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学院

一、概况
国际商学院成立于 2001 年，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学规模最大的院系之一。
其人才培养项目涉及计划内本科、中外合作办学本科、博士、学术硕士、专业硕
士、高层管理培训、经济学管理学双学位等。2015 年国际商学院新确立愿景为
“通过共享全球商业实践、文化内涵和语言知识，为未来商界精英提供一个知识
共享平台，成为一所连接中国与世界商业文明的全球化商学院”；使命为“成为
一所多语种、多文化、多区域的全球化商学院，培养具有开放视野和社会责任的
未来商业领袖。”
国际商学院设有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院、管理科学研究中心、
国际互联网研究中心、创新创业中心、中国商业案例中心共六个研究中心；国际
经济与贸易系、金融系、会计与财务管理系、企业管理系、国际商务系、管理科
学与工程系共六个系部；行政办公室、教学与教务办公室、研究生与科研办公室、
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公室、学生事务办公室、EDP 中心、BFSU-Solbridge 共七个办
公室；各办公室下设网络中心、教师发展中心、工会、校友会、经济管理国际项
目市场部共五个附属机构。
国际商学院目前拥有“国际商务与区域治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外交学（国
际经济）二级学科硕士专业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国际商务、
金融学两个专业硕士学位点；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工商管理、会计学、电
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专业。国际金融与财务双学士学位专业；经济、
管理、IT、传播四大门类出国留学专业。所有计划内本科、硕士专业均同时向来
自全球各地的留学生开放。国际商学院大量开设全英文授课的经济管理专业课程，
同时为学生提供西班牙语、法语等全球通用语言作为学生的第二外语。
截至 2015 年 12 月，国际商学院共有在职员工 103 人，其中外籍专家 10 人，

BFSU-Solbridge 韩方工作人员 6 人。从职称结构来看，国际商学院目前共有教
授 9 人，副教授 23 人。
截至 2015 年 9 月，2015 年国际商学院共有在校本科人数 940 人；全日制学
术硕士和专业硕士 136 人；来自 60 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共计 398 人(攻读本科
和硕士学位 286 人，包括韩国短期生在内的交换生共 112 人)。经济学管理学双
学位学生 228 人；教育部出国留学培训基地学生 375 人。

二、教学工作
1. 本科生教学工作
3 月 4 日，国际商学院教师陈茵开展了实验班“商业案例分析与商业报告
撰写”的讲座。全体实验班同学于当天下午在院长牛华勇的带领下前往位于天
津市的中国金融博物馆进行参观。
5 月 17 日，国际商学院 2011 级本科论文答辩会在国商楼举行。通过此次
答辩会综合论文指导老师和答辩小组老师的意见，推选出 37 名同学作为优秀论
文候选人，后经院学位委员会并报大学学位委员会审核，最终评选出 8 篇优秀
本科毕业论文。
5 月 28 日，国际商学院 2013 级本科生举办联合班会及金融专业毕业生经
验交流会举办。此次活动是金融专业在本学期推出的重要主题班会活动，为金
融专业学生在确定未来方向、做出相应准备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8 月 2 日至 8 月 8 日，国际商学院 2014 级中外合作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
验班暑期实践周活动展开。在国际商学院副院长詹惠蓉、辅导员李一可的带领
下，同学们在浙江省义乌市、宁波市和杭州市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参观和考察。
8 月 2 日至 8 月 8 日，国际商学院 2014 级中外合作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
验班前往浙江省义务市、宁波市和杭州市的多家跨境电商、国际投资和国际物
流行业的企业进行参观暑期实践学习，学生们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联系实践，
收获很大，这种实践教学的形式很受学生的欢迎。

9 月 6 日，国际商学院与计算机系新生家长会顺利召开。国际商学院院长
牛华勇，教务处副处长、计算机系主任蔡连侨，国际商学院副院长詹惠蓉，国
际商学学生事务办公室主任李文斌和 2015 级新生家长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领
导们介绍了国际商学院和计算机的人才培养理念、具体培养方案、人才培养特
色以及学生事务、学生管理和学生工作的相关事项，希望家长和学校积极配
合，共同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有家国情怀的、复语型、复合型高端专业人才。
9 月 8 日，国际商学院举行双学位改革宣讲会。詹惠蓉、姚项悫、张晓东
三位老师和其他院系 14 级学生参加。宣讲会阐明此次双学位改革的重要内容：
双学位采取“6+9”模式、辅修采取“6+3”模式，除经济数学基础、宏观经济
学、微观经济学、管理学原理、会计学基础、货币金融学周末单独开课，其他
课程与国际商学院本科生一起选课。
10 月 26 日，国际商学院在逸夫楼 415 教室举行 2014 级工商管理大类选专
业方向指导宣讲会，院长牛华勇、副院长詹惠蓉及 14 级工商管理大类全体学生
出席宣讲会。会议内容包括：工商管理大类下的四个专业的专业特点和就业情
况、大类学生选专业方向的工作进程、录取原则、录取方法和注意事项的介
绍。
11 月 11 日，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Mel West 与国际商学院学生研讨
“如何在导师的帮助下撰写论文”。讲座由国际商学院主办，由国际商学院本科
生教务办公室主任姚项悫主持。
11 月 25 日，国际商学院在国际大厦 916 召开“2016 本科生培养方案及平
台课程”讨论会，詹惠蓉、何蓉、任康钰、宋衍衡、陈茵、范静、姚项悫和张
晓东八位老师参加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本科生各专业 2016 培养方案、北京外国
语大学欲推出的平台课程和 2015-2016 学年第二学期拟开设的专业课程。在有
关新培养方案的讨论中，各位老师就减少专业基础课门数、结构性调整学分体
系、减少学时量达成一致。

2. 研究生教学工作

2015 年国际商学院加强了研究生教学及培养质量管理，注重学术研究生科
学研究和学术创新的培养，新增研究生参加毕业答辩针要求，针对学术硕士研
究生，每位学生需参加 10 次大学、学院举行的学术讲座，才有资格参加学位论
文答辩。同时外语能力考核必须通过以下标准之一（专业八级，雅思 6.5，托
福 90，PETS5 通过），才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所有本科专业属于非财经类（如
外语、理工类）的研究生，需至少修 1 门指定的财经类专业课程（会计学原理/
公司财务/市场营销），并成绩合格，才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针对学术硕士研
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公开发表 1 篇（含 1 篇）以上学术论文（可与导师合作
发表，国际商学院为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才有资格参加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为了激发学生科研潜力，培养学生科研能力，针对全体研究生（主要是学
术硕士），国际商学院将设立“优秀论文奖”，每学年奖励在学术论文方面做出
贡献的研究生。以国际商学院署名的参评论文需要在学术期刊（包括 SCI、
SSCI、CSSCI、EI、ISTP、中文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其中，特等奖 15000，一
等奖 10000，二等奖 8000，三等奖 6000，优秀奖 5000，并颁发证书。针对专业
硕士，调研报告或案例被采纳、获奖、收录的，按级别换算出相应学术期刊等
级，参加年度论文评选。大赛与收录级别由研究生与科研办公室认定。针对全
体研究生（主要是学术硕士），为鼓励研究生积极投身学院学科建设，高质量完
成学位论文，学院每年度将通过导师推荐、优秀毕业论文评选、科研业绩公开
展示、院相关委员会投票表决等方式选举产生“国际商学院优秀毕业论文奖”
和“优秀毕业生奖”1-2 名，为获奖学生和指导教师颁发奖金和证书。奖励额
度比照研究生院优秀毕业论文奖励的相关标准。为推动学院学科团队建设，鼓
励成立导师联合指导小组。由主导师挑选 1-2 名副导师（副导师不受职称限
制），组建研究团队，以团队名义招收研究生。
针对专业硕士，国际商学院严格实行双导师制，学术导师和企业导师联合
培养模式，确保专业硕士培养目标的实现。在提升实践能力方面，充分增加学
生与资深业界人士的交流机会，邀请专业人士来学校召开讲座，2015 年共举办
业界导师交流会 3 次，财经论坛 1 次，企业参访 1 次。
学生培养喜获丰收，我们继续努力加强与海外学校合作的培养模式，2015

年上半年国际商学院与欧洲商学院（ESCP)正式签国际商务硕士联合培养协议，
为学生提供赴欧洲深造学习的机会，毕业后可分别拿到国际商学院及欧洲商学
院学位。2015 年 12 月国际商学院共 14 名国际商务硕士研究生成功去往欧洲商
学院全球各个分校交流学习。另外，2015 年金融硕士项目也在与悉尼科技和南
洋理工大学洽谈联合培养方案，并取得一定进展。
国际商学院积极开展校际合作，继续对学生的学位论文进行严格控制。在
论文撰写和答辩等重大环节上，全院高度重视，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严把论文
质量关，确保学生论文高质量完成。2015 年一共有 26 名同学顺利通过了答辩
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
6 月 13 日，国际商学院举行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下自主设置目录外
二级学科“国际经济与管理”博士点论证会。由来自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单位的七名校外专家组成论证专家组，国
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副院长孙文莉、研究生与科研办公室主任裴艳丽出席了
论证会。专家组一致同意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主
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此为国际商学院设立的第一个博士点。
9 月 10 日，国际商学院第一届专业硕士导师聘任仪式见面会在校图书馆隆
重举行。二十三位来自中远集团、中国投资、普华永道、中国人寿、中工国
际、中国银行巴黎分行副行长、中国银行、甲骨文（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毕
马威、银河证券、商务部、中信证券等企业高层管理和知名业界人士作为业界
导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10 月 30 日，国际商学院研究生会在国际大厦 916 举办中级计量经济学经
验交流会，本次会议邀请了人事处处长，张继红教授为 15 级研究生介绍计量经
济学的学习方法。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8 日，国际商学院陆续召开四轮院内恳谈会。副院长
孙文莉全程主持会议，全院教职工共 45 人分批参加恳谈会。并达成了一致共
识：一要进一步完调整善科研绩效考核机制，提高科研成果水平，科研奖励向
高质量研究成果倾斜，整合科研力量，切实推进科研工作上水平，上台阶；二

要进一步完善科研工作组织形式。通过完善研究中心管理及团队组织模式，促
进学科发展促进重大成果产出；三要进一步完善科研工作的评价和激励机制，
确保评价更加科学规范，更加注重目的性和导向性；四要加强针对北京外国语
大学科研人员不足的问题，大力引进国际化人才保障师资水准的高品质，同时
进人工作程序坚持鼓励重点学科、兼顾各学科发展平衡的原则，进人条件优先
考虑国外著名大学的海归博士及博士后并要求掌握至少一门外语。

三、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
1.科学研究项目与成果
2015 年国际商学院共获得资助立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国家社科项目
1 项，北京市社会科学项目 3 项、北京市市委教育工委社会调研项目 2 项、北
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1 项，校级自选课题项目 2 项。所获资助金额总计
164.5 万元。
2015 年国际商学院共发表学术论文 57 余篇，其中 CSSCI 论文 15 篇，
EI,ISTP 等国际学术论文 10 篇，SSCI 论文 2 篇，核心期刊 5 篇。

2.国内外学术交流情况
1 月 22 日至 11 月 16 日，国际商学院陆续举办 8 次学术沙龙，主题包括：
“直面 TPP 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应有的态度”、“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分析与 G20
峰会展望”、“G20 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开放研究”、“从联合国角度看南
南合作”、“欧洲面临的主要挑战”、“重塑世界经济格局·2016 年 G20 峰会展
望”、
“一带一路战略风险与管控”、“2015 能源与减排前瞻：全球能源变革继
续，气候谈判举步维艰”。
3 月 25 日至 11 月 24 日，国际商学院陆续举办 24 次学术讲座，主题包
括：
“Business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round the World”、“Optimal Mobile Healthcare
Delivery Aimed at Minimizing Social Healthcare Costs”、“移动互联网

深化变革” 、“台湾企业大陆市场经营策略与台湾出口竞争力”等。
3 月 25 日，为庆祝中瑞建交 65 周年，哈佛国家发展中心研究员、瑞士
Naissance Capital 创始人詹姆斯•布雷丁(R.James Breiding)应邀，在图书馆
三层学术报告厅举行学术讲座。讲座由瑞士驻华大使馆与国际商学院共同主
办，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阁下(Jean-Jacques de Dardel)一同参加了此次讲
座。
5 月 26 日，国际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邀请了北美最知名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连续创业家柯博尔先生在国际商学院四层多功能厅举办“资深互联网创业家看
西方创业文化圈”主题讲座。
7 月 8 日，国际商学院邀请著名教育管理专家、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
院院长 Mel West 在北外图书馆四层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教育国际化及与国外
院校合作”的研讨会，国际商学院和教育学院教职员工共同参加了此次研讨
会。
9 月 15 日，印第安纳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和慈善研究教授 Philip. L.
Cochran 在北外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开展了以“企业责任及战略慈善”为主
题的讲座。讲座由美国驻华大使管、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和法学院联合
举办，两院学生共百人共同参加了此次讲座。
10 月 17 日，国际商学院参加“中国金融国际化与国际金融新秩序”高级
研讨会。本次会议由和谐战略研究联盟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举办，旨在围绕
金融国际化的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在顶层设计环节助力决策层，发出民间
研究团体的有力声音。
10 月 23 日至 10 月 25 日，第 16 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召开。国际商学院党总支书记刘鹏受组织方邀请出席高等教育论坛，并在“来
华留学之商学院的国际化之路”板块发表了题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生态圈与中
国商学院的国际教育竞争力》演讲。
10 月 23 日至 10 月 25 日，第十四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

中国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论坛在辽宁省大连市隆重召开，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三位
老师参加了此次盛会。何蓉副教授代表国际商学院发言，向与会的 100 多所国
内院校介绍了国际商学院的发展情况和未来的远景规划，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沟
通交流。
11 月 2 日，国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二十国
集团机制与中国外交”专题研讨会，并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
心专家在研讨会发言。研讨会主题包括二十国集团土耳其峰会讨论重点、二十
国集团机制的发展前景与作用发挥、以及对我国明主办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建
议。
11 月 4 日，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院长讲座系列”活动之邀，国
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在该校做了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三次浪潮”的专题学术
讲座。阐述了我国自建国以来的三次主要经济改革试探和实践，并分析了当前
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
11 月 2 日至 11 月 10 日，国际商学院邀请著名教育管理专家、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Mel West 来访，围绕领导力和学院发展的主题举办了三场
讲座。讲座回顾了领导力理论的发展历史，重点阐述了领导力研究的前沿问
题，领导力的文化差异以及面临的变化以及“如何帮助教师在教学和科研领域
发展”。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2 日，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十届第五次常务理事会扩大
会议在云南省昆明市隆重召开。国际商学院教师连增在世界经济理论与现实问
题论坛报告了题为“Transmission Capacity an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Electricity Market Interaction ”的论文，解释了区域间电力贸易对福利的
影响。
12 月 3 日至 12 月 5 日，第十三届亚洲经济与管理合作论坛在韩国忠北大
学举行。国际商学院教师姚项悫和任康钰在论坛上报告了题为“Observation
and Comparison on Multi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A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Perspective”的论文，基于外汇储备的视角，观察和比较

了跨国货币合作模式。
12 月 5 日，中国魏公村财经论坛第一期在图书馆 5 层报告厅召开。国际商
学院院长牛华勇、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执行总经理王国平、中国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私募股权部高级经理陈超出席了论坛。论坛围绕“大类资产配置与市场
策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机构与策略”专题展开，探讨了中国股权时
代、杠杆并购型基金、投资策略和流程、融资和投后管理、项目退出等。

四、重要事项
1.国际访问与交流
3 月 12 日，西班牙武康大学中国办公室甄光皓一行访问国际商学院进行学
术交流，就拓展合作项目事宜展开座谈。
3 月 16 日，荷兰蒂尔堡大学 TIAS 商学院副院长兼亚洲区负责人 Yijing
Wang 博士和学术联络主任 Jacques D.Van Vliet 访问国际商学院。
3 月 17 日，瑞士圣加伦大学 Philip W. Erzinger 一行访问国际商学院进
行学术交流，就学生论坛和圣加伦峰会事宜展开座谈。
3 月 19 日，法国 SKEMA 商学院院长 Alice Guihon 一行访问国际商学院进
行学术交流，就 2+3 项目协议签订事宜展开座谈。
3 月 20 日，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校长及各院系院长一行访问国际商学院进
行学术交流，就合作事宜展开座谈。
3 月 23 日，瑞士西北应用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处主任 Robert Buttery 教授
和商学院院长 Antje Leukens 教授来访国际商学院.
3 月 24 日，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国际政治学院副院长 Maria Callejon 教
授和东南亚地区协调官 Ma. Angels Pelegrin 来访国际商学院。
3 月 25 日，荷兰海牙应用科技大学国际交流交换部门主任 Jacob.R.M.Laas

和商务经济和市场学院 Erik van der Molen 来访国际商学院。
3 月 25 日，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处处长 Leo Liu 一行人来访国际商
学院。院长牛华勇，院长助理、国际办公室主任马琳，研究生办公室主任裴艳
丽，以及校国际处王培老师共同参与了会见。
3 月 25 日，哈萨克斯坦雷斯库罗夫新经济大学社会经济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Hans Holzhacker 到国际商学院访问，与院长牛华勇探讨未来关于新丝路建设
的合作可能。
4 月 2 日，英国普利茅斯大学中国办公室 Sylvia Feng 一行访问国际商学
院进行学术交流，就宣讲事宜展开座谈。
4 月 10 日，加拿大纽芬兰大学亚洲办公室 Charlotte Lim 一行访问国际商
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就行前指导事宜展开座谈。
4 月 14 日至 4 月 21 日，院长牛华勇率国际商学院代表团出访法国、西班
牙合作院校，与法国 HEI 工程师学院集团，ESG 高等商业学院，雷恩高等商学
院，ESCP 欧洲商学院，西班牙武康大学，巴塞罗那大学和马德里 IE 商学院等
院校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取得丰硕成果。此次行程拓展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区
高水平合作院校，探讨经济管理专业+英语+第二外语培养模式建设，推动国际
商学院“多语言、跨文化、多区域的全球化商学院”战略目标的实现。
4 月 16 日，国际商学院代表团一行访问法国 ESG 高等商业学院巴黎市中心
校区，并与 Studialis 教育集团（ESG 上级机构）发展中心主任 Sebastien
Ferrand，ESG 高等管理学院国际项目主任 Valérie PASTUREL 以及 ESG 高等管
理学院教务长 Cyril Blondet Vargas 会谈。
4 月 17 日，国际商学院代表团一行拜访了法国 ESCR 雷恩高等商学院，与
院长 Olivier Aptel 和国际发展部主任 Cathy Racault 举行了会谈。双方确认
在以前少量学生交换的基础上，大规模开放学生短期交换、计划内本科生 3+1
双学位、金融学专业硕士 1+1 双学位、计划外国际预科 2+3 等几个新项目。

4 月 17 日，代表团拜访了 ESCP 欧洲商学院副校长 Léon Laulusa。对国际
商学院计划内本科 3+1 交流、国际商学院国际商务硕士与 ESCP 欧洲商学院欧洲
商务硕士双学位项目进行了深入交谈，并敲定协议细节。
4 月 19 日，代表团一行访问西班牙武康大学（UCAM），与武康大学商学院
副院长 Migual A. Marti 教授进行了会谈。双方就本科生交换和硕士 1+1 项目
进行了探讨，并确定尽快开发英文授课经济管理类课程，以便推动更大范围的
交流交换。
4 月 20 日，代表团一行访问巴塞罗那大学，与巴塞罗那大学副校长
Cristina Poblet Farres 教授和经管学院院长 Maria Callejon 教授会见。双
方讨论了本科生交流交换及硕士 1+1 双学位合作项目。
4 月 21 日，代表团访问马德里 IE 商学院，与 IE 商学院国际关系主任
Maria Eugenia Marin 进行了会谈。双方共同探讨了学生交流交换，硕士 1+1
和 4+项目合作的可能性。
5 月 8 日，西班牙纳瓦拉公立大学经济和商务学院院长 Pablo Arocena
Garro 和国际处处长 Begona Ballaz Torres 一行六人访问国际商学院。双方
就交流交换项目，教师互访和计划外项目展开了会谈。
5 月 11 日，荷兰鹿特丹应用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Fred Feuerstake
一行来国际商学院访问。
8 月 31 日，英国雷丁大学亨利商学院副院长 Roger Gibbard 教授和会计
与信息管理系主任 LIU Kecheng 教授来国际商学院访问。双方就开办合作办学
机构的可能性展开了讨论。
8 月 31 日，英国雷丁大学亨利商学院院长 John Board 教授和商学院中国
事务方向副院长唐银山教授来国际商学院访问。双方在这次会谈中对亨利商学
院和国际商学院共同开办合作机构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也就将要合作的
课程以及以后的发展前景等进行了详细讨论，并制定了详细的项目实施时间
表。

9 月 22 日，美国宾汉顿大学国际战略和国际合作办公室高级主任奥克塔伊
•斯科西索伊一行访问国际商学院。这是宾汉顿大学的首次访问，双方代表介绍
了各自学校的情况，探讨了计划内学生及教师的交流、交换，计划外出国留学
项目合作的形式及可能性。
9 月 23 日，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主管国际教学(办学)项目合作的 Nandi
Lankshmanan 先生及中国区负责人 Clare Shen 来访国际商学院。探讨核心关于
两校的国际留学项目的进展情况及协议的续签。
10 月 24 日，新西兰梅西大学国际处处长 Chris Moore 一行人来访国际商
学院。双方从各自的专业优势和合作模式进行了讨论，两校就合作办学、留学
基地项目、学生交流交换以及硕士预科项目达成了一致意见，会议决定将尽快
签署协议，开展实质性合作。
10 月 28 日，国际商学院国际办公室与巴黎商学院（Paris School of
Business）及首创置业共同召开电话会议，副院长宋泽宁、巴黎高等商学院国
际项目部主任芬克和首创置业代表等参加了会议。与会三方就国际商学院与巴
黎高等商学院在学位衔接项目、短期交流交换及冬令营项目等方面的合作进行
了探讨，同意就上述几个合作形式签订合作协议，并计划在 2016 年寒假开展冬
令营项目。
10 月 29 日，美国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卡多佐法学院
（Cardozo School of Law）副院长瓦尔波纳•梅特百里访问国际商学院。这是
卡多佐法学院的首次访问，双方代表就短期暑期课程，硕士双学位项目等合作
方式进行了探讨，旨在结合两学院分别在商科和法律的优势，培养复合型人
才。
10 月 30 日，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ESC RENNES）国际拓展部 Shu
BOURGEON 和 Nolwenn Prie 访问国际商学院。雷恩高等商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大
学签有合作备忘录。会谈中双方详细探讨了本科双学位、硕士双学位与国际预
科合作项目的可行性，并决定制定详细计划，展开项目合作。

11 月 5 日，意大利都灵大学经济、政治、社会与法学学院院长 Giovanni
B. Andornino 访问国际商学院。都灵大学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暂未签署合作备忘
录。此次会见双方就开展交换生和硕士双学位项目的可能进行了讨论，并决定
签署合作备忘录，并在合作备忘录下展开更深入的合作。
11 月 7 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 Dr.K.Ravi Kumar 一行来访国
际商学院。
11 月 11 日，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曾
祎熙一行访问国际商学院。双方对合作办学、计划外出国留学项目等合作方式
进行了探讨，并就经济管理国际项目的学分互认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12 月 2 日，比利时阿特法德大学根特学院一行 3 人访问国际商学院。代表
团成员包括国际关系官员 Jan Zuliani，师范专业跨文化研究生培训项目经理
Sara Zolfaghari，商务管理专业项目经理 Lutgart Stuyver 和驻京代表张弛。
阿特法德大学根特学院与北外是第一次接触，双方希望能签订合作备忘录，开
展学生交流交换项目以及教师交流项目，并计划在商科及其他可能领域展开深
度合作。

2.学生活动
3 月 4 日至 3 月 8 日，2014 级国贸复合型、复语型本科专业实验班春季实
践活动周展开。此次活动以“创新与国际化”为主题，旨在通过参观创新型企
业和与创新型企业的管理者进行对话来提高同学们对创新型金融、互联网、医
疗等行业的认识和了解。
3 月 20 日，国际商学院团学联全员会在逸夫楼第二阶梯教室召开。北京外
国语大学团委副书记、国际商学院学生事务办公室主任李文斌、国际商学院团
总支书记吴丽佳以及团学联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3 月 20 日，国际商学院团总支两会学习会在国商楼会议室举行。国际商学
院团总支书记吴丽佳、辅导员段林杉、团总支成员以及国际商学院、计算机系
全体团支书参加了此次学习会。此次会议旨在学习两会精神，普及两会常识，

讨论两会热点。
3 月 23 日，2015“北京外国语大学杯”乒乓球赛季军争夺战在体育馆展
开。国际商学院代表队以 3：1 的总比分战胜西葡语系，获得季军。
3 月 27 日，国际商学院研究生两会学习座谈会暨学术道德讨论会在国际商
学院 307 会议室举行，国际商学院孙文莉，科研办公室主任裴艳丽和院团总支
书记吴丽佳参加了本次会议。
3 月 28 日，爱百福盲童稿件翻译志愿项目培训会和日记翻译活动在图书馆
举行。此次盲童稿件、日记翻译活动，作为国际商学院团总支爱百福志愿系列
活动的组成部分，将会大大增加爱百福盲童被国际家庭收养的机会。
4 月 1 日，“北京之春——两岸学生座谈会”国际商学院专场在国商楼四层
多功能厅举办，国际商学院辅导员段林杉出席了此次活动。两岸的同学都积极
参与游戏，迅速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并通过多种形式深入沟通，交流文化，建
立起深厚的情谊。
4 月 12 日，国际商学院团总支在国商楼多功能厅举行了 2015“五四”评优
表彰大会。国际商学院团总支书记吴丽佳、团总支成员、各班团支书以及团员
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
4 月 15 日，国际商学院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杯”足球赛中成功加冕冠军。
4 月 17 日，2015 国际商学院、计算机系“铭记历史 歌唱中华”合唱比赛
在阿语楼国会厅举办。国际商学院学生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及大一各班班主任
出席了此次活动。北京外国语大学十大歌手以及韩国留学生为观众们带来了精
彩的特别演出。
4 月 17 日，国际商学院举办了 Welcome Party。国际商学院 150 余名中外
学生、学生事务办公室辅导员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
4 月 20 日，国际商学院心理委员培训会在国商楼召开。本次会议由国际商
学院辅导员段林杉主持，国际商学院全体心理委员参加。会议对心理委员的工

作提出了详细的要求，并强调春季是心理问题的高发期，提醒心理委员们在近
期特别注意班级同学的心理动向，及时与辅导员沟通，确保同学们的心理安
全。
4 月 24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第十届“外研社杯”运动会于体育场顺利举
行。国际商学院以 151 分再次斩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取得十连冠。同时国际商
学院的老师们也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荣获教工组精神文明奖。
4 月 28 日，由“吾·爱·舞”高校身心舞动坊团队设计的“舞动青春工作
坊”活动在北京舞蹈学院举行，国际商学院、高翻学院、欧语学院以及中央民
族大学学生代表参与活动。
5 月 10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第七届 APEX 商业挑战大赛决赛在阿语楼国会
厅举行。本次大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学工部（处）、共青团北京外国语大学委员
会主办，国际商学院团学联承办。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知名高校的 6 支代表队从 42 支初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参加
了本次决赛。国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北京外国语大学学工部（处）处长丁
浩、共青团北京外国语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岳洋、国际商学院副教授朋震、对外
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龚炯、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律发展研究基地主任
助理周辉、海航集团社会责任部国际项目主管王嘉、思创客品牌创始人兼 CEO
李婷作为评委出席了本次决赛。
5 月 10 日，2015 年全国英语竞赛北京区决赛落幕。国际商学院张鹏同学以
北京外国语大学并列第一的成绩晋级北京赛区决赛，并在决赛中表现优异，荣
获特等奖。
5 月 15 日，“国际商学院杯”新生混篮赛在篮球场打响最终战役，总决赛
及三四名决赛同时进行。2014 级工管 4 班、工管 6 班和国贸 1 班分别夺得冠亚
季军。
5 月 23 日至 5 月 24 日，由国际商学院、共青团北京外国语大学委员会、
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办公室主办的多民族文化节暨多国文化节在文化广场举

行。来自白族、朝鲜族、哈萨克族、回族、满族、蒙古族、苗族、土家族、维
吾尔族、瑶族、彝族、藏族、壮族和汉族等十四个民族的同学身着本民族传统
服装，向来往的老师同学们介绍本民族的特色文化。5 月 24 日多国文化节上，
来自韩国、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等 12 个国家的同学
同样向来往行人介绍了自己国家的文化习俗、特色美食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
际处处长柯静、国际商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刘鹏出席活动。
5 月 22 日，春季学期国际商学院第二次心理委员培训会在国商楼四层多功
能厅举行，此次培训由国际商学院 12 级心理委员牵头，其他各年级心理委员
参与。
5 月 23 日，国际商学院盲童校园游及爱心义卖活动在文化广场举行。爱百
福视障儿童从济慈之家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同国际商学院团总支全体成员一
起参加了本次活动。
5 月 29 日，国贸学生党支部在国商楼 202 与国际商学院留学生研究生共同
举办了交流见面会，共有党员和积极分子等共 11 名同学以及 7 名留学生参与了
此次活动。活动旨在增进中外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友谊，培养默契，为
展示不同的饮食、民俗特色提供平台，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9 月 8 日，国际商学院 2015 级新生 Orientation 活动在体育馆四层成功举
办，同学们积极参与，同学们在活动中增强了对学校、国际商学院及计算机系
以及对彼此的了解，增进了同学们之间的友谊。
9 月 13 日，国际商学院、计算机系 2015 级新生开学典礼在千人礼堂顺利
举行。国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法语系党总支书记戴冬梅、亚非学院党总支书
记葛冬冬,亚非学院朝鲜语系系主任汪波、国际商学院院务会以及各系办主任出
席本学年开学典礼，国际商学院、计算机系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共 650 名
学生参加典礼。
9 月 11 日，国际商学院 2015 级专硕新生户外拓展活动之“商海争锋”在
图书馆三层学术研讨厅如期举行。

9 月 23 日，国际商学院、计算机系组织中外穆斯林同学共同庆祝古尔邦
节，欢度这一民族传统节日。国际商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刘鹏参加了此次
活动，并与同学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向全体穆斯林同学表达了节日的祝贺。
学生事务办公室全体教师陪同用餐。
9 月 25 日，国际商学院新势力班级风采大赛在逸夫楼三阶举行，国际商学
院党总支书记刘鹏、班主任代表、国际商学院及计算机系全体大一新生及高年
级各班团支书出席了本次活动。
9 月 25 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国际商学院研究生会
组织国际商学院 15 级研究生参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0 月 17 日，2015 年国际商学院&计算机系迎新晚会在千人礼堂如期举行。
整场晚会分为“致过去”、“趁现在”和“近未来”三个篇章。
10 月 23 日，由国际商学院团学联国际部举办的中韩语伴交流活动在国商
楼教室举行。来自中韩两国的共 40 名学生挑选了各自的语伴。在未来的三周
内，中韩两国学生将与各自的语伴相互交流学习，加深对彼此文化的了解。
11 月 12 日，国际商学院 12 级、13 级的八十名学生陆续来到千人礼堂，参
加本年度学校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国际商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刘鹏到场
同校医院负责人交流了今年献血组织情况，慰问了参与无偿献血的同学们，现
场气氛温馨而融洽。
11 月 14 日，国际商学院团学联与韩国又松大学来华交换留学生学生会共
同于紫竹院公园举办中外学生语伴交流秋游活动。40 余名中、韩学生参与了此
次活动。
11 月 28 日，国际商学院团学联禁毒防艾冬季长跑活动在操场如期举行，
团学联的全体成员积极参与了本次活动。
12 月 8 日，国际商学院研究生会组织同学们参观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进
行“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主题教育活动。

12 月 13 日，由班主任胡慧璟老师带队，2014 级国际班一班的全体同学参
加了 “2015 中国企业领袖与媒体领袖年会” 课外实践活动。
12 月 19 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选派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代表
队，在 CFA 全球投资分析挑战赛（CFA Institute Research Challenge）北京
赛区决赛中，获得“最佳表现奖”。

3.其他重要事项
3 月 5 日，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国际商务谈判专业委员会（国际商务谈
判学会）全体理事会议在对外经贸大学召开。会议选举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宋泽
宁为委员会副秘书长。
3 月 29 日,“一带一路”经济人才培养研讨会暨国际商学院同等学力研修
班项目发布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举行。国家“一带一路”相关单位的领
导和专家及全国各地人才培训机构代表参加活动并进行了交流研讨，国际商学
院同等学力研修班项目的启动及授牌仪式同时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外国语大
学研究生院指导，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主办。活动主办方希望通过此次
活动，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更好地发挥北京外国语大学，特
别是国际商学院的国际化优势，推进同等学力研修项目更好地发展，使每位参
加研修班的学生既得到更高的学历，又获得知识和能力的提升，成为国际化的
经济人才。
3 月 30 日，国际商学院于西院国际大厦 916 会议室召开全体教师党员大
会。刘鹏书记向全体党员传达了两会精神、十三五规划以及大学相关举措，并
向大家详细解读了“两学一做，三个自信，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方针政
策。
4 月 24 日，国际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成立仪式暨首届创新创业论坛在阿语
楼国会厅举行。国务院参事、国家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夏斌，北京外国语大学
校党委副书记赵旻，国际商学院院长、创新创业中心主任牛华勇，广州创新谷
孵化加速器创始合伙人朱波，365 日历创始人葛楠，北京兴盛乐文化创始人、

国际商学院教师赵涛出席了成立仪式。此外，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各院系及职
能部处领导，国际商学院全体教师、国际商学院校友代表和学生参与了此次活
动。会议由国际商学院党总支书记、创新创业中心执行主任刘鹏主持。
5 月 7 日，国际商学院与北京外国语大学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合作签约仪
式在西校区国际大厦 916 会议室举行。北京外国语大学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董
事长梁志明、校长陈韵、副校长何妙菊、外研中心副主任王准、陆婉红老师，
国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书记刘鹏、副院长马琳、国际办副主任章严平、市场
部主任杨文娟等出席签约仪式。仪式由国际商学院副院长马琳主持。
5 月 23 日至 5 月 27 日，国际商学院副院长詹惠蓉与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马
勤赴上海参加了 AACSB 国际认证培训会。国际商学院已于今年 3 月正式加入
AACSB，目前正在准备加入该组织的资格认定报告（EA 报告），并准备在 3-5 年
内最终通过 AACSB 国际认证。
5 月 28 日，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与全世界做生意》栏目介绍了国际商
学院留学生毕业生孟泰丰（Montini Stefano）和丹妮（Montagna Daniela）在
中国的故事。意大利留学生孟泰丰和丹妮是国际商学院 BFSU-Solbridge 项目毕
业的研究生。他们完成了两年的研究生学习，于 2013 年毕业。两位学生在校期
间，成绩优秀，积极参加活动，毕业后都进入了深圳顺丰总部工作。《与全世界
做生意》讲述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商业故事，描绘出发生在不同行业、不同国
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精彩“生意”，以及被生意改变了的“生活”和
“生命”。
6 月 14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首届校友理事大会在北京外国语大
学逸夫楼一层会议室顺利举行。学院领导、老师代表及 99 级--10 级校友代表
共计 103 人出席了此次会议。大会共分为院领导讲话、校友会章程审议、校友
理事聘书颁发、校友代表发言、会长、副会长和常务理事会选举、校友会会长
发言、“筑梦国商”校友基金揭牌仪式等七项内容。大会选举了高翠兰为会
长，牛华勇、刘鹏、郭超、刘帆为副会长，谢晖、陈丽、李梦华、田苗、戴文
君、黄伊婧、郭靖、李一可为常务理事，其中李一可为校友会秘书处秘书长，

聘任蔡芝芳为荣誉理事，聘任校友理事 95 人。
6 月 16 日，国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受北京外国语大学委托，与北京力迈教
育研究院执行院长、力迈国际高中总校校长刘柯签订“外语教学委托培训”项
目合作协议书。
11 月份，国际商学院 EDP 中心承担了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干部国际化素
质提升培训、跨文化旅游知识系列讲座、旅游大讲堂和首都国际语言环境培训
4 个项目，累计参训人数超过 130 人。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16 日，G20 首脑会议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各国领导
人就世界经济形势、包容性增长、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贸易、能源等议题
进行讨论。国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以及任康钰、刘立群等专家受央视网邀
请，分别就全球治理机制、G20 与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关系、中国的责任以及
反恐等问题撰写了多篇国际评论文章。文章视角独特，受到广泛关注。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2 日，由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国际商务谈判专业委
员会主办，国际商学院承办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杯”2015 未来国际商务谈判精
英全国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300 人礼堂举行。经过两天激烈的角逐，北京外国
语大学商务谈判代表队荣获一等奖，宋泽宁副院长荣膺最佳指导老师，朱思琪
同学也获得最佳谈判手的荣誉称号。
11 月 25 日，由国际商学院建设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跨国经济管理人才培养实验教学中心”揭牌仪式在北外国际大厦举行。教
务处处长金立民、资产处副处长田志阁、国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信息中心党
支部书记王峻京、北京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理赵芳等出席揭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