驭然

主任、王刚主任等参加了本次活动。

曾驭然主持讲座

本次活动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卢纯峰医生为大家作关

于“针刺与治痛”的主题讲座。卢医生自学成才，创造了岐黄轩

卢氏针法，其操作的微刃针揉、了刃针和毫针的治疗思路，融汇

中西、以疗效取胜。他近些年在全国各地从大城市至乡间，为无

数患者义诊，减轻痛苦。卢医生用浅显的语言，结合其自身实践

经历，为现场的听众介绍中医以及与其专业相关的针灸治痛的原

理，并不时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气氛十分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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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大部分为广外MBA学生、留学生及部分本科生

卢纯峰医生作“针刺与治痛”主题讲座

讲座结束后，根据早前报名情况，排队接受义诊的会员多达

数十人，几乎所有经卢医生诊疗后的会员都表示，在缓解疼痛方

面，卢医生的手法却有奇效。一些多年不愈的旧疾也能大幅缓解，

掌声不时响起。面对会员们的反应，卢医生却笑着谦虚表示，这

是他的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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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观众排队等待义诊

本次讲座与义诊活动的成功举办离不开明德中医学社的老

师和会员们的共同努力以及非洲研究院各位领导的支持鼓励，感

谢卢纯峰医生为大家带来的精彩丰富的讲座和义诊。

卢纯峰医生与曾驭然主任及部分会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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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获聘非洲研究院名誉院长

6 月 16 日下午，东莞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先生受聘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名誉院长仪式在我校举行。校党委书记

兼校长、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隋广军参加了此次活

动，同时非洲研究院院长傅朗、常务副院长刘继森及非洲研究院

研究员等也参加了此次聘任仪式。

聘任仪式现场

隋广军书记代表研究院全体人员向东莞华坚集团董事长张

华荣先生一行表示欢迎，并且对张华荣先生对我院工作的支持表

示感谢。随后，隋广军书记为张华荣先生颁发名誉院长聘书并见

证了华坚集团委托非洲研究院研究项目的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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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聘书

非洲投资讲座

获聘后，张华荣名誉院长为非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作了中国企

业对非投资讲座。华坚集团拥有较丰富的对非投资经验，张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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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分享了华坚集团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的艰难历程和成功做

法，倾听研究员们提出的问题并且深入交流探讨，研究员们受益

匪浅。张董表示，以后会经常来为非洲研究院作经验交流讲座，

期待更多的研究员赴企业调研，探讨有关投资非洲的问题。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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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区域与国别科研创新团队成功签约

6月 27日上午，在我校北校区国际会议厅举行了为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重要批示精神专项项目暨 2016年度

第二批科研创新团队的签约仪式。此次共有来自全校的 10余名

专项项目承担者和 5支科研创新团队参加了活动。非洲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刘继森代表非洲区域与国别科研创新团队参加了签约

仪式。科研处处长陈彦辉主持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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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森副院长与阳爱民副校长签约

阳爱民副校长代表学校在致辞中强调各科研创新团队要珍

惜机会、明确目标、勇于担责、善于研究、多出成果。

阳爱民副校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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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光教授发言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伟光教授分享了他带团队的经验。

他是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负责人，团队项目顺利结项，而且获得

教育部团队项目后期资助。他认为：团队要协有协同，团队要有

目标，团队要有主心骨，团队要有制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

边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战略决

策研究》杂志执行主编周方银教授分享了如何撰写调研报告的心

得。他多次参与外交部的海外调研和多个国家部委的内部会议。

他认为：调研报告文字要简捷，观点要新，要考虑政府的需求，

内外要有别，要查漏补缺，速度要快，要细要实，要有政策的报

送渠道。

非洲区域与国别科研创新团队成员叶剑如、吕继群和王牧三

位老师参加了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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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动态

非洲区域与国别科研创新团队举行开题研讨会

2017年 4月 10日下午，我校非洲区域与国别科研创新团队

在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304会议室召开了开题研讨会。会议由科

研处处长陈彦辉主持。广东财经大学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佐

太教授、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唐更华教授、我

校高教研究中心主任陈伟光教授、《国际经贸探索》主编肖鹞

飞教授、国际经贸研究中心主任陈万灵教授组成五人专家小

组。副校长阳爱民教授参加研讨会并致辞。参加研讨会的还有

创新团队部分成员、非洲研究院部分特约研究员、广东国际战略

研究院部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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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爱民在致辞中感谢专家组教授支持广外创新团队建设，要

求创新团队负责人虚心听取专家意见，以问题为导向，以项目为

载体，创新团队管理模式，以创新团队发展支撑新生的非洲研究

院建设。

科研处项目科科长赵德强介绍了创新团队管理的相关要求

和政策。陈伟光主持了第二阶段以后的研讨会环节。非洲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秘书长刘继森代表创新团队

从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预期目标、建设进度、经费

分配、过程管理等方面向专家组做了开题报告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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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认真审阅了团队申报材料，阅读了创新团队相关管理

文件，听取了团队负责人的汇报，大家一致认为：该创新团队选

择对非贸易与投资、非洲国家国情研究作为建设期的研究方向，

与广东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相吻合，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研究

内容设计比较充实，研究方法选择得当。创新团队成员分工明确，

建设期进度安排合理，经费分配有章可循，预期成果符合未来结

项要求。创新团队过程管理思路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同意创新

团队通过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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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小组也建议创新团队研究问题更加聚焦、过程管理要增

强激励，真正做到团队融合研究，提升理论水平，产出高质量的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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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增长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2017年 4月 20日上午，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执行

副院长 Frank Agbola在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304会议室主讲了非

洲研究院的第一次讲座。讲座由非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继森教

授主持。广外师生积极参与讲座，并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提问和

讨论。

Frank Agbola教授首先指明了非洲经济发展的现状，非洲的

GDP 增长缓慢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占比较低，吸引对外直接投资

总量也较低，经济发展的不明朗阻碍了非洲国家对 FDI的直接吸

入。对非洲经济发展最大也是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非洲政府的腐败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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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Frank Agbola教授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列出影响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 FDI吸入的变量，即营商环境的构成，

支出人力资本，政府管理与基础设施建设对吸引 FDI与经济建设

的作用，得出对于不同层次的国家，FD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

尽相同的结论。

最后，FrankAgbola教授提出非洲国家的现象对中国吸引FDI

的启示。即中国政府需要改善营商环境，加强政府的管理和法制，

对 FDI有选择地引进并且积极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等等。

449



非洲研究院简报

·40·

五、对外交流

非洲研究院一行赴尼日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调研

2017年 4月 27日，为推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科

研及国际交流，非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继森教授、中国文化品

牌全球营销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驭然教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外事秘书彭科明赴尼日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就“广东尼日利亚经

贸合作前景”展开调研。

尼日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副总领事 Shuaibu（帅布）、文化

领事 Rosemary、经济领事 Veronica等与我方展开深入交流。

在交流中，刘继森首先介绍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

战略研究院以及非洲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其次，他提出了广东可

以与尼日利亚合作的几个领域，包括科学研究、高校合作、经贸

产能合作等。

随后，帅布提出，自从两国首脑会晤，双方签署了诸多合作

协议。他介绍了尼日利亚国家和地方层面合作的前景，包括农业

合作、高铁、房地产等。

随后，双方就各自感兴趣的领域展开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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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院一行赴乌干达驻广州总领事馆调研

为推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科研及国际交流，2017
年 5月 2日，非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继森教授、中国文化品牌

全球营销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驭然教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外

事秘书彭科明赴乌干达驻广州总领事馆就“广东乌干达经贸合作

前景”展开调研。

乌干达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乔伊•南德高、财务官员约翰•
卢旺卡与我方展开深入交流。

在交流中，刘继森首先介绍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

战略研究院以及非洲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其次，他提出了广东可

以与乌干达合作的几个领域，包括科学研究、高校合作、经贸产

能合作、商业合作等。

乔伊•南高德介绍了乌干达国家和地方层面合作的前景，包

括农业合作、房地产等，并表示对我院提出的合作领域都非常感

兴趣，希望能寻找突破点，迅速推进合作。

随后，双方就各自感兴趣的领域展开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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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院一行赴甘肃中医药大学调研

5月 12日，由常务副院长刘继森教授带队，非洲研究院一

行 4人赴甘肃中医药大学就中医药国际合作进行了调研，参加此

次调研的有“一带一路”中医药人才协同培养中心执行主任、中

国文化品牌全球营销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杨晓燕、中国文化品牌全

球营销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驭然等。甘肃中医药大学参加调研座

谈会的有党委常委、副校长郑贵森，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杨魁，

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姜劲挺，丝绸之路发展研究院办公室主任邓

毅，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严兴科，产业合作服务处处长齐彤。

座谈会现场

郑贵森副校长首先介绍了甘肃中医药大学的总体情况，尤其

是该校利用独特的技术优势，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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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战略机遇，以中医药搭桥，在甘肃省卫计委和教育厅的支持

下，设有“一带一路”奖学金，校长奖学金，吸引丝绸之路经济

带沿线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学生来甘肃中医药大学

学习，以医带文，促进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郑贵森副校长认为，智库在中医药国际化方面将发挥决策支

持作用。因为，甘肃中医药大学也面临国际化师资力量不足，尤

其是懂俄语的师资严重不足，对外的服务能力、技术能力和水平

有待提高，各国法律和医药标准有待深入研究，这为甘肃中医药

大学与非洲研究院的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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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院与甘肃中医药大学就建立“一带一路”中医药联

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海外中医药示范中心、甘肃中

医药精准扶贫模式在非洲复制的可行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

座谈会后，非洲研究院一行参观了中医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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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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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院赴华坚集团调研

为推进非洲研究院科学研究，了解广东企业对非投资的经

验，2017年 5月 23日下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刘继森、对非投资贸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梁立俊、中国文

化品牌全球营销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驭然、“一带一路”商科人

才协同培养中心执行主任王刚等一行赴东莞华坚集团调研，并与

集团董事长座谈。

华坚集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中高档真皮女鞋制造企业之一，

设有广东东莞和江西赣州三大生产基地，以及 10多家子公司；

现拥有 47条现代化制鞋生产线，员工 24000余人，其中包括人

数超过 2000人的研发团队，年产超过 2000万双。

457



非洲研究院简报

·48·

华坚集团董事长特助危雪刚首先带领调研团参观集团展厅，

介绍了华坚集团的发展历史、管理架构和企业特色以及华坚集团

在埃塞俄比亚建设的华坚国际轻工业城。接着调研团参观了生产

车间，详细观摩、了解一双鞋子的生产过程及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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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调研团与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座谈，深入探讨广东

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挑战与前景。双方同意展开合作研究，编纂《非

洲投资指南》，共建“语言实验室”，协同人才培养，传播中国

优良文化，帮助广东企业更好走进非洲。

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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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研究院研究员参加皮书培训班

5月 25日至 5月 27日，由非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继森教

授带队，非洲研究院中国文化品牌全球营销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一带一路”中医药人才协同培养中心执行主任杨晓燕，特约研

究员毛国民、刘玉蓉参加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皮书研究院和中共

温州市委党校联合在温州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皮书研创高级研修

班。

培训班邀请到社科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蔡继辉、中共温州市

委党校副校长蒋儒标、科研处处长王健、社科文献出版社皮书研

究院执行院长吴丹分别就皮书平台建设与中国研究、智库成果为

决策服务的发力点、将专业化作为立命之本，提升皮书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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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类皮书与地方智库建设、智库合作与智库成果平台建设

以及编审与评价视角下的皮书研创等主题为学员做了精彩的分

享和辅导，对于未来从事非洲经济蓝皮书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

作用。非洲研究院研究员认真参与学习与提问，收获良多，增强

了做好蓝皮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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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智库之声

中国对非洲投资合作情况统计分析及建议

李 军

2001年“9•11事件”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世界多

极化趋势发展以及非洲政局趋向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非洲重新

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争夺的对象，美、日、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

在非洲激烈角逐，掀起一波“非洲热”。为推动中非关系全面转

型升级，在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15周年之际，中非合作论坛南非

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将于 2015年 12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

行。鉴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积极探讨研究对非投资合作情况对

我成功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尤为重要，为有效应对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做好对非经济外交工作，笔者就当前对

非洲投资合作情况和特点做了一些分析， 供有关决策部门和有

意拓展非洲业务的企业参考决策。

一、对非洲投资合作基本情况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的 2000年，中央将“走出去”战略上升

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中非各

领域务实合作自此突飞猛进。2000 年中国同非洲进出口贸易总

额达 106亿美元，2000年对非直接投资流量 2.16亿美元；2014

年，中非进出口贸易总额 2,219亿美元，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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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亿美元，分别是 2000年的 21倍和 15倍。

截至 2014年底，我对非承包工程累计签订合同额 4,720 亿

美元、累计完成合同额 3,103 亿美元，对非直接投资存量 323.5

亿美元、累计向非派出各类劳务人员各类劳务人员 133.5万人。

中国已连续 7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非洲是中国第二大海

外工程承包市场和重要的进口来源地。

近年来，中非投资合作不仅促进了非洲国家民生的改善和经

济的多元化发展，支持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促进南南合作

与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当前我国对非洲投资合作特点

1．直接投资体量小，占比少

2011年以来，累计对非洲直接投资 123亿美元，年均 30亿

美元，年均增长 11%，低于对外直接投资年增速近 5个百分点。

2014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 32亿美元，同比下降 5%，

仅占当年流量的 2.67%。主要分布在阿尔及利亚、赞比亚、肯尼

亚、刚果（布）、尼日利亚、中非、苏丹、坦桑尼亚和埃及等国

家，集中在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采矿业、

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农林牧渔和房地产业等行业领域。

2014年底，对非直接投资存量 323 亿美元，占比 37%，主

要分布在南非、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刚果（金）、

苏丹、安哥拉、津巴布韦、加纳、刚果（布）、纳米比亚、埃塞

俄比亚、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国；投资领域集中在建筑业、采矿

业、金融业、制造业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五行业，合计占

比达 83.47%。具体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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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4年对非洲直接投资情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区域 投资流量 投资存量 年均增速

非洲 32 323

亚洲 850 6,010

全球 1,231 8,826 15.66%

注：年均增速以 2010年为基期，计算到 2014年。

2．承包工程增速快，占比大，以交通运输业为主 2011年

以来，我对非承包工程累计新签合同额 2,531亿美元，年均 633

亿美元，年增长 18.45%，两倍于对外承包工程年均增长速度。

其中在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

5个国家的承包工程合同额 1,208亿美元，占比近 50%。

2014年，我在非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755亿美元，同比增

长达 11.27%。其中交通运输建设项目 351亿美元、房屋建筑项

目 175亿美元、电力工程建设 88亿美元、通讯工程建设 35亿美

元、石油化工项目 33亿美元。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2014年对非洲承包工程情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区域 新签合同额 其中：交通运输业 年均增速

非洲 755 351 18.45/

亚洲 842 169 4.340/0

全球 1,918 585 91

注：年均增速以 2010年为基期，计算到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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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直接投资额远小于承包工程合同额，相差近 16倍。2014

年对非直接投资 32亿美元，在非承包工程完成合同额 530亿美

元，二者相差近 16倍。同期我对外直接投资 1231亿美元，对外

承包工程完成额 1424亿美元。

4．劳务派遣稳步增长，占比稳定，以建筑业为主。2011年

以来，我向非累计派遣各类劳务人员 50万人，年均派遣各类劳

务人员 12.5万人，年均增长 3%，占比 25%。

2014年，我向非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13.7万人，与 2013年持

平，2014年底在非劳务人员 26万人，其中 22万人从事建筑业。

上述在非劳务人员主要分布在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刚果（布）、

赤道几内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

5．本土化水平有所提高

为对比分析对非直接投资、工程承包和派出劳务的综合情

况，我们设计了劳务投资合作额强度相对指标，即劳务直接投资

额=直接投资额/派出劳务人数，劳务承包工程完成额=承包工程

完成额/派出劳务人数。

经过计算发现，2010年以来，万名劳务直接投资额和承包

工程额均有一定程度增加。2010年，每派出万名劳务对应 1.74

亿美元直接投资、29.44亿美元承包工程完成额，2014年，每派

出万名劳务对应 2.33亿美元直接投资、38.58亿美元承包工程完

成额，分别增长 34%和 31%。由此可以推断，我对非投资合作当

地用工比有了一定水平提升，投资合作本土化和国际化水平均有

一定发展。

当前对非投资与合作体量过于悬殊，投资少、承包工程多，

易给人落下口实，不利于对非合作持续发展。做好新时期对非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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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合作，要坚持贯彻习近平主席“真、实、亲、诚”对非工作方

针和正确义利观，加大对非投资力度，缩小直接投资与承包工程

体量差距，重视非洲本土化经营，加大技术转让和员工培训力度、

更多地向当地供应商采购、更多聘用当地技术和管理人才，进一

步提高本土化水平，扶持更多愿“扎根非洲，创业非洲”的市企

业赴非洲投资。

6．加大中、非人员往来，强化营商保障服务长期以来，非

洲总是与贫穷、饥饿、疾病以及战乱联系在一起，但非洲作为全

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正创造着令人瞩目的“非洲奇

迹”。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大中非人员往来和对非宣传，客

观塑造非洲新形象，扫除人们心中对非阴霾，并积极强化对非营

商保障服务，诸如签证便利、领保安全防范、商业风险补偿、商

旅迅捷、跨境物流、货币汇兑、资质互认等，全面提升对非投资

经营便利化水平，为中国公民、企业“走进非洲”织牢后勤保障

网。

7．在“461”框架下创新工作

根据战略部署，未来对非具体工作将在“461”中非合作框

架下展开。据此设想，只要中国公民、企业按照“真、实、亲、

诚”的工作方针，坚持四项原则，着眼于推进产业合作、金融合

作、减贫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等

六大工程，积极落实中非合作论坛举措，敢于拼搏，把握机遇，

创新工作，就一定能取得中非发展合作的新胜利。

（作者简介：李军，1970，男，湖南长沙人，硕士，统计师。

研究方向：经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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