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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在校党委和行政的正确领导下，我校外事工作又上新台阶。在合作

交流、引智项目、出国事务、学生交换、国际会议、合作办学、港澳台事务和部

门建设等几大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学校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等的提高，在引领学校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

　　2008年，我校先后成功举办了“走向世界”系列的“澳大利亚大学月”、

“美国文化月”、“日本文化节”和“西班牙语日”活动，活跃了校园文化，扩

大了国际影响。

　　在加强选择的前提下，新签校际协议6份、校级项目协议8份，使我校境外协

议院校达120所，涉及41个国家和地区，提前实现了我校2010年签约院校涉及40

概况

个国家和地区的目标，进一步完善了我校的全球性国际合作网络。初步建立了德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三

个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在区域合作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在孔子学院建设方面取得突破，与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

签订了我校的第一份孔子学院合作协议。

　　在引智工作方面，2008年我校共获得外国文教专家经费

477万元，获批准外国文教专家重点项目39项，聘请短期专家

155人次，聘请外籍教师26人，新聘名誉教授2人、顾问教授

1人、兼职教授9人。其中聘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图

灵奖获得者世界级大师以及2007年聘请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

者、优秀民生奖获得者世界级大师分别担任了我校理学院、

管理与经济学院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名誉教授，使我校成为两年来在北京市诺奖活动中，聘请诺奖

级大师最多、类别最全的高校，有力地促进了我校的学科建设、扩大了我校的影响。

　　在学生交流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我校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一流大学签订了学生交流协议，使我校参与境外

学习的学生人数达到了180人，比2006年翻了一番

多，达到了历史新高。同时，我校接待境外学生团组

8个，共523人，有力地推进了学生国际交流和校园国

际化氛围。

　　2008年，我校共派出121个出国及赴港澳台团

组，共计273人次，举办高水平国际会议5场。仅国际

交流合作处就接待来访团组180个，其中大学校长团

组45个，外宾1 100多人。与去年相比，总来访团组

增加6％，校长团组增加15％。来访层次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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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国际交流合作处共接待国外来访团组180个，接待外宾1 100多人；其中，大学校长团组45

个、企业团组10个、政府团组8个、驻华使馆代表团7个；短期校际交流学生团组8个，人数达到523人。

重要来访

　　2008年3月，捷克科学技术学会联合会

（Czech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ocieties）主席Daniel Hanus率领捷克科学

技术学会联合会代表团访问我校。杨树兴副

校长在主楼二层会议室亲切会见了代表团一

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际联络部双边交流

处副处长张丽娟、中国航空学会国际联络部

　　2008年4月7日下午，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校

长Muhammad Asghar在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科技

参赞Syed Ali Tallae的陪同下访问我校，受到胡海

岩校长和杨树兴副校长的热情接待。双方进行了

友好会谈。我校与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于2001

年签署两校合作谅解备忘录。几年来，两校的合

作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尤其是两校教师建立了

稳定的联系，并共同申请和开展了合作项目。双方都表示将继续支持两校间开展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交流

与合作。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吕昕，校长助理、科技处处长陈杰，校长助理、教务处处长庞思

勤，人事处处长于倩，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仲顺安，留学生中心副主任时春山以及国际交流合作处副处

长汪滢出席了会谈。会谈结束后，Asghar校长参观了我校与爱立信公司数字通信技术联合实验室以及电工电

子实验室，还与在我校攻读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巴基斯坦研究生进行了会谈。

部长王晓舟及北京科学技术协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徐跃也陪同访问。我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王庆林、宇

航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唐胜景等参加了会见。Daniel Hanus主席向杨树兴副校长详细介绍了捷克科学技术学

会联合会近些年的发展情况以及学会和捷克与世界上一些著名工科高校在科研上的合作与交流。杨树兴副

校长向Daniel Hanus主席一行表示欢迎，并向捷克客人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近年来学校在各学科领域取

得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所做的努力。在会谈中，双方就开展实质性合作等问题进行

了热烈的讨论和富有成效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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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4月18日上午，德国亚琛工业大

学(RWTH Aachen University)副校长Reinhart 

Poprawe访问我校。杨树兴副校长代表学校欢

迎Poprawe副校长的来访，并进行了友好会

谈。双方就两校自签订谅解备忘录以来在交

流与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各自的发展情况

进行了交流。杨树兴副校长和Poprawe副校长

都表示希望进一步推动两校间的实质性合作。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王庆林、研究生院副院长王渝、宇航科

学技术学院副院长唐胜景以及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师王茜倩出席了会谈。会谈结束后，Poprawe副校长在图

书馆报告厅为我校师生作了关于亚琛工业大学招收博士留学生的学科领域、导师情况的介绍，并回答了师

生的提问。

　　2008年4月21日下午，南非约翰内斯

堡大学（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代表

团访问我校，成员包括南非约翰内斯堡大

学主管学术副校长Angina Parekh，主管科

研副校长Adam Habib以及来自医学院、人

文学院、理学院和工程与建设环境学院的

5位教授，南非驻华使馆官员陪同访问。

我校党委副书记赵平代表学校亲切接待了代表团一行。赵平副书记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的来宾介绍了我校的

基本情况和发展目标，对约翰内斯堡大学的教师与学生来我校进行访问和交流表示欢迎。Angina Parekh副校

长和Adam Habib副校长分别就约翰内斯堡大学的整体情况及科研发展重点项目作了演示和介绍。随后双方

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会谈由我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王庆林主持，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邓玉林、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分党委书记张剑军、理学院教授孙华飞参加了会谈，双方围绕各自的学科领域进行了深

入的交流。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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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4月22日，瑞典皇家理工学院(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校长Peter Gudmundson教授率代表团访问我

校。胡海岩校长、杨树兴副校长亲切会见了代表团一行。

双方在主楼二层会议室进行了友好会谈。胡海岩校长对

Gudmundson校长首次访问我校表示欢迎，并简要回顾了北

京理工大学与皇家理工学院和爱立信公司的合作及近年的发

展情况。胡校长表示学校鼓励和支持我校教师、学生与瑞典

高水平大学的教授和研究人员开展更多实质性的合作项目，希望与皇家理工学院一同继续推进两校间的学

术交流与科研合作。Gudmundson校长介绍了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基本情况以及与中国高校间的紧密联系。

　　2008年4月26日下午，由科研处处长Dhesigen 

Naidoo教授率领的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Pretoria)代表团访问我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

王庆林代表学校接待了代表团一行，向他们介绍了

我校近期的发展以及国际化的进展情况。科技处副

处长徐文国向代表团介绍了我校重点发展的几个科

研领域。Naidoo处长表示中国和南非两国政府非常

重视和积极推动双方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比勒

陀利亚大学希望与北京理工大学在教师与学生交流、学术交流和共同科研方面进行密切合作，此次来访目

的也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实质性的合作、建立两校之间的校际合作关系。围绕这一来访目的，双方进行了友

好会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高等教育所所长杨东平、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助理李勤及相关人员参加了

会谈并就各自的学科领域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

重要来访

他希望在原有的良好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与北京理

工大学的合作。双方围绕博士生培养、科研合作以

及联合办学等内容进行了讨论。据介绍，我校已有

多名毕业生在皇家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项目，代表

团成员对我校学生的优秀能力表示称赞。会谈由杨

树兴副校长主持。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王庆林、信

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赵长明等参加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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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4月28日下午，英国中央兰开

夏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校长Malcolm McVicar访问我校，同行人

员包括语言和国际研究系主任John Shaw

和于飞霞女士。杨树兴副校长代表学校

欢迎McVicar校长一行的来访。双方在主

楼二层会议室进行了友好会谈。杨树兴

副校长介绍了我校近期的发展情况并简

要回顾了我校与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的

交流与合作，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两校

　　2008年5月1日上午，日本中央大学(Chuo 

University)副校长小林一哉、经济学部长松丸

和夫、经济学部谷川聪哲一行3人来我校进行

友好访问。我校杨树兴副校长在主楼二层会议

室亲切会见了代表团一行。杨树兴副校长对日

本中央大学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并

向来宾介绍了我校双语教学工作的情况。小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在科研上的合作。McVicar校长表示加强科研发展和国际化也是兰开夏大学今后的发展重点，因此此次来华

访问重点拓展在汉语教学与核能领域等科研方面的合作，希望能够与北京理工大学在科研领域方面进行更

深入的交流。会谈由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王庆林主持。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仲顺安、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梅文博、理学院副院长胡海云、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刘家康参加了会谈。会谈结束后，McVicar校长一行

分别访问了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与理学院。

林一哉副校长代表中央大学邀请我校领导出席于11月7－8日在上海举办的“中央大学上海国际讨论会”。

该会议由日本中央大学主办，拟邀请该校在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参加，就如何进一步加强中日大学校际交

流，推出高质量合作项目等问题进行探讨。杨树兴副校长代表学校对中央大学的邀请表示感谢，并希望由

此推动两校师生之间的交流及科研合作。随后，双方进行了友好会谈。我校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李金林等

参加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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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15日上午，葡萄牙国立米尼奥大

学（University of Minho）副校长Manuel Mota一行

访问我校。杨树兴副校长代表学校亲切会见了代

表团一行。杨树兴副校长代表学校对Manuel Mota

副校长的来访表示欢迎，希望通过此次来访加强

我校与葡萄牙一流院校的认识与交流，并拓展实

质性的合作。Manuel Mota副校长表示国立米尼奥

大学非常重视与中国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希望与

我校在科研、教学等方面开展积极的合作。Manuel Mota副校长还详细介绍了国立米尼奥大学的基本情况和

国际交流合作情况。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会谈由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王庆林主持，教务处副处长

徐瑾、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赵长明、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助理李勤等参加了会谈。

　　2008年5月23日，白俄罗斯国立大学(Belarusian State University)校长斯特拉热夫(Vasil Stražaǔ)、副校长

Vladimir Yurjevich Tikhonov一行来我校访问。党

委书记郭大成在主楼二层会议室会见了来访客

人。郭大成书记对斯特拉热夫校长的来访表示欢

迎，并向来宾介绍了我校的发展历史以及近年来

在教学科研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斯特拉热夫校

长对郭书记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向郭书记介

绍了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在基础研究及国防科技等

领域的优势学科。双方表达了今后进行合作的愿

望，并就两校未来的合作事宜交换了意见。

　　2008年5月24日上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副校长John Hepburn一

行6人访问我校。我校党委副书记侯光明代表学校亲切会

见了代表团一行。侯光明副书记代表学校对John Hepburn

副校长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希望通过此次来访加强我校与

UBC在生命科学和其他学科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共同开展

学术研究，互派访问学者，促进两校学生之间的交流。双

方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会谈由国

重要来访

际交流合作处副处长汪滢主持，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邓玉林和院长助理李勤等参加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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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26日上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

学夏洛特分校(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教务长兼学术副校长Joan Lorden一

行访问我校。我校赵长禄副校长和杨树兴副校

长代表学校欢迎Joan Lorden副校长一行，双方

在主楼二层会议室举行会谈。会谈由国际交流

合作处汪滢副处长主持。教务处副处长徐瑾、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赵长明及相关学科的

教授参加了会谈。Joan Lorden副校长介绍了北

　　2008年7月9日上午，以色列海法

大学(University of Haifa)理事会主席

Leon Charney一行访问我校，胡海岩校

长和杨树兴副校长在主楼二层会议室

亲切会见了代表团一行。中国人民外

交学会亚非拉部主任曾建华、亚洲金

融合作论坛秘书长肖武男、亚洲金融

合作论坛执行长冯凯瑜等陪同访问。胡海岩校长代表学校对Leon Charney先生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

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胡校长表示我校与以色列的高校过去交往不多，希望通过此次来访加深双方的了

解，推动我校与以色列一流大学间的交流与合作。Leon Charney先生对胡海岩校长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

介绍了海法大学在最近几年的科研发展和与美国和欧洲著名大学的合作情况。他认为我校是中国一流的理

工大学，在国际上也享有良好的声誉，希望能够促进我校与海法大学成为友好合作院校。随后，宾主双方

进行了友好的会谈。会谈由杨树兴副校长主持。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王庆林、科技处副处长徐文国和相关

人员参加了会谈。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双方就今后的合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Joan Lorden副校长一行还访问了智能机器

人实验室、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生物信息实验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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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8月8日—9月20日，我校高

质量完成了奥运会排球比赛和残奥会盲

人门球比赛，并出色地完成了重要外宾

的接待任务。在此期间，我校共接待国

家元首级贵宾10余位、国家体育部长40

余人次、国际奥委会残奥会官员100余

人次，其中包括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

Juan Antonio Samaranch、国际残奥委会

主席Philip Craven、国际排联主席Ruben 

Acosta、巴西体育部长Orlando Silva以

　　2008年10月23日下午，爱尔兰高等教育局

(Higher Education Authority)局长Michael Kelly先

生一行6人访问我校，洽谈爱尔兰高校与我校和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研究会合作

事项。我校副校长兼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引进

国外智力研究会理事长杨树兴热情会见了代表

团。会谈中，杨树兴副校长向代表团介绍了我

校及北京高校引智研究会的有关情况，并特别

回顾了我校与爱尔兰高校的合作情况，以及北

京市高校引智研究会在国家外国专家局协调下准备开展的与爱尔兰高校联盟合作的情况。Michael Kelly局

长表示，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北京理工大学访问，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交流，开展学生互访，促进北京理

工大学与爱尔兰高校的合作。同时，希望能够与北京市高校引智研究会进一步洽谈关于2009年在爱尔兰举

办的领导力发展项目。随后，双方就具体合作事宜进行了会谈。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司长杨长

聚、国际合作处处长雷风云，爱尔兰高威理工学院(Galway-Ma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校长Marion Coy、

都柏林城市大学(Dublin City University)国际事务部主任Marie Heraughty、都柏林城市大学工程与计算机

学院院长Jim Dowling、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The University of Dublin, Trinity College)国际学生部主管John 

McPartland和都柏林理工学院(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ing Wu，以及我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兼北京

高校引智研究会副理事长王庆林、软件学院书记王树武参加了会谈。

及保加利亚总统，瑞典、汤加等国王储等重要国际官员和国际友人。我校各单位团结一心，在广大师生辛

勤努力下，美丽的校园环境、完善的体育设施和细致入微的接待都给来访外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重要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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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1月17日，英国利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eeds)校长Michael Arthur访

问我校，受到胡海岩校长和杨树兴副校

长的亲切接待。双方在主楼二层会议室

进行会谈。杨树兴副校长代表学校欢迎

Michael Arthur校长的来访，并回顾了两

校之间的交流，介绍了我校近期的发展

　　2008年11月18日上午，由越南黎

贵敦大学(Le Quy Don University)副校

长Vu Thanh Hai率领该校代表团访问我

校。杨树兴副校长代表学校亲切接待了

Vu Thanh Hai副校长一行。双方在主楼二

层会议室举行了会谈。国际交流合作处

处长王庆林向代表团详细介绍了我校在

教学、科研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的成

就。留学生中心张卓立老师介绍了我校

留学生教育的情况。Vu Thanh Hai副校长

情况。Michael Arthur校长感谢我校的热情接待，并简要介绍了利兹大学的情况和此次来访的目的。利兹大

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将在上海设立中国办公室，进一步推动与中国高校之间的实质性交流与合作。陪同

Michael Arthur校长来访的有利兹大学国际部中国事务主任王红和中国办公室项目官员李静。会谈由国际交

流合作处处长王庆林主持，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主任林海、教务处副处长韩宝玲、副处长徐瑾以及人文社

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李寿平参加了会谈。

对我校在人才培养和产学研结合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希望以后能向我校派出高水平研究生或青年

教师来留学。黎贵敦大学是越南一所著名的国防院校，现有6名来自黎贵敦大学的留学生在我校学习汉语。

明年，这些学生将正式成为我校一年级留学生。会谈结束后，代表团一行还参观了我校信息学院光电创新

教育实验基地、激光试验室及继续教育学院。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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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在加强选择的前提下，我校与国外院校新签校际合作协议6个，校级项目协议11个，使与

我校有校际合作关系的境外院校达到120所，遍及五大洲41个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完善了我校的全球性

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

协　议　名　称 签订时间

1 北京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校际协议备忘录 2008.04

2 北京理工大学与新西兰梅西大学谅解备忘录 2008.05

3 北京理工大学与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谅解备忘录 2008.10

4 北京理工大学与葡萄牙里斯本技术大学高等理工学院合作协议 2008.10

5 北京理工大学与亚美尼亚埃里温国立大学谅解备忘录 2008.11

6 北京理工大学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谅解备忘录 2008.12

2008年我校新签校际合作协议列表

2008年我校新签项目协议列表

协　议　名　称 签订时间

1 北京理工大学与韩国昌原机械工业高等学校合作协议书 2008.04

2 北京理工大学与韩国建国大学交换学生项目协议 2008.04

3 北京理工大学与美国卡罗莱纳教育交流协会谅解备忘录 2008.04

4 北京理工大学与越南黎贵敦技术大学关于培养越南本科生合作协议 2008.05

5 北京理工大学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学生交换谅解备忘录 2008.05

6 北京理工大学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学生交换谅解备忘录 2008.05

7 北京理工大学与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学生交换与教育项目谅解备忘录 2008.07

8 北京理工大学与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合作协议 2008.09

9 北京理工大学与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关于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 2008.10

10 北京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关于开设及管理“联合授予学位的高级研究
学位项目”谅解备忘录

2008.10

11 北京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关于博士培养合作协议 2008.10

新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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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校新签订学院间合作协议

协　议　名　称 签订时间

1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与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
谅解备忘录及意向书

2008.02

2 北京理工大学智能机器人研究所与中国台湾大学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实验室
科研合作协议

2008.07

3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与俄罗斯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
合同书

2008.08

　　2008年7月2日上午，杨树兴副校长与美国史蒂

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副校长

Maureen Weatherallf在主楼二层会议室签署了两校学

生交换和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在本科生联合培

养、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访学和教学合作等方面开

展全面实质性合作。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美国史蒂

文斯理工学院崔洪亮教授和中国事务顾问陈映茜女

士，我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王庆林、教务处副处

长闫达远和徐瑾。

　　2008年10月9日上午，杨树兴副校长代表我校

与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University of Lagos)副校长

Modupe Ogunlesi在主楼二层会议室签订了《北京理

工大学与拉各斯大学关于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

根据协议，两校将在国家汉办的支持下共同在尼日

利亚拉各斯建立孔子学院。 签字仪式由国际交流合

作处处长王庆林主持，我校党委副书记侯光明、孔

子学院院长Duro Oni、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喻

佑斌等参加了签字仪式。签字仪式上，杨树兴副校

长和Modupe Ogunlesi副校长还共同签订了两校合作

谅解备忘录。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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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0月16日，胡海岩校长与葡萄牙里斯

本技术大学高等理工学院(Instituto Superior Técnico, 

IST, Universidade Tecnica De Lisboa)校长Carlos Matos 

Ferreira分别代表学校在我校主楼二层会议室正式签

署两校校际合作协议。签字仪式由国际交流合作处

副处长汪滢主持。我校杨树兴副校长、校长助理、

科技处处长陈杰、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王庆林、里

斯本技术大学高等理工学院外事副校长José Santos-

　　2008年11月19日上午，我校与亚美尼亚埃里温

国立大学(Yerevan State University)校际谅解备忘录签

字仪式在主楼二层会议室举行。赵长禄副校长与来

访的亚美尼亚埃里温国立大学校长Aram Simonyan分

别代表各自学校在备忘录上签字。签字仪式和会谈

由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王庆林主持。教务处副处长

徐瑾、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喻佑斌出席了签字

仪式和双方会谈。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两校将

Victor、科研副校长助理Maria Teresa Duarte参加了签字仪式及双方会谈。会谈结束后，Carlos Matos Ferreira

校长一行参观了我校光电实验室，对我校在虚拟现实技术等方面取得的科研成果表示赞赏。

　　2008年6月10日下午，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University of Newcastle）副校长、商业与法律学

院院长Stephen Nicholes一行访问我校。国际交流合

作处处长王庆林、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张剑

军及相关人员参加了接待和会谈。双方深入商讨了

在本科及研究生合作培养、教师互访、共同申请科

研项目等领域的合作事宜。最后，张剑军教授代表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与Stephen Nicholes教授共同签署

在促进师生交流等方面开展多层次合作。至此，我校已与40个国家和地区的119所大学签署了校际协议。

了《关于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与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商业与法律学院合作的备忘录》。本次

双方签订的协议标志着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与纽卡斯尔大学将开展长期稳定的交流和合作。

新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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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积极推进国际区域合作和集团合作，2008年，我校初步建立了德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三个国际交

流合作平台，在区域合作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国际交流

党委副书记赵平率我校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大学

　　2008年4月上旬，我校党委副书记赵平率我校代表团一行5人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澳大利亚西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和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进行了友好访问。此次访问的目的是根据我校2008—2010年国际交

流与合作规划，开拓并强化我校与澳新地区一流大学的实质性合作，落实我校2008年工作重点中有关国际

交流合作的任务，为我校成批选派学生出国访学，以及推进我校在学生培养、教师交流和科研合作等方面

与国外一流大学的合作开拓机会。访问期间，赵平副书记代表学校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和新西兰梅西大学

签署了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至此，与我校建立合作关系的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合作大学达到了38个国家

和地区的115所。

　　2008年4月1日，党委副书记赵平率我校代表团访问

了澳大利亚西澳大学，与该校常务副校长Margaret Seares

以及研究生、本科生、国际学生和科研等部门的主要负

责人进行了会谈。双方分别介绍了两校的基本情况，就

研究生、本科生的交流以及博士生联合培养的可行性模

式进行探讨，达成初步合作的意向。会谈结束后，赵平

副书记代表我校和西澳大学Margaret Seares常务副校长签

署了《北京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校际合作谅解

备忘录》，双方一致同意，今后在教师交流、学生访学

和合作科研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2008年4月3日，我校代表团一行抵达了澳大

利亚首都堪培拉市，开始了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的访问活动。访问过程中，代表团与常务副校长

Lawrence Cram进行了会谈，先后走访了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工程与计算机学院、商业与经济学院

和学生服务中心，参观了学校主图书馆。此次访

问是自2007年5月25日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签订

两校合作协议以来，我校校级代表团首次访问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本次访问对双方互通信息，增

进友谊，加深了解，促进两校合作项目的深入开

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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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胡海岩校长率我校代表团访问德国、西班牙合作院校

　　2008年5月19—28日，胡海岩校长应邀访问了德国亚琛工业大学(Aach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柏林

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慕尼黑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和西班牙马德里理

工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adrid)、瓦伦西亚理工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Valencia)5所理工大学，参

　　2008年4月8日，我校代表团一行访问了奥克兰

大学工程学院。奥克兰大学工程学院院长Michael C. 

R. Davies、国际事务副院长Wei Gao、化学与材料工

程系系主任George Ferguson和机械工程系的Enrico 

Hämmerle与代表团进行了座谈。双方围绕国家“建设

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就我校与奥克兰大学

在开展研究生培养、教师交流和科学研究等方面达成

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两校之间应进一步加强人员之

间的交流与互动，增进彼此了解，进而实现双方深层

次和实质性的合作。双方同意，两校的合作交流可先

从奥克兰大学工程学院与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做

起，逐步推向全面。

　　2008年4月9日，党委副书记赵平率领代表团一行

访问了新西兰梅西大学奥克兰分校，与常务副校长

John Raine和助理副校长Chris Moore进行了会谈，并

签署了《北京理工大学与梅西大学校际合作谅解备忘

录》。

加了在瓦伦西亚举办的国际会议“Open Innovation 

& University: Competitiveness & Development”，

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

　　本次胡校长率代表团出访，重点在于通过对

亚琛工业大学、柏林工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

这3所德国“精英大学”（Elite-Uni）的访问，进

一步巩固和加强我校以德国“精英大学”为核心

的区域性合作平台，通过强强合作，促进我校研

究型大学的建设进程；通过对马德里理工大学、

瓦伦西亚理工大学的访问，进一步强化我校同西

班牙理工大学联盟的友好合作，进而带动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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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同拉丁美洲地区高校的交流合作，扩大我校的国际影

响，服务我校2020年建设“国际知名”大学的目标。

　　2008年5月19日，胡海岩校长率我校代表团访问了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与我校于2007年10月

建立两校合作关系，是德国9所精英大学之一。本次访

问是我校校级代表团对亚琛工业大学的首次访问。胡海

岩校长与亚琛工业大学校长Burkhard Rauhut、副校长兼

激光技术研究所所长 Reinhart Poprawe、技术转移与研

究基金部门负责人等分别举行了会谈。Burkhard Rauhut

校长向胡校长详细介绍了亚琛工大的现状以及进行教

育教学改革的思路和具体做法，胡海岩校长与Burkhard 
Rauhut校长就两校间在教师合作、学生互派以及科研与办学方面的合作进行了认真、深入、细致的探讨，并

就两校在学生交流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两位校长分别代表各自的学校签署了两校学生交换协议。访问期间，

胡校长一行还参观了亚琛工业大学自动控制系、激光

技术研究所等部门。

　　2008年5月21日，胡海岩校长率我校代表团访问

了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柏林工业大学与我校于1984年

建立校际合作关系，是德国9所精英大学之一，曾为

我校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是我校对德合作的重要

支撑伙伴。

　　柏林工业大学对我校代表团的到访做了精心的安

排。柏林工大校长Kurt Kutzler、负责国际合作事务

以及负责中国合作项目的有关负责人和教授们与代表

团全体成员进行了深入的会谈。会谈中，Kutzler校长

介绍了柏林工大的情况，从学院、学科到专业调整谈到德国的教育制度改革以及收费的改革等。随后，其

他几位参加会谈的德国教授也分别谈了各自的研究领域以及同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在内的中国相关大学的合

作。胡校长对Kutzler校长的欢迎和介绍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北京理工大学近年来的发展情况、目前两个校区

的运作情况，又结合2007年的本科教学评优谈了如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此外，胡校长还谈到北京理

工大学正在从以工程研究为主向工理结合和多学科方向发展，说明了加强理科建设的举措等。同时，胡校

长还希望柏林工大协助北理工招聘一些有德国研究背景的优秀人员，以促进我校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和加强

我校同德国高校的深层合作。

　　本次访问中，代表团还先后参观了柏林工大的流体力学研究所和水下螺旋桨推进实验室。

　　2008年5月23日，胡校长率我校代表团访问了慕尼黑工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与我校于2004年6月正

式建立校际合作关系，曾培养出近20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德国首批选出的3所“精英大学””(Elite-Uni)

之一。慕尼黑工业大学对胡校长的到访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做了精心的安排。慕尼黑工业大学校长Wolfgang 

A. Herrmann和副校长Liqiu Meng（孟丽秋）与胡校长进行了友好的会谈。慕尼黑工大两位校长向胡校长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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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细介绍了他们的强势学科领域，以及德国目

前的教育改革。作为首先进入9所精英大学

的前3所大学之一，慕尼黑工业大学在今年

的排名中，师资和科研能力被评为最强，

87%的学科被评为世界一流。该校共有3个校

区，还有一个酿酒厂和一个啤酒厂，他们认

为这是和工程结合的范例。胡校长介绍了北

京理工大学的最新发展情况，我校“211”和

“985”工程建设的重点，我校国际交流合作

的思路和具体做法。胡校长还就合作办学、

教师之间的合作、网站宣传、建立孔子学院等问题与德方进行了深入交谈。会谈结束后，胡校长与Liqiu 

Meng（孟丽秋）副校长分别代表两校签订了学生交流协议。

　　2008年5月24日至25日，胡海岩校长率

我校代表团访问了马德里理工大学。访问

期间，胡校长同马德里理工大学校长Javier 

Uceda、副校长Gonzalo Leon Serrano、副校

长Emilio Minguez Torres、副校长Ernestina 

Menasalvas Ruiz等就两校合作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交流。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教育一秘

王志伟参加了会谈，并对我校同西班牙高校

的合作表示积极支持。

　　应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校长Juan Julia 

Igual邀请，我校校长胡海岩于2008年5月26日

至27日参加了瓦伦西亚理工大学40周年校庆

和为此举办的国际会议“Open Innovation & 

University: Competitiveness & Development”，

并在会上发表演讲。在会议期间，胡海岩校长

一行还与瓦伦西亚理工大学的有关人员举行了

多次会晤，就推进和加深两校间的进一步合作

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讨。其中我校宇航

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唐胜景和外国语学院院长

吴树敬还分别与对方宇航学院和应用语言学系

的教授们进行了会谈，讨论了两校在相关学科

的交流与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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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郭大成参加ICED2008年年会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杨树兴副校长参加“2008北京国际教育博览会国际教育合作与

发展高层研讨会”并演讲

纪委书记杨蜀康应邀参加“互动发展 推动交流研讨会”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2008北京国际教育博览会国际教育合作与发展高层研讨

会”于2008年5月8日在北京长城饭店举行，我校副校长杨树兴应

邀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研讨会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

部分区县主管外事有关领导、高校及中小学校主管国际交流与合

作的相关领导、部分外省市教育厅有关领导、驻华使馆有关人员

等出席会议。杨树兴副校长的演讲题目是“合作 发展 共赢”。演

讲受到了与会听众的热烈欢迎。在研讨会上，杨树兴副校长还与

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校长Ralph Eichler进行了友好的会晤。

　　2008年6月11日至15日ICED（世界教育发展联盟）“2008年国

际学术会议暨中国高等教育论坛”在美国犹他大学(The University 

of Utah)举行，会议由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主办，

犹他大学承办。学校党委书记郭大成应邀出席会议。郭大成书记

在“领导者论坛”上作了《以特色求生存、以质量谋发展》的主

题发言，向与会的国际代表简要地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

并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展示了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特色发

展，以及作为学校领导者的角色定位。

　　2008年9月5－6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澳大利亚大学

协会共同主办的 “互动发展 推动交流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我校

纪委书记杨蜀康等30多位中国大学校级领导、15位澳大利亚大学

校长和代表、澳大利亚大学协会代表及教育部、澳大利亚驻华使

馆官员应邀出席。会议期间，杨蜀康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公使

衔教育参赞Iain Watt先生和教育参赞Quentin Stevenson-Perks先生进

行了交流，并应邀出席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澳大利亚大学

协会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

　　在积极推动区域合作的同时，我校多次应合作伙伴、驻华使馆及教育机构的邀请参加国内外重要的教育

交流活动，并在活动中作主题报告，促进了实质性交流，也对提高我校的国际知名度，促进与一流院校的交

流与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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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郭大成参加 “全球化背景下中俄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趋势”

双边研讨会并作大会报告

　　2008年11月3日，党委书记郭大成参加了在哈尔滨举

行的“全球化背景下中俄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趋势”双边

研讨会。此次会议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莫斯科鲍曼国立技

术大学联合举办，旨在广泛联络中俄两国工程教育的大

学、企业和研究院所等机构，推进中俄两国工程技术研究

者和工程教育研究者的合作与交流。会议期间，党委书记

郭大成及中国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

远清，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

大学(Bauman Moscow State Technical University)教学法副

校长科尔舒诺夫等13位嘉宾和代表作了大会报告，郭书记

的报告题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转型与挑战》，就中

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和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

讨，并着重介绍了我校在工程教育方面的实践经验和做法。郭大成书记还主持召开了第一组圆桌会议，与

会代表就“中俄工程教育合作前景、途径及比较研究”这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一致认为，要以本

次会议为契机，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中俄两国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要相互学习工程教育的经验与

特色，交流活动应系列化、制度化，并共同探讨建设中俄工科大学联合会的途径。

党委副书记赵平应邀参加“中美加学生事务北京峰会”并作报告

　　2008年11月7日至10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及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同主办，北京高校学生

工作学会、中美国际项目交流集团、北京高校心理素质教育研究会联合承办的中美加学生事务北京峰会在

京隆重召开。这是中国、美国、加拿大三国高校首次共同研讨学生事务工作， 来自耶鲁大学等40所知名高

校以及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中国高校负

责学生事务的校领导、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共

200多人参加了峰会。我校党委副书记赵平，

学生工作部部长刘明奇，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相关教师，外国语学院担任翻译的10名同

学等参加了此次峰会。我校党委副书记赵平作

了题为《中国高校学生事务》的报告，赵平在

报告中概括地介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背景以及

高校学生事务的组织结构，详细地阐述了高校

学生事务的内容，并对未来的学生事务工作进

行了积极的展望。

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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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副书记侯光明参加“东亚时代及

大学间的合作”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2008年11月8日，我校党委副书记侯光明同志

应邀出席了由日本中央大学主持在上海环球金融中

心举行的上海国际研讨会——“东亚时代及大学间

的合作”，并作了题为《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

使命与推进方式》的主旨发言，倡导建立国际大学

战略联盟，推动大学国际化进程。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纪委书记杨蜀康应邀参加汉莎航空技术公司全球合作伙伴峰会

　　应汉莎航空技术公司的邀请, 2008年11月17日

至22日，北京理工大学纪委书记杨蜀康、管理与经

济学院院长李金林、孟凡臣教授在德国汉堡参加了

汉莎航空技术公司全球合作伙伴峰会，来自德国及

其他国家40余所著名高校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会

议主要讨论了大学教育体制的改革对跨国公司人力

资源战略的影响以及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高等

学校的合作问题，杨蜀康书记应邀在会议上发言。

杨蜀康书记代表学校感谢汉莎航空技术公司对我校

的支持，并预祝汉莎航空技术公司与我校合作取得

更大的成就。

孙逢春副校长应邀参加“中欧研究生

教育与合作研讨会”并作特邀报告

　　2008年12月10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和欧洲大学协会(EUA)及欧盟驻华使团联合举办的

“中欧研究生教育与合作研讨会”在欧盟使馆举

行。我校孙逢春副校长应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

作了题为《中国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教育》的特邀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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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学校共聘请了6个国家26名长期外籍教师来校从事英语、日语、德语、设计艺术课程和师资外

语培训高级班课程的教学工作。其中，美国英语协会（ELIC）派遣教师13人，德国德意志学术交流中

心（DAAD）派遣教师1人，项目聘请教师4人。他们在尽职尽责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还积极策划、参与

和配合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为学校的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外国专家

序号 姓名 国别 性别 专业 工作期限

1 Brandon Paul 美国 男 英语 2007.09.01—2009.08.31

2 Perry Kuhn 美国 男 英语 2007.09.01—2008.08.31

3 Scott Wayne Holliday 美国 男 英语 2007.08.28—2009.08.27

4 Brooke Jennifer Holliday 美国 女 英语 2007.08.28—2009.08.27

5 Cassandra Lee Fawcett 美国 女 英语 2007.08.28—2009.01.31

6 Jenny Suk Park 美国 女 英语 2007.08.28—2008.08.27

7 Aaron Kyle Wheeler 美国 男 英语 2007.08.28—2009.08.27

8 Danielle Marie Wheeler 美国 女 英语 2007.08.28—2008.08.27

9 Samuel Eugene Stallings 美国 男 英语 2007.08.28—2008.08.27

10 Patricia Dunn Raisor 美国 女 英语 2007.08.28—2009.08.27

11 David Rupert Raisor 美国 男 英语 2007.08.28—2009.08.27

12 Rachel Michelle Colle 美国 女 英语 2007.08.28—2009.08.27

13 Austin Coover 美国 男 英语 2007.09.01—2008.08.31

14 Barbee Michael Louis 美国 男 英语 2008.09.01—2009.08.31

15 Genevieve M. Greathouse 美国 女 英语 2008.09.01—2009.08.27

16 Tawnya Lynne Gilliland 美国 女 英语 2008.09.01—2009.08.27

17 Jonathan Reeves Smyth 美国 男 英语 2008.09.01—2009.08.27

18 Stefan Sklenka 德国 男 德语 2007.09.01—2009.08.31

19 Christopher Pascal Dege 德国 男 德语 2007.09.01—2009.08.31

20 Yoko Yano 日本 女 日语 2007.09.01—2008.08.31

21 Akira Inomata 日本 男 日语 2007.09.01—2009.08.31

22 Nomura Yoshio 日本 男 日语 2008.09.01—2009.08.31

23 Henry Clay Jones 美国 男 合作项目 2008.08.15—2009.08.14

24 Aaron Arthur Lyons 澳大利亚 男 合作项目 2008.08.15—2009.08.14

25 Fu Yan 新西兰 女 合作项目 2008.10.20—2009.06.30

26 Ju Jong Man 韩国 男 合作项目 2007.09.01—2009.08.31

2008年在我校工作的长期外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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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2008年9月，根据学校良乡校区建设需要，ELIC派遣教师分成两个教师组，有5位教师到良乡校区工

作。工作之余，为了使良乡校区的学生有一个愉悦、轻松的纯英语实践环境，他们发起组织了The Common 

Ground Coffee House活动。The Common Ground 活动每月举办一次，每次两场，每场40名学生。在这里，学

生可以展示和实践自己的英语特长，锻炼自己的英文表达和表演能力；可以暂时告别紧张的课业，与来自

不同专业的学生和外籍教师用英语进行交流和沟通。

　　外籍教师主动配合学校工作，参与、策划和组织了“美国文化月”和“日本文化周”活动。在“美国

文化月”活动期间，ELIC教师先后做了5场关于美国文化的讲座，2场美国文化电影赏析，举办Coffee House

和圣诞节庆祝活动。

　　在“日本文化周”活动中，我校日语外教担任了“北京市日语大二年级演讲比赛”的评委，并辅导我

校3名参赛选手参与了此次演讲比赛，并获得了一名一等奖和两名二等奖的优异成绩。

　　Brandon Paul先生于2005年9月来校工作，主要从事高级师资外语培训写作

课程的教学工作。Brandon Paul先生勤奋敬业，在三年多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

富的教学素材和体验，在国际交流合作处资助下出版了全新视角的英语写作教

材——《互动英语写作（Writing is Dialogue）》。

　　为了帮助外籍教师更好地了解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促进人文交流、丰富外籍教师的业余生活，国际交流合

作处在国家外专局的支持下，定期组织外教观看文艺表演、参观奥运场馆，并

组织他们到外地参观游览，增进了外教对中国的了解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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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我校新聘请国外及港澳台教授为我校名誉教授2人，顾问教授1人，兼职教授9人。

职称 姓名 所在单位 聘期 聘请学院

名誉教授 James Mirrlees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 2008.10— 管理学院

名誉教授 John E. Hopcroft 美国康奈尔大学 2008.10— 计算机学院

顾问教授 John. Anderson 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 2008.9—2011.8 化工学院

兼职教授 朱松纯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 2008.3—2013.3 计算机学院

兼职教授 黄忆宁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2008.3—2011.3 理学院

兼职教授 斯蒂芬·霍波 德国科隆大学航天与航空法研究所 2008.3—2010.3 人文学院

兼职教授 项建华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医学院 2008.3—2012.2 生命学院

兼职教授 肖海 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 2008.6—2013.6 机车学院

兼职教授 肖伟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医学院 2008.4—2011.3 生命学院

兼职教授 王嗣俊 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 2008.6—2013.5 管理学院

兼职教授 David Hui 美国新奥尔良大学 2008.7—2011.7 宇航学院

兼职教授 Joanne Irene Gabrynowicz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法学院
国家遥感航空与航天法中心

2008.10—2011.12 人文学院

2008年我校聘请国（境）外名誉学衔列表

　　2008年11月11日下午，北京理工大学名誉

教授聘任仪式在主楼二层会议室举行。1996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爵士（Sir 

James Mirrlees）(右) 和1986年图灵奖获得者约

翰·E·霍普克洛夫特教授（John E. Hopcroft）被

聘为北京理工大学名誉教授。聘任仪式由杨树

兴副校长主持。胡海岩校长向两位教授颁发聘

书，佩戴北京理工大学校徽。聘任仪式上，管

理与经济学院院长李金林介绍了詹姆斯·莫里

斯爵士的学术成就，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院

长牛振东介绍了约翰·E·霍普克洛夫特的学术

成就。胡海岩校长代表北京理工大学欢迎詹姆

斯·莫里斯爵士和约翰·E·霍普克洛夫特博士访问我校，对他们成为我校名誉教授表示了真诚的祝贺，并与二

位顾问教授就大学科研的发展、学生科研素质的培养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聘任仪式结束后，两位名誉教授

分别为我校师生做了两场精彩的演讲。

外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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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9月11日上午，我校聘任美国伊利诺理工大

学(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校长John L. Anderson为
顾问教授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三层报

告厅举行。胡海岩校长为John L. Anderson教授颁发聘书

并佩戴校徽，胡海岩校长致辞，祝贺John L. Anderson教
授受聘，欢迎John L. Anderson教授作为学校的一员经常

到学校来，并介绍了两校历来的合作情况，希望两校继

续加强合作，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John L. Anderson教
授向胡海岩校长表示感谢，表示将作为我校顾问教授继

续推进两校间的合作。随后，化工与环境学院教师代表陈晋南教授代表全院师生对John L. Anderson教授表

示热烈的祝贺。聘任仪式结束后，John L. Anderson教授作了题为《教育项目国际化的益处》的精彩报告。

　　2008年3月11日下午，北京理工大学空间法研究所兼职教授聘任仪式在主楼二层会议室举行。德国科隆

大学(University Koeln)空间法研究所所长Stephan Hobe

受聘为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党委副书记赵平向

Hobe教授颁发了聘书。在聘任仪式上，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副院长、北京理工大学空间法研究所所长李寿平

副教授介绍了Stephan Hobe教授的学术成就。Stephan 

Hobe教授对受聘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感到非常荣

幸，表示一定会努力工作，为北京理工大学的空间法领

域研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前，Stephan Hobe教

授已为北理学子带来两场精彩讲座，分别题为 “欧洲

空间局和空间旅游的法律研究”以及 “国际空间站法

律问题研究”，受到师生好评。

　　2008年6月2日上午，我校在主楼二楼会议室举行仪

式，聘请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王嗣俊博士为我校兼职教授。王嗣俊

教授现为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终身教授、Machl Air 
Services 特聘主席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墨西

哥CETYS 大学特聘教授，担任商务研究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评审委员会成员、市场学期刊

《Journal of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评审委员会

委员、零售学期刊《Journal of Retailing》评审委员会委

员、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年会评审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国际商务、电子商务、服务科学、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在研究领域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各种权威学术杂志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50余篇，在相关研究领域享有较高的声誉。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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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2月20日，在2008中国

空间法学年会暨“和谐世界中的空

间法治”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法学院教授，美国国家

遥感、航空与航天法中心主任Joanne 

Irene Gabrynowicz受聘为我校兼职

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侯

光明教授主持了聘任仪式，并向

Joanne Irene Gabrynowicz颁发了兼职教授聘书和佩戴了北京理工大学校徽。聘任仪式结束后，Joanne Irene 

Gabrynowicz向大会作了《美国国家空间法律制度及其新发展》主题报告，系统地向中国空间法学者和北

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师生讲述了美国空间法律体系和美国国家空间活动管理体制，并对美国空间法的最新发

展、美国国家遥感法的最新发展向大会进行了报告。

　　2008年9月9日下午，我校举行了

国际计算机知名学者、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朱松纯教授的兼职教授和

博士生导师聘任仪式。党委副书记侯

光明教授向朱松纯教授颁发了聘书。

仪式结束之后，朱松纯教授为全校师

生作了一场题为《计算机视觉——基

础，前沿与趋势》的精彩讲座。朱松纯教授1991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1996年获哈佛大学计算

机博士学位。现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统计系及计算机系终身教授、计算机视觉与图像科学中心主任，在

计算机视觉与图形图像处理领域取得了很多国际领先的成果。朱松纯博士还兼任国内多所高校和研究所客

座教授，并于2007年入选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外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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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基地”建设）

背景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的迅速提高，国家“985”、“211”工程的相继实施，我国部分高等

学校的硬件设施已有明显改善；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科研基地的建设

运行，为吸纳国际上高水平科技人才创造了基本条件，营造了与国外一流人才共同开展科技研究工作的氛

围。多年以来，国内部分高校通过不同形式，利用不同渠道开展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工作，引进了一

批具有高深学术造诣的高水平海外人才，对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为促进高校重点学科和优势学科建设，全面提升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教育部和国

家外国专家局联合制定了“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简称“ 111计划”）“十一五”规划，以建设

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为手段，重点支持“985高校”和基地中的111个学科和专业建设。

“111计划”于2006年启动，在24个试点高校选择建设了26个“学科创新引智基地”。2007年，“111计

划”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遴选采取了申报评审的方式，共有51所高校的51个基地入选，我校“特种分

子纳米科学与技术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2008年，共有49 所高校的49个基地入选，我校“特种机动平

台设计制造科学与技术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

主要内容

1.“111计划”的宗旨：建一流大学，要从一流的学科和一流的专业开始。

2.“111计划”的形式：从世界前100所大学中，引进1 000位学术大师、骨干，建100个引智基地。

3.“111计划”的经费：每年180万（其中国家外国专家局90万；教育部90万，从“985工程”建设经费

中列支），连续支持5年，共计900万。

4.“十一五”期间的总体目标：瞄准国际学科发展前沿，围绕国家目标，结合高等学校具有国际前沿水

平或国家重点发展的学科领域，以国家重点学科为基础，以国家、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为平台，从世界

排名前100位的大学或世界排名前20名的学科或研究机构的优势学科队伍中，引进、会聚1 000余名海外学术

大师、学术骨干，配备一批国内优秀的科研骨干，形成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建设100个左右世界一流的学科

创新引智基地，努力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科技成果，提升学科的国际竞争力，提高高等学校的整体水平和

国际地位。

序号 批准年度 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在学院

1 2007年 特种分子纳米科学与技术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李前树 理学院

2 2008年 特种机动平台设计制造科学与技术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黄  强 宇航科学技术学院

我校获批的“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项目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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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分子纳米科学与技术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基地负责人：李前树              学科方向：应用化学 

特种分子纳米科学与技术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于2006年获批，是以北京理工大学应用化学国家重点学

科、物理化学国防科工委重点学科和军事化学与烟火技术国防特色学科以及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为支撑，有明显军工研究特色的引智基地。

本引智基地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功能分子的理论模拟与设计；分子薄膜的形成机理和实验制备研究；

基于表面等离子体波共振仿嗅觉分子识别的关键理论和应用研究；细菌视紫红质仿生光电材料与器件的关

键理论和应用研究；染料分子敏化太阳能电池材料与器件的关键理论和应用研究。

两年来，引智基地在学校主管党政领导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边建设边研究，在与国外著名院校和研究

机构的强势学科建立稳定的实质性合作基础上，在学科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各个研究方向初步取得了

一些创新性科研成果。

弱相互作用在化学与生物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当代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表面等离子体波共

振技术使我们有能力在纳米甚至亚分子层尺度水平上研究分子间弱相互作用。在基地海外学术大师德国马

普高分子所所长Wolfgang Knoll指导下，我们将物理化学理论和军事化学与烟火技术相结合，重点进行了特

种分子纳米膜的表面等离子体波的特征和性质及其与入射光的共振现象研究。不仅自行设计和研制了宽扫

描范围表面等离子体波共振测试系统，其角度扫描范围可以从20˚到85˚，可以实现从空气到各种高折射率

有机溶剂中的测定。而且研究了利用紫外光源作为探测光源时特种分子纳米膜的表面等离子体波共振谱性

质，扩大了检测荧光分子的种类，还可以直接利用紫外光对光化学反应体系进行诱导，达到实时、定点及

本基地海外学术大师德国马普高分子所所
长Wolfgang Knoll教授在北京理工大学做学
术报告

美国乔治亚大学计算化学中心R. B. King
教授（左3）、谢尧明教授（右1）和罗马
尼亚Babes-Bolyai大学化学系主任Silaghi-
Dumitrescu教授（右2）学术报告后与基地
负责人李前树教授（左1）等人合影

评论本基地与美国乔治亚大学
计算化学中心Sch l e y e r教授在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合作发表论文的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杂志封面，图中
的分子即为他们所研究的分子

外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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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观测。从而能够研究纳米尺度光化学反应的尺度效应。利用半导体发光二极管（LED）紫外点光源与光

纤结合，成功地用于表面等离子体波诱导的聚合反应，并实现了反应的实时记录。由于紫外表面等离子体波

的空间特性，使之可以研究纳米尺度光聚合反应动力学特性。这有助于深入研究纳米尺度内光化学的理论和

功能薄膜的性质。同时利用分子印迹技术的高选择性和识别性制备各种功能薄膜表面等离子体波共振传感

器，探索利用分子印迹技术与表面等离子体波共振技术相结合，实现对印迹分子的超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识

别的目标。这项工作不仅在基础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进展，并且在进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申报了国家发明专

利，进行应用开发和成果转化。试制出台式表面等离子波共振测试系统，并设计和研制出便携式仪器。具体

实验表明，针对2，4，6-TNT 敏感膜，检测灵敏度可以达到10-8M水平，而浓度高达一万倍的异构体2，4，

5-TNT 的响应信号非常弱，产生的干扰很小，表现出此类敏感膜的特异分子识别功能。与公安部二所合作进

行了毒品检测的探索，共同申请到公安部创新研究项目。吗啡检测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利用常规的功能单

体，我们可以制备检测限低于1×10-8M浓度的分子印迹功能薄膜，检测浓度的线性范围为10-8～10-4M。为

SPR特种应用开拓了又一新领域。

结合对特种检测分子的观测，我们与美国乔治亚大学计算化学中心主任Schaefer（世界理论化学论文引

用率排名第三）和Schleyer(引用排名第二名)以及King和谢尧明等4名教授合作，共同对新型超配位化合物，

特别是含平面超配位原子的配合物进行分子设计和模拟，预测了一些含平面六配位原子的超配位化合物稳定

存在的可能性，发现了一系列过渡金属元素可以作为中心，形成Bn环配位的平面超配位环状化合物MBn（M 

= Sc，Ti，V，Cr，Mn，Fe，Co，Ni，Cu，Zn；n = 7，8，9，10，11）。得到了(C12H8)2(CH3)2S超配位分

子的异构化和势能面。并从动力学角度解释了反式结构存在的合理性。并获得了P5H6+环状化合物及其甲基

取代物P5Me6+的构象势能面，预测了势能面上所有的稳定点和过渡态。同时还对一系列饱和和不饱和双核环

美国乔治亚大学计算化学中心R. B. 
King教授（右）和罗马尼亚Babes-
Bolyai大学化学系主任

Konopelski教授在北京理工大学作学
术报告

美国乔治亚大学计算化学中心R. B. 
King教授在北京理工大学作学术报
告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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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二烯过渡金属羰基夹心化合物的结构和性质进行计算机模拟， 发现许多包含四电子供体半桥羰基异构体

的例子，这种羰基可视作完全脱质子化甲醇离子（CO4-），可望其在CO氢化制甲醇催化反应中有潜在的应

用。并且发现一些二茂羰基金属化合物的单态和三态及可能的五重或七重态异构体中，有些分子不同自旋态

低能异构体能量非常接近，显示他们是潜在的新型有机金属自旋交叉体系。相关这些工作，仅与乔治亚大学

计算化学研究中心共同署名在SCI杂志发表论文23篇，包括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论文5

篇，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引用，其中一篇合作论文被美国著名科学新闻评论杂志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85，2007，17-22)报导，将其所研究的分子作为杂志的封面，并在“封面故事”栏目中曾评述：“美

国乔治亚大学Schleyer教授的科研小组和北京理工大学李前树教授的科研小组共同研究表明，平面六配位

CB62-的合成是值得探讨的。”

通过与国外科学家合作研究，不仅建立了稳定的科学研究国际合作关系，构筑了合作研究平台，开展了

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从中培养和练就了一支能从事特种分子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团结、拼搏和创新的

团队，还初步建立起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机制，现已在国内联合培养出3名博士生，正在培养7名硕士生。

现在，特种分子纳米科学与技术学科创新与引智基地正在通过中期总结和下半期规划的修订，加强基地

建设，为引进国外智力和实现资源共享作出更大贡献。

日本产业技术研究院光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八濑清
志教授在北京理工大学作学术报告

  　            

　 　 　          

小型化SPR第二

轮样机相片

小型化SPR第一

轮样机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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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机动平台设计制造科学与技术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基地负责人：黄强            学科领域：机械工程

特种机动平台设计制造科学与技术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于2007年获批，是国内在机器人方向仅有的2个

“111计划”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之一。目前基地引进包括日本名古屋大学福田敏男(Toshio Fukuda)教授、美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Costas P. Grigoropoulos教授在内的来自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著名大学的17名国际知

名学者作为海外学术大师和海外学术骨干，此外基地还同时配备有15名国内创新团队骨干。

该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以机电工程与控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车辆传动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先进制造与质

量控制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和国防科技工业精密微细结构加工技术研究应用中心为研究平台，有机械电子

工程、车辆工程等多个国家重点学科支撑，具有显著的学科优势。

该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以构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特种机动平台设计制造学科群为目标，长期以来始终

针对国际前沿研究动向，开展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在运动仿生学、机动平台感知与测控技术、运动体控制

与群体协同理论、现代激光加工理论与技术、精密微细结构加工技术等相关方面，已具有特色。并汇集和

培养了一批优秀科研人才，形成了以多名长江学者为带头人、学术水平高、实力雄厚的学术梯队。特种机

动平台设计制造科学技术的学术水平居国内领先，部分方向属国际领先，具有优秀的研究力量和雄厚的工

作基础。

该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主要围绕特种机器人、特种车辆设计制造，开展运动仿生学、特种机动平台感知与

测控、运动体控制与群体协同理论、现代激光加工理论与技术、精密微细结构加工技术等学科方向研究，

主要内容如下：

（1） 运动仿生学。大自然中的生物在亿万年的进化历程中具备了结构巧妙和适应复杂自然环境的运动

系统。本方向的研究目的是模仿自然界中生物运动的特点，重点研究生物体运动机理、仿生机构、神经信

息的处理机理，生物群体行为的建模与仿真。

（2）特种机动平台感知与测控技术。感知和测控技术在实现机动平台无人化或半无人化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本方向将研究感知机动平台内部信息的传感器技术，研究获取环境信息的视觉、听觉与触觉的感

知机理和物理实现，构建感知系统模型以及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和情感交流模式。

（3） 运动体控制与群体协同理论。利用现代控制理论研究运动体控制问题，使控制系统对环境不确定

性和未建模动态及被控对象自身的变化具有鲁棒性和适应性；利用人工智能、控制理论和仿生学研究机器

人控制问题，赋予机器人一定的自主运动能力；模拟生物的群体行为，采用数学工具和仿真方法，建立机

器人群体模型和控制策略，使机器人群体协同合作完成复杂的作业任务，并进行优化，以提高协同作业任

务效率。

（4） 现代激光加工理论与技术。超短激光与材料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超短脉冲激光等特种射

束与物质相互作用机理、建模研究；在我们提出了双光子超短激光加工理论和系统方法上，探索超短激光

三维微纳加工与硅微MEMS加工技术、微细电加工技术的融合技术；研究飞秒激光物质相互作用的相变机理

的多尺度量子建模理论和实验技术、多脉冲序列加工加工过程控制与预测理论和方法等。

（5） 精密微细结构加工技术。精密微细加工设备与工艺技术：重点研究生产急需且国外封锁或市场上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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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的多维、高转速、精密数控微小型结构切削加工设备技

术、复合加工设备技术、可重配置复合加工设备技术与工艺

规范、精密微小型切削加工工艺技术等。

依托该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的发展，2008年基地研究人员

申请到863项目6项（包括863重点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3项，落实科研经费8 900万。发表SCI、EI收录论文

23篇，申请发明专利21项，培养研究生56人。

2008年度引智基地海外专家来访35人次，举办学术报告

23场，并和国内学者在多个项目上进行研究合作，对基地的

建设与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出国交流19人

次，通过和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获益匪浅。特别是在2008

年10月20日至10月22日，为了更好地开展引智基地建设，

引智基地组织召开了“111项目研讨会”，日本名古屋大学

Toshio Fukuda教授（引智基地海外学术大师）、美国华盛顿

大学T. J. Tarn教授（基地顾问）、中国香港中文大学Yunhui 

Liu教授、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Hong Zhang教授及日本千叶

工业大学Zhidong Wang教授等海外专家应引智基地负责人、

北京理工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强的邀请，参加了该次研

讨会。各位专家就引智基地建设、发展以及如何开展合作研

究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杨树兴、国际交

流合作处处长王庆林等领导出席了研讨会，并会见了Toshio 

Fukuda教授等海外专家。期间，Toshio Fukuda教授作了题为

“Multi-Locomotion Robot”的学术报告，T. J. Tarn教授作了

题为“Control Design for Life Science Automation”的学术报

告。同时，黄强教授代表北京理工大学智能机器人研究所与

Toshio Fukuda教授领导的日本名古屋大学微纳系统控制工程

实验室签订了合作研究协议。

激光纳米制造的开创人、美国Nebraska-Lincoln大学主席

教授Yongfeng Lu博士是引智基地的主要学术骨干之一。2008

年度，Yongfeng Lu教授多次到我校进行科研和学术交流。

此外，为加强引智基地经费管理的科学和规范，更好地

组织和开展基地建设工作，根据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管理办法》和《北京理工大学

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本基地制定

了《北京理工大学“特种机动平台设计制造科学与技术学科

创新引智基地”经费使用规定》。

“111计划”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建设研讨会

引智基地海外学术大师Toshio Fukuda教授作学术报告

国际著名机器人专家T.J. Tarn教授作报告

Yongfeng Lu教授作精彩学术报告

外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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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开发中心/连接项目（CEL Connect）

　　领导力开发中心/连接项目（Center of Executive Leadership Connect, CEL Connect），原名太平洋工商管

理中心连接项目（PIBMA Connect），是由国家外国专家局和美国英语协会（ELIC）联合发起举办的一项新

型国际引智项目。该项目的主旨是通过邀请美国法律、工程和商业等领域具有20年以上从业工作经验的资

深领导力方面的专家来华交流，形式为讲座和辅导小组，其独特性在于与高校教师和学生直接对话交流，

着重实际职场经验、实用性专业知识，通过与北美职业人士进行职场实际挑战及运作的小组讨论，提高本

科生、研究生和教师在专业领域的专门知识及专业英语运用能力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的能力。

　　CEL Connect项目于2007年5月由我校与美国英语协会首次联合举办。在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资助下，过去

两年里完成了两期项目，先后邀请了5位专家分别与管理与经济学院、化工环境学院和人文学院的学生和教

师进行互动交流，主题涉及法律、环境和城市规划。

Timothy Gates教授讲座 

Howard A. Dillon先生小组辅导

第一期：2007年5月21—25日

　　CEL Connect项目3位专家来我校访问，他们是

美国律师事务所（Ringenberg, Funk and Beller）高

级合伙人James E. Ringenberg先生、美国科罗拉多

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城市与环境工程学院环

境工程专业资深专家Timothy Gates教授和Peregrine 

Leadership Institute领导力咨询专家Howard A. Dillon

先生。

　　他们分别为化工与环境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

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师生进行了4～5场讲座和

2～3场小组辅导。

 James E. Ringenberg先生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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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专家

第二期：2008年10月16—19日

 

　　James E. Ringenberg再次来到人文学院法律系，期间进行了两场关于“法律与正义”主题的讲座 “The 

American Slavery Experience and Its End”和“The Use of Law to Help People and Do Justice”，为大家描述了法

律与正义的关系，以及作为一个法律人所必需的品质。

　　Darin Atteberry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科林斯堡市城市经理，有着多年的城市管理经验，期间进行了两场讲

座“Organizational Success Strategies”和“Expectations of a Leader”，为大家讲述了组织成功战略和领导力的

有关问题。

　　讲座之余，学生们组成辅导小组，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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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主题系列活动

“十一五”以来，结合学校“三步走”的发展规划，国际交流合作处坚持“以点带面、积极开拓、全

面发展、服务社会”的工作新思路，开始实施以强强合作为核心、区域合作为平台的全球性外事发展战

略，努力构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和网络，扩大我校的国际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逐渐成为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的主体，开展和活跃学生的国际交流活动成为国际交流

合作工作的重点之一。

“走向世界”主题系列活动是贯彻和落实学校党政领导推进学校国际化进程、繁荣学校校园文化、为

学生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以学生国际化为宗旨的一种新尝试，希望以不同国别、地区和主题为题材的

活动为学生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营造一种多彩的校园国际化氛围，搭建一个放飞梦想的舞台，为培

养适应国际化需求、具有国际视野和素养的有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服务；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系

列活动加强我校与国外教育界、友好院校和知名企业的联系，向外界宣传和展示我校学生的风采，为提升

我校的国际知名度服务。 

 

澳大利亚大学月（2008年10月10日—11月10日）

“澳大利亚大学月”活动是“走向世界”系列活动的首个主题活动，由国际交流合作处、基础教育学

院、校团委和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教育处联合主办，从2008年10月10日至11月10日，历时一个月，期间组织

了丰富多彩的系列讲座、电影欣赏、院长面对面和图片展等活动。

●开幕式暨讲座系列

2008年10月10日，“走向世界——澳大利亚大学月”开幕式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Iain Watt

先生演讲活动在我校良乡校区举行。

     

           　　  侯光明副书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国际交流合作处王庆林处长主持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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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公使衔教育参赞Iain 

Watt先生发表了题为《留学澳大利亚》的精彩演

讲，与大家分享了澳大利亚的总体情况、留学优

势、教育体系、澳大利亚奖学金情况、中国留学

生在澳大利亚的概况、如何申请留学和与我校有

合作关系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澳大利

亚西澳大学（UWA）和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Newcastle）的综合实力和世界排名情况，以及

他本人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工作经历。

讲座1：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2008年10月17日和18日，“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专场报告会”分别在良乡校区和中关村校区举

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程和计算机学院的项目

协调官Sammantha Bronar女士为我校研究生和本

科生详细介绍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总体情况、

BIT-ANU合作项目情况，以及国立大学学生的学

习和生活情况。

讲座2：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2008年10月21日上午，“澳大利亚西澳大

学”专场报告会在中关村校区举行。来自澳大利

亚西澳大学科研副校长Robyn Owens为我校研究

生和本科生做了精彩的报告。Robyn Owens副校

长详细介绍了西澳大利亚州和西澳大学的总体情

况，阐述了学校的国际化办学理念和使命，着重

介绍了学校的学术、科研优势，以及国家留学基

金管理委员会奖学金的申请流程。

西澳大学工程、计算机与数学学院院长

David Smith、副院长Kamy Cheng和Eva Chye女

士陪同参加报告会，并热情回答了学生的提问。

澳驻华大使馆公使衔教育参赞Iain Watt先生讲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关村校区讲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良乡校区讲座  

西澳大学Robyn Owens副校长在中关村校区讲座



�� 2008Annual Report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讲座3：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2008年10月21日，“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专场报告会分别在中关村校区和良乡校区举行。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常务副校长Barney Glover

为我校研究生和本科生作了题为《澳大利亚纽卡

斯尔大学的科研与研究培养》的精彩报告。

Barney Glover常务副校长详细介绍了纽卡斯尔

市和纽卡斯尔大学的总体情况，分析了学校的学

术、科研优势，列举了重要的研究中心，阐述了

学生奖励计划情况，并展示了纽卡斯尔大学的学

生生活情况。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研究生院院长Scott 

Holmes、中国事务主管Leo Mian Liu和助理William 

Nan Jiang参加了报告会。

●“走近澳大利亚”图片展

2008年10月15日至11月1日，学校在良乡校区

举办了“走近澳大利亚”图片展。

●电影欣赏

2008年10月31日和11月2日，学校在良乡校区

举办了两场以介绍澳大利亚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

的电影欣赏《澳大利亚国家公园》和《ABC：建

设澳大利亚》。

纽卡斯尔大学常务副校长Barney Glover在良乡校区讲座

参观“走进澳大利亚”图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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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面对面

2008年11月7日上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院长Chris Baker来到良乡校

区，与即将参与BIT-ANU双学位项目的2007级和2008级的20多位同学进行了“院长面对面”交流活动。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院长Chris Baker与BIT-ANU项目学生“面对面”

“院长面对面”由学院介绍和互动交流两部分组成。同学们积极热情的学习态度也极大地感染了Baker
院长，他认真倾听了同学们的提问，并针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生生活、科学研究和就业等不同方面的问

题做出了详细的解读。

会后，Baker院长对北京理工大学与会学生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希望他们能尽早到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开始自己的留学生涯。

活动成效

★为配合学校实施的“教师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项目”，加强我校教师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能力和水

平，提升教师队伍的国际视野和竞争力，推进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建设，结合我校国际交流合作发展战略和区

域平台建设，学校选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展“教师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项目”，计划将其建设成我校高水

平教师的培训及发展基地，并就培训的内容等细节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专门为申请BIT-ANU合作项目的同学设立了奖学金。参加BIT-ANU合作项目的同

学，如果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期间的平均成绩达到85分以上，将自动获得5000澳元/学年的奖学金，且没有

名额限制。

★为加强我校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程与计算机学院教师之间的学术和科研交流，两校分别于2009年选

派两名教师到相关专业进行短期访问，互免往返国际旅费和食宿费。

★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签署了《北京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博士生培养协议》。根据协议，基于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简称“CSC奖学金项目”），西澳大学每年为我校提供10个专门申请

名额。获得这些专门名额资助的学生在完成学业后，符合条件者除可获得我校博士学位外，同时还有资格申

请西澳大学博士学位。

★为增进两校实质性合作的开展，为高素质研究生提供合作科研的机会，我校与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签署了《北京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关于开设及管理“联合授予学位的高级研究学位项目”谅解

备忘录》。我校在读研究生，如申请加入JARHDP项目学习，将被纽卡斯尔大学录取，在经双方认可的专业

学习，符合条件者除可获得我校学位外，同时还可获得纽卡斯尔大学的对应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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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美国文化月（2008年11月25日-12月25日）

“美国文化月”活动由国际交流合作处和基础教育学院联合主办，是继成功举办 “澳大利亚大学月”

活动之后的又一“走向世界”主题活动。从2008年11月25日至12月25日，历时一个月，通过以“美国文化”

为主题的七场讲座、两场电影赏析、两次Coffee House和BIT-ELIC外教图书馆建设系列活动来展示美国文

化，增强我校美籍英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使学生了解和认识美国文化。

●开幕式暨讲座系列

2008年11月25日，“走向世界——美国文化月”开幕式暨美国文化概况演讲活动在我校良乡校区举行。

李和章副校长和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新闻文化参赞Don Q. Washington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上，Don Q. Washington参赞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Washington参赞首先感谢我校邀请他参加此

次“美国文化月”的开幕式活动。他表示，自己做了35年的外交官，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从事教育与文化交流

工作，今天能看到在北京理工大学这所一流大学自发举办“美国文化月”活动很骄傲；2009年1月1日是中美

建立外交关系三十周年，届时将有很多的庆祝活动来纪念这一重要时刻，能看到北京理工大学最先举办这样

的纪念活动很开心。Washington参赞还表示，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理工大学，非常高兴能与我校建立联系，

成为我校的朋友。他欣慰地发现，北京理工大学不仅在国内名列前茅，而且还很国际化，与美国18所高校有

着校际合作关系，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知名大学开展区域性交流合作，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推进学校的

国际化发展，在教育全球化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是促进文化和教育交流以及人员交流的良好合作伙伴。

                  李和章副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国际交流合作处王庆林处长主持开幕式

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Don Q. Washington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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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

讲座1：America’s Land & People

2008年11月25日，“美国文化月”开幕式结束

后，美国英语协会(ELIC)官员Stephanie Diamond女士

做了题为“America’s Land & People”的精彩讲座，

她以美国区域划分为主线，生动而详细地介绍了不同

区域美国人的构成和特点，介绍了美国人的总体价值

观念，为在场的同学和老师上了一堂精彩的美国文化

课。演讲结束后，Stephanie Diamond女士热情回答了

同学们关于美国大学、中美文化差异和文化适应方面

的问题。

讲座2：Christmas

12月9日，美籍教师Rachel Colle和Geneveive 
Greathouse共同为学生讲述了“Christmas”故事，让

同学们深入了解了圣诞老人的传说、圣诞树的来历和

圣诞节的传统。他们的讲座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中

间穿插了学生互动和圣诞歌曲传唱，师生们共同渡过

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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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3：Love

12月12日，美籍教师Scott  Holl iday和Brooke 
Holliday夫妇用两人甜美的爱情经历和幸福的家庭生

活，告诉同学们如何与异性相识、相约，如何感受孤

寂和如何走出痛苦等，充分展示了美国人的爱情观和

婚姻观。讲座过程中，有“一见钟情”问答，有“了

解多深”的检验，有“是否应该在大学谈恋爱”的疑

问，同学们积极踊跃参与，畅谈自己的体会与看法。

讲座4：美国高等教育及学生签证

12月19日，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教育总监莫华璋及

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官在良乡校区做了一场关于美国高

等教育及学生签证的讲座。 
莫华璋先生首先做了“在美国学习”的报告，以

轻松互动的方式介绍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美

国大学接收国际学生的情况以及关于留学美国的一些

建议，随后由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官对如何申请签证进

行了讲解。最后，两人还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做

了详细的解答。

讲座5：College Life in America

12月20日，美籍教师Jonathan Smyth结合自己在美

国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的学习经历，向同学

们展示了“College Life in America”。

 Jonathan老师回顾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向同学们展

示了丰富多彩的美国校园生活。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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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6：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

12月21日，美籍教师Aaron Wheeler为同学讲

述了“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

Wheeler老师以一连串的问题带领学生去寻找美国

人和美国文化的特质。他把“文化”比作砖头，从认

知、责任、服务、控制和沟通五个方面分析比较了中

美文化的差异。

 讲座7：American Wedding

12月23日，美籍外教David Raisor和Patr icia 
Raisor夫妇以女儿的婚礼为例，讲述了“American 
Wedding”。他们详细介绍了美国人举办婚礼的基本

统计数据、婚礼筹备、婚庆礼仪的总体情况，通过照

片和录像为同学们展示了普通美国家庭的婚礼过程。

●电影赏析 

11月28日，美籍外教Geneveive Greathouse与大家

共同欣赏了电影《The Family Stone》，通过一个大家

庭的故事来解读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12月14日，美籍外教 Aaron Wheeler 和Jonathan 
S m y t h共同与大家欣赏了电影《R e m e m b e r  t h e 
Titans》，通过一个橄榄球团队的融合与奋斗故事，

结合美国的历史，为我们解读了美国人的种族观念与

意识。

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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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House

12月15日，为了使良乡校区的学生有一个愉悦、轻松的纯英语实

践环境，良乡校区的美籍教师发起组织了The Common Ground Coffee 
House活动。

The Common Ground 活动获得了学生的欢迎，将成为一个常设性

活动，每月举办一次，每次两场，每场40名学生。在这里，学生可以

展示和实践自己的英语特长，锻炼自己的英文表达和表演能力；可以

暂时告别紧张的课业，与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和外籍教师用英语进行

交流和沟通。

●外教图书馆建设

美国英语协会派遣教师自发在两个校区组建了

英文图书馆。国际交流合作处为鼓励外籍教师开展

此项活动，资助订阅了Readers Digest（《读者文

摘》）和Harvard Business Review（《哈佛商业评

论》）两本期刊，提供了场地和设施，如今的图书

馆已小有规模，焕然一新。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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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节（2008年12月17—25日）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也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借此契机，为了丰富校园

文化，配合我校的国际化建设，扩大我校的国际影响力，我校外国语学院和国际交流合作处于2008年12月
17日至25日期间共同举办了“走向世界——日本文化节”活动，此次活动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

所、日本大使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文化中心、池坊

北京支部、东京大学北京代表处和学生工作处等单位部门的

大力支持。

文化节期间我校中关村校区和良乡校区展开北京市首届

大学二年级日语演讲大赛、中日关系主题讲座、日本花道表

演、赴日留学讲座、日本风情图片展等一系列活动，这些活

动为全校师生呈上了一道靓丽的日本文化风景。

●开幕式暨北京市首届大学二年级日语演讲大赛

2008年12月19日，北京理工大学“走向世界——日本文化节”开幕式在图书馆报告厅成功举行。开幕

式结束后，举办了北京市首届大学二年级日语演讲大赛。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9
所高校的11名二年级学生参加了此次日语演讲大赛。

比赛分为主题演讲和即兴演讲两个环节。在主题演讲中，选手们围绕“日语的乐趣”的主题展开陈

述，回顾各自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在场观众也感同身受，不时为选手鼓掌喝彩；在即兴演讲

中，选手们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流利的日语口语折服了评委和在场观众。比赛结束后，清华大学日籍专家笈川

幸司老师为本次比赛作了精彩点评，我校日语系大二学生吉越同学获一等奖，王梓和于晨林同学获二等奖。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赵平老师致辞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教育书

记官横井理夫先生致开幕词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文化中心代表桥本

沙里女士致辞

 学生演讲　　　　　                                　　　　　　　颁奖仪式 

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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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演讲

12月21日，北京理工大学“走向世界——日本文化节”系列活

动之中日关系演讲在七号楼报告厅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

所副所长金熙德为学校师生作了题为《当代日本政局与中日关系》

的报告，金教授回顾了2008年中日关系重大事件，结合日本政局现

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中日关系的热点问题及走向。

●日本花道表演

12月21日，北京理工大学“走向世界——日本文化节”系列活

动之日本花道表演在研究生楼104教室举行，邀请了池坊北京支部

部长高艳萍老师来讲解和表演花道。

在花道老师的插花表演中为现场观众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花道的

历史、花道的流派、插花艺术等相关知识。讲解和表演结束后，5
名同学现场参加了插花学习，高艳萍老师对同学们自己创作的作品

做了精彩点评。

●赴日留学讲座

12月21日，北京理工大学“走向世界——日本文化节”系列活

动之赴日留学讲座在研究生楼104教室举行，邀请日本东京大学驻

京代表处处长宫内雄史讲述“日中关系与赴日留学”。

宫内雄史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中美关系专业，曾任三菱商事中

国事业部部长、日本贸易会国际社会贡献中心事务局长，具有非常

丰富的商业经验。宫内雄史先生总结了其三十余年的工作经验，深

入剖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以来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间的关系，大量列举图形数字，总体把握了中日两国关系发展态

势；随后，宫内雄史先生介绍了赴日留学的各个渠道和各项事宜。令在场学生对赴日留学有了一个清晰的轮

廓。讲座结束后，现场观众就赴日留学的情况向宫内雄史先生进行了提问，宫内雄史先生认真细致地回答了

每一个问题。

●日本风情图片展

12月15日至25日北京理工大学“走向世界——日本文化节”系列活动之日本风情图片展在中关村校区中

教一层大厅和良乡校区学生服务中心二层举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提供的日本美丽风情图片极大吸引了学校

师生，观看者络绎不绝。

●日本动漫文化评论及赏析（影片《龙猫》）

12月25日北京理工大学“走向世界——日本文化节”系列活动之动漫文化评论及赏析在良乡校区1号楼

109室举行，我校人文学院影评专业王立群副教授结合日本动漫热，分析点评了日本动漫代表人物宫崎骏的

代表作影片《龙猫》，让同学们不仅从视觉上，而且从理论上加深了对日本动漫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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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日（12月16—17日）

2008年12月16日和17日下午，我校首届西班牙语日分别在良乡校区与中关村校区举行。此次西班牙语日

的主题为“西班牙语：对话的语言”，由我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基础教育学院和学生工作处共同主办，并得

到了桑坦德银行北京代表处和北京塞万提斯学院的协助和参与。

桑坦德银行北京代表处Ana Wang女士介绍

了桑坦德银行及该银行在全球推行的教育文化

支持计划。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易玛 ·冈萨

雷斯·布依介绍了塞万提斯学院和其在中国的发

展。随后，塞万提斯学院教导主任马诺罗·菲尔

南德斯·贡德和Pablo Robert老师分别介绍了学

院课程以及为什么学习西班牙语。在互动环节

中，几位嘉宾还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各式各样

的问题，气氛轻松愉快。

在塞万提斯学院的邀请下，北京爱乐吉他

室内乐团也到现场为同学演奏了多首极具西班

牙风格的乐曲，我校首届西班牙语日活动在热

烈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我校将在下学期起开设面向二、三年级本

科生的免费西班牙语辅修课。北京塞万提斯学

院将派外教授课，授课语言为英语。

李和章副校长出席活动并致辞

桑坦德银行北京代表处Ana Wang女士讲话

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易玛·冈萨雷斯·布依讲话

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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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诺奖大师进校园”和“首都高校大学生与诺贝尔奖大师面对面活动”

       2008年，在我校引智计划的支持和学校及学院各级的重视与推动下，我校邀请了一批国外著名的专家学

者进行短期学术访问，先后有数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我校师生作学术报告。这些学术交流不仅繁荣了我校学

术氛围，也开拓了青年教师与学生的视野，推动了我校教育国际化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我校教师与学生

受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外大学的邀请，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赴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为提高我校国际知名度

以及学术地位作出了积极的影响。

　　2008年11月11日下午，刚刚被聘为我校名誉教

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96年）获得者詹姆斯·莫
里斯（James Mirrlees）爵士和图灵奖获得者（1986
年）约翰·E·霍普克洛夫特分别在中心教学楼一层报

告厅和图书馆报告厅作了精彩的报告。报告会分别

由校长胡海岩和副校长杨树兴主持。

　　詹姆斯·莫里斯爵士的报告题为《道德风险与金

融危机（Moral Hazard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他首先回顾了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对人们生活带来的

影响，接着系统分析了当前金融危机的形式，详细

讲述了道德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关系，并结合中国经

济发展的模式，就如何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提出了一些建议。

　　校长胡海岩院士亲自主持报告会和互动环节。参加报告会的同学们提问非常积极，问题涉及最多的是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其次是个人成长规划。詹姆斯·莫里斯教授鼓励同学们要根据自己的兴趣

确定好目标，并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付出总会有所回报。

　　同时，刚刚被聘为我校名誉教授的图灵奖获得者（1986年）约翰·E·霍普克洛夫特在我校图书馆报告

厅作了精彩的报告。约翰·E·霍普克洛夫特的报告题为《信息时代的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霍普克洛夫特教授认为，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而体会到这

个变革并做好准备的人将会获得巨大的收益。报告中，霍普克洛夫特教授介绍了计算机科学的早期发展，

预测了未来发展方向，并列举了很多信息技术对人们生活带来影响的例子。最后，他指出，我们生活在一

个令人兴奋的不断变化的时代，而信息技术对这些变化起着巨大的驱动作用，30年前的计算机科学理论需

要更新和扩充以满足今后30年的需要。霍普克洛夫特教授还回答了师生关于教学与科研、科研投入时间以

及科学家如何处理工作与家人关系等问题。参加报告会的老师和同学们与霍普克洛夫特教授进行了很好的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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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3月，应管理与经济学院的邀请，美国马凯大学

(Marquette University)企业管理部主席、工商管理学院国际商务

专业主任Jamshid C. Hosseini教授到我校进行学术休假，并为管

理学院的同学们开设题为《专业课程系列讲座——贸易与产业

经济政策前沿问题研究》的全英文课程。

　　2008年４月１日，作为2008年北京理工大学外国文教专家

普通项目“基于Internet的共享控制及关键技术研究”的外籍访

问学者，墨尔本音乐学院钢琴和乐理教师Chin YenMin，进入我

校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机电一体化中心，参加课题组中视觉音

乐的研究和学习。

　　2008年4月9日至4月20日，作为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

划“特种机动平台设计制造科学与技术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的海外学术骨干，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 Lincoln)主席陆永枫教授及该校电子工程系系主任

Jerry Hargins和系副主任Sina Balkir应邀到我校访问。

　　2008年1月，应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邀请，来

自俄罗斯门捷列夫化工大学(Mendeleyev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的从事氮有机化合物合成和燃烧研究的Valery 
Sinditskii 教授到我校访问，与师生进行学术交流，并做了学术报

告。

　　2008年1月16日，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 (Univers i ty  of 
Canberra)商业与政府部主任Ian Eddie教授应邀对人文学院开展

了学术交流和访问，双方介绍了各自学校及学院的情况，并讨

论了堪培拉大学接受我校SQA学生的相关事宜。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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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5日，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历史系James A. Flath教授访问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并

以《近代中国的孔庙》为题做了学术讲座。

　　2008年5月7日下午，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国际事务助理Amir Mahmood教授访问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张剑军、副院长李寿平会见了来访的

客人。

　　2008年5月14日，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高级

光电子学中心教授W. A. Crossland (Chairman of CAPE Steering 
Committee)在我校校友、汉朗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

刚博士的陪同下访问我校。

　　2008年4月10日，应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邀

请，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法学院的

Richard B. Collins教授，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两场精彩的法学讲

座。

　　2008年4月19日，中国美术馆召开了中日艺术家座谈会。

参加本次活动的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

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及首都部分中青年艺术家、理论家。设

计艺术学院张乃仁院长、姬勇老师应邀参加了本次座谈。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 2008Annual Report

　　在2008年的学校引智计划支持下，宇航科学技术学院邀

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的叶先扬教授

于2008年6月6日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2008年6月6日，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机械学院Zheng-dong Ma和Gregory Mark Hulbert教授受我校电

动车辆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林程教授的邀请，在机械与车辆

工程学院电动车辆工程技术中心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访问。

　　2008年6月11日上午, 校党委副书记侯光明教授亲切会见

了来自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公
共政策学院院长Diana Hicks教授 和Juan Rogers教授。在会见

过程中，Diana Hicks教授和Juan Rogers教授与我校管理与经

济学院的教授进行了全面的接触和交流。

　　2008年5月15日，应我校外国语学院的邀请，日本共同通信

社政治部记者水野雅央先生前来我校作了一场关于日本媒体的

讲座。

　　2008年5月29日下午，我校在中心教学楼报告厅召开了北京

理工大学第十五次教育思想大讨论专家报告会，会议邀请了美

国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王飞跃教授做有关研究生

教育的专题报告。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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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7月5日至7月10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Career Award 
(与中国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类似 )获得者、堪萨斯州立大学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Shuting Lei博士应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

的邀请到我校访问。

　　2008年7月23日，在我校研究生院和爱思唯尔公司的共

同组织下，Information Science主编、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University of Alberta)电子工程系教授、加拿大首席科学家

Witold Pedrycz教授来我校作了关于科技论文写作的讲座。

　　2008年8月19日，我校名誉校长王越院士在主楼二层会议室

会见了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adrid)计
算机科学系Jose-Alberto Jaen教授。

　　2008年6月16日，应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的邀请，美国密

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机械工程系朱国明博

士在研究生楼206教室举行了题为《发动机燃烧闭环控制及废

气再循环》的讲座。

　　2008年7月4日上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J. A. Smith来到我校作了题为“Modeling 
and Remote Sensing Studies of Regional Climate in Urban 
Environments” (《城市环境下区域气候模式与遥感分析研

究》)的学术报告。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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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8月28日上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Claire F. Gmachl来到我校访问，并为我校信息

科学技术学院师生作了题为“Quantum Cascade (QC) Lasers”
的学术报告。

　　2008年9月5日至10月24日，应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的邀

请，德国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University Karlsruhe) Buckhardt 
Krause教授来我校进行为期7周的短期讲学。

　　2008年9月9日，我校与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adrid)共同举办了“太阳能房屋十项全能竞

赛”宣讲会，来自我校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和天

津大学的四十多名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宣讲会。

　　2008年10月13日至14日，应我校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邀

请，日本东京工业大学(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精密工

学研究所香川利春教授访问我校，参观了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研究所实验室，并做了关于压缩性流

体的测量与控制的最新研究的学术报告。

学术交流

　　2008年10月21日，韩国釜山国立大学(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机械工程学院的赵允浩教授在我校机械与车辆工程

学院会议室作了“超声导波无损检测技术”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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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0月22至26日，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创新创

业研究教育中心”刘丽君主任参加了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召开的“REE USA 2008” (Roundtable 
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REE)创业教育国际圆桌学术会

议。在 “REE USA 2008”会议期间，刘丽君主任与斯坦福

“STVP”主任Tom Byer教授进行了会面访谈。

　　2008年10月30日，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计算机科学学院机器人研究所Katia Sycara
博士任团长的美国人工智能专业代表团一行20余人访问我

校。

　　2008年11月16日至23日，作为我校 “特种机动平台”创

新引智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 Rolla)(前密苏里大学罗拉校区)副教授肖海博士应

邀访问我校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在微纳制造与检测技术领

域开展了系列学术交流与合作。

　　2008年10月16日至10月19日，作为由国家外国专家局

和美国英语协会(ELIC)联合发起举办的领导力开发中心/连
接项目(Center of Executive Leadership Connect, CEL Connect)
的外国专家，美国律师事务所(Ringenberg, Funk and Beller)
高级合伙人James E. Ringenberg先生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州科

林斯堡市城市经理Darin Atteberry来到我校，Ringenberg先生

为法学院的师生做了题为 “The American Slavery Experience 
and Its End”和“The Use of Law to Help People and Do 
Justice” 的讲座；Atteberr 先生有着多年的城市管理经验，

期间进行了两场讲座“Organizational Success Strategies”和

“Expectations of a Leader”，为大家讲述了组织成功战略和

领导力的有关问题。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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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1月30日下午，PAC(美国物理声学有限公司)的董

卫平博士在我校工程训练中心会议室作了《声发射无损检测技

术研究与应用》的报告。

　　2008年12月5日至13日，德国“艾瑟·拉斯凯-许勒协会”

主席哈尤·延先生受邀到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做短期讲学。讲

学期间，哈尤·延先生分别为2005级和2006级德语专业学生

举办了艾瑟·拉斯凯-许勒诗歌研讨会。

　　2008年12月8日至17日，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

(University of Nebraska Lincoln) 主席Yongfeng Lu教授和美国

激光学会(Laser Institute of America)执行董事Peter M. Baker
应邀访问我校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在激光微/纳米科学和

工程等领域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

　　2008年12月10日，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 (Nat 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Galway)工业工程系主任、计算机集成

制造研究中心主任和数字企业研究所David O’Sllivan教授

访问我校，并作了题为《扩展组织创新管理的体系结构》的

学术报告。

　　2008年12月5日，日本著名空间法专家，日本应知大学

青木节子教授在研究生楼为广大师生带来了题为《外空法的

最新发展和日本的外空政策》的学术报告。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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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在学院

1 20080307078 “复杂系统智能控制与决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陈  杰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2 20080307072 单频窄线宽固体激光器 高春清

3 20080307088 基于因特网的远程控制、测量与决策系统研究生开放实验室 王庆林

4 20080307107 太阳能泵浦光纤激光器 杨苏辉

5 20080307084 盲目图像恢复算法、技术及应用的研究 沈庭芝

6 20080307094 视频图像编解码技术研究 沈庭芝

7 20080307079 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 张百海

8 20080307076 北京理工大学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合作交流项目 唐胜景

宇航科学技术学院
9 20080307086 灵敏小卫星快速姿态激动动力学与控制特性研究 张景瑞

10 20080307102 系列化、组合化控制技术研究 刘藻珍

11 20080307073 大型体育场馆看台的振动特性及其结构响应特性研究 高世桥

12 20080307074 串列泵叶栅相互作用对空化和水动力特性影响的机理研究 王国玉

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13 20080307104 微发动机轴承-转子系统的设计与制造研究 王晓力

14 20080307093 高效率、低污染氢燃料内燃机开发研究 张付军

15 20080307092 硅磷系反应阻燃耐高温聚碳酸酯(含合金) 杨荣杰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16 20080307077 北京理工大学校教改项目 周智明

化工与环境学院17 20080307099 新型AT1受体和ETA受体双重拮抗剂 周智明

18 20080307098 有机小分子催化醛的不对称硅腈化反应研究 陈甫雪

19 20080307108 重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 韩伯棠

管理与经济学院

20 20080307081 区域产业竞争力 孟凡臣

21 20080307096 中德创新型企业文化比较 孟凡臣

22 20080307089 基于数据挖掘的国际科技合作资源监测方法与模型研究 刘  云

23 20080307105 外汇衍生品定价 马  明

24 20080307099 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崔利荣

25 20080307101 新建学科旅游管理学科建设 裴  蓉

26 20080307091 国防科技工业网络资源(新媒体)采集服务及数字图书馆技术 牛振东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27 20080307106 图的闭包运算与图的参数稳定性 熊黎明

理学院
28 20080307083 耦合偏微分系统的控制与稳定性分析 张  琼

29 20080307075 边界域积分方程法及其应用 董春迎

30 20080307070 多金属氧簇的设计组装与性能研究 胡长文

2008年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文教专家重点项目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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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序号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在学院

31 20080307095 重大疾病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病因学研究 邓玉林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32 20080307082 帕金森病与SSAO酶的关系研究 邓玉林

33 20080307090 痕量蛋白分析中高丰度蛋白质去除新技术的研究 屈  锋

34 20080307080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遗传学基础的研究 庆  宏

35 20080307085 螺旋藻生理作用机制与应用 赵东旭

36 20080307071 德国流亡作家研究 姜爱红

外国语学院
37 20080307103 文学理论教学法研究 姜爱红

38 20080307097 语言学教学法研究 姜爱红

39 20080307087 科技日语语篇研究 谭利群

2008年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文教专家重点项目（续）

序号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在学院

1 P2008001 SMC株式会社委托课题 彭光正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2 P2008002 串列泵叶栅相互作用对空化和水动力特性影响的机理研究 王国玉
机械与车辆学院

3 P2008003 基于Internet的共享控制及关键技术研究 吴平东

4 P2008004 硅/磷系反应阻燃耐高温聚碳酸酯(含合金)及其成型加工技术 杨荣杰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5 P2008005 聚合物双螺杆挤出机混合机理研究 陈晋南
化工与环境学院

6 P2008006 实时传感器性能监视与智能管理策略研究 陈祥光

7 P2008007 非交换Iwasawa代数理论研究 魏  丰
理学院

8 P2008008 信息几何 孙华飞

9 P2008009 智能教育系统研究 牛振东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10 P2008010 美国马凯大学Jamshid C. Hosseini教授教学和科研交流 戚  淳 管理与经济学院

11 P2008011 北京理工大学心理咨询和治疗研究中心 贾晓明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2 P2008012 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教学学科建设 龙  迪

13 P2008013 日语语用学专题讲座 郭玉杰 外国语学院

2008年国家外国专家局外国文教专家普通项目

2008年国家外国专家局海外名师引进计划项目

序号 项目申请单位 项目负责人 所在学院

1 智能机器人研究所 黄  强 宇航科学技术学院

2 现代生物与医药工程研究中心 邓玉林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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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复核结果的通知》（京教外[2008]5

号），我校共有8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通过了教育部的复核。

北京理工大学第一批通过复核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批准书编号 颁证机关

1
北京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合作举办通信

工程硕士学位教育项目
MOE11AU1A20030426O 教育部

2
北京理工大学与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合作举办职业技

术教育理学硕士学位教育项目
MOE11DE1A20020427O 教育部

3
北京理工大学与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合作举办电信管

理硕士学位教育项目
MOE11US1A20020428O 教育部

4
北京理工大学与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合作举办微电子

学与光子学硕士学位教育项目
MOE11US1A20020429O 教育部

5
北京理工大学与加拿大北阿尔伯塔理工大学合作举办信

息技术专业学士学位教育项目
MOE11CA2A20030444O 教育部

6
北京理工大学与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合作举办国际经济专

业学士学位教育项目
MOE11US2A20020445O 教育部

7
北京理工大学与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合作举办信息技术专

业学士学位教育项目
MOE11US2A20020446O 教育部

8
北京理工大学与英国中兰开夏大学合作举办电子工程课

程非学历高等教育项目
PDE11GB4N19980457O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合作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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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校与国际一流院校、学术机构和大型企业的交流与合作，2008年，我校制定和颁布

了《北京理工大学涉外及涉港澳台联合学术机构管理规定》，对我校涉外及涉港澳台联合学术机构的成立

和管理进一步规范。同时，国际交流合作处也对我校现有的联合学术机构、与知名企业的合作项目、学生

奖学金项目等情况进行了统计，以便加强我校与国际知名企业和学术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2008年9月9日，我校胡海岩校长与西班牙第一大银行——西班牙国际银行有限公司（简称桑坦德银

行）总裁博廷先生和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校长乌赛塔教授共同签订了三方合作协议，桑坦德银行将分3年
为我校提供总额为58.5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开展教师学生交流和西班牙语教学。至此，我校从西班牙各方包括

金融机构、马德里市政府、各著名高校引进使用的外资达到了1 564.1万元人民币，标志着我校与西班牙各

　　2008年，我校与东芝、爱立信、丰田、汉莎航空技

术公司等的合作也进展顺利。微软全球副总裁、美国通

用汽车公司等企业高管相继访问我校，加强合作。同时

我校举行了与日本SMC公司合作15周年庆祝活动，并应

邀参加了汉莎航空技术公司全球合作伙伴峰会等活动。

2007年、2008年两年，我校各有3名学生直接被日本东

芝公司录取前往东京工作，实现了我校学生的直接国际

就业。

微软高级副总裁Anoop Gupta一行访问我校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高管到我校机械与车辆工程
学院进行学术交流

SMC北京理工大学技术中心成立15周年庆典在我
校隆重举行

企业合作

方的合作迈向了新的高度！

　　根据协议，桑坦德银行在2009－2011年3年中将向

我校提供共计58.5万美元的资金，用于资助我校每年派

出19名师生到国外学习和进修，同时还支持我校开设西

班牙语课程，由北京塞万提斯西班牙语学院为我校每年

开设120人次的西班牙语学习班。

　　2006年至2008年，我校通过与西班牙企业和大学的

合作，累计已有21名学生获得西班牙“面向中国优秀理

工科大学生奖学金”前往西班牙进行半年的访学。 北京理工大学与桑坦德银行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 2008Annual Report

序号 奖、助学金名称 设置时间 奖励范围 设置单位

1 汉莎航空技术公司优秀学生奖 2008年 管理学院本科生 汉莎航空技术公司

2 微软奖学金 2007年 研究生、本科生 微软公司

3 惠普奖学金 2006年 信息、软件、计算机学院研究生 惠普公司

4 宏基助学金 2006年 本科生 宏基公司

5 克莱斯勒300C助学金 2006年 机车学院本科生 奔驰-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

6 康明斯助学金 2006年 机车学院本科生（女生） 康明斯公司

7 LMS奖学金 2006年 本科生 LMS公司

8 丰田奖学金 2005年 机车、管理、设计、外语学院三、
四年级本科生、硕士生

丰田汽车公司

9 HORIBA ATS奖学金 2005年 机车学院研究生、本科生 上海申克机械有限公司

10 AMS表面工程奖学金 2005年 本科生 AMS公司

11 T-more创新学生奖 2005年 本科生、研究生 T-more   基金会

12 滨松光子助学金 2004年 研究生、本科生 滨松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13 漫步者奖学金 2004年 机车、设计学院本科生 爱德发企业

14 ISAP奖学金 2004年 管理学院硕士生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DAAD

15 IBM奖学金 2003年 研究生、本科生 IBM公司

16 SMC奖学金 1995年 研究生、本科生 日本SMC公司

17 索尼奖学金 1994年 本科生 索尼公司

外资企业在我校设立的奖学金、助学金列表

我校管理与经济学院学生获得2008年度

汉莎航空技术优秀学生奖

北京理工大学2008年LMS奖学金颁奖典

礼隆重举行

北京理工大学首届微软奖学金颁奖仪式

隆重举行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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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国际交流合作处共接待国外及港澳台学生代表团8个，接待学生总人数达到523人。2008年在

我校进行一个或两个学期交换学习的外国交换学生共12名，分别来自西班牙、德国和韩国。与此同时，我

处积极配合教务处和研究生院，推进学生国际化项目的建立和实施，在年初成功访问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和

密歇根州立大学及加州大学几个分校后，先后建立起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和伯克利分校的短期学生交流

项目，教务处已派出部分学生，反响良好。与此同时，我校还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派出博士生到美国

密歇根州立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一流大

学进行联合培养研究生。

1　　2

  3　　

照片1：我校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英语培训项目圆满结束

照片2：我校师生参加中国大学生日本视察活动

照片3：美国马凯大学MBA学生访问团与我校管理与经济学院学生开展交流和研讨

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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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08年12月31日，我校已与海外近30所著名院校签订了校际学生交流合作协议，这些学校分别

是： 
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大学（2008）

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2006）

美国普渡大学（2005）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 （2003）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2005）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2008）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007）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2007）

日本早稻田大学 （2006）

日本神户艺术工科大学 （2003）

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 （1997）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 （1993）

日本千叶工业大学 （1990）

日本东京农工大学 （1987）

　1　　

　2　　

照片1：韩国建国大学学生访问我校

照片2：德国Erlangen大学“科学考察向中

国”活动学生代表团访问北京理工大学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 （2008）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2008）

德国卡斯鲁厄大学 （2006）

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1998）

德国考特布斯工业大学 （1994）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 （1984）

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 （2006）

西班牙巴塞罗那理工大学 （2005）

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2004）

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 （2005）

俄罗斯萨玛拉航空航天大学 （1990）

法国图尔工程师学校 （2008）

中国香港理工大学 （2005）

韩国建国大学 （2008）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2008）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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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我校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际会议的审批。全年学校共举办国际学术会议6场，其中我校主办或

联合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3场。

序号 国际会议名称 举办类型 承办单位 举办时间

1 2008 安全科学与技术国际会议 联合主办 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2008.09.22—25

2 第18届国际计算材料力学研讨会 主办 车辆学院 2008.10.7—9

3 2008国际纳米填充阻燃聚合物及其复合材
料研讨会

承办 材料学院 2008.10.16—17

4 第十三届单胺氧化酶与相关蛋白质组学国
际学术会议

承办 生命学院 2008.10.12

5 2008风险与可靠性管理国际会议 联合主办 管理学院 2008.11.10—12

6 2008年北京“轨道交通规划、设计与运营”
研讨会

主办 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交通工程系 2008.11.28

2008年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列表

　　2008年9月24至27日，“2008 安全科学与技术

国际会议(2008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在北京西郊宾馆成功举

行。本次会议由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北京理工

大学、河南理工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联合主

办，由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承办。国际知名学者范维澄院士、P. Kafka博士

（德国）任会议共同主席。大会由中国科协书记处

书记、北京理工大学冯长根教授任执行主席，北京

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赵平、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伊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国内知

名学者河南理工大学副校长景国勋教授、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蒋军成教授、中南大学徐志胜教授、山东科

技大学谭允祯教授、北京理工大学钱新明教授等，国际知名专家Hans PASMAN（荷兰）、 Eiji O’SHIMA

（日本）、Ronald WILLEY（美国）、Georgy MAKHVILADZE（英国）等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230人（国

外43人），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波兰、瑞士、澳大利亚、日

本、韩国、巴基斯坦等。会议的组织得到与会领导、国内外专家的一致肯定和赞扬，进一步提升了我校的国

际知名度。本次会议论文集共收录491篇论文，文章内容涵盖安全科学理论与方法、工业安全、安全管理、

教育和培训、风险评价与分析和数值模拟、防火、防爆、防尘及通风以及其他安全技术。论文集由科学出版

社正式出版，名称为《安全科学与技术进展（Progress in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第七卷）。

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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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0月7日，“第18届国

际计算材料力学会议”在北京理工

国际教育交流中心隆重开幕。来自

德国、法国、英国、印度、伊朗、

罗马尼亚等国际相关领域70余名专

家学者参加会议。会议由我校和德

国乌珀塔尔大学共同发起，由我校

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和理学院共同

主办。国际计算材料力学会议已

　　 2 0 0 8 年 1 0 月 1 2 日上午， 

“2008第十三届氨基氧化酶与相

关蛋白质组学国际学术会议（The 

13th Amine Oxidases and Related 

Diseases Workshop-AO2008）”在北京世纪华天大酒店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承办，北京理工亘元医药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协办，并得到了我校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会议邀请了来

自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本领域的数十位权威专家学者。 

在德、法、奥地利、英等多个国家成功举办了17届。会议覆盖了力学各方面不同尺度的建模和仿真方面的

新进展，所涉及的材料从工程材料（如金属，合金和复合材料）到新兴材料和生物材料。该会议为工程师

和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对工程材料变形和损伤的试验研究以及数字建模技术进行深入讨论的园地，内容包

括：塑性变形、断裂、疲劳的微观结构，各种变形和损伤的协同增强效应等。会议共邀请了国内外35名专

家、学者做相关领域研究报告。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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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1月10日上午，2008风

险与可靠性管理国际会议在北京理

工大学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三层报

告厅隆重召开。北京理工大学校长

胡海岩院士、校党委副书记侯光明

教授及国际交流合作处、科技处的

负责人出席了大会。本次会议涉及

的学术领域主要包括金融风险管

理、企业风险管理、可靠性、维修

性、危机与应急管理、灾害管理和安全管理等，会议论文集共收录论文209篇。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

日本、德国、泰国、喀麦隆、中国和中国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大

会还吸引了众多企业、公司的管理者与研究人员参加。会议由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和美国乔治·华

盛顿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共同主办，北京系统工程学会、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商业与工业学院和中国

运筹学会可靠性分会协办，由“985工程”二期“国防科技管理与国防动员研究中心”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

地资助。

　　2008年11月28日，由瑞士驻华

大使馆科技与教育处支持，机械

与车辆工程学院交通工程系主办的

2008年北京“轨道交通规划、设计

与运营”研讨会在北京理工大学国

际教育交流中心二层多功能厅举

行。会前，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

记赵平亲切会见了瑞士驻华大使顾

礼博先生。瑞士驻华大使馆科技与

教育处参赞贺满琨、我校国际交流

合作处处长王庆林、机械与车辆工

程学院院长项昌乐、交通工程系主任高利参加会见。双方在愉快友好的气氛中就未来的合作与交流进行了

洽谈。由于主题鲜明，内容新颖，非常贴近我国铁路行业科研需求，研讨会吸引了不少来自管理部门、轨

道交通行业、科研院所以及国内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在研讨会上，还有瑞士专家丹尼·霍里

曼博士、麦克·路西博士以及来自铁科院运输与经济研究所、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重点实验

室、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以及国内公司专家做报告。本次研讨会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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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我校进一步加强了与港澳台地区，特别是与香港理工大学的全方位合作，双方开展了大量交

流活动，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2008年，我校与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交流项目

继续平稳进行，根据两校本科学生交换协议，我校

派出信息科学技术学院3名本科生赴香港理工大学

进行一学期的交换学习。同时，两校四个科研合作

领域的人员交流频繁，我校多名研究生赴香港理工

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和联合培养。这些项目为两校的

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更为学生提供了开阔视野、增长学识的机

会。

2008年6月，香港理工大学与我校合作开设的

第二期奥林匹克精神与体育运动实践课程在我校

顺利进行，此次共有70余名香港理工大学学生来

我校进行学习和生活。在近两周的时间内，同学

们听取了由香港理工大学和我校体育部老师讲授

的精彩课程，在我校体育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太

极拳，进行运动实践，并聆听北京奥组委官员的

讲座，体验奥运精神和京城文化。课程举办期间

适逢我校足球队征战中国足球甲级联赛，香港理

工大学师生还为我校足球队到场加油助威。

我校与香港理工大学建立的4个科研平台在

两校的共同推动下，在联合培养研究生、共同发

表学术论文和建立联合实验室方面取得了更多进

展。2008年10月中旬，香港理工大学高赞明副校

长访问我校，与李和章副校长、4个科研合作平

台负责人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人员进行了深入的

交流，双方对已进行的合作项目进行了回顾，对

如何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两校间的合作都提出了意

见，对2009年两校间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项目的

推进奠定了基础。

2008年1月23日至30日，我校人文社会科学学

院社会工作专业05级2班的18名同学赴香港进行

了为期一周的社会工作专业实习。香港社会工作

港澳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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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习是我校人文学院社工专业的长期实习项目之

一，同学们通过各种实习安排学到了和感受到了不同

的工作方法和理念，并将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与社工

实践相结合进行反思和总结。

奥运会举办期间，来自香港和澳门的数十名奥运

会赛会志愿者加入北京理工大学奥运场馆的志愿服务

大军，与我校和来自祖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感受北

京的热情与微笑，留下对2008奥运会的珍贵回忆。在

此期间，我校港澳台办公室还协助香港理工大学的师

生观看奥运赛事，体验京城文化。

同时，我校宇航科学技术学院学生赴香港中文大

学进行毕业设计项目也顺利进行。

今后，基于我校与香港理工大学良好的合作基础

以及与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科

技大学等高校的良好关系，我校将进一步推动与香港

和澳门地区一流大学的交流与合作。

2008年7月12日，2008年海峡两岸大学生研习营来

自两岸25所高校的54名师生到我校进行交流访问，我

校港澳台办公室主任王庆林等出席了交流活动。来访

的台湾师生参观了北京理工大学校园，并与我校及其

他北京高校的学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两岸大学生研习营是一项系列性的活动。自2002

年开始举办至今已是第6届。该项活动对于促进两岸

师生的交流，增进青年学生对祖国悠久历史、传统文

化的了解，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2007年两岸大学生研习营活动在台湾举行，我校

三名师生参加了活动。

港澳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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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研究会

研究会介绍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研究会，简称北京高校引智研究会，成立于1996年12月27日，至今

已有12年的历史，是北京地区具有聘请外国文教专家资格的高等院校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研究引进国外

智力工作的社会团体，是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的分支机构。

北京高校引智研究会现有理事院校56所，范围包括在京各部委院校、北京市属院校以及部分民办院

校，其理事代表多为北京地区高等院校的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研究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战略联盟和区域合作为理念，以交流经验、培训干部、研究问题，促进

引智工作不断发展为手段，在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外办、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

的支持和领导下，组织北京地区高等院校开展引智工作的研究与交流，先后发起成立了全国高校引智研究

会，承担了国家外国专家局有关外国文教专家管理项目，连续举办了两届“京港澳大学国际交流工作研讨

会”和“京港大学校长高峰论坛”，历经北京大学（二届）、北京航空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四届理事长单

位，逐步发展成为推动北京高校引智研究工作的平台、联系高校和政府的纽带，在北京乃至全国发挥着积

极作用和重要影响。

北京理工大学于2008年1月4日当选为第四届理事长单位，任期3年。

2008年工作总结

2008年，研究会主要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规范管理，加强研究会的自身建设；二是广开渠道，

加强沟通与交流；三是战略联盟，探索区域合作新模式。

● 规范管理，加强研究会自身建设

在加强引智会自身建设方面，研究会主要开展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实行了秘书长会议制度，

规范了秘书处和办公室的工作程序；二是加强和完善了会员单位之间的信息管理，增强了信息服务的能

力；三是开展研究会《章程》的修订工作，理顺和完善了规章制度，健全了组织机构；四是履行分支机构

的义务，积极参加了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在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2008年进行的学会优秀工作者、先进集体、优秀高教科研成果和从事学会工作

10年以上优秀人员四项评选中，研究会取得了“满堂红”的成绩。

● 广开渠道，加强沟通与交流

在广开渠道，加强沟通与交流方面，研究会充分发挥了平台作用，同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

司、教育部国际交流合作司、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高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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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分会，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促进了平台

的建设以及渠道的拓展。

 

● 战略联盟，探索区域合作新模式

在战略联盟方面，研究会要为所有成员提供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和渠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建立研究会成员之间有效的交流和平台机制；二是建立研究会成员与外部的有效交流和平台机制。为促成

这两个平台机制的建设，研究会主要依托三个平台来开展工作，即政府平台、非政府组织平台和大学自身

平台。

★ 政府平台

——配合国家外国专家局开展对外交流

2008年10月23日，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

家司领导陪同爱尔兰高等教育局局长Michael Kelly和

多所大学代表访问北京高校引智研究会秘书处，洽

谈爱尔兰高校与研究会合作事项。

——配合北京市教委开展对外交流

                                                                 

2008年5月8日，理事长杨树兴出席“ 2008北

京国际教育博览会国际教育合作与发展高层研讨

会”，并发表题为《合作  发展  共赢》的演讲。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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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2日，参与了北京市组织的“2008诺

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活动，承办“首都高校学生

与‘诺奖’大师面对面活动”。研究会的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理工

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和北

京邮电大学8所院校参加了此次活动。

——与内蒙古教育厅联合开展西部对口引智交流

2008年12月5日至6日，在内蒙古教育厅的安排

下，研究会在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和内蒙古

农业大学，与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市的近30所院校

代表进行了交流，了解内蒙古地区高校的需求，探讨

“1+1+1”合作模式。

★ 非政府组织平台

2008年9月5日，利用在银川参加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澳大利亚大学协会合作十周年活动的机

会，与澳大利亚纽卡索大学代表刘勉洽谈了大学联盟合作。

2008年12月15日，澳大利亚创新研究大学6校联盟主席John Yovich致信理事长杨树兴，表达了合作愿

望。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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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自身平台

12月10日，组织23所理事单位参加由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和欧洲大学协会（EUA）及欧盟驻华使团

联合举办的“中欧研究生教育与合作研讨会”。

2008年5月19日，王庆林秘书长与德国亚琛工业大

学国际处官员Ulrike Brands商谈与TU-9联盟合作。亚

琛工业大学正在协调TU-9联盟的成员与研究会合作事

宜，2009年第一批20名德国学生将会在暑假对北京理

工大学等高校进行访问。

2008年5月29日，王庆林秘书长与西班牙瓦伦西

亚大学第一副校长Francisco会谈有关我校与西班牙理

工大学联盟合作事宜。

11月20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以及西北工业大学的代

表与西班牙大学进行了洽谈，希望建立中国与西班牙

大学的联盟。

2008年12月18日，北京交通大学徐宇工处长牵头

与海峡两岸教育交流促进会秘书长路蕙弘会谈联盟合

作。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参加了会谈。

作为第四届理事长单位，北京理工大学希望把研究会做成一个平台，同时扩展不同的渠道，鼓励研究会

的内部交流，加强与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高校之间的沟通，拓展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北京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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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高校引智工作的新发展。

2008年年会回顾

2008年12月25日至26日，北京市高等

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研究会2008年年会

在北京沙河碧水大厦隆重召开。北京地区

53所理事院校的代表，国家外国专家局教

科文卫专家司、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

司、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国际合作处和港澳

台侨务办公室、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涉

外处、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和北京市

高等教育学会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驻华代表处代表，我校赵长禄副校长和杨树兴副校长等

120余人出席会议。

2008年12月26日上午，北京高校引智研究会全体代表会议召开。会议由我校副校长杨树兴主持。国家外

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司长赵立宪、副司长李跃民，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专家处处长杨晓春，北京市

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陈锡章，研究会理事长、我校副校长赵长禄等分别发表重要讲话。

研究会理事长、我校副校长赵长禄在讲话中明确提出研究会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为北京地区高校的国际

交流与引智工作做好服务工作，为上级机关的决策和规划做好参谋和支持工作，为全国高校的引智工作作

出表率和促进工作。

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司长赵立宪、副司长李跃民、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专家处处长杨

晓春分别结合学习科学发展观实际，概括了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在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和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新使命与新任务，要求研究会在今后的工作中积极探讨引智的新思路、新模式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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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方法，多调研和了解情况，做好信息沟通、资

源共享和联谊工作。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陈锡章充分肯定了

研究会的工作。他说在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2008年

进行的学会优秀工作者、先进集体、优秀高教科研

成果和从事学会工作10年以上优秀人员四项评选

中，北京高校引智研究会是取得“满堂红”成绩的

极少数研究会之一。北京高校引智研究会是一个活

跃而突出的涉外研究会，是引智工作者开展活动的

阵地，真正发挥了领导参谋的作用。

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我校国际交流

合作处处长王庆林代表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向全体与

会代表作了《2008年度工作报告》和《关于修改研

究会章程的工作报告》。回顾和总结了研究会2008

年在研究会自身建设、国内外交流渠道拓展和创新

工作三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通过一年的工作，研

究会已基本搭建起了服务会员、联系政府、联结海

内外的战略联盟合作平台，为今后工作的深入开展

打下了良好的战略基础。全体理事代表审议并通过

了《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研究会章

程》。

2008年12月26日上午的经验交流会由研究会副

秘书长、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董仁

杰主持。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国际合作处邱晓平处长介绍

了《北京地区教育外事工作情况交流》，通报了首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引进国外智力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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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教育外事工作的总体情况、指导思想、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今后的工作重点。

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郝芳华处长作了题为《创建世界知名

高水平大学，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报告，

与各位理事分享了北京师范大学在国际交流与

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学校在国际化战

略规划方面的思考。

与以往的年会不同，此次年会还加入了新

的元素，专门组织了自选经验交流会，为各理

事单位和青年引智干部提供了锻炼和交流的机

会。

在25日下午举行的经验交流会上，北京交

通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刘锐和中央民族大学

国际交流处蓝慧文分别作了《大学“国际化”

战略管理初探》和《中央民族大学引智工作的

实践与思考》报告，并受到了与会代表的好

评。

此次会议是我校当选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

引进国外智力研究会第四届理事长单位以来举

办的首次年会。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预定工作

任务，会议的准备工作和举办得到了各方面的

好评，充分显示了我校国际交流合作处工作人

员杰出的个人素质、优秀的工作作风和团队精

神。

根据我校校领导工作分工调整，25日举行

的研究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杨树兴副校长辞去研究会理事长职务，同时

选举赵长禄副校长担任研究会理事长。

国际、港澳台
交流与合作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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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事 件 掠 影

■  诺贝尔奖大师进校园活动

■  成功完成奥运会重要外宾接待

■  成功举办美国文化月

■  引智研究会年会顺利召开

■  我校与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签订建立孔子学院协议

■  成功举办澳大利亚大学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