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李 净  张乙茗         审核：龚六堂  王周谊 1 

 

北 大 文 科 工 作 简 报  
2019年第 3期（总第 3期）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2019 年 6 月 5 日  

 综合规划与学科建设 

   1、邱水平书记调研考古文博学院 

5 月 2 日，邱水平书记调研考古文博学院学科建设情况。孙庆伟院长

介绍了学院和学科现状，重点汇报了“一库”（中华文明文物基因库）、“两

平台”（田野与科技考古中心、考古大数据中心）、“四方向”（中华文明形

成与发展、丝绸之路与外国考古、人类演化与古 DNA 研究、文化遗产保护

与利用）的学科建设方案。邱水平充分肯定了学院在立德树人和学科建设

上取得的成绩，希望学校各职能部门主动有效对接，给予支持，将考古的

需求落在实处。邱水平特别强调了中华文明文物基因库重大项目的重要意

义，并就项目推进给予了具体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 

2、邱水平书记调研法学院 

5月15日，邱水平书记调研法学院党建和学科建设情况并参加座谈会。

会前邱水平调研了维宪模拟法庭、法律图书馆等。法学院郭雳、潘剑锋汇

报学院领导班子和党建、科研、学科建设与师资队伍情况。邱水平充分肯

定了法学院近年来的工作成就，并就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学科建设提出

了明确要求。邱水平表示，当前正处于学校发展的历史最好时期，各职能

部门要不遗余力地支持法学院的建设，法学院党政领导班子要高度重视学

科建设工作，紧密围绕学科评估 A+的目标，理顺关系，夯实基础，补齐短

板，拓宽渠道，带领全院师生扎实工作，齐心协力把法学院建设得更好。

副校长王仰麟、王博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 

3、郝平校长与国家文物局领导共商考古学科深度合作 

5月 31日，郝平校长与来访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进行会谈，听

取了考古文博学院“中华文明文物基因库”项目进展汇报。郝平指出，学

校高度重视考古学科发展，重视与国家文物局的联合办学。宋新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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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8 年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大学共同创办“中国文物与博物馆学院”以

来，北大与国家文物局合作不断深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进一步提升联

合办学高度和广度。宋新潮高度肯定文物基因库项目的意义，建议提升为

国家战略，建设“国家文物基因库”，由国家文物局提供政策保障，北大

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具体承办，力争打造世界一流的文明资源库和研究中

心。郝平、宋新潮还就其他事宜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多项共识。副校长王

博、社科部、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参加会见。 

4、郝平校长主持召开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专题工作研讨会 

5月 31日，郝平校长主持召开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专题工作研讨会。区

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介绍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以及今年四月举行

的“面向 21 世纪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世界经验与中国范式”国际研讨会

等。郝平校长高度评价了研究院所进行的工作，并表示未来将在政策、制

度以及经费等方面对北京大学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进行更大的支持。会议就

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未来的工作内容及发展方向作了较为明确的定位，规范

学术管理，以及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智库建设和对外交流等工作将

是重点发展方向。副校长王博、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 

5、王仰麟副校长听取“中华文明文物基因库”项目进展 

5月 28日，王仰麟副校长专门听取了“中华文明文物基因库”项目汇

报，并表示基因库建设准确把握了学科发展方向，有利于国家的文化建设

大局，应该充分肯定和支持。王仰麟对方案、经费、空间需求给予了具体

指示，社科部、基建部、房产部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 

6、文科院系启动科研服务体系建设 

作为北大文科创新科研服务体系建设第一家试点单位，考古文博学院

4 月底成立科研服务办公室，招聘 6 位科研助理做好科研保障。5 月 7 日

召开行政服务工作交流会，院领导孙庆伟、雷兴山、张海及各职能办全体

人员参加。目前，科研服务办公室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协调重大科研项目

推进、科研经费咨询管理与票据整理报销、科研项目资料整理及相关文本

制作、会议讲座等学术活动筹备与实施、因公出国（境）及外专聘请手续

办理、因公差旅预订等。试运行 1个月以来，科研服务办公室运转良好，

已为学院的各类重大科研平台和项目提供全面服务。此外，历史学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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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汉语教育学院、法学院近期也提出了科研助理申请。 

7、政府管理学院科研和学科建设成果显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承担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两个一级学科建设任

务，2019 年以来学院各项工作成果显著。1、科研成果：王浦劬、黄恒学

荣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黄恒学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顺利结项；段德敏北京市社科基金顺利结项并评为优秀。

学院多位老师在国内外期刊发表高质量论文 50余篇，其中 SSCI 期刊论文

2 篇，CSSCI 期刊论文 35 篇。2、科研项目：学院积极鼓励老师申请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等 20

余项。俞可平教授获得两项北京大学学科建设项目支持,其中《马克思主

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翻译出版获得资助 69万元、《政治通鉴》编著获得资

助 100 万元。3、学术交流：5 月 17-19 日学院召开第三届北大-复旦国家

治理深度论坛，海内外二十余所院校 50 余位学者参会；北大-复旦联袂打

造学术公共平台，发挥学界引领作用。4、捐赠资金支持：院友李永新（中

公教育集团）捐资 5000 万，用以支持学院的人才队伍、学术科研和院友

工作；5、机构建设：经学校审批，学院特设公共治理研究所，通过实施

人才储备、科研项目、学术交流等计划，助力学科质量提升。 

8、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亚洲文明互鉴与中国”学术活动 

5月 17日，适逢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期间，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在燕南园 66 号院举办了以“亚洲文明互鉴与中国”为主题的学术交流活

动。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邀请到巴基斯坦、

老挝、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美国等国的专家学者，

围绕本国对中国文明建设的认知及文明交流机制展开热烈研讨与交流。 

9、经济学院举办“中国百家经济学重要期刊主编论坛” 

5 月 25 日，经济学院举办“中国百家经济学重要期刊主编论坛”。北

京大学校长郝平，教育部高校经济学类专业教指委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

学校长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出席并致辞。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改革

开放 40 年“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厉以宁为论坛题词。北京大学新结构

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改革开放 40 年“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林毅夫和清

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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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葵发表主旨演讲。《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

学（季刊）》等 129 个重点期刊的 180 名主编和社长参加论坛。 

10、习研院举办“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理论研讨会 

5月 27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主办“加强党

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理论研讨会，这是中宣部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专题理论会。会议旨在使我国经济学

界更为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实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当代发展的高度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增强现有研究的思想性、政治性、学术性和学理性，推动理论探讨、学术

探讨和改革实践的融合。 

11、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打造学术共同体 

5 月 25-26 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

澜学院共同举办“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学术研讨会”，并共同为北京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揭牌。中南财经大学校长杨灿

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先后致辞。 

5月 27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新结构经济学珞珈论坛 2019”

在武汉大学举行，并共同见证武汉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武汉

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分别致

辞。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此次与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

作搭建学术研究平台，有助于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共同助力新结构经济

学研究进步与发展。 

12、储槐植教授荣获“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 

近日，中国法学会发布《关于通报表扬马骧聪等 10 位全国杰出资深

法学家的通知》，授予 10人“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以表彰他们在

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中的突出成就。其中，北京大

学法学院储槐植教授获此殊荣。 

储槐植，男，1933 年生，1955 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已更名中国

政法大学），后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是国内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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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积极参加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活动，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

多部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咨询工作，199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

修订更是融入了他多年心血。 

13、唐孟生、王缉思教授智库成果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认可 

近日，外国语学院唐孟生教授作为主要撰写人的研究报告《推进中巴

经济走廊下阶段建设的思考与建议》获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丁薛祥同志的肯定性批示。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承接的外交部

2018年重大攻关课题《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和我国对策建议》研究报告被外

交部评为“优秀”。 

 

 科研项目 

5月中旬，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圆满结束，本年度老师

们申报热情高涨，经过紧锣密鼓的整理与审核，最终组织包括文科院系和

城市与环境学院、医学人文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等在内的 17 个院系申报

55项课题，其中申报重大项目 4项，重点项目 8项。申报项目学科范围囊

括了全部九个选题。 

 

 成果人才 

5月 23日，社科部召开文科期刊（集刊）座谈会。《经济学季刊》、《北

大政治学评论》、《西域文史》等 20 多家刊物代表发表了相关意见和建议。

龚六堂部长简要介绍了我校去年关于期刊（集刊）的资助情况，指出北京

大学需要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刊物，作为人文社科的标志性成果。下一步，

社科部将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扩大支持范围，帮助北大期刊提高质量、

提升影响力。 

5月 28日，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揭晓。北京大学

获得特等奖 1项、一等奖 7项、二等奖 15项，这些获奖成果是对北大人

辛勤耕耘的肯定，也是北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实力的生动写照。北京市

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繁荣发展首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鼓励社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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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展学术研究、推动理论创新、

多出精品力作和服务首都发展。 

 

 机构与智库建设 

1、基地机构进展 

5月 22日，社科部向学校汇报虚体机构整改工作。截至目前我校文科

虚体研究机构共 290 个，整改期间共撤销 3 个、终止 10 个、清理违规设

立的 27 个、新成立 21 个。5 月份新成立 2 个文科虚体研究机构：北京大

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中心。 

近日，社科部对文科实体机构进行初步摸底，包括身份信息、人员情

况、教学情况、内部组织架构及对外交流合作情况。5月 16日，学校宣布

任命王博为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 

5月 28日，社科部组织召开社团管理座谈会，研讨了自身建设和管理

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全国哲社工作办在协调联系全国社科学术社团、加

强社团建设指导方面提出建议。 

2、智库工作进展 

5月 9日，2019 年度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理事会会议在首都发展研

究院召开，理事长、社科部部长龚六堂主持会议。 

５月９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

基地召开实地验收会，得到与会评审专家一致好评并顺利通过，校党委常

务副书记于鸿君出席。 

5月，社科部向全国哲社工作办、教育部《智库专刊》、北京市委宣传

部报送三篇稿件（王栋、翟崑、唐晓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