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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致辞 

周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已经步入标志成熟期的“而立之

年”。它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

展、改革与建设事业，在知识积累、队伍建设、科研创新、国际

交流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欧洲研究所有很多同事毕生从事

中国的欧洲研究事业，他们艰苦创业、严谨求实、兢兢业业，数

十年如一日，为中国欧洲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

献，没有他们的奉献就没有欧洲研究所的今天。欧洲研究所也有

许多中青年的研究工作者在众多的职业中选择了欧洲研究，他们朝气蓬勃、乐观开拓、富有科

学素养和现代精神，欧洲研究所将因为他们的努力而继续成长。10年前，我在祝贺欧洲研究所

20周年诞辰的时候曾经讨论了中国欧洲学人的时代精神，今天看来，这些文字尚未过时。我将

其抄录于此，作为对欧洲研究所的期待。

我们的时代是个发展的时代，时代要求认知，时代呼唤真知。新的研究领域勃然兴起，于

是欧洲研究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陋到现代化，真可以说得上是生机盎然。又何止是欧

洲研究所呢？整个中国的欧洲研究事业也像欧洲研究所一样快速地发展着，也是从少到多，由

弱到强。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的欧洲研究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每年都有大量的论文和著述

问世，有关欧洲的知识产品越来越丰富。在这个发展的时代中，谁能坚持求真知、重质量，谁

就把握住了继续稳定发展的契机。

我们的时代又是一个社会转型和道德重塑的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学术交流日

益频繁，过去的研究方法和角度都显得不够用了。新的方法、新的工具、新的视角在不断地出

现。欧洲研究从一般性的介绍，发展到深层次的分析，又发展到分学科的研究，建立了欧洲经

济、欧洲政治、欧洲法律、欧洲社会文化等专业性的研究领域，向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结合

又迈进了一步。在这个时代中，谁能尽快地掌握这些学科的方法、工具、视角，谁能提高效率

和质量，使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于事物的理解，谁能够一丝不苟、忠于职守、实事求是，谁就能

够在新世界立足。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学界更是这样，欧洲研究界同样不能例外。

我们的时代还是一个不断开放和不断建构的时代。随着新思想、新方法的涌入，随着新工

具、新技术的使用，各种传统机构的限制被打破，人员开始流动、时间的使用方式变得更加灵

活。欧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走出去，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样，欧洲研究所也要敞开大门，欢迎

和接纳有志于欧洲研究的国内外人士，作为欧洲研究所的客座人员，与我们共同切磋、相互交

流。在这个时代，谁能够更加合理地利用资源、配置资源，谁就抓住了更快发展的机遇。

欧洲研究所的过去是由许多前辈的心血和劳动铸就，欧洲研究所的未来需要更多学者同样

勤奋的劳动和无私的奉献来造就。有欧洲研究年轻一代的继往开来的求索，有全国欧洲研究学

界同仁们团结一致的合作，欧洲研究所的未来无可限量，中国欧洲学的发展前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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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词  
我和欧洲研究所

——为庆贺欧洲研究所成立30周年而作

裘元伦

1993-2000七个年头，我在欧洲研究所当所长。2000年底卸任至今又

逝去了十年多光阴。这十七、八年，令我回味万千：它曾经给我增添过

一丝短暂的“荣光”；它深广了我关于欧洲问题的一些原先十分浅薄、

至今也并不深厚的知识；它教会了我作为一个小单位的领导者所必须具

备的若干起码的做事做人的道理；它更是从欧洲研究所30年的历史发展

进步中极大地加强了我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锦绣前程的坚定信心和美好

憧憬。

1993年秋季的一个工作日，院领导通知我，把我从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副所长岗位调到欧洲研究所任所长。我立刻意识到这是组织上对

我的培养、信任和考验，我决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在局外人看来，这

似乎是一次“荣升”；而于我本人来说，内心却充满着纠结。这种纠结主要来自我对已经在那

里工作了三十三年（从我1960年进入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算起）的世经政所的深深感

情。在那里我于1979年完成了我的处女作《西德的农业现代化》，还于1986年写出了我这一生

最称心的一部著作《稳定发展的联邦德国经济》。这种纠结还来自我对原西欧所的不了解。

经过各方努力，院领导于我上任西欧研究所所长第二年即1994年就正式批准了把它改名

为“欧洲研究所”。这一改名，无论对于我个人还是研究所都意义重大。

欧洲研究所30年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有目共睹，这是一系列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因素共同

促成的。就宏观而言，它体现着时代的变迁与国家的进步；就微观而言，它饱含着我所前辈同

仁们所付出的大量辛勤劳动和历任所领导薪火相传所作出的不断努力。

欧洲研究所30年的成绩来之不易。其实，上述的宏观和微观条件只有一件件都落到实处才

能真正发挥作用。谁都懂得，研究国际问题，离不开资料，课题，成果的发表、出版，对研究

对象的感性了解和对本国国情的把握，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当然更离不开必要的经费支持。我

的前辈们，即在20世纪50、60、70年代当所长的人们，曾经面临过上述各个方面的种种困难。

直至90年代，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同志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后，我院各所

的物质条件才真正开始有了显著的改善。现任院长陈奎元副主席上任以来，这一进程得到了进

一步增强，令人欢欣鼓舞。而对欧洲研究所而言，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和本世纪初期欧盟对中

国欧洲研究事业提供资助、先后配置两个大项目，尤其是第二轮大项目，更有助于进一步提高

了欧洲研究所的地位，给欧洲研究所提供了方方面面的机会，意义深远。

我热烈祝贺欧洲研究所成立30周年！

我衷心祝愿欧洲研究所鹏程万里，前途似锦！

李琮,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1983-1988年先后出任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裘元伦，曾任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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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身

为西欧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5月，是专

门从事欧洲政治、经济、法律、社会、

文化和国际关系综合研究及国别研究的

国家级机构。

欧洲研究所现有在职人员54人，其

中科研人员47人（包括研究员和编审12

人，副研究员和副编审13人）。全所具

有博士学位的有21人，获得硕士学位的

有14人。

欧洲研究所目前设有经济研究室、

政治研究室、国际关系研究室、欧盟法

研究室、社会文化研究室、科技政策研

究室、中东欧研究室、《欧洲研究》编辑部、图资信息室和办公室。

《欧洲研究》杂志（双月刊）创刊于1983年，是国内专门发表欧洲问题科研成果的唯一公

开发行的专业学术刊物。此外，每年不定期刊印《欧洲问题参考》；从1997年起，欧洲研究

所定期出版

《欧洲发展报告》（蓝皮书）；2000年起不定期出版《欧洲研究工作论文》（英文）。

中国欧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学会秘书处

设在欧洲研究所内，负责日常事务和组织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研究系设在欧洲研究所，招收欧洲经济、欧洲政治和国际关

系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欧洲系现有博士生导师8人、硕士生导师6人。

欧洲研究所国际联系广泛，与欧洲联盟、欧盟成员国政府的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基金

会、智库、院校和工商界保持着经常性往来或长期的学术合作，同欧盟委员会和欧洲主要国家

驻华代表机构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欧洲研究所经常接待来自欧洲国家及其他地区的学者，并

派遣本所学者到世界各地进行学术考察、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1997-2001年，以欧洲研究所

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参与了中欧高等教育项目，获得资助的合作研究项目

共26个；获得资助的人员交流项目共57个；获得一年学生奖学金资助的共16人。2004年，欧洲

研究所积极参加“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合作项目（2004-2008）的投标，获得第一类

资助；经过4年的努力，圆满完成预定计划，并取得丰硕成果。与此同时，作为实体机构，欧

洲研究所同中欧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欧洲研究中心”建立了更为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合

作研究网络。

Greetings from Prof. Beate Kohler-Koch
贝娅特•科勒-科赫教授贺词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s pioneered in advancing 
research and teaching on the European Union in China. With the annual reports on the EU, a wealth of 
publications and a broad range of activities, it has contribute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EU both i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ffairs. Sino-European relations will 
benefit greatly from a broadening of the institute’s activities, above all from the intens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scholars.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在中国的欧盟研究和教学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通过出版欧

洲年度发展报告、丰富的著述和主办广泛的活动，欧洲研究所为增进中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

以及欧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作用的了解做出了贡献。中欧关系将获益于该所活动的扩

展，特别是中欧学者之间密切的合作。

 Greetings from Prof. Francis Snyder
弗兰西斯•施奈德教授贺词

IES-CASS has been the pivot and major force in 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EU studies in China. 
Building on these achievements, IES-CASS can develop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Studies and its 
legal branch to have a more active role and higher profil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further foreign participation 
in the annual conferences. It can also encourage more publication by Chinese scholars in foreign EU studies and 
EU law journals. Selected foreign journals, such as the European Law Journal, might be proposed for inclusion 
in the formal list of top 100 journals, where scholars are expected to publish their articles if possible. IES-CASS 
can continue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org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IES-CASS can also work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in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a network among all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in EU studies.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是推动欧盟研究在中国系统发展的核心和主要力量。在以往成

就基础之上，欧洲研究所可进一步推动中国欧洲学会及其分会的发展，使其发挥更为积极和重

要的作用。除邀请更多国外学者参加年会外，希望中国欧洲学会鼓励中国学者在国外欧盟研究

和欧盟法律研究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例如，《欧洲法律研究》便是可名列正式推荐的100种学

术刊物之一。希望欧洲研究所在联合主办国际会议方面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亦期望欧洲研究所

和其他机构共同建立和持续发展中国的欧盟研究教学网络。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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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行为方式的

影响、欧盟的主

要 对 外 政 策 工

具、欧盟对外文

化战略及价值观

外交、欧盟同周

边国家的关系以

及中欧关系。

欧盟法研究室 

欧盟法研究

室主要从事欧洲

联盟法的研究工

作，主要研究领

域包括：欧盟法

的形成与发展；

欧盟法的性质与

相关理论；欧盟

立宪与欧洲宪政；欧盟机构法；欧洲市场一

体化中的法律问题；欧盟法与成员国法的关

系与协调；欧洲法院及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

中的作用；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欧盟对外

关系法及中欧关系中的法律问题等。 

社会文化研究室

社会文化研

究室主要从事欧

洲 思 想 文 化 、

社会结构、社会

政策等方面的研

究。主要研究领

域涵盖战后欧洲

的社会变迁、社会政策、社会思潮、社会运

经济研究室 

经济研究室

主要从事战后欧

洲经济，特别是

经济思想、经济

运行机制，以及

对外经济关系的

研究。主要研究

方向有：欧洲经

济一体化、欧洲经济的增长、趋同及经济发

展模式、欧元及欧元区的扩大、欧洲在国际

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欧洲财政政策、

欧洲产业政策、欧洲宏观经济及主要国家经

济跟踪研究、欧盟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中欧

经贸关系。

政治研究室

政治研究室

主要从事战后欧

洲的政治思想、

理论、制度、政

策与实践诸方面

研究工作，主要围绕欧盟及其成员国（以及

候选国）而展开。具体领域包括：欧洲一体

化政治、国别政治、欧洲政体与政治运行机

制、政党与政治思潮、利益集团、政治形势

的发展演变以及欧洲对外政治关系等。

国际关系研究室

国际关系研究室主要从事欧洲联盟对外

关系的研究。研究重点包括：欧盟在对外政

策领域的权能变化及欧盟的对外政策决策机

制、欧盟内部的一体化进程和发展经验对其

所长 周  弘

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比较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国际学部副主任；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欧洲研究》

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欧洲

学会会长。主要研究兴趣：福利国家、对外援助、欧洲现代史、中

欧关系等。

党委书记、副所长 罗京辉    

文学硕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现任中国社会

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主要研究兴趣：国际经贸关

系、经济管理。 

副所长 江时学   

1980年1月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美研究所副所长。现任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欧洲研究系主任、教授、博士

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欧洲经济、中欧关系、欧洲与拉美关系。

现任所领导 机构设置

所学术委员会（2010年1月——）

主任委员：周  弘      副主任委员：江时学

委  员：裘元伦、吴  弦、沈雁南、程卫东、田德文、陈  新、张  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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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民族问题、移民问题、性别问题、福利

国家、欧洲文明、欧洲观念、政治文化、意

识形态、外交思想、文化政策和欧洲一体化

史研究等。

科技政策研究室
科技政策研

究 室 主 要 从 事

欧 洲 科 技 政 策

体制、科技创新

能力、科技竞争

力、科技进步对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等方面的研究。具体领域包括：欧洲一体

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欧盟科技合作与创新机

制；欧盟高科技产业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

欧盟科技在能源、环保、气候变化等诸多领

域的作用和影响；欧盟新经济、新技术和新

技能发展；中欧科技合作与贸易关系等。

中东欧研究室

中东欧研究室主要研究中东欧国家的政

治、经济和对外关系，具体的研究领域包括

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

轨与政治发展、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与经

济发展、中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中东欧地

缘政治的演化、巴尔干民族主义与冲突、巴

尔干国家构建与国际治理。

《欧洲研究》编辑部

负责欧洲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欧洲

研究》（双月刊）、《欧洲研究工作论文》

（中英文、不定期）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承

担“国内欧洲研究状况评估调查”的所重点

课题，承担欧洲研究所中青年学术研讨会等

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

图资信息室

前身是成立于1981年的欧洲研究所图书

资料室；1985年，因开始接受欧共体（欧洲联

盟）委员会赠送

的官方出版物，

在图资室内成立

了以欧盟出版物

为基础的欧共体

资料中心。1995

年，中国社会科

学院图书馆成立，欧洲研究所的大部分图书

合并到院图书馆，图资室只留下欧盟官方出

版物、部分西文图书和剪报资料，改名为欧

盟资料中心。2006-2008年，在中国—欧盟欧

洲研究中心项目的支持下，建立了中国社会

科学院“欧洲学术书库”。2007年，欧盟资料

中心正式更名为图资信息室。 

办公室

办公室内设科研办公室、人事办公室、

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财务办公室、研

究生院欧洲研究系秘书处等，负责全所（系）

日常事务的管理和协调，协助所领导实施科

研、行政管理工作。

主要研究课题

国家社科基金：

1993年 

             

1995年   

1996年  

2005年   

院重大课题：

1997年   

1998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4年   

               

2005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院重点课题：

2002年   

2004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杨祖功  “西方市场经济与国家调节”

王  捷  “关于欧美利益群体与压力集团政治的比较”

马胜利  “冷战后南北关系的新变化：发达国家的政策调整” 

顾俊礼  “福利国家研究”

周  弘  “欧洲一体化对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意义研究”

沈雁南  “简明欧洲百科全书”

刘立群  “列国志”系列

周  弘、吴  弦 “欧洲一体化与外部世界”     

潘琪昌、赵俊杰 “北约战略调整与欧盟共同防务及其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裘元伦、程卫东 “欧洲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秩序”

顾俊礼  “欧洲政党的执政经验”

马胜利  “欧洲政治文化”

郑秉文  “欧洲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吴白乙  “后冷战时期美国和欧盟对华政策的形成及其相互影响”

董礼胜、刘作奎 “发达国家电子治理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裘元伦  “欧盟国家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王  鹤  “东扩后的欧盟经济增长”

薛彦平  “欧盟国家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理论与政策”

罗红波  “欧元与21世纪初的欧洲经济”

罗红波、李靖堃 “欧洲国家反腐败措施研究”

王  鹤  “欧洲经济”

薛彦平  “欧洲工业发展中的自主创新研究”

张  敏  “当代西班牙经济”

程卫东  “新安全观与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的新发展”

吴  弦  “变化中的中欧关系：问题解析与展望”

薛彦平  “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与创新——欧洲的经验”

陈  新  “欧盟扩大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关于经济一体化进展的初步分析” 

田德文  “民族与国家：欧洲民族国家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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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研究》杂志 
《欧洲研究》（双月刊），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欧洲研究所主办，为我国独家面向国内外

公开发行的专门研究欧洲问题的学术刊物。

《欧洲研究》杂志创刊于1983年，原名《西

欧研究》，1994年起改名为《欧洲》，2003年

改为现名。

《欧洲研究》设有“国际政治经济评

论”、“欧洲一体化研究”、“国别与地区”、

“中国与欧洲”、“专题研究”、“书评”、“学

术动态”等固定栏目。近年来，又增设了“欧

洲社会政策研究”、“欧洲文明研究”、“研

究述评”和

“欧 洲 讲

坛 ” 等 栏

目，旨在全

面反映国内

外欧洲及相

关国际问题

研究的主流

状况和优秀

成果。

《欧洲研究》作为国际政治类的核心期

刊，在国内学术界和相关政府机构中享有很

高的声誉。2008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

究评价中心”对528种CSSCI来源期刊的排

序，《欧洲研究》在政治学学科期刊中排名第

2位。据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

刊工作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

心发布的政治类期刊引文率排名中，均位居

前列。

《欧洲发展报告》
《欧洲发展报告》（“欧洲蓝皮书”，社

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

研究所与中国欧洲学会合作，对每年欧洲政

治、经济、法律、社会、科技和国际关系形

势进行综合分析的学术专著。

《欧洲发展报告》分为导论、主题报

告、专题报告、地区与国别、资料五个部

分。其中既有对欧洲具有战略性影响的重大

发展趋势的深度分析，也有对欧洲年度重大

事件的专题研究；既有对欧洲整体形势的评

论，也有对欧盟及欧洲各国年度发展形势所

做的系统分析。同时，《报告》还以一定篇幅

发表有关欧洲经济、政治与社会等方面的数

据资料。自1997年正式出版以来，《欧洲发展

报告》已经成为中国读者了解欧洲年度发展

形势的重要参考书。

《欧洲发展报告》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

版，迄今已出版十八卷。2009年起，《欧洲

发展报告》被列入中国欧洲学会、中国社会

科学院欧洲

研 究 所 、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合 作 出

版的《欧洲

研究丛书》

系列。

《欧洲问题参考》
《欧洲问题参考》是欧洲研究所反映欧

洲问题研究重要情况并发表对策建议的内部

学术交流刊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问题

智库建设和深层学术交流重要的窗口和平

台，迄今已出版发行400多期。

为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加强国内欧洲

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及时反应欧洲研

究领域的新问题、新观点、新思想和新资

讯，使之成为我国欧洲研究领域高层次学术

交流平台，自2011年起，《欧洲问题参考》改

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与中国欧洲

学会共同主办，并增加了电子版。

院青年启动基金项目：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7年    

2008年    

2010年  

        

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1997-2001年    欧洲经济重点学科，负责人：罗红波、王  鹤

2002-2007年    欧洲经济重点学科，负责人：罗红波

2003-2008年    欧洲政治重点学科，负责人：周  弘

2009年-        中欧关系重点学科，负责人：周  弘

国情调研项目：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秦爱华  “欧盟对华投资战略”

范勇鹏  “瑞典外交政策”

郭灵凤  “现代西方民主学说研究辨析”

孙彦红  “欧盟产业政策研究”

刘作奎  “欧盟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冲突调解政策”

熊  厚  “欧元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兼论中国的应对” 

叶  斌  “欧盟司法合作中的相互承认原则”

张金岭  “当代法国应对民族问题的制度框架与价值导向研究”

“中国相关人群如何看待中欧经贸关系”,主持人：周  弘  董礼胜

“乡镇政府促进当地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与措施”,主持人：罗红波  

“中国民众的国际观”,主持人：周  弘  董礼胜  

“广西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主持人：周  弘  

“中国人的欧洲观”,主持人：周  弘    

“湘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就与经验”,主持人：吴  弦

“欧洲在华投资企业商业景气调研”,主持人：周  弘

2007年欧洲研究所国情小组到江

苏太仓考察产业集群

2009年欧洲研究所国情调研小组

到广西考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2010年欧洲研究所国情调研小组

在湘西考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出版物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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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研究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系成立于1983

年，招收欧洲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社会

文化以及欧盟

法专业的博士

研究生和硕士

研究生。开设

欧洲政治和外

交 、 欧 洲 经

济、欧洲一体

化和欧盟法律等课程。现有博士生导师8人：

裘元伦、周弘、罗红波、王鹤、江时学、吴

弦、程卫东、孔田平;硕士生导师6人：马胜

利、田德文、赵俊杰、陈新、张敏、薛彦

平。迄今为止已培养80多名研究生。

中国欧洲学会

中国欧洲学会的前身为中国西欧学会，

成立于1984年11月26日。1991年，经国家主

管部门批准改名为中国欧洲学会。

中国欧洲学会是中国欧洲研究学界的全

国性非政府组

织，其宗旨是

推动中国欧洲

问题研究的发

展。作为合法

的非营利性民

间学术组织，

中国欧洲学会

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组织、协调有关欧

洲研究的学术活动，开展境内外学术交流，

并向社会提供欧洲问题咨询。中国欧洲学会

挂靠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单位为中

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中国欧洲学会下设欧洲联盟、英国、德

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北欧等地区与

国别分会和欧洲政治、欧洲经济、欧洲法

律、欧洲一体化史等学科分会。

多年来，中国欧洲学会及其下属分会积

极组织各种国内外学术交流与研讨会，积极

推动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会

员撰写并出版的许多学术专著和研究成果，

是中国读者了解当代欧洲的必读书籍和大专

院校的教科书。同时，学会还十分关注国外

欧洲研究的发展，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

相关学术专著。

自1997年起，中国欧洲学会与中国社会

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合作出版《欧洲发展报

告》（年度）；自2011年起，双方开始共同

出版《欧洲问题参考》。

中国欧洲学会的官方网站为“欧洲研究

在中国”,网址：www.europeanstudies.org

所网站
欧洲研究所网站（http://ies.cass.cn/Article/

Index.asp）设有“本所工作”、“研究成果”、

“研究项目”、“学术活动”、“研究中心”、

“研究生教育”、“研究资料”和“《欧洲研

究》杂志”等栏目，主要报道欧洲研究所研

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此外，欧洲

研究所网站还开设了英文网（http://ies.cass.cn/
en/），介绍欧洲研究所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和

有关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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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欧会议的未来”；

2003年：“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新

欧洲与中欧关系的未来”； 

2004年：“回顾与展望——纪念中法建交

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欧在线法律词典

研讨会”、“中国－意大利中小企业：问题

与前景学术研讨会”、“欧洲联盟的挑战——

地位、进程和前景”；

2005年：“中小企业直面经济全球化”、 

“中国－欧盟关系的发展与未来——纪念中

欧建交30周年”研讨会、“挑战曁成功：欧盟

的未来发展”；

2006年：“中美欧：全球战略问题的合作

前景”、“移民与全球化”、“中欧关系的

国际政治”、“中美欧：中欧关系”研讨

会、“就业与增长国际会议”、“中欧项目学

术委员会年会”； 

2007年： “关于欧洲国家变革模式和欧

盟治理的国际会议”、“讨论‘欧洲模式’

国际研讨会”、“进行中的欧盟治理”国际会

议、“欧盟法律制度与市场经济秩序研讨会”、

“中法判决执行制度比较研讨会”、“欧洲模

式：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法国当前形势

与中法关系”研讨会、“法国大选后的内外政

策与中法关系”的国际研讨会；                                                                              

2008年：“中德安全对话”、“法国内政及

中法关系国际研讨会、“产业区/产业集群直面经

济全球化——中意比较”研讨会；

2009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欧关系：化

挑 战 为 机

遇”、“中

欧 加 深 理

解对话小组

会”、“经

济发展中的

中央与地方

学术交流与合作

人员交流
作为中国最大的欧洲研究专业机构，中

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在建立和发展欧洲

研究学术合作网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迄今为止，欧洲研究所已与70多个欧美研究

机构和大学建立了经常性学术交流机制，与

欧盟及其成员国驻华使馆保持着密切的来

往，与美国福特基金会、阿登纳基金会、塞

德尔基金会、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集团、阿

涅利基金会等建立了合作关系。根据不完全

的统计，在过去的15年里，欧洲研究所派出

学者赴欧洲

国家及其他

国家学习或

参 加 会 议

345人次，

接待国外学

者来访639

人次。 

国际研讨会
举办国际研讨会和学术讲座是欧洲研究

所的经常性工作之一。自1997年以来，欧洲

研究所举办的国际大型学术研讨会主要有：

1997-2010年：共举办14次欧洲形势年会暨

中欧大使论坛（暨欧洲发展报告发布会）；

1998年：“就业——中国与欧洲联盟的共

同任务”、“中国与欧洲关系”；

1999年：“欧元”、“欧盟与外部世界”

2000年：“欧盟中小企业组织经营模式

与中—欧合作”、“21世纪的挑战与第三条道

路”、“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

2001年：“欧洲研究在中国”； 

2002年：“欧盟制宪与一体化理论——纪

念《马约》签署十周年”、“《对外援助与国

际关系》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亚欧关系

作用——中意比较研究会”；

2010年：“中欧社会论坛——世界治理小

组研讨会”、“城市：全球化网络的节点研讨

会”、“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作为全球合作

伙伴的中国与欧盟研讨会”。

此外还举办了多个学术系列讲座，包括：

“欧盟的对外关系与安全政策”（2000年）、

“欧洲政治模式”（2006年）、“欧洲经济模

式研讨会”（2006年）、“欧盟模式与欧洲认

同”讲习班(2007年)、“全球化世界中的欧

盟：欧盟的继续发展”(2007年)。

参加的国际合作项目

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1997-2001年）
“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规模很大的

国际合作项目。该项目为期四年（1997-2001

年），由欧洲联盟支持。在执行该项目期

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

科学院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获得资助的合作

研究项目共26个；获得资助的人员交流项目

共57个；获得1年学生奖学金资助的共16人。

在该项目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在执行项目期间，欧洲研究所（中国社

会科学院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组织了4个大型

国际研讨会：“欧元启动及其国际影响”、“欧

盟中小企业组织经营模式与中欧合作”、“中欧

文化交流” 、“21世纪的挑战与第三条道路”。挂

靠在欧洲研究所的中国欧洲学会在“中欧高等

教育合作项目”的支持下还成功举办了“就

业——中欧的共同任务”研讨会（1998年）。

1997-2001年，在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

的框架下，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欧

洲问题研究中心）邀请了6名舒曼教授访问并

开设专题讲座，派出40名学者赴欧洲进行学

术访问或合作研究，16名年轻的科研人员在

欧洲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中欧学者的互

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促进了双方的相互了

解，加强了学术交流。 

在“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的支持

下，欧洲研究所与欧洲的大学、研究中心共

同完成了26个合作研究项目，例如：“欧洲研

究在中国”、“战后欧洲政治”、“世界贸易

组织中的法律问题”、“欧盟及其成员国公

有企业改革及对中国的借鉴”、“欧洲对发展

中国家的人权政策”、“经济全球化”等。

此外，还接待了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的５名

学者在本中心进行“外国投资对中国发展进

程的作用”项目的研究，与澳门欧洲研究会

合作完成了“欧洲国家在北京直接投资”的

分析报告。该项目主要合作伙伴来自法国巴

黎大学、欧洲大学、德国曼海姆大学、汉堡

大学、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意大利卡塔尼

亚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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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连接
“欧洲研究核心课程开发”项目（2003-

2006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德

国曼海姆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荷兰马斯特里

赫特欧洲研究中心和中国澳门欧洲研究会的

合作项目。此项目旨在为亚洲的研究生和青

年学者提供一套标准的跨学科的欧洲研究高

等课程。在为期三年的项目执行期间，完成

了课程开发、教学方法改进和教师培训三部

分项目内容。开发的5门核心课程和11门选修

课程，内容涉及欧洲一体化的经济、政治、

法律、社会和历史等方面，直接惠及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和

包括澳门、香港、台湾地区其他高校的几百

名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间接受益者

包括遍布全国的政府机构、新闻媒体、欧洲

研究学者和各类学生。

  

“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2004-2008
年）

“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是中

国和欧洲联盟的一个政府间合作项目,旨在

加强欧洲与中国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之间的

交流，通过各种活动巩固和增进中国对欧盟

及欧洲事务的认知和理解。在此框架下，欧

洲研究所获得中欧官方资助，开展以“欧洲

模式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为主题的多学科研

究，提高了欧洲研究所的综合实力,锻炼了中

青年学术骨干，增进了中欧之间的学术理解

和共识。

欧洲研

究所与德国

曼海姆大学

欧洲研究中

心、德国弗

莱堡大学经

济和行为科

洲研究所与《意大利经济评论》之间建立

起信任关系，并开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

合作。双方约定，以全球化为背景，就中意

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探讨，

每一年或两年撰写、翻译并用三种文字（中

文、意大利文、英文）出版一本高质量的学术

著作。至今，已经出版了5本著作：《中小企

业直面经济全球化》、《移民与全球化》、

《产业区直面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中的

中央与地方

作用》和

《城市：全

球化网络的

节点》。每

本著作出版

后不久，都

在北京或上

海 召 开 了

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双方决定

增加对世界经济发展热点及中国经济发展对世

界影响的讨论。两个机构在罗马举行了三次学

术研讨会或报告会，分别是“中国人眼中的欧

洲”、“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

的经济与货币关系”。 

年6月）；“欧盟法律制度与市场经济秩序”

研讨会（2007年6月）。

中欧社会科学合作研究项目（Co-reach –SSR）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英国诺丁

汉大学、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意大利米兰

大学的合作研究项目“全球治理：欧洲、中

国和非洲的案例”获得中欧社会科学合作研

究项目的资助，并于2009年10月正式启动，

为期2年。项目中方负责人为欧洲研究所所

长周弘研究员、欧方负责人为英国诺丁汉大

学讲师Catherine Gegot博士。本课题旨在深入

探讨中国和欧盟对非洲产生的实际影响；中

国和欧盟的政策如何提升了各自作为世界重

要力量的国际形象。合作研究内容包括三部

分：1.中国和欧盟在贸易、援助政策及其政

策协调方面的多层治理；2.安全和发展：中

国和欧盟的对非公共和私人机构在危机发生

时的相互作用；3.中国和欧盟对非洲产生的

影响以及中国和欧盟作为可信赖的世界重要

力量的地位提升。

本课题将采用跨学科比较研究方法，主

要活动包括：合作研究、学术访问和国际会

议。课题组主要成员来自三个合作伙伴，但

将邀请相关的中欧学者参加课题活动。课题

成果包括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

 

“中国欧洲研究所与《意大利经济评论》合作研究
项目”（1999—）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意大利联

合信贷银行集团学术刊物《意大利经济评

论》（REVIEW OF ECONOMIC CONDITIONS 
IN ITALY）的合作始于1999年。这一年，在

《意大利经济评论》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

学院欧洲研究所翻译出版了由意大利著名经

济史学家路易吉·德·罗萨教授撰写的《战

后意大利经济》。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

学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社会科

学高等研究院、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等欧

洲伙伴机构密切合作，开展了大量的包括合

作研究、专题讲座、项目研讨会、国际会议

以及人员互访在内的交流活动。

合作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欧洲国家转

型、新型治理模式和欧盟外交模式；欧洲认

同与多元文化；欧洲经济和社会模式；欧盟

司法制度对欧洲模式运行的保障。合作研究

产生的论文和报告结集出版4部专著:《欧洲

治理模式》、《欧洲经济社会模式与改革》、

《欧盟法律创新》、《欧洲认同研究》。

执行项目期间召开的国际会议、项目研

讨会、专题讲座包括：“欧洲模式：民族国

家的遗产与欧盟政治制度建设”国际研讨会

（2006年9月）；“欧盟对外关系”讲习班

（2006年9月）； 中欧论坛“中美欧：全球与

战略问题的合作前景”（2006年9月）；“欧盟

法律制度与市场经济秩序”讲习班（2006年

10月）；“欧洲认同研究方法论”国际研讨会

（2006年10月）；“欧盟经济模式”国际研讨

会（2006年10月）；欧元区货币政策协调”

讲习班（2006年10月）；“欧洲模式及其对世

界的影响”研讨会（2006年12月）；讨论“欧

洲模式”国际会议（2007年6月）；“欧洲模

式与世界：经验与启示”国际研讨会（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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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学科建设

“欧洲经济研究重点学科”

“欧洲经济研究重点学科”于1997年被

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1997-2001年重点

学科建设工程”项目，主持人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欧洲研究所罗红波研究员和王鹤研究

员；2003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

2007年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主持人为

时任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罗红波研究员。

“欧洲经济研究重点学科”的研究领域

包括：经济全球化对欧洲的影响、欧洲经济

一体化进程、欧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欧洲

经济形势、欧洲经济思想、欧洲经济运行机

制、欧洲经济发展政策、欧洲的经济改革以

及中欧经济贸易关系，等等。

“欧洲经济研究重点学科”密切关注国

内外欧洲经济研究的动态，注重同国内外同

行开展多方位的学术交流，完成了大量研究

课题，出版了专著18种，论文集4种，译著6

种，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150多篇，并在《人

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

“欧洲经济研究重点学科”在以下研究

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对欧洲经济社会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通过分析欧洲内部结构、自身利益和内

在动力，对欧洲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作用和

地位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深入探讨了经济全球化对欧洲国家的

影响，出版或

发布了大量

科研成果，

其 中 包 括

《经济全球

化对国际关

系的影响》

（2001）、

《移民与全球化》（2006）、《产业区直面经济全球

化》（2008）、《城市：经济全球化的节点》

（2010）。

·对欧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作出了正

确的判断，出版了《欧元启动》（1999）、《欧

洲经济圈——形成、发展与前景》（2001）、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2002）、《欧元生成

理论》（2002）等专著。

·改进了“欧洲经济”、“欧洲经济一

体化理论与实践”等课程，编写了题为《欧

盟经济政策概论》(2006)的教材，并为培养

青年科研人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参与了“中欧高等教育项目”、“中

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亚洲连

接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德国阿登纳基

金会协议项目、欧洲研究所与意大利联合信

贷银行学术刊物合作等项目的研究工作。

“欧洲政治研究重点学科”

“欧洲政治研究重点学科”于2003年被

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2007年重点学

科建设工程”项目，主持人为欧洲研究所所

长周弘研究员。

“欧洲政治研究重点学科”的研究领域

包括：欧洲宪政与法制、欧洲政党政治、欧

洲政治制度、欧洲政府政策、欧洲政治思想

与观念、欧洲国际关系。该学科力求以多学

科的研究视角，从疆域变迁的角度出发，探

讨欧盟东扩及欧盟未来疆界的问题，考察欧

洲议会政党政治在欧洲联盟层面上的转型和

在对外事务中的作用，分析欧洲各种政治势

力的消长以及民族国家与欧洲联盟之间的内

在联系，评估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以及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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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外交

中的地位和

作用。

“欧洲

政治研究重

点学科”开

展了大量学

术 活 动 ，

培养了多位青年科研人员，开发了欧洲政治

研究领域的学术资源，建立对外学术交流关

系，共完成各类研究课题14项，出版专著14

种，译著4种，发表论文45篇。

“欧洲政治研究重点学科”取得的学术

成就主要包括：

·加深了对欧洲政治议题、政治结构以

及欧洲制宪过程的症结和发展趋势的理解，

尤其是从欧洲内部民族国家和福利国家体系

变化的角度来观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进而

分析欧洲对外行为的内部基础，大大加深了

国内学者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发展动力及趋

势的认识。

·全面分析了欧洲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

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欧盟发挥外部影响的方

式，不仅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而且为更

加准确地评估欧盟作为一支国际力量的地位

和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实施国情调研项目“中国不同阶

层对中欧关系的看法”，获得了大量中国公

众对中欧关系看法有关的数据。

·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合作，共同开发了

一套针对中国研究生的欧洲研究基础教材。

该教材涉及4个欧洲研究的基础学科： 历史

（欧洲历史和欧洲一体化史）、政治（欧洲

一体化与欧盟治理）、法律（欧盟法）和经

济。这套基础教材已经在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和外交学院推广。

“中欧关系研究重点学科”

“中欧关系研究重点学科”于2009年被

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2013年重点学

科建设工程”项目，主持人为欧洲研究所所

长周弘研究员。

“中欧关系研究重点学科”力求从多学

科入手，对与中欧关系有关的各个领域（政

治学、经济学、法律、社会文化、国际关

系、科技合作）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

“中欧关系研究重点学科”取得的阶段

性学术成就包括：

·深入研究《里斯本条约》、国际金融

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以及“欧盟2020战略”

和“欧盟贸易新战略”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为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政策性建

议。

·完成了《2010年中国人的欧洲观》和

《2010年欧洲如何看中国——西方舆论调查

总结》等科研成果。这些成果采取问卷调查

方式，分析了中国民众对欧盟和中欧关系的

认知。

·翻译并出版了《中欧关系——观念、

政策与前景》（C h i n a - E u ro p e  R e l a t i o n s : 
Percept ions,  Pol ic ies  and Prospects）、

《欧盟与中国：1949-2008》（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1949-2008）。

·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加大

对外学术交流的力度。

专著

专  著 出版年代 作（编）者

《西德的农业现代化》 1980 裘元伦

《法国政府机构与公务员制度》 1982 吴国庆

《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 1986 陈乐民

《戴高乐》 1986 陈乐民

《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 1986 潘琪昌、张契尼主编

《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 1987 陈乐民

《撒切尔夫人》 1987 陈乐民

《墨索里尼》 1987 罗红波

《西欧中小企业》 1987 杨祖功主编

《稳定发展的联邦德国经济》 1987 裘元伦

《西欧经济与政治概论》 1988 李  琮主编

《西欧军事安全战略》 1988 叶章蓉

《意大利经济政治概论》 1988
戎殿新、罗红波
郭士琮

《西欧的区域发展》 1988 李  琮、顾俊礼主编

《西欧的社会保障制度》 1989 李  琮主编

《世纪的挑战——建设中的欧洲共同体统一大市场》 1990 张蕴岭主编

《当代英国——政治、外交、社会、文化面面观》 1990 冉隆勃、王振华

《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1988）》 1990 吴国庆

《走出夹缝》 1990 潘琪昌

《东欧巨变和欧洲重建》 1990 陈乐民

《当代法国》 1991 周荣耀

《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 1991 张蕴岭主编

《英联邦兴衰》 1991 王振华

《意大利工业化之路》 1991 戎殿新、罗红波

《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 1992 裘元伦主编

《西方政治制度比较》 1992 杨祖功、胡康大等

《战后意大利“经济奇迹”》 1992 戎殿新、罗红波主编

《香港政府社会政策的历史由来》（英文） 1992 周  弘

《博洛尼亚大学》 1993 罗红波

《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 1993 吴国庆

科研成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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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政治制度》 1993 胡康大

《当代资本主义论》 1993 李  琮主编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1993 王  鹤

《世界人权纵横》 1993 马胜利

《戴高乐评传》 1994 周荣耀

《战后英国外交史》 1994 陈乐民、王振华主编

《西欧公有企业》 1994 罗红波主编

《欧洲联合的蓝图》 1994 周  悦、杨祖功

《西方外交思想史》 1995 陈乐民

《欧洲剧变与世界格局》 1995 张蕴岭主编

《西方外交思想史》 1995 陈乐民主编

《德国社会市场运行机制》 1995 顾俊礼

《意大利走向21世纪》 1995 戎殿新、罗红波主编

《欧洲民主社会主义》 1996 王  捷、杨祖功主编

《争取社会主义和民主——饶勒斯评传》 1996 马胜利

《中小企业之国——意大利》 1996 戎殿新、罗红波

《英国政府与政治》 1997 胡康大

《霸权的兴衰》 1997 刘靖华

《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殖民化与香港问题》 1997 张顺洪、王振华等

《科技复兴：欧洲的梦想与现实》 1997 赵俊杰

《当代各国政治体制——法国》 1998 吴国庆

《福利的解析》 1998 周  弘

《欧洲文明扩张史》 1999 陈乐民、周  弘  

《国家与市场》 1999 杨祖功等著

《荷兰的社会政治与经济》 1999 张健雄

《欧洲一体化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1999 王  鹤主编

《欧元启动》 1999 裘元伦

《民事权利启动》 1999 程卫东

《十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 2000 陈乐民编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 2000 资中筠、陈乐民等著

《欧盟对华长期政策与中欧贸易关系》 2000 裘元伦、王  鹤等

《欧洲国际关系》 2000 潘琪昌主编

《超越西方思想——哲学研究核心领域新探》 2000 刘立群

《西欧公有企业大变革》 2000 罗红波、戎殿新主编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2001 裘元伦主编

《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政策》 2001 裘元伦、何  帆等

《世界的防线：欧洲安全与国际政治》 2001 肖元凯

《欧洲经济圈——形成、发展与前景》 2001 吴  弦

《外国社会福利制度》 2001 周  弘主编

《欧洲发展报告》蓝皮书

1996-1997
1997-1998
1998-1999
1999-2000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2009-2010

周  弘主编

《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 2002 周  弘主编

《陈乐民文集》 2002 陈乐民

《福利国家论析——以欧洲为背景的比较研究》 2002 顾俊礼、田德文主编

《欧元生成理论》 2002 杨伟国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 2002 王  鹤

《国际融资法律问题研究》 2002 程卫东

《全球新坐标——国际载体与权力转移》 2003 肖元恺

《列国志-法国》 2003 吴国庆

《列国志-荷兰》 2003 张健雄

《共性与差异——中欧伙伴关系评析》 2004 周  弘主编

《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 2004 吴国庆

《列国志-比利时》 2004 马胜利

《法国》 2004 杨祖功、彭姝祎

《欧盟社会政策与欧洲一体化》 2005 田德文

《欧洲政党执政经验研究》 2005 顾俊礼主编

《列国志-英国》 2005 王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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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志-卢森堡》 2005 彭姝祎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2006 周  弘

《欧盟经济政策概论》 2006 张健雄

《列国志-瑞士》 2006 任丁秋、杨解朴

《列国志-葡萄牙》 2006 李靖堃

《列国志-丹麦》 2006 王  鹤

《列国志-欧洲联盟》 2006 张健雄

《外援在中国》 2007 周  弘、张  浚、张  敏

《列国志-瑞典》 2007 梁光严

《列国志-德国》 2007 顾俊礼

《列国志-西班牙》 2007 张  敏

《列国志-爱尔兰》 2007 王振华、陈志瑞、李靖堃

《列国志-冰岛》 2007 刘立群

《列国志-挪威》 2007 田德文

《欧盟是怎样的力量》 2008 周  弘主编

《欧盟治理模式》 2008 周  弘、科勒-科赫主编

《欧洲认同研究》 2008 马胜利、邝  杨主编

《列国志：芬兰》 2008 赵俊杰

《列国志：奥地利》 2008 孙莹炜

《列国志：希腊》 2008 宋晓敏

《列国志：马耳他》 2008 蔡雅洁、吴国庆

《产业区直面经济全球化——中意比较》 2008 罗红波等主编

《欧洲市场一体化——市场自由与法律》 2009 程卫东

《欧盟法律创新》 2009 程卫东、李靖堃主编

《欧洲工业创新体制与政策分析》 2009 薛彦平

《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作用——中意比较》 2009 罗红波等主编

《中欧关系——观念、政策与前景》 2010 周  弘、沈大伟主编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研究》丛书 2010 周  弘主编

《中国民众的国际观》 2009 李慎明、周  弘主编

《城市：全球化网路的节点》 2010 罗红波主编

《欧洲经济社会模式与改革》 2010 罗红波主编

论文集 出版年代 作（编）者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选论》 1990 张蕴岭主编

《撒切尔主义——80年代英国对外政策》 1992 王振华等主编

《亚洲背景下的中德关系》 1995 裘元伦、刘立群主编

《变革中的英国》 1996 王振华、刘  绯主编

《冷战后的东方与西方》 1997 周荣耀、刘  绯主编

《世纪之交的德国、欧盟与中国》 1998 顾俊礼、刘立群主编

《欧洲与世界》 1998 裘元伦、沈雁南主编

《中国与欧洲联盟就业政策比较》 1998 裘元伦、罗红波主编

《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 2000 王振华等主编

《面向21世纪的中欧关系》 2000 周荣耀主编

《迈入21世纪的德国与中国》 2000 顾俊礼、刘立群主编

《挑战与选择——中外学者论第三条道路》 2001 王振华等主编

《欧盟中小企业与中—欧合作》 2001 罗红波、戎殿新主编

《新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纪念中德建交三十周年》 2003 刘立群、孙恪勤主编

《中小企业直面经济全球化》 2004 罗红波主编

《解析英国》 2004
王振华、刘  绯、
陈志瑞主编

《中国竞争立法探要—欧盟对我们的启示》 2006 程卫东、李靖堃主编

《移民与全球化》 2006 罗红波主编

《中欧关系：认知、政策与前景(英文)》 2007 周  弘等主编

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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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著
中文版
出版年代

译  者

《西欧国家农业工业化》 1977 裘元伦

《法国政府机构》 1977 沈雁南等

《今日法国政党》 1977 沈雁南等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件下的西德农业》 1978 裘元伦

《论社会主义民主》 1982 李芳春等

《英国》 1983 裘元伦

《领袖们》 1983 刘  湖、陈凤沼等

《今日西欧》 1984 李芳春等

《农场经营原理》 1984 罗红波

《政治社会学》 1985 杨祖功

《德国》 1985 裘元伦

《迦太基时期》 1985 褚律元

《论法国变革之路——法令改变不了社会》 1986 程小林、沈雁南、杨祖功等

《阿隆回忆录》 1987
杨祖功、刘燕清、沈雁南
马  燕、赵  健等合译

《我的特殊使命》 1987 潘琪昌主译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1987 李芳春等

《瑞典经济——面临八十年代的瑞典》 1987 陈凤沼

《最新英国剖析》 1988 唐雪葆、陈凤沼等

《一位总统的信仰——密特朗主义的奇迹》 1989 杨祖功

《法国大革命史》（索布尔） 1989 马胜利

《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 1989 李芳春等
《1992年欧洲的挑战——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利益》
（切克奇尼）

1989 张蕴岭

《秘密与民主》 1989 褚律元

《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 1989 程小林、沈雁南等

《西欧小国》 1990 李芳春等

《北欧式民主》 1990 赵振强、陈凤沼、胡康大等

《论道德的谱系》（尼采） 1991 周  弘

《科尔传》 1991 潘琪昌、刘立群等

《当代意大利》 1992 胡康大等

《21世纪的角逐—— 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 1992 胡康大等

《缔造意大利的精英》（斯帕多利尼） 1993 罗红波、戎殿新

《38万希特勒战俘在美国》（高斯泰尔） 1993 马胜利

《印象派画家毕沙罗传》 1994 刘  绯

《德国经济：市场与管理》 1995 裘元伦

《世界艺术史》 1995 马胜利

《关于人生最后一章的思考》 1996 褚律元

《瓦尔登湖》 1996 刘  绯

《地球祖国》（埃德加·莫兰） 1997 马胜利

《蒙塔尤》（勒华·拉杜里） 1997 马胜利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1998 褚律元

《有关神的存在和性质的对话》 1998 陈乐民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998 周  琪、刘  绯等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1999 杨祖功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传》 1999 褚律元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1999 褚律元

《涡轮资本主义》 2000 褚律元

《现代罗马法体系》（第八卷） 2000 程卫东

《战后意大利经济》（路易吉·德罗萨著） 2000 罗红波等

《古希腊的传说和神话》 2001 李芳春

《货币政策理论》（格哈德·伊宁著） 2002 杨伟国

《福利国家经济学》（尼古拉斯．巴尔著） 2003 郑秉文等

《牛津法律大词典》 2003 程卫东

《现代物流学》 2003 张  敏

《欧洲宪政》 2004 周  弘、程卫东、李靖堃

《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 2004
顾俊礼、潘琪昌、
周  弘、刘立群

《亚欧会议的未来》（科拉多·列塔著） 2004 《亚欧会议的未来》翻译组
《欧洲一体化史（1945-2004）》
（法布里斯·拉哈著）

2005 彭姝祎 陈志瑞

《欧洲一体化：方法与经济分析》
（雅克·佩克曼斯著）

2006 吴  弦、陈  新等

《鲨鱼与海鸥》（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著） 2006 马胜利
《全球政治体系中的欧洲联盟》
（福尔维奥·阿蒂纳等著）

2009 罗红波、刘  绯等

《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 2010 程卫东、李靖堃译

《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薇安·A.施密特著） 2010 张  敏、薛彦平译

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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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983年
英国、西德组
法国、南欧组
图书资料室
办公室

1983—1985年
综合研究室
英国、北欧研究室
法国、南欧研究室
德国、中欧研究室
图书资料室
办公室
编译出版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西欧系

1985—1987年
经济研究室
政治社会研究室
国际关系研究室
编译室
图书资料室
办公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西欧系

1987—1994年
经济研究室
政治研究室
社会文化研究室
国际关系研究室
《西欧研究》编辑部
图书资料室
办公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西欧系

1994—2001年
经济研究室
政治研究室 
社会文化研究室
国际关系研究室
《欧洲》编辑部
信息资料中心
办公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系

2001—2003年
经济研究室
法律与体制研究室
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室 
社会文化研究室
《欧洲》编辑部
信息资料中心
办公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系

2003年—2006年3月
经济研究室
法律与体制研究室
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室 
社会文化研究室
《欧洲研究》编辑部
信息资料中心
办公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系

2006年4月—11月
经济研究所
国际政治研究室
社会文化研究室
欧盟法与政治研究室
欧盟东扩研究室

欧洲研究所内设机构历史沿革

《欧洲研究》编辑部
信息资料中心
办公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系

2006年12月—2009年1月
经济研究室
国际政治研究室
社会文化研究室
欧盟法与政治研究室
欧盟东扩研究室
《欧洲研究》编辑部
图资信息室
办公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系

2009年2月—11月
经济研究室
政治研究室
欧盟法研究室
社会文化研究室
国际关系研究室
《欧洲研究》编辑部
图资信息室
办公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系

2009年12月—2010年11月
经济研究室
政治研究室
欧盟法研究室
社会文化研究室
国际关系研究室
科技政策研究室
《欧洲研究》编辑部
图资信息室

办公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系

2010年12月—
经济研究室
政治研究室
欧盟法研究室
社会文化研究室
国际关系研究室
科技政策研究室
中东欧研究室
《欧洲研究》编辑部
图资信息室
办公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欧洲系

欧洲研究所历任所领导

1981—1985年
代所长：施  谷   (1981-1982)
所  长：徐达琛  （1982-1985）
副所长：李  琮  （1983-1985）

1985—1988年
所  长: 李  琮
副所长：陈乐民、褚律元

1988—1993年
所  长：陈乐民
副所长：张蕴岭、周荣耀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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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998年
党委书记：周荣耀
所  长：裘元伦
副所长：周荣耀
周  弘 (1995-2001)

1998—2004年
党委书记：周  弘（1999-2004）
所  长：裘元伦（1998-2000）
        周  弘（2001-2004）
党委副书记、副所长：郑秉文（2000-2004）
       副所长：罗红波（2000-2004）
 
2004—2008年
党委书记、副所长：钟代胜（2004-2008）
所  长：周  弘（2004-2008）      
副所长：罗红波（2004-2006）
        吴白乙（2006-2008）

2008—2011年
党委书记： 罗京辉（2009-  ）
所  长： 周  弘（2008-    ）     
党委副书记：罗京辉（2008-2009）
副所长：罗京辉（2008-    ）
        江时学（2008-    ）

欧洲研究所历届学术委员会 

第一届 （1982年－1986）

主任委员： 徐达琛
委  员： 施  谷  张契尼  叶章蓉  冉隆勃  郭丰民  李  琮

第二届 （1986年－1988）
主任委员： 李  琮
委  员： 陈乐民  钱能欣  张契尼  裘元伦  冉隆勃  叶章蓉  杨祖功  张蕴岭

第三届 （1988年－1994）
主任委员：陈乐民
委  员：李  琮  钱能欣  张契尼  张蕴岭  杨祖功  冉隆勃  叶章蓉  顾俊礼

第四届（1994年－1999）
主任委员：裘元伦
委  员：陈乐民  周荣耀  张蕴岭  杨祖功  叶章蓉  吴国庆  王振华  周  弘

第五届（1999年－2003）
主任委员：   裘元伦（1999-2000）、周弘（2000-）
副主任委员： 周  弘（1999-2000）、郑秉文（2001-）
委  员： 顾俊礼  罗红波  王振华  潘琪昌  沈雁南  刘立群  周荣耀（1999-2000）
         马胜利  吴  弦

第六届（2003年－2008）
主任委员：  周  弘
副主任委员：郑秉文（2001-2004）
委  员：罗红波  裘元伦  顾俊礼  潘琪昌  沈雁南  刘立群  马胜利  吴  弦  王  鹤

第七届（2008年－2010）
主任委员：  周  弘
副主任委员：吴白乙
委  员：裘元伦  罗红波  王  鹤  马胜利  吴  弦  沈雁南  董礼胜  程卫东  田德文

第八届（2010年－）
主任委员：  周  弘
副主任委员：江时学
委  员：裘元伦  吴  弦  沈雁南  程卫东  田德文  陈  新  张  浚

老专家学者名录（按汉语拼音排序）

陈风沼  褚律元  顾俊礼   胡康大   李芳春   罗红波   
马胜利   潘琪昌  王振华  吴国庆   吴守琳   杨祖功   张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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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  谷 1981.5

2. 王  戈 1981.5

3. 王小曼 1981.5

4. 邓  其 1981.5

5. 冉隆勃 1981.5

6. 杨祖功 1981.5

7. 刘  绯 1981.5

8. 孙淑贞 1981.5

9. 吴国庆 1981.5

10. 吴  弦 1981.5

11. 吴景宪 1981.5

12. 张丹平 1981.5

13. 张宝山 1981.5

14. 张松宗 1981.5

15. 李芳春 1981.5

16. 李桂馨 1981.5

17. 杨志海 1981.5

18. 肖中平 1981.5

19. 陈忠星 1981.5

20. 范钦明 1981.5

21. 胡康大 1981.5

22. 钱小平 1981.5

23. 顾俊礼 1981.5

24. 潘德礼 1981.5

25. 唐雪葆 1981.10

26. 程小林 1981.10

27. 沈雁南 1981.10

28. 叶章蓉 1981.12

29. 黄传杰 1981.12

30. 潘琪昌 1981.12

31. 王振华 1981.6

32. 王  铿 1981.6

33. 任友林 1982.2

34. 芮建群 1982.3

35. 徐达琛 1982.8

36. 罗红波 1982.5

37. 黄跃秋 1982.8

38. 于  滨 1982.9

39. 张契尼 1982.9

40. 周荣耀 1982.9

41. 褚律元 1982.9

42. 马  燕 1983.1

43. 彭  燕 1983.10

44. 张蕴岭 1983.11

45. 丁乃宽 1983.2

46. 刘燕清 1983.4

47. 赵  建 1983.4

48. 李  琮 1983.5

49. 陈乐民 1983.5

50. 陈  安 1983.6

51. 邹  兰 1983.7

52. 李方年 1983.9

53. 赵振强 1984.12

54. 戴仁之 1984.12

55. 魏  民 1984.3

56. 邓俊秉 1984.5

57. 陈凤沼 1984.5

58. 梁亚男 1984.6

59. 朱丹今 1984.8

60. 吴守琳 1984.8

61. 钟湘农 1985.10

62. 赖  汀 1985.4

63. 赵赤峰 1986.1

64. 周  弘 1986.2

65. 司昆阳 1986.8

66. 李西林 1987.12

67. 朱正辛 1987.3

68. 王  鹤 1987.6

69. 沈  华 1987.7

70. 钦鸣荣 1987.7

71. 梁玉玉 1988.11

72. 隋雄涛 1988.12

73. 杨爱东 1988.7

74. 周  悦 1988.7

75. 余娟娟 1988.9

76. 邝  杨 1989.2

77. 薛彦平 1989.3

78. 胡广翔 1989.4

79. 刘欣钊 1989.8

80. 闫小冰 1989.8

81. 张  敏 1989.9

82. 许桂林 1990.12

83. 王  捷 1990.7

84. 司徒海燕 1990.7

历年人员名录

85. 田德文 1991.1

86. 江  谊 1991.1

87. 张健雄 1991.1

88. 陈小玲 1991.1

89. 肖元恺 1991.3

90. 赵丽萍 1991.7

91. 赵俊杰 1991.9

92. 马胜利 1992.4

93. 斯一鸣 1992.6

94. 胡  宁 1992.8

95. 张淑敏 1992.9

96. 裘元伦 1993.12

97. 于  洁 1993.4

98. 刘立群 1993.4

99. 周巨洪 1993.4

100. 高素敏 1993.4

101. 刘和平 1993.6

102. 单菁菁 1993.8

103. 靳建国 1993.9

104. 刘靖华 1994.9

105. 杨解朴 1995.8

106. 杨筱 1996.7.

107. 陈志瑞 1996.9

108. 吴倩岚 1997.7

109. 宋晓敏 1997.7

110. 张  浚 1997.7

111. 张  璟 1997.7

112. 梁光严 1998.4

113. 李靖堃 1998.7

114. 彭姝祎 1998.7

115. 赵苏苏 1999.1

116. 李新朝 1999.3

117. 牟  薇 1999.7

118. 贾瑞霞 1999.7

119. 蔡雅洁 1999.7

120. 陈  新 1999.8

121. 王立强 2000.4

122. 杨伟国 2000.7

123. 程卫东 2000.7

124. 郑秉文 2000.11

125. 范勇鹏 2002.07

126. 秦爱华 2002.07

127. 陈亚利 2002.07

128. 张海洋 2002.07

129. 曹  慧 2003.05

130. 郭灵凤 2003.07

131. 赵  晨 2003.07

132. 傅  聪 2003.07

133. 孙莹炜 2003.07

134. 吴白乙 2004.01

135. 钟代胜 2004.06

136. 孙彦红 2004.07

137. 赵燕燕 2004.09

138. 刘作奎 2005.07

139. 乔胜利 2005.07

140. 董礼胜 2005.09

141. 莫  伟 2007.02

142. 熊  厚 2007.07

143. 罗京辉 2008.11

144. 江时学 2008.11

145. 叶  斌 2009.07

146. 郑广琯 2009.07

147. 高  葛 2009.07

148. 裘冬青 2009.12

149. 张金岭 2010.02

150. 张  磊 2010.07

151. 李  罡 2010.07

152. 李  淼 2010.07

153. 王  娟 2010.07

154. 张  虹 2010.08

155. 明  江 2010.11

156. 孔田平 2011.02

157. 胡  琨

姓  名  来所日期          姓  名  来所日期          姓  名  来所日期姓  名  来所日期          姓  名  来所日期          姓  名  来所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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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士：

研究生姓名 指导教师 毕业时间

沈骥如 宦  乡 1986

何  帆 裘元伦 2000

杨伟国 裘元伦 2001

王  毅 顾俊礼 2002

路文勇 顾俊礼 2002

桑  倞 罗红波 2002

何敬中 顾俊礼 2003

夏汛鸽 顾俊礼 2003

李靖堃 顾俊礼 2004

田德文 顾俊礼 2004

张  浚 周  弘 2005

张  凡 周  弘 2005

杨解朴 周  弘 2005

姜  江 罗红波 2006

金  玲 周  弘 2006

张  宁  裘元伦 2007

蒋  尉 裘元伦 2007

范勇鹏 吴  弦 2008

赵  晨 吴  弦 2008

秦爱华 王  鹤 2008

郭  静 周  弘 2008

叶桂林 王  鹤 2008

傅  聪 吴  弦 2009

易小明 吴  弦 2009

李博婵 王  鹤 2009

孙彦红 罗红波 2009

张  鹏 周  弘 2010

张明哲 王  鹤 2010

陈  琳 周  弘 2011

欧洲系历届毕业生及在学者名录

硕  士：

研究生姓名 指导教师 毕业时间

周荣耀 钱能欣 1981

单  蒲 冉隆勃 1986

樊和宁 李  琮、杨祖功 1986

程小林 施  谷 1986

司昆阳 冉隆勃 1986

沈  华 张蕴岭 1987

钦鸣荣 张蕴岭 1987

薛彦平 张蕴岭 1987

丁建行 徐达琛 1987 

徐光辉 叶章蓉、罗红波 1987

单  鹏 1987

吴正林 陈乐民 1987

吴建新 1987

王冬平 1988

沈名涛 1988

官正学 张契尼、罗红波 1988

唐晓鲁 1988

李殿斗 1988

李靖堃 潘琪昌 1998

冯黛梅 潘琪昌 1998

马文增 杨祖功、张健雄 1998

路文勇 周荣耀、王振华 1999

孙艳燕 周荣耀、顾俊礼 1999

冷晓玲 周荣耀 2000

田德文 周  弘 2001

杨解朴 周  弘 2001

冼国剑 周  弘 2001

安丽丽 罗红波 2001

高  博 罗红波 2001

研究生姓名 指导教师 毕业时间

屈潇影 吴  弦 2011

陈俊荣 王  鹤 2011

李严波 罗红波 2012

赵佳美 吴  弦 2012

洪  晖 王  鹤 2012

赵  柯 周  弘 2013

张海洋 吴  弦 2013

吴大新 江时学 2013

研究生姓名 指导教师 毕业时间

 吴倩岚 周  弘 2002

张媛芳 王  鹤 2005

李  薇 王  鹤 2005

林民旺 刘立群 2006

陈亚利 程卫东 2007

王丽娜 程卫东 2007

朱兆瑞 刘立群 2008

曹  敏 马胜利 2008

袁  泉 吴白乙 2009

王婧怡 赵俊杰 2009

赵  柯 田德文 2010

郑跃昕 田德文 2010

何明明 张  敏 2011

喻  帅 张  敏 2011

孙彩璇   陈  新 2012

李  鹏 陈  新 2012

何  乐 程卫东 2013

34    所庆30周年 所庆30周年  35



36    所庆30周年 所庆30周年  37



地址：中国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电话：0086-10-8519 5736 传真：0086-10-6512 5818
网址：http://ies.cass.cn/Article/Index.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