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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终于过去了。回想这一年的工作，

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可能就是“线上”。平

常无论如何简单的工作，一旦到了“线上”，

很可能就变得无限复杂。正是在这些很杂而事

无巨细的工作中，有很多需要感谢、令人感动

的人和事。从大年三十，北大就进入战时状态，

留在北京的一些老师组成了第一个版本的疫情

防控小组。随后在外地的老师放弃春节假期迅

速赶回北京，满负荷投入了疫情防控的工作。

有几件“线上”的事情是可以写入学院历

史的。第一件事就是“线上”建立与所有老师

和同学的点对点的联系，建立全天候、全覆盖

的疫情防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网格化管理系

统。为此，防控小组的老师、学工办的老师、

国际合作办的老师打过的电话、发过的邮件和

微信数以千计，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无法衡量！

但是大家的付出，使我们能够在危急中维护了

国关这个大家庭、这个共同体的平安，保证了

学院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能及时对所有

老师和同学的要求进行回应。让每一位老师、

每一位同学（包括他们的家长），无论身在何处，

在武汉、纽约、伦敦、巴黎还是东京，都感到

信心和力量，感到家的温暖，远离了担心和恐

惧。

第二件事就是“线上”教学。在我的印象

中，由于专业的敏感性，国关学院的老师们对

于网络教学总是存在着某种疑虑，所以对各种

线上课程、网络课程的建设也并不是太积极，

学院在这方面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但是疫情

之下，所有的老师，包括从来与网络授课、线

上教学无缘的老师，无不以大局为重，以各不

院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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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方式，克服各种困难，学习相关技术，

保证学院所有课程的如期开始和正常进行。为

了让世界各地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因为技术问

题上课出现困难的学生不受影响，老师们、特

别是教务老师答疑解惑，甚至24小时保证邮件、

电话和微信联系的畅通。尤其让人感动的是，

由于学院有大量的留学生，所以为了照顾他们

的学习时间，保证实时教学的质量，很多老师

把上课的时间调整到深夜甚至凌晨，或者同一

内容的课程上了不止一遍。同学们的满意和感

激，背后是所有老师的不辞辛劳与无私奉献。

第三件事是毕业生的“线上”离校工作。

由于夏天疫情反复，很多学生，特别是滞留在

国外的大批留学生不能如期回校。他们的毕业

手续和行李寄送成为学生和学校同样焦虑的两

大问题。作为北大的留学生大户，国关学院如

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在学校范围内恐怕也具有

一定的示范意义。但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尤其是对个人隐私高度敏感的留学生的行李寄

送问题，又具有极高的难度。学院经过反复讨

论，下决心为所有不能返校的留学生免费寄送

行李。为了得到同学们的理解和支持，也为了

尽可能节约成本，相关老师与每一位留学生沟

通，取得他们的同意与授权；又与各家货运公

司反复沟通，确定运费与托运方式。这其中，

仅仅就文案工作的繁琐程度也令人吃惊。当然，

还不应忘记炎炎夏日为学生们打包和搬运行

李、奔忙在校园各个部门之间为毕业生办理手

续的老师流下的汗水。我想，参与到这个过程

的每一位老师，还有志愿者同学，都会在他们

的人生中留下一段难以磨灭的回忆。

当然还有一件事就是学院疫情之下的“线

上”科研。在圆满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学院，

包括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外人文交流基地等科

研机构，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国内和国际线上

学术研讨会，一方面保证学院日常的国内和国

际交流不因疫情而中断，另一方面为疫情防控

献计献策，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同时很

多老师通过各种渠道，发挥专业优势，为党和

政府部门撰写提交了大量的对策报告，彰显了

国关人的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

还有很多……

正是因为 2020 年学院全体教职员工的同

心协力，学院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学院的绩效评估、疫情防控、国际

合作、行政学工等各个方面都得到相关部门的

高度认可。我们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2020 年的这场疫情尚未过去，它将对各

个国家和整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难以预

计。但不管怎么样，疫情带来的冲击应该成为

我们反思人类的科学技术、社会管理、国际关

系和全球合作的一个重要契机。我们理应在这

些问题上贡献北大国关人的智慧。

无论疫情如何变化，学院正常的教学和科

研还要继续和发展。在过去的工作中，特别是

通过正在进行的第五轮一级学科评估，我们也

感觉到学院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我们将在

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明确学院未来发展的方向

和重点。相信有全体老师和同学的努力，学院

的未来会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最后，祝各位老师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

家庭美满、事业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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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国内普通高校中建立最早的国际关系学院，是我国培养国际问

题的教学与研究以及外交与涉外工作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1960 年，北京大学建立政治系，1963 年改名为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学院即由此发展

而来。1996-1998 年，原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亚非研究所合并调整，组

成现在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目前，国际关系学院由 5 个系和 3 个研究所组成，即国际政治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比较政治学系、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国际关系研究所、亚非研究所、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此外还管理着 17 个科研机构。教学辅助机构和行政机构包括院行政办

公室、教务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财务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国际项目办公室、继续教

育办公室、网络办公室、《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及北大图书馆国关分馆等。

学院现有 4 个本科、9 个硕士和 6 个博士专业对外招生，即本科的国际政治、外交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硕士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政治

经济学、比较政治学、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硕士，博士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其中国际政治、科社与国际共运是全国重点学科。学院还与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设立了政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国际办学已成为学院办学特色。学院现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

关系与发展学院、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日本东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蒙特雷国际关

系学院均有联合培养的双学位项目；与日本东京大学、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共同执行三国间政

府项目“亚洲校园计划”。参加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及英文授课硕士项目的国际学生每年超

过 60 人。此外，学院与美国康奈尔大学、日本新泻大学等亦保持着长期或短期的交流关系。

 

学院现有在职教师 54 人，其中教授 27 人，副教授 20 人，助理教授 7 人。至 2020 年

秋季学期，本科生在校共 554 人，硕士研究生 340 人、博士研究生 174 人，其中港澳台及

外国留学生总计 350 人。招生规模特别是研究生、留学生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

学院简介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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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学院大事

1
12 月 4 日，学院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初晓波同志为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祝诣博、

项佐涛同志为国际关系学院党委副书记，节大磊、归泳涛、李丹、张海滨、唐士其、

董昭华同志为党委委员。

2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学院扎实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工作

小组，统筹防控大局，建立网格化学生疫情防控通联小组，切实扛起疫情防控主体

责任，被评为北京大学抗击新冠疫情先进集体。

3 疫情之下学院开展暖春行动，集中力量完成留学生行李打包寄送工作，让“难度最大”

院系成为“率先完成”院系，荣获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和合奖先进集体。

4 必修课“国际政治概论”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5
春季学期，线上课程教学评估平均得分超过以往学期，获得学校教务部好评。秋季

学期，顺利有序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混合考试。高质量完成研究生线上复试、

线上毕业答辩。

6
3 月 29 日，学院召开“疫情下的国际关系”线上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新冠肺

炎疫情爆发后北京大学第一个院系规模的学术研讨会，会议成果经澎湃新闻发布后

受到学校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上线 3 天阅读量突破 30 万。《国际政治研究》

以专刊形式集中发表 25 篇聚焦疫情与国际关系的论文，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7
2020 年学院共计向北大智库投稿 63 篇，排名全校第一；在通过各种渠道上报的政

策咨询报告中，有 8 篇获得最高领导人批示，名列学校第一。共收到中联部、外交

部和其他政府部门与国际机构感谢信 15 份。

8 学院举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专题研修班，研修班课程评估成绩位居全校举

办的专题研修班首位。

9 学院与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签署合作协议，联合设立高层次合规人才培养项目

并成功举办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研修班。

10
12 月 10-11 日，学院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和新加坡

国立大学主办的第十二届“五校论坛”会议在线召开。会议以“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为主题，围绕美国大选、全球经济以及世界秩序现状及展望展开讨论。

11 第四届“北京大学 - 东京大学 - 首尔国立大学”亚洲校园院长论坛于 7 月 20 日召开，

主题为“后疫情时代亚洲公共政策的挑战”。

12 学院行政中心加强建章立制，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体系，编撰完成《行政岗位说明书》

（工作职责篇）（工作细则篇），制定并完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档案管理办法》。

13 “国关大家庭温暖生日汇” 获评北京大学工会系统精品活动；学院工会获评“北京

市总工会职工暖心驿站”称号。

14 院友捐赠设立国关秋林奖教金，用于奖励教学科研中表现突出的教师和行政管理中

有突出表现的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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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科生培养方案，进一步明确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的结构、层次和先导关系；

新增课程地图，形象说明课程之间的承继和难易关系；增加实习实践学分。

教学工作

建设一流本科专业

国际政治专业、外交学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课程地图

国际政治专业（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方向）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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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学工作
本科毕业总学分：138 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
          32-38 学分 ( 含港澳台 )
          留学生 32 学分

   1-1  公共必修课：20-26 学分
港澳台：20-26 学分
公共必修 9-15 学分，与中国有关课程选修 11 学分
留学生：20 学分
公共必修 10 学分，与中国有关课程选修 10 学分

   1-2  通识教育课：12 学分
通识核心课 + 通选课≥ 12 学分
其中  ① 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 2 学分

② 通识核心课≥ 2 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0 学分
          留学生 66 学分

   2-1  专业基础课：21 学分
留学生：27 学分

   2-2  专业核心课：32 学分

   2-3  毕业论文（设计）：5 学分

   2-4  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实习实践 2 周，2 学分

     3、选修课程：40 学分
   3-1  专业选修课：21 学分

   3-2  自主选修课：19 学分

     总学分 ---138  （英语分级产生的学分差额，可由任意学分补充）

一、必修课“国际政治概论”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二、“世界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中国改革与世界经济”三门课程入选北京大

学本科思政课程库。

三、秋季学期，学院第二次审核、修改并汇编

本科生教学大纲，对大纲体例、教材、参考书、思

考题等方面提出了更规范的要求，对课程类别做了

更明确的标识。

完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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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教学工作
四、陈沐阳开设的“国际发展政策”和赖华夏开设的“中国与国际法”入选学校“On China” 系列课程。

五、本研合上必修课“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前沿名家系列讲座”2020 年邀请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高官、

中国驻外大使和知名学者来课堂做讲座，共举办 13 期。

时间 主讲人 职务 讲座主题

9 月 29 日 孟晓驷 文化部原副部长、全国妇联原副主
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文以载道，言以化人——外事口才的应用及实践分享

10 月 13 日 刘超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前
司令 联合国维和行动：一个实践者的经历和观察

10 月 20 日 郭瑞萍
北京服装学院教授、中国十大服装
设计师、2014 年 APEC 领导人服
装设计项目主要参与人

衣以载道——浅谈外交着装

10 月 27 日 谢波华
中国驻瓦努阿图共和国前特命全权
大使、现任中国亚欧会议大使

从联合国看中国的大国崛起

11 月 3 日 韩铁如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前副主
任、中国全球健康学会主任委员

世界卫生组织——结构、运作和挑战

11 月 10 日 杨明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 危机管理与国际治理

11 月 17 日 郝平 北京大学校长、第 37 届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大会主席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1 月 24 日 刘利群
中华女子学院校长、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主持人

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策略与中国实践

11 月 30 日 艾德明
Danny Alexander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 亚投行与全球治理

12 月 8 日 冯仲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世界大变局中的欧洲及中欧关系

12 月 15 日 刘志贤
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外联司前司
长、联合国秘书长生化武器调查团
中国专家

国际裁军与全球安全——开辟一个没有化学武器的新世界

12 月 22
日、29 日 张少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党组成
员、副会长，RCEP 中方前首席谈
判代表

RCEP 与中国的自贸区战略

当前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

孟晓驷 刘 超 郭瑞萍 谢波华 韩铁如 杨明杰

郝 平 刘利群 Danny Alexander 冯仲平 刘志贤 张少刚

（照片按授课先后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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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教学工作

春季学期，课程教学评估平均得分超过以往学期，获得学校教务部好评。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学

院及时组织和培训教师开设线上课程，为每门课程配备助教。学院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了 24 期系列

报道“镜头里的世界：国关网课风采”，并以《2020 春天的记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课风采》

为题汇编成册，供师生学习交流。

创新教学模式

秋季学期，根据学校要求，召开教

学动员会、经验交流会、考试布置会，

保障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混合考试的顺

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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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学工作

制定具体方案，组织研究生线上复试和线上答辩。

开展“2020 年危机应对情景发展式研讨”实践教学，70 多人进行战略情景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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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学工作

推进教改和教材项目

规范研究生培养机制

1. 明确博士生全培养流程的具体安排

2. 明确博士生综合考试的内容和形式

3. 明确博士生办理延期的具体规定

4. 加强论文写作指导，建立学位论文修改的工作机制

5. 严格贯彻博士生论文“双盲制”的匿名评阅机制

本科教改项目

重点课程建设项目

“国际组织与国际法”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创新探索 赖华夏

战后国际关系史重点课程建设 张小明

国家安全模拟推演教学与平台开发 祁昊天

实践创新育人项目 国际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实践教育 翟崑

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

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 王逸舟

北大·南开·复旦三校博士生会议 李寒梅

教材立项

《国家安全学导论》 唐士其 祁昊天 新编

《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 王正毅 修订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刘莲莲 新编

北京大学优秀教材奖

《世界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孔凡君 项佐涛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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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科研工作

科研项目

共计立项项目 30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 5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 1 项。

立项项目 项目数量 项目负责人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 翟   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 1 项 王   勇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 王   勇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 项 许   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 项 由凯宇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 1 项 王缉思

2020 年，国关学院教师共发表 SSCI6 篇，CSSCI50 篇。《国际政治研究》以专辑的形式集中发表

15 篇聚焦疫情与国际关系进行深度探讨的论文，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下表为 2020 年发表 SSCI 论

文 6 篇）

论文标题 作者姓名 发表期刊 发表年月或卷（期）数

China debating the regional order 王   栋 The Pacific Review 202001

Bridging Chinese Foreign Studie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for 

Mutual Gains 
张清敏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20

“Why is there no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Assessing the strategic 

impediments to a stable East Asia”
王   栋 The Pacific Review 2020

“The Effect of Imagined Social Contact on 
Chines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Japanese 

People”
王   栋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20,65(01) 

Beyond Donation: China’s Policy Banks and the 
Reshaping of Development Finance 陈沐阳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2008

The unique rol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itizens 刘莲莲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2009

科研成果（论文发表和图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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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科研工作
2020 年出版专著 9 部 编著 6 部 译著 2 部

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类型

《华人的文化认同与自信》 尚会鹏 中信出版集团 2020 年 1 月 专著

《中国国际政治学初探 - 梁守德自选集》 梁守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 专著（文集）

《当代中国外交》 张清敏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20 年 3 月 专著

《气候中国》 王彬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9 月 专著

《治道：商鞅治秦与现代国家治理缘起》 叶自成 中信出版集团 2020 年 专著

Contemporary Chinese Diplomacy 张清敏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 专著（英文）

《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泰文）》 王逸舟 PaLang Publishing 
Co.,Ltd. 2020 年 专著（泰文）

《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泰文）》 王逸舟 PaLang Publishing 
Co.,Ltd. 2020 年 专著（泰文）

《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
（泰文）》 王逸舟 PaLang Publishing 

Co.,Ltd. 2020 年 专著（泰文）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Philosophy on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张清敏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20 年 3 月 主编（英文、西班牙文、
法文、阿拉伯文等）

《区域国别研究和比较政治学：新问题
与新挑战》 王逸舟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 主编

《解读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 张清敏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20 年 1 月 主编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20（上）》 王缉思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0 年 主编

《中国外交探新》 王逸舟 时事出版社 2020 年 9 月 主编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s(SISR) Vol.1 王缉思 Springer 2020 年 6 月 主编

《岩波日本史 - 帝国时期》 初晓波 新星出版社 2020 年 5 月 译著

《全球化世界的外交：理论与实践》 张清敏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 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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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科研工作

科研获奖

奖项名称 奖项等级 组织单位 获奖时间 获奖人姓名 获奖项目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二等奖 教育部 2020 年 1 月 王缉思 国际秩序的演变与未来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二等奖 教育部 2020 年 1 月 韦民 《小国与国际关系》

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评奖

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钱雪梅 《普什图社会的经济生活》

学术会议

一、 “疫情下的国际关系”线上学术研讨会

3 月 29 日学院召开“疫情下的国际关系”线上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北京

大学第一个院系规模的疫情影响学术研讨会，是国关学院在一个特殊时刻（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肆虐）、

围绕一个特殊话题（罕见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一种特殊形式（视频会议）召开的一次有特殊意义

的研讨会。会议成果经澎湃新闻上线发布后受到学校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上线 3 天阅读量就突

破 30 万。

1.20国关2020年报（48页）.indd   141.20国关2020年报（48页）.indd   14 2021/1/20   14:46:422021/1/20   14:46:42



15科研工作
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卫生治理”研讨会

4 月 28 日学院与中华预防医学会全球卫生分会联合举办“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卫生治理”研讨会，

围绕如何把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趋势和改革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等重大课题展开深入研讨，会议成果受

到学校领导的高度肯定。相关政策建议已通过北大智库要报上报中央。

三、 “人与自然，和谐向好——模拟全球环境谈判青年峰会”高端论坛

9 月 30 日学院举办“人与自然，和谐向好——模拟全球环境谈判青年峰会”高端论坛。本次高端论

坛是“人与自然，和谐向好 -- 模拟全球环境谈判青年峰会”的重要环节，旨在增进青年学子对全球环境

治理历史与现实的了解，动员广大青年群体关注和参与环境治理的各项实践活动，为中国与世界的环境

治理事业贡献力量。本次会议实质性支撑了中国的多边外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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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科研工作
四、北京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 -“动荡世界中的国际公共政策”

2020 年 11 月 12 日 -13 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北京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分论坛以“动

荡世界中的国际公共政策”为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聚焦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公共政策

的影响及其响应。分论坛的四个议题分别是 :“全球治理：挑战、机遇与响应”、“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

政策的演变”、“国际气候政策的演变与改革”和“国际公共卫生政策的演变与改革”。分论坛通过线

上与线下会议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吸引了来自海内外高校的两百余名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在线参与，产

生良好社会反响，受到学校领导、国际合作部和北京论坛秘书处领导的充分肯定。

五、第十三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

11 月 21-22 日学院举办第十三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此次博士生

学术论坛共收到来自国内外博士生所提交论文 50 余篇。经论坛学术委员会匿名评审，最后共有来自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澳门

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等国内外 23 所高校的 30 篇博士生论文入选本届论坛。来自外交学院、中央财

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学院的共 10 位老师参加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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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科研工作

六、“首届北京大学国际组织青年论坛”暨“《国际政治研究》第五届青年学术创新工作坊”

12 月 12 日学院举办“首届北京大学国际组织青年论坛”暨“《国际政治研究》第五届青年学术创

新工作坊”。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东京大学、深圳大学、外交学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德国莱布尼茨 GEI 国际教科书研究所等 12

所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20 多位青年学者参加论坛。来自北京语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外交学院、

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学院的共 8 位老师参加论文点评。

1.20国关2020年报（48页）.indd   171.20国关2020年报（48页）.indd   17 2021/1/20   14:46:592021/1/20   14:46:59



18 科研工作

学院研究机构

七、“面向新时代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线上交流会

2020 年 12 月 10 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共同主办的“面向新

时代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线上交流会通过云端会议举行。会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 19 级本博党支

部还与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行政管理系党支部通过云端签署了结对共建合作协议。

机构名称 负责人

国际战略研究院 王缉思

全球治理研究中心 贾庆国

亚太研究院　 李寒梅　

日本研究中心　 初晓波

国际组织研究中心　 张海滨

台湾研究院 李义虎

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潘   维

美国研究中心　 王   勇　

非洲研究中心　 刘海方

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　 唐士其

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　 于铁军　

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　 关贵海　

中国战略研究中心　 叶自成

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 王正毅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贾庆国

陈瀚笙世界政治经济研究中心 许振洲

跨国问题研究中心 査道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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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科研工作

一、第七届北阁对话年会

2020 年 11 月 9-10 日，北京大学第七届“北阁对话”年会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为“美国大选后

的全球趋势与中美战略关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主持会议。会议成果已经整理上报，

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和有关部委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学院研究机构部分活动

二、第六届中华文化论坛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上午，第六届中华文化论坛开幕式举行。论坛的主题是“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

本届论坛采取“云会议”形式，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在北京、高雄设主会场和分会场，海

内外暨两岸专家学者和文化界人士以参加主会场和分会场研讨、视频连线、提交论文等多种方式共襄盛举。

应邀出席北京主会场的学者 100 人，台北、高雄以视频会议形式与会者共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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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科研工作
三、全球智库会议（Global Town Hall Meeting）第二次线上研讨会

5 月 13 日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应邀参与全球智库会议（Global Town Hall Meeting）第

二次线上研讨会。此次会议由全球著名智库评价机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

联合全球 78 家知名智库共同发起，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全球智库会议之一。来自全球各大洲 85 个国

家和地区的 440 名智库领袖和专家学者就当前世界抗疫形势、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国际合作抗疫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四、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博士生日本研究论坛

6 月 20 日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博

士生日本研究论坛（2020）”，通过腾讯会议的方式举办。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

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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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科研工作
五、中非智库论坛 “中非团结抗疫与公共卫生安全”分论坛

2020 年 11 月 5 日至 6 日，中非智库论坛“中非团结抗疫与公共卫生安全”分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举办。研讨分为“新冠疫情与中非团结抗疫”和“中非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挑战与机遇”两个环节。

 六、“美国大选、中美关系与国际大变局”研讨会

11 月 14 日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联合举办“美国大选、中美关系与

国际大变局”研讨会。会议围绕“影响 2020 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结果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与 2016

年选举相比有什么不同？选举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将怎样调整？美国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

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大选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将出现怎样的调整？中美关系将会迎来怎样的变

化？”等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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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科研工作
七、北京大学 - 吉林大学东北亚论坛（2020）

11 月 21 日由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主办的北京大学 - 吉林大学东北亚论坛

（2020）在两校同时召开，会议采取线下线上结合方式进行。论坛的主题是“后疫情时代的东北亚局势”。

与会专家学者就后疫情时代的韩日关系、中日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四个

议题分享了自己的学术成果，并进行了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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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科研工作

社会影响

《国际政治研究》

2020 年，《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来稿 400 余篇、外审 80 多篇，60 位同行专家参与审读稿件。

全年出版 6 期，共发文 57 篇。2020 年第 3 期《国际政治研究》出版”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研究”专辑，

共刊载 25 篇文章，其中，院内学者 15 篇，本期专刊印刷量达 4500 册，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2020 年《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图书两册，分别为：《区域国别研究和比较

政治学：新问题与新挑战》、“国关十人谈”（第三辑）《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理论与方法》。

2020 年《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编辑完成内部发行图书两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年鉴

（2017-2018 年卷）》、《瓦洛里文稿 2020（上、下卷）》（祝贺瓦洛里先生 80 大寿编辑出版的文稿）。

2020 年《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举办学术会议四次。《国际政治研究》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约 2 万，

阅读量超过 1000 的推送为 15 篇，其

中《重复与超越：世界历史上疫情防治

的经验和教训》阅读量 2097 次，《第

十三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

士生学术论坛会议信息》阅读量 3662

次。根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综合评

级研究院发布的 C 刊公众号热文《政

治学（7-9 月）统计数据》，在 19 个

CSSCI 政治学类来源期刊中，《国际政

治研究》推送量与《探索》杂志并列第一，

为 27 篇，阅读量位列第二。

2020 年 第 3 期 ( 总第 169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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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研究 ]  

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研究

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再思考（上篇）

观念与机制的变革：从新冠疫情看未来的全球公共安全治理 /唐士其

从新冠疫情下国际合作看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贾庆国

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关系检视 /李义虎

重复与超越：世界历史上疫情防治的经验和教训 /刘德斌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重塑中国外交议程 /张清敏

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研究的新领域、新议题和新方法 （下篇）

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背景下的全球卫生治理体制改革初探 /张海滨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治理的挑战 /韩铁如

物质利益与价值观念：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冲突与合作 /王正毅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的“脆弱性”与“脆弱群体”问题探析 /李英桃

新冠肺炎疫情：重塑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徐彤武

社会服务

智库建设与社会服务连创佳绩

2020 年国关学院共计向北大智库

投稿 63 篇，排名全校第一，在通过学

校各种渠道上报的政策咨询报告中，有

8 篇获得最高领导人批示，名列学校第

一。收到来自中联部、外交部和其他政

府部门与国际机构感谢信 1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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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科研工作
国际关系学院 2020 北大智库要报投稿情况

作者 总计投稿数

翟崑 21

王栋 15

贾庆国 4

査道炯 4

刘海方 4

雷少华 3

赖华夏 2

乌力吉 2

初晓波 1

张海滨 1

王勇 1

朱文莉 1

汪卫华 1

丁斗 1

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1

国际关系学院 1

学院成功举办 2020 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专题研修班

2020 年 9 月 14-18 日学院举办的 2020 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专题研修班顺利结业，此次

培训评估成绩位居全校举办的专题研修班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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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科研工作
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开展高层次合规人才培养

9 月 3 日，学院与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签署合作协议，联合设立高层次合规人才培养项目。北

京大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和支持此次合作，并对项目的长期发展以及高层次合规人才学位项目的建设提出

了目标与要求。

学院成功举办“北京市国家治理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四期、第五期

第四期培训在开展国家及城市治理专题授课之外，还通过组织素质拓展、圆桌对话、一把手论坛、

企业考察、基层调研、成果答辩等多种形式，加深学员对于国家和城市治理的理解与思考，经过一年的学习，

共 60 名公务员及学者按期完成培训顺利结业，并出版《青年国是策论——北京市国家治理青年人才培养

计划第四期成果汇编》。第五期经过严格面试，80 名公务员及学者通过选拔，开启为期一年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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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国际交流

国际项目

学位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本年度招收 57 人 学生来源国 学生毕业学校

本科

北大 - 早大本科双学士项目 6

英国、法国、

德国、意大利、

日本、澳大利亚、

美国、加拿大、

韩国、乌干达、

布隆迪等

14 个国家

牛津大学、

巴黎政治学院、

柏林自由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乔治华盛顿大学等

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学院及发展研究院
“3+2”本硕连读项目 2

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关系研究院合作
“3+2”本硕连读项目

硕士

北大 -LSE 双硕士项目 12

北大 - 巴政双硕士项目 11

北大 - 东大 - 首尔大“亚洲校园”项目 7

国际关系英文硕士项目（MIR） 18

博士 北大 - 早大双学位培养项目 1

近年来，国际关系学院已建成了涵盖国际关系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区域国别与专题研究的英文课

程体系。2020 年新增陈沐阳助理教授讲授的英文选修课《中国与全球发展》，国际办学硕士项目课程共

计 17 门。

全球新冠疫情为学院的国际化办学带来了前所未有新的挑战。2020 年春季学期，国际项目 7 门课

程采取线上授课方式；2020 年秋季学期，国际项目 9 门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此外，

学院对学生所在时区进行精准摸排的基础上，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 84 名国际项目学生组织了 11 场在线

答辩和 5 场在线开题，确保学生顺利毕业和升学。

疫情期间国际项目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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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国际交流
在服从防疫整体工作大局的基础

上，学院力求解决在外交流中国学生

的出境与回国申请困难，先后制定《北

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新型冠状肺炎期

间外派工作流程》（1 月 29 日）、《国

际关系学院学生因新冠肺炎疫情中止

国外交流的申请程序》（3月8日）和《国

际关系学院学生在国外交流期间因新

冠肺炎疫情中途回国的申请程序》（3

月 13 日）。

学 院 制 定 了 详 尽 的 工 作 预 案，

为国际学生毕业离校和行李寄送工作

提供大力支持。在教务办公室、学工

办和国际项目办的共同努力下，全院

157 名国际学生顺利办理离校手续，

79 名国际学生顺利完成行李打包寄送

及校内退宿。

学院受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委托，于 2020 年 11 月参与撰写教育部《“亚洲校园”计划政

策建议报告》。

核心课程

2020 年春季学期，北大 - 东大 - 首尔大共同组织的“亚洲校园”项目核心课程采用在线授课的方

式继续高效运行。学院陈绍锋副教授和祁昊天助理教授参与东京大学亚洲校园核心课程讲授，主题为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in East Asia”，于铁军教授参与首尔国立大学主题为“Global Political 

Order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的亚洲校园核心课程讲授。课程通过三校教员联合授课

和小组讨论的形式，引导学生学习和探讨东亚地区相关热点问题。

亚洲校园院长论坛

第 四 届“ 北 大 - 东 大 - 首 尔 大” 亚 洲 校 园 院 长 论 坛（CAMPUS Asia BESETO Intellectual 

Dialogue）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召开，主题为“后

疫情时代亚洲公共政策的挑战”，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东京大学公共政策

大学院院长大桥弘（Ohashi Hiroshi）教授、首

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大学院院长郑钟昊（Jeong 

Jong-Ho）教授参加会议并作精彩发言。

亚洲校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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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国际交流

国际学术共同体

北大 - 早大合作研究项目是北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自 2019 年开始启动的合作研究项目，体现了两

校在国际科研协同创新领域的全新探索。该项目旨在通过推进跨国合作研究、合著论文和研究书籍的合

作出版，搭建中日两国师生交流共进的平台。

2020 年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该活动转为线上形式继续进行，共举办四期研究会，主题包括“东亚

社会与治理”、“经济、安全与东亚的未来”、“大变局下的中国与日本”、“漢字·漢語研究の新潮流”等。

联合学术委员会会议

第十三届 " 北大 - 东大 - 首

尔大 " 亚洲校园联合学术委员会

会议通过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在线

召开，重点讨论和评估了疫情对

于项目学生流动和在线教学的影

响，并对三校秋季教学和学生流

动的预案进行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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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国际交流

2020 年 12 月 10-11 日，学院与普林斯顿大学、东京大学、高丽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定期轮流

主办的第十二届“五校论坛”会议在线召开。会议以“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为主题，围绕美国大选、全

球经济以及世界秩序现状及展望展开讨论。

国际会议

第六届北京大学 - 东京大学论坛于 2020 年 1 月 4-5 日在学院举办。本次论坛主题为“The 

Growing US-China Conflict and East Asia”。院长唐士其教授、副院长归泳涛副教授和董昭华副教授、

丁斗教授、于铁军教授、节大磊副教授、雷少华助理教授、祁昊天助理教授、陈沐阳助理教授和东京大

学公共政策大学院高原明生教授、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城山英明教授、工学系研究科丸山茂夫教授、未来

远景研究中心江间有沙助理教授，以及近二十名来自北大和东大的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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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国际交流

外籍专家 / 海外名家讲学计划

2020 年秋季学期，澳大利亚籍 Pookong Kee（纪宝坤）教授继续担任 BHP 项目讲席教授，为本

科生开设《澳大利亚研究》（Australian Studies）英文通识课程，同时为研究生开设《澳大利亚与世

界：国际移民、多元文化主义与移民社群的联系》（Australia and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ulticulturalism and Diaspora Linkages）英文课程。受疫情影响，本期澳大利亚必和必拓讲席教授项

目延长至 2022 年 1 月 30 日结束。 

2020 年秋季学期，学院聘请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的 Steven K. Vogel 教授为

我院学生做线上学术讲座（邀请人为陈沐

阳助理教授）。

2020年11月19日，学院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中美关系：管控竞争与加强合作”

研讨会，二十余位来自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就当前和未来中美关系的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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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国关学子

本科生导师制度：共有 46 名学术教师担任 2017-2020 级本科生导师。

建立辅导员专项工作小组，班主任、第二班主任、本科生导师、辅导员、兼职辅导员戮力同心，组

建思政队伍强军。

完善学生工作管理制度和会议制度，定期召开学院学工例会、全体辅导员例会、党支书例会、心理

会商工作会议、主席团例会等。

学院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

统筹防控大局，全面摸清底数，紧密关注疫

情动态，分类建立学生台账。学院开展每月

一次在校生走访、隔周一次在校留学生走访，

协助毕业生顺利完成行李打包寄送工作。学

院被评为北京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

体。

制度创新

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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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关学子

学术活动

举办“悦读会”特色品牌活动，迄今为止已举办十七期，邀请院内外知名学者介绍新书新著与研究心得，

搭建师生沟通的桥梁，帮助学生理解经典。

第二十八届挑战杯五四青年科学奖获奖名单

奖项 获奖者 获奖论文 指导教师

特等奖 张琳，朱睿晗，筱置优伟 《从边缘到主流：探究法国国民联盟的崛起》 许振洲，王联

一等奖 柳凌华，杨冰夷，罗梦蝶，
金萌，沈雨怿

《社会公益与“粉丝”行为——互联网时代“粉丝公益”
实践研究》 吴利娟

二等奖 余鸿博 《中国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力资源困
境：成因与对策》 刘莲莲

三等奖 邓依萱，范静远，冯欣琪 《不同疫情下恐慌形成的原因和表现：从欧洲中世纪末
期到 21 世纪初》 王逸舟

三等奖 刘添，王冉，张富媛 《日本民众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 归泳涛

第二十八届挑战杯特别贡献奖获奖名单

奖项 获奖者 获奖论文 指导教师

二等奖 尹珂，方利军 《全球疫情防控视阈下的中国——东盟区域卫生治理研究》 翟   崑

三等奖 樊华，于艳，宋奕璇，
杨涵钰 《世界一流大学本科生培养方案国际比较研究》 沈文钦

三等奖 依多，雍政祺，宋汶瑾，
吴子玉，王今朝，张玉琢 《北京大学疫情期间在线教学效果的学生主位实证研究》 林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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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国关学子

文体活动

“爱国关天下”代表队百余名师生参加“爱乐传习”项目暨纪念“一二·九”运动 85 周年师生歌会，

获得了最佳原创音乐奖和丙组第四名的优秀成绩。

 举办新生杯辩论赛、“春归贰一”新年联欢晚会、“拾月流华、缘起翩迁”十院联谊舞会等优秀品

牌活动，丰富学生课外生活。

在新生杯系列赛事中获得了男足冠军、女篮八强的成绩，在秋季运动会中总成绩位于全校乙组第三名。

重视体育特长生在学院体育文化领域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举办体育特长生交流座谈会，加强学院与体教

部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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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国关学子

志愿服务

打造“童心世界行”、“蔚秀园社区清洁日”、“运动公益，助爱交流”等品牌活动，创建志愿服务平台。

思政实践

累计组织 13 支实践团，在十余个省份开展实践活动，学思结合，知行合一，实地求悟真知，深入

了解祖国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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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国关学子

全球视野

帮助学生在开放交流中增长见识、坚定自信，以平等开放的姿态同世界对话。

做好留学生教育和服务工作，2020 级博士留学生托马被评为北京大学年度人物，国际关系学院获得

外国留学生工作“和合奖”先进集体。

中国情怀

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学生培养的重要一环，通过开展各项主题党日活动，学习抗疫精神，弘扬五四

精神，践行爱国卫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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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国关学子

毕业去向

2020 年本科生、研究生就业率

年级 毕业人数 升学人数（保研、考研） 出国人数 就业人数 未就业人数 就业率

本科生 77 人 34 人 24 人 13 人 3 人 96.10%

研究生 64 人 6 人 4 人 53 人 1 人 98.44%

2020 年本科生就业去向

类型 就业人数 比例

外企 2 15.38%

地方机关 1 7.69%

国企 1 7.69%

其他 9 69.23%

2020 年研究生就业去向

类型 就业人数 比例

地方机关 8 15.38%

事业单位 7 13.46%

国企 7 13.46%

中央国家机关 6 11.54%

外企 6 11.54%

高校 4 7.69%

金融银行 4 7.69%

媒体 2 3.85%

其他 12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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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活动要闻

一、举办在校院友工作研讨会，40 余位在校院友欢聚一堂，共谋学院长远发展。

院友互动

二、12 月，唐士其院长、项佐涛副书记赴广

州工商学院，与院友会副会长、广州工商学院董

事长邵宝华进行战略合作会谈。

三、院友会副会长邵宝华向国关捐赠设立国

关秋林学术发表奖励基金和国关秋林奖教金，鼓

励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和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教师

和行政人员。

四、院友会副秘书长李光宙捐资更新 C 座电梯和支持举办战略研讨会。 

五、院友萧辉捐赠 6 万元支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凌霄奖学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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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院友互动

院友沙龙

第三十三期

12 月 14 日    主题：健康传播的公共性、科学性和公益性

主讲人：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许静 

主持人：北京华爱普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齐鸣

第三十一期

7 月 12 日    主题：新冠疫情冲击与慢全球化

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钟飞腾 

主持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董昭华

第三十二期

10 月 30 日 主题：世界政治的治乱周期与新兴大国历史处境

主讲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汪卫华

主持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张志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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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行政支撑
2020 年，学院行政中心以加强制度机制建设、提升管理服务质量为工作重点，突出组织领导，强化

责任落实，克服困难，精诚协作，在建章立制、家园建设和抗疫专项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制作《国际关系学院安全管理制度汇编（2020 版）》

制定并完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档案管理办法》

编撰完成《行政岗位说明书（工作职责篇）（工作细则篇）》

加强建章立制，补充完善管理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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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行政支撑

2020 年，行政中心持续推动“国关家园建设计划”，优化升级办公环境，更换物业公司，完成 30

多项学院大楼维护修缮工程，初步完成王克桢楼多功能会议室装修改造工程，更换地毯、电梯，完成图

书馆家具更新工程与图书重新上架，购买远程会议授课设备和 98 寸移动多功能一体机，建设党建活动室。

推动家园建设，营造舒适环境与温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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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行政支撑

每日安排专人到岗值班，做好学院保洁、消杀、安保工作。

在国内防疫物资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千方百计调动资源，为学院采购疫情防控所需物资。

疫情期间，行政中心扎

实推进防疫工作，为教学科

研提供服务保障，保证学院

正常运转。

每日连续报送疫情防控

情况摸排表 287 天，报送疫

情防控工作简讯 112 天，协

同完成全院 112 位在职教职

工（含博士后）、62 位离退

休教职工、1099 名学生的疫

情排查工作。

严抓疫情防控，全力保障抗疫专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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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行政支撑

2020 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学院工会更加关心关注教职工、离退休员工的身心健康，通

过组织月度生日会、五四接力长跑、居家健身晾晒、别样女神节等活动，用温情凝聚人心，用关怀汇聚力量，

让教职工充分感受到国关大家庭的温暖。

丰富工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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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学院荣誉

序号 获奖者 奖   项

1 罗艳华 北京大学 2020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2 节大磊 北京大学 2020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3 董昭华 北京大学 2020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4 李  丹 北京大学 2020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5 祝诣博 北京大学 2020 年度抗击疫情先进个人

6 罗天灵 北京大学 2020 年度抗击疫情先进个人

7 霍艳丽 北京大学 2020 年度抗击疫情先进个人

8 陈  芳 北京大学 2020 年度抗击疫情先进个人

9 祁昊天 北京大学 2019-2020 学年优秀德育奖

10 顾天培 北京大学 2019-2020 学年优秀德育奖

11 何凌云 北京大学 2019-2020 学年优秀班主任

12 赫佳妮 北京大学 2019-2020 学年优秀班主任

13 罗艳华 北京大学 2020 年度教学卓越奖

14 陈长伟 北京大学 2020 年度教学优秀奖

15 节大磊 北京大学 2020 年度教学优秀奖

16 归泳涛 北京大学 2020 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17 李寒梅 曾宪梓优秀教学奖

18 王  联 中国工商银行奖教金—优秀教师奖

19 祁昊天 黄廷方 / 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

20 钱雪梅 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师奖—优秀奖

21 郭  洁 北京银行教师奖

22 唐士其 北京大学第二十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23 许  亮 北京大学第二十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人文社科类一等奖
优秀教案奖  最佳教学演示奖  最受学生欢迎奖

24 孔凡君 北京大学 2020 年优秀教材奖

25 项佐涛 北京大学 2020 年优秀教材奖

26 闫  岩 北京大学 2020 年度教学管理奖

27 魏西凝 北京大学 2020 年度教学管理奖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9 — 2020 年度获奖教职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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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学院荣誉

北京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和合奖 ”先进集体

第十二届北京大学“班级五·四奖杯”

2020 年度网络安全工作先进集体

北京大学工会系统精品活动奖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暖心驿站

获奖方 获奖内容

19 本博支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基层党建创新立项重点项目

17 本博支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基层党建创新立项一类项目

18 本博支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基层党建创新立项二类项目

19 硕支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基层党建创新立项三类项目

2019 级本科 1 班 示范班集体

2018 级本科 2 班 先进班集体

2018 级博士班 先进班集体

2019 级博士班 先进班集体

张添之 北京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冯金宇 2020 年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托   马 2020 年北京大学学生年度人物
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和合奖先进个人

孟   鼎 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和合奖先进个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9 — 2020 年度获得集体荣誉

国际关系学院 2019—2020 年度学生工作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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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教师队伍

比较政治学系

关贵海 郭   洁 孔凡君 潘   维 唐士其 汪卫华 项佐涛 许振洲 归泳涛 钱雪梅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

陈沐阳 郝   平 赖华夏 雷少华 刘莲莲 罗   杭 祁昊天 张海滨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关贵海 郭   洁 孔凡君 项佐涛

亚非研究所

初晓波 韩   华 李寒梅 刘海方 王锁劳 韦   民 吴   强 许   亮

国际政治系

节大磊 李义虎 梁云祥 梅   然 王   栋 王   联 王缉思 翟   崑 张植荣

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陈长伟 赫佳妮 贾庆国 李扬帆 沈青兰 叶自成 张清敏

国际政治经济学系

陈绍锋 丁   斗 董昭华 王   勇 王正毅 査道炯 朱文莉

国际关系研究所

范士明 罗艳华 王逸舟 于铁军 袁   明 张小明

行政人员

曹丽玮 崔晓旭 堵德财 侯颖丽 霍艳丽 李   丹 刘春梅 骆革委

潘荣英 潘   筠 田田叶 魏西凝 闫   岩 祝诣博 庄俊举

合同制人员名单

常亚南 陈   铭 陈   芳 陈泽均 崔志楠 冯   瑾 郝鑫淼

虎津孜 姜   璐 金   瑞 荆宗杰 李方琦 刘   伟 刘晓曦

马倩颖 孙   辉 孙艺林 佟天宇 汪   洋 王海媚 徐   贝

徐建春 杨   莉 张春平 张亦珂 赵   娜 赵亚男 朱玲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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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电话：+86 10 62756134
传真：+86 10 62751639
网站地址：www.sis.pku.edu.cn 
公众号：爱国关天下（pku_siser）

学院官网 爱国关天下 院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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