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建院 20 周年暨建系 56 周年庆祝大会

守正创新  引领未来

会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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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务信息

二、会议日程安排                                                         

       庆祝大会

       学术研讨会

三、参会嘉宾名单

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理事会名单                                                 

五、建院 20 周年暨建系 56 周年优秀院友表彰名单

六、致谢

P03

P04

P04

P06

P08

P16

P17

P18

一、请与会人员佩戴参会证并按照日程安排准时参会。

二、开会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状态，保持会场安静。

三、请妥善保管好会议文件、证件及随身物品。

四、有宗教信仰或素食者请及时与餐饮组联系。

五、会务组联系方式：

会务总指挥：               李寒梅  13811151801

博雅酒店报到接待：     张春平  18810105198

中关新园报到接待：     霍艳丽  13681369229

11 月 3 日报到接待：   闫   岩  15911152452

                                     汪卫华   13161986899

      （秋林）                 朱玲丽  13366776709

                                     刘    璐  15201095558

                                     金   瑞   18600808608

餐饮组：                       尹   欣  13910887171      唐   静  13263283270

引导组：                       高   静  13810097710      宋昊天  15652939126

交通保障组：                汪    洋  13366155655

温馨提示：

11 月 2 日晚餐时间：  18：00                                        地点：中关新园和园餐厅

11 月 3 日早餐时间：    7:00                                              地点：6 号楼辰光咖啡厅      

11 月 3 日午餐时间：  12：00-13：00  凭胸卡就餐    地点：勺园正大国际会议中心一楼餐厅

办理入住手续时需交押金每人 500 元，最晚 11 月 4 日上午 12:00 前退房并返还押金。

客房内标价商品为有偿消费，需自行结算。

会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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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 年 11 月 3 日上午 9：00

地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楼 C 座大厅

时间：9：30-11：30

地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C 座秋林报告厅

议程：

1、播放专题片

2、宣布大会开始并介绍与会嘉宾

3、教育部副部长郝平致辞

4、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致辞

5、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会长陈岳教授致辞

6、意大利前总理、法国巴黎政治大学巴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恩里克·莱塔致辞

7、国际关系学院院友会会长蔡武致辞

8、国际关系学院院友会常务副会长沈建国宣布优秀院友表彰决定并颁奖

9、教师代表节大磊老师致辞

10、贾庆国院长讲话

11、贾庆国院长宣布成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理事会

12、捐赠仪式及鸣谢

大会主持人：李寒梅

11：30  集体合影（国关大楼 C 座门前）

Time：9:00 am   Nov. 3rd, 2016

Place:  Building C, SIS, Peking University

Time: 9:30-11:30  Nov. 3rd, 2016

Place: Qiu Lin Hall, SIS, Peking University

Chairperson: Prof. LI Hanmei, Chair, Council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rming-up videos

Introduction to the guests

Congratulatory speech by Mr. HAO Ping, Vice Minister,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C

Congratulatory speech by Mr. ZHU Shanlu, Chairman, Peking University Council

Congratulatory speech by Prof. CHEN Yue, De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President, China University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Congratulatory speech by Mr. Enrico Letta, Dean, Pari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ciences Po; 

Former Italian Prime Minister

Congratulatory speech by Mr. CAI Wu, Chairman, Alumni Association of SIS PKU; former Minister of 

Culture, PRC

Awarding Ceremony for excellent alumni

Speech by Associate Prof. JIE Dalei, faculty representative

Speech by Prof. JIA Qingguo, De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KU

Announce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Board of Director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Donation ceremony and acknowledgements

一、大会签到 1、Registration

二、庆祝大会 2、Celebration Ceremony

3、Group Photo

日程安排 Program for the Celebration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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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解说：各方面似乎都承认，经过高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当下处于停滞不前、困难重重的境地；不管哪个地方，

世人都见到了保护主义盛行和民粹主义上升，见到了难民问题和叙利亚危机的持续扩散，见到了传统国际治理体系的乏力与

大国协调的不易。与此同时，世界秩序也在发生静悄悄的改变，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和高边疆加速开发为代表的新型科技革

命浪潮仍未止步，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和组织安排也日益被新兴经济体和政治势力所冲击所渗透所改造，世界范围大规模战

争受到约束的同时各种地区冲突和局部摩擦有所增多且复杂多样，震荡的全球政治经济安全格局下不寻常的挑战机遇和所谓

“战略意外”频频显现。那么，到底如何判断新的局面和利弊得失？是危机还是危中之机，是世界历史过程的循环重演、还

是新的时代变迁的开始？对此，来自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的教育和科研管理者及当家人，将给听众和学生介绍他们各自角度的

分析展望。

研讨时间：13：30—14：50

主持人：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发言者（建议自由发言或评论，每位的发言时间不超过 6 分钟）：

陈   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胡瑞华：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季志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李   薇：中华日本学会会长

刘德斌：吉林大学校长助理、公共外交学院院长

刘   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苏   格：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吴志成：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茶歇：14：50 － 15：10

主题：“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

时间： 2016 年 11 月 3 日下午  13：30-16：40

地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C 座秋林报告厅

国际关系学科院长论坛

议题一：“停滞的全球化进程和变动的世界秩序：反思与展望”

主题解说：最近几年间中国外交出现了重大调整变化，中国在周边及全球事务中变得更加活跃进取，中国的国际利益

也在加速拓展，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角色更加引人注目。这一切既与中国新一代决策精英的大战略有关，也与中国整体实力的

上升和发展阶段的新需求紧密联系。如何评估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这些重大改观，如何界定新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性质和中长

期目标，如何认真总结近一段时期发生在南海、朝鲜半岛等地的各种涉华战略摩擦和麻烦，如何把下一阶段国内改革发展稳

定的总体需要与对外关系的调整布局有机结合、趋利避害，都是现实意义重大也影响深远的命题。在这里，我们的师生和其

他听众同样渴望听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各位院长们给出他们的判断与建议。

研讨时间：15：10 － 16：30

主持人：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发言者（建议自由发言或评论，每位的发言时间不超过 6 分钟）：

戴长征：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贾烈英：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李晨阳：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院院长

李永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罗中枢：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秦亚青：外交学院院长

仇华飞：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陶   坚：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

16：30 － 16：40，贾庆国院长小结并宣布研讨会结束。

议题二：“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及其全球角色：评估与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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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秉国：前国务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名誉院长

蔡    武：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前文化部部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会会长

恩里克·莱塔（Enrico Letta）：意大利前总理、法国巴黎政治大学巴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

林钦尼亚木·阿马尔扎尔嘎勒 (Rinchinnyamyn Amarjargal)：蒙古国前总理

郝   平：教育部副部长

李亚飞：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张向晨：商务部贸易谈判副代表（副部长级）

沈建国：全国工商联第十届副主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会常务副会长

陈   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戴长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顿世新：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港澳局局长

高    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教授

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何    迪：博源基金会总干事

胡瑞华：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季志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贾烈英：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李晨阳：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院院长、教授

李光辉：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    薇：中华日本学会会长、教授

李    文：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李永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部分参会嘉宾名单

校外嘉宾（按姓氏拼音序）：

海外嘉宾：

李忠斌：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主任

刘昌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

刘德斌：吉林大学校长助理、公共外交学院院长、教授

刘   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卢沙野：中央外事办公室政策研究局局长

罗中枢：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吕耀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教授

苗向阳先生

秦亚青：外交学院院长、教授

仇华飞：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苏   格：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陶   坚：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王   起：中央外事办公室政策研究局副局长

王海波：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政研司司长

魏   苇：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吴志成：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徐一平：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杨伯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张伯玉：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副主任、教授

张国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

张建立：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

张   彧：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秘书长

周强武：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

Brendan Smith, Representative of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Enrico Letta, Dean, Pari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ciences Po; former Italian Prime 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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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 Seiji, Dean, Faculty of Law, Seikei University, Japan

Huang Jing, Professor,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Jeong Jong Ho, Professor and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of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an Chengxin, Professor, Deakin University, Australia

Park Cheol Hee, Dean, GSI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Nobue Nachi, Senior Program Manag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GraSPP),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Rathamarit Niyom, Dean, Pridi Banomyo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Thammasat University, Thailand

Amarjargal Rinchinnyam, former Mongolian Prime Minister

Se Heui Yoo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GSIS,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Tae Hee Yoon, Campus Asia Supporter,GSIS,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Yasushi Katsuma, Former Dean, GSAPS, Waseda University

Zhang Yun, Professor, Niigata University, Japan

Zhao Quansheng, Professor,  American University, USA

Zhao Suishe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Denver, USA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

李岩松：北京大学副校长

杨    河：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王   博：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社会科学部部长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蔡   晖：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副部长

邓    娅：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方新贵：北京大学副教务长、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

傅绥燕：北京大学教务部部长

龚旗煌：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金娟平：北京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

虎翼雄：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北京大学校领导 / 有关单位领导（按姓氏拼音序）：

国际政治系 / 国关学院历届领导：

刘   波：北京大学人事部部长

刘海骅：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

刘广送：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副部长

刘虎威：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冒大卫：北京大学财务部部长、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莫元彬：北京大学基建工程部部长

孙   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党委书记

王   勇：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副部长

严   军：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副部长

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杨爱民：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主任

查    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党委书记

张向英：北京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校友会副秘书长

张晓黎：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

张庆东：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

张西峰：北京大学总务部部长

张新祥：北京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部长

朱建华：北京大学校医院党委书记

赵国栋：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原革委会主任、原党总支书记

沈仁道：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原党总支书记、北京市委统战部原部长

李景鹏：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原副主任

梁守德：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原系主任、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

潘国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张映清：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 国际关系学院原（党总支）党委书记

龚文庠：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原副主任

邱恩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党委书记

李   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副院长、亚非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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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袁   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副院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原所长、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

王其芬：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 国际关系学院原（党总支）党委副书记

许振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副院长

关贵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副院长、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常传兴：安徽省工商导报副社长

常禹萌：文化部外联局亚洲处处长

陈才明：北京未名湖教育科技中心主任

陈   露：中央编译局

陈茂新：安徽乐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陈锡林：安徽天德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

陈元芊：团中央退休干部

程文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廉政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崔万友：廊坊市委副秘书长

党鹏君：中国银行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

邓冰野：中国农垦总公司退休

邓传明：海南省金融办主任

丁广举：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

董朝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董曙光：北京中战研咨询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

杜建强：郑州市中原区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杜金奎：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全普：北京市政府绩效管理办公室副处长

冯耀武：河北沧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耿协峰：北京大学出版社社科编辑部主任

谷新华：新疆伊犁州教育矫治局党委书记、局长

顾   炜：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郭一澎：广州产业基金总裁助理

黄   东：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黄建钢：浙江海洋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霍明光：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局长

姜   卉：凤凰卫视节目制作人

江长仁：北京大学教务处原副处长

焦远超：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柯建跃：福建省纪检委主任

匡校震：北京市教委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

李   丹：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外事秘书

李光宙：青岛工学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   纬：山西省大同市广灵县委副书记

刘姝含：博士热力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刘   帅：北京琪私奥享商贸有限公司品牌创始人

刘晓鹏：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政协原副主席

刘小小：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教育高级官员

刘学琼：海南日报社原主任编辑

罗志良：北京大学临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

马德举：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马子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穆斯塔法·萨法日尼：巴勒斯坦国前驻华大使

宁   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戚   骥：财政部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齐惠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新能源研究中心副主任

钱元强：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乔卫兵：中信出版社副总编辑

秦德文：安徽省政协原常务副主席、安徽省委统战部原部长

秦力洪：蔚来汽车联合创始人、总裁

邱稚博：美国罗马人医疗咨询公司咨询顾问

院友（按姓氏拼音序）



国际关系学院

14 15

曲鹏飞：国家行政学院教研部

任   森：北京牵手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芮立平：青海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青海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沈孔良：杭州市区人大副主任

申长友：山东省东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宋庆波：山东省工商联执委、山东光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恪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孙以桥：北京大学安徽校友会副秘书长、安徽孙家鼐纪念馆副馆长

孙云龙：天津市委党校党史部主任

汪   越：北京教育学院信息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

汪小熙：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

王春林：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综合司原巡视员

王若宁：北京市朝阳区纪委联合派驻一组副组长

王新华：中央外事办公室参赞

王正良：华凯集团副总经理、三亚亚龙湾高尔夫别墅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冠：姿立方信息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

卫   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魏   戎：北京大学青鸟集团基金部总经理助理

吴学敏：北方交通大学教授

鲜静林：甘肃省委党校工商管理教研部主任

许力夫：江苏省纪委一室主任

徐瑞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

薛德星：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经理

闫少聪：中房新雅建设有限公司分公司经理、高级工程师

杨   丹：中央办公厅六处副处长

杨德宏：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原书记

杨发喜：求是杂志社国际编辑部主任

杨光炎：上海兆亨贸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杨   凯：瑞银华宝亚洲有限公司首席代表

杨润东：北京思想家国际策划咨询事务所董事长

杨在禄：中联部办公厅三秘

姚刘生：中金博帮资本执行合伙人

姚   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曾红艳：北京市网贷行业协会

张建宝：陕西省吴起县干部职工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主任

张金锁：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

张胜军：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党委书记

张晓明：中央党校（退休）

张盈盈：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

赵建华：青岛美达实业责任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

赵曙光：贵州松桃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常务副主任

周庆荣：北京德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永仙：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吴婧然：甜心摇滚沙拉创始人 &.COO

金   梦：甜心摇滚沙拉商务总监

特邀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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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布赞（Barry Buzan）：英国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荣誉教授

蔡武：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前文化部部长

姜·埃·瓦洛里 (Giancarlo Elia Valori)：意大利社会活动家

郭婉仪：香港新鸿基集团郭氏基金执行董事

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澳大利亚前总理

李肇星：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前外交部部长

皮特·卡赞斯坦 (Peter J.Katzenstein)：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林钦尼亚木·阿马尔扎尔嘎勒 (Rinchinnyamyn Amarjargal)：蒙古国前总理

罗马诺·普罗迪 (Romano Prodi) ：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前主席

笹川阳平（Sasakawa youhei）：日本财团（财团法人日本船舶振兴会）会长

肖卡特·阿齐兹 (Shaukat Aziz)：巴基斯坦前总理、博鳌亚洲论坛理事

翁永曦：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理事会名单

沈仁道  潘国华  邱恩田   秦德文  翁永曦

陈才明  陈上智  陈   欣   迟福林  丁广举  侯玉兰  贾宏宇  焦远超  李光宙  李   军  刘建华  刘小小  

齐惠卿  秦力洪  渠万春   邵宝华  许力夫  王正良  吴庚宏  杨光炎  杨洪坛  杨   凯   杨润东  张   璨  

张金锁  张   熙  赵文芝  周庆荣

陈凤翔  陈虎良  陈茂新   陈   曦  陈孝锦  崔万友  常传兴  常禹萌  程文浩  党鹏君  邓传明  丁   坚 

董朝祥  董曙光  杜金奎  冯全普  葛   鹏  黄建钢  简    易  江长仁  靖殿元  李德明  李文晋  刘扬平 

刘晓鹏  穆毅锐  彭广京   乔卫兵  任   森  孙恪勤  王春林  王其芬  王若宁  王拓轩  王新华  王昕然  

王志民   魏   军  韦凯元  徐瑞芝  徐   昕  薛德星  杨   丹  杨德宏  杨发喜  杨在禄   姚   遥  赵全胜  

赵曙光  赵   伟  张向英  张学斌  张永安  周强武

优秀院友表彰名单

杰出贡献院友表彰名单

特殊贡献院友表彰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

热心院友表彰名单（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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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院 20 周年暨建系 56 周年之际，谨向多年来对我院建设和发展给予了巨大指导、支持和帮

助的教育部、国家机关、北京大学校领导、校内各兄弟单位、国内外各兄弟院校及科研机构、智库致以诚挚的感谢！

谨向多年来在学院（系）建立、建设和发展中付出了巨大心血、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学院老领导、老教师、全体教职

员工、学生及全体院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特别感谢多年来无论酷暑严寒，坚持辛勤工作，为学院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做出巨大贡献的教学督导组五位退休

老教授：

黄宗良教授、李玉教授、刘金质教授、王炳元教授、张映清教授

    

感谢广大院友、社会各界对学院建院 20 周年暨建系 56 周年庆典的支持和帮助，特别致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会安徽分会

北京大学青海校友会

天津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  王志英女士

深圳精锐教育集团董事长  张熙先生

DMC Investments Limited 执行董事、北大之友（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陈上智先生

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教育高级官员  刘小小女士

蔚来汽车联合创始人、总裁  秦力洪先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96 级本科院友王学永团队

智慧树网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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