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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以经济、管理类

学科为主，法、工、文、理、艺术等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财经学府。2008 年 2 月 6

日，温家宝总理与江西财大师生共度除夕，发表了重要讲话，并称赞说：“你们学

校是所很好的学校”，激励着学校永葆奋斗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办学历史：江西财经大学的前身为 1923 年秋创办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1958

年成立江西财经学院，文革期间几经更名并遭停办，1978 年复校，1980 年成为财政

部部属院校，1996 年更名为江西财经大学，2000 年学校管理体制由财政部主管转变

为由江西省主管，2012 年成为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2、办学特色：办学以来，学校秉承“信敏廉毅”的校训和“敬业乐群、臻于

至善”的大学精神，形成了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办学特

色。学校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法德治校，形成了在红土地上培育

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办学模式，走出了在欠发达地区办人民满意高校的路子，正努力

朝着“基础厚实、特色鲜明、人民满意、国际知名的高水平财经大学”的发展目标，

实现“百年名校”江财梦迈进。

3、办学条件：学校坐落英雄城南昌，东临赣江碧水，西接梅岭烟霞，北吸锦

绣庐山之灵气，南纳雄伟井冈之精神。现有蛟桥园、麦庐园、枫林园、青山园四个

校区。占地面积共 2200 余亩，建筑面积 90 余万平方米，馆藏各类图书 643.6 万册

（含电子图书 280 万册）。校园幽香雅静，错落有致，层重叠翠，湖光潋滟，是全

国绿化 300 佳单位之一。

4、机构设置：学校设有工商管理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会计学院、国

际经贸学院、经济学院、金融学院、统计学院、信息管理学院、旅游与城市管理学

院、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外国语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

艺术学院、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共 16 个教学学院，EMBA 教

育学院、国际学院、创业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共 4 个管理型学院，以及 1 个独

立学院。

设有《当代财经》杂志社、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院、协

同创新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财政大数据分析中心、生态经济研究院、生态文明

研究院等 8 个独立设置科研机构；有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监测、预警与决策

支持协同创新中心，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法治江西建设

协同创新中心，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等 4 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有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会计发展研究中心、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研究中心、产业

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江西法治政府研究中心、

江西省应用统计研究中心等 7个省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有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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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财税研究中心、江西省经济预测与决策研究中心等 3 个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有中澳亚太资本市场、现代商务研究中心、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研究中心、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科技金融研究中心、法治政府研究中心

等与学院合署或挂靠学院的科研机构。

5、学科专业：学校现有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工学、文学、理学、艺术等

学科门类；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统计学、

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共 7 个博士后流动站；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

与工程、工商管理、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共 7 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

39 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14 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70 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

17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52 个本科专业；1998 年获批江西省首家 MBA 办学权，

2009 年获批江西省首家 EMBA 办学权，2017 年顺利通过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

拥有 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产业经济学）、6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金融学、市场

营销、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政学、法学），有 3 个江西省“十二五”

高水平学科、7 个江西省“十二五”重点学科、3个江西省“十二五”示范性硕士点。

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应用经济学、统计学获评 A-等级（全国前 10%），

工商管理获评 B+等级（全国前 20%），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法学获评 B

等级（全国前 30%），公共管理获评 B-等级（全国前 40%）；应用经济学、管理科

学与工程、统计学、工商管理入选“江西省一流建设学科”。

6、教学工作：2002 年和 2007 年，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两次均获“优秀”等次。2001 年、2009 年和 2014 年三次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

拥有国家级精品课程 8 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4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7

门、国家级双语示范教学课程 3 门、国家级教学团队 3 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

团队 1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 1 个、国家级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1 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 2 个、法律卓越人才培

养计划 1 个，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学校、大学生英语教

学改革示范点项目学校和教育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等国家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33 项。拥有江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1 个、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 42 个、省级实

验示范中心 8 个。学校于 1994 年（全国较早）实行学分制，学生可以选修双专业（学

位）。2007 年学校获得普通高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资格。2008 年学校获得优秀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资格。

7、科研工作：2017 年，学校立项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23 项，其中重点项目

2项，一般项目 19 项，青年项目 2项，立项数居江西省首位，全国财经类院校第 2

位。近年来，10 余项研究成果编入国家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并送中央领导决策

参考，百余篇研究成果、调研报告获中央及省部领导批示。立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

目 100 余项，在国际一流刊物及国内权威刊物发表论文 600 余篇，获教育部中国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西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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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50 余项。学校现有江西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个、江西省重点

实验室 2 个、江西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1个、江西省软科学研究基地 1 个。主办的《当

代财经》（月刊）入选“全国三十佳社科学报”和“新闻出版署百强优秀期刊”，

“理论经济”栏目入选教育部名栏建设工程；《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双月刊）入

选“全国优秀社科学报”，两刊均为 CSSCI 来源期刊。

学校依托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智力优势，紧密联系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聚焦江西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与建设重大现实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政府、

企业和社会管理部门提供具有重大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相关论文成果多次获得省主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充分发挥了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中“智囊团”与“决策库”的作用。

8、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 2179 人，专任教师 1294 人，其中正高级专业技术

人员 257 人、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444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690 人；博士生导师 124

人；硕士生导师 642 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2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2 人（张蕊、

胡援成），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7 人，全国模范教师 2 人，全国优秀教师 10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4 人，全国“百千万工程”人才 2人，“万

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1 人，全国

专业学位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 人，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人选 23 人，江西

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67 人，江西省高校骨干教师 44 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21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梓坤、何祚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会长周远清，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等担任我校顾问；国内外 330 余名著名学

者、专家和企业家受聘为我校客座教授。

9、招生就业：通过多年发展，形成了以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为主体，继续

教育、留学生教育为补充的办学格局。学校面向全国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

其中在 28 个省份一本招生，近年来在江西省招生投档线和录取平均分均为全省高校

第一。现有各类在籍学生 4 万余人，全日制在校生 3 万余人。全日制本科生有 2.2

万人，各类研究生 5千余人。就业工作保持良好态势，2017 年博士就业率 100%，硕

士就业率 97.35%；普通本科初次就业率 92.17%、常规就业率 65.74%，国（境）外

升学率 9.67%，61 名本科生到全球排名前 20 的著名高校深造。学校获 2013-2015

年度江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

优秀等级”等荣誉，2010 年学校被教育部评为首批“全国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

2012 年获得国务院表彰的“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称号，2016 年江财众创空间获

批“国家级众创空间”，2017 年学校获评“教育部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

高校”“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近年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

国教育报等中央媒体多次报道学校人才培养及就业工作。

10、国际办学：学校坚持开放办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加拿大里贾

纳大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法国南特高商、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芬兰奥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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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奥尔堡大学等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3 所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

1998 年开始，学校先后获批中美合作培养 MBA、中澳合作培养 MBA 等研究生项目。

2010 年正式成为国际交换生组织（ISEP）中国大陆首家成员大学。加入国际社会工

作教育联盟组织、国际商学院联盟、中俄经济类大学联盟、联合国学术影响力组织

等国际组织。获批与瑞典达拉那大学合作本科双学位项目、国家公派硕士研究生项

目、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和教育部全英文授课国际金融硕士项目、

商务部国际商务硕士项目和中国政府“丝绸之路”奖学金自主招生项目。入选优秀

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来华留学生奖学金院校。2016 年 5 月学校与英国考文垂大学

合作建设的孔子学院正式揭牌运行。获批为全国托福考点、GRE 考点、GMAT 考点、

ACCA 考点、SIMA 考点、FRM 考点。学校 2002 年成立国际学院，开办本科教学试验

班，设有会计学（国际会计）、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金融学（国际金融）、

金融学（注册金融分析师）四个专业方向，长期聘任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知名高校

的教师授课。学校还在相关学院开设了会计学（ACCA 方向）、会计学（CIMA）、金

融风险管理（FRM）、国际市场营销、国际贸易等涉外专业，教学方式和资源与国际

接轨，目前初步形成了“教学相长、中西合璧、外引内联、高位嫁接”的国际化办

学特色。自 2003 年以来，有 2000 余名学生于在校期间分赴英国、美国、德国、法

国、芬兰、荷兰等国高校交换或交流学习，400 余名学生毕业后赴牛津大学、剑桥

大学等排名世界前 100 名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我校自 1999 年招收第一批来自

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的留学生，目前学校面向来华留学本科生开设了全英文授课

的国际商务专业，面向来华留学硕、博士开设了全英文授课的国际贸易学、金融、

会计、统计等四个专业。2017 年招收来华留学生突破 400 人，生源来自 60 余个国

家和地区。

11、党建团学工作：学校党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掌握党对学校

工作的领导权，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学校意识形态

工作领导权；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断改革和完善学校体制机制；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形成了“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局面。学校扎实推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工程，完善“三个课堂联动、三类实践互促”的人才培养机制；“国旗日日升、好

事月月评、红歌年年唱”成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品牌。

学生获得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第一名、全球 ACCA（英国特许会计师）课程统考

全球第一名和大陆第一名、“CCTV 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特等奖和一等奖、全国大

学生电子商务挑战赛特等奖、“用友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设计暨 ERP 沙盘模拟经营

大赛一等奖、博创杯大学生嵌入式大赛全国一等奖、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一

等奖、全国包装设计大赛学生最高奖、“世华杯”全国股王争霸赛冠军、香港 AIA

国际双语求职王语文大赛冠军、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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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学生社团绿派社获全国“百佳学生社团”、团中央“保护母亲河”项目等荣

誉，学生自强社获全国“优秀百强社”，大学生网球队获评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

学校基本形成了以国家助学贷款为渠道、以勤工助学为手段、以奖、助学金为

主导、以社会资助为补充、以困难补助为保障、以学校“奖、免、补、缓”等各项

资助为特色的“六位一体”多元化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和长效机制，年发放各类

助学金 5000 多万元。学校设立各类奖学金 18 项，年奖励总金额 320 万余元，单项

奖学金最高 8000 元/年。

12、社会声誉：学校连续 19 年被评为“暑期三下乡大学生社会实践全国先进

单位”，先后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法制教育先进单位、全国高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大学

生军训先进集体、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江西省高校党建工作先

进单位、江西省高校校风建设文明单位、江西省大学生思政工作先进高校、江西省

文明单位、江西省综治工作先进集体、江西省公共机构节能先进单位、江西省全民

阅读先进单位、江西省依法治校示范校、江西省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单位、江西省普

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江西省高校国防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学校办学以来，已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 20 余万人，多数学生现已成为所在单位

的业务骨干和中坚力量，甚至成为商界、政界、学界的精英。毕业生中涌现出了用

友集团董事长王文京，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跃文，上海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等

大批知名企业家；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江西省副省长孙菊生、吴晓军、胡强，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建华，省政协副主席谢茹、汤建人、张勇，黑龙江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甘荣坤，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李荣灿，国务院副秘书长陆俊华，

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董仚生，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尹艳林，

国家税务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任荣发，财政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许宏才，应急

管理部党组成员艾俊涛等优秀党政干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

求，著名会计审计学家、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秦荣生，著名会计学家、广州

大学校长魏明海，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樊启淼等知

名学者。

据资料显示，学校排名中国财经类大学排行榜第 7 名、中国 CFO 大学排行榜第

5 名、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第 16 名、中国高管校友大学排行榜第 30 名、中国大学

校友捐赠排行榜第 47 名、中国大学生创业竞争力排行榜第 59 名、中国大学杰出人

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第 60 名、高考生最喜爱的百强大学榜第 71 名、中国高校毕业

生薪酬排行榜第 86 名、中国大学杰出校友排行榜第 89 位、全国毕业生质量排行榜

江西省第 1 名。近三年，《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

国教育报》《江西日报》、江西卫视等众多中央和地方媒体对学校进行了近千次的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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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工作要点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

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的喜庆之年，是学校实施“十三五”规划、推进内涵式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是学校深化综合改革、为“百年名校”目标聚力蓄势之年。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

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一流学科建设为基

础，以人才队伍建设为关键，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高质量人才培养成效、高质量

科研产出、高质量社会服务供给、高质量文化传承创新成果、高质量国际交流合作

为目标，坚定初心，坚守使命，坚实走好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努力开创新时代

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百年名校”建设新篇章。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坚实走

好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

1.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大力宣传、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切实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科学分析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和深刻变化，准

确把握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部署新使命新要求，推动广大师生更加自觉地为实

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写好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奋进之笔。

2.坚实走好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把学校事业发展置

身于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伟业的大局之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美好生

活需要，推动学校教育事业进入以提高质量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的内涵式发

展新阶段。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在科学布局中优化办学结构，在体制机制改

革中焕发内生活力，在力量优化集聚中实现质量提升，聚焦一流目标，突破发展瓶

颈，激活发展新动能，形成可持续发展新态势。学校要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

握机遇，担当作为，全面深化学校教育事业改革，坚定不移地走好结构优化、质量

提升、科学持续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

二、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高质量人才

1.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全面提升大学生德育质量。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落实全国和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不断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教书育人、科研育人、

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七育人”长效机制，提升

宣传、学工、团委和学院层面思想政治工作的协同整合能力，推动思政课程、思政

平台向课程思政、平台思政转变，争创“三全育人”示范高校。加强思想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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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程建设，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课堂、

进教材、进头脑”。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和辅导员队伍建设，抓好大学生骨干

队伍培养。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深入开展学习谢盛纹老师先进事迹系列活动，引导

全校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不断保持和增强共青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坚持思想引领和政治引领相结合，带领青年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2.加强本科教学建设，全面提升本科生培养质量。聚焦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目

标，着力加强专业建设，引领本科教学建设。做好省一流专业申报工作和专业综合

评价工作，以前瞻性、独特性和创新性为导向，在建设跨学科交叉专业上取得突破

进展。适应专业发展、人才成长需求和国家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全面修订 2018 年本

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机制，推进教学范式改革和翻转课堂、

探究式教学模式改革，组织好省部级教学研究与改革课题申报、教学成果奖培育；

建设交叉融合课程，抓好慕课建设、申报和推广应用，做好“信毅大系教材”第二

期建设规划；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外聘指导教师队伍建设，积极申报国家级虚拟仿

真教学项目。完善教学监控和质量保障体系，修订学生网上评教办法，发挥“以评

促教”积极作用；做好本科教学评估评价工作，发布学校本科教学状态数据分析报

告，编制本科教学质量分析报告。做好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回访验收工作。加强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构建校内外双创联动机制，优化众创空间的建设和管理，引

导学生广泛参与科研创新、学术竞赛、创业大赛等活动，提高在校生、毕业生创业

率。

3.加强研究生招生、教育和管理，全面提升研究生生源质量和培养质量。着力

提升研究生生源质量，规范研究生招生管理，逐步扩大申请审核制博士生招生规模，

逐步扩大全日制博士生比例，改善硕士研究生学缘结构，争取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规

模超过 5000 人，生源质量稳步提升。着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出台全面提升研究

生培养质量实施意见，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探索本、硕、博课程联动的选课机制；

浓厚学术氛围，提高学术成果质量；改进中期考核办法，加强培养过程管理；完善

学位管理机制，提升学位论文质量；扩大出国留学规模。

三、紧紧抓住一流学科建设，建设高质量人才队伍

1.集中优势资源，高站位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探索建立人才团队、

科研项目、基地平台、成果转化一体化协同发展机制，创新学科建设经费管理、人

才、资源及招生计划配置管理机制，大力推进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统计

学和工商管理等 4 个江西省一流学科建设，创造发展条件，加大培育力度，争取应

用经济学、统计学早日进入全国一流学科行列。科学分析国家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

优化调整学科布局，探索“交叉学科”建设，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为第五轮学科

评估积蓄力量。加强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做好学位授权

点水平评估，按照教育部工作要求做好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2.深化体制改革，打响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攻坚战。激活人才工

作体制机制，建立高层次人才引进二级议价制度、高层次人才待遇动态调整机制，



8

推进高层次人才挂职学校、学院改革试点工作。拓展高层次人才引进渠道，完善人

才引进工作考核机制，与各教研单位签署人才工作责任状，对教研单位指令性进人

计划完成情况实行年终考评“一票否决制”。启动第二轮“百名人才”支持计划，大

力推行高层次人才年薪制管理，淡化身份，优绩优酬，重在业绩考核、成果考核。

做好千人计划等国家、省级重大人才项目培育、选拔、推荐、申报工作，力争实现

高端人才项目新突破。规范人才服务管理，优先为高层次人才、高质量学术团队配

备博士后研究人员，用好特殊贡献人才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做好海归博士年度、

聘期考核。建立健全教师师德考核、教育教学业绩考核、科研考核、社会服务考核、

专业发展考核协调统一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做好第三轮岗位设置工作，探索教师

分类管理改革。

四、坚持聚焦高质量科研成果，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1.提升科研管理服务能力，培育高质量科研成果。改进和完善科研评价机制，

形成鼓励高质量成果的鲜明导向。加强重大科研平台申报和建设工作，抓好教育部

“区域（国别）研究中心”项目申报，探索与境外大学建立科研合作团队，提升重

大科研平台的学术创新和科研攻关能力。在 CSSCI 来源期刊经济学科排名中，保持

《当代财经》位次，争取《学报》排名前移，提高两刊的引文率、复印转载率和下

载量。组织好国家级课题项目申报与研究工作，做好国家级重大科研培育项目跟踪

服务，加强国家级课题项目研究过程与节点管理，提升研究质量，争取发表更多高

水平高档次国际期刊论文、出版更多高水平高质量学术专著、获得更多高层次科研

成果奖。支持举办和参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学术会议，推进学术报告层次化、

系列化发展。

2.紧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供给高质量智力成果。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流新型智库，树立江财智库品牌，打造江财智库“名片”。提高财政部合作项目、委

托项目研究质量，努力提升服务国家重大财政战略能力。做好江西省重点智库申报，

加快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建设，实施“五个一”工程，

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办好《江财智库专报》，加强智库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建设，通

过新媒体传播、集中出版、专题报告会等多种形式促进智库成果有效推广，提升公

众学术和政策影响力。

五、提升宣传思想高度，聚力高质量文化传承创新成果

1.突出思想内涵，办好纪念活动。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

校 95 周年为契机，系统总结办学历程，全面展示办学成就，深入探寻发展路径，以

学术为主线、以师生和校友为主体、以“简朴经典”为原则举办系列纪念活动。

2.突出文化引领，创建文明校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创建一批深受师生喜爱的精品校园文化活动品牌。构建文明校园

创建机制，全力做好“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加大校园环境整治力度，有效发挥文

化育人、环境育人功能。突出“同心”思想引领，进一步丰富统战工作载体和活动

形式，增强统战工作活力。推进校媒深度融合，加强与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和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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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台等省内主流媒体的合作，展示学校良好形象，发出江财最强音。

六、大力推进高质量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

1.以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认证为牵引，全面规范和提升来华留学生教育水平。理

顺国际化办学体制机制，明晰管理部门与培养单位工作职责，完善来华留学生学习

与管理制度。加大招生工作力度，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和学历生比例。增加全英文

本科专业数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申办 HSK 考点，为来华留学生参加汉语水平考

试提供便捷。

2.进一步搭建平台畅通渠道，全面提升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着眼

于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在办好孔子学院的基础上，继续申报境外办学项目和中外

合作项目，推动硕士、博士联合培养取得新突破。着眼于提升师资队伍国际化质量，

提高外教服务保障水平，提高短期专业外教教育质量，加大力度聘请长期专业外教；

做好国家留学基金委各类教师出国项目的人员选派。着眼于提升人才培养国际化质

量，发挥学生海外留学奖助学金的引导作用，继续实施学生暑期研习项目，做好国

家留学基金委“优本”项目，做大国家公派硕、博士项目，保持长、短期出国（境）

交流学习人数稳步增长。

七、综合打造高质量服务保障体系，助力学校教育事业发展

1.加快信息化步伐，显著提升信息化管理服务水平。建立和完善学校统一的数

据中心，对现有的“智能 OA 系统”“教学、科研信息管理系统”和“门户网站”进

行无缝对接，推出资源共享、高效安全、功能强大、办事便捷的“智慧江财”综合

平台。为此，对学校各项管理工作进行流程再造，嵌入式开发学生综合信息系统、

学生收费管理系统，推出网上办事大厅，实现“一表通”服务。升级改造一卡通系

统，提供江财公有云、私有云服务，为广大师生提供便捷高效的网络。

2.深化附属单位和教育发展基金会体制机制改革，激活事业发展内生动力。充

分发挥大学附中的办学优势，准确把握中小学办学规律，坚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力争把学校附中办成省内示范性中小学。加强校医院“造血”

机能，推行绩效管理制度，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探索教育发展基金会从

行政管理型向市场运作型转变，逐步迈向专业化、高效益发展阶段。

3.科学规划校园布局，提高资产使用效益。做好校园功能布局调整工作，启动

教学楼、办公楼、学生宿舍和“四馆”（档案馆、校史馆、校友馆、税票馆）维修

改造，持续改善教师教研、办公条件和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加强经费收支管理，争

取政策支持，为学校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4.扎实做好综治维稳和后勤服务，创建和谐平安校园。完善人防、物防、技防、

协防体系，加强校内交通安全整治、消防安全整治，加强法制与安全教育，从源头

上杜绝事故苗头。大力推进节能环保型校园建设，稳步推进绿色校园建设。加强外

包服务监管，建立维修服务快速反应机制，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师生满意度。

八、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1.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党委切实承担起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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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为加快推进教育事业内涵发展提供坚强政

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做好“三定五议”党日活动

和“大学生映山红党员先锋计划”等党建品牌创建工作。

2.深化巡视整改，确保常态长效。坚持政治态度不变、整改标准不降、措施力

度不减，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紧紧围绕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三个

重要方面，把“老问题”坚决整改到位、适时回头看、严防反弹，对“新问题”及

时查摆、深挖细剖、力争消除在萌芽状态，对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持之以恒深入整

改。对巡视整改中发现的非法传教、不当言论等意识形态领域突出问题，站在“关

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举旗亮剑，划出红线，坚决处理，

反复抓、抓反复，严防死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

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把巡视整改任务、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整改任务、本科教学审

核评估整改任务统筹推动落实，切实实现以整改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

3.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抓实纪检监察工作。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上级纪

委工作部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落细，切实履行党政领导班子“一岗双责”，

把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和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加强党内监管，完善“党

委统一领导，纪委专责监督，党群部门职能监督，分党委（党总支）日常监督，党

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将党内监督与广大师生监督相结合，促使全校党员

干部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知敬畏、存戒惧、

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充分发挥学校纪检监察监督执纪

问责职能，开展校内第二轮廉政巡查，强化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精神的监

督检查，继续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管控“微权利”，杜绝“微腐败”，

坚决查处各种违纪违规问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树立校园清风正气。

此外，启动智慧化图书馆建设，提供良好学习环境；做好离退休人员工作，积

极听取意见建议，提高服务水平；做好工会工作，维护好教职工权益；做好校友工

作，供给增值服务、终身服务。做好继续教育工作，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国民

素质贡献力量；抓好深圳研究院建设，提升研究实力，努力成为深圳市政府的重要

智库；做好审计和招标采购工作，严格管控风险；做好档案管理工作，发挥好档案

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继续办好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2018 年，学校将团结带领广大师生员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

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全面加强党

的领导，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在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推进教

育事业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上开创新局面、展现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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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工作总结

2018 年是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我校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的喜庆之年，

是学校推进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委教育工

委、省教育厅的直接指导下，校党委和行政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

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两个一流”

建设为统领，以人才队伍建设为关键，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抢抓机遇，攻坚克难，

高质量完成了年初校党委制定的工作要点和目标任务，各项事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一年来，我们精准施策，“一大短板”有效提升。成功引进“万人计划领军人

才”1 人，实现国字号高端人才引进零的突破，全年共引进高端人才 6 人、海归博

士 14 人、国内博士 31 人，引才率同比增长 100%，人才引进质量和数量均创历史

新高。通过广泛动员、精准遴选、全程跟踪，新增国家“优青”1 人，实现我校“优

青”零的突破，1 人顺利通过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答辩，入选江西省“双

千计划”5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4 人、“青年井冈学者”9 人，人才培育喜结硕果。

一年来，我们均衡发力，“两个一流”齐头并进。新增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2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累计已达 7 个，数量居全国财经高校第二位，填补了

江西省无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空白。工商管理、会计、法律和公共管理 4 个专业

硕士学位授权点全部参评教育部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综合排名位列全国高校 40
位、江西省首位。完成江西省首轮专业综合评价，我校参评的 33 个专业中，22 个

全省第一、5 个全省第二。7 门慕课入选 2018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位列财经

类和江西省高校首位。

一年来，我们厚积薄发，“三项认证”顺利通过。继我校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

位教育通过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后，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顺利通过全国会计

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认证，并获评“A 级成员单位”（全国仅 10 家），这是我校通

过的第二个国内权威商科认证，也是我校研究生教育取得的又一重要突破。2018 年

我校在实现江西省本科高校教育国际化水平排行榜四连冠的同时，作为全国第三批

（前 100 所）高校顺利通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认证，国际化办学能力和办学成果获

得充分肯定，学校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一、坚定信心不动摇，高起点谋划学校未来发展

（一）进一步明晰未来三年的工作思路举措。学校十届一次教代会明确：在发

展思路上注重“五个更加突出”，即更加突出一流学科建设的牵引作用、更加突出人

才强校战略的支撑作用、更加突出国际化战略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改革创新的内

驱作用、更加突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保障作用。在重点任务上聚焦“1232
工程”，以 1 个梦想——“百年名校”江财梦为指引，奋力实现阶段性发展目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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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一流”为统领，即一流学科统领学科平台发展、一流本科统领人才培养质量

提升；推动高水平科研平台、高水平新型智库、高水平智慧江财“3 个高水平建设”；

实施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来华留学生倍增计划“2 个计划攻坚”。在目标成效上确

保“三个顺利实现”，抓重点突破，顺利实现“十三五”关键性指标；抓内涵发展，

顺利实现学校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抓力量凝聚，顺利实现学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用“两个一流”统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立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立足办学总体目标定位，立足学科发展态势，坚持“集中资源、率先突破、带动整

体”，不断强化经济管理学科的主体地位和竞争优势。经多方论证，制定出台了《江

西财经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及《江西财经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经费管理暂行

办法》《江西财经大学学科建设奖励办法》等配套制度，稳步有序推进经济学学科群、

统计学学科群、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群、工商管理学科群 4 个一流学科（群）建设。

对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进行系统深入分析，对学位授权点进行自我评估和动态调整，

为第五轮学科评估奠定基础。坚持以本为本，深入推进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在全省

率先制定并实施一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以打造一流为主线，聚焦师资、课程、课

堂、考核方式、教学评估、拔尖人才培养等 6 个方面制定了实施方案，针对重点难

点问题确定了“10 大重点建设项目”，进一步明晰了振兴本科教育的理念思路与路

径举措。

二、落实责任不懈怠，高质量完成年度重点任务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巩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高质量人才培

养扎实推进。

1.教育教学水平明显提升。全面修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以学习为中

心、以成果为导向的新型本科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一流专业建设，优化本科专业结

构，立项建设 4 个跨学科交叉专业，组织申报省级“一流专业”，全省专业综合评价

工作圆满收官。加强精品课程建设，着力打造“金课”。慕课、专业核心课、通识课、

思政课和跨学科交叉融合课程建设成效显著。加强教材管理和建设，出版“信毅教

材大系（二期）”首批 10 本教材。深化教学改革，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培育教学成

果和教改项目。全校校级教改课题申报 87 项（立项 50 项），其中 34 项获批省级教

改课题，均创历史新高。首次入选 2018 年第一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0
项。新增 3 篇“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累计已达 10 篇，稳居全省第一。编制发

布了 2017-2018 学年本科教学状态数据分析报告、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本科教学审

核评估整改回访验收准备工作有序开展，我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1+X”项目体系

初步构建。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导师考核评价与管理机制，开展了博士生导师考核、

硕士生导师遴选、新增研究生导师培训、“十大优秀研究生导师”评选等工作。

2.创新创业亮点突出。加强创新创业平台建设，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支

持，56 个入驻项目年营业收入近 2000 万元，其中 2 个项目获得天使投资。立项国

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35 项，其中 1 项获评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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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年会“最佳创意项目奖”（江西省高校首次获此奖项）。完成第二批 43 位校外

创业导师选聘工作，成功举办第四届校友论坛暨第二届校友创新创业论坛。1 位教

师入选团中央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社部中国创意大赛国家级评委。我校学生在国

内外重大赛事上斩获殊荣，获国际大赛奖 42 项，国家级大赛奖 88 项，省级大赛奖

961 项，包括海峡两岸大学会计辩论赛冠军、全国高校商业案例分析大赛一等奖等，

学生辩论队首次晋级华语辩论世界杯 8 强。

3.招生就业不断进步。加大招生宣传和激励力度，稳步提高生源质量。本科生

录取分数持续走高，外省生源比例提升至 39.58%。录取硕士研究生 1869 人，博士

研究生 94 人，录取人数持续增长。完善全程化职业发展教育体系，首次为留学生

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课程。2018 届普通本科常规就业率 66.83%，
比 2017 年提高 0.9%，其中本科毕业生升学率 25.07%（境内 14.54%、境外 10.53%），
世界500强企业就业率12.1%，均创历史新高。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初次就业率96.04%，
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6.15%。学校获评“江西省 2016-2018 年度普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二)完善人才布局，进一步优化发展生态，高质量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明显。

1.人才工作成效明显。以高层次人才为重点，科学制定年度进人计划，拓展招

聘信息发布渠道，加大招聘宣传力度。拓展高层次人才引进渠道，完善人才引进工

作考核机制，与各教研单位签署人才工作责任状，对教研单位指令性进人计划完成

情况实行年终考评“一票否决”，实行教研单位人才工作年终述职制度。制定实施人

才引进“二级议价”制度，增强学校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充分调动学院和教职

员工在人才引进工作中的积极性。加强人才聘任管理，开展“百名人才支持计划”

第一批聘期考核和第二批申报遴选工作，新聘任首席教授 2 人、学科领军人才 1 人、

青年学科带头人 17 人、参照青年学科带头人考核人员 36 人。全年共完成 118 人次

各类高层次人才项目的组织申报和推荐工作，申报人次较 2017 年增长 50%。
2.人事管理服务质量提升。统筹推进岗位设置和职称评审，完成全校非教研人

员定岗、定责、定编工作。通过中青年教师英语强化培训、新进教师岗前培训、教

师教学规范和办公教学软件培训等进一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较大幅度增加

绩效工资总量，努力提升教职员工收入水平，充分发挥薪酬分配的激励作用；出台

《江西财经大学退休教职工“荣休”实施办法》，高规格举办首届退休教职工荣休典

礼，营造尊师重教氛围，教职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显著增强。

（三）服务国家区域发展，进一步浓厚科研学术氛围，高质量科研创新成果持

续产出。

1.科研管理激励机制进一步优化。突出重大项目和高水平成果的激励，制定或

修订《江西财经大学科研管理制度》《江西财经大学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江西

财经大学国家课题计分和奖励办法》《江西财经大学精品著作品牌化建设方案》和学

术论文计分标准。创新学术组织机制，完成校学术委员会和仲裁专门委员会换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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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推送学术报告、讲座信息及江财智库成果。

2.科研学术氛围进一步浓厚。推动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学术论坛系列化、品

牌化建设，积极鼓励各单位举办高质量的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来我

校进行学术交流，积极搭建高水平的科研交流平台，先后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4 场、

国内学术会议 41 场、学术讲座 1059 场、学术论坛 149 场，包括规制与竞争前沿国

际论坛、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高端论坛、第二届赣江金融高端论坛和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系列学术讲座等，获得广泛关注和好评。

3.科研成果质量与数量进一步提高。入选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

目应用经济学科申报指南 1 项，实现江西省此项目零的突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 2 项，立项数全省第一；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7 项，立项率 30%；获

批教育部项目 9 项，立项数全省排第一；获批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资助项目 1 项，

是江西省唯一获资助项目。获得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 18 项，其中面上项目 14
项（一等 7 项）、特别资助 4 项，稳居全国财经院校和江西省高校第一。学校教师

发表权威论文 291 篇，其中国际 A 类 13 篇、SSCI 收录期刊论文 61 篇、SCI 收录期

刊论文 98 篇、国内权威 119 篇；发表 CSSCI&CSCD 论文 180 篇。获得江西省自然科

学三等奖 1 项，实现我校江西省自然科学奖零的突破。横向经费突破 2000 万元。

4.社会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现代产业发展研究院”入选首批省级重点智库，

小康协同创新中心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与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

革委共同主办江西省首届智库峰会，获批财政部部省共建联合研究委托课题 2 项，

《江财智库专报》获省级以上领导批示 60 余次，在《江西日报》发表理论文章 5
篇，发布《财大论道》5 期。承担了《习近平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思想及其在江西

实现路径研究》（与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联合研究）及《加快构建江西特色生态文明

体系研究》《防范金融风险着力推进我省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研究》《江西如何发展现

代金融业》等 4 项江西省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报告《聚人聚财熔铸乡村命运共

同体——后扶贫时代深度贫困地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怀化实践》获得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同志肯定性批示。与省发展改革委对接并牵头组建“江西

省文旅产业产教融合联盟”，与腾讯签约共建江西企鹅新媒体学院，与省委政法委共

建新时代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等，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库作用更加有效发挥。

学校专家学者积极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深度参与江西省旅游发展行动方案、

江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地市部分法规条款的制定等工作，3 位教授受聘担

任省人大财经委员会特聘经济咨询专家。与中国信托业协会、江西省水利投资集团、

江西省质监局等 8 家单位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先后承办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国家

开发银行及江西、江苏、福建等省份各类骨干培训班 13 个，培训 800 余人次。

（四）坚持开放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国际化办学格局，高质量国际交流合作

持续开展。

1.国际化办学层次和水平不断提高。获批国家汉语水平考试（HSK）考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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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签署合作协议。国家公派本科生 39 人，列全国高

校第 53 位、财经高校第 4 位。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再创佳绩，全国 800 个名额，

我校获批 8 人。“1+1+1”双学位项目推动研究生出国人数明显增长。多名教师赴牛

津、剑桥、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访学。选派 4 名党团干部赴

外培训，7 名管理人员带队赴国（境）外实习。举办出国留学咨询展、国际文化节、

海外留学分享会、来华夏令营等品牌活动，与英国考文垂大学孔子学院首次联合主

办孔院夏令营，本土国际化氛围更加浓厚。

2.留学生教育规模和质量稳步提升。整合国内外办学资源，加强留学生招生宣

传工作，首次在泰国建立来华留学生生源基地。2018 年我校录取来华留学生总计

474 人，其中学历生 230 人、非学历生 244 人。2018 年获各类国际化办学资金 1500
余万元，包括国家留学基金委奖金 354.98 万元、商务部硕士项目奖学金 330 万元、

中国-欧盟学生交流项目奖学金 12.15 万元、江西省奖学金 31.6 万元。新增旅游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 个英文本科专业和公共管理 1 个英文硕士专业。我校留学生在

江西省第六届外国留学生汉语大赛中荣获二等奖、三等奖和优胜奖各 1 项。

（五）注重以文化人，进一步提升校园文化建设水平，高质量文化创新成果浸

润师生。

1.成功举办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发展力量更加凝聚。

全年开展纪念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学术交流活动、校友交流活动、展示纪

念活动、多彩系列活动，并于 10 月 27 日至 28 日集中举办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纪念大会、纪念晚会、雕塑揭幕仪式、高端人才论坛、金融高端论坛、校友

创新创业论坛、校友会理事会、校友集中捐赠仪式等主题纪念活动。纪念活动以新

时代为背景，以改革开放为主线，以学术交流、创新创业为主题，以师生、校友为

主角，系统总结了办学历程，全面展示了办学成就，深入探寻了发展路径，有主题、

有内涵、有声势、有质量、有成果，隆重而简朴，振奋了精神，凝聚了力量，彰显

了声誉。

2.校友文化成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重要软实力。完成校友会、教育发展基金

会换届工作。赣州校友会，北京校友会财税学院分会、计统分会、现代经济管理学

院分会，上海校友会信息学院分会，浙江校友会法学分会相继成立。创新开展校友

工作，设立“江西财经大学校友节”，出台《江西财经大学“荣誉校友”暂行管理办

法》，编辑出版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企业名录第一辑《踏浪》，连续第十七年举办毕业

值年返校联谊活动。校友会及广大校友积极向母校 95 周年华诞祝福、捐赠，通过

基金会设定的微捐赠平台，收到校友微捐赠 158 万元，全年完成签约捐赠 3000 余

万元。自 2013 年基金会成立以来，累计协议捐资突破 1 亿元。基金会承办的纪念

晚会把纪念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系列活动推向高潮，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

人士在线观看人数突破 120 万。

3.文明校园建设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卓有成效。坚持每周进行环境督查，全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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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 30 次，编印《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简报》30 期，下发整改通知单 46 份，启

用文明校园系统，随时随地接受在线投诉，校园环境得到较大改观。学生宿舍管理

专项督查巡查抽查常态化，学生宿舍文明创建进入新阶段。学校荣获江西省直机关

第十四届文明单位，全省文明校园“大家谈”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蛟湖书声》

获江西高校图书馆联盟阅读推广交流会特等奖。“博雅艺术教育中心”揭牌，完善了

美育教育体系，成为美育教育的重要基地。

（六）优化功能布局和资源保障，进一步优化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高质

量服务保障体系加快构建。

1.校区功能布局更加明晰。优化各校区功能布局，顺利完成图文信息大楼搬迁

工作，对蛟桥园，麦庐校区相关单位的办公场所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改善教师办

公条件；基本完成集校史馆、校友馆、税票博物馆、档案馆于一体的展览中心“文

博馆”设计方案和青山园综合楼规划方案；将附属中学有序搬迁至枫林园校区办学。

2.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坚持“依法理财、规范管理、合理保障、优质

服务”，积极增收节支，强化预算管理，加强会计核算，提高服务质量，有序开展政

府会计制度实施工作，加快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修订出台了《江西财经大学招标

采购管理办法》《江西财经大学基本建设管理办法》《江西财经大学小型基建维修改

造工程管理办法》，规范了招标采购、基建维修管理工作。加大了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力度，客观评价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开展校属二级单位财务收支审计，规范财务收

支行为。大力推进基建项目财务竣工决算审核，重点强化工程审计工作，工程审减

额大幅增加。积极对接审计厅入校审计工作，审计监督切实增强。

3.支撑保障条件明显改善。新图书馆正式启用，极大改善了师生工作学习条件。

“智慧江财”建设稳步推进，科研讲座系统、图书馆座位预约系统、学生管理综合

服务平台、议题申报管理平台先后投入使用。大力推进节能环保型校园建设，校园

园林绿化进一步改善，蛟桥园美化亮化工程成效显著。加强外包服务监管，建立维

修服务快速反应机制，进一步提升后勤服务质量和师生满意度。综治维稳工作扎实

开展，完成各校区大门智能门禁系统建设及联网工程，校园总体和谐稳定。完成蛟

桥园西大门、麦庐园和庐 A 栋等大型维修改造项目 81 个。对闲置多年的豆芽巷原

继续教育学院教学楼和枫林园大学生生活服务中心进行了整体招租。全年完成招标

采购 248 项，标的金额 13133 万元，节省 1420 余万元。大力推进附属中学、校医

院综合改革，提升办学质量和医疗服务质量。荣获“2017 年度公共机构节能先进单

位”“2017-2018 年江西省高校后勤餐饮管理先进单位”“江西省高校物业管理先进

单位”“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全省平安校园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荣誉。

三、从严治党不松懈，高标准推进党建思政工作

（一）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强化理论武装，把准政治方向、站

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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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修订学院党政联席会议事规则，制定学院党委（党

总支）会议事规则，提高院级党政联席会质量，提升学院党组织治理能力，保障政

治核心作用发挥。进一步健全校院两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不断创新方

式方法，推进理论学习常态化，经验做法在省委教育工委主办的《思政前沿》刊发。

（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师生头脑，支持马克

思主义学院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建设，成立“习近平经

济思想研究院”，承办光明日报社和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社联联合主办的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讨会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理论

研究创新工程论坛，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和宣传

阐释，部分理论成果在《光明日报》《江西日报》理论版发表。

（三）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学校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理念，加

强学习型干部队伍建设。党委常委班子示范带头，全体成员赴浙江嘉兴开展红船精神专

题学习。先后分主题分领域分批次组织了全校处级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集中轮训班、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院长研修班、清华大学“一流本科”提升

研修班、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提升办学治校能力”专题培训班、全校领导干部暑期

培训班、基层党支部书记示范培训班，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和甘祖昌干部学院举

办了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培训班和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借助“江西干部网络学院”

等在线学习平台，实现全校科级以上干部和基层党支部书记学习培训全覆盖。通过

严格政治标准、规范选任程序、从严监督管理，牢固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提任处（院）

级干部 57人、平级调整 21人，提任科（系）级干部 110人、平级调整 98人。注重培养

年轻干部，21名优秀年轻干部通过民主推荐、公开竞聘等方式走上处（院）级领导岗位。

（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效落实。严守意识形态阵地，全面落实学校党委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职能部门分工负责

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层层压实责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2018 年，校

党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6 次，召开意识形态工作调研座

谈会暨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2 次。重点加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管理，完善学

术讲座和报告会审批备案制度，加强教师外出讲座、讲学管理。所有讲座、报告会

全部实现线上审批，实现审批备案“一次不跑”，把校内讲座、报告会审批备案表作

为经费报销的必备材料，实现审批备案“一次不少”。

（五）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持续提升。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精神，通过抓标兵示范、抓典礼育人、抓主题教育，不断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七育人”长效机制，提升了思想政治工作协同

育人成效。积极推动思政课程、思政平台逐步向课程思政、平台思政转变。加强辅

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新选聘和配备少数民族专职辅导员 3 人、新疆内派教师

2 人，班主任津贴增幅 150%。我校辅导员获“首届全省最美十大辅导员”1 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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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论文奖”1 人、“全国百名学生资助管理工作典型”1 人。

启动入户走访百名贫困生计划，中秋节为在校学生发放定制月饼，年发放奖助勤免

贷补近 7000 万元，受益学生达 2.2 万人次，学生归属感认同感不断增强。注重正面

舆论宣传，加强舆情监控。全年中央主流媒体正面报道近百次、省级主流媒体正面

报道 800 余次，举办官方新闻发布会 31 期，直播大型活动 17 场，收视合计 240 余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坚持以先进典型影响人，在复校 40 周年办学成就展开辟“点

赞江财人”“学在江财”“江财人物”专栏，开展系列典型宣传。学校官微粉丝数近

10 万，获评“2017-2018 中国大学官微百强”和“江西十大高校微信公众号”。圆满

完成教育部网络文化工作室“明德网”和全省思政教育主网站“易班映山红网”建

设。高度重视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注重对教师思想政治

和师德师风的考核评价。出台《江西财经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

施细则》，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导师的首要职责。

（六）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夯实。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分类制定《党

支部工作规范》，开展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和任职考核，实施“五星创评”，发挥党支部

的战斗堡垒作用。推动落实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对校属各单位党组织开展全覆盖式

的党建巡查。加强党建特色品牌建设，1个支部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项

目、1个党员活动室入选“全省高校标准化党员活动室”、2个案例入选《江西省高校基

层党建工作优秀案例集锦》、9个项目立项为全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在江西省首届党务

技能大赛中，我校参赛的 3个项目获得 1项一等奖和 2项二等奖，名列全省前茅。学校

定点帮扶工作扎实有效，荣获“2015-2017年度省派单位定点帮扶贫困村工作先进单位”。

（七）统一战线和群团工作亮点纷呈。以构建大统战格局为目标，以党外知识

分子思想政治引领为主线，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为重点，以服务党外人士议政

建言为抓手，进一步凝心聚力、彰显特色、发挥作用，统一战线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推出“蛟湖同心大讲堂”，打造统一战线思想先锋同频共振特色平台。支持民主党派

凝练“一派一品”特色工作品牌，建成“党派活动室”和“党外知识分子之家”。《凝

心汇智搭台引路助力党外人士提升建言实效》获得“全省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成果奖”。

民盟被盟中央评为“思想宣传工作先进集体”，民革、民建、农工党、九三学社获党

派省委会表彰。省级以上党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达 9 人，数量居全省高校前列。

党外智库影响力日益凸显，党外代表人士在全国两会、省政协会议期间通过主流媒

体发出“江财好声音”。成功召开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圆满

完成换届工作。着力推动共青团改革，完善青年学生成长服务机制，实施第二课堂

成绩单制度，广泛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加强对学生会及社团的指导，推进“网上共

青团”建设，推动工作项目化、项目品牌化。强化实践育人，立项暑期三下乡调研

课题 200 余项、县域生态经济调研课题 33 项、“万企调查”课题 93 项、“红色家书”

寻访 18 项，累计 5000 余人次参与调研。在 2018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

赛中，我校三件作品（全省共 9 件）获得 1 项金奖、2 项银奖，实现我校该赛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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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和银奖零的突破。国际学院分团委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校工会

组织选拔优秀青年教师参加全国和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获国家级三等奖 1
项，省级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4 项、优秀组织奖 1 项。获“江西省教育工会劳模工

作室”“江西省工人先锋号”“第二届全省最美老干部提名奖”等荣誉。

（八）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校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决策部署，把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作为大事要事记在心上、扛在肩上、抓

在手上，为学校事业健康发展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校党委书记与校领导班子成员和校属单位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在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和加强党内监督、深化作风建设、选好用好干部、维护群众利益、坚

决惩治腐败等方面坚持抓常抓细抓长，抓出成效。支持纪委监督执纪问责，加强纪

检监察干部业务培训，配齐建强专职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充分发挥校纪委委员作用。

出台《江西财经大学处级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管理办法》，健全领导干部监督管理机制。

开展第二轮校内巡察，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节点的监督。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坚决查处信访举报及各种违纪违规问题。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实

施细则精神，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开展 9 次联合督查，驰而不息纠正“四

风”。深化巡视整改，对学校巡视整改工作进行“再查再改”“未巡先改”。加强廉洁

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实现学习对象、方式、内容和考核全覆盖。学校党风廉政建

设和纪检监察工作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和好评，我校作为唯一高校代表

在全省纪检监察培训会上作经验交流，学校纪检监察工作典型材料入选《江西纪检

监察信息》简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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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内

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我校教育事业奋进之笔

——2018 年 3 月 25 日在江西财经大学十届一次双代会上的讲话

校党委书记 王乔

各位代表，同志们：

为期两天的第十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次

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

成了各项议程，开得很成功。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十届教代会执行委员会、校政评议

委员会等七个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学校工作报告》，还对学校财务报告等六个书面

报告、学校校区功能定位及校园布局建议方案、《章程》修订建议方案进行了认真讨

论和审议。全体代表认真履职、积极建言，既反映了广大师生的诉求，也提出了许

多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会上还对获得学校重要荣誉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

行了表彰，树立了先进典型。

代表们对学校领导班子一年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体现了全校教职员工的

充分信任、理解与支持。在此，我代表校党委和行政向各位代表和全体教职员工表

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卢福财校长的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学校过去四年取得的

一系列成绩，这些成绩凝聚着学校党政新老班子，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在座的

各位代表和今天没有在会的广大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是江财人拼搏向上争取来的，

是全校师生员工脚踏实地干出来的，如果说这是一种幸福，那“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广大师生的热切期盼还没有完全实现，新时代对办好人

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但我们将不负使命，砥

砺前行。

借此机会，我谈三点意见：

第一，主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崭新征程，全国教育系统立即启动实施“写

好教育奋进之笔行动”，努力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优先发展

教育事业的生动实践。在学校 2018 年工作要点中，校党委提出“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要求，并将其深入贯穿于学校各项工作的始终。

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坚持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是学校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必然选择。《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

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教育

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报告谈及民生问题时第一点就是优先发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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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事业，并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在

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

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与之相应，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面对新时代新任务，高等教育必须超前谋

划、先导发展，也必须转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刚刚闭幕的今年“两会”政府工

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再次提出：“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由此，坚持内涵式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对高等教育发展新的动员令，是当前高等教育最紧迫的战略

任务。

坚持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是学校突破发展瓶颈、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学

校必须走以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本世纪初，学校由财政部管理为主划

转为江西省管理为主，适应国家大众化教育发展要求，我们经历过一个规模数量的

增长过程，学校办学面积和在校学生数均有大幅增长，这也是一个教育质量的提升

过程；数量增长是基础，质量提升是最终目的。就全国而言，2016 年我国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已达 42.7%，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存

在。就我校而言，我们于 2005-2006 年提出“三个转变”，由数量扩张阶段转变为

质量提升阶段。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优化结构，包括生源结构、专业结构等，目前办

学规模基本保持不变。可以说，学校发展的“四梁八柱”已经搭好，但内容装修却

稍显粗糙。高层次人才缺乏是制约学校发展的最大瓶颈；办学特色不够凝练、管理

体制不够顺畅、学术氛围不够浓厚、科研创新能力不足、国际化办学水平还很有限、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强，这些问题尽管我们提了多年，但却多年没有得到

很好的解决。因此，我们要求坚持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聚焦问题、着眼实际、

对症下药，通过突破发展瓶颈，激活发展新动能，形成可持续发展新态势。

坚持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双一流”建设、增强学校综合实力的必然选择。

2017 年是学校办学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学校

事业发展取得重要成绩，实现重大突破。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我们有 2个学

科获评 A 等级，5 个学科获评 B 等级，在省内高校和全国财经类高校中均体现了我

们应有的地位和实力。新增 2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已经公示，4 个江西省一

流学科已获支持，一次性通过了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圆满完成了巡视整改、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本科专业综合评价等重大阶段性任务；教职员工绩效

工资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广大师生工作学习生活条件逐步改善，有了更多成就感、

获得感和幸福感。2018 年我们要继续保持这种发展势态，特别是进一步增强各学科

综合实力，推进“双一流”建设，就必然要求我们继续埋头苦干，注重内涵，提升

质量。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坚持“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呢？

在学校 2013 年暑期领导干部培训班上，我们就提出了内涵式发展的问题。内涵

式发展，就是通过内部的深入改革，激发活力，增强实力，提高竞争力，在量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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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质变的过程中，实现实质性的跨越式发展。内涵式发展强调的是结构优化、质量

提高、实力增强，发展更多是出自内在需求。走内涵式发展之路，要牢固树立以高

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要在科学布局中优化办学结构，在体制机制改革中激发

内生动力，在力量优化集聚中实现质量提升，聚焦一流目标，实现可持续、高质量

的发展。

坚持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落实好学校“十三五”规划和 2018 年

工作要点。在学校 2018 年工作要点中，我们从培养高质量人才、构建高质量师资

队伍、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培育高质量文化传承、推进高质量国际交流合作、打

造高质量服务保障体系和全面从严治党等 8 个方面提出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卢

福财校长代表学校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学校就未来三年工作思路上提出了“五个更

加突出”；在工作重点上，提出了“1232 工程”，着力充实学校建设内涵，夯实学校

发展基础。在这次“双代会”上，有些代表关于学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建

议就提得很好，会后我们要容纳吸收进来。

坚持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我们尤其要注意“点”与“面”的关系。我们要在“面”

上质量全面提升的基础上，抓好“点”的突破，形成拳头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什么

是“拳头优势和核心竞争力”？通俗地讲，就是我们的高水平与不可替代性，退一

步讲，至少要形成一定的稀缺性，做成全国、全行业独此一家，或者难找几家。

譬如学科发展，我们就要在紧扣 “经济管理+”或“+经济管理”特色的基础上，

科学分析、深入研究，找准学科发展定位和主攻方向，将学科发展融入到国家战略

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之中，融入到江西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中去，各学科找到

本学科在全国、区域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优势，形成不可替代性，让政府部

门、有关机构时时处处能够想到江西财经大学，想到借鉴和吸收江财智慧，进而成

为王牌。一旦我们的竞争优势形成，自然就容易受到各类资源的青睐，就会形成学

科发展的良性循环。“有为才有位”，我们要学会自己搭台唱戏，唱好戏才会有观众

和资源。我们在 2014 年学校暑期领导干部班培训班上，邀请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

村研究院院长邓大才教授主讲特色发展的问题。当时他介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

村研究院以“举院体制”为依托，以大型调查和大数据为基础，从事农村与农民问

题研究。他们的田园调查和农村大数据分析就做成了全国一流，成为了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成长了一批有影响的杰出人才。我们应该进一步向他

们学习。

又比如在高端人才培养上，我们在全力提升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同时，尤其要

注意培养高层次人才和高层次人才梯队。月初，我参加了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举办

的江西省教育系统领导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其中有一位专家在授课期间介绍了一

种教师成长现象，叫作“荣誉叠加现象”，就是说一位大教授的成长是靠成果和荣誉

不断叠加出来的，有一两项成果和荣誉，报奖有一点希望；有三四项成果和荣誉，

报奖的希望大增；很多大奖，往往是在若干个小奖基础上叠加出来的。因此，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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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学者都是重视奖项以及荣誉的申报工作。我们很多学者过于谦虚，不愿申报。

最近教育部各个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在换届，各学院要积极行动起来，尽量推荐

我们的老师当选，发出江财声音，福财校长和分管校领导要重视此事，组织好本次

推荐工作。学校要在鼓励教师做好基础工作的同时，引导、推荐、助力优秀人才积

极主动地去申报各类奖项、各类称号，获取各类荣誉，争取在国家级高层次人才项

目上取得更多突破。

第二，保持学校优良作风传统，继续发扬江财人不甘落后、敢为人先、奋发有

为的进取精神，开拓创新、争创一流

在去年学校九届四次“双代会”上，廖进球书记曾饱含深情地为咱们江财人点

赞，提出了“仁爱、敬业、实干、勤奋、厚道”的江财人特质，号召大家争做优秀

江财人。2017 年，正是由于我们江财人的实干、勤勉、敬业、奉献，我们才取得了

一系列的成绩。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省一流学科评选中，在各类官方或非官

方的评价、排名中，都有不错的表现，每每喜讯传来，我们总能体悟到“奋斗之后

的幸福”。

江财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学校地处中部，每每能够取得不俗的表现，

我认为，根源在于我们江财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为了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我们总能先想先为，做到超前一步。1978 年复校之初，时任校领导孙传煃、部门领

导李清荪等前辈在学校复校获得审批的同时，主动对接财政部需求，进而实现向部

属院校的转变，为后续发展赢得了重要平台和宝贵时机。1999 年全国高校扩招以来，

大学生就业问题日趋严峻。学校独辟蹊径，明确提出“学校毕业生不是给社会制造

就业压力，而是给社会创造就业机会”的口号，并在总结多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培

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办学目标，全方位推进创新创业教

育，如今成为“全国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首批）、“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

校 50 强”。进入新世纪之初，学校只有十几个博士，面对事业的快速发展，学校敏

锐地意识到了人才的危机，实施了“1155”人才工程，实现了具有博士学位的师资

达到 500 人以上的目标，学校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比也提高到 55%以上，为

今天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大大地充实了学校事业发展的力量中坚。

江财人具有不甘落后的奋斗精神。无论是“985”，还是“211”，因为特殊的原

因，学校均没有机会进入竞争的舞台。这令我们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办法争取，但

这并没有影响江财的优秀。2010 年是学校搭建学科平台的关键之年，我们以学位授

权点申报工作为龙头，认真做好了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等一级学科

博士点以及部分硕士点的申报工作。2011 年学校实现了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新增

了 4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1 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以及 8 个专业学位硕士

类别和工程硕士的 2个专业领域。学校一级学科博士点总数达到 5 个，与对外经贸

大学并列全国财经类高校第四位，这为学校位居全国财经类高校第一方阵奠定了重

要的基础。在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因为客观上讲我们重视不够、准备不足，只

http://www.baidu.com/link?url=kD1DHxEtZyxcOS0Kybh8hJYcTqviHm6jpPeSQP_aBagtAqHo1K2Y4-wbqZbsAtOcqrtMrPJ3vFBhIaCyLfc6Hxr0_K23V83hI-B3YIb0RNeW_nHMzunRUD9ptz1HHV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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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参与了评估，学校痛失了一次重要的机会。为此，学校在 2016

年决定推动 13 个一级学科点全部参加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从 2017 年评估结果来

看，学校又一次取得不错的成绩。

江财人具有高度自觉的大局观念。在 3 月 4 日召开的全校中层干部大会上，我

向全校中层干部推荐了一篇文章《善待你的单位》。因为在我们生活中，有的同志没

有把自己很好地融入江财，作了旁观者和评论员，“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这是不对的。我是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工作在江财的人，近四十年来只有一年多的

时间离开过江财。在江财校园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过得比较舒心，因为每个人

都珍惜自己的工作、热爱我们的集体。这所学校成为了我们精神家园，让我们倍加

珍惜。江财人具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在一步一步地让自己的学校完善起来，成长

起来，兴旺起来。每当学校事业发展需要，我们总能服从大局，甚至做出某些局部

的牺牲与奉献，都毫无怨言或者说少有怨言。比如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我们的总

体成绩很不错，但最拿得出手的还是“我们有两个学科进入了 A等级”，这一举奠定

了我们在江西省和财经类高校的学科地位。而在申报过程中，学校全面评价各学科

综合实力，做工作、做协调、做决策，有的部门发挥了主力作用，做了奉献；有的

部门发挥了重要支撑功能，也做了奉献，这就是我们江财人大局观念的典型表现。

正是因为我们具有高度自觉的大局观念，学校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并取得一次又

一次的成功。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继续保持这种江财人的精气神，这是他人想模仿都无

法模仿的精神特质，想超越都无法超越致胜法宝。

第三，统筹建设校园生态环境，努力打造政治生态清正、学术氛围浓厚、人文

精神丰富的美丽校园

大学是高雅之地，学者是淡泊之人。在我参加的全省教育系统领导干部能力提

升培训班上，有一位专家在讲课的时候向我们提问：“作为学校管理者，你能为学校

留下什么？”当时我想，除了继续推进学校加快发展、努力向前，我还希望保持并

打造一个政治生态清正、学术氛围浓厚、人文精神丰富的美丽校园，我想这也是学

校广大教职员工共同的期待和希望。

风气清正是美丽校园的根本保障。风气清正表现在思想上、行动上讲政治、守

规矩，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聚焦根本保证，保持正确办学方向。

我们要继续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狠抓基层党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抓好干部队伍建设管理，抓好师德师风建设，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好意识形态工

作。同时，作为学校管理者和江财的传承人，我们要引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培养“功成不必在我”的良好心态，为了学校的长远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发

展，即要做好让师生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打基础、做铺垫、利

长远的好事，让学校事业在一代又一代江财人的接续奋斗中走向辉煌。

学术浓厚是美丽校园的核心要素。清华大学“终身校长”、著名教育家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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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曾形象地比喻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

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

不为而成。”梅贻琦先生用“从游关系”指出了大学师生关系的实质，也为我们勾勒

出一幅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的美妙画卷。办一流的大学要从办一流的本科开始，前

些天我到教务处调研，提出“建设一流本科应从教室改革开始”，推进了小教室建设，

就是要营造一种师生平等、自由交流的教学氛围。我们还要想方设法提高教师的地

位，营造宽松舒适的学术氛围，激发学术创新潜能和学校发展内生动力。

人文情怀是美丽校园的思想灵魂。“信敏廉毅”校训和“敬业乐群、臻于至善”

大学精神是江财人最核心的品质，也是学校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学校成立了文明校

园建设办公室，文明办新任主任前些天刚刚到岗，文明办的重要职能就是弘扬江财

文化内涵，浓厚校园文化。今年是学校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学校复校 40 周年、

建校 95 周年的喜庆之年，也是学校打造人文校园的重要契机。学校将举行系列主题

活动。活动将以新时代为背景，以改革开放为主线，以师生和校友为主体，以学术

交流、创新创业为主题，要求办得既隆重又简朴，有主题、有内涵、有声势、有质

量、有成果，是对学校校训精神、办学理论、人文思想的一次大塑造、大检验、大

凝练。我们的所有活动都必须将江财文化贯穿其中，深入融合。

环境优美是美丽校园的直接表现。为落实省委 “美丽江西建设，美丽院校建

设应走在前列、当好标杆”的要求，今年 2 月 21 日，时任省委副书记姚增科同志对

我省学校校园环境整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确保校园干干净净、利利落落、

整整齐齐、亮亮堂堂”。2 月 26 日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在全省学校开展校园环境卫

生专项整治活动的紧急通知》。2 月 27 日全省校园环境卫生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召开

专题会议，详细研究和细化全省校园环境卫生整治活动推进工作方案。3 月 1 日省

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召开视频会议，传达学习时任省委副书记姚增科关于校园环

境卫生整治的批示精神，对全省校园环境卫生专项整治活动进行动员部署。从省里

的系列动作来看，校园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必将从紧从严，整治期间省电视台将随时

进行明查暗访。同志们务必高度重视，要从点滴做起，身体力行，真正将美丽校园

建设好、维护好！

此外，就本次“双代会”，我谈几点感想。本次大会是学校近年来会风最好的一

次大会。具体表现在：一是代表们意识自觉、精神饱满、热情高涨，小组讨论热烈、

质量高，很好地履行了代表职责。会风反映作风，这让我们更有自信做好工作，推

动学校事业进一步发展。二是党政机关、职能部门的代表分散到各代表团，直接听

取基层声音的做法值得肯定。会后，大会秘书处将对各代表团的意见进行汇总，对

代表们反映的问题，能立即解决的立即解决；近期可解决的要拿出方案，尽快解决；

暂时解决不了的，要放在心上，等机会成熟后解决。三是大会组织有力、宣传到位，

工作人员尽心尽职，体现了江财人团结严谨的工作作风。



26

同志们，让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以一流学科建设为基础，以改革创新为

动力，以人才队伍建设为关键，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不忘初心，坚守使命，坚实

走好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努力开创新时代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

我校教育事业奋进之笔，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助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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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工作报告

——2018 年 3 月 23 日在江西财经大学十届一次双代会上

校长 卢福财

各位代表，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学校向大会报告九届一次教代会以来的工作和未来三年的工作任

务，并就如何做好 2018 年工作提出具体意见，请各位代表予以审议，请特邀代表和

列席代表提出意见。

一、2014－2017 年学校工作的回顾

九届一次教代会以来，学校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

内涵建设，聚力持续发展，向改革开放要动力,向创新创业要活力,向特色优势要竞

争力，开创了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一）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学校坚持育人为本，全面推进人才培养体系与

机制建设。实施了“学院招生，大类培养”等一系列综合改革，生源质量、毕业生

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稳居江西高校前列。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着力提升研究生

教育规模和质量。把参与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全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和

专业权威认证作为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契机和抓手，已完成综合评价的 15

个专业中，9 个专业全省排名第一、3 个排名第二。四年来，学校新增国家级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中心 1 个、“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7 部、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7 门、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 4 门、国家级慕课 1门、

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 6篇，出版“信毅教材大系”教材 38 部。教师在全国多媒体

课件大赛、微课教学比赛、思政教学比赛中斩获众多奖项。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得

国际奖项 62 项、国家级奖项 435 项，立项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110 项。研究生

发表国际著名权威论文 9 篇、国内著名权威论文 43 篇、一般权威论文 129 篇、

CSSCI/CSCD 论文 144 篇，获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0 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78 篇。

组建了创业教育学院，学校入选“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

创新创业典型经验 50 强高校”，“江财众创空间”获批科技部“国家级众创空间”和

团中央“全国大学生创业示范园”，学生在“挑战杯”以及全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管理决策模拟大赛、全国大学生创

业综合模拟大赛等比赛中均有出色表现。

（二）学科建设实现重大突破。学校按照“优化学科布局、强化学科优势、突

出学科特色”的基本思路，抢抓“双一流”建设机遇，加强学科建设顶层设计，对

学科专业进行动态调整，大力推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应用经济学、统计学获评 A-等级（全国前 10%），工商管理获评 B+等级（全国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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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法学获评 B 等级（全国前 30%），公共管理获评 B-

等级（全国前 40%），在江西省内高校优势明显（我省全国前 10%的学科共 4个），在

全国财经类高校中，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并列第五。应用经济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统计学、工商管理入选“江西省一流建设学科”，为学科建设实现

跨越式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2 个一级学科申报博士

学位授权点已公示，学校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有望实现新突破。顺利通过中国

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对于学校工商管理学科以至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里程

碑意义。

（三）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学校着力打造科研精品、突显科研

特色，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导向，科研水平和成果质量稳步

提升。四年来，累计立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05 项（其中重大招标项目 7项）、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39 项，博士后基金项目 64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课题 20 项，

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课题 7 项，江西省高校社科重大招标课题 4 项，均在

江西省高校中保持领先优势。获得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课题资助。荣获教育

部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3项，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98 项。科研事业

收入共 13587 万元，其中：纵向课题经费 8491 万元，横向课题经费 5096 万元。新

增 2 个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 个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3个江西省 2011 协同创新中心、1 个江西省软科学研究基地等一批科研平台，与中

国人民大学共建江西现代金融研究院。高层次学术活动丰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首次来校开展学术交流。《当代财经》《江西财经大学学报》荣获“全国高校精品

社科期刊”“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全国百强社科期刊”等多项殊荣。学

校教研人员在国际著名 A类刊物发表论文 40 篇，发表国内著名权威论文 21 篇、SCI

一区论文 17 篇、SCI 二区论文 91 篇、国内一般权威论文 428 篇，CSSCI 论文 1394

篇，CSCD 论文 102 篇。服务社会成效显著，承办财政部、商务部等中央部委领导干

部培训。组建江财智库，编印《江财智库专报》，一系列成果获得张高丽、汪洋、孙

春兰、严隽琪等国家领导人以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百余次。学校与省内外政

府部门、事业单位、大型企业的战略合作日趋紧密，服务区域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智库地位日益凸显。作为第 58 家成员单位入驻深圳虚拟大学园，江西财经大学深

圳研究院有效发挥了前沿窗口作用。

（四）国际化办学呈现新局面。学校坚持开放办学，连续 3 年获得江西省本科

高校国际化水平评价第一，进入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行百强榜。与英国考文垂大

学合作建立我省第一所在英孔子学院，新增海外合作院校 51 所。获批与瑞典达拉那

大学合作本科双学位项目、国家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和教育部全英文授课国际金融硕士项目、商务部国际商务硕士项目和中国

政府“丝绸之路”奖学金自主招生项目。加入国际商学院联盟、中俄经济类大学联

盟、联合国学术影响力组织等国际组织。入选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来华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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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奖学金院校。金融学专业（CFA 方向、国际金融方向）获得 CFA（特许金融分析师）

国际权威认证，获批 SIMA（特许管理会计师）、GMAT（研究生管理科学入学考试）

考点和 FRM（全球金融风险管理师）全球考试考点。教师出国研修培训交流 397 人

次，学生出国留学 1536 人次，本科毕业生出国（境）升学深造 1705 人，其中 108

人就读全球排名前 20 的著名高校。来自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5 名留学生来

校学习，留学生教育实现本硕博全覆盖。

（五）师资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学校高度重视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引进工作，

不断创新人才引进培育和激励机制。改革职称评聘办法，健全与业绩和贡献相关的

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目前，学校拥有博士学位教师人数占专任教师的比例已达

55.78%。四年中，大力实施“百名人才支持计划”，累计选聘首席教授 8 人、学科领

军人才 7 人、青年学科带头人 25 人；全职引进海归博士 37 人、国内博士 93 人，另

柔性引进 14 人；新增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2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人、

省级人选 12 人、“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3 人，共

有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人选 23 人。“红色文化资源教学科研开发利用教师

团队”入选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获批人才工作重大项目——管理科

学与工程院士工作站。

（六）办学条件和民生持续改善。年度总收入由2013年的7.43亿元增加到2017

年的 10.11 亿元，获批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 21 项、金额 9816 万元。完成蛟桥园

北区图文信息大楼、麦庐园北区教学楼和学生公寓、麦庐园综合实验实训大楼和实

验室建设以及蛟桥园北区道路改造、电力增容等重点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教工宿舍

水、电、气管线改造和学生宿舍空调安装、校区路灯亮化等民生工程 30 余项。共青

校区建成并投入使用，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整体搬迁至新校区办学。智慧校园改革重

点建设项目稳步推进，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建设成效明显。大幅提高教职工待

遇和福利水平，将绩效工资总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每月发放午餐补贴 400

元，学校人均绩效工资从 2013 年的 7.51 万元提高至 2017 年的 10.75 万元，离退休

人员两节慰问金提高至每人 5100 元，新增发放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每人每年 1000

元，教职工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七）学校治理能力持续优化。《江西财经大学章程》获得核准，成为学校办

学治校的“根本大法”。学校修订完善了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等会议议事规则，

全面梳理了校级各项规章制度，完善了沟通机制、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稳步推进

了人才培养体系和机制改革、师资队伍建设改革、后勤管理服务改革等 10 余项改革

任务。科学制定了学校“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描绘了学校发展蓝图。学校连续

4年荣获“全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优秀单位”，获评“全国首批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

单位”，连续 13 年荣获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财务、审计、招标采购、

后勤服务和资产管理等切实加强。新成立了 10 个校友分会、4 个校友创业联合会和

首个海外校友分会（澳大利亚校友分会），组织了校友创业论坛等一系列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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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校友和社会捐赠 5036 万元，发放奖教金和奖助学金 1045 万元，

被认定为江西省首批全省性慈善组织。

（八）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全面加强。学校召开了第五次党代会，设置党

委常委会。扎实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基层党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映山红”大学生党员先锋计划获全

省高校党建创新成果一等奖。扎实开展巡视整改，切实把巡视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

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效。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营

造了干部廉洁从政、教师廉洁从教、职工廉洁从业、学生廉洁修身的良好校园氛围。

在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学校宣传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群团

工作和离退休人员工作有声有色，学校事业发展力量更加凝聚。

学校集体或个人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省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省直文明单位、省依法治校示范

校、省高校国防教育工作先进单位、江西省定点帮扶贫困村工作先进单位、省全民

阅读先进单位、省公共机构节能先进单位、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和全国五一

巾帼标兵、省五一劳动奖章、省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学校位居 2014 高考生最喜爱的

大学排行榜第 71 名、2015 中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排行榜第 88 名、2016 中国造富大学

排行榜第 16 名、2017 中国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第 90 名，2018 中国大学校友捐赠

排行榜第 64 名，2018 中国财经类大学排行榜第 7 名。学校事业发展引起了社会媒

体的广泛关注，每年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中国高等教育等主流

媒体报道超百篇。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历届老领导、老同志奠定的坚实基础，离不开历代江财

人的砥砺奋进和接续奋斗。在此，我代表学校向所有为学校改革发展辛勤耕耘、无

私奉献的老师们、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总结四年来的工作，我们深切体会到，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把握正确方向；

只有坚持以师生为中心，才能始终聚焦职责使命；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培育发

展新动能；只有坚持内涵发展，才能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只有坚持真抓实干，才能

凝聚和调动一切力量，把学校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各位代表，同志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学校的发展还存

在很多不足，包括推进教育事业综合改革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学校高层次人才极

为不足仍是制约学校发展的最大瓶颈，科研创新能力不强仍是争创一流的最大短板，

学科聚焦不充分的结构性矛盾仍是推动内涵建设的最大困扰，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

研究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破解。

二、2018－2020 年学校工作展望

接下来的三年，是国家奋力冲刺“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阶段，也是学校实

施“十三五”规划、建设一流学科和实现“百年名校”江财梦的关键时期。进入新

时代，面对新形势，我们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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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守立德树人使命，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一流学

科建设为牵引，以队伍建设为支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聚焦一流目标，优化办学

结构，突破发展瓶颈，激发内生活力，坚实走好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建设基

础厚实、特色鲜明、人民满意、国际知名的高水平财经大学，实现“百年名校”江

财梦不懈奋斗！

做好未来三年的工作，在发展思路上，我们要注重“五个更加突出”：

（一）更加突出一流学科建设的牵引作用。学科建设是高校的一项重要基础建

设关系到学校发展的全局。一流学科建设要注重提升科研创新能力，要根据不同学

科特点，紧密围绕前沿问题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一流学科建设要

注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充分发挥学科特点与特色优势，通

过大服务，谋求大支持，促进大发展。一流学科建设要注重构建交叉融合开放协同

的学科体系，要明确学科建设新的目标、新的任务和新的路径，寻找新的学科增长

点，走学科协同发展之路。

（二）更加突出人才强校战略的支撑作用。人才是高校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

学校始终坚持“人才强校”战略，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实现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断

提升，保证了学校持续较快发展。面对学校更高的发展目标任务和激烈的竞争形势，

推进人才强校战略仍是必然选择,我们要积极面对、努力破解高层次领军人才、创新

团队以及优秀青年骨干储备不足、人才流失风险加剧等瓶颈问题，想方设法引进高

层次人才、培养青年人才、用好现有人才，不断增强学校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后劲。

（三）更加突出国际化战略的促进作用。学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加开放的视

野、更加开放的平台、更加开放的格局。我们要立足国情，进一步增强国际化办学

的战略定力，借鉴国外一流大学先进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方式，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切实把国际视野、国际标准融入到学校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大力提升国际化办学

的层次与水平。积极开拓更多国际合作项目和开设更多前沿性的国际化课堂和课程，

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增强国际交往和竞争能力。

（四）更加突出改革创新的内驱作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的育

人地位、发展阶段、结构体系、环境格局等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这一新形势下，

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必然要以全新的视野和一流的标准来谋划和衡量，这就需要我

们站在更高的层面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更加突出改革创新，通过体制机制改革

与创新发展方式，转换发展动能，激发和释放学校事业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用改

革创新赢得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广阔天地。

（五）更加突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保障作用。加强党的领导，是办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学校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坚持立德树人、强化思想引领，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深刻变

化，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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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情况新任务新课题。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

办大学的根本问题，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

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

做好未来三年的工作，在重点任务上，我们要聚焦“1232 工程”：

1 个梦想指引：未来三年是学校为“百年名校”聚力蓄势的关键阶段，要以“百

年名校”江财梦为指引，奋力实现《江西财经大学“基础厚实、特色鲜明、人民满

意、国际知名的高水平财经大学”建设规划纲要》第一阶段目标，到 2020 年，力争

学校综合实力和主要学科在全国财经类高校排名前移，主要办学指标接近或达到国

内高校先进水平，以基础厚实彰显办学的生命力，以特色鲜明彰显办学的竞争力，

以人民满意彰显办学的原动力，以国际知名彰显办学的影响力，实现从“中国知名

大学”向“中国高水平大学”的迈进，为建成“百年名校”奠定坚实基础。

2 个一流统领：一是以一流学科统领学科平台发展。重点建设应用经济学、统

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商管理 4 个学科群，力争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实现 A 等

级学科的突破。二是以一流本科统领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坚持“本科为本”，将本

科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质量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启动一流本科教育提升

计划，建设若干省级一流专业，力争国家一流建设专业取得突破，逐步形成具有江

财特色、国内一流的本科教育体系。

3 个高水平建设：一是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依托科研平台凝练研究方向、培

育学术团队，把培育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作为重中之重，努力形成若干个具有特色优

势和重要影响的科研平台和研究团队，力争在国家级科研平台申报工作中实现突破。

二是高水平新型智库建设。整合资源优势，突出研究特色，聚焦江西经济社会发展

和全国财经领域改革重大问题，供给高质量研究成果，努力在出思想、出成果、出

人才方面取得新突破，把“江财智库”建设成为省级重点智库的典范，使“江财智

库”成为学校又一张亮丽名片。三是高水平“智慧江财”建设。构建以大数据、云

服务、智慧化为核心的资源数字化、教学智能化、应用集成化、服务一体化的信息

化支撑环境，实现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的各项业务信息全方位获得和共享，校

园信息化建设水平跨越性提升，“智慧校园”建设走在全国高校前列。

2 个计划攻坚：一是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在系统推进“百人计划”的基础上，

集中力量实现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新突破。坚持围绕高层

次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深化改革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坚持“淡化身份、动态管理、

优绩优酬、突出成果导向”的考核原则，大力推行高层次人才年薪制管理，为高层

次人才成长提供全方位支持。二是来华留学生倍增计划。加速扩大来华留学规模，

持续优化留学生层次和结构，力争到 2020 年，实现在校留学生突破 800 人，校园国

际化氛围更加浓厚。

做好未来三年的工作，在目标成效上，我们要确保“三个顺利实现”：

（一）抓重点突破，顺利实现“十三五”关键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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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才培养方面。普通本科生 22000 人，研究生 6300 人，博士生 300 人，成

人教育在校生 5100 人。国家级慕课 10-20 门，新增国家级教学成果 1-2 项，人才培

养质量进一步提升。

2.学科建设方面。在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力争应用经济学、统计学进入 A

等级（稳定保持在 A-等级）、工商管理进入 A-等级以上、管理科学与工程进入 A-

等级、理论经济学进入 B+等级，其他学科力争位次前移；同时力争 1-2 个学科能够

进入全国一流学科建设行列；适当增加博士点数量。

3.科学研究方面。新增国家级研究平台 1-2 个；国家级研究项目 150 项、省部

级研究项目 350 项、横向项目 230 项；国家级获奖成果 3-5 项、省部级获奖成果 50

项；发表权威论文 900 篇，建成省内一流智库 1-2 个。

4.师资队伍方面。在编在岗职工 2300 人左右，其中教研人员 1500 人（约 65%），

管理、教辅、后勤人员 800 人（约 35%），高级职称人员 890 人，获博士学位人员

750 人，海外特聘教授 30 人，海归博士 120 人。新增长江学者 1-2 人，千人计划 1-2

人、特支计划（或万人计划）2-3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支持计划 1-2 人、国家级

百千万人才工程 1-2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 4-6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3 人。

5.国际化办学方面。新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3-4 个、境外办学项目 1-2 个、孔

子学院或孔子课堂 1-2 所（家）、海外高水平合作院校 5-7 所，加入 2-3 个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组织。在校期间出国（境）学习交流的本科生人数达 5%、研究生人数达 1%；

留学或访学 6 个月以上的专任教师达 25%。

6.基础条件方面。馆藏文献 680 万册，数据库 100 个，核心带宽 10-40G，网络

存储总量 1000T，学校年总收入 12-15 亿元。

（二）抓内涵发展，顺利实现学校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1.强化重点，坚决完成一流学科建设任务。创新学科建设经费管理、人才、资

源及招生计划配置管理机制，集中力量建设与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一

流学科，实施学科“攀峰计划”“提升计划”“培育计划”和“品牌计划”。科学

分析国家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优化调整学科布局，强化经济管理学科群的主体地

位和竞争优势，积极培育和发展“经济管理+”和“+经济管理”的新兴交叉学科和

学科发展方向，为第五轮学科评估积蓄力量，合力支撑应用经济学、统计学等优势

学科率先冲击全国一流。鼓励和支持相关学科专业进行国际认证。

2.立德树人，稳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建设“一流本科、一流专业、一流

人才”示范引领基地，深入推进“六卓越一拔尖”人才培养计划。不断完善本科“学

院招生、大类培养”配套体制机制和“三个课堂联动，三类实践互促”的人才培养

模式，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探索跨院系、跨学科、跨专业的交叉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新机制，基本建成规

模结构适应需要、培养模式各具特色、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和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

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明显增强的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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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造队伍，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和质量。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人才发展的制

度环境，职能部门和学院在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过程中要做好人才服务工作。把

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注重高层次人才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思想政治素质和业

务能力平衡发展。坚持引进与培养相结合，加速培养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推进

人才梯队整体升级。进一步加大海外优秀人才的招聘力度，不断提升师资国际化程

度。

4.创新驱动，提升科研和社会服务水平。创新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健全科研分

类评价体系。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抓好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培育工作。

力争实现国家级科研平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级重要奖

项和江西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突破。和高等学校、科研院所、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合作与资源共享机制，实现合作育人、合作科研、

合作发展。建设一流新型智库，广泛实施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力争产出对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明显效益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产出对政府部门和企业有重大参考价值

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报告，提升公众学术和政策影响力。

5.放眼全球，实现更高水平的国际化办学。建立与学校发展目标相适应的管理

体系和运行机制，探索聘任海外院（所）长制度，适时成立海外教育学院。启动外

籍教师聘用和管理改革，加大外籍教师尤其是长期专业外教的聘请力度。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学生海外留学和短期交流项目，提升学

生国际交流规模与层次，提高教学和科研国际化水平，推动课程改革，启动相关专

业国际认证，加快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改善国际化办学的基本条件，实现国际化办

学主要指标达到省内高校前列、国内同类高校先进水平。

6.服务升级，推进依法治校和民主管理水平。优化校院两级治理结构，充分发

挥二级单位办学自主权。健全和完善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完善二级单位收入分

配办法，激发办学活力。构建目标管理为导向的绩效考核体系，建设政治坚定、业

务精湛、作风过硬、富有活力的管理服务队伍，提高科学决策能力、规范化管理水

平和精细化服务质量。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上的主导作用、教授在学术

组织中的主体作用、教职工代表大会在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拓

展师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渠道。

（三）抓力量凝聚，顺利实现学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1.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和思想引领，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加强党委对学校工作的

全面领导，强化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加强

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和激励问责力度。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

律建设和制度建设，加快推进基层党支部的标准化建设，创新党员学习教育活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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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全校大党建为综合平台，努力打造江财特色党建工作品牌。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党对统一战线、

工会、共青团工作的统一领导，促进群团组织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着力改善民生，持续增强广大师生获得感。建立健全绩效工资总额宏观调控

机制，完善岗位绩效工资与年薪制相结合、外部激励与内部激励相结合的薪酬分配

体系，逐步提高广大教职工的收入水平。提高附中办学水平，改善幼儿园办学条件，

为教工子女提供优质教育服务。实施年度民生项目，持续改善师生工作学习生活条

件。推进“健康江财”工程，全面提升师生健康水平。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与改

造，做好校园功能布局调整，实现每一位教师拥有工作室。加强资产统筹管理，使

资产设备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显著提高教育管理信息化水平，充分发挥数据融合优

势，基本建成“智慧江财”。

3.积极培育江财特色校园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传承和弘扬“信敏廉毅”校

训和“敬业乐群、臻于至善”的江财精神，发挥文化育人作用，推动大学文化建设

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着力加强校风、教风和学风建设。校园文化景观群初步形成，

校史馆、校友馆、档案馆、中国税票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健全，文化育人功能显著发

挥；校园文化气息浓郁，校园文化传播体系运行高效。充分发挥校友会功能，积极

挖掘校友资源，加强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建设，做好基金增值工作，助推学校教育

事业发展。

三、2018 年学校的主要工作

各位代表，同志们，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纪念改

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的喜庆之年，是学校实施“十三五”规

划、推进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是学校深化综合改革、为“百年名校”目

标聚力蓄势之年。我们要以高质量人才培养成效、高质量科研产出、高质量社会服

务供给、高质量文化传承创新成果、高质量国际交流合作为目标，坚定“五高”目

标指向，坚实走好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努力开创新时代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全面

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1.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启动党建和

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党建思政工作合力，强党建，促发展，创品牌。

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组织开展“爱国奋斗”精神教育和“学宪法讲宪法”主题教育活动，做

好“三定五议”党日活动和“大学生映山红党员先锋计划”等党建品牌创建工作。

2.深化巡视整改，确保常态长效。紧扣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三

个重要方面问题，坚决整改到位、适时回头看、严防反弹。对巡视整改中发现的非

法传教等意识形态领域突出问题，坚决处理，反复抓、抓反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



36

工作领导权。把巡视整改任务、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整改任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

整改任务统筹推动落实，切实实现以整改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

3.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抓实纪检监察工作。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

监督责任，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纪委专责监督，党群部门职能监督，分党委（党

总支）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将党内监督与广大师生监督相

结合，促使全校党员干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充分发挥学校纪

检监察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开展校内第二轮廉政巡查，强化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实

施细则精神的监督检查，继续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管控“微权力”，杜

绝“微腐败”，坚决查处各种违纪违规问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树立校园清风正气。

（二）加大人才引进培育力度，打造高质量人才队伍

1.激活人才工作体制机制，超常规引进高层次人才。建立高层次人才引进二级

议价制度、高层次人才待遇动态调整机制，推进高层次人才挂职学校、学院改革试

点工作。拓展高层次人才引进渠道，完善人才引进工作考核机制，与各教研单位签

署人才工作责任状，对教研单位指令性进人计划完成情况实行年终考评“一票否决

制”，完善教研单位人才工作年终述职制度。

2.加强人才管理与服务工作，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实施江西省“双千计划”，

做好国家、省级重大人才项目培育、选拔、推荐、申报工作，力争实现高端人才项

目新突破。规范人才服务管理，优先为高层次人才、高质量学术团队配备博士后研

究人员，用好特殊贡献人才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做好海归博士年度、聘期考核。

建立健全教师师德考核、教育教学业绩考核、科研考核、社会服务考核、专业发展

考核协调统一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稳步推进教师分类管理、岗位设置、“三定”方

案、党务思政类职称评定工作和人事系统信息化建设。

（三）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高质量人才

1.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全面提升大学生德育质量。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课堂、进教材、进头

脑，推动思政课程、思政平台向课程思政、平台思政转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教师和辅导员队伍建设，抓好大学生骨干队伍培养，实施辅导员成长计划和映山红

井冈学子先锋班计划。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深入开展学习谢盛纹老师先进事迹系列

活动，引导全校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开展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爱校荣校教

育。推进网上共青团建设，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清朗网络空间。

2.加强本科教学建设，全面提升本科生培养质量。组织开展“一流本科教育”

大讨论，制定《一流本科教育提升计划》。完善创新创业育人体系，结合教育部最新

颁布的专业标准，全面修订 2018 年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做好省一流专业申报工

作和专业综合评价工作，以前瞻性、独特性和创新性为导向，建设 4个跨学科交叉

专业。构建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机制，推进教学范式改革和翻转课堂、案例教学、探

究式教学模式创新，组织好省部级教学研究与改革课题、各级教学成果奖的申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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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注重交叉融合，建设跨学科课程、通识课程和在线开放课程。加强教材管理和

审核，做好“信毅教材大系”第二期建设规划。进一步完善实践育人体系，推进实

践教学创新，全面开展实践教学项目建设和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完善教学监控

和质量保障体系，修订学生网上评教办法，发挥“以评促教”积极作用。加强教学

信息化建设，建设慕课创作室、教学诊断室和“智慧教室”，满足研讨式教学、小班

教学和现代化教学需要。做好本科教学评估评价工作，发布学校本科教学状态数据

分析报告，编制本科教学质量分析报告。做好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回访验收工作。

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构建校内外双创联动机制，优化众创空间的建设和管理,

引导学生广泛参与科研创新、学术竞赛、创业大赛等活动，提高在校生、毕业生创

业率。

3.加强学位授权点建设，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加强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

建设，论证支撑学科、基础学科的发展方向。以绩效为杠杆，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

做好学位授权点水平评估，按照教育部工作要求做好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着力提

升研究生生源质量，规范研究生招生管理，逐步扩大申请审核制博士生招生规模，

逐步扩大全日制博士生比例，改善硕士研究生学缘结构，争取统招研究生规模超过

5000 人，生源质量稳步提升。着力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出台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

质量实施意见，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探索本、硕、博课程联动的选课机制；浓厚学

术氛围，提高学术成果质量；改进中期考核办法，加强培养过程管理；完善学位管

理机制，提升学位论文质量；扩大出国留学规模。

（四）激发科研创新活力，培育高质量科研成果

1.提升科研管理服务能力，浓厚校园学术氛围。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

合作研究和交流访问，鼓励和支持师生参与校内外学术交流，支持举办高水平学术

会议，推进学术报告层次化、系列化、常态化，激发师生学术热情。树立质量意识，

注重科研绩效，以质量与创新为导向，完善科研评价机制，为促进学术繁荣发展提

供制度保障。加强重大科研平台申报和建设工作，抓好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

中心”项目申报，探索与境外大学建立科研合作团队，提升重大科研平台的学术创

新和科研攻关能力。

2.提高科研成果质量，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组织好国家级课题项目申

报与研究工作，做好国家级重大科研培育项目跟踪服务，加强国家级课题项目研究

过程与节点管理，提升研究质量,争取发表更多高水平高档次国际期刊论文、出版更

多高水平高质量学术专著、获得更多高层次科研成果奖。在 CSSCI 来源期刊经济学

科排名中，保持《当代财经》位次，争取《江西财经大学学报》排名前移 2-3 位，

提高两刊的引文率、复印转载率和下载量。建设一流新型智库，树立江财智库品牌，

打造江财智库“名片”。提高财政部合作项目、委托项目研究质量，努力提升服务国

家重大财政战略能力。做好江西省重点智库申报和建设工作，加快推进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建设，实施“五个一”工程，推出高质量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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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抓好深圳研究院建设，提升研究实力，努力成为深圳市政府的重要智库。办好

《江财智库专报》，加强智库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建设，对理论水平高、点击阅读量大

的文章给予奖励，通过新媒体传播、集中出版、专题报告会等多种形式促进智库成

果有效推广。

（五）提升宣传思想高度，聚力高质量文化传承创新成果

1.突出思想内涵，办好纪念活动。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

校 95 周年为契机，系统总结办学历程，全面展示办学成就，深入探寻发展路径，以

学术为主线、以师生和校友为主体、以“简朴经典”为原则举办系列纪念活动。

2.突出文化引领，创建文明校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一批深受师生喜爱的校园文化活动品牌。构建文明校园创建

机制，全力做好“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加大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有效发挥文

化育人、环境育人功能。推进校媒深度融合，加强与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和江西广

播电视台等省内主流媒体的合作，展示学校良好形象，发出江财最强音。

（六）推进高质量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

1.以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认证为牵引，全面规范和提升来华留学生教育水平。理

顺国际化办学体制机制，明晰管理部门与培养单位工作职责，完善来华留学生学习

与管理制度。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力争来华留学学历生比例超过 50%。新增全英文本

科专业 1－2 个,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申办 HSK（汉语水平考试）考点，为来华留学

生参加汉语水平考试提供便捷。

2.进一步搭建平台畅通渠道，全面提升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在办

好孔子学院的基础上，继续申报境外办学项目和中外合作项目，推动硕士、博士联

合培养取得新突破。着眼于提升师资队伍国际化质量，提高外教服务保障水平，提

高短期专业外教教育质量，加大力度聘请长期专业外教；做好国家留学基金委各类

教师出国项目的人员选派。申报并实施国家外专局资助学生出国境交流项目以及教

师教案发展培训项目。着眼于提升人才培养国际化质量，发挥学生海外留学奖助学

金的引导作用，继续实施学生暑期研习项目，做好国家留学基金委“优本”项目，

做大国家公派硕、博士项目，保持长、短期出国（境）交流学习人数稳步增长。通

过举办出国留学咨询展、国际文化节、来华夏令营等品牌活动，浓厚校园国际化氛

围。

（七）打造高质量服务保障体系，助力学校事业发展

1.加快信息化步伐，显著提升信息化管理服务水平。建立和完善学校统一的数

据中心，对现有的“OA 系统”“教学、科研信息管理系统”和“门户网站”进行无

缝对接，推出资源共享、高效安全、功能强大、办事便捷的“智慧江财”综合平台。

为此，对学校各项管理工作进行流程再造，嵌入式开发学生综合信息系统、学生收

费管理系统，启动智慧化图书馆建设，推出网上办事大厅，实现“一表通”服务。



39

升级改造一卡通系统，提供江财公有云、私有云服务，为广大师生提供便捷高效的

网络。

2.深化附属单位和教育发展基金会体制机制改革，激活事业发展内生动力。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提升质量为核心，全面提高附中办学水平。加强校医院“造血”

机能，推行绩效管理制度，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探索教育发展基金会从行政管理型

向市场运作型转变，逐步迈向专业化、高效益发展阶段。

3.提升科学化管理水平，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做好校园功能布局调整工作，启

动第三教学楼、办公楼、学生宿舍和“四馆”（档案馆、校史馆、校友馆、税票馆）

维修改造，持续改善教师教研、办公条件和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加强学校资产管理

与利用，充分发挥资产效用。加强财务工作，规范经费收支管理，开源节流，争取

政策支持，为学校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4.健全综治工作体系，创建和谐平安校园。完善人防、物防、技防、协防体系，

加强校内交通安全整治、消防安全整治，加强法制与安全教育，从源头上杜绝事故

苗头。开展校内综治考核，抓实抓好上级机关对学校综治维稳考核的迎检工作。

5.持续改善后勤服务，不断提升师生满意度。大力推进节能环保型校园建设，

稳步推进绿色校园建设。办好自营食堂和教工餐厅，加强外包食堂监管，保障食品

卫生安全和饭菜质量。加强外包物业及 BOT 供应商服务监管，完善网上报修平台建

设，建立维修服务快速反应机制，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此外，努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贡献统战智慧和统战力

量；做好离退休人员工作，让老同志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扎实推进民生项目，不断提升师生获得感、幸福感；做好校友工作，供给增值服务、

终身服务；做好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提高博士后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做好继续教

育工作，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国民素质贡献力量；做好审计和招标采购工作，

严格管控风险；做好档案管理工作，发挥好档案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继续办好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各位代表，同志们，“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积极满

足“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迫切需求，应对高等教育新一轮的激烈

竞争，实现学校新一轮的快速发展，需要全校师生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每

一项工作。我们不仅要牢牢抓住新时代带来的新机遇，也要充分认识和妥善应对新

形势带来的新挑战，更要勇担新使命干出新作为。让我们秉承和弘扬“信敏廉毅”

的校训和“敬业乐群、臻于至善”的江财精神，朝着建设基础厚实、特色鲜明、人

民满意、国际知名的高水平财经大学、实现“百年名校”江财梦的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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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领导

学校领导

王乔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卢福财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蒋金法 党委副书记

刘小丽 党委常委、副校长

杨建林 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邓辉 副校长

王小平 党委常委、副校长

阙善栋 党委常委、副校长

欧阳康 党委常委、副校长

袁雄 党委常委、副校长

纪律检查委员会

姓名 单位

杨建林 校党委常委、校纪委书记

李法贵 纪委、监察处、审计处

刘彪文 职业技术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董慧英（女） 财务处

雷迎春 保卫处、人武部

陈荣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财税研究中心

章卫东 会计学院、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胡建国 金融学院、科技金融研究中心

杨尚勇 人文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

（纪委司东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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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级干部名册

序号 姓名 现任职务 级别 性别
参加工

作时间

专业技术

职称

1 罗锐 党办、校办主任 正处级 男 1998.09 讲师

2 韩国玉 共建工作办公室主任 正处级 男 2002.07 助教

3 章蓉 党办、校办副主任 副处级 女 1990.03
助理

研究员

4 郑威 党办、校办副主任 副处级 男 2004.07
助理

研究员

5 周江军 共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副处级 男 1994.07 会计师

6 王智明 党办、校办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副处级 男 2000.04 工程师

7 李法贵 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85.08
高级

会计师

8 蔡志刚 监察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2.09
助理

工程师

9 秦建兵
监察处副处长

（试用期一年）
副处级 男 2005.07

助理

研究员

10 汪宗亮 审计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90.07
高级

工程师

11 章俊 审计处副处长 副处级 女 1991.07
高级会计

师

12 许基南
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机关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5.07 教授

13 彭元 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94.07 教授

14 徐翔 党校常务副校长 正处级 男 2003.07
实习研究

员

15 丁美东 组织部、人事处副部（处）长 副处级 男 1988.07 副教授

16 肖建文 组织部、人事处副部（处）长 副处级 男 2006.07
助理

研究员

17 王金海 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正处级 男 1995.07 副教授

18 喻春龙 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主任 正处级 男 1988.08 讲师

19 欧阳迎 宣传部副部长 副处级 男 1990.03 工程师

20 匡琳 宣传部副部长（试用期一年） 副处级 女 2003.08 工程师

21 彭清宁 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正处级 女 1985.08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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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陈华 统战部副部长 副处级 男 2005.06
助理

研究员

23 刘金凤 工会主席 正处级 女 1985.07 教授

24 吴太福 工会副主席 副处级 男 1985.07 副教授

25 郑赟 学生工作部（处）部（处）长 正处级 男 1991.07 副教授

26 段远鸿 学生工作部（处）副部（处）长 副处级 男 1988.07 副教授

27 刘志蓉
学工部（处）副部（处）长、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副处级 女 1997.07 助教

28 唐海燕
大学生心理健康咨询

与健康教育中心主任
正处级 女 1992.07 讲师

29 夏贤锋 团委书记 正处级 男 2004.06 助教

30 叶申玲 团委副书记 副处级 女 2006.08
实习

研究员

31 潘桦 校友联络办公室主任 正处级 男 1988.07 副教授

32 肖勇 校友联络办公室副主任 副处级 男 2002.07 讲师

33 廖国琼 教务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89.07 教授

34 徐旭川 教务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96.07 副教授

35 梅小安 教务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95.07 副教授

36 蔡前 教务处副处长（试用期一年） 副处级 男 2007.07 讲师

37 吕晓梅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 正处级 女 1991.09 副教授

38 黄晓全 本科教学评估中心主任 正处级 男 1988.07 副教授

39 刘满凤 科研处处长 正处级 女 1990.03 教授

40 史言信 科研处副处长 副处级 女 1993.07 研究员

41 方玉明 科研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2009.07 教授

42 袁红林 研究生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91.07 教授

43 荣莉
研究生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主任、研

究生院副院长（兼）
正处级 女 1995.07 教授

44 魏清华 研究生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2.07
助理经济

师

45 陶春海 研究生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6.07 教授

46 肖珑
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海外教育中心、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正处级 女 1991.08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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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龚美君

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

海外教育中心、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副处级 男 2007.07
助理

研究员

48 吕腮菊

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

海外教育中心、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副处级 女 1993.08
助理

研究员

49 董慧英 财务处处长 正处级 女 1985.07
高级会计

师

50 唐敏 财务处副处长（试用期一年） 副处级 女 1996.07 会计师

51 熊立芬 财务结算中心主任 正处级 女 1985.08
高级

会计师

52 李武 财务结算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88.07
高级

会计师

53 李新海 后勤保障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86.07 讲师

54 许秀胜 后勤保障处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86.07
高级经济

师

55 张军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1.10
研究

实习员

56 左维民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3.12 馆员

57 余飒 节能中心主任 正处级 男 1985.10 副教授

58 万莉 节能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女 1994.12 助教

59 雷迎春 保卫处处长、人武部部长 正处级 男 1994.07 讲师

60 涂向新 保卫处副处长、人武部副部长（兼） 副处级 男 1984.08 讲师

61 鲁决斌 保卫处副处长、人武部副部长 副处级 男 1989.03

62 刘赣平 综治办主任 正处级 男 1985.08
助理

工程师

63 罗伟华 综治办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副处级 男 1986.07

64 肖兴富 校园建设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86.08 讲师

65 姜瑜 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9.07 工程师

66 程扬渠 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6.11

67 陆晓兵 资产管理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83.08
助理

研究员

68 张克 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93.07
助理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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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冷清波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处长、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84.08 副教授

70 刘晓峰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3.08

71 柳晨 招生就业处处长 正处级 男 2002.08
助理

工程师

72 刘菊华 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副处级 女 1988.07 副教授

73 王玉杰 大学生职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正处级 女 1987.07 副教授

74 罗庆辉 大学生职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84.04
三级

摄影师

75 王耀德 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主任 正处级 男 1984.07 教授

76 吴良平 EMBA教育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4.07 副教授

77 杨慧 国际学院院长 正处级 女 1983.07 教授

78 涂艳 国际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女 2002.07 讲师

79 陈卫东 国际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9.07 教授

80 李庆 国际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99.07 讲师

81 刘彪文 创业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91.07 教授

82 夏国华 创业学院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82.09 副教授

83 王芳 创业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副处级 女 1993.08
高级

经济师

84 樊明 创业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4.11
助理

工程师

85 黄泽友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86.08 副研究员

86 李永兰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6.07

87 饶菁伟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2.12
助理

工程师

88 纪春福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4.08 讲师

89 陈明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教学质量监督与评

估中心主任（院级正职）、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副院长（兼）

院所级

正职
男 1990.07 教授

90 刘仁彪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0.08 编辑

91 顾耀峰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2.12

92 陈丽萍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2.08 副研究员

93 吴斌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纪委书记

（副处级）
副处级 男 1993.07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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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邱晓平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9.06
助理

研究员

95 邹传教 图书馆馆长 正处级 男 1982.08 教授

96 罗明芳 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87.07 副研究员

97 郑淑娟 图书馆副馆长 副处级 女 1996.07 馆员

98 陈伟峰 图书馆副馆长 副处级 男 1995.08
助理

研究员

99 熊绍辉 招标采购中心主任 正处级 男 1982.01
助理

研究员

100 杨有亮 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97.07
电子工程

师

101 肖清雷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正处级 男 1992.07
高级

工程师

102 季小刚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90.07
高级

工程师

103 黄辉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2000.07
高级

工程师

104 罗远胜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副主任

（试用期一年）
副处级 男 1998.08

高级

工程师

105 陆旭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济管理

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主任
正处级 男 1983.07

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106 刘卫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济管理

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女 1984.04 副教授

107 吴志斌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济管理

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94.07 讲师

108 王根生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济管理

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副主任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4.08 副教授

109 李金云 档案管理中心主任 正处级 女 1989.07 研究馆员

110 魏细仁 档案管理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82.08 副教授

111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兼MBA教育中心主

任、EMBA教育学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87.07 教授

112 黄文德 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2002.07
助理

研究员

113 周海燕
工商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试用期一年）
副处级 女 2007.07

114 宁亮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兼MBA教育中

心副主任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4.07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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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2003.07 副教授

116 邹艳芬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女 1994.07 教授

117 金欣 工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9.12 工程师

118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96.07 研究员

119 习金文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2002.07 讲师

120 卢建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83.08 工程师

121 张仲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8.07 副研究员

122 汪柱旺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0.08 教授

123 熊小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2011.07 副教授

124 伍云峰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4.07 副教授

125 席卫群 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
院所级

副职
女 1992.07 教授

126 章卫东 会计学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85.07 教授

127 黄雨虹 会计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女 1994.07 助教

128 陈光秀 会计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85.08 助教

129 李宁 会计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4.07 教授

130 曹玉珊 会计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4.07 教授

131 周冬华 会计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2010.08 副教授

132 王醒喆 图书馆副馆长 副处级 男 1999.07
助理

工程师

133 吴朝阳 国际经贸学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2002.07 教授

134 胡建国 国际经贸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91.07
助理

研究员

135 廖勇勇 国际经贸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5.07
助理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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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刘建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2010.07 副教授

137 黄先明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2001.07 副教授

138 汤晓军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2006.03 副教授

139 余昌龙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2010.03 副教授

140 李秀香 贸易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院所级

正职
女 1990.06 教授

141 张利国 经济学院院长、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2006.06 教授

142 胡文烽 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女 1991.07 副教授

143 李大晖 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6.07
助理

工程师

144 杨飞虎 经济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5.07 教授

145 潘丹
经济学院副院长、生态经济研究院副

院长（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女 2012.07 副教授

146 李国民 经济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3.07 副教授

147 胡德龙 经济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2007.07 副教授

148 黄和平 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0.09 教授

149 汪洋 金融学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93.07 教授

150 王琪 金融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女 1993.07 副教授

151 郭海峰 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6.08 讲师

152 刘兴华 金融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4.07 教授

153 凌爱凡 金融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2000.07 副教授

154 胡少勇 金融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2002.07 讲师

155 肖峻
金融学院副院长、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汉族 1993.09 教授



48

156 罗世华 统计学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2001.07 副教授

157 叶绍义 统计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96.07
助理

研究员

158 黄黑平 统计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5.07 讲师

159 潘文荣 统计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0.08 副教授

160 金建军 统计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84.07 助教

161 平卫英 统计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女 2005.07

162 吴家宇 江西省应用统计研究中心副主任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6.07 讲师

163 毛小兵 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97.07 副教授

164 邹春发 信息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93.07 讲师

165 杨婉琪
信息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试用期一年）
副处级 女 2006.07

166 沈波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8.07 副教授

167 杨勇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2006.03 教授

168 万建香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女 1996.04 副教授

169 陈思华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8.07 副教授

170 邹勇文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94.07 副教授

171 许明喜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0.09 副教授

172 张志军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89.08 讲师

173 李明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4.07 副教授

174 李洪义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2008.07 教授

175 胡海胜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2003.09 副教授

176 杨德敏 法学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92.07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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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贺三宝 法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96.07
助理

研究员

178 毛细荣 法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84.07 副教授

179 谢丽华 法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98.07

180 周维德 法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7.08 副教授

181 喻玲
法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女 2004.07 教授

182 易有禄 江西法治政府研究中心副主任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4.07 教授

183 白耀辉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93.07 副教授

184 姜红仁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2.09 教授

185 彭敏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6.07
助理

会计师

186 黄茂军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2005.06 副教授

187 易润水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1.09
助理

经济师

188 毛澄映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

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2006.06 教授

189 尧文元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

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7.07 副教授

190 叶卫华 外国语学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81.09 副教授

191 涂远武 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93.08 讲师

192 左家盛 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87.07
助理

研究员

193 曾剑平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85.07 教授

194 张善军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副教授

195 冯德兵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5.08 副教授

196 尹忠海 人文学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97.07 教授

197 杨尚勇 人文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9.07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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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李援 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女 1995.08
助理

经济师

199 蒋国河 人文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3.11 副教授

200 包礼祥 艺术学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90.07 教授

201 刘灵 艺术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98.07
助理研究

员

202 陶志超
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试用期一年）
副处级 男 2009.05

203 罗时武 艺术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85.07 教授

204 李民 艺术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8.10 副教授

205 樊凤龙 艺术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女 1998.07 副教授

206 胡文明 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92.07 讲师

207 郑志强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96.08 教授

208 邹国辉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83.08
助理

经济师

209 车友财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

党总支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3.07 讲师

210 詹新寰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9.07 讲师

211 朱亚坤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女 2005.07 讲师

212 万小明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5.07
助理

研究员

213 陈始发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90.08 教授

214 江水法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94.07 副教授

215 陈志平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试用期一年）
副处级 男 2000.11 讲师

216 唐书麟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85.07 教授

217 刘晓泉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6.07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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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刘晓根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2.08 副教授

219 蒋尧明 《当代财经》杂志社常务副社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87.07 研究员

220 魏琳 《当代财经》杂志社副社长
院所级

副职
女 1986.07 编审

221 王展祥 《当代财经》杂志社副社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2008.04 副研究员

222 吴志军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88.01 教授

223 陈雁云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2.07 副研究员

224 习明明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2011.07 副研究员

225 王自力 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92.08 教授

226 邢小明
产业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8.08 副教授

227 何小钢
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2001.07 副研究员

228 徐斌
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正职
男 1999.07 教授

229 杨头平 协同创新中心数据统计处理部主任
院所级

副职
男 2004.04 副教授

230 钱建豪 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院所级

正职
男 1990.07 副研究员

231 涂庚龙 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副处级 男 1992.07
高级

经济师

232 谢花林
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兼

生态文明制度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院所级

正职
男 2006.06 教授

233 肖文海 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4.07 教授

234 舒成
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院所级

副职
男 2006.03 副教授

235 徐崇波 财政大数据研究中心副主任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6.07 副教授

236 张志兵 财政大数据研究中心副主任
院所级

副职
男 1997.07 副教授

237 邓必礼 附属中学党支部书记（正处级） 正处级 男 1981.09
助理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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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乐东明 附属中学校长（副处级） 副处级 男 1994.08
中学高级

教师

239 张立军 医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93.07
副主任

医师

240 王昊 创业教育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2006.08 讲师

241 田忠民 医院副院长（副处级） 副处级 男 1989.07
副主任

医师

(组织部廖飞云提供)



53

统战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名单

序列 名称 姓名
政治

面貌

党派团体职

务（校内）
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称 政治安排 备注

1

人大

代表

李秀香 民建 主委 女 贸易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全国人大代表

(2018.01)
民建省委会常委

2 王乔 中共 男 校党委书记 教授 省人大代表(2018.01)

3 邓辉 民进 主委 男 副校长 教授
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

委会委员）（2018.01）

民进中央委员、

民进省委会常委

4 刘燕飞 中共 女 附中教师 高级教师 省人大代表(2018.01)

5

政协

委员

包礼祥 民革 主委 男 艺术学院院长 教授 省政协委员(2018.01) 民革省委会常委

6 易有禄 民革 副主委 男 法治政府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省政协委员(2018.01)

7 刘仁彪 民盟 主委 女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编辑 省政协委员(2018.01) 民盟省委会委员

8 朱丽萌 民建 女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 研究员 省政协常委(2018.01) 民建省委会委员

9 肖峻 民进 副主委 男 金融学院副院长 教授 省政协委员(2018.01)

10 郑志强 农工党 主委 男 体育学院院长 教授 省政协委员(2018.01) 农工党省委会委员

11 吕晓梅 农工党 副主委 女 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副教授 省政协委员(2018.01) 农工党省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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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名称 姓名
政治

面貌

党派团体职

务（校内）
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称 政治安排 备注

12

政府

参事

温锐 民盟 男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

心主任
教授 省政府参事(2014.04)

曾任民盟省委会

副主委

13 舒辉 农工党 副主委 男 工商学院 教授
南昌市政府参事

（2014.12 续聘）

14 李汉国 中共 男 证券期货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南昌市政府参事

（2014.12 续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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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副处级以上党外干部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级别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民

族
学历学位 职称

参加工

作时间

任现职

时间

任同级

时间
备注

1 邓辉 副校长 副厅 男 1971.03 民进 汉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993.06 2013.05 2013.05 省人大代表

2 温锐

生态文明与现

代中国研究

中心主任

副厅 男 1953.07 民盟 汉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972.01 2007.06 2004.01 省政府参事

3 李秀香
贸易与环境研

究中心主任
正处 女 1964.02 民建 汉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990.06 2014.07 2012.06

全国人大

代表

4 夏家莉
财政大数据分

析中心主任
正处 女 1965.08 民盟 汉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987.08 2015.06 2003.06

5 包礼祥 艺术学院院长 正处 男 1965.12 民革 汉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990.07 2009.06 2003.06 省政协委员

6 桂荷发

金融学院，科技

金融研究中心

主任

正处 男 1968.09 民进 汉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991.07 2013.05 2013.05

7 郑志强 体育学院院长 正处 男 1971.05 农工党 汉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996.07 2011.07 2011.07 省政协委员

8 白耀辉
软件与物联网

工程学院院长
正处 男 1971.05 民建 汉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1993.07 2017.10 2017.10

9 吕晓梅
教师教学发展

中心主任
正处 女 1971.01 农工党 汉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1991.07 2018.09 2018.09 省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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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级别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民

族
学历学位 职称

参加工

作时间

任现职

时间

任同级

时间
备注

10 易有禄

法学院、江西法

治政府研究中

心、法治江西建

设协同创新中

心主任

副处 男 1971.02 民革 汉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994.07 2017.11 2014.10 省政协委员

11 陈丽萍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副院长
副处 女 1962.03 民进 汉 本科

副研究

员
1982.07 2009.07 2009.07

12 曾剑平
外语学院

副院长
副处 男 1962.11

无党派

人士
汉

本科

学士
教授 1985.07 2006.06 2006.06

13 罗时武
艺术学院

副院长
副处 男 1963.05 民革 汉 本科 教授 1985.07 2009.07 2009.07

14 刘菊华
招生就业处副

处长
副处 女 1966.10 民盟 汉 本科 副教授 1988.07 2018.03 2009.07

15 刘仁彪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67.05 民盟 汉 研究生硕士 编辑 1998.07 2013.05 2004.09 省政协委员

16 潘文荣
统计学院

副院长
副处 男 1969.05 民革 汉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1990.08 2012.11 2012.11

17 陈雁云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70.11 民革 汉 研究生博士 研究员 1992.07 2013.05 2013.05

18 史言信 科研处副处长 副处 女 1971.04
无党派

人士
汉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993.07 2012.11 2012.11

省知联会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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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级别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民

族
学历学位 职称

参加工

作时间

任现职

时间

任同级

时间
备注

19 金欣
工商管理学院

副院长
副处 女 1972.01 民进 汉

本科

硕士
工程师 1989.12 2013.05 2013.05

20 李宁
会计学院

副院长
副处 男 1972.09

无党派

人士
汉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994.07 2013.05 2013.05

省知联会理

事

21 刘晓泉
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74.08 民建 汉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1996.07 2013.05 2013.05

22 万本庭
协同创新中心

副主任
副处 男 1976.02

无党派

人士
汉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1997.08 2012.11 2012.11

23 黄辉
网络信息管理

中心副主任
副处 男 1978.04

无党派

人士
汉

本科

硕士
工程师 2001.07 2013.05 2013.05

24 李庆
国际学院

副院长
副处 女 1978.06

九三

学社
回 研究生博士 讲师 1999.07 2013.05 2013.05

25 王展祥
《当代财经》

杂志社副社长
副处 男 1979.05 民革 汉 研究生博士

副研究

员
2008.03 2013.05 2013.05

26 朱亚坤
体育学院

副院长
副处 女 1980.01 民建 汉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2005.07 2013.05 2013.05

27 肖峻

金融学院副院

长、金融管理国

际研究院

副院长

副处 男 1972.01 民进 汉 研究生博士 教授 1992.09 2018.03 2014.04 省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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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级别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民

族
学历学位 职称

参加工

作时间

任现职

时间

任同级

时间
备注

28 刘建
国际经贸学院

副院长
副处 男 1983.06 民进 汉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2010.07 2016.08 2016.08

29 吕腮菊
国际交流与合

作处副处长
副处 女 1970.07

无党派

人士
汉 本科

助理研

究员
1993.08 2017.12 2017.12

30 毛澄映

软件与物联网

工程学院

副院长

副处 男 1978.08
无党派

人士
汉 研究生博士 教授 2006.06 2018.01 2018.01

31 尧文元

软件与物联网

工程学院

副院长

副处 男 1977.07
无党派

人士
汉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2005.06 2018.01 2018.01

32 喻玲 法学院副院长 副处 女 1977.12 民革 汉 研究生博士 教授 2004.07 2018.06 2018.06

33 唐敏 财务处副处长 副处 女 1971.09 群众 汉 大学 会计师 1996.07 2018.06 2018.06

34 胡海胜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78.06 民盟 汉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2003.06 2018.12 2018.12

（统战部贺伟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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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

管理机构

党群机构

党委办公室

纪委

党委组织部、党校、机关党委

党委宣传部、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

党委统战部

工会

党委学生工作部

团委

人武部

行政机构

校长办公室(共建办公室)

监察处

审计处

人事处

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校友联络办公室

教务处、

科研处

研究生院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海外教育中心、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汉语国际推广中心（来华

留学生教育中心）

财务处、财务结算中心

后勤保障处、节能中心

保卫处

校园建设处

资产管理处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招生就业处、大学生职业发展促进中心

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

《当代财经》杂志社、学报编辑部

http://xiaoban.jxufe.edu.cn/
http://jiwei.jxufe.cn/
http://rsc.jxufe.cn/
http://news.jxufe.cn/news-list-xiaodangweixuanchuanbu.html
http://tzb.jxufe.cn/
http://jxufe.jxjygh.com/
http://xgc.jxufe.cn/
http://tw.jxufe.cn/
http://jczzw.jxufe.cn/
http://xiaoban.jxufe.edu.cn/
http://jiwei.jxufe.cn/
http://sjc.jxufe.edu.cn/
http://rsc.jxufe.cn/
http://xgc.jxufe.cn
http://stuaff.jxufe.cn/
http://alumni.jxufe.cn/
http://jwc3.jxufe.cn/
http://kyc.jxufe.cn/
http://grs.jxufe.cn/
http://oec.jxufe.edu.cn/
http://cwc.jxufe.edu.cn/
http://hqbzc.jxufe.edu.cn/
http://jczzw.jxufe.cn/
http://xyjs.jxufe.cn/
http://zcgl.jxufe.cn/
http://ltxc.jxufe.cn/
http://zsjy.jxufe.edu.cn/
http://bogb.jxufe.cn/
http://cfe.jxu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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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部门

图书馆

招标采购中心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教学中心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档案管理中心

附属部门

附属中学

医院

学院设置

学院设置：

 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市场营销（国

际营销））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财政学、税收学、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管理）

 会计学院（会计学、财务管理、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会计学（CIMA 方向-

特许管理会计师）、会计学（ACCA 方向-英国特许注册会计师））

 国际经贸学院（贸易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电子商务、国际经济

与贸易（国际投资与结算）、国际经济与贸易(职教本科合作实验班)、电子商

务(职教本科合作实验班)）

 经济学院（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

 金融学院（金融学、保险学、投资学、金融工程、金融学（FRM 方向——全球

金融风险管理师）

 统计学院（经济统计学、应用统计学（金融精算））

 信息管理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财经大数据管理）、信息与计算科学（经

济计量）、管理科学（金融风险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科技））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旅游管

理）

 法学院（法学、法学（法务会计））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学）（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

 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日语）

 人文学院（社会工作、新闻学、广告学、文化产业管理、汉语国际教育）

 艺术学院（音乐学、数字传媒艺术、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http://lib.jxufe.edu.cn/
http://tjcg.jxufe.cn/
http://nic.jxufe.cn/
http://emlab.jxufe.cn/
http://jsjxfz.jxufe.cn/
http://dag.jxufe.edu.cn/
http://cdfz.jxufe.cn/
http://xyy.jxufe.cn/
http://business.jxufe.cn/
http://ggxy.jxufe.cn/
http://kjxy.jxufe.cn/
http://gmxy.jxufe.cn/
http://econ.jxufe.cn/
http://finance.jxufe.cn/
http://stat.jxufe.cn/
http://sim.jxufe.cn/
http://lyxy.jxufe.cn/
http://law.jxufe.cn/
http://software.jxufe.cn/
http://wyxy.jxufe.cn/
http://rwxynew.jxufe.cn/
http://art.jxufe.cn/


61

 体育学院（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EMBA 教育学院

 国际学院（会计学（国际会计）、金融学（国际投资与金融）、金融学（CFA

方向-注册金融分析师）、国际经济与贸易（CITF 方向-特许国际贸易金融师））

 创业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科研机构

江西省协同创新中心（4 个）：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监测、预警与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

法治江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7 个）：

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

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研究中心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江西法治政府研究中心

江西省应用统计研究中心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3 个）：

生态经济研究院

财税研究中心

江西省经济预测与决策研究中心

江西省软科学研究基地（1 个）：

江西省科技经济决策融合软科学研究基地

独立设置的校直属专职研究机构（7 个）：

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

高等教育研究所

生态经济研究院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http://jxcdsport.jxufe.cn/
http://mkszyxy.jxufe.cn/
http://www.jcmba.cn/
http://intl.jxufe.cn/
http://cyjy.jxufe.edu.cn/
http://zyjs.jxufe.cn/
http://cjxy.jxufe.cn/
http://xjg.jxufe.cn/
http://xtcxzx.jxufe.edu.cn/
http://xkxtzx.jxufe.edu.cn
http://www.fzxtzx.cn/
http://stwm.jxufe.cn
http://stzg.jxufe.cn/
http://cygz.jxufe.cn/
http://qyzx.jxufe.edu.cn/
http://jrzx.jxufe.cn/jrzx/index.html
http://kfzx.jxufe.edu.cn/
http://law.jxufe.cn/fazhi/
http://yytj.jxufe.cn/
http://pyhee.jxufe.cn
http://csyjzx.jxufe.cn/
http://efdrc.jxufe.cn/
http://cyjj.jxufe.cn/
http://jjys.jxufe.cn
http://gjs.jxufe.cn/
http://pyhee.jxufe.cn
http://iifs.jxu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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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中心

生态文明研究院

财政大数据中心

校内其他科研机构

机构名称 挂靠单位

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工商管理学院

现代商务研究中心 国际经贸学院

现代金融研究院 金融学院

科技金融研究中心 金融学院

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 人文学院

江西生态法律研究中心 法学院

（摘自校园网）

http://xtcxzx.jxufe.edu.cn/
http://stwm.jxufe.cn
http://www.ishrm.net/
http://kjjr.jxufe.edu.cn/
http://kjjr.jxufe.edu.cn/news-list-rcostf.html
http://swc.jxufe.edu.cn
http://stfl.jxu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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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机构、领导小组（委员会）等调整情况

江财党字〔2018〕17 号

根据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关于建设重点马克思主

义学院、特色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宣发[2017]9 号）精神，学

校以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为契机，以进一步提升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质量

为目标，着重加强学科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加强队伍

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组织管理和配套保障，从经费支持、政策倾斜、机制保障等

方面给予有力保障。为此，特决定成立江西财经大学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领导

小组，负责制定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规划并指导和督查规划方案落实。小组

成员名单如下：

组长：王乔卢福财

副组长：蒋金法（常务）邓辉王小平欧阳康

成员：许基南王金海郑赟习金文袁红林陈始发江水法

纪春福唐书麟

江财党字〔2018〕36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 2018 年第 6 次、第 7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部分校属单

位内设机构及科级干部职数进行调整。调整后，各单位内设机构名称、科级干部职

数情况如下：

一、管理单位（含管理型学院）

序号 单位
核定

机构数
内设机构名称

核定

科级干部职数

1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共建工作办公室
6

①行政科

②秘书科(调研科、督办科合署)

③机要科

④法律事务与信访科

⑤麦庐园综合办

⑥共建与发展规划科

9

2 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处 2
①办公室

②纪检监察科
3

3 审计处 2
①工程审计科

②财务审计科
3

4 党委组织部、机关党委、 6 ①综合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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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核定

机构数
内设机构名称

核定

科级干部职数

人事处、党校 ②组织科

③干部科

④人事科

⑤劳资科

⑥师资科(考评科合署)

5 宣传部、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 5

①综合管理科

②宣传教育科

③对外宣传科(舆情信息科合署)

④网络宣传科

⑤文明建设科

6

6 党委统战部 1 ①办公室 1

7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5

①办公室

②思想政治教育科

③学生管理科

④麦庐园学生工作办公室

⑤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

8 教务处、本科教学评估中心 7

①综合科

②教学建设科

③教学运行科

④实践教学科

⑤信息管理科

⑥教学质量与评估科

⑦麦庐园教务办

9

9 科研处 2
①综合科

②项目管理科
3

10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研

究生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
5

①综合管理与思想教育科

②学科建设与评估办公室

③学位管理科

④招生办公室

⑤培养科

7

11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

务办公室)、汉语国际推广中

心(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心)

4

①综合科

②合作交流科

③涉外管理科

④留学生管理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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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核定

机构数
内设机构名称

核定

科级干部职数

12 财务处、财务结算中心 6

①综合科

②预算管理科

③会计科

④资金结算科

⑤收费管理科

⑥麦庐园财务科

10

13 后勤保障处、节能中心 9

①办公室

②监督管理中心

③招待所

④膳食服务中心

⑤维修服务中心

⑥水电管理中心

⑦园林管理中心

⑧家属委员会

⑨特种设备管理科

17

14 保卫处、人武部、综治办 8

①办公室(国内安全保卫科合署)

②网络监察科

③综合治理科

④消防(人武)科

⑤蛟桥园保卫科

⑥麦庐园保卫科

⑦枫林园保卫科

⑧青山园保卫科

13

15 资产管理处 3

①综合管理科

②物资设备管理科

③房产与土地管理科

4

16 校园建设处 3

①办公室

②基建管理科

③造价管理科

4

17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4

①办公室

②离退休一科

③离退休二科

④综合服务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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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核定

机构数
内设机构名称

核定

科级干部职数

18

招生就业处、大学生职业发展

促进中心(大学生就业指导教

研室)

3

①综合科

②招生办公室

③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3

19 工会 2
①办公室

②幼儿园
3

20 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 2

①办公室(大学生素质拓展中心合

署)

②组织宣传部

2

21 EMBA 教育学院 2
①综合管理科

②教学管理科
3

22 国际学院 4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教务办公室

④涉外事务科

6

23 创业教育学院 5

①综合科

②考评督导科

③教学研究管理科

④平台建设科

⑤竞赛(创业)服务科

7

24
继续教育学院(远程教育中

心)
7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籍科(招生就业办公室)

③教务科

④南昌函授站(夜大)

⑤自学考试办公室

⑥信息管理中心

⑦培训中心(国际教育中心)

8

总计 103 143

二、教辅单位

序号 单位
核定

机构数
内设机构名称

核定

科级干部

职数

1 校友联络办公室 3

①综合科

②校友事务科

③基金管理科

3

2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1 ①综合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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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核定

机构数
内设机构名称

核定

科级干部

职数

3 招标采购中心 4

①办公室

②货物与服务采购科

③工程招标科

④图书教材服务科

4

4 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 1 ①综合科 1

5 图书馆 10

①办公室

②采访部

③编目部

④信息咨询部

⑤技术部

⑥特藏部

⑦流通部

⑧期刊部

⑨外文部

⑩麦庐园分馆

15

6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7

①综合管理部

②网络通讯管理部

③信息系统管理部

④卡务管理部

⑤数据资源管理部

⑥软件技术部

⑦运维服务部

11

7 档案管理中心 4

①办公室

②综合档案科

③人事档案科

④展馆科

4

8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济

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
6

①教务管理部

②网络教学部

③教学管理一部

④教学管理二部

⑤教学研究部

⑥技术部

8

9 管理服务督查组

10 党建思政工作督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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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核定

机构数
内设机构名称

核定

科级干部

职数

11 研究生教育督导组

12 本科生教育督导组

总计 36 47

三、教学单位

序号 单位

核定

机构

数

内设机构名称

核定

科级干部

职数

1 工商管理学院

5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④教务办公室

⑤学科评估与认证办公室

7

5

①企业管理系

②市场营销系

③人力资源管理系

④物流管理系

⑤案例中心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4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④教务办公室

6

4

①财政系

②税务系

③社会保障系

④行政管理系

3 会计学院

4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④教务办公室

7

4

①会计系

②理财系

③会计电算化教育中心

④CPA 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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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核定

机构

数

内设机构名称

核定

科级干部

职数

4 国际经贸学院

4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④教务办公室

5

4

①国际贸易系

②电子商务系

③贸易经济系

④国际商务系

5 经济学院

4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④教务办公室

5

3

①经济系

②国民经济管理系

③国际经济系

6 金融学院

4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④教务办公室

6

4

①投资系

②金融工程系

③金融系

④风险管理与保险系

7 统计学院

4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④教务办公室

5

5

①经济统计系

②数理统计系

③金融统计系

④管理统计系

⑤数量经济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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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核定

机构

数

内设机构名称

核定

科级干部

职数

8 信息管理学院

4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④教务办公室

5

5

①信息管理系

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③数学与经济分析系

④数学与大数据科学系

⑤实验中心

9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4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④教务办公室

5

5

①旅游管理系

②土地资源管理系

③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系

④工程管理系

⑤实验中心

10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

(用友软件学院)

4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④教务办公室

5

5

①软件工程系

②物联网工程系

③国际软件系

④网络学习发展中心

⑤实验中心

11 外国语学院

4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④教务办公室

5

4

①商务英语系

②大学英语教学一部

③大学英语教学二部

④亚欧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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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核定

机构

数

内设机构名称

核定

科级干部

职数

12 人文学院

4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④教务办公室

5

4

①社会学系

②新闻传播系

③文化产业管理系

④中文系

13 法学院

4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④教务办公室

6

5

①经济法系

②民商法系

③法学系

④宪法与行政法系

⑤实验中心

14 艺术学院

4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④教务办公室

5

5

①音乐系

②景观设计系

③工业设计系

④艺术设计系

⑤实验中心

15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

4

①党政办公室

②学生工作办公室（分团委合署）

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④教务办公室

5

4

①公共体育系

②体育理论系

③国防教育系

④实践教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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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核定

机构

数

内设机构名称

核定

科级干部

职数

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①党政办公室

②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3

4

①哲学系

②历史学系

③思想政治教育系

④政治学系

合计 133 科级机构 63 个、教学系 70 个 85

说明：在新一轮岗位设置中，教学系（含案例中心、实验中心）均不配备行政

人员。

四、科研单位

序号 单位

核定

机构

数

内设机构名称
核定科级

干部职数

1 《当代财经》杂志社 3

①办公室

②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

③当代财经编辑部

3

2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

究院
1 ①办公室 1

3
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

竞争研究中心）
1 ①办公室 1

4 高等教育研究所 1 ①办公室 1

5 财政大数据分析中心 3

①综合部

②系统开发部

③业务部

3

6 生态经济研究院 1 ①办公室 1

7 协同创新中心 办公室工作由产业经济研究院行政人员兼任

8

生态文明研究院、生态文

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生态文明制度协同创新

中心

1 ①办公室 1

9 深圳研究院 1 ①办公室 1

合计 12 12

五、附属单位及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一）附属中学、医院的内设机构、科级干部职数维持不变，统一并入两个单

位的综合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中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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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经济管理学院的内设机构、科级干部职数学校不做核定，由现代经

济管理学院董事会自行研究确定，报学校备案（在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内部聘任使用）。

江财党字〔2018〕55 号

根据《江西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及《江西省属高校公

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经 2018 年第 11 次校党委常委会

研究，决定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现如下：

组 长：卢福财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副组长：刘小丽 党委常委、副校长

杨建林 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阙善栋 党委常委、副校长

欧阳康 党委常委、副校长

袁 雄（常务） 党委常委、副校长

成 员：罗 锐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

李法贵 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

彭 元 人事处处长

董慧英 财务处处长

汪宗亮 审计处处长

李新海 后勤保障处处长

陆晓兵 资产管理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冷清波 离退休工作处处长

熊绍辉 招标采购中心主任

王金华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张立军 校医院院长

章 蓉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乐东明 附属中学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党办校办，办公室主任由罗锐兼任。

江财党字〔2018〕59 号

根据人事变动和领导分工调整情况，经研究，决定对我校公共机构节能领导小

组的组成人员进行调整。具体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卢福财 校长

副组长：阙善栋 副校长

成 员：罗 锐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

王金海 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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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赟 学生工作部（处）部长

汪宗亮 审计处处长

董慧英 财务处处长

李新海 后勤保障处处长

余 飒 节能中心主任

肖兴富 校园建设处处长

肖清雷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陆晓兵 资产管理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万 莉 节能中心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后勤保障处、节能中心，办公室主任由余飒兼任。

江财字〔2018〕97 号

经校党委 2018 年第 21 次常委会研究，决定调整江西财经大学收费管理小组组

成人员，调整后的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刘小丽 党委常委、副校长

副组长：董慧英 财务处处长

成 员：郑 赟 学生工作部（处）部（处）长

刘金凤 工会主席

廖国琼 教务处处长

汪宗亮 审计处处长

陆晓兵 资产管理处处长

管理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财务处，办公室主任由财务处处长董慧英兼任。

江财字〔2018〕4 号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基本建设工作，建立和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对项

目建设的组织、管理和监督，依据《江西财经大学基本建设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经 2017 年第 25 次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基本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基建工程

造价管理小组，人员组成及工作职责如下。

一、基本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一）组成人员

组 长：卢福财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副组长：阙善栋 党委常委、副校长

刘小丽 党委常委、副校长

袁 雄 党委常委、副校长



75

成 员：罗 锐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

刘金凤 校工会主席

汪宗亮 财务处处长

李新海 后勤保障处处长

雷迎春 保卫处处长

肖兴富 校园建设处处长

余飒资 产管理处处长

肖清雷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熊绍辉 招标采购中心主任

熊立芬 审计处副处长

基本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校园建设处处长肖兴富兼任。

（二）工作职责

1.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研究拟定校园建设中长期规划和校园建

设规划布局的有关事项。

2.研究审核学校年度基建维修计划及重大基建立项，并提交校党委常委会或校

长办公会研究审定。

3.研究审核学校基建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并提交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审定。

4.研究学校基建工程 50 万元及以上的工程变更事项并报学校会议审定。

5.协调学校基建工作，研究决定学校基建工程其他相关较大事项。

二、基建工程造价管理小组

（一）组成人员

组 长：阙善栋 党委常委、副校长

副组长：刘小丽 党委常委、副校长

成 员：汪宗亮 财务处处长

李新海 后勤保障处处长

雷迎春 保卫处处长

肖兴富 校园建设处处长

余飒资 产管理处处长

肖清雷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熊绍辉 招标采购中心主任

熊立芬 审计处副处长

基建工程造价管理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校园建设处处长肖兴富兼任。

（二）工作职责

1.定期召开例会，并对工程造价进行会审、会签。

2.审定变更金额在 5 万元及以下的变更设计、工程签证、暂估价材料定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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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并进行会签。

3.审核变更金额在 5-50 万元的变更设计、工程签证、暂估价材料定价方式后，

报分管基建和分管财务校领导共同会签。

4.审核 50 万元及以上的变更设计、工程签证、暂估价材料定价方式后，报分管

基建和分管财务的校领导签署意见，由校长审批或校长办公会、党委常委会审定。

5.审核因设计出图后国家强制性规范标准提高或现场出现不可预测的客观条件

而必须变更的设计变更。

6.审定施工过程中工程量超过原有招标工程量10%以上且金额在50万元以下的

重大工程量变更。

7.审核施工过程中工程量超过原有招标工程量 10%以上且金额在 50 万元（含 50

万元）以上的重大工程量变更，并提交校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审定。

8.其他涉及工程造价的相关工作。

江财字〔2018〕7 号

为保证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认证工作的顺利开展，结合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任

务要求，经 2018 年第 1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来华留学质量认

证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卢福财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副组长：邓 辉 副校长

王小平 党委常委、副校长（常务副组长）

成 员：罗 锐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

彭 元 人事处处长兼组织部副部长

郑 赟 学生工作部（处）部（处）长

廖国琼 教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袁红林 研究生院院长

肖 珑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汪宗亮 财务处处长

李新海 后勤保障处处长

雷迎春 保卫处处长

邹传教 图书馆馆长

杨慧国 际学院院长

陆晓兵 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各教学学院院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办公室主任由肖珑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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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字〔2018〕16 号

经2018年第1次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将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并入金融学院，

转为非实体研究机构，挂靠金融学院。

江财字〔2018〕23 号

为加强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组织领导，进一步推动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规

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实现对校园环境长效管理，按照省教育厅要求，经 2018

年第 4 次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卢福财 校长

副组长：蒋金法 校党委副书记

王小平 副校长

阙善栋 副校长

欧阳康 副校长

袁 雄 副校长

成 员：罗 锐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

王金海 宣传部部长

喻春龙 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主任

郑 赟 学生工作部（处）部（处）长

习金文 校团委书记

廖国琼 教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匡小平 科研处处长

袁红林 研究生院院长

肖 珑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李新海 后勤保障处处长

雷迎春 保卫处处长

肖兴富 校园建设处处长

陆晓兵 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冷清波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处长

邓必礼 附属中学党支部书记

纪春福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办公室

主任由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主任喻春龙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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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字〔2018〕30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对江西财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组成人员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名单如下：

组 长：卢福财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副组长：蒋金法 校党委副书记

王小平 党委常委、副校长

欧阳康 党委常委、副校长

成 员：彭 元 人事处处长

刘满凤 科研处处长

袁红林 研究生院院长

王耀德 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主任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EMBA 教育学院院长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章卫东 会计学院院长

吴朝阳 国际经贸学院院长

张利国 经济学院院长

汪洋金 融学院院长

罗世华 统计学院院长

毛小兵 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陈始发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王自力 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谢花林 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王耀德兼任。

江财字〔2018〕48 号

按照教育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教高厅〔2016〕3 号）文件

要求，加强与规范我校国家级实验示范中心的实验平台建设与运行管理工作，经

2018 年第 5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经济管理与模拟实验教学

中心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江西财经大学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建设与运行

管理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审议示范中心人才培养目标、实验教学体系、重

大教学改革项目、重大对外开放交流活动、年度报告等主要内容；建设与运行管理

委员会负责统筹、决策和指导示范中心实验室建设规划、实验室专项建设、实验技

术队伍、日常监督管理和年度考核等重大事项。委员会成员名单分别如下：

一、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主 任：邓 辉 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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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廖国琼 教务处处长

袁红林 研究生院院长

陆 旭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主任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章卫东 会计学院院长

吴朝阳 国际经贸学院院长

张利国 经济学院院长

汪 洋 金融学院院长

罗良清 统计学院院长

毛小兵 信息学院院长

杨 慧 国际学院院长

刘彪文 创业教育学院院长

王根生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副主任

党建武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教授

郭延生 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黄 林 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秘书长：王根生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副主任

二、建设与运行管理委员会成员

主 任：邓 辉 副校长

委 员：彭 元 人事处处长

廖国琼 教务处处长

董慧英 财务处处长

陆晓兵 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肖清雷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陆 旭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主任

吴志斌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副主任

邹艳芬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熊晓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李 宁 会计学院副院长

黄先明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潘 丹 经济学院副院长

胡少勇 金融学院副院长

潘文荣 统计学院副院长

秘书长：吴志斌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副主任



80

以上聘期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江财字〔2018〕76 号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通知》（财会〔2018〕21

号）、《教育部关于直属高校直属单位实施政府会计制度的意见》（教财〔2018〕6 号）

等文件精神，经 2018 年 9 月 3日第 16 次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实施政府会计制度

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次实施政府会计制度工作的组织领导，具体名单如下：

组 长：卢福财

副组长：刘小丽（常务） 王小平 阙善栋 欧阳康 袁雄

成 员：罗 锐 彭 元 刘满凤 董慧英 李新海 肖兴富

陆晓兵 肖清雷 乐东明 张立军 黄泽友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财务处，办公室主任由财务处处长兼任。

江财字〔2018〕97 号

经校党委 2018 年第 21 次常委会研究，决定调整江西财经大学收费管理小组组

成人员，调整后的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刘小丽 党委常委、副校长

副组长：董慧英 财务处处长

成 员：郑 赟 学生工作部（处）部（处）长

刘金凤 工会主席

廖国琼 教务处处长

汪宗亮 审计处处长

陆晓兵 资产管理处处长

管理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财务处，办公室主任由财务处处长董慧英兼任。

江财字〔2018〕100 号

经校党委 2018 年第 21 次常委会研究，决定调整江西财经大学内部控制工作领

导小组组成人员，调整后的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卢福财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副组长：刘小丽 党委常委、副校长

邓 辉 副校长

阙善栋 党委常委、副校长

欧阳康 党委常委、副校长

袁雄党 委常委、副校长

成 员：罗 锐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

彭 元 人事处处长兼组织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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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赟 学生工作部（处）部（处）长

刘金凤 工会主席

廖国琼 教务处处长

刘满凤 科研处处长

袁红林 研究生院院长

董慧英 财务处处长

汪宗亮 审计处处长

李新海 后勤保障处处长

肖兴富 校园建设处处长

陆晓兵 资产管理处处长

柳晨招 生就业处处长

熊绍辉 招标采购中心主任

邹传教 图书馆馆长

肖清雷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熊立芬 财务结算中心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财务处，办公室主任由财务处处长董慧英兼任。

江财字〔2018〕101 号

经校党委 2018 年第 21 次常委会研究，决定调整江西财经大学财经领导小组组

成人员，调整后的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卢福财 校党委副书记、校长

副组长：刘小丽 党委常委、副校长

成 员：罗 锐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

彭 元 人事处处长兼组织部副部长

郑 赟 学生工作部（处）部（处）长

刘金凤 校工会主席

廖国琼 教务处处长

刘满凤 科研处处长

袁红林 研究生院院长

董慧英 财务处处长

汪宗亮 审计处处长

李新海 后勤保障处处长

肖兴富 校园建设处处长

陆晓兵 资产管理处处长

熊立芬 财务结算中心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财务处，办公室主任由财务处处长董慧英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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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情况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秉承“做管理思想的践行者”办学理念，以“培养具有‘信敏廉

毅’素质的创业型、实用型工商管理类人才”为目标，励精图治，改革创新，科学

发展，不断超越，2014 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在全国

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 B+等级，学科排名进入全国前 20%，并入选“江西省一流建

设学科”；学院通过“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在全国首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中

工商管理专业硕士项目获评 B+等级。

1.办学历史 学院始于 1979 年的工业经济系，当时只有工业经济 1 个专业，

1986 年增设了企业管理专业。1992 年更名为工商管理系，开设有工商管理、涉外企

业管理、标准化管理三个专业，1994 年又增设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2个专业。

1998 年 6 月工商管理系升级为工商管理学院，开设有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

场营销三个专业。2008 年开设国际市场营销专业。2009 年 6 月原统计学院的物流专

业转入工商管理学院，开设有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

物流管理五个专业。

2.机构设置 学院下设 4 个系（企业管理系、市场营销系、人力资源管理系、

物流管理系），5个科研机构（中国管理思想研究院、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中英国际商务联合研究中心、案例中心），1 个

社会服务机构（经理人实训中心）。

3.学科专业 学院拥有 1 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工商管理），1 个一级学科

博士点（工商管理），2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5个硕士

点（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物流管理、MBA、EMBA），5 个本科专业（工商管

理、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其中市场营销为国家级

特色专业。2009 年开始创办普通本科创新创业实验班，实行“双专业双学位”制。

4.师资队伍 学院现有教职工 118 人，其中专任教师 85 人，校内兼职教师 12

人，其中教授 31 人，副教授 39 人，博士生导师 21 人，硕士生导师 67 人，教师博

士化率达 79%（含在读），有过海外学习交流经历的教师比例达 52%。其中，享受政

府特殊津贴 3 人，全国模范教师 1 人，国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1 人，

江西省教学名师 2 人，“赣鄱英才 555 工程”人才 4人，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人选 4 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3 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9人，

1人入选首批“江西省青年井冈学者奖励计划”。

5.教学工作 学院围绕着“双基四拓”的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狠抓实践环节，

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拥有 4项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包括：《创业管理》国家

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商解孙子制胜韬略》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市场营销为国家级特色专业，以及一系列省级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学院拥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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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与地方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拥有苏宁物流、江铃集团、中联物流（中国）有限

公司、深圳中原地产等 30 多个教学实习基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6.科学研究 学院在科研工作中实行精品战略，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

其中，吴照云教授主持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通史》”获得国家社科重大招

标项目立项，并出版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系列丛书，在东方管理思想研究方面形成

了特色。近几年，学院承担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26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6 项（其

中重大招标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12 项，各类省级

项目 101 项，横向课题 48 项。学院出版专著 57 部，教材 42 部，在 SSCI、SCI、EI

收录论文 69 篇，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95

篇。其中，多位老师的研究成果被省领导批示，10 篇案例获“全国百优”案例。

7.国际化办学 学院坚持开放办学，与美国东北大学、纽约理工大学、加州州

立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西班牙格拉纳

达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俄罗斯西南大学、韩国釜山国立大学、仁荷大学、台湾

大学、台湾淡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国（境）外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了多形式合

作关系，分别与英国考文垂大学、美国东北大学联合组建了“中英国际商务联合研

究中心”和“中美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并在联合培养学生、教师互

访交流、合作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8.党建团学工作 学院以红色教育、博雅教育、师德教育为抓手，全面推进党

建、思政和团学工作。近几年，先后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总支、全国高等财经院校党

建工作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江西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江西省师德建设先

进集体、江西省高校党建示范点、江西省五四红旗分团委。学生获得“全国高校优

秀社团”（绿派社）、“全国百佳体育公益社团”（绿派社）、“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

银奖（义工协会）、“国际商业案例大赛”全球八强、“大学生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金奖、“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团体一等奖、“大学生管理决策模拟大赛全国总决赛”

一等奖、“全国物流设计大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商务谈判策划大赛一等奖”、“第

三届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竞赛总决赛一等奖”等荣誉。

9.服务社会 学院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高素质人才，涌现了科瑞集团董事

长郑跃文等著名企业家和财政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廖路明，财政部驻广东省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党组书记、监察专员江龙等优秀党政领导干部。近年来，学院先后为中

共南昌市委组织部、凤凰光学集团公司、华意电器集团公司、北京银行、江西博雅

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江铃汽车集团公司等单位培养高层次经济管理人才，与科

瑞集团、英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和基投资有限公司、汇仁集团、江西省盐业

集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江西铜业集团、苏宁物流等 70 余家企事业单位进行了

多种形式的合作，为企业的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资产重组等方面

出谋划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工商管理学院许丽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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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的起源可追溯至 1923 年成立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财政信

贷科，历经近百年的积淀和传承，已发展成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

文化传承等职能为一体的教研单位。学院曾获全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并连续

六年被评为学校先进单位。

机构设置：学院设有财政系、税务系、社会保障系、行政管理系四个教学系，

依托学院设立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财税研究中心、中国

税票研究中心、预算管理与监督研究中心、新时代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社会保障研

究中心、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中心、税务硕士（MT）教育中心、公务员培训中

心等教研和培训机构。

师资队伍：学院拥有一支综合素质高、结构合理、科研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

在国内外同行中颇具影响的教研队伍。现有教职员工 66 人，其中专任教师 57 人。

专任教师中有博士学位者 49 人，教授 26 人，博导 15 人，硕导 56 人，校外实践导

师 100 人；教育部财政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享受国务院（省）政府特殊津贴、省“赣鄱人才 555”工程人选、省“百

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霍英东教育基金青年教师奖、省教学名师、省高校中青年学

科带头人等 27 人次。

学科建设：学院学科建设成效显著，形成了应用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比翼齐飞

的学科格局。拥有 2 个博士点、1 个博士后流动站、1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4 个二级

学科硕士点、2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我校应用经济学获得

“A-”，公共管理学获得“B-”的丰硕成绩。拥有省“双一流”学科、省“一流专

业”、“十二五”高水平学科、省“十二五”重点学科、省示范性硕士点、省级协

同创新中心、省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省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等。系江西省公共管理学科联盟和江西省 MPA 专业学位联盟的

牵头单位、江西省社会保障专业联盟的发起单位。

教学工作：学院已形成本、硕、博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开办 4个本科教育

专业，创新性开设了本科人才培养“信毅”实践班。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拥有国家级慕课、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级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专业综合改革等省级以上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十多项。拥有中央

与地方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高校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等。MPA 专业学位点

为江西省首批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开辟省人大预算工委、南昌市高新区、南昌市经

开区、财政部江西专员办、南昌市财税部门等实习实践基地 20 个。建成国内首家中

国税票博物馆，获得全国社科普及基地。近两年研究生获省优博论文 2 篇，优硕论

文 7 篇。

科研工作：近五年来，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80 余篇，CSSCI 来源期刊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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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余篇；学术论文被 EI 收录和三大书报资料中心转载 50 余篇；完成国家级和省

部级研究课题 50 余项；在研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 40 余项（其中国家社科重大项

目 4 项，重点项目 2 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省部级奖励 20 余项。倾力打造三大高

端学术论坛品牌《尚公讲坛》、《青蓝论坛》、《香江公共管理论坛》，每年邀请

众多知名学者讲学。学院定期出版《赣江财税论坛》、《公共经济与管理评论》、

《公道 MPA》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参考》，打造国内有影响力的专业刊物和

智库。

国际化办学与服务社会：学院与日本立命馆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美

国西华盛顿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港教育大学等境内外高校建立了合作关

系。发挥自身的智力优势与专业特长，广泛开展各类干部培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

一大批财税干部和公共管理人才；积极承担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委托的横向项目，

为政府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学院将在学校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内涵发展、质量提升、争创特色鲜明的高水平

学院”的发展战略，努力培养具有“信敏廉毅、慎独尚公”素质和具有国际视野的

创新创业型人才，锁定目标，善做善成，推动学院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方晔提供)

会计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前身为江西财经学院财务会计系，首任系主任为我国

著名会计学家裘宗舜教授。1998 年在原财务会计系和理财系的基础上组建而成会计

学院，目前已成为我校最大的教学学院。学院历任院长为秦荣生（兼任）、孙菊生、

王乔（兼任）、张蕊、蒋尧明。现任院长为章卫东教授，党委书记为黄雨虹老师。名

誉院长为我国著名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

学院现设有会计系、理财系、CPA 教育中心、会计电算化教育中心等 4 个教学

系、中心和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国际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公司金融研究所、政府

资产研究中心等 4 个科研机构，其中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为江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会计专业硕士教育中心与会计学院合署办公，中心主任由院长章卫东教授兼

任，主要负责会计专业硕士和审计专业硕士的培养。学院下设党政办公室、学生工

作办公室、科研与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教务办公室等 4 个行政机构。

经过历代会计学人的不懈努力，学院学科平台齐全，具有本科、硕士研究生和

博士研究生三个办学层次。1985 年获会计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 年被江西省教育

厅评为示范性硕士点，2006 年获会计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 年取得会计硕士专业

学位教育的办学权，会计学科所属的工商管理学科于 2009 年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予权，并于同年设立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011 年取得审计硕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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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教育的办学权。所属的一级学科工商管理学科为江西省重点学科培养单位，会

计学科是江西省“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工商管理一级学科评为 B+等次，2018 年 MPAcc 专业学位教育获得 AAPEQ 质量认证

A级会员单位。

学院设有会计学、财务管理学、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ACCA 专业方向、CIMA

专业方向等 5 个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会计学专业（含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ACCA

专业方向、CIMA 专业方向）为国家特色专业，会计学、财务管理为江西省品牌专业。

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在 2016 年全省高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均获得第一名，CPA

专业方向获得中注协质量评估 A 类（第三名）院校，2018 年 ACCA 专业方向获得英

国特许会计师公会授予的“卓越教育奖”。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结构合理、教学与科研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学

院现有教专任教师 97 人，其中教授 30 人、副教授 30 人，博士生导师 9 人，硕士生

导师 62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队伍 60%以上。教师中有国家级教学名师

1人，国务院政府津贴享有者 4人，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财政部会计名家工程人选 1 人，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 1 人，财政部全国会

计领军人才（学术类）3人，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人才”3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

学科带头人 7 人、江西省高校教学名师 4 人；江西省百千万第一、二层次人才 3人，

江西省青年井冈学者 1 人。学院拥有《审计学》国家级教学团队，《审计学》课程为

国家级精品课程。

学院科学实力雄厚，科研成果斐然。在会计理论、业绩评价、公司融资、财务

报告披露的民事责任和审计史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在国内有影响的科研成果。承担国

家自然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30 多项，省部级课题 150 多项，出版学术论著 50

多部；在《管理世界》、《会计研究》、《审计研究》、《新华文摘》等著名权威刊物上

发表高水平论文 500 余篇，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 50 余项。

学院坚持开放办学，先后与美国堪萨斯城大学、英国 BPP 大学、新西兰奥克兰

理工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开展互派学生交流的合作机制；建立了香港保诚集团、

新加坡友邦集团等海外实习基地；与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CIMA 协会

等合作建立了人才培养机制。

学院坚持以培养“信敏廉毅”素质的创业型人才为办学宗旨，为社会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有著名企业家有用友软件公司总裁王文京先生、上海建桥集团

董事长周星增先生、北京鼎汉技术股份公司董事长顾庆伟先生等；还有著名学者北

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秦荣生教授、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商学院院长刘贤方

教授、清华大学夏冬林教授、广州大学校长魏明海教授、中山大学林斌教授等；以

及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李荣灿，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甘荣坤，河北省

委常委、副省长董仚生先生，江西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辜华荣等政界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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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院将继续秉承“敬业乐群、臻于至善”的教育理念，以培养“信敏廉毅”

素质的创业型高级会计人才为目标，携手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为建设“一流会计

学院”而不懈奋斗。

(会计学院肖安生提供)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创始于 1958 年的江西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1995 年更名为国际

贸易系，1998 年 7 月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2009 年 6 月更名为国际经贸学院。

学院设有江西财经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全球治理与亚太经济合作硏究中心、

贸易与环境硏究中心、现代商务研究中心 4 个研究机构，国际贸易系、电子商务系、

国际商务系 3 个教学系，拥有 1个博士点（国际贸易学）、3个硕士点（国际贸易学、

世界经济、国际商务）、3 个本科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国际商务）。

其中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教育部国家管理专业、江西省高校品牌专业。2018 年，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在全省本科高校专业综合评价中排名第一，获批江西省一流本

科专业。

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联合中国科

教评价网公布的《2016 年中国大学生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显示，学院国际经济与

贸易专业为 5 星专业，在全国开设此专业的 540 所院校中名列第 10 位。根据 2018

艾瑞深校友会的排名，学院国际商务专业位居全国第 3 位。

经济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始于 1984 年的经济学系，开设政治经济学专业、房地产

经营与管理专业，1992 年增设经济法、国际经济法两个专业，1993 年获政治经济学

硕士学位授予权，1994 年与中南财经大学合作培养政治经济学博士，1996 年政治经

济学学科被列为江西省“九五”期间重点建设学科，1996 年获国民经济学硕士学位

授予权，1999 年 11 月经济学系与计划统计系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组合并组建经济

学院。

近年来，经济学院坚持“内涵建设，培育特色，争创一流”的发展战略，以学

科建设为载体，以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为目标，全面深化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立足江西，面向全国，参照国内一流财经类院校先进的办学理

念和成熟的管理规范，实践教育科研改革，开拓创新，着力打造在国内有影响的经

济学院。

师资队伍：学院现有教职工 79 人，其中专任教师 67 人（另有校内兼职 11 人）。

其中教授 19 人，副教授 22 人；58 人具有博士学位（博士占比 86.57%，其中海归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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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8 人，柔性引进 2 人）；博士生导师 16 人、硕士生导师 40 人（校内兼职 5 人）；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1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 人、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6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1 人、省级百千万工程人

选 3 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1 人、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领军人才人选 3

人、江西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专家 1 人、江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人、

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5 人，江西省高校教学名师 3 人。

学科建设：学院拥有 1个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理论经济学），1 个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理论经济学），4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经济史、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1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理

论经济学），6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劳

动经济学、经济史、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1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资产评估）；2

个本科专业（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均为江西省品牌专业，其中经济学为江西省

特色专业和江西省一流优势专业，2011 年学院开始创办经济学专业创新实验班（数

理经济方向）。此外，理论经济学被评为江西省高校重中之重学科和江西省高校高水

平学科。2017 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理论经济学入选 B。

教学工作：学院已形成本、硕、博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 1门国家级双

语示范课程（西方经济学）和 3 个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省级特色专业——经济

学、省级教学团队——政治经济学、省级双语示范课程——西方经济学），5 门省级

优质课程（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国民

经济管理学），2个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学院教师近年来先后获得全国多媒体课件

大赛、全国资产评估教指委教学案例大赛、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6项。拥有

中央与地方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宏观经济管理实验室、实验经济学实验室）、中央

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理论经济学）、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专业能

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宏观经济分析与管理实践基地）。与政府、企事业单位联合开

辟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 5 个，大力培养学生理论素养与实践动手能力。

特色教学班：学院开办了 2 个实验班——经济学拔尖人才实验班（数理经济方

向）、经济学创新实验班（世界经济方向）。经济学拔尖人才实验班旨在培养熟练掌

握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能够继续攻读重点大学经济类硕士或者在各类企业、

金融机构、经济管理部门和政策研究部门从事经济分析管理的经济管理类创新人才。

经济学创新实验班旨在培养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以出国深造导向

的经济管理类创新人才。此外，学院还开展了留学生教学工作，包括经济学专业留

学生（中文），经济学专业留学生（英文）的双语言教学和专业教育。

科学研究：学院科学研究近年来取得重大突破，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近

五年来，学院共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 20 余项（其中重大招标项目 1项、

重点项目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 16 项，立项（结项）省部级课题及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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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课题近 70 项，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经济科学》、《经济管理》等权威

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近 20 篇；出版各类著作 48 部。科研成

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19 项。倾力打造“《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公共投资

与中国经济增长”、“香樟经济学论坛（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和“青年博士论坛”等

高端学术讲坛，每年邀请多位知名学者到学院开坛讲学，传授研究方法，交流学术

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反响。着力组建科研团队，聚焦科研方向，争取“十三

五”期间，出一批在国内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国际化办学：国际化办学是今后办学的重点突破方向。目前，学院共有双语教

师 12 人，其中可全英文授课的教师 8 人，海归博士及出国进修教师共 32 人（海归

8人），50 多位同学出国留学，国际化师资力量不断增强。与南安普顿大学等国际知

名高校的相关院系建立了稳定的交流关系。2014 年开始招收经济学专业本科留学生。

2018 年，经济学院开始招收全英语授课经济学本科专业的留学生。国际学术交流日

趋活跃，国际化办学经验日益丰富。

人才培养：几十年来，学院一直致力于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业型人

才，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学院累计培养各类毕业生 5000 余人，近五年本科生一

次性就业率在 90%以上（其中常规就业率 70%以上，考研率 20%以上），研究生一次

性就业率达 100%，行业遍及金融证券、计算机与通信、商业服务、政府机构和各类

行政事业单位，在各行各业都享有较高的声誉。学生积极参加学科竞赛，成效显著，

先后荣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全国电

子商务三创赛、全国大学生（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全国资产评估教指委案例大

赛、美国数学建模竞赛、江西省“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华创杯”江西省市场

调查分析大赛等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励 60 余项。

学生工作：经济学院每年组织社会实践服务队 10 余支；志愿服务安义东阳希

望小学“大手牵小手”活动连续 21 载不间断；积极鼓励学生参加“挑战杯”全国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等国内外重要科技竞赛活动。近三年，

学生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10 余项，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

技作品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及省级以上奖励共 150 余人次。积极鼓励学

生开展创业和科学研究等活动，每年有近 200 名学生参与创办模拟公司。学院设立

了完善的奖、贷、助、补体系，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生活的帮扶，通过奖学

金评选、学费减免、助学贷款、教材资助、临时困难补助等多种形式解决学生的经

济困难，确保学生不因家庭困难而影响学业，参加勤工俭学的学生超 11%，每年学

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助学金等各类学生奖励和资助超 28%。学院毕业生就业前

景良好，每年学生就业率均保持在 90%以上，学院多次荣获“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等荣誉。

（经济学院郭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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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成立于 2003 年，拥有江西省唯一的“金融学”专业博士

点，还拥有“金融学”专业硕士点和“金融硕士”、“保险硕士”专业学位项目，

学院设有金融系、投资系、金融工程系、风险管理与保险系四个教学单位并分别对

应金融学、投资学、金融工程及保险学等四个本科专业及金融学（FRM）特色方向。

“金融学”2002 年获江西省首批品牌专业称号，先后被评为江西省“十五”、“十

一五”规划重点学科，2006 年被评为江西省第二批示范性硕士点；2007 年“金融学”

专业获教育部首批第一类特色专业称号；在 2017 年全省专业综合评价工作中，金融、

保险两个专业分别以高分差的成绩位列全省第一。学院拥有四个校级研究机构：金

融管理国际研究院、科技金融研究中心、金融科技与监管研究中心以及证券期货研

究中心。2017 年 12 月，江西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设立的江西财经大学现

代金融研究院也挂靠金融学院。

金融学院是江西财经大学具有传统优势的教学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59 人，其中

教授 18 人、副教授 16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比达到 68%。在学院师资队伍中，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2人，

江西省突出贡献人才奖获得者 1人，“赣鄱英才 555 工程”领军人才 1 人，江西省

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4 人，“江西省千百万人才工程人选”2 人，江西省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2 人，获全国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 1 人。经过多年的教学科研

工作积累，学院形成了一支知识结构、职称结构、学缘结构和年龄结构较为合理的

优秀师资队伍。近年来，学院加大高层次以及海外人才引进力度，合理优化教师资

源配置，已经建成一支以胡援成、吕江林、严武、汪洋、桂荷发、刘兴华、凌爱凡、

肖峻、黄飞鸣、彭玉镏、蒋崇辉等博导为核心，高学历和高职称教师为骨干，中青

年教师为主体，具有奉献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教学与科研梯队。

目前，学院拥有全日制在册学生 2300 余人，其中，本科生 2050 余人，研究生

270 余人。金融学院以质量建设为工作重点，高度关注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金

融学”专业主干课程《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成为了国家级精品课程，《货币银行

学》、《国际金融》、《证券投资学》、《国际金融实务》等课程是省级优质课程；

《国际金融》课程获批 2018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同时还建成中央与地方共建

项目“开放式综合金融实验室”、中央支持地方财政资金项目“现代金融实验中心”。

学院秉承“信敏廉毅”校训，重视金融学的科学研究与学术创新，逐步凝练出

货币银行理论与实务、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资本市场与风险管理、公司金融理论

与政策等极具特色和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先后涌现出一大批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成

果；学院积极与学界同行沟通交流，近年来先后承办了各种类型的国际国内会议；

学院教师为地方经济建设献计献策，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咨询、企业经营咨询和各级

各类人员培训等活动，得到良好的赞誉和广泛的社会认可；学院还同澳大利亚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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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美国密苏里大学、内华达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研

究机构与学术团体建立广泛而密切的学术交流和教育合作关系，国际化办学程度正

在不断提高。

今后，学院将继续发扬优良学术传统，锐意改革创新，彰显专业特色，提高教

研质量，努力建设厚重翔实、特色鲜明、国际化水平高的金融学院。

(金融学院喻樟提供)

统计学院

统计学院源于 1923 年成立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会统科。统计学专业是学校传统

优势专业，该专业 1978 年、1985 年分别取得本科、硕士办学权，1997 年、2001 年、

2006 年统计学科连续三次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2002 年统计学专业被评为江西省品

牌专业。2006 年统计学硕士点被评为江西省示范性硕士点。2011 年，成为我国首批

我省唯一的统计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单位。2012 年，学院成为我省首个统计学博

士后流动站、江西省第二批研究生教育创新建设基地。2014 年，应用统计研究中心

成功获批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5 年，江西省经济预测与决策研究

中心成功入选第二批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联合共建供应链大数据研究中心。学院已经建成了涵盖了本科、硕博研究生完整

的教学体系，拥有了学士、硕士（含专硕）、博士和博士后流动站等完善的统计学

学科建设平台，正朝着建设统计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宏伟目前阔步前进。学院设有五

个教学系（经济统计系、金融统计系、数理统计系、管理统计系和数量经济系）、

一个事务所（时代市场调查事务所），拥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济管理与创

业模拟实验教学中心"----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实验室。学院统计学学科获

2018 年教育部统计学第四轮学科评估 A-等级。

在近 40 年本科办学的历史，学院造就、凝练了一大批德艺双馨的优秀专业教师

队伍。2018 年，在 68 人专兼职教师中，有柔性引进国外学科领军人物 2 人，长江

学者 2 人，国务院政府特贴 1 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委 1 人，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 人，江西省政府特贴 2 人，江西省“百千万工程”1

人，赣鄱英才 555 工程人选 3 人，井冈之星 2 人，江西省青年科学家 4 人，江西省

教学名师 2 人，江西省劳动模范 1 人，江西省模范教师 1人，博士生导师 12 人，教

授 19 人，副教授 16 人。近年来，在教学、科研和为地方经济服务等方面取得显著

成绩，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级及横向课题共 400 余项，发表权威及以上论文 500 余

篇。2018 年，成功立项国家级 MOOC《轻松学统计》；立项省部级以上课题 25 项，

其中国家级课题 6 项；发表 CSSCI 及以上论文 54 篇，其中权威及以上论文 45 篇；

出版专著 5 部。

学院坚持以研究生教育为先导，本科教育为主体，各类形式合作办学为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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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格局，在研究生人才培养中，坚持理论教学模块化，实践教学多元化，不断提

升研究生理论素质和综合能力，毕业生受到各大银行、证劵等金融机构、大型咨询

公司的青睐。本科生培养中，坚持以学生成人成才为本，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纲，以

适应社会需求为目，以激发学生兴趣为源，积极拓展课堂空间，努力培养学生应用

及创新能力，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联三进三支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即：课

堂、校园、社会联动；学会方法、运用方法、创新方法递进；基础理论教育平台、

实践演练平台、创新研究平台支撑)，实现理论、实践与创新的无缝对接，保证人才

培养的高质量。

（统计学院刘芳提供）

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组建于 1998 年 7 月，其前身是 1988 年成立的经济信息管理系。

学院名誉院长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数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创始人乌家培教

授。学院领导为：院长毛小兵副教授，党委书记邹春发副教授，副院长沈波副教授

（分管学科与研究生工作）、副院长杨勇教授（分管科研工作）、副院长万建香教

授（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陈思华教授（分管国际化工作），党委副书记杨婉琪。

学院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经济管理决策与分析、服务计算及应用 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以及计算机技术和

物流工程 2 个工程硕士学位授权领域。其中，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为

江西省“十五”、“十一五”重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为江西省首批高水平学科，

江西省一流学科（优势学科）建设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江西省“十二五”重点

学科、示范性硕士点。

学院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院士工作站、江西省电子商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

西省高校高水平工程研究中心）、江西省数字媒体重点实验室、数据与知识工程江西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江西省公共安全视频技术研究中心、江西省信息化与工业化深

度融合发展研究中心、江西省电子商务企业服务工程实验室、数据工程与数字媒体

江西省首批优势科技创新团队、Web 跨媒体搜索与商务智能江西省高校科技创新团

队等省级研究平台与科研团队；拥有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基地、国际项目管理资质

认证江西代理点。

学院下设信息管理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数学与经济分析系、数学与管理

决策系 4 个专业教学系和江西高校电子商务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其中，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为首批国家管理专业、国家第四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江

西省品牌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江西省品牌专业和江西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项目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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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拥有“管理决策与决策支持”、“信息系统系列课程”2 个国家级教学团

队，《运筹学》、《数据库系统及应用》、《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决策理论

与方法》4 门国家精品课程，《数据库系统及应用》、《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决策理论与方法》3 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以及《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国家双

语教学示范课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四维六化双主体互动式’教学模式”获第

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学院拥有江西高校电子商务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下设程序设计基础实验室、

现代数据库技术实验室、信息系统实验室、电子商务技术实验室、数量经济实验室、

数学建模实验室、网络协议与组网技术实验室，以及网络应用与 Web 服务、多媒体

技术应用开发、软件开发与数据库应用等毕业设计专用实验室。

学院现有教授 22 人，副教授 41 人；博士生导师 21 人，硕士生导师 45 人；博

士 70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5人，国家“优青”1 人，江西省井冈学者 1人，

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首批人选 2 人，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3

人，江西省主要学科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1 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6 人、

江西省高校骨干教师 8 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3 人，江西省青年科学家 1 人，江西省

十大科技明星 1 人，江西省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 1 人。

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优青”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16 项，省部级课题 200 余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

省部级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和社科优秀成果奖 20 余项；在国际权威 A 级期刊发

表论文 40 余篇，国内权威刊物发表论文 200 余篇，SCI、EI 收录论文 300 余篇；出

版专著、教材 50 余部。学院与美国、瑞典、瑞士、奥地利、英国、澳大利亚、韩国、

日本、加拿大、德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几所大学有学术交流活动。有 40 余名教

师前往美国、瑞典、瑞士、奥地利、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德国、加拿大

等国家学习、研究、访问和讲学。

2018 年引进海归博士 1 人，国内博士 5 人，培养国家“优青”1 人，省“双千”

1 人，省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1 人，青年井冈学者 1 人，校“百人计划”11

人。在江西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和管理科学专业全省

排名均为第一，“金融科技”交叉融合专业成功立项。《运筹学》成功立项中国大

学 MOOC，4 门课程成功在中国大学 MOOC 上线运行，《软件工程》入选江西省课程联

盟课程。学院教师获得江西省第四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工科组一等奖第一名，全国

第三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工科组三等奖。校年度教学十佳 3 人，金牌主讲教师 4人，

网络教学优秀教师 2人。2018 年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 项、国家“优青”1项，

课题直接经费 395 万元；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 项。至今学院共立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100 项，立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7 项，国家级课题总数 117 项。发表科研

论文 102 篇，其中国际著名权威 A 类期刊论文 9 篇，国内著名权威 A 类期刊论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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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国际 SCI 一区期刊论文 6 篇，国际 SCI/SSCI 期刊论文 35 篇，国内一般权威期

刊论文 8 篇。研究成果“半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管理关键技术研究”获江西省自

然科学三等奖。2018 年首次面向海外招收留学生 13 人，攻读计算机专业本科学位。

学院召开管理科学与工程一流学科建设研讨会，完成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位授权点自评工作。2位教师获得年度“十大优秀研究生导师”。立项 2018

年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 项，江西省 2018 年度研究生创新专

项资金项目 4 项，研究生发表重要期刊论文 26 篇，其中在国际 A 类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 3 篇，发表国内权威学术论文 4篇，SCI、EI 期刊论文 19 篇。全国研究生数学建

模竞赛二等奖 3项，江西省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4 项。“泰迪杯”数据挖掘挑战赛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招生人数和生源质量

创新高，被评为校“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就业工作目标奖（双率奖）”、“就

业工作单项奖（高层次就业引领奖）”、“就业工作帮扶奖”。

学院自从 1989 年招收第一届经济信息管理专业本科生以来，秉承“信敏廉毅”

校训精神和“笃学崇德”的院训，坚持“本科教学是立院之本，学科建设是强院之

路”的理念。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学院立足财经院校与革命老区，以服务江西为出

发点，以领先和辐射全国财经类高校为目标，走出了一条具有财经院校特色的信息

管理学院办学之路。

（信息管理学院沈波提供）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是为适应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于

2009 年组建成立，现已形成以本科教育为主体、博士硕士研究生教育为先导、在职

攻读硕士学位教育和职业培训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形式的人才培养体系。

1、办学思路和理念

遵循与时俱进的教育教学原则，紧密结合国家 21 世纪高等教育方略与我校制定

的本科培养战略目标，结合本院特色和实际，从“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强能

力、求创新、国际化”的教学指导方针出发，提出“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

重、注重创新、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本，以合理打通

不同学科界限、强调学科知识交叉互补的人才培养体系和高质量的教学效果为保证，

以两环节（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合，三课堂（第一、第二、第三课堂）联动，

多主体（校内、校外、国外等）协同为手段，确保高质量本科人才培养理念顺利实

施。

2、办学定位与培养目标

（1）目标定位：到 2020 年，实现在全国有特色、在江西有优势，办学层次齐

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综合竞争力在全国位于同类学院的前 50 位，其中，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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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管理专业、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位居全国先进行列，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专业成为江西有优势，全国有影响的专业。

（2）学科专业定位：依托江西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类学科优势，以旅游管理专业

为先导，土地管理、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程造价为支撑，突出财经特

色，走融合发展之路，形成国内有影响力的、具有财经特色的，培养城市发展管理

领域应用型人才的管理学院。

（3）层次定位：各专业应具备从本科到硕士各个学历层次人才培养的资质。

（4）类型定位：培养能够胜任旅游管理、工程建设、土地资源管理、房地产开

发建设领域实际工作的创新创业人才。

（5）规格定位：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优良、实践技能突出，具有国际

化视野和创新精神的创新创业人才。

（6）服务区域定位：立足江西，面向全国，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深厚的人文底蕴、优良的道德情操、坚

实的专业基础、健全的身心素质和优秀的实践技能，能够在旅游产业、工程建设领

域、房地产和土地管理等领域开展创造性工作，具备“信、敏、廉、毅”素质的管

理类创新创业人才。

3、机构及专业设置：学院目前下设 4 个教学系:旅游管理系、工程管理系、房

地产开发与管理系和土地资源管理系；拥有旅游管理博士点和旅游管理、工程管理、

土地资源管理等 3 个二级学科学术型硕士点和旅游管理专业学位（MTA）硕士点；设

有旅游管理、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 4个本科专业。其中

旅游管理专业 2010 年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学院设有实验中心，拥有 1个省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实验室配备先进的实验教学设备，能承担现有专业所有实验课程，

并能为师生从事科研课题研究和社会实践服务。

目前我院 4 个本科专业均纳入了我省“双一流”学科，其中工程管理、房地产

开发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归属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为省“双一流”优势学科，旅游

管理归属的工商管理学科为省“双一流”成长学科。

在我省 2017 年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工作中，我院旅游管理、工程管理和房地产开

发管理等 3 个参评本科专业均以优异的成绩排名全省第一。

4、教学工作：旅游管理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和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省级卓越工程培养计划项目一项；《旅游经济学》为省级双语示范课程；学院实验

中心为省级实践教学示范中心；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校级优秀教学成果

奖 10 余项；校级优秀教学团队 4个；校级以上精品课程 8 门，荣获国家多媒体课件

一等奖 3 项。完成省部级教改课题和教育规划课题 20 余项。近年来，学院荣获挑战

杯课外科技作品大赛国奖 2 项、省奖 6 项；校级科研课题及国家大创项目人均立项

率连续多年全校第一；2 个项目入选全国旅游英才计划项目；学生发表论文 10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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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申请专利 30 余项。社会实践连续 8年被评为江西省优秀服务队，获国家级、省

级奖励 40 多项。在校学生开展创业项目 4个，其中注册企业 3 家。荣获互联网+全

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铜奖 2 项，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奖项 20 多项。2017 年获

2017 最佳东方高峰论坛“优秀人才培养院校”。学院还在深圳、厦门、南昌、井冈

山等地建立了 50 余个教学就业实践基地。

5、科研工作：近年来，学院教师在核心及以上级别论文近 300 篇，C及 C以上

论文 200 余篇，权威刊物论文（含 SCI//EI）140 余篇。出版专著 30 余部（其中优

秀专著 1 部），编写教材 15 部。学院教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

题 32 项，省部级各类科研课题 70 余项。

6、师资队伍：学院现有教职工 53 人，专任教师 44 人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34

人，在读博士 1 人，教授 10 人，副教授 15 人，博士生导师 4 人，硕士生导师 19

人，江西省百千万人才 1 人，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4人，海归博士 2人，学院

教师具半年以上国外访学经历达 19 人。学院还聘请了 20 余位业界精英为校外导师，

极大地丰富了学院实践教学环节。

7、招生就业：通过多年发展，形成了以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行的办学格局，

专业特色鲜明。学院面向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一本招生，现有全日制本科

生 600 余人，各类研究生 100 余人。就业工作保持良好态势，历届毕业生就业能力

和就业质量明显提升，就业率名列学校前列，在高层次就业引领和创业引领以及就

业帮扶等方面均有完善的制度和切实可行的措施，连续六年获得学校就业工作先进

单位。

8、国际办学：按照学校“国际化办学”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学院与英国剑桥

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荷兰瓦格宁根大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美国天普大学、

美国北亚立桑那州立大学、加拿大 Conestoga 大学、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学等建立了

友好合作办学关系，为学生出国搭建平台。作为学校合作交流示范项目，我校与台

湾中国文化大学共建海峡两岸不动产研究中心。

学院国际招生实现零的突破。2018 年，旅游管理专业招收 9 名来自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津巴布韦、印尼、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国际学生。

2018 年学院组队参加了在墨尔本威廉安格利斯学院举行的亚太商务活动策划

竞赛，荣获大赛一等奖和金奖，胡志宏、王丹婷同学获最佳展示奖。

9、党建团学工作：学院推动第二课堂成效显著，从“校五四红旗分团委”、“优

秀学生分会”到“江西省五四红旗团总支”、“江西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先进集

体”再到“全国五四红旗团总支”称号，实现了从学校走向全国，为学生的成长成

才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10、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学院积极发挥智力优势，积极为地方建设服务，学

院近几年主持各类横向课题近百项，每年经费超 400 万元。学院拥有江西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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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和江西财经大学共建)，江西财经大学 PPP 研究中

心。近年来，学院教师撰写的 34 篇报告获 42 人次领导批示，其中 4 次获国家领导

人批示。多份对策建议转化为政策文件。2017 年我校荣获江西省支持旅游发展先进

单位。

由省发改委牵头，组建成立了“江西省幸福产业产教融合联盟”，我校为理事

长单位，邹勇文院长为理事长。学院还承办了各类培训班，如江西旅游产业高级管

理人才研修班、江西铜业集团公司干部培训班、江西明月山管委会干部培训班、中

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等。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刘前提供）

法学院

法学院源于 1984 年设立的经济学系经济法教研室；1995 年 3 月，学校成立经

济法系；1999 年 5 月，经济法系更名为法律系；2001 年 9 月，在法律系的基础上组

建法学院。

法学院秉承“厚德崇法平直高远”的院训，通过不断探索，牢固树立以法律职

业教育为主体，寓素质教育于职业教育之中的教育理念，努力培养具有扎实的法学

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的法律实践能力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法治人才。经过三十

多年的不懈努力，学院基本实现了“江西有优势、同类有特色、全国有影响、海外

有发展”的办学目标，正在努力朝着“强学科、有特色、善协同”的一流法学院的

新目标迈进。

学院现设经济法系、民商法系、宪法与行政法系、法学系 4个教学系，江西法

治政府研究中心（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法治江西建设协同创新

中心、江西生态法律研究中心、江西食品药品法律研究中心、江西检察理论研究基

地、网络侵权研究中心、知识产权侵权研究中心、经济法研究所、台湾研究所等 12

个研究机构，以及院党政办公室、学科与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法律硕士（JM）教育

中心、法学综合实验中心、分团委等行政机构。

学院现有教职工 74 人。专任教师有 63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有 51 人，在读

博士 3 人，博士和在读博士占专任教师的 85.7%。有教授 22 人，副教授 19 人；有

江西省高层次人才“双千计划”1 人，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人员 2 人，江

西省学科带头人 4 人，江西省骨干教师 7 人，校骨干教师 5 人；有博士生导师 10

人，硕士生导师 49 人。根据中央政法委、教育部的“双千计划”，学院聘请来自江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等实务部门的专家 20 余人担任兼职教师，聘

请法官、检察官、律师 62 人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经过近三十多年的办学实践，学

院初步形成了颇具高等财经特色的法学教育。

学院自 1993 年起开始招收经济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学专业是国家特色专业、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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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品牌专业、江西省一流优势专业，法学综合实验中心为江西高校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多向融通式”应用型财经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为江西省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实验区。全国首批入选（58 个）“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的高校之一（江

西省唯一）。教育部授予的“大学生校外法律教育实践基地”（江西省唯一）。学院

2010 年开设了法务会计特色专业方向，2014 年招收了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2019

年开设数据法学专业方向。2015 年，在江西省法学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获全省第

一名。经济法学为江西省重点学科。自 1998 年起先后获得经济法学、刑法学、诉讼

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法学理论、国际法学、财税法等 8个法学硕

士学位授予权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是江西省最早取得法律硕士授予权的单

位（2003 年），是江西省最早取得法学硕士授予权的单位之一（1998 年），是全国财

经类院校中最早取得法律硕士授予权的单位之一。2011 年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被遴

选为江西省高等学校示范性硕士点。2011 年在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下自主设

置法律经济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江西法治政府研究中心 2013 年获批为省高校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法治江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2015 年获批为省级协同创新中心（江

西省唯一）。2018 年获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经过 30 多年的实践探索，我院已经

形成法务会计、卓越法律人才、法学、数据法学四大方向并存的人才培养模式。学

院贯彻“以本为本”方针，践行“以学生为重心”教学理念，借助信息化技术不断

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小班化教学、翻转式课堂为教学常态。狠抓实践教育环节，

大二学生集中实习成为我院人才培养的一大亮点。

学院教师科研成果丰硕，近年来，获准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

和一般项目达 30 余项，获省、部级课题 80 余项（其中司法部、教育部课题 17 项），

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学家》、《中外法学》等刊物发

表论文 3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56 部，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奖、省级优秀成果奖 33

项。法学类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均列江西省高校首位。学院每年承办 1—2 次全国

性学术年会，近年成功举办过全国经济法学年会、社会法学研究会年会、财税法学

年会、宪法学研究会年会、商法学年会、立法学研究会年会、行政法学年会、经济

法学高端论坛、社会法制建设高端论坛、经济法学科建设与发展论坛、第四届中国

财税法前沿问题高端论坛、“竞争法实施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国际研讨会、首届赣籍

法学家联谊会、第十五届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江西省高校首届模拟法庭大

赛、全国经济法学博士论坛、第七届全国财经高校法学教育论坛、第一届赣江数据

法学论坛等大型活动。邀请江平、李步云、陈光中、张文显、梁慧星、陈兴良、韩

大元、何勤华、孙宪忠、李林、顾功耘、孙长永等众多著名专家学者来院讲学。目

前学院与美国圣玛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实

践大学等建立了稳定的学术关系，并与国内许多高校、特别是国内的著名法律院（所）

建立了经常性联系，年均派出教师近 40 人次参加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或者培训。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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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每年邀请 20 名左右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前来学院讲学。

学院与澳大利亚 JamesCookUniversity（JCU）、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英国考文

垂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办学协议，提升了学院开展海外合作办学的空间。邀请法国著

名法学家、巴黎第二大学 MichelGrimaldi 教授访问我校，并就中法合作项目达成初

步意见。同时，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院就中美国际商法合作办学项目已经签

订合作协议。

学院现有本科、硕士生、博士生共 1138 余人。就业工作保持良好态势，本科生

考研多次居全校前三名，硕士生多名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

门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名校博士。学院多次

获得“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就业工作目标奖”称号。学生工作不断创新工作思路，

在“学习求实效，管理求规范，作风求改变，工作求质量”工作路线的指导下，学

院党、团学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现设有尚法协会、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大学生维

权中心、演讲辩论协会等特色学生社团。着重打造了“3·15”“、12·4”普法宣传

及“街头演讲”、“法域辣评”晨读等特色品牌活动，获得多项殊荣。院党委获得“全

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院分团委获得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和“全省五四红旗团委”。院社会实践服务队获得“全省优秀

社会实践服务队”，大学生维权中心获得“全省示范社团”。学生在省级以上的各类

竞赛中多次获得一等奖，在第二届全国高校法律英语大赛中获得二等奖 1项，三等

奖 3 项，学院获得最佳组织奖。在第二届“李燕杰杯”全国演讲艺术大赛中，法学

院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和最佳组织奖，个人获得演讲辞征文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 项，演讲比赛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1 项。在第一届“法源杯”全国财经高校法律

职业技能大赛中，研究生组获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本科生组

获得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第二届“通商杯”全国财经高校法律职业技能大赛

研究生组获得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3 项，本科生组获得二等奖 2项、

三等奖 5 项。荣获 2018 年全国模拟法庭比赛第三名。学院除学校奖学金外还设立“铭

法奖学金”“法友奖学金”“尚法奖学金”“寸心奖学金”和“泰豪国际交流奖学金”

等 5 类奖学金，捐助总金额超过人民币 250 万元。

据《2015 中国高校法学类研究生院排行榜》，学院全国排名 58 名。在 2017 年

教育部组织的全国学科排名中排名 B，并列 29 名。

(法学院欧阳力提供)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成立于 2002 年，同年 9

月开始招收本科生，2009 年 6 月原用友软件学院和电子学院合并成立了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2017 年更名为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现有软件工程和物联网工程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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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招生，教育技术学 1 个学术型硕士点，软件工程和电子与通信工程 2 个专

业型硕士点，其中软件工程在全省专业综合排名第一。学院下属的 ERP 实验中心、

电工电子实验中心为江西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人数 1700 余人。

学院教职工 77 人，其中专任教师 62 人，博士生导师 4人，硕士生导师 37 人，教授

9人，副教授 28 人，其中：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4 人，江西“百千万”人才 2

人，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3 人；江西省青年科学家（井冈之星）2人；具有博

士学位的有 47 人，23 位教师有出国进修经历。2016 年，学院软件工程专业在全省

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名列第一。

学院就业率稳步上升，总体就业率由2017年的90.71%上升至2019年的95.68%，

其中升学人数 2017 年的 56 人上升至 2019 年的 89 人，绝大部分学生考取至北京大

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等 985、211 高校攻读研究生，直接就业学生中大部分同

学进入了华为、腾讯、百度、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世界 500 强企业及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任职。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白耀辉提供）

外国语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于 2000 年，历经近二十年积淀和发展，已发展成

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公共外语教学等职能为一体的学校最大的教学单位之一。

机构设置。下设 4 个教学系部（商务英语系、亚欧语系、大学英语教学一部、

大学英语教学二部）、1 个科研机构（翻译研究所）、4个教辅部门（党政办公室、教

务办公室、科研与研究生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1 个社会服务机构（江西财经

大学外语培训中心）。学院现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和翻译专业硕士三个学位方向，设商务英语本科专业和日

语本科专业。

师资队伍。学院目前有教职工 127 人，专任教师 114 人，其中教授 5 人，副教

授 31 人，硕士生导师 27 人（其中兼职硕导 10 人）；博士 17 人（其中海归 6 人），

博士后 2 人；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 人，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3 人。

学科专业。2005 年获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权点，2006 年英语语言文学成为

江西省“十一五”重点学科，2010 年获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英语

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两个方向。2016 年获批翻译专业硕士学位，

2017 年开始招生。设商务英语和日语两个本科专业。

科研工作。学院在课题申报、论文发表、专著出版、教材编写、译著出版等方

面取得了较大成绩。至今，我院立项国家级课题 6项，教育部重点课题 3 项，省、

部级课题 30 余项，省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6项。大量论文发表于 SSCI、A&HCI、EI、

CSSCI 等国内外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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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竞赛。大学英语四、六级、英语专业四、八级通过率连续多年名列江西省

前茅。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连续九年获江西赛区本科组团体第一名。“外研社杯”全

国英语（演讲、写作、阅读）大赛、全国辩论大赛、全国口译大赛、江西省翻译大

赛、日语全国作文大赛等各项赛事都获得了优秀的成绩。从近三年来成绩来看，我

校大学生的大学英语综合能力和水平在全省稳居第一，且多次代表江西赛区参加全

国总决赛。

党建团学工作。学院紧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紧围绕学校和学院的工作重心，

秉承引导和服务学生的宗旨，贯彻“团结、自律、务实、创新”的组织理念，积极

开展各项活动。在团学日常工作、支部活力提升、学院品牌活动建设、内外宣传拓

展、校园“三走”活动等各方面，深入实际，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不断开创新局

面，实现新进展。

人文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成立于 2009 年，由原人文学院的社会学系和原艺术与传

播学院的中文系、新闻系、传播系整合而成。学院设有社会学系、新闻传播系、文

化产业系和中文系四个教学系和校级专职研究机构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

江西财经大学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亚太经济与发展研究中心，设有江西省道教文化

研究中心、江西社科文献研究中心两个院属研究中心。学院办学层次较为完整，拥

有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其中社会学是江西省“十二五”重

点建设学科。学院还拥有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与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MJC）

授权点，其中社会工作专业是全国首批 33 所办学单位。学院现有社会工作、经济新

闻、广告学、文化产业管理、汉语言国际教育五个本科专业，其中社会工作专业是

江西省一流专业。学院还承担了来自美、德、俄等五十余个国家留学生的汉语语言

教学任务。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富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师资队伍。近几年，学院通

过大力引进高层次、高水平的拔尖人才，现已初步形成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结构合

理、治学严谨、学术造诣较高、富有创新进取精神的师资队伍。学院现有教职工 78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 人，教授 13 人，副教授 13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4人，省级

中青年骨干教师 2 人；38 位教师具有博士学位，34 人为硕士生导师；其中，陈家琪

教授担任了国家教育部教指委委员；尹忠海教授是国家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陈家

琪、张品良、王玉琦三位江西省教指委委员；银平均副教授是国家民政部行指委委

员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农研学术委员会委员；唐斌副教授是赣鄱社会工作领军

人才和 2018 年度中国百名社工人物；周博文博士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荣获冰心

文奖。近年来，我院师资国际化进程加快，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大阪经济大学

等美、日名校引进海归博士 2人，20 余人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希腊、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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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泰国等国家访学或任教。

学院重视科学研究，尤其注重集体论证，学科融合。2009-2019 年，我院教师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连续十年不中断，共立项 32 项，其中重点项目 1 项。近五

年（2012 年-2016 年），新闻与传播学、社会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量在全国财经院

校中排名第一。社会学曾经连续两年排名全国前十位。学院教师还参与国家社科重

大招标项目 5 项。主持教育部、民政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等部委项目

18 项，省级重大招标项目 2 项，省级重点和一般项目 40 余项。在《新闻与传播研

究》、《世界历史》、《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光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

论文 520 余篇，出版专著 57 部。获得包括国家民政部、国家老龄委、团中央等省部

级及国家级学会各类奖励近 30 项。其中，骆兵教授与王中云教授主编的《财经管理

应用文写作》获得了“十二五”规划教材；罗书俊副教授、吴辉副教授分别获得全

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和三等奖。

学院十分重视学生的人才培养，探索出了“一体两翼”的办学模式，即以守道

济民为主体，以实践育人、博雅育人为两翼，培养既能扎根本土文化，又能面向全

球化的创新创业人才。为此，学院建立了如：本科生导师制、本科生读书报告会、

“人文窗”网络电视台、博雅文化进宿舍、领导干部“下班入舍”等平台与制度。

学院重视协同培养，与暨南大学建立了联合培养制度，加强与中国社科院、中山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开展联合调查工作，参与了全国精准扶贫调查、中国残联

调查、国家普通话推广、民政部“三区”计划等项目。同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党团

活动，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在校生先后在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全国大学

生经济新闻作品大赛、全国大学生语言文字等大赛中荣获二百多个奖项。在每年近

四分之一的本科生参与了申报课题活动，有 10 余人次的论文入选中国社会学年会、

香港自闭症国际研讨会等重要会议论文选。在 2016 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综

合评价中，我院社会工作和文化产业管理两个专业均荣获全省第一。2017 年，我院

与腾讯公司、江西日报共建江西企鹅新媒体学院，与江西广播电视台签订了共建协

议。毕业生遍布于新华社、联合国粮农组织、华润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事业

单位与机构，遍布于英国、新加坡、哥伦比亚、香港等国家与地区。

学院致力于国际化交流与办学。目前我院与美国杜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

密苏里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英国思克莱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名校建立了

稳定的学术关系，与考文垂大学共建了孔子学院，尹春娇老师在该学院任教。同时，

学院还与国内许多高校建立了经常性联系，年均派出教师近 40 人次参加国际国内学

术研讨会或者培训。同时成功举办了“中国适度普惠福利社会与国际经验研究论坛”、

“环境史与社会治理国际论坛”、“中美合作社会工作教育高级培训班”、“中国

社会学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年会暨第十三届国际论坛”、“华人社区社会

工作论坛”等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包括美国最高史学奖班克罗夫特奖者沃斯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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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和克罗农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院院长 JohnJackson

教授、英国思克莱德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学院院长 BernardHarris 教授、美国

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洪浚浩教授、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特雷弗卡伦教

授、香港社会工作协会会长黎永开先生等几十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来我院讲学。

自 2006 年以来，学院先后与香港斯图特基金会、香港山旅学会、香港明爱等机构合

作，每年都选派学生赴港交流、实习，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与国际视野，提升办学质

量。2011 年，我院又与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在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面

展开合作办学，合作项目包括传播学、社会学的本科生“2+2”和“3+1.5”交换项

目，社会学硕士“2+1”项目以及博士“4+1+3”项目。2018 年，我院于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就合作研究达成了共识。近年来，我院大量选拔学生赴美国、日本、韩国实

习或访问。2018-2019 年，赴港实习学生近 50 多人。学生实习国际化与科研合作国

际化标志着我院办学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人文学院胡诚民提供)

艺术学院

在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艺术学院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立德树

人为目标，大力夯实建设基础，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

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迈开可喜步伐。学院位于江西财经大学麦庐园校区，现有视觉

传达设计、音乐学、产品设计、环境设计（含景观设计方向）、数字媒体艺术 5 个本

科专业，有设计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艺术硕士（MFA）专业授权点（音乐、

艺术设计领域）。2002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2007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现有本科

学生 1208 人，研究生 144 人。

学院师资队伍来源广（高校、专业团体）、学缘优（海归博士及国内名校博士），

有教授 12 人，副教授 37 人，博士（含博士生）21 人，文化部文化行业高技能人才、

省百千万人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评委库成员、省“四个一批”人才各 1 人、江

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3 人，江西省文化艺术学科带头人 3 人。专业教师在美

国、法国、日本、联合国总部等多次举办个人展，在法国“安纳西”国际电影节、

韩国釜山短片电影节、芬兰国际声乐表演艺术比赛、德国卡尔斯鲁厄音乐节、莱茵

斯堡音乐节有优异表现，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自然基金、艺术基金、教育部人文社

科项目及其他省部级项目百余项，出版专著、教材超百部，发表论文上千篇，获得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省级科研奖十多项。

学院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主办全国性专业会议有影响。每年主办艺术与设计高

端论坛、传统音乐高端论坛，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实务专家来院讲学 300 余场。

编辑出版了《艺术经济与管理研究》学术辑刊。成为中国艺术高校产学研集聚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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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理事单位、长江经济带创新设计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

单位。

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教室、实验室、工作室、基地四处联动，学、练、赛、做

四环并重，培养审美能力、表现技能兼备并懂经济管理的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在校生实践能力强。近 5 年来，在校生获国内外重要竞赛获奖 1037 项。设计类方面，

获得德国红点、美国 IDEA、德国 IF 等国际大奖 25 项；获得中国设计红星奖（原创

奖、未来之星奖）、全国 3D 大赛、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中国大学生创意创业大

赛、中国建筑艺术“青年设计师奖”、“中装杯”全国大学生空间设计大赛、“中国之

星”设计艺术大奖、“中国包装之星”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全国大

学生广告设计大赛等国家级一等奖 33 项、二等奖 37 项、三等奖 58 项、优秀奖 193

项；获得省级一等奖 96 项、二等奖 157 项、三等奖 267 项、优秀奖 196 项）。学生

编导拍摄的电影《都市候鸟》成为全国第一部由在校大学生编导拍摄并获得发行权

的电影。音乐类方面，音乐系师生组团赴英国开展了为期 8 天的“文明之光”孔子

学院总部文艺巡演活动，良好的艺术实践带来能力提升，师生先后荣获全国高校教

师声乐展演银奖以及全省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等好成绩；主力参演全省庆祝国庆

大型文艺活动；承担江西省“百姓大舞台”专场文艺表演；心乐合唱团是唯一参加

江西省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文艺汇演的高校代表队。

党建与思政工作方面，学院紧贴学生实际，根据艺术专业特点、师生情况、教

学方式等多方因素，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与艺术表达传播相结合，打造“艺马当先”

党建与思政品牌，即：重点通过打造一网一微（一个思政网平台与一个微信平台）、

一班一社（一个先锋班与一个艺马学研社）、一赛一场（一项创业赛事与一个周末文

化广场），开展专业实践教学展示、思想文化艺术交流等活动，着力打破师生周末思

政艺术化教育的真空，从而推动实现党建和思政工作的时段全覆盖。

一批默默耕耘的教师团队、扎实的办学基础条件、创新的教学实践训练模式，

使学院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学院目前已成为省内乃至华东地区艺术教育和研

究的重要基地，先后获批江西省生态环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江西省文化产业研究

中心、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江西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被教育部

授予全国高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称号。

(艺术学院曲晓春提供)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
江西财经大学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于 2003 年在原军事体育教学部基础上成

立，下设公共体育系、体育理论系、国防教育系共三个教学系部，以及社会体育中

央地方共建实践基地、江西省社会体育实验示范中心、江西财经大学国际体育产业

研究所等多个教研机构。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承担全校公共体育课程、军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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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课程和新生军训工作，并招收体育经济管理硕士生和社会体育本科生。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66 人，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28 人，博士 10 人，硕士 27

人；国家级裁判 8 人，社会体育一级指导员 9 人，运动健将 2 人，获得校级金牌讲

师 9 人。体育学院近年获得 11 项国家级课题。学院秉承“健康体育、快乐体育、个

性体育、终身体育”的教学理念，除传统项目外，开设了网球、轮滑、跆拳道、瑜

珈、攀岩和击剑等多个新兴公共体育课程，选项教学模式日臻成熟。网球为我院特

色项目，成绩斐然，高水平运动队于 2011 年获准招生。

我校运动场馆资源丰富，目前生均运动场馆达 8 平方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学院下辖的体育场馆中心负责管理学校各类运动场所，各场馆坚持常年开放，为全

校师生的健身休闲提供服务。丰富的比赛资源为参加、承接高水平赛事提供保障。

建院以来多次承办大型赛事，借助学院专业师资队伍，组织的赛事内容丰富，形式

活泼，受到中央电视台、体坛周报等国内权威媒体报道。体院师生积极参加了 2011

年南昌第七届城市运动会和 2013 年沈阳全国运动会的裁判、科研、组织和后勤保障

工作，受到好评。

依托我校经济管理优势学科，体育产业是我院学科和科研主导方向。体育学院

近年获得 11 项国家级课题（其中一项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获批资助金额超过百万

元，在同类高校体育学院中名列前茅。国际体育产业研究所和英国考文垂大学、法

国巴黎商学院联合申请的欧盟项目“体育无国界”正在密切合作之中，有望取得创

新性研究成果。

体育是培养优秀公民最实用、最有效、最有趣的手段。体育的终极目标，不单

是夺得锦标，更在于健全人格。不仅是为了个人锻炼，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协作精神。

体育学院师生员工将继续秉承“完全人格、首在体育”院训，发扬自强不息，永争

第一的体育精神，充实内涵，凸显特色，服务于全校师生的身心健康，服务于学校

“做强”目标的最终实现。

(体育学院顾予峰提供)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 2009 年 7 月，前身为 1990 年成立的马列主义教学部，

拥有教育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学团队。学院现有教职工 49 人，其中专职教师 44

人，教授 12 人，副教授 16 人，博士 23 人；博士生导师 6 人，博士后合作导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25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2015 年度影响力人物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1 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1人，赣鄱英

才 555 工程人选 2 人，江西省“纲要”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1 人，江西省百千万

人才工程人选 1人，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1 人，省级中青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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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带头人 3 人，省级“四个一批”人才 1 人，省级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名师 2 人，省

级十大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1 人，省级科研学术骨干教师 1 人。

学院为江西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现有哲学系、历史系、政治学系、思政系

4 个系，设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研究中心、红色文化与党风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管理哲学研究中心、行政能

力培训与测试中心、文化产业发展与政策研究所、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所 7 个非实

体研究机构。

学院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 1 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二级学科博士点 1 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

究、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比较政治 6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其中，马克思主义

理论为省“十二五”重点学科。学院已累计获批国家重大招标项目 1项、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1 项、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项、后期资助 2 项、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4 项，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15 项。近五年累计发表 CSSCI 论文百余篇。

学院《修己安人话“四书”》课程入选教育部第七批“精品视频公开课”，拥

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 门省级精品课程和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各 1门；《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品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3 门校级精品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团队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学院博士生导师队伍：温锐、陈始发、王耀德、黄欣荣、张定鑫、杨友孙、张

品良、蔡盈洲 8 位教授。

(马克思学院潘燕萍提供)

EMBA学院

我校 2004 年成立 MBA 学院，2009 年成为全国第二批试办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

理硕士（EMBA）的 32 所院校之一，江西省唯一一家拥有 EMBA 办学权的院校。目前

拥有 EMBA、中美合作培养 MBA 和 EDP 等项目。2016 年更名为 EMBA 教育学院。

EMBA 教育学院是江西财经大学本着“举全校之力办 EMBA 教育”的宗旨下成立

的直属部门，是相对独立、市场化运作的办学单位，专业从事高级管理人才教育培

养事业，服务广大中小企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学院下设综合管理办公室、EMBA

项目办公室、国际 MBA 项目办公室、EDP 培训中心、校友联络办公室等 5 个部门，

现有教职工 62 人。

自办学以来，学院以“贡献商业智慧，服务区域经济、培养成长性企业行业领

军人才”为使命，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复合型的、高层次的，适应国际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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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人才和具有“信敏廉毅”素质，掌握前沿管理知识与方法，具有国际视野、

战略眼光，富有创新能力与领导力的管理精英，已累计培养各类学员近 2 万名。

2013 年，江西财大 EMBA 在《中国市场最具领导力 EMBA》评选活动中进入全国

综合实力排行榜前 20 名。在《中国市场最具领导力 EMBA》评选中，荣获“中国 EMBA

荣誉教授”、“中国 EMBA 卓越运营奖”、“中国 EMBA 荣誉毕业生”等多个单项奖。

2015、2017 年，组织 EMBA 分别参加第十届、第十二届全国戈壁挑战赛，荣获

了沙克尔顿奖和最佳组织奖。

2017 年 12 月获得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CAMEA），是国内第 20 所（并列）

通过该认证的院校。

经过多年的建设，江西财经大学 EMBA 学院的国际合作办学以及 EMBA 教育事业

得到稳步发展，学院的声誉和品牌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已形成了自身的办学特

色。 EMBA 学院将继续坚持以品牌建设为目标，走“特色化、规范化、人性化、

国际化”的道路，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高教学质量，

成为在江西是标杆、江南有地位、全国有影响的 EMBA 学院。

(EMBA 学院吴良平提供)

国际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是学校国际化办学的窗口和教育品牌。以吸纳优质生源

为起点，遵循“学生是学习主人”的国际化教育理念，以“立品、厚学、开放、爱

国”为院训，按照“教学相长、中西合璧、外引内联、高位嫁接”的办学思路，通

过国际化的师资、国际化的教学、国际化的交流和国际化的环境，着力培养忠于祖

国、胸怀全球、具有“信敏廉毅”素质，兼有专业理论知识和英语交流能力的国际

化经济管理人才。

国际学院成立于 2002 年。依托我校会计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三个省

级优势品牌专业，以本科教学实验班的形式，设立国际会计、国际投资与金融、注

册金融分析师、特许国际贸易金融师（CITF）四个专业方向，在校学生 2300 余人。

经过多年的发展，学院历经风雨砥砺，耕耘不辍，教学质量日渐提升，办学特

色日臻显著。国际金融、注册金融分析师两专业获美国 CFA 协会认证，国际会计专

业获澳洲会计师公会（CPAAustralia）学位认证。

学院高度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积极引导学生夯实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

全力搭建海内外各类学术交流、学科竞赛和专业实习等平台，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平

台活动，从而促进他们的担当意识、团队精神、思辨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的

全面提升。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子在全国乃至国际英语和专业知识技能大赛中，顽强拼搏，

摘金夺银，捷报频传，囊括了包括 AIA 国际会计师公会“求职王”语文比赛、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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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银行 Ace-manager 国际商业挑战赛、IIBD 国际商业案例大赛、“外研社杯”全

国英语演讲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香港会计师公会个案分析比赛（QP）、CIMA

商业精英国际挑战赛、全国高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等重大奖项数百项，屡获英国、

法国和荷兰等国有关高校最高或全额奖学金、全球 ETS 托业奖学金、CFA 协会大学

认证项目奖学金、澳洲会计师公会奖学金、美国华盛顿海外实习中心奖学金等殊荣。

作为江西财经大学一张亮丽的名片，学院常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连续多年在全

校名列前三甲。截至 2019 年 6 月，国际学院已有十四届毕业生共 6500 余人，其中

近 40%的学生出国交流或交换学习，或留学攻读硕博士学位；45%左右的学生在国内

外从事金融服务业或进驻商务领域。他们当中，有就职于纽约华尔街或渣打、普华

永道、通用、宝洁等世界知名跨国公司，有任职于国家外交部、税务总局等国家公

务员岗位；有进入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全球商科百强高校学习，有考取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继续深造。

目前，国际学院正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建立和增强与世界

高校和国际社会更加紧密的合作与交流，致力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的发展和创新！

(国际学院程春凤提供)

创业教育学院

一、学院年鉴

2015年6月学校在职业技术学院转型的基础上成立江西省高校第一个创业教育

学院，先后将教务处的创业指导中心和校团委创业孵化中心合并到创业教育学院，

旨在整合全校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全面实施贯彻中央和江西省关于创新创业教育方

针。学院设有综合科、平台建设科、考评督导科、教学研究科、竞赛服务科、创业

技能培训中心 6个职能部门，现有教职工 20 人，高级职称 4 人。全国万名优秀创新

创业导师 1 名，全省十佳创业优秀导师 1 名。学院以江西财大创业孵化中心为基础，

建设了国家级众创空间，占地面积 5000 多平方米，已建设蛟桥园大学生创业孵化中

心和麦庐园特色创客小街两个主要的创业基地，建设了服务全校师生的“创新创业

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创业咖啡”以及“创新创业工作坊”。学院是全国财经院校

创新创业联盟副秘书长单位，全国创业教育联盟成员单位，全国创业教育学院院长

联盟单位。

二、学院工作思路

学院始终坚持围绕一个中心（以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

为中心），实施两个融合（以企业家为主导的教学体系和以社会企业为引导的创业

体系），完善三位一体（专业+职业+创业），培养四种人才（通识型、嵌入型、精

英型、职业型），着力五项工作（教学、实践、研究、竞赛、评估），构建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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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对象、全领域培养具有财经特色创新创业人才的新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毕业生更

高质量地创业与就业。

三、学院工作特色

1、校友资源的融合。在校内建设与校友合作的创业基地，建立校友企业引领创

业的工作机制；在校外发起成立了北上广深校友创业联合会，推动建设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校友创业基地，提升我校学生创业的能力。

2、打造一站式服务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创新创业指导服务体系，在校内建

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创业咖啡和创新创业工作坊，建设了线上线下互动的创新创

业信息平台，对我校学生实行持续全方位帮扶、全程指导和一站式服务，为自主创

业提供项目论证、公司注册、账务管理、法律咨询、专利代理、物业管理等一条龙

服务。

3、不断深化建立创新企业分类评估与培训体系。学校建立了分学院、分专业的

科学考评体系；建立了大一创业训练营，大二、大三敏毅实验班，力争建设覆盖全

校的第二学位，大四毕业生创业培训班（SYB)、首岗职业技能培训的培训体系。

4、投资与项目的有机融合。学校建立了开放式创业投资基金，分为校内与校外

两个层级。在校内设立 300 万的创业种子基金，基金总额的 30%采取信用担保方式，

70%采取股权投资方式，解决校内大学生初创种子期启动资金问题；在校外谋求设立

校友助创基金，解决大学生及校友企业前期的项目融资问题。

5、建立联动竞赛机制。学校以全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为引领，形成大

一创新竞赛、大二创业技能培训、大三项目竞赛、大四创业实践竞赛的竞赛机制。

四、学院取得的成绩

学校获批教育部“全国首批 99 所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创新

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江财众创空间获批国家科技部全国第二批“国家级众创空

间”、江西省科技厅首批“江西众创”、江西省教育厅创新创业示范学校、南昌市科

技局“洪城众创 2.0”；获批共青团中央首批“全国大学生创业示范园”、共青团

省委江西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获批南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南昌市大学生就

业创业服务中心江西财经大学分中心（江西财经大学服务站）”。

江财众创空间制定了《江西财经大学创业导师暂行管理办法》，建立了创新创

业导师库，在充分挖掘校内导师资源的基础上，加大校外导师的聘请力度。2018 年，

在校内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创新创业教育及创业指导专职教师队伍，与创业教育相关

的专任教师达 72 人；在校外邀请成功创业者、知名企业家、天使和创业投资人、专

家学者等 60 余人担任创新创业导师，聘请的导师既有郑跃文、王文京等知名企业家，

又有缪金生、蔡旌等成功创业新秀。为在孵企业提供百余次创业咨询、辅导、政策、

法律、投融资、人力资源和市场推广等方面的服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江财众创空间成功吸引入驻创新创业团队和中小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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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56 家，年营业收入近 3000 万元，均为初次创业大学生团队，创业人数近 400 人。

开展的业务分别有传统零售服务、广告艺术设计、教育培训、电子商务、文化创意

产品研发、软件开发及互联网产品研发 6 大类。近年来企业孵化成功率平均达 70%

以上，2018 年有 5 家创业企业成功从众创空间进入市场进行商业化运营，创业带动

就业率达到 1:3 以上。

江财众创空间充分发挥创业基金的杠杆撬动作用，“助推”创业项目走出去。

涌现出了以 2007 级王玉（创办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1 级李文（创

办诺斯黛尔家具有限公司）、2006 级胡弈宝（创办飞扬教育有限公司）、2006 级熊

廖君（创办朱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金融管理研究院赵阳老师（创办金牛基

金）等为代表的一批学生、教师成功创业典型。2018 年服务的团队和企业有 2家得

到天使投资总额 190 万元。

(创业教育学院万春花提供)

继续教育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设在青山园校区，承担了学校函授、夜大学、全日

制成人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训教育等管理任务。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创

办于 1981 年，经过近 40 年的奋斗，已经形成了地域宽广、形式多样、层次丰富、

规模较大、特点鲜明、质量优良、声誉卓著的办学特色。现有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在

籍学生 9 千余人，在招本科专业 8 个，在读专科专业 3 个，设有函授教学站点 22

个，累计毕业生 6.9 万余名。

学校于 1991 年顺利通过教育部对成人教育的合格评估验收；1996 年在财政部部属

院校函授、夜大学教育评估中，取得优秀成绩。多次被国家财政部、国家考委、江

西省教育厅授予教学管理、自考主考、招生工作的“先进集体”。

学院一贯秉承“信敏廉毅”校训，以“以生为本”为办学理念，以“育人”为根本，

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以质量和特色为生命线，以精细化管理和优质服务为特点，形

成了以学历教育为主体，融自学考试、非学历培训、国际合作以及远程网络教育为

一体，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共同发展的高水平、现代化、开放型的办学格局。

目前，学院正秉承“敬业乐群，臻于至善”的大学精神，在校党委和行政的正确领

导下，继续脚踏实地并奋力开拓，努力实现学院的转型发展，把学校继续教育事业

推向新的辉煌，努力朝着一流继续教育学院的建设目标奋进。

(继续教育学院易慧娟提供)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是一所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法、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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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科协调发展的本科院校。学院创办于 2001 年，是国家教育部和江西省人民政府

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高校独立学院。2016 年起，学院由江西财经大学与共青城中

航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办学。

学院位于鄱阳湖西岸的国家级新区（赣江新区）共青城市科教城（大学城），占

地面积 700 亩。学院 2001 年开始招生，学制四年，现有在校学生 9600 余人。学院

现设有会计学系、经济学系、工商管理系、文法系、外语系、信息管理系和思想政

治理论教学部，体育教学部共 8个教学系（部），设有会计学、注册会计师、财务管

理、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电子商务、保险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物

流管理、旅游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法学、商务英语、

新闻学、产品设计、工程造价共 18 个专业（方向）。2019 年面向全国 28 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招生。学院配备有电子阅览室、多媒体教室、语音室和专业实验室，

建有各专业教学实训基地和校企合作基地，与蚂蚁金服子公司就信息化建设签订了

合作协议，拥有各类图书 85 万余册，建有塑胶田径运动场、室内体育馆等运动场地，

具有全新的教学、生活设施，拥有全覆盖的数字网络系统，学生宿舍配备空调、热

水、直饮水系统。

办学以来，学院依托江西财经大学雄厚的教育资源和优势学科，紧紧围绕办学

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以学生成才为本，走质量立院之路，构建“三阶段培养，三

途径发展”的“三三制”人才培养模式，践行“三个课堂联动，三类实践互促”教

育方式，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应用技术型人才。学院现有师资 400 余人，

48％拥有副高（含）以上职称，90%拥有硕士（含）以上学历，先后取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 SCI 论文发表等多项科研成果。

近年来，学院坚持立德树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努

力进行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教学质量、办学

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升，社会声誉得到广泛认可，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成果。

在江西省 2018 年专业综合评价工作中，学院参与评价的六个专业中有金融学、

电子商务、新闻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四个专业名列全省独立院校第一。在江西

省 2018 年各类教学比赛中，获一等奖 1项，三等奖 3项，学院荣获“优秀组织奖”

称号。学院学生在各类比赛中，省级团体和个人获奖 56 项，国家级 43 项。学院先

后荣获“全国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活动优秀单位”“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先进集体”“全省五四红旗团委”等荣誉称号，12 年连续 4 次荣获“全省普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优秀单位”荣誉称号。有一批学生分别考取了清华大学、浙江

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江西财经大学、华东

政法大学等 50 余所高校硕士研究生；有一批学生考取公务员；有一批学生赴美国纽

约州立大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法国雷恩商学院等学校出国

留学深造。在武书连 2016 年中国独立学院排行榜中，学院毕业生质量在全国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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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独立学院中名列 20 强，江西省榜首。

学院坚持立足江西、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方向，努力把学院建成全国知

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类职业本科院校，为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朱晓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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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

2018年毕业研究生名单

江财学位字〔2018〕 6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

《江西财经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经 2018 年 6 月 26 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

过，决定授予胡亚光等 37 名研究生博士学位。具体名单如下：

一、产业经济学(3 人)

胡亚光 郑 飞 邵志尧

二、财政学(5 人)

王 欣 赵 丹 周材华 李姗姗 欧阳建勇

三、公共经济与管理(3 人)

纪成龙 陈文美 刘仁济

四、会计学(6 人)

冯 倩 蒋 珩 罗国民 王 清 唐衍军 Khurram Ashfaq

五、经济史(1 人)

袁 立

六、西方经济学(1 人)

姜宝华

七、政治经济学（4 人）

邓 明 何源明 熊 毅 晏朝飞

八、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1 人)

李立娥

九、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1 人)

何亚芬

十、金融学(1 人)

周陈曦

十一、法律经济学(4 人)

张满洋 张 昊 邱灵敏 王齐睿

十二、统计学(2 人)

刘志红 许 可

十三、管理科学与工程（5 人）

蒋 鹏 杨同华 张志坚 费风长 肖辉辉

自本决定通过之日起为以上人员的博士学位论文争议期，3 个月争议期满，学

校将对无争议者颁发博士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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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学位字〔2018〕7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

《江西财经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经 2018 年 6 月 26 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

过，决定授予彭文栋等 434 名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汪融等 24

名“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硕士学位，授予袁洁等 143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授予蔡立难等 47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学位，授予彭惠子

等 73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授予陈敏言等 18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税

务硕士学位，授予张晓锐等 173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会计硕士学位，授予孙婧等 44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审计硕士学位，授予丁敏等 61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工程硕士学位，

授予陈诗道等 27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授予柴森等

54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授予陈茜芮等 16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新闻

与传播硕士学位，授予仇根平等 50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金融硕士学位，授予李子昕等

7名专业学位研究生保险硕士学位，授予曾淑桂等 43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国际商务硕

士学位，授予曹聪聪等 19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资产评估硕士学位，授予宫政等 8 名专

业学位研究生旅游管理硕士学位，授予蔡翔俊等 40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统计硕士学位，

授予江亮等 8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电子与通讯工程硕士学位。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硕士（434 人）

（一）财政学(10 人)

彭文栋 徐吉荣 丁 飞 张添文 周立柱 余文韬

陈 楠 何玉娟 肖 莹 王钰瑶

（二）行政管理（17 人）

张志永 陆 鸣 李 仪 杨逸婧 沈云帆 胡 欢

陈齐铭 樊颖婷 陈 园 胡玙希 张易菲 王开银

魏建松 罗秋雯 程 瑶 鄢丹蕾 张 伟

（三）教育经济与管理（6 人）

罗 燕 张 霄 桑得源 徐敬伟 江 涛 周 芳

（四）社会保障（6人）

张鹏飞 熊艺茗 侯隆文 金 辉 董 辉 赖珠清

（五）产业经济学（22 人）

任亚珍 李昕耀 李发琴 朱召平 侯思婷 刘伟棋

胡如玲 詹先志 谭荣剑 熊孝慧 黄慧敏 叶船洋

何 玮 宋晶莹 李胜男 耿广正 刘 洋 李升滔

赵 帆 蔡佳妮 李 过 张 云

（六）法学理论(3 人)

吴 畏 张 宏 黄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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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宪法学与行政法学（3人）

方津津 刘润青 刘 炀

（八）刑法学（8 人）

谢莉欢 邓 洁 吴 虑 曾志平 张宁婧 周含颖

郑王婷 陈曼琳

（九）民商法学（14 人）

王胥涛 段 冉 李晶晶 张志国 黄笑天 程 超

宋 凯 胡加丽 万 怡 郭 渊 汪镇龙 杨菁怡

陈 赢 黄阳木子

（十）诉讼法学（4人）

李汪洋 崔晓立 吴湫琳 杨选朋

（十一）经济法（6人）

陈 淼 蔡佳奇 陈功源 廖雯栅 万全奏 杨建浩

（十二）国际法学（4 人）

刘 杨 张丽霞 李 玫 王换霞

（十三）企业管理（22 人）

熊志强 管永红 汪正坤 赵 伟 樊 伟 周 玮

熊小小 付静宇 熊燕平 谢 辉 李佳萍 徐逸文

徐小凤 袁 婕 刘思维 肖素萍 曹诗雨 徐子遥

曹 宇 钟文韬 萧健邦 CHITKHANTY，ATHIPHONE

（十四）世界经济（3 人）

黄巧玲 章启明 陈 杰

（十五）国际贸易学（17 人）

赖安宁 熊 燕 徐云柯 严佳秀 洪锦华 罗 煌

潘 瑞 高 镇 任金鑫 王利群 祁传效 高 伟

梁 微 殷春锦 曾 添 方荷琴 张瑜瑜

（十六）会计学（48 人）

王 晶 黄 灵 王晓祥 孙 璐 吴宇溦 秦志磊

雷志琴 罗 璇 李 敬 陈敏洁 张 盼 张 菁

朱 君 丁淑芬 郑艳秋 夏 烁 杨 洁 贺立煌

何 庆 谭润薇 张栩铭 郑智群 乾宏阁 罗 娟

吴顺兰 姚 承 谢 清 尹 伊 鲍一帆 付 艺

黄梦媛 冉彬双 吕钰博 徐芳敏 余 舒 周 萍

黎彤彤 谢莉莉 曾 琼 陈 弦 潘 孟 屈子薇

熊明岚 易佩琼 蔡 葭 赵 军 陈黄悦 李 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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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区域经济学（3人）

王邹辉 邱志萍 李 盼

（十八）金融学（38 人）

胡嘉丽 朱红珊 朱俊卿 蔡 彬 周 颖 易校萍

刘 政 贺莎莎 陶 隆 卢 红 郑 骏 卢致昱

刘昌华 毛梦麾 曹姿姿 刘奇伟 李 兴 邱雨帆

董 汕 彭 杉 黄冰清 张凌周 吴经纬 许能慧

钟雨画 洪思渊 黄晖雅 沈 沉 蒋星星 唐丽媛

闵凌波 彭疏桐 熊志远 王冰莹 张 驰 谢林利

方愫芬 YANG DA

（十九）政治经济学（6人）

余俊杰 欧阳星 姚 晴 王桂琴 胡颖君 樊 艳

（二十）经济史（1人）

王丹凤

（二十一）西方经济学（13 人）

王宗生 杨仲舒 张 晶 张春燕 李梦平 汪良清

吴孟琪 杨露速 黄声扬 汪虹玲 赵倍琼 黄瑜南

朱聪聪

（二十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2 人）

陈 建 金声甜

（二十三）国民经济学（8 人）

姚 坤 龚 梁 柯 超 吴 楠 谢桂林 刘 师

刘肇铭 王柏皓

（二十四）劳动经济学（2 人）

胡莎莎 丁洁琼

（二十五）土地资源管理（18 人）

詹佳云 程玲娟 汪嘉怡 刘 聪 李娇利 娄伟杨

谢 雪 吴 箐 邓丽燕 廖桂萱 温 华 温家明

段锴丰 袁 俊 陈星潼 宋伊瑶 李干滨 莫国辉

（二十六）旅游管理（2人）

万 里 周 颖

（二十七）科学技术哲学（4人）

孙航冰 钟平玉 谭长国 刘 柯

（二十八）政治学理论（1 人）

陶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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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中外政治制度（1人）

卢文娟

（三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人）

熊 杰 曹法平

（三十一）思想政治教育（14 人）

邓亚星 王麓人 张一鸣 熊洪亮 梅礼武 徐 晋

赵梓彤 刘 杰 吴昌炘 罗春喜 冯佳琪 王 炫

李妍婷 李雨辰

（三十二）中国近现代史（1人）

陈 航

（三十三）中共党史（1人）

包若然

（三十四）农业经济管理（2人）

张维平 李礼连

（三十五）戏剧与影视学（12 人）

王善碧 张丹妮 龚 芮 张 莺 吴晓艳 徐艳珍

陈 莹 张可轩 胡雅淳 阳炫耀 韩静炫 韩笑雨

（三十六）社会学(3 人)

胡钦伟 李宗霖 施济蓝

（三十七）中国古代文学（3人）

章 贽 梁 娜 马 晶

（三十八）新闻学（6 人）

王 韵 刘守伟 安 涛 姚 舜 汪 潇 何 柳

（三十九）教育技术学（7 人）

钟 亮 钟 坚 方雅婷 任祥旭 全小凤 王 睿

钟文广

（四十）软件工程（4 人）

胡文蓓 徐常福 钟 叶 万一红

（四十一）体育经济与管理(1 人)

马迎志

（四十二）统计学(17 人)

张 波 翟玉鹏 李亚国 杨 超 潘姝敏 李晓先

朱 慧 樊菊花 童 江 卓全娇 陈 涛 蒋亚飞

陈 安 段函颖 赵家富 毕 昊 王梦颖

（四十三）数量经济学（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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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诗航 杨 蕾 何 伟 曹兰坤 王夏欢 谌艳芳

吴翠青 王慧芳 胡彦荣 霍江游 魏 茹 徐志琴

（四十四）英语语言文学（3人）

张雅萍 韩 月 赵宁宇

（四十五）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3 人）

孙雪琴 王 兰 章清波

（四十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4人）

鄢杰斌 喻 聪 王晓进 刘 玉

（四十七）管理科学与工程（27 人）

谢 强 郑增辉 姚 硕 周云蕾 吴龙 时志刚

王永胜 魏玲欣 戚舒梅 蔡 琪 崔玲玲 李胜胜

钟龙根 郑开强 王帅龙 黄珍珍 卢嘉琦 胡思诗

赵 晖 李守浩 赵晓燕 杨小明 汤敏倩 李 娜

蒋谨竹 秦莹丽 邱洋冬

（四十八）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12 人）

张 锋 白院生 王 瑞 胡潇涵 董 琳 李定宇

曹梦琦 谷立亚 张宜芹 王忆涵 刘 森 郭晓晴

（四十九）音乐与舞蹈学（8人）

王 露 舒国庆 叶华英 杨孝珍 熊 琴 孙一平

弓雯雯 王雅君

二、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24 人）

（一）金融学（14 人）

汪 融 罗 玛 万沁怡 余 蕾 姚 娟 高 宇

叶 朋 邹 骊 王 婷 卓梦琳 王智毅 于 艺

武 蓉 钟 丹

（二）会计学(4 人)

马占龙 方之奇 严 昊 徐 昕

（三）国民经济学（1 人）

程 迪

（四）国际贸易学（1 人）

董琳娜

（五）企业管理(3 人)

雷凤珍 程丰武 姜 珍

（六） 经济法学（1 人）

吴文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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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商管理硕士（143 人）

袁 洁 余 钊 贺智琦 金 星 荣 琪 许宇舟

万 军 闵雅琴 陈丽秦 李 艳 吕琮琮 何 姗

涂 颖 王 婷 刘春兰 万 钧 曾敏辉 盛 萍

谢文嘉 秦莹月 余 硕 徐 静 杨 冬 李德根

谢 昊 胡丽萍 姚思梦 陈妮菲 张炳旭 吴 莎

邱 娜 任 彤 张 扬 李霁媛 孙 玥 邹 旭

史贤德 管鑫檑 卢 瑜 王晓伟 孟怡廷 王宇婷

黄骁卓 程 勇 帅 奔 黄克诚 张梦露 陈 超

余 佳 张 健 刘 静 许成健 王亚杰 肖 骋

王卉燕 王 欣 王 欢 龚 蕾 吴 翠 宗 竑

樊群英 饶 华 黄龙翔 王 红 朱衷兰 刘文艳

陈 艳 周 怡 洪 卉 万雅桢 江 岱 符 鹤

帅 蓓 胡 越 王 琳 黄文君 彭书炳 祝海南

邱文文 吴玉婷 柯 哲 帅 蕾 吴小珍 史湘莹

雷军荣 李 凯 曾振宇 刘学易 李 莎 黄翠颖

邬晶莹 徐 乐 杜 丰 万 昕 杨希宁 颜 云

曹丽山 杨 姝 高 燕 钟 昀 刘 琳 王 珍

李小苑 王广煜 郁 敏 漆 颖 罗少珍 谌 鹏

严 旭 陈 璇 陈媛媛 龚晨慧 王 淼 殷 祺

陈 珺 涂津伟 王星星 章雅晴 孙 博 叶 林

颜晓红 王泽群 胡迪琛 文 伟 陈伟业 周 晨

付梦诗 万 轲 倪 峰 胡志诚 刘小燕 张维嘉

李 思 蒋 婷 谢西曼 陈 龙 陈晓暄 康力文

熊玮婷 徐智君 徐真珍 李 瑾 严熊令仪

四、法律硕士（47 人）

蔡立难 蔡世勋 陈珮瑜 戴玉曼 邓小会 丁 晨

韩雪滢 何 欢 胡大恒 柯 敏 赖碧云 李 晶

李 婷 李韦红 李周胄 刘 倩 聂丽林 彭型娜

平 原 齐晨达 钱 隆 孙 芸 田小会 王 莉

王小媛 温 琪 谢 芬 叶 慧 张 隆 张智广

郑路才 邹 帅 刘亚雄 王 凡 周 婧 郭姊嫣

黄 杨 胡欢勇 朱 家 恺叶莹 吴首都 邹 奇

李初望 刘春梅 伍凌云 熊伟鹏 尹 伟

五、公共管理硕士（7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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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惠子 邓景扬 吴启引 杨 涛 苏振夏 李月婷

许 寝 常 航 王 婧 刘 曦 徐 伟 郑一骁

雷 霄 李 瑶 季大凯 钟露佳 戴 慧 吴天乐

董晓源 林 晗 胡少笠 林 昆 陈 巍 金缙龙

张欢欢 陈慧珍 吴杭轩 陈奕充 黄逸帆 范霄雯

邓 啸 戴宗谕 刘 梦 杜丽君 简 斌 邹翠峰

罗 恬 吴思奎 曹乐平 吴 晨 李颂锋 邓 婧

章 艺 邹 懿 周一玮 吴卫斌 夏晓忠 陈 莎

付 琼 黄 亭 尹祖国 罗红霞 李霄翔 徐 昕

顾满红 江 山 张伟强 刘 琴 姚 婷 李谞文

高 玲 杨 帆 卢 玉 郭译阳 朱来俊 黄 丽

王 维 张慧丽 袁红兰 刘日昊 王峥宇 徐 乐

欧阳雪梅

六、税务硕士（18 人）

陈敏言 陈 祥 邓 琳 何叶青 胡城瑶 李铭威

刘 颖 刘 煜 欧 梅 尚 勇 苏 凤 王杰丽

王麒博 王易花 王子秀 余 倩 张青青 章 钰

七、会计硕士（173 人）

张晓锐 黄文伟 刘德胜 钟亚丽 郑蕴灵 邹子阳

陈 晴 蔡楚微 张文华 蔡 婷 吴之琼 薛光伟

叶 青 许培培 许堂军 冷真真 章 玲 马玉婷

倪江鹏 刘 莹 刘 祎 张云鑫 谭 颖 刘典骥

张 琦 高胜寒 高爱迪 徐 鑫 熊 珺 阮潇枫

何 璇 黄舒文 黄思琪 万文瑜 刘诗羽 帅斯琦

章 云 熊欣怡 章雅茜 邬 洋 章克璇 李林彦

李 睿 刘思敏 顾玉婷 李诗瑶 王 蓉 张 帆

曹 臻 熊 博 焦 翀 余思佳 陈颖倩 胡婕妤

何嘉琪 王嘉婷 邹萌萌 贺清燕 胡书臣 周乐薇

刘 宇 陈 晨 廖胜悦 胡楚玲 黎英玲 肖 毅

张葆银 叶晓康 黄金萍 邓紫昳 陈 超 刘 玲

肖华斌 邱振豪 张苏菲 李 红 陈 熙 邱 慧

徐小鹏 王 瑶 简丹丹 涂 虹 帅文青 饶枫棱

聂青青 娄小宇 吴文楷 徐 昕 江 冲 毛虹昊

李晨睿 谭玎培 钟慧丹 盛美兮 甘蕾芳 贾晓颖

潘翀敏 何宇婷 曹 祎 温灵芝 肖雷磊 曹慧琴



121

郭宇春 蒋 燕 谢琳琳 桂劲夫 章 贝 刘思敏

刘惠宇 仲晓飞 刘玮璇 郭 佩 王永玲 杨 柳

黄素华 杨丽丽 孙翼瑶 张 庆 吴 倩 陈美芳

张 抗 陈博翔 高 深 涂雅丽 张思琦 孙冰冉

孙胜男 胡 毅 陈 娜 黄艺辉 杨 磊 侯江月

罗 静 杨 佩 钟 兰 毛 青 刁 克 舒天娇

程 政 舒丽文 陈亚丽 罗 程 黎若冰 殷芳芳

汤嘉翊 余月朦 范义杰 汤玄清 叶云帆 杨文雅

罗文君 苏 昀 冯宗品 艾文清 戴慧敏 李资丰

高新茹 梁 钰 罗 婷 胡双喜 曹维娜 邬韶芸

朱 凯 李 砾 张 良 周华隆 张燕雪 查梦丽

黄乡平 鲍娟娟 郭叶成子

RAFIDY FENITRA FY RAHAN TARAWALIE， RACHEL EDWARD

八、审计硕士（44 人）

孙 婧 潘智亮 肖雨晴 陶楠楠 王倩雯 李斌泉

蒋 炜 邓 俊 喻凤雪 冷 霜 邓 鹏 颜友青

邵 华 章慧琳 郑金红 易灵犀 吴 迪 邵泽平

熊志军 杨 芬 谢文凯 宋悦馨 张颖玮 钟 翾

周震宇 黄 浩 钟佩君 杨益超 张艳萍 张 奇

邹璐依 林 俊 王升洁 刘洛欣 范丹婷 姜永久

李宇恒 吴文魁 温 雯 杨 祺 王 越 安 可

饶真真 龙夏迪

九、工程硕士（61 人）

丁 敏 杨 梅 李 鑫 陈月池 梁咏梅 黄志伟

张 驰 邱家洪 周志恒 褚 瑞 付 辛 嵇乐荣

金雯雯 刘宇笑 卢 焕 欧阳剑 田洪燕 吴 燕

喻风霞 赵中杭 汤恒谊 喻文华 曾 茜 刘志强

王 晟 周 虎 占水娥 朱静华 田建华 袁 田

瞿 勇 乐梅军 毛延荣 兰见春 张 倩 缪绪武

卢三虎 熊清清 胡海雲 颜玲霞 张昊川 龚静琪

戴亚峰 曹建军 尹娜娜 龚雅婷 贾静妮 淦 煜

刘静雅 刘 红 徐芸敏 李 力 梁春霞 卢志群

雷小平 杨达宇 叶 敏 雷 翎 刘 超 黄玲平

周 磊

十、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2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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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诗道 熊鸣峰 王水平 陈方平 黄河清 章 伟

龚 敏 危琼辉 陶小平 邓 琪 罗溢清 龚为民

武宝山 许 操 朱序平 易林涛 姜云建 申 宇

王雅平 汪 歆 张李芳 张林波 曹 文 万妹花

罗 文 柳 峰 苏彩通

十一、社会工作硕士（54 人）

柴 森 廖健文 吴 玮 李 娇 黄小清 白 静

蔡昊婷 陈科艳 陈 威 陈晓型 程梅秀 范 硕

傅 丽 傅芸辉 顾 佳 何姗姗 胡 毅 黄 磊

黄梦期 黄 婷 况文静 郎海凤 李 慧 李健丰

李俊橙 李 训 刘德峰 刘雨乔 陆 曦 马新歌

满 锐 潘 杨 任博文 申国宾 施 娜 宋庆芳

滕小玢 王 凡 王海波 吴 希 辛文强 许 杰

许志勇 薛 征 杨丹琴 郁 群 袁 颖 翟雨江

张海亭 张 静 张 璐 张帅卿 张亚萍 钟 勇

十二、新闻与传播硕士（16 人）

陈茜芮 陈艳婕 程维力 丁雅娴 贡 悦 李 胜

梅 莲 王凯丰 王 垚 夏 璠 夏 楠 杨正放

张曼琳 张婷婷 赵 敏 赵 琼

十三、金融硕士（50 人）

仇根平 邓晓燕 苟亚梅 黄梦成 黄欣婕 姬书华

金 梦 雷 浩 李方南 李 清 李全毅 刘 建

刘明金 刘圣洁 刘 杨 罗文卿 马沐青 齐 新

钱诗农 秦思成 邵 婧 盛恒阳 田 沁 万梦瑶

万 誉 万丈炜 王清宇 吴 颀 夏思绮 肖安迅

肖辉玉 肖钱孜 谢 斌 徐 绅 严 涵 姚 丽

姚灵晰 叶 唯 易 容 尹 峰 余佩欣 袁菲璠

袁江华 袁一品 张珏景 张 奎 张文俊 张 悦

钟华兴 周 璟

十四、保险硕士（7 人）

李子昕 陶 伟 童珲瑜 王 洋 王忠波 谢先容

詹 薇

十五、国际商务硕士（44 人）

曾淑桂 单朝冉 范文莉 胡佳叶 黄皓钰 李春艳

刘翠萍 彭 凯 彭 可 任涛 孙捷众 谭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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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天珺 谢宇平 徐嘉勉 徐鹏辉 颜小可 贠婉婷

朱梦莹 邹昕晨 周火梅

NEGERO， MOTI TAFA KASSA， WONDIMU BELETE
WOYESSA， CHERNET MEKONNEN VASILYAN， BELLA
BEREKET， ASIYAABDULKADER TIRE， FIKADUWAMISHO
CHIBAYA， NANCY BANDA， JULIO KACHIDEKWE
HADJOUTI， YOUCEF AGHABEKYAN， HRIPSIME
VONGKHAM， INTHALA MYAGMARSUREN GANBOLD
MAUPO， GOFAONE MOLEOFE， HILDAH
TLHAGWANE， INOI MERAPELO PRAISE
MUFARA， TANYARADZWABRIAN MUSIYIWA， MARVELLOUS
NYIRENDA， LANGFORD DANIEL UDEOGU CHIDINMACYNTHIA
HIAYI ZHEN PARVEJ， MOHAMMADARIF
AYINGONE ZUE， MELONIE FABIOLA，
ALVE， MOHAMMAD SHAJALAL
十六、资产评估硕士（19 人）

曹聪聪 杜思尘 龚丽雯 李 琛 李灵灵 李晓文

卢鸿清 罗 琪 毛文平 彭慧群 陶 吟 汪子豪

王志芳 夏文博 熊佳妮 徐 珺 杨静雅 张智强

周志鹏

十七、旅游管理硕士（8 人）

宫 政 郭昕冉 揭丽娟 匡卫明 罗 瑶 温丽蓉

吴耀华 叶 思

十八、应用统计硕士（40 人）

蔡翔俊 陈士柏 陈万丽 陈雨澍 程 浈 葛 丹

何 玄 胡亦姝 黄慧敏 黄显斌 江岸秋 江 驰

赖丽云 李国栋 李 娟 李曲然 李 瑞 李诗文

刘 睿 卢志勇 潘雨静 彭诗璐 彭紫薇 全 芳

唐娟娟 王青梅 吴玮怡 伍燕鹏 徐雨朦 薛 宇

叶羽翔 喻 曼 张 航 张 晶 张 敏 张颖红

张宇楠 朱玲玲 祝 旸 叶凯溪

十九、电子与通讯工程硕士（8 人）

江 亮 肖 娇 董世源 孙 俊 李 涛 张 维

侯文刚 李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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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学位字〔2018〕 13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

《江西财经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经 2018 年 12 月 27 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通过，决定授予马天明等 18 名研究生博士学位。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产业经济学(1 人)

马天明

二、财政学(4 人)

魏吉华 张维刚 张东升 黄绍忠

三、会计学(1 人)

倪德锋

四、国际贸易学(1 人)

廖秋敏

五、西方经济学(3 人)

戴攸峥 罗贵明 曹会勇

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2 人)

沈秋莲 袁海瑛

七、企业管理(1 人)

伍向阳

八、金融学(1 人)

王 艳

九、数量经济学学(2 人)

彭永樟 李 翠

十、管理科学与工程（2人）

夏 雪 李光泉

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 3 个月内为以上人员的博士学位论文争议期，争议期满，

学校将对无争议者颁发博士学位证书。

江财学位字〔2018〕 12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

《江西财经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经 2018 年 12 月 27 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通过，决定授予张森韬等 10 名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王程等 11

名“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硕士学位，授予袁家林等 53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授予唐祝亮等 70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学位，授予揭楠等

60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授予邱照斌等 14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高级

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授予黄河等 21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会计硕士学位，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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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骐弘等 6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审计硕士学位，授予蔡利安等 39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工

程硕士学位，授予吴航等 1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金融硕士学位，授予黄琦等 1名专业

学位研究生资产评估硕士学位，授予季亿等 2名专业学位研究生旅游管理硕士学位。

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硕士（10 人）

（一）行政管理(1 人)

张森韬

（二）宪法学与行政法学（1人）

徐兆伦

（三）经济法（1 人）

闭志杰

（四）金融学（1 人）

熊志发

（五）劳动经济学（1 人）

袁书成

（六）中国古代文学(1 人)

梁天鸿

（七）教育技术学（1 人）

周 全

（八）体育经济与管理（1 人）

孙崇迎

（九）企业管理（1人）

林浇庆

（十）社会保障（1人）

周丝婳

二、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11 人）

（一）金融学（7 人）

王 程 吴贤德 尧 芬 叶 炎 黄小珍

刘 文 卓艳菁

（二）会计学(3 人)

万 盈 朱晓立 庞小娇

（三）企业管理（1人)

李伊雯

三、工商管理硕士（53 人）

袁家林 王 璐 张融融 陈思冲 章万斌 徐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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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巍 刘智杰 付文勤 万博书 廖圣刚 陈 超

汪 婧 吕轶敏 陈知源 易 芮 丁向涛 徐昭晖

杨 川 刘 清 聂建群 王柔冰 陈诗萌 陈艳君

易 炫 王宇帆 肖 璐 贺礼骅 舒 昶 刘啟亿

周 彦 熊 蔚 于 峰 李忆平 胡 炜 陈慧萍

刘德华 吴 颦 曾 伟 刘 尧 胡俊鹏 黄宇民

邓爱玲 熊衍亮 刘杰英 陈明辉 徐 慧 李志明

蒋文娅 周 维 彭 翔 钟雪玲 胡文霞

四、法律硕士（70 人）

唐祝亮 徐雅佩 黄小娟 李 增 熊的超 刘新生

刘文龙 袁 凯 周淑芳 王亚琼 胡 渊 陈启迪

郭淑芬 涂峻澄 胡小春 杨 斌 黄福军 章燕燕

马 丹 胡 渊 徐朋飞 赵雁超 何 芳 张奕彬

叶丽琴 王 彬 陈 镔 蒋玲玲 彭炜懿 漆 星

文冠华 李文娟 晏苏婷 赖静文 王慧芳 邹梦伊

陈 娇 陈先爱 高浩景 纪 青 刘志红 龙火星

饶 贇 王希茜 习 晨 肖 鹏 熊 熙 张亚超

周 洋 朱小平 单宝龙 邓凌宇 冯 奔 何燕琳

姜 凡 赖华明 刘 伟 鲁 捷 罗 梦 石前进

万小斌 肖 明 肖庆萍 谢欣欣 徐安江 张 曼

张有泉 郑小溪 周治国 吴 波

五、公共管理硕士（60 人）

揭 楠 钟 珊 郑彬菲 张 尧 张 伟 余芳菲、

吴天成 王 徽 孙正文 邱力哲 刘 璇 李 璐

胡 蓉 郭小婷 余露晨 王 寅 晏丽娟 李唯环

刘 茜 彭雅贞 王雪莹 魏慧琴 蒋倩倩 付金迪

陈嘉懿 唐 驰 刘磊劼 蒋锐松 郝 琴 邹娟兰

邓翊韬 范 敏 刘凤屏 宋艺玮 张 赫 朱力宁

付菲慧 刘 竟 元 奇 滕家文 吴小珊 蔡志全

王劲超 黎 宇 蔡楚玉 陈思恩 方 芳 卓晓桐

朱 江 付正华 周雅菲 章 浩 陈 欣 董翠翠

熊 杰 付海华 喻闻瑒 侯梦露 孔祥薇 胡春平

六、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14 人）

邱照斌 杨 林 杨芬芬 李 典 李 柯 张艳青

何鹏飞 邓小斌 蒋士林 余 辉 曾 倩 任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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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丽 常媛媛

七、会计硕士（21 人）

黄 河 袁 远 姚 瑶 李雅清 吴文峰 邵 璐

吴伶俐 刘芳晨 赵宏义 瞿 瑞 揭 磊 付凌云

黄元辉 杨志贵 蔡素华 黄 莹 喻旻昕 魏庆泽

樊丽伟 陶 萍 弥小龙

八、审计硕士（6 人）

顾骐弘 杨 琰 刘文剑 李 新 陈靓儿 吴海娟

九、工程硕士（39 人）

蔡利安 陈明湛 吴倩青 陈秀容 张 翔 陈宇翔

汤睿智 刘雨桐 万松云 杨思佳 杨 蕾 王岭群

计苏磊 肖 旭 徐 芳 胡文雨 王荟芸 曹亚琼

雷 哲 陈天佑 徐林梅 万 丹 朱江毓 詹 敬

王 茜 文聪结 陈浩杰 马婧玥 徐 静 熊 菁

曹 建 张林杰 林 斌 于忠齐 陈 惠 艾靖晖

许家彬 王周成 万 文

十、金融硕士（1 人）

吴 航

十一、资产评估硕士（1 人）

黄 琦

十二、旅游管理硕士（2 人）

季 亿 张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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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科教育

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序号 学科门类 专业名称

1 经济学

1.经济学 2.财政学 3.金融学（含国际金融方向）4.国民经济管

理 5.国际经济与贸易（含国际商务方向）6.税收学 7.保险学 8.

经济统计学 9.投资学 10.贸易经济 11.金融工程 12.精算学

2 管理学

13.管理科学1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5.工程管理16.工程造价

17.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18.工商管理 19.市场营销 20.会计学（含

ACCA 方向和国际会计方向）21.财务管理 22.人力资源管理 23.

文化产业管理 24.土地资源管理 25.行政管理 26.劳动与社会保

障27.物流管理28.电子商务29.旅游管理30.国际商务31.体育

经济与管理

3 法学 32.法学 33.社会工作

4 体育学 34.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5 文学
35.汉语言文学 36.新闻学 37.广告学 38.汉语国际教育 39.商务

英语 40.日语

6 理学
41.统计学42.应用统计学43.信息与计算科学44.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7 工学
45.电子信息工程46.通信工程47.物联网工程48.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49.软件工程

8 艺术学
50.环境设计 51.产品设计 52.数字媒体艺术 53.视觉传达设计

54.音乐学

我校现有普通本科专业 54 个。

2018 年新增精算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教务处何金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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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

第一章 就业基本情况

1.1 毕业生总体情况

我校 2018 届共有本科毕业生 5496 人。其中，男生 2298 人，女生 3198 人，男

女性别比为1:1.39;相对于我校2016届本科毕业生4882人，2017届本科毕业生4994

人，毕业生人数略有增加，其中职教本科实验班迎来首届毕业生（国贸职教本科班

89 人，会计职教本科班 97 人，总计 186 人）；男女性别比略微下降。详细见图 1-1。

2016届 2017届 2018届
图 1-1 近年我校毕业生男女规模及结构

1.1.1 生源地分布

我校毕业生生源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来自华东地区人数为 3844 人，其中，男

生 1787 人，女生 2057 人，占全部毕业人数的 69.94%。另外，华中地区占 6.75%；

西南地区占 5.79%；华南地区占 5.66%；西北地区占 5.02%；华北地区占 4.35%；东

北地区占 2.49%。详情见表 1.1。

表 1.1 2018 届毕业生的生源地分布

性别
华东

地区

华中

地区

西南

地区

华南

地区
西北地区

华北

地区

东北

地区
合计

男 1787 103 91 122 64 86 45 2298

女 2057 268 227 189 212 153 92 3198

合计 3844 371 318 311 276 239 137 5496
百分比 69.94% 6.75% 5.79% 5.66% 5.02% 4.35% 2.49% 100%

2018 届我校江西本省毕业生人数 3266 人（59.43%），外省省份毕业生人数 2230

人（40.57%）。综合近五年的毕业生生源结构来看，本省生源比例略有降低，外省生

源比例略有上升。近三年毕业生生源结构比较稳定，本省生源与外省生源的比率约

为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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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近年我校省内外毕业生分布

1.1.2 各学院毕业生规模与结构

2018 届我校会计学院毕业人数最多，毕业生 1100 人。其中，男生 312 人，女

生 788 人；其次是国际学院，毕业生 633 人。其中，男生 268 人，女生 365 人。各

学院毕业生规模与结构如图 1-3 所示。

图 1-3 2018 届各学院毕业生规模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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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1.2.1 初次就业率

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我校 2018 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 90.25%；常规就

业率为 66.83%；国（境）内升学率为 14.54%；国（境）外升学率为 10.53%。与近

年统计结果相比，常规就业率略有上升。另外，毕业生考研、出国的比例有逐年上

升的趋势，详情请见图 1-4。

【指标说明：常规就业率统计范围包括升学、出国、考取公务员、参军入伍、

国家和地方基层项目、自主创业、与行政事业单位和大中型企业签订了就业协议书

正式录用就业】

图 1-4 近五年我校就业情况

1.2.2 毕业生就业去向

我校各学院毕业生、各专业的就业去向统计如表 1-3、表 1-4 所示。

【指标说明：高质量签约指与行政事业单位和大中型企业签订就业协议书正式

录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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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18 届我校毕业生就业去向分布

升

学

出

国

基

层

就

业

自

由

职

业

自主

创业

高质

量签

约

灵

活

就

业

待就

业

总

计
就业率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1 9 4 179 97 52 392 86.73%

法学院 39 4 42 44 23 152 84.87%

工商管理学院 39 27 194 87 40 387 89.66%

国际经贸学院 57 25 1 1 144 118 19 365 94.79%

国际学院 63 189 1 250 73 57 633 91.00%

会计学院 113 147 0 0 1 534 182 123 1100 88.82%

金融学院 107 80 246 42 37 512 92.77%

经济学院 39 13 4 1 114 40 8 219 96.35%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1 8 2 49 24 2 106 98.11%

人文学院 27 9 3 42 43 14 138 89.86%
软件与物联网

工程学院
66 23 4 4 166 180 20 463 95.68%

体育学院 3 6 38 9 1 57 98.25%

统计学院 95 21 1 94 49 42 302 86.09%

外国语学院 14 9 18 57 9 107 91.59%

信息管理学院 39 6 1 93 40 19 198 90.40%

艺术学院 29 6 7 52 201 70 365 80.82%

总计 799 579 14 1 26 2255 1286 536 5496 90.25%

表 1.3 各专业毕业生就业去向

专业

（含方向）

升

学

出

国

基

层

就

业

自

由

职

业

自

主

创

业

高

质

量

签

约

灵

活

就

业

待

就

业

总人数
就业

率

电子商务(合作实

验班)
5 1 16 22 44 100.00%

工程管理 8 7 1 30 9 55 100.00%
国际经济与贸易

(合作实验班)
6 1 19 19 45 100.00%

社会体育指导与

管理
3 6 38 9 1 57 98.25%

投资学 19 14 77 7 3 120 97.50%
国际商务 9 2 1 12 11 1 36 97.22%
新闻学 7 13 10 1 31 96.77%

国民经济管理 5 17 6 1 29 9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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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含方向）

升

学

出

国

基

层

就

业

自

由

职

业

自

主

创

业

高

质

量

签

约

灵

活

就

业

待

就

业

总人数
就业

率

经济学 34 13 4 1 97 34 7 190 96.32%
旅游管理 12 1 1 6 6 1 27 96.30%

市场营销（国际市

场营销）
3 15 7 1 26 96.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 1 35 17 3 74 95.95%
电子信息工程 2 1 10 10 1 24 95.83%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1 13 9 1 24 95.83%
通信工程 14 1 1 18 12 2 48 95.83%

物联网工程 6 2 6 9 1 24 95.83%
软件工程 44 20 3 3 132 149 16 367 95.64%

国际经济与贸易 22 12 67 42 7 150 95.33%
会计学（CIMA方

向）
13 32 36 13 5 99 94.95%

金融学（CFA方向） 7 29 10 7 3 56 94.64%
金融学 65 25 116 22 15 243 93.83%

人力资源管理 20 5 43 20 7 95 92.63%
信息与计算科学 10 2 8 5 2 27 92.59%

会计学（国际会计） 30 55 165 31 23 304 92.43%
商务英语 14 6 13 45 7 85 91.76%

国际经济与贸易

（CITF方向）
3 16 12 11 4 46 91.30%

日语 3 5 12 2 22 90.91%
物流管理 13 6 45 15 8 87 90.80%
行政管理 5 1 1 16 6 3 32 90.63%

会计学（ACCA方

向）
12 35 93 22 17 179 90.50%

文化产业管理 12 5 3 10 17 5 52 90.38%
会计学(合作实验

班)
3 1 1 47 35 10 97 89.69%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投资与结

算）

9 7 1 15 10 5 47 89.36%

会计学（注册会计

师）
45 19 100 20 23 207 88.89%

税收学 41 5 2 103 46 25 222 88.74%
会计学 28 39 185 58 41 351 88.32%

金融学（FRM方

向）
20 34 29 6 12 101 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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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含方向）

升

学

出

国

基

层

就

业

自

由

职

业

自

主

创

业

高

质

量

签

约

灵

活

就

业

待

就

业

总人数
就业

率

金融学（国际金融） 23 89 1 63 24 27 227 88.11%
经济统计学 77 19 1 76 39 30 242 87.60%
工商管理 3 7 45 27 12 94 87.23%
社会工作 5 2 13 6 4 30 86.67%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
8 1 1 28 12 8 58 86.21%

电子商务 6 2 15 14 6 43 86.05%
法学（法务会计） 10 1 16 10 6 43 86.05%

音乐学 3 9 31 7 50 86.00%
市场营销 3 6 46 18 12 85 85.88%
保险学 3 7 24 7 7 48 85.42%
管理科学 3 2 22 6 6 39 84.62%

视觉传达设计 11 2 4 23 69 20 129 84.50%
法学 29 3 26 34 17 109 84.40%

广告学 3 2 6 10 4 25 84.00%
财务管理 12 21 73 34 27 167 83.83%
财政学 3 3 1 46 35 18 106 83.02%

劳动与社会保障 2 14 10 6 32 81.25%
环境设计 14 3 2 10 75 25 129 80.62%

应用统计学 18 2 18 10 12 60 80.00%
产品设计 1 1 1 10 26 18 57 68.42%

1.3 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1.3.1 就业地域流向

除江西本省外，我校 2018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省份为广东、浙江、上海、北京、

江苏、福建以及湖北。就业人数依次为 1506 人、1325 人、367 人、350 人、192 人、

160 人、147 人、138 人。其他省市就业人数合计为 77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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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18 届我校毕业生就业省份情况分布

其中，华东地区就业人数 2652 人，占总就业人数的 53.47%；华南地区就业 1397

人，占 28.17%；华北地区就业 280 人，占 5.65%；华中地区 255 人，占 5.14%。

图 1-6 2018 届我校毕业生就业地区情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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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华南地区的具体就业分布情况如图 1-7 所示。

图 1-7 2018 届我校毕业生华东地区及华南地区就业情况分布

1.3.2 毕业去向及签约形式

2018 届我校毕业生 5496 人中，有 3541 人通过各种录用形式就业；799 人升学；

579 人出国出境；535 人求职中； 25 人从事企业创业；12 人国家基层项目；2人地

方基层项目；1人从事非企业创业；1 人签约中；1人自由职业。详情见表 1.4。

表 1.4 2018 届我校毕业生毕业去向及签约形式分布

毕业去向 男 女 总计

通过各类录用形式就业 1538 2003 3541

升学 298 501 799

出国、出境 206 373 579

国家基层项目 5 7 12

地方基层项目 1 1 2

从事非企业创业 1 0 1

从事企业创业 19 6 25

自由职业 1 0 1

签约中 1 0 1

求职中 228 307 535

总计 2298 3198 5496

1.3.3 就业行业分布

2018 届毕业生从事金融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较多，分别占总就业人数 20.69%、18.85%、12.74%、10.24%。相比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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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金融业与制造业占比下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占比上升。详情请见表 1.5。

表 1.5 2018 届我校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序号 行业划分 变化趋势
2018届就业 2017届就业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1 金融业 ↓ 721 20.69% 935 28.64%

2 制造业 ↓ 657 18.85% 637 19.51%

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444 12.74% 226 6.92%

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357 10.24% 180 5.51%

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308 8.84% 293 8.97%

6 建筑业 ↑ 210 6.03% 181 5.54%

7 房地产业 ↑ 146 4.19% 69 2.11%

8 批发和零售业 ↑ 135 3.87% 84 2.57%

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 121 3.47% 25 0.77%

1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101 2.90% 212 6.49%

1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69 1.98% 76 2.33%

12 教育业 ↓ 63 1.81% 103 3.15%

1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45 1.29% 98 3.00%

14 电力、热力、燃力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33 0.95% 27 0.83%

1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29 0.83% 24 0.74%

16 农、林、牧、渔业 ↓ 17 0.49% 29 0.89%

17 采矿业 ↓ 12 0.34% 13 0.40%

18 住宿和餐饮业 ↑ 11 0.32% 9 0.28%

19 卫生和社会工作 ↓ 6 0.17% 9 0.28%

总计 3485 100% 3265 100%

就业金融行业中，其中 543 人集中于货币金融服务业，资本市场服务业、保险

业和其他金融服务业从业人数分别为 54 人、66 人和 58 人。如下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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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2018 届我校毕业生金融行业就业情况分布

1.3.4 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多元，以其他企业性质为主，占总就业人数的 62.47%；在

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机关单位就业的毕业生，分别占总人数的 21.02%、10.79%、

3.77%。详情请见表 1.6。

表 1.6 2018届我校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序号 单位性质 人数 占比

1 机关 135 3.77%

2 其他事业单位 51 1.43%

3 国有企业 752 21.02%

4 三资企业 386 10.79%

5 高等教育单位 6 0.17%

6 中初教育单位 11 0.31%

7 医疗卫生单位 2 0.06%

8 其他企业 2235 62.47%

合计 3578 100%

1.3.5 就业职位分布

2018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职位类别多元。就业毕业生中，37.26%就业毕业生为经

济业务人员；15.48%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12.21%为金融业务人员。其他工作职

业类别均有分布，详情请见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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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2018 届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职位类别分布

序号 工作职位类别 人数 百分比

1 经济业务人员 1333 37.26%

2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554 15.48%

3 金融业务人员 437 12.21%

4 工程技术人员 341 9.53%

5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336 9.39%

6 其他人员 238 6.65%

7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157 4.39%

8 公务员 85 2.38%

9 教学人员 43 1.20%

10 法律专业人员 36 1.01%

11 其他职位类别 5 0.14%

12 新闻出版和文化工作人员 5 0.14%

13 文学艺术工作人员 3 0.08%

14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 0.06%

15 科学研究人员 1 0.03%

16 农林牧渔业技术人员 1 0.03%

17 体育工作人员 1 0.03%

合计 3578 100%

1.3.6 签约世界 500强企业情况

我校 2018 届毕业中，有 665 名毕业生入职全球 500 强企业及其下属企业，占签

约就业毕业生数的 19.95%。详情见表 1.8。

表 1.8 2018 届我校毕业生签约世界 500 强企业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全球 500强） 人数 百分比

1 招商银行 80 12.03%

2 中国建设银行 62 9.32%

3 中国工商银行 61 9.17%

4 中国银行 56 8.42%

5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41 6.17%

6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 5.71%

7 中国农业银行 35 5.26%

8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34 5.11%

9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 4.51%

10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28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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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全球 500强） 人数 百分比

11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7 4.06%

12 中国恒大集团 19 2.86%

13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 2.71%

14 交通银行 15 2.26%

15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1.95%

16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3 1.95%

17 百威英博 12 1.80%

18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1.50%

19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9 1.35%

20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7 1.05%

2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7 1.05%

22 国家电网公司 7 1.05%

23 苏宁易购集团 5 0.75%

2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4 0.60%

25 兴业银行 3 0.45%

2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0.45%

27 泰康保险集团 3 0.45%

28 中国光大集团 2 0.30%

29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 0.30%

30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30%

31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2 0.30%

32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 0.30%

33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2 0.30%

34 中国保利集团 2 0.30%

35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2 0.30%

36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 2 0.30%

37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2 0.30%

38 中国民生银行 1 0.15%

39 中国华润总公司 1 0.15%

40 大连万达集团 1 0.15%

41 东风汽车公司 1 0.15%

42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 0.15%

合计 66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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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典型就业单位分布

商业银行吸纳了我校大量毕业生，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全国

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就业人数分别为 229 人、121 人、106 人。详情请见表 1.9。

表 1.9 2018 届我校毕业生典型就业单位就业情况

序号 用人单位 人数

1 商业银行 541

2 政策性银行 12

3 中国人民银行 13

4 会计师事务所 176

5 保险公司 68

6 证劵公司 32

1.4 毕业生境内外升学情况

1.4.1 国内升学率及升学流向

我校 2018 届本科毕业生考取国内高校研究生人数 799 人，占本科毕业生总人数

的 14.54%。考取本校研究生人数为 285 人（35.67%），考取外校研究生人数为 514

人（64.33%），其中考取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有 158 人（19.77%），考取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的有 264 人（33.04%），见表 1.10。

表 1.10 2018 届我校毕业生国（境）内升学情况

考取院校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江西财经大学 其他院校

人数 158 264 285 92

国内升学占比 19.77% 33.04% 35.67% 11.51%

1.4.2 出国（境）深造率及流向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出国（境）留学人数为 579 人，占本科生总人数的 10.53%，

分别去往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 16 个国家或地区。其中，去往英国留学的本科毕

业生人数居首（331 人），占出国（境）留学人数的 57.17%。见表 1.11。

表 1.11 2018 届我校毕业生国（境）外留学情况

序号 国家 人数 比例

1 英国 331 57.17%

2 澳大利亚 105 18.13%

3 美国 58 10.02%

4 香港 31 5.35%

5 法国 10 1.73%

6 日本 10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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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 人数 比例

7 芬兰 6 1.04%

8 新西兰 6 1.04%

9 爱尔兰 4 0.69%

10 德国 4 0.69%

11 韩国 4 0.69%

12 加拿大 3 0.52%

13 新加坡 3 0.52%

14 澳门 2 0.35%

15 比利时 1 0.17%

16 意大利 1 0.17%

合计 579 100%

根据 2018 年 QS 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与 THE 世界大学排名，我校国（境）外升学

的 579 名毕业生中，有 26 人赴世界排名前 20 的高校留学，占出国（境）留学毕业

生总数的 4.49%。主要院校流向见表 1.12。

表 1.12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去往全球排名前 20 名高校情况

高校名单 人数 占国（境）外升学总人比重

爱丁堡大学 4 0.69%

帝国理工学院 5 0.86%

杜克大学 1 0.17%

哥伦比亚大学 3 0.52%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 1 0.17%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1 0.17%

剑桥大学 3 0.52%

伦敦大学学院 3 0.52%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2 0.35%

新加坡国立大学 1 0.17%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2 0.35%

总计 26 4.49%

注：参考排名为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 2018年 6月 8日）、THE世界大学排名（2018
年 9月 25日）、上海交大学术排名（2018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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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各学院国内升学、出国留学情况

各学院升学率高低层次不齐，相差较大。其中，统计学院毕业生国（境）内外

升学率最高，为 35.09%。各学院情况见表 1.13。

表 1.13 2018 届各学院毕业生国（境）内外升学情况

学院 总人数
国内升

学人数
国内升学率

出国（境）

人数

出国（境）

比例

统计学院 302 95 31.46% 21 3.63%

法学院 152 39 25.66% 4 0.69%

金融学院 512 107 20.90% 80 13.82%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06 21 19.81% 8 1.38%

信息管理学院 198 39 19.70% 6 1.04%

人文学院 138 27 19.57% 9 1.55%

经济学院 219 39 17.81% 13 2.25%

国际经贸学院 365 57 15.62% 25 4.32%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 463 66 14.25% 23 3.97%

外国语学院 107 14 13.08% 9 1.5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92 51 13.01% 9 1.55%

会计学院 1100 113 10.27% 147 25.39%

工商管理学院 387 39 10.08% 27 4.66%

国际学院 633 63 9.95% 189 32.64%

艺术学院 365 29 7.95% 6 1.04%

体育学院 57 0 0.00% 3 0.52%

总计 5496 799 14.54% 579 10.53%

1.4.4 毕业生创业情况

2018 届我校 26 名毕业生自主创业，占总毕业人数的 0.47%。各学院创业比例及

创业类型详细情况请见下表 1.14。

表 1.14 2018 届我校毕业生创业比例及创业类型情况

学院 创业项目名称 行业类型 创业人数

国际学院
贵州泰利宏信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商务服务业 1

会计学院 南昌地之安防雷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1

经济学院 洮南市夸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其他服务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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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创业项目名称 行业类型 创业人数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江西嘉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文化艺术业 1

南昌易途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1

人文学院 南昌第六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

制作业
3

软件与物联

网工程学院

杭州培尼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

惠州市惠城区传世泰盛五金加工部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

江西省帝峰衫国实业有限公司 商务服务业 1

南昌市敏而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1

体育学院
南昌达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商务服务业 3

南昌小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商务服务业 3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高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

艺术学院

杭州果然知识产权有限公司 其他服务业 1

济宁市尼山书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服务业 1

浏阳固德烟花有限公司 其他服务业 1

南昌市道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专业技术服务业 1

韶关市浈江区馥立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
其他服务业 2

宜黄县空中花园大酒店 其他服务业 1

1.4.5 双困生就业情况

我校 2018 届毕业生中，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131 人，就业困难及家庭困难学生

141 人。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已有 257 人落实就业，待就业人数 15 人，就业率

为 94.49%

表 1.15 2018 届我校双困毕业生就业情况

序

号
院系名称

就业困难和

家庭困难

建档立卡

贫困户
已就业

待就

业

合

计
就业率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8 17 23 2 25 92.00%

2 法学院 4 3 7 7 100.00%

3 工商管理学院 14 11 25 25 100.00%

4 国际经贸学院 11 12 21 2 23 91.30%

5 国际学院 6 6 12 1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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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院系名称

就业困难和

家庭困难

建档立卡

贫困户
已就业

待就

业

合

计
就业率

6 会计学院 16 24 37 3 40 92.50%

7 金融学院 15 8 22 1 23 95.65%

8 经济学院 6 6 12 12 100.00%

9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6 3 9 9 100.00%

10 人文学院 8 3 11 11 100.00%

11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 3 14 17 17 100.00%

12 体育学院 4 2 6 6 100.00%

13 统计学院 3 8 11 11 100.00%

14 外国语学院 3 5 7 1 8 87.50%

15 信息管理学院 13 5 17 1 18 94.44%

16 艺术学院 21 4 20 5 25 80.00%

总计 141 131 257 15 272 94.49%

1.5 面向 2018届本科毕业生的校园招聘

1.5.1 校园招聘活动开展情况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6 月间，学校共为毕业生举办含政府、行业协会、人才

机构牵头组团企业进校招聘在内的大中型供需见面会 16 场，企业专场招聘会 819

场（2017 届为 621 场）。共有 2017 家企业到校举办各类校园招聘会（不含到学院

招聘的单个企业），其中参与专场招聘会企业 819 家。

表 1.16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大中型校园招聘会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日期 地点

企业

数
备注

1
江西省人才中心组团企业招

聘会
9月 29日

南区大学生活动

中心
30

江西省人才

人事网

2 广州金融高新区组团企业招

聘会
10月 17日

南区大学生活动

中心
12 智联招聘

3 杭州市人才服务中心组团企

业招聘会
10月 27日

南区大学生活动

中心
16 杭州市人才

服务中心

4
江西省 2018届普通高校毕业

生“互联网+”财经类专场就

业招聘会

10月 28日 蛟桥园北区体育馆 225
省教育厅主

办，我校承办

5 会计学院第九届专场招聘会 11月 4日
蛟桥园北区崛起

广场
175 会计学院

6 经济学院第三届“上市公司”

人才专场招聘会
11月 18日 北区体育馆 80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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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日期 地点

企业

数
备注

7
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校园行

——江西财经大学专场
11月 22日

高校毕业生公益招

聘校园行——江西

财经大学专场

53
江苏省人才

市场

8 江西财经大学 2018届毕业生

小型校园双选会
11月 24日

南区大学生活动

中心
51 招生就业处

9
江苏省常州市“名校优才引进

计划”江西财经大学专场招聘

会

12月 9日
南区大学生活动

中心
47

江苏省常州

市人才市场

10
2017年 12月 10号南通市人才

市场组团招聘会
12月 10日

南区大学生活动

中心
21

南通市人才

市场

11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8届
毕业生校园招聘会

3月 18日
麦庐园校区荟庐

大厅
30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2
工商管理学院举办MBA校友

招聘会
3月 18日 麦庐园体育馆 100

工商管理学

院

13
南昌市人才市场开发交流服

务中心组团招聘会
3月 23日

南区大学生活动

中心
54

南昌市人才

开发交流服

务中心

14
东湖区公共就业人才就业服

务局与智联招聘联合组团双

选会

4月 11日
南区大学生活动

中心
80

东湖区公共

就业人才就

业服务局联

合智联招聘

15
江西财经大学 2018届毕业生

春季双选会（第一场）
4月 13日

南区大学生活动

中心
120

春季供需见

面会

16
江西财经大学 2018届毕业生

春季双选会（第二场）
4月 20日

南区大学生活动

中心
116

春季供需见

面会

1.5.2 专场招聘企业行业

819 场校园专场招聘会中的企业行业，以制造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居多。行业分布详情见表 1.17。

表 1.17 专场招聘会企业行业分布

所属行业
2017年招聘 2018年招聘

总计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制造业 14 62 41 26 11 1 155

金融业 23 36 35 2 25 15 5 1 142

批发和零售业 10 36 34 1 12 11 1 105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12 35 17 1 16 7 5 93

建筑业 21 13 15 1 13 7 70

房地产业 8 19 12 1 10 5 3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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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5 9 11 1 7 7 3 1 44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4 12 12 8 5 41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2 10 7 1 1 1 1 23

农、林、牧、渔业 3 2 6 2 2 15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2 3 2 1 2 3 1 14

住宿和餐饮业 4 4 1 2 11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1 5 3 1 10

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1 4 2 3 10

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3 3 2 1 9

卫生和社会工作 1 2 1 3 1 8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1 1 3 1 6

采矿业 1 1 2

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1 1 2

军队 1 1

总计 107 251 210 9 1 133 84 22 2 819

1.5.3 专场招聘会企业所在地

专场招聘会中，企业所在地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西、浙江以及上海。来自广东

的招聘单位 288 家；来自江西 185 家；来自浙江 109 家；来自上海 77 家。见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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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专场招聘会企业所在地分布

1.5.4专场招聘参会企业单位性质

819 家专场招聘企业中，有 311 家为民营企业；199 家为其他企业；179 家为国

有企业；61 家为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占比重最高，为 37.97%；其他企业、国有企业

与三资企业分别占 24.29%、21.86%与 7.45%。详情请见图 1-10。

图 1-10 专场招聘会企业单位性质分布

1.5.5 知名企业招聘情况

819 家专场招聘企业中，包括 114 家世界 500 强企业、39 家中国 500 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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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家中国 500 强企业、175 家上市公司、5 家行业 500 强、35 家民企 500 强与 17

名企 500 强。见图 1-11。

图 1-11 2018 年我校毕业生招聘企业知名度分布

第二章 2018届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

2.1 毕业生就业满意度

2.1.1 期望薪酬达成率

期望薪酬达成率是指，目前的工作薪酬达到预期水平的毕业生人数比例。根据

问卷调查的结果，2018 届毕业生总体平均期望月薪 6647.23 元，实际平均月薪

5524.59 元。其中，男性毕业生平均期望月薪为 7297.66，实际平均月薪为 5945.33

元；女性毕业生平均期望月薪为 6067.01 元，实际平均月薪为 5172.35 元。

图 2-1 毕业生实际、期望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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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期望薪酬达成率看，毕业生总体达成率为 43.28%，其中男性毕业生期望薪酬

达成率为 41.66%，女性毕业生则为 44.64%。女性毕业生入职后实现预期薪酬的比例

稍高，当然这与其相对较低的期望薪酬水平是相关的。

图 2-2 毕业生期望薪酬达成率

各专业类别下的期望薪酬达成率所反映的，一是不同专业毕业生对于职业回报

的认知和预期，二则是不同专业毕业生对预期回报的实现能力。各专业毕业生平均

月薪期望值、实际值及期望薪酬达成率详见下表。

期望薪酬达成率最高的是我校财会类专业毕业生，有 54.29%的毕业生入职后实

现了自己的期望薪酬。其原因是，财会类专业学生实际薪酬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6068.09 元），而对于薪酬的期望水平却没有相应地偏高（6587.04 元）。这说明，

财会类专业学生对于职业回报的认知最为清晰、预期最为合理。

而作为实际平均月薪最高的软件类专业毕业生，期望薪酬达成率却只有 33.59%。

而 8746.85 元的期望薪酬，也说明软件类专业毕业生对于职业起薪的普遍高估。这

种过高的心理预期在毕业生求职过程中及工作初期都是不利影响因素，应指导毕业

生合理设置薪酬目标，尽量避免由高预期、低实际的落差对自身产生的影响。

表 2.1 各专业毕业生期望月薪达成情况

序号 专业类别 样本量 期望平均月薪 实际平均月薪 期望薪酬达成率

1 财会类专业 420 6587.04 6068.09 54.29%

2 体育类专业 39 8463.89 5546.15 53.85%

3 财政税收相类专业 68 5700.00 5258.82 50.00%

4 金融类专业 207 7233.77 5791.09 48.79%

5 外语类专业 65 5538.46 4480.31 46.15%

6 信息 IT类专业 145 7002.34 6167.66 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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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类别 样本量 期望平均月薪 实际平均月薪 期望薪酬达成率

7 法律类专业 43 5026.32 4393.02 41.86%

8 艺术设计类专业 216 5802.62 4691.94 40.74%

9 贸易类专业 116 6642.06 5549.02 40.52%

10 经济类专业 172 6560.13 5192.37 38.37%

11 统计类专业 75 5987.73 5107.35 37.33%

12 工商管理类专业 294 6455.60 5225.60 36.73%

13 房地产类专业 47 6125.00 5296.51 36.17%

14 软件类专业 131 8746.85 6941.89 33.59%

15 人文社科类专业 106 7056.84 4916.04 33.02%

2.1.2 专业匹配度

毕业生职业与专业对口度体现的是专业的社会需求，能侧面反映学校专业设置

的合理性。本次问卷调查中，有 2188 人去向单位就业，其中工作与所修一专对口的

比例为 67.28%，相比 2017 年略有降低。而在选修过第二专业的 367 名同学中，有

40.33%的人所从事的工作与第二专业相关。

第一专业相关度 第二专业相关度

图 2-3 毕业生工作与一专、二专相关度

各专业类别下，毕业生工作与一专相关度体现出较大差异。财会类、软件类、

金融类专业毕业生，毕业后进入相关行业工作的比例均在 80%以上，属于就业面较

宽的一类专业。而相关度较小的专业分别是：体育类专业（31.71%），统计类专业

（37.33%），贸易类专业（42.74%）和外语类专业（44.62%）。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

进一步分析体育专业、统计专业毕业生所从事的行业，可以发现大部分毕业生都投

身于当下社会热门的金融行业。体育专业毕业生从事金融业的比例为 38.10%，而统

计学院毕业生中，这一比例为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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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各专业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从性别维度上看，男性毕业生和女性毕业生在专业相关度上的差异不大。整体

上，女性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男性高，其中，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女性毕业

生专业相关度偏低。

图 2-5 分性别各学院毕业生专业对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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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分性别各学院毕业生专业对口度四方图

2.1.3 在校经历对就业的帮助度

毕业生对于在校经历对自身就业帮助的主观感受，能侧面反映在校期间各类经

历对于日后工作的重要程度。问卷调查显示，毕业生对于在校期间的实习经历评价

最高（3.71 分），认为实习经历对就业有较大帮助的毕业生比例为 59.52%，其次是

学生会社团经历和技能证书考试。

实习经历和学生会社团经历作为在校生职场意识培养和工作能力锻炼的重要途

径，其对于日后求职就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多数毕业生在入职前后受益于这些经

历，也提示我们，需重视实践经历在毕业生个人就业规划中的地位，指导学生在校

期间多实践、多积累，积极参与就业目标行业相关的实习工作，为日后就业打下一

定的基础。

而技能证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毕业生职场竞争力，但各类证书考试的选择

不能盲从。在明确了自身就业规划后，再选择与目标行业或岗位相关的证书，才能

最大程度上发挥出其作为“敲门砖”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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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在校经历对就业的帮助程度

2.1.4 总体工作满意度

问卷调查显示，2018 届毕业生对于目前工作的各项指标满意度如下图所示。整

体上看，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满意率 71.30%）、工作环境（66.32%）、工作地点（64.44%）

等工作外部条件满意度较高，而薪酬待遇（46.34%）、工作强度（52.43%）、工作内

容（55.26%）等工作内在条件满意度相对较低。

图 2-8 毕业生对目前工作各项指标满意度

将上述 7 个指标纳入多元统计模型中，以特定的方法（变异系数加权综合评价

法）输出分类别的毕业生就业综合满意度。可以看出，女性毕业生的满意率为 66.67%，

整体上高于男性的满意率 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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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分性别毕业生对工作的综合满意度

2.1.5 分层次满意度对比

（一）分学院满意度情况

各学院中，毕业生对于目前工作满意度较高的分别是：体育学院（76.19%）、旅

游与城市管理学院（71.67%）和财税学院（70.91%）；满意度相对较低的是：外国语

学院（54.69%）、国际经贸学院（56.25%）。

图 2-10 分学院毕业生对工作的综合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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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行业类别满意度

在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中，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的毕业生

满意度最高，满意率为 79.16%，其后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74.1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68.66%），满意度相对较低的行业是金融业（50.44%）和建筑业

（51.43%）。

表 2.2 分行业工作满意度

序号 行业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

意
满意率

1
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31.94% 47.22% 18.06% 2.78% - 79.16%

2
信息运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21.55% 52.59% 21.55% 4.31% - 74.14%

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8.66% 50.00% 26.12% 5.22% - 68.66%

4 房地产业 15.98% 52.66% 28.99% 1.78% 0.59% 68.64%

5 教育 19.21% 47.02% 30.13% 2.65% 0.99% 66.23%

6 批发和零售业 22.38% 40.96% 32.01% 3.44% 1.20% 63.34%

7 制造业 12.31% 46.92% 37.69% 3.08% - 59.23%

8 建筑业 8.10% 43.33% 43.33% 4.76% 0.48% 51.43%

9 金融业 11.50% 38.94% 45.13% 4.42% - 50.44%

2.2 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评价

为多方面解 2018 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我校招生就业处委托南昌市华和创时教

育咨询有限公司对用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为：用人单位对我院毕业生能

力和素养的反馈。

2.2.1 总体满意度

在86家用人单位中对我校人才培养非常满意的占比37.04%；满意的占比60.49%；

一般的占比 2.47%；没有用人单位选择不满意或者非常满意选项。用人单位普遍对

我校毕业生认可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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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总体满意度

2.2.2 对毕业生的求职素养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的求职礼仪、自信心、求

职材料准备情况以及语言表达具有较高评价，相较而言，认为我校毕业生在求职过

程对用人单位、相关行业的了解有所欠缺，对求职的目标缺乏较为清晰的认知。

图 2-12 对毕业生的求职反馈

2.2.3 对我校毕业生各项能力素质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各项能力给予了较高评价。对我校毕

业生的学习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专业知识这几个方面的认同度比

较高。相较而言，抗压能力稍逊色一点。抗压能力的不足，心理预期与实际不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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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届毕业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的内容包括职业生涯规划、政策

指导、信息指导思想指导、技术指导、心理指导和社会适应性指导等多个方面。我

校在指导课程中应当加强对学生的心理指导以及社会适应能力指导。

图 2-13 对我校毕业生各项能力素质的评价

2.2.4 对我校毕业生各项思想素质的评价

从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评价来看，各项思想素质满意的比例基本都在 90%

以上。对我校毕业生的道德品质评价最高，相较而言，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忠

诚度评价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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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对我校毕业生各项思想素质的评价

2.2.5 对我校毕业生突出优点评价

调查显示，与其他高校相比，我校毕业生突出的优点在于优秀的专业知识技能、

学习能力、敬业精神。我校毕业生专业知识基础扎实，工作中能脚踏实地，爱岗敬

业，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认可。我校学习能力的突出也表现出我校毕业生在校学习

的过程中，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培养了自身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

表 2.3 对我校毕业生突出优点评价表

素质技能 频数 占比

专业知识技能 39 45.35%

学习能力 32 37.21%

敬业精神 20 23.26%

社交能力 17 19.77%

合作与协调能力 17 19.77%

实际工作能力 15 17.44%

思想道德水平 6 6.98%

创新意识和能力 5 5.81%

灵活应变能力 5 5.81%

实践动手能力 3 3.49%

外语水平 3 3.49%

管理能力 2 2.33%

（招生就业处黄莉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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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届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生名单

江财学位字〔2018〕3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江西财经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生学

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修订）》（江财教务字〔2010〕6 号），经教务处审核，2018

届普通本科学生应毕业 5688 人（含 4 名国际留学生），取得毕业资格 5473 人。经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决定授予 2018 届普通本科学生史梦可等 5456 人学士学位，

王冰瑶等 667 人辅修学士学位。具体情况如下：

一、工商管理学院

2018 届有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国际市

场营销）五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408 人，取得毕业资格 390 人，获得学士学位 388

人，获得辅修学士学位 128 人。

二、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8 届有税收学、税务、财政学、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事业管理

六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414 人，取得毕业资格 391 人，获得学士学位 390 人，获得

辅修学士学位 78 人。

三、会计学院

2018 届有会计学、财务管理、会计学(ACCA 方向)、 会计学(CIMA 方向)、会计

学(注册会计师)五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1127 人，取得毕业资格 1098 人，获得学士

学位 1094 人，获得辅修学士学位 31 人。

四、国际经贸学院

2018 届有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投资与结算)、国

际商务四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367 人，取得毕业资格 355 人，获得学士学位 353 人，

获得辅修学士学位 57 人。

五、经济学院

2018 届有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二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231 人，取得毕业资格

223 人，获得学士学位 223 人，获得辅修学士学位 52 人。另有 2 名国际留学生取得

毕业资格并获得学位。

六、金融学院

2018 届有保险学、金融学、投资学、金融学（FRM 方向）四个专业，应毕业人

数 531 人，取得毕业资格 510 人，获得学士学位 509 人，获得辅修学士学位 39 人。

另有 2 名国际留学生取得毕业资格并获得学位。

七、统计学院

2018 届有经济统计学、应用统计学、二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306 人，取得毕业

资格 298 人，获得学士学位 298 人，获得辅修学士学位 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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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信息管理学院

2018 届有管理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信息与计算科

学四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199 人，取得毕业资格 193 人，获得学士学位 192 人，获

得辅修学士学位 24 人。

九、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8 届有旅游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四个专业，

应毕业人数 108 人，取得毕业资格 105 人，获得学士学位 105 人，获得辅修学士学

位 26 人。

十、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8 届有软件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四个专业，应毕业

人数 485 人，取得毕业资格 459 人，获得学士学位 453 人，获得辅修学士学位 15

人。

十一、外国语学院

2018 届有商务英语、日语两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109 人，取得毕业资格 109 人，

获得学士学位 107 人，获得辅修学士学位 24 人。

十二、人文学院

2018 届有广告学、新闻学、社会工作、文化产业管理四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139

人，取得毕业资格 136 人，获得学士学位 136 人，获得辅修学士学位 50 人。

十三、法学院

2018 届有法学、法学（法务会计）二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154 人，取得毕业资

格 151 人，获得学士学位 151 人，获得辅修学士学位 43 人。

十四、艺术学院

2018 届有产品设计、环境设计、环境设计（景观设计）、视觉传达设计、音乐

学、艺术设计五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392 人，取得毕业资格 364 人，获得学士学位

364 人，获得辅修学士学位 45 人。

十五、体育学院

2018 届有社会体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两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65 人，取得

毕业资格 53 人，获得学士学位 53 人，获得辅修学士学位 25 人。

十六、国际学院

2018 届有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CITF 方向)、会计

学(国际会计)、金融学（国际金融）、金融学（CFA 方向）、金融学（注册金融分析

师）六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649 人，取得毕业资格 636 人，获得学士学位 636 人，

获得辅修学士学位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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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届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名单

保险学

夏德胜 李浩然 陈鹏 石远强 李莉萍 张鸿瑞
帕如克·
帕尔哈提

阿依努尔·图
尔荪

封俊明 邓宇婷

彭寒香 林 山 徐凡茜 廖 杰 刘智彬 黄 帆 朱雨轩 刘春燕 陈 健 朱卓琛

袁红萍 杨煜东
阿布来提·
阿布力米提

袁笋林 金 铸 冯耀虹 龚畔畔 盛争妍 张寒冰 汪顺亮

谢青威
米日阿衣·
吐拉克

张 艳 龙 恒 刘晟苡 贺孟之 赵晨曦 祝忆淳 翟 婷 陈芳益

俞扬帆 王梦琦
玛依然·
穆合塔尔

高朝康 韦也娜 兰 芳 黄文辉 覃曼妮 王珊珊 刘 兆

财务管理

黄礼龙 孟宪玮 麦巧燕 蔡育玲 李莹珏 李 健 李伟峰 陈小雪 李利利 刘序杰

姜之颖 郑勇标 胡方鹏 晏佳威 李 辉 赖晗钰 王瑞斌 王妤婕 肖宇雄 吴星昊

朱 琤 邹梦滢 谢 妍 谢雨虹 吴星辉 本 莉 邓昕彤 张雪琦 王振宇 杨紫晶

彭洁莹 谢铭鑫 左 磊 李 杏 郑宏铭 刘蔚洁 谢克萍 刘洋 徐紫荆 曾新迪

王 柯 谢长平 万倩茹 吴 圣 刘丽西 姚 岚 叶 坤 姚嘉欣 朱 彪 曾 洋

马 宇 郑 鑫 王佳卉 何星辰 梁健华 岳佳彬 陈丽霞 谢沅栩 刘籽彤 万中伊欣

胡佳辉 黄珺 黄 昆 王兆川 赖佳彤 刘 奕 易铭宇 李明杰 周济怡 程雪林

吴 双 廖瑞文 饶鹏程 陈海琴 林 宇 曾晓丽 朱 玺 杨 云 黄佳思 秦 峰

段婵媛 郭 婧 徐慧云 谢智平 冯瑞昕 刘 艺 连一儒 吕 雄 黄子锋 姜梦娜

熊奕洁 严晨光 陈松春 唐昊晨 文添添 钟才捡 张 珊 徐 波 王 凯 李 红

高如意 熊 韵 魏 霞 童家琦 吴倩姝 胡 静 陈 雪 李鑫彦 杨辰然 姚 刚

郭 萌 胡 溪 陈厚德 郑 扬 邢玉涛 陈 静 郑瑜浩 李 燕 雒丁晨 黄 选

杨晓柔 鄢冬玲 王 慧 谢 健 凌 丽 袁 晔 袁州立坤 李相蓉 吴玲玲 潘梓鑫

王雅文 薛贵江 钟丽萍 黄程韬 夏子钦 唐 前 徐易坤 王润瑾 朱 钰 黄 蓉

李年林 廖启维 邹跃欣 秦志萍 高双琳 钟旭东 张华梅 张若瑜 郭曾梦琼 陶思琪

刘凤仪 黄伟刚 赵 博 宣鹏程 陈雪娇 胡 琳 邹知浩 杨 帆 沈 梅 彭慧涛

龚 正 陈 勇 王莹恬 陈裕生 柴筱晗 彭 欢 韩梦月 孙佳琪 涂松贵 凌兰艳

肖森凤 赖 瑾 韦储君 赵懋妮

财政学

斯塔措姆 黄 来 卢 睿 宋初锋 熊泽坤 黄 艺 金 梦 淦家欣 索朗江村 徐嘉菁

白玛贵桑 王佳宁 刘运彬 余石旗 杨 立 赵怡青 朱乾玺 章小丁 迪丽娜尔 胡海霞

杨期森 贡觉群培 刘嘉璐 张群驰 扎西央宗 朱文琴 谢恺文 林雪容 王肖童
古力齐满·吐

尔洪

谭 辉 向巴圆丁 瞿学辉 冉力夫 郭永昌 杨小杰 龚杨彬龙 刘文锦 珍 妮 吴庆道

马海梅 张 博 夏祎铭 谢卓成 王紫薇 肖 宇 郭坚锋 谈华强 白玛德吉 曲 拉

张根鹏 白玛卓玛 范玉蔚 杨云秀 徐琼芝 徐 颖 黄红梅 任江林 盛依依 张静怡
努热合曼

提·买合木提
黄 勋 吴丽萍 马嗣琪 王 潮 施 琦 龚 帆 程 俊 马钊静 格桑德吉

热依阿尼古

丽·麦麦提
黄帅波

沙黑拉·胡马

尔别克
袁复仁 梁嘉慧 刘思青 周睿萍 袁玉芳 张 姝 胡精劲

费文君 戴文强
马那提·努尔

阿什
蓝蕙婷 邝伟英 董子阳 杨舒婷 方书浩 莫舒月 顿珠巴宗

贾 欢 王靖淳 杨家茂 李 晨 娄钟灵 王子扬 丁晓文 杨 云 李昱乐 高丙涛

钟雅军 郑云宁 刘言菊 姜家良 刘丹青 方绍晗 方文达 梅 杰 李 莹 刘 婷

陈 硕 陈欣婷

产品设计

熊俊军 刘群红 刘 派 鲍相君 曾庆城 杨伟强 陈白雨 薛云蓝 王 洁 孟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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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唯 吕 莎 罗晓鹏 周凡丁 刘淑鑫 阎兴盛 方雨茜 杨逸晖 张德强 付月林

陈 悦 刘瀚聪 张文俐 杨方正 万雅丽 朱纪遥 颜士博 唐文韬 黄 月 于明亮

周倩茹 袁佩娜 周豪斌 黄宗圆 袁 锐 何 月 殷 伟 张宇航 刘秀帅 施 蕾

李圣江 张 瑶 刘桂花 李 杰 陈昌盛 王晓暄 任锦洁 郑方燕 艾阳萍 闵 康

宋燕楠 刘希瑶 黄 敏

电子商务

王世聪 汤艳艳 程美琴 刘 璇 代 瑞 张书翊 程观照 吴文豪 梁欣儿 柳佳雯

李 剑 梁 畅 朱咪咪 娄 翔 谈晓静 肖 媛 李联福 唐天乐 李 淼 邹观华

魏艳婷 张伟丰 胡之韵 李纪雨 汪文君 陆慧琳 刘 潇 邓玉珍 陈 新 刘蔚昊

黎金平 李 玲 伍文娟 龚徐成 崔 璨 彭 智 尤清萍 刘 健 严朋朋 葛宋宋

黎嘉敏 汪 灏 黎思宇 冯文翔 孙少星 李子期 黄建伟 熊剑琦 王阳春 王佳熠

傅轩也 肖应学 黄雨筠 种丽凤 韩蓬昱 薛 翰 赖 琪 潘朝文 刘 婷 谭秋霞

丁颖洁 潘 林 胡正俊 宗思梦 王庆琳 李 剑 黄 潮 刘丽艳 易 婷 钟合化

朱龙强 徐志春 朱洪昌 刘 岩 吕锐灵 陈金兰 谢 滔 刘文奇 刘 聪

电子信息工程

朱国锋 周 朗 刁凤雪 张萍瑶 李春怡 王锐琳 王文绮 叶 标 李玫洁 林晓颖

朱陈锋 赵伽祺 李 婷 殷雪鹏 刘英子 温 昕 吴 彪 张 剑

法学

刘沫寒 麻镇驿 罗程文 关祺钰 晏子佳 刘慧瑶 余心怡 周紫荆 黄泽平 王紫薇

朱丽红 程佳阳 陈思名 兰朝源 林炜童 李思成 万金龙 廖文秀 段衍锋 刘 乐

刘佩芸 颜梦娟 胡慧敏 杨佳琳 罗开裕 吴饶之 王 睿 周子谦 王 钰 欧阳忠静

徐活跃 李慧婷 陈 苗 黄钥萍 戴晓雯 刘欣林 陈宇辉 李江建 曹仪昕 温 怡

奚媛媛 罗 艺 张 瑞 高梦艺 童妍颖 易熙逵 陈 娟 马婧敏 宋宇曦 杨余建

赵 晗 黄嘉玲 徐 祥 陈金涛 晏婉容 徐璐雅 罗俊杰 程 拓 刘 菲 韩梦桐

何镓杰 许佳乐 喻彬笑 傅伟 石 单 兰方萍 金 晨 张祥语 杨诗莹 杨 莲

杨 博 刘嘉欣 刘姝婷 魏琳媛 叶子豪 赖慧珍 周 豪 李佳佩 田 玲 谢征宇

夏妹妹 陈 康 寿拓东 欧丽花 吴 岳 王 甜 宾爱民 王淑铭 周 琪 周睿杰

叶鸿韵 陈公星 于潞晗 何俐杰 江玲芝 王毅杰 李坷坷 聂宬洋 德庆曲吉 毕林雅

徐昭君 李 琳 游展鹏 聂 辉 陈 利 李 煌 王 丽 程籽奥 桑 珠

法学(法务会计)
彭芷箬 廖 宏 李红蕾 陈 萍 祝文磊 胡贤文 黄思思 杨丽丽 张云房 黄芳兵

史皓友 冯楚羚 郑雨婷 郑潇雨 陈 潜 韩慧娟 李彦玢 黄涵青 吕元睿 柯昕妤

黄 智 王 一 许 瑾 陈济楚 魏思羽 康淑媛 徐楚瑜 徐贝贝 韩丽坤 赵晶晶

周明兴 王康宇 肖忠浩 凌尧帆 蔡晴青 郭志鹏 申 双 陈 苗 曹婉秋 肖 彤

陈季薇 郭嘉雯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胡佶帆 熊娇娇 谢春兰 郭笑辰 袁冬福 杨 雄 邹钰城 吴泽宇 王婕涵 汤文玄

唐 成 胡 胜 付立芬 胡伟文 林寒松 蔡向宇 王燚依 宋建珠 姚继钊

工程管理

陈一丁 丁 帅 文春林 汪浅浅 韩金燕 朱 玲 吴婧怡 康金亮 李相成 朱小阳

张可祎 袁志聪 阮 芳 陈亚洁 侯晓蓉 崔佳文 胡佳坤 陈 妹 肖娜娜
吐拉汗那

衣·木合达尔

许黄昳楠 薛昕怡 朱荣溶 黄思慧 陈佳雯 程怡清 吴海涛 姚文韬
森巴提·阿布

斯拜
赵艳红

温梓凝 傅梦垚 曹婧昳 肖 璐 刘芳聪 陈浩然 张鹏 费梅菊 王 宏 卢勇政

黄丽颖 彭 依 徐亚娟 戴梦云 吴致轩 李晨曦 张丹丹 袁倩 刘 琪 谭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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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樵 章雅丹 王 希 吴 琼 黄日鑫 陈恒恒 陈攀 李睿骁 陈倩 考思源

魏 烨 李艳秋 刘 畅 莫文凤 尚 刚 龙诗琪 彭益敏 李 欢
苏比努尔·阿

不列克木
农国济

刘 静 祝海缘 李 楠 邹煜菲 冯瑞霞 高 艺 郭祥春 游贯琪 钟裔巍 周成林

王 万 肖琳婧 杨婉琴 韦露薇 李 聪
古再丽努

尔·佧米力
王文杰 万丽娟 王 磊 运得才让

王雨欣 胡 晶 揭文妮 于秋洁

管理科学

熊强强 吴 冕 付诗雯 梁雨蓉 陈天勇 吴若凡 任树根 张恩棋 杨忻悦 李泽钰

王鹤潼 苏 宸 明萌熙 赵 婧 常 戈 李泽鑫 徐 薇 刘 浩 邹绿芳 陈萧伊

齐志宸 杨春雷 常紫薇 鲍媛媛 周天皓 陈鸿铭 张家瑞 佟昊霖 龚建峰 李 瑾

周霈然 王宏罡

广告学

陈 焱 范鑫燕 梁 沛 周 舜 乔 铎 李 钏 牟 靖 汤 敏 罗 婷 杨韫璐

周乐莎 彭晓芸 吴金龙 谭 雪 刘 昊 蒋美玲 黄琪华

国际经济与贸易

吴少婷 彭美玲 陈 媛 邱 媛 韩依玲 胡娟炜 冶玉秀 李晓豪 崔童娅 邓婷

周 悦 余迎迎 易 娜 朱九妹 朱维维 陈兴桃 叶明慧 江龙荣 毛建红 吴瑕

曾 香 段水英 舒诗明 张 晴 焦珂钦 张辉华 董轩君 魏沙沙 李泽凡 陈仁辰

郭学敏 刘 棚 廖菡文 齐 欣 魏怡佳 漆姝瑾 付 予 邹明芳 王朱滢 鲁盈洁

曾淑珍 杨 欣 艾娅玲 王子俊 徐如钦 刘倩倩 李 挺 曾宇翾 ARTURTSOY 柳 昊

彭 康 张 琪 陈剑锋 彭永准 王 颖 解钰婷 肖茜文 陆筱彤
BAYARTOGT

OKH
UURIINTUYA

冯玉莹

谢玲玲 易佳丽 但 锟 张 玉 桂佳袁 雷灵妮 冯裕茹 薛 柔
BAT-ERDENE
TUVSHINSAI

KHAN
陈柳伊

肖慧敏 袁思琴 薛紫文 吴焕桐 张庆国 陈婷 祝慧婷 陈佳佳
KHEGAY

EKATERINA 康业泉

程 坚 凌士捷 蹇复松 冯云菲 周 琪 杨燕玲 申 宁 张德远
TULADHAR
VIJAYETA 吴 鑫

黄 珍 易 敏 范子萱 英 瑛 吴 霞 余珑珑 肖钰英 欧阳建文
SMSAYEF
MOONWAR 杨超男

吴 媛 罗 琪 何炳林 龚 瑶 周 悦 程慧霞 张小霞 陈婷婷
NAJAFI

RAHMATULL
AH

邓 娟

涂序欢 胡品斌 舒云天 张 婷 郑曦芝 庄思博 熊展凤 梁紫晖
VORFI

ALBIOLA 李晋魁

刘叶晨 付 静 梁莹鑫 洪思文 单振滔 张丽娜 张登云 邓超慧
ELYAS

DEHISTANI 陈 萍

冯嘉丽 冷 静 唐云香 严科达 李铸颜 王燕茹 陈筱雯 林静雨
BARIARUNA
RACHIDO 覃远红

刘香红 杜 昕 明鹏程 张志豪 胡璐琪 王 瑶 刘晓雅 李嘉婧 胡婷婷 刘 霞

夏佳莉 黄兰平 杜彬彬 范佳宝 邓秋盛 肖贻茂 李 进 彭丹丹 刘郭英 曾川玲

程晓芳 周伟伟 林 佳 吴婷婷 邹琪隆 梁 妍 陈明远 黄诗源 钟淑维 李冁冰

刘陈旺 马丽琦 郭芊芊

国际经济与贸易(CITF 方向)
项 亦 杨 沁 刘宇强 谢 意 黄佳文 罗聪敏 周 杨 王 宁 罗一洲 宋倩宇

王鹤丹 贾 琼 白子瑞 余雯婧 李孟真 于文楠 何盛恩 胡祖元 陈羽锟 李欣航

李唐浩 甘 霖 李宣颐 王新春 胡怡坤 张 娜 许小云 陈 晓 张铭浩 兰华峰

游 洁 尤 凯 李琮琇 龚瑞华 卢雯钰 陈嘉欣 杨佳鑫 刘 敏 丛 潇 吴敏洵

李益林 袁小静 罗 馨 郑珏敏 杨佩瑾 顾瑾 唐晗 熊颂斌 蔡雅玲 田裕丰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投资与结算)
陈 冰 尉 篷 程晗梅 汪志伟 梁浩宇 郑荐升 刘 彤 徐凯航 李艳雯 徐 屹

曾 茜 李婉琳 万逸超 金思奇 陈昌荣 侯 跃 曾子洋 丁 悦 刘维轩 邢淑钰

陈燕捷 张雪茹 李铭晨 晏佳昕 戴育敏 颜 逸 王文健 郑钰彦 陶也婕 王 镯

徐应梓 黄玉洁 严 然 丁 缘 喻忆雯 凌子敬 王志武 薛 燕 黄茂妏 刘昕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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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千惠 朱 清 徐卓俊杰 刘雨佳 王泰波 许赛园 罗文韬 刘雨含 张宏允 易 晟

罗易成

国际商务

高雪颖 陆盈霏 黄 娟 林琰尧 李 诺 胡宝莹 刘嘉杰 郭珊珊 陈爱虎 李胜男

魏明洁 李思雨 赖梅兰 李 文 陶宗霞 朱 莉 甄梦雪 陈秋霞 黄绿梓 唐振雪

陈 军 熊思思 陈星月 窦 智

国民经济管理

杨 康 陈 杭 张志霞 曹绿茵 李 佳
阿依古丽·阿
不都热合曼

焦韦翰 苟宇睿 汪有勤 袁 思

陈 凯
阿迪力·
玉荪

郭蔼颖 翁亨安 贺 迪 胡 彭
奴力拉·奴尔

哈斯
温以萍 李玉堂 刘家旺

海加英措 朱 虹 李鸿桦 江子豪 臧东方 林 勇 占 鑫 张晓剑 宁远武 熊 怀

何力夫 刘定悦 林正超 吴 允 洛桑吉 王以勒 范晓钰 俞凤玲

汉语言文学

傅佳楠 余雪敏 秦克汉 孟涛 宋威 程艳 刘嘉茜 蔡鑫 陈缙华 朱永红

黄曦 钟秤梅 果鹏雷 谭婧 徐尚 张钰青 张兰娟 邱冰豪 李静

行政管理

龚英姿 易 晨 黄莹 杨银凤 肖颖映
阿比旦·艾克

帕尔
刘婧怡 张本蕙 陈妍光 左悠美

肖亚婕 谢明悍 王佳琦 赵世沛 刘瑞霞 吴李海 杨 淳 杨奕明 董 铭 刘 佩

曾梓赫
阿依古扎

丽·艾尼瓦尔
秦 琪 苏津禾 左丽媛 周佳佳 邓 甜 李 蕾 岑倩宇 王静怡

马尔旦·马旦

尼亚提

阿合卓力·木
合亚提

饶瀚茵

环境设计

尹 雨 全华新 杨紫雄 朱尊意 黄 蓉 郑 煜 廖希雅 张 萌 赖美霖 徐紫怡

刘宝达 师冰璐 周艾佳 李 彤 陈俊伟 王 维 陈云涛 梁晓晨 朱习羽 吴 桐

李 智 李昌淏 陈嘉伟 洪美佳 汤婷婷 麦颖淘 袁晨曦 惠恒忠 甄杰镔 戴 晴

袁帅帅 熊紫韩 毛婉成 王青青 张继诚 雷李鑫 林雯君 张 艺 梁嘉琪 孟毅飞

臧 讯 陈乐峡 易留芳 张麒杉 王宝龙 范国瑞 柳 叶 陈艺允 王 珺 方小科

尹子涵 鄢宇瞳 陈嘉慧 薛晨露 李 晨 杨 丹 刘颖恩 徐 文 张 明 于小玉

崔 寒 李成尧 周宏凯 陈超慧 赵世超 胡 琦 钟 鹏 刘柏岩 马平宇 唐 婕

周佳瑜 钟玉洁 胡琦珍 巩 莹 李 阳 杨 柯 董晨曦 丘桂林 徐文琳 邓富贵

陶楠 邹 玉 雷 超 肖 琳 季俊杰 赵志燕 裴婷婷 瞿燕婷 吴枭琪 刘镕淇

杨璘昕 刘启文 陈俊毅 李宇童 辛宝顺 何欣芫 杨美芝 吴仕洋 武淑君 倪兢兢

会计学

曹吉康 李文浩 杨雨洁 王 洋 万 晶 黄倩倩 谢世清 杨 星 杨 丹 吴梦银

夏赞琛 何厚伟 鄢 笑 刘祖瑶 姚 瑶 赵荣皓 汪知音 涂金红 杨 红 辛智杰

王安然 吴紫怡 龙雨欣 蔡云翔 张裕捷 李 聪 叶 蓉 黄章越 龙思梦 万 畅

钟辛欣 蒋敏敏 王钰涵 于毅男 罗珊珊 周圣喜 管耀华 付佳琪 高 扬 黄细凤

雷 旭 危梦婷 曾 姗 严敏捷 郭羽昕 魏 瑾 月杨敏 赵 敏 刘子琳 赵 婕

高若凌 肖志星 胡松涛 陈 珂 陈絮杨 黄一周 何 楠 邹茜蕾 吴昊康 魏运兰

王颖悦 吴卓亭 李恩惠 骆家骏 黄伟邦 汪晓玲 欧阳志伟 旷良涛 万婧文 危钦平

童 莹 冯佳琪 苏厚予 雷杨宁 刘丽春 湛正堃 张美华 刘芳妮 杨 港 熊婧涵

吴照莹 刘正轩 高瑶瑶 肖 艳 张 轩 胡 晔 张心怡 王楚轩 李 琪 朱小慧

陈 倩 李 琪 谭昆朋 夏晓芹 余欣怡 邢 琰 万颀奕 王慧君 黄文琴 邝光耀

董明亮 罗茂容 杨嘉晟 姜宇轩 张涵玥 童大铭 罗嘉豪 黄辛如 王钦路 叶 遨

罗 颖 吴敖阳 苏 丽 张 林 曹太云 崔 浩 徐嘉琪 郭 浩 桂欣欣 温粤鹏

柳晶梅 张潇云 周晓松 刘昕涛 丁雅琪 杨奕灵 葛 涛 胡慧敏 卓唯佳 孔艺霖

熊浩庆 张淑婷 虞耀运 杨 瀚 张 茜 廖 洋 王国平 张伟东 熊小波 郭季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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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央 奚佳宇 吴 翟 孙旭文 华 佳 叶楚豪 邱 妍 彭 鑫 周钰玲 姚玉婷

蔡 婷 钟声定 明 颖 邹兰鑫 李心妍 赵彦凯 丁丽娜 罗太兰 刘震山 马若男

符艳花 陈逸婧 符婧珂 王立昆 张中平 徐 荟 秦玥 谭 明 李思琪 周亦涛

陈永楠 陈炳旭 徐 坤 周诗菡 林庆洋 朱丰琴 应天骄 梁珍珍 胡晨茹 任达俏

黄川纾 李嘉祥 魏云霞 胡 婕 晏 晗 彭丽虹 兰希扬 施凤阳 张 欢 徐婷玉

倪袁如 吴 薇 李晨曦 张 雪 马瑜汝 黄符旺 曾 媛 罗 艳 孟寒雪 马晓玲

邹 锟 袁 明 黎 军 张雨潇 卢瑞琪 刘佳芸 刘美婷 张含芝 刘丽娟 郭书婵

万宇青 雷名鑫 魏楚瑶 黄春露 谢天雨 陈芳芳 饶品华 熊 云 杨 琳 张鹏

杨子欣 涂书坚 吕敬雅 夏艺麒 喻天灏 陶佳慧 伍璐涵 杨雅雯 吴云帆 官晶晶

刘宏旺 张珮瑶 唐丽敏 李明纯 赵文馨 刘亦奇 李 璐 黄佳华 李春秀 曹雪晴

葛 莉 尤其存 王安祥 刘星鹏 景淏然 黄云鹏 王 磊 涂 苗 郭路平 黄文勇

孙晓露 黄 翔 黄雨君 戴 祥 雷玉玲 秦丽云 李海华 曾 东
古丽斯坦·
依不拉音

晏莞平

肖淑琴 毛雪莹 周 汇 刘文娟

会计学(ACCA 方向)
邹淑敏 刘 迅 艾文景 刘佳璇 熊歌谣 刘 嫄 徐 辉 钟邱杰崧 陈疏雨 刘碧驰

吴沁霖 周灵燕 喻剑锋 吴心妍 尹 航 张 强 谢星垚 杨云裳 张雪妍 钟方鑫

胡裕华 彭 佳 李宇凌 喻鑫辰 徐晨玥 伍献颖 巢语欢 周明娟 胡智航 王兰馨

韩裕森 程彦婕 刘宇昊 浦 珏 吴鹏鹏 陈思琪 朱晨亮 洪元宵 万 政 李纯璐

朱浩楠 杨怡清 严苏蒙 郑海宁 杨 晓 林 格 曹兰梦 王峰 陈聿昕 邓莹莹

王 鹏 杨卫频 李雯欣 徐辰希 陈 歆 宁 航 付志豪 吴晓旭 廖子惠 万玉琳

彭佳玲 刘星 宣 原 彭莹霞 杨馥维 赵一凝 林 檩 钟濡蔚 陈 昊 周婷芳

陈亚男 林凡湘 肖婷婷 徐昊天 赖知欣 肖秉聪 赵佳琦 周林洁 林玉岚 杨诗婕

周思梦 宋欣悦 姚凯玲 袁 媛 张倬铭 章楚萍 黄佳慧 陶雪舞 刘华珍 刘玉奇

张雨婕 陈 蕊 朱浩翔 杨韬韧 黄建高 万 馨 许俊彦 杨雨杭 陈彧嘉 张庆平

蓝 欣 殷文婷 郑 赞 万 昊 刘鸿涛 张丽瑶 陈祥京 喻雨千 刘 乐 罗紫珺

周薛睿 陈艺文 衷婷婷 熊 莹 杨 萍 章意宏 闫 晗 邓丽雯 韩 冰 李 欢

刘 婧 李熠伦 林墨欣 傅佳仪 朱紫薇 贾凯旋 杨沈意 占之瑶 胡耀丹 曾培艺

苏思铭 周雨婷 赵天一 芮文轩 余欣远 王 舒 汤智鑫 刘云梅 杨健蓉 廖雪雁

廖龙秀 肖 洁 徐博文 叶佳妮 刘雪莹 文一竹 陈竹青 王艳峰 李 婷 龚铭杨

余恭青 李 莉 宋紫君 李宸昊 刘诗宇 张耕硕 蔡 央 邓如玥 黎芙伶 谢安琪

李若晗 章佳颖 姚智坤 徐远麒 罗 毅 康佳豪 谭翕娴 李 洁 邬丽颖 吕 康

余思嘉 黄文庚 李文蓉 赖子玉 王 俭 周玉莹 吴中杰 周文俊 叶庆榕 金 伟

吴 琪 曹子文 徐舸涵 刘 畅 胡雨露 胡梦琦 戴楚微 袁华珍 陈 崇 谭子鸣

王瑞浠 胡 隽 卢 山 刘 昌 钟 婧 廖佳艺 顾悦心 周婉琪 金东慧 熊俊昀

王 甜 过金铭 龚 钰 杨 瑞 黄亚茹 刘丛丹 余园花 杨 权 王 硕 刘紫云

会计学(CIMA 方向)
杨蕙菡 汪士琦 张 赫 刘 玥 刘小美 张净豪 葛颂蕾 李梦影 郑采薇 彭诗琪

刘 宇 张 莹 赵 媛 李雪薇 张 阳 王 雪 刘 妮 袁藩文 陶心晨 陈灵宏

杜泽源 杨子瑜 白依纯 邬思懿 王晓月 俞 震 白潇松 赵睿羽 周 静 周 睿

刘力嘉 潘晖 傅家浩 范琦琪 刘晶芳 熊璟鈺 范卢玥 杨蓉蓉 李博炜 胡慧婷

何佳松 陈书涵 史觅源 曾梦和 刘艾琳 杨元清 池琢真 任 钰 胡雪瑶 张雨婷

邓晨芳 武佳琦 朱希雯 胡惠洁 陈裕翀 于浩淼 隋承志 艾振祺 魏砚秋 张 超

马怡然 叶剑岚 梁佳斐 程心怡 刘晶晶 漆 沁 杨 帆 孙偲琬 廖雨晗 姜明远

林晨露 康 靖 邱嘉艺 黄 琨 肖心仪 欧阳穗 龙 潇 于洁琪 付予新 曹添淇

陈 茄 廖钰娟 崔笑非 赖航伟 江中杰 葛顺欣 闫芳玉 尹秀锦 赵 韬 文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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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惠芹 韩明昊 涂志娟 卜小杰 王梅力 黄文瑞 曹 轩 林逸群 邓 婧 陈佩钦

会计学(国际会计)
秦孟玥 潘 静 刘子恒 黄锦烨 吴 红 刘炎溪 喻 惠 吴 涵 刘雪芹 马志强

邓怡冰 朱贵龙 程 璐 余书铭 吴昊龙 吴文平 孙悦萌 叶品含 周 宇 王佳梦

晏晓薇 徐文俊 伍晶晶 支添阳 章 燕 王 兢 李嘉琛 刘 娜 张紫馨 全为民

冷新月 黄 琦 刘慧婷 孔 璠 陈宇轩 潘兴 李建新 皮淑雯 单艺佳 肖金亮

李子浩 夏健鑫 雷 赛 彭晨昱 梁 茜 杨兰宇 陈佳琦 李 伟 曹 犇 林 静

王非凡 黄丹仪 肖亚东 艾科文 童文婷 宋婷 吴欣阳 赵 拓 刘 洋 曾千珊

吴雪纯 唐凤菱 谢瑶君 高 洋 万绍伟 廖怡晨 陈 璐 杨 薇 罗文俊 戴如嫣

卢德辉 吴鼎珺 胡诗怡 吴 硕 易永鹏 张婧儒 周 硕 胡欣弘 朱益婷 曾一凡

胡惠娴 花雨琦 杨颖卓 陈逸雯 邱潇潇 章胜祥 杜靖薇 余猛辉 喻 彬 甘琦武

刘宇帆 陈 虹 袁小容 张 远 汤乃菁 芦建红 胡嘉明 邹 适 陈艺哲 吴洪刚

万 烨 高 攀 朱 鹏 黄 飘 凌 涛 黄馨雨 凌抒凡 雷钰莎 王 丽 徐阳奕

朱猛波 刘嘉慧 姜道志 李佳玮 谢观倩 曾抒繁 鄢子腾 梁 博 王欣湉 吴志欣

哈 桃 罗涵倩 孙怡青 黄子琰 徐 盼 张雅芬 古非凡 周兰心 郑书琼 黄萃妍

黄雨微 欧 婧 罗玥琪 张 盼 李思梦 徐 娜 谈妙琪 孙怡欣 刘喜玲 汪瑞聪

徐子如 胡博豪 郑晴朗 吴 莉 罗 佐 张凯彦 舒 澜 徐诗涵 李 晨 王管子柔

祝文璐 孙云叶 吴 豪 罗一洋 吴晓婷 宋子鹏 徐 腾 吴艳潇 傅译莹 张 姣

虞 娜 凌小媛 习淑婷 桂佳丽 史 骏 席佳然 汪志君 董玲慧 罗洪潇 吕 聪

邓姝娴 祖浩原 冯慧婷 张启浩 易鹏程 邓 蓉 全敏旖旎 杨清羽 周栖源 谭斐耀

邹蒋月 邓文轩 兰 程 付欣宇 陈 燕 任国琛 杨欣瑜 陈 行 龙思琦 经 羚

龚钰琦 张恒玮 刘竞雄 嵇亿宣 聂鹏珺 杨 柳 吴 雨 杜姝涵 刘华睿 吴 枢

王祎藤 邓子怡 吴越越 张泽亚 胡关越 戢 慧 高 婧 冯紫薇 欧阳京 卢思羽

赵婧婷 费虹晴 宁 静 黄 昭 邹绍铖 蒙晔雯 刘 洁 秦小璐 何静仪 黄昭君

伦凤婷 王钰飞 熊乐佳 张雪菲 王 琪 王晨阳 万钟亦倍 刘 雄 郭 宁 吴雨晴

戴枫琴 吴淑娟 郑嘉娣 王雪琦 孙惠芳 卢子歌 吴英凯 涂镓丽 刘 怡 彭昱豪

严 爽 姚卢晶 刘 琛 李 琪 夏 亮 黄 清 王海帅 肖紫薇 徐冰茜 谢 凡

曾靖媛 张正一 王祎之 张芮菡 费星怡 胡安琪 吴恒素 田子晴 周雪雯 晏邓辉

黄玫裳 周利文 魏 巍 张孪宇 黄 榕 廖静怡 兰 睿 聂禹轩 熊 欢 许 娟

李 鉴 唐钰莹 揭菊艳 王 颖 青锐鑫 李璋琛 龚茜茜 冷 波 张诗伊 杨 依

刘城林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刘会萍 谢李露 马若青 王雯婷 艾 笑 周天昊 上官杨子 张 苏 张 静 楚丽娟

黄 婧 王 茜 万绍祺 陈 慧 李龙恋 吴乐飞 万常康 刘家奇 李晓翠 邱晨璐

周 澜 章晶 赖国梁 张雅静 黄慧珍 聂 聪 刘 毅 郭 静 祝熙瑜 刘 慧

张艺馨 赵琦 魏雅甜 姚钰绮 奚睿哲 姜 悦 曾 婷 李观鹏 陈苗苗 晏露菲

陈梦蝶 聂娟 阳 玲 熊文欣 董秋晨 王 婷 高 璐 钱梦娜 贺 杨 沈盛洁

杨 莹 罗筑馨 黄伟娴 王 蓉 张永梅 李玉华 黄玙敏 刘 艺 谢 坤 陈雅婷

许 柳 刘柔汐 王 环 王丽群 舒心艺 朱美玲 方梦晨 陈 敏 张耀臻 陈如祥

聂 添 肖怡之 何悦春 杨文辉 王瑾如 曾星荟 吴 妍 廖如雨 梁佳鑫 林 洁

吴 腾 欧阳医 史可佳 李 茜 蔡蕉婷 曾靖莹 王 艺 万嘉明 周 佳 陈春瑶

刘 鹏 辜玥涵 吴抒楠 刘 瑀 赵婉辰 王丽雯 江瑶瑶 李主玲 闫卓聪 宝青青

符芳玲 李佳珍 赵秋玉 张博赟 张 静 杨玉琴 万鹏程 方岳塬 占艺乐 洪梦月

钟思雨 周 艺 曾 瑶 刘小慧 戴 桢 夏世萍 胡晓慧 丁艳梅 舒珺怡 李 格

周梁英 郭 婧 陈奕汐 李 越 欧阳亮 刘章玉 汪 全 雷靖弦 黎 倩 张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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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君 石鸿雁 林 慧 危海华 蔡梦婷 廖 强 张毓新 张 晓 杨 瞻 唐斌杰

应清琳 许雨欣 罗 雯 高世琪 朱哲威 曾泽宇 吕玮晨 廖紫汝 曾露瑶 花楚楚

彭小芳 茅潇丹 林佳妮 胡 鑫 傅江雯 龚依梦 周 露 兰 洁 汪峻宇 丁焕飘

邹意容 胡 蓉 邱静芳 梁 杰 聂 可 陆双庆 肖慧慧 毛雅芳 黄立婕 易曼佳

周宇欣 朱曾俊 赖冬梅 江一平 黎晨龙 黎 欣 曾娇霞 邹 舒 陈诗扬 沙雨琦

廖宝锋 金 晨 王 蕊 韩艺静 林小婷 黄苏苏 肖 顺 余海茗 张亚雯 蓝紫微

宋露露 魏琦璇 饶舜禹 魏彦琪 吴伟帆 洪 汀 曾 聪 陈 浩 刘琦琦 王梦婷

邱子娴 乐靖婷 宋曦航 薛有森 吴怡菲 胡晓丽 孙 艺 姚维涛 黄燕琪 张莉薇

颜汝恒 康 蕾 高蕾芳 曾繁衍 赖慧敏 王 荻 刘子栋 何洁璐 陈凯丽 周沛艺

鄢 佳 王以萱 熊艳琳 梁 源 李志琴 张 婧 史梦月 楚雅欣 黄魏灵思 郭重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管 赟 廖 欣 唐茂瑛 李静娟 王 皓 乔宇鹏 李鹏茂 杨子悦 詹 鹏 邱文凯

赖 菁 高 源 张 攀 汤 露 黄 杰 王 睿 黄丽萍 孙大永 钟 裕 倪梓欣

杨永盛 甘 平 李宛蓉 汪梦婷 胡志腾 刘丽霞 陈伟群 张欢 张 晨 李润飞

武齐乐 黄承雍 刘远超 李艳丽 邹卫东 张海艳 薛 锦 李晟宇 洪 松 郑竟怡

张 俊 姜倩倩 李 好 卢久锋 许亚西 张 鑫 赵凤园 周媛媛 于千惠 周兆龙

刘 雅

金融学

杨 璨 邹科瑜 赖梁诚 何 莉 陈新国 罗心月 李浔峰 黄 鑫 谢国毅 林雪华

周 婧 李嘉华 黄薪宇 张 琦 张文权 黄 维 胡 嘉 王劭杰 仁青次央 孙子民

范佳敏 高 婧 陈 昆 黄梦琪 陆才强 王汇丰 张玉明 郑才蓉 漆鹏成 洪柯嘉

欧阳舒永 钟惠平 范敬平 邱玉丹 李文凯 黎剑汶 张舒媛 李 娴 谢文萍 彭思潼

张子钧 舒子玲 杨 婧 甘 璐 肖天宇 陈燕萍 曾贵卿 胡载港 方雅琪 杨一都

张 悦 邓航舰 杨丽晨 章梦轩 胡 燕 刘 江 姚 满 徐彤欣 徐凯歌 杨宇锋

刘妍妮 肖琪琪 彭诗艺 彭 欣 谢彬芬 巫 蓉 罗 盈 熊瑞思 方源清 包小瑶

简 靖 徐心雨 袁志昊 谢 慧 何 杨 蓝 妍 冯健然 肖璐璐 陈银洁 李佩佩

陈应根 肖观华 傅心怡 刘丽青 浦 雯 刘贺梅 胡小贤 黄金萍 廖圆圆 方 茹

贺 超 周 青 罗佳文 曹 萍 朱 滢 毛 莹 付 苗 许锦辉 彭子彧 王 怡

张晨曦 胡雅慧 刘梦琦 毛丽晨 陈启颜 陈 嫔 刘思梦 彭 宁 柯 研 刘 佳

柳华斌 刘 悦 陈思嘉 魏筱鋆 邱 杰 周嫚琳 王再超 陈 壬 雷学成 周佳琦

罗 丹 郭 琳 方 祥 张媛媛 周 超 王 锴 黄晨宇 陈嘉扬 冉红红 陈艳芳

袁智尉 赖小雅 冯繁繁 王晨曦 李亦欣 蔡心怡 白斯璇 徐梦辉 陈主恩 徐以哲

涂明昊 姜乐宜 彭 勤 曾 晖 钟伟明 范梦婷 吴作燕 张晓研 韩 雨 陈 慧

梁琼琼 何 晶 李梦轩 毛兴栋 刘玉宝 赖根华 黄 瑞 邹子慧 金钧天 沈丽丽

薛佳欣 杨 郁 赵银龙 彭纪林 戴嘉妍 雷 晔 张 雪 刘盛源 金雨晴 吴 意

贾 芮 陈家豪 吕 敏 杨 云 赖侨俊 徐林源 钟绚芳 桂鸿宙 龚歆然 梁 媛

林子童 李 扬 陈紫瑶 陈家豪 李依婷 杨惠敏 徐昕豪 邹美芳 李 聪 孔紫琼

马玉平 辜美媛 闫 晨 陈思婕 丁守娟 袁文佳 陈思思 蓝雪纯 涂昊斌 徐小青

王欣怡 赵 莹 林立敏 廖 娜 易 燕 杨思睿 金志川 陈梓伟 宋 慧 郜 丽

何冬平 晏琳琳 郭 旗 唐诺兰 卢紫潭 赖海燕 杨志坤 胡志程 徐惠婷 吴 丽

刘家毅 金淑颖 廖晨辉 黄思棋 钟 倩 邹贵杰 李铃童 陈 雯

MARIALUISA
NCHAMA
EDU

NCHAMA
杨祯谨

蓝 峰 徐宏霖 魏小珉 杨 云 杨 政 孙毓灵 冷玉婷 魏梅艳
SOUPHANSA
OUTHAKAYS

ONE
林学文

徐筱琪 曾伟华 姜恩莅 刘雨珠 刘欣玲 梁 知 陈卓婷 欧阳佳君 刘振昌 胡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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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小玲 张 影 熊雅琦 伍宇轩 袁子涵 肖忠瑶 陈 奕 徐 妍 侯志杰 童思清

廖书勤 赖 皓 詹 宇 陈积桃 陈祺文 胡 斌 何凤娇 梁 易 尹 航 吴启惠

黄 超 刘启明 张舒琴 卢 超 何艳梅 涂明浩 王 星 李学勇 李 悦 谢婉清

金融学(CFA 方向)
王浩翔 徐 拓 屈 港 申红涛 王东泽 夏家豪 卢琦 钟涨华 曹 伟 丁永辉

吴嘉俊 吕继微 吴冬华 魏振宇 潘若丹 唐圣泽 林建鑫 黄宇翔 潘琳炜 欧阳辰东

李彦潼 吴 祺 任沐华 张 沁 阮曦博 赵旭雅 余希亮 徐 涛 李昱樊 陈 美

程巧珍 樊 森 张嘉宸 杨可为 饶莞梅 邓暄豪 陆忠海 肖 潇 黄小群 曾 林

刘 曦 罗旻雨 程文杰 邓尉卿 李淑萍 陈艳雨 辛燕菲 田琪彬 吴诗伟 毛 宇

汪沛轩 邢 健 陈 谦 蔡佳宏 石涵玉 叶 聪 谢泽阳 迟 颖 龚嘉韵 曾 颖

利嘉颖 许航铮 赵文静 陈嘉恒 范毅成 徐 奕 杨 丽 赵凡宇 叶子韵 李凯锋

郑心怡 冯懋轩 龚仕轩 孙茂桐 李尚珂 饶志豪 陈伯韬 刘 静 萧素敏 朱高楠

温丽娜 雷 阳 谢咏红 林慧萍

金融学(FRM 方向)
冯紫薇 宋耀迪 尹 彤 李铭洋 魏 玮 陶 鑫 秦 瑜 谢虹龄 施成昊 徐丽鹤

吴沪榕 叶智韬 郭晓雨 高瑞谷 徐昕宜 帅思叶 张 杰 秦雨轩 赵 康 杨子裕

蔡昌翔 兰秋梅 梁子璐 陈梦琪 张莹 姜 林 周子涵 王纯然 曹 城 苏洋光

闫宸玮 薛童 董晓艺 周 楷 潘毅峰 韦紫金 钱哲媛 杜梦卓 卢玉玺 谢宏章

丁 青 张燕琳 张婉琪 何宇深 孔 敏 吴雨馨 孙安朋 尹自溪 邝文清 王隆棋

杨茗寰 谢璐谣 邱宇豪 陈 楚 徐 璐 古紫柏 卢 楠 吴桢宜 张肖媛 刘坤宇

王 晖 王煊堰 蒋博雅 姜耀星 于景明 王司晨 王 昱 赵文昌 朱梓瑜 陈安东

王毅诚 张子严 陈思旭 梁杨宇珏 汪文翔 李 强 吴丽薇 程 聃 甘乾林 何佳林

王一登 宋 凯 程 陈 洪豆豆 鄢国平 曾 奇 刘 旭 黄泽芝 宋凤思 李欣怡

金融学(国际金融)
罗熠琦 程佳琪 李伟杰 谢 慧 李若静 刁云恬 汪雅璇 徐子林 郑天民 王 鹏

杨雨姗 黄少洁 蔡汶轩 唐 瑞 金卓男 章俊彦 樊 霄 刘 柱 刘晓丽 蔡心梦

杜子斌 张庆彬 周家铭 谢 超 胡诗梦 董琪傲 陆 青 黄楚怡 杨舒然 肖 怡

倪昊南 周赛男 黄 芬 王逸徽 涂玉洁 白俊龙 夏旋坤 吴梓弘 盛文笛 高 偲

王莉雯 刘 沁 李一山 何静仪 郭家佑 陈 晨 王俊豪 曲世纪 刘云萱 张 莉

李晓娜 饶强华 邓 蓉 吴志平 舒 斌 龚梓晔 陈 刚 范云卿 陈凯旋 钟林杰

潘方正 杨 蕙 孙予浡 何微贞 逄希贤 芦小君 章佳俊 何金森 王 玥 陈沫伊

张文彪 屈盈盈 贺小榕 谭嘉玮 孙启阳 高寅轩 朵丽娜 万嘉欣 荣钰杨 陈 煦

谭惠之 徐子欣 江梦醒 董 妍 郭 豪 叶 菁 李 超 曹剑桥 张含旭 文彩霞

曹子煌 潘漪菲 刘 宇 肖 松 胡颖洁 张晨玥 张悟青 李思远 姜 娇 郑青青

徐天馨 熊 莉 吴雨晴 谢博涵 陈菲雨 左开宇 刘煜鑫 黄玉婷 朱星颖 余 倩

刘 瑜 朱丽叶 薛缘杰 黄振宇 熊博文 李佳寰 谢殿铨 李静宜 苏益清 陈诗梅

梁振邦 张颖娟 舒 迎 邹骏程 李 峰 杨进飞 邬祾琪 任 丹 林 钏 曾 晨

朱若兰 刘芝渊 刘 穗 谢 琪 于昕宇 陈思琪 陆程冉 邹俐霞 江一波 李纬昂

赵 凌 赖 祥 黄铃珊 丁 杰 戴楚凝 包宜欣 夏语蒙 韩蕊旭 喻春华 陈春林

陈 晨 牛泽林 黄定方 杨 侔 肖 帆 李 坤 肖 扬 马 雨 应 瑶 卢学文

陈永琪 马晨琛 毛颖晶 刘夏炜 叶 婷 季 婕 毛瑞盈 袁雄起 曾德涛 杨祉豪

张琴琴 任世赢 付 欣 张 芃 詹淋锐 许 亮 龚华江 莫晓尧 沈 慧 叶思捷

彭天乐 程 星 李 靓 江甜玮 张海韵 陈 振 王 芳 余 迪 吁伟峰 王 亮

肖乐扬 夏巧丽 金星汝 周俊杰 丁文君 陈一帆 黄吴锐 郭彦如 余 辉 廖哲宏

龚子晗 钟欣哲 孔 亮 莫智斌 刘入铭 徐蓓蕾 李近道 张一鸣 黄 凯 张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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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晗彤 温心园 王 童 徐振华 魏嫡琼 罗泽艺 李 健 贺 棐 张 欣 鄢 彪

骈 策 陈楚珺 伍 悦 李静莹 熊雯婕 周 玥

经济统计学

陈峻峰 黄云青 徐良平 董金鹏 赖邦政 张彭思靖 凌娇娇 邓焕蓉 马鹏飞 任喆鹏

谢 娟 刘姗姗 钟 璐 江妮妮 郑姝妍 罗艳秋 高志超 施钰波 闵鹏宇 徐红红

黄爱丽 黄楚雯 薛 峰 旦增玉珍 熊 凯 吕嘉伦 喻晓东方 盖志勇 王芳林 王书琴

孙汝瑶 刘小荷 弥 密 杨 润 谢天韵 王筱童 叶建文 葛婷蕾 管 斌 刘 璐

周雨清 杨光俊 张雪松 刘文强 张东凯 陈潇骥 晏菁晶 林 颖 朱丽环 熊雅婷

连茹颖 陈 悦 刘梦菊 旷 骐 潘 婷 王逸姿 李丹丽 江中柱 洪蓝遥 魏 筝

马梦雅 邹林鑫 赵 琪 李屹轩 邝玮琪 陈志强 李天宝 刘久坚 林 剑 曾若萱

李 岚 李彩彩 江雪怡 左奡楠 邓涵宇 李梓绮 周宗豪 邹静依 方 川 刘樱洁

杨 露 时 瑜 袁琦璟 黄日铖 杨希琳 谢海涵 陈 灿 刘青娟 王 鑫 柳 阳

高嘉丽 何 歆 谢元鑫 王若笛 游 敏 初文超 李 娜 张 楠 孙丽炫 郑城霞

敖文群 刘 昊 王枫林 孙宇晗 甘姝玥 吴志刚 左佳蓉 袁敏慧 范珊珊 杨璐米

陈洁茹 罗 璇 宋金燕 刘 佳 吴新浪 王琼苑 蒋玉凤 谢欣妮 史文欣 张梓芊

陈韵竹 陈 允 杨琼堃 凌厚哲 聂梦云 郭雨婕 顾则宇 陈思科 肖婷婷 丁可欣

赵舒宁 操佳雨 魏 潘 洪 燕 李 钦 胡亚丽 柯瑞萍 张 苗 左鸿宇 朱荣祥

余 晴 李沅旭 陈 楠 高文正 王思杭 萧志彬 万昌龙 耿 钰 鄢志明 郭天宇

辜莎莎 刘冬梅 文柳清 邓水丽 马福平 朱晓玉 王步云 丁文君 钟灵毓 康淑慧

李凯丽 谢 健 仲谦益 马兴媛 郑玉欣 万桂兰 韩 磊 郑靓姿 唐思晴 康 斐

孙红芳 薛滢滢 范慧忠 曹微微 周汕安 张 抗 孙婷婷 蒙慧琳 孙春波 许森林

李 丽 孙惠易 郭婉儿 应 敏 李 秋 谢 娟 张欣蕾 毛 犇 刘晴雯 谢艺璇

盛波红 卢 奕 冯伟文 张 政 邹燕萍 吴宇婷 黄庆峰 周 弯 张碧源 张 楠

卢华玺 郭小小 戴淑香 黄良珠 成佳祺 柳海娇 曹佳能 德 央 程理政 郭 倩

范 清 周宏杰 陈方园 刘志琦 郑梦玲 王 琛

经济学

熊殊颖 曾 溪 吕谱芳 张良安 牛丹丹 郁晗 武宇浩 孙诗畅 杨航 周子维

钟章辉 危伟珍
古丽米热·吾

麦尔
谢会露 俞子微

图荪江·奥斯

曼
赵浩彤 谭明钗 卢志恒 王燕

李俊逸 朱雪林 李桢 阮文泰 项慧平 谢恩萍 汪雅琴 冯钰鑫 吕鑫 凌慧

袁萍 周国胜 韩玉娜 汪钱才 刘意 魏荣 张玉亭 宋汪洋 张玉雯 肖艳

王欣 黄三 黄志明 刘国鸥 梁耀锋 董雪娇 周超 毕淑婷 王晓菲 邓炜

李悦 黄盼 李倩倩 谭毅 龚宇霜 陈云辉 蒋娜 万进 周婷婷 李萌

王舒敏 谢逸超 马慧君 叶睿泽 胡志军 孙金山 刘育峰 刘园 李琳 徐睿

郑瑞 胡莉燕 章园园 付莹 孟欣 吕胜红 邱婷敬 吴雪莉 李卓迪 陈翀

黄兹龙 吴来洲 张迎春 陈吉 胡欣 杨敏 易梦婷 汪彦赤 祝建伟 冷佳勤

陶琳 廖川成 施慧玲 邹雨柔 游伟强 朱铃镇 万芳 周丽华 江路顺 陈旭

史建文 孟昊 刘志帮 朱雪原 包吉祥 段宇 黎荣乔 李俊威 林曦 袁瑾

周浩贤 庄天宇 任俊慧 周学文 施彤彤 梁圣钦 汪海蓉 陈紫文 童婉娟 任倩

罗静伦 李波
帕尔哈提·艾

合麦提
涂继伟 张金卉 李思媛 曾冠豪 王嘉慧 朱海晶 瞿天舒

李晓清 霍梦影 贺小红 赖怡 杨婕 黄宇乐 刘竞羽 杨婷 刘柯 曾艺

孙博 周婷 凌妮南 肖珊妞 肯巴提·艾林 甘飘 王欣玮 邹琪敏 魏洋 苏莹

王琪 钟迎港 陈思宏 邱寒铄 黄敬垚 杨健康 马瑞华 田国庆 赵丁丁 周洁尘

邵威 周永浩 李玺
拉扎提·哈麦

提
郭昊 王周慧 蔡欣洋 吕勃乐 陈婧 费银

雷欢 朱飞横 张付强



171

劳动与社会保障

廖怡群 刘莘桐 孙 颖 黄泽寰 刘紫玥 自倩玉 黄文宇 罗显荣 蓝颖霏 曾祥荣

纳晓梅 王海玉 章竞翀 钱佳丽 代玉林 李燕飞 孙艳梅 钟 海 曾志敏 何仁朦

普良福 苏竹青 王 腾 潘 艳 林梓乔 熊贤明 次仁德央 毛 帆 胡蓉蓉 陈 浩

刘梦思 贾智多

旅游管理

万毅欣 李嘉楠 吴芷菁 程文康 袁梦华 余小英 李萌丽 黄佳慧 黄书勤 李盛泽

李 嵩 田星太 胡志宏 刘小敏 林青青 罗春婷 何 婕 吕天助 杨 娴 周方强

王佳静 支钰婷 邱祖武 肖 荟 文 媛 陈路桥 苏婧媛 杨惠蕊 王彬倩 左文娟

单承琛 郑辉宏 王丹婷 贾小琳 苏 燕 闫星宇 彭满洪 吴淑琴 周培颖

贸易经济

徐恒丰 罗 念 周 桦 刘 彤 徐颖颖 陈晓婷 张 勇 李 航 毕庆雯 汪一帆

许 璐 柴长虎 高羲颖 吴佳丽 王统宇 秦家栋 汪子琪 汪欲伟 陈道宏 王延昊

刘 放 吕姝颖 汪美华 吴 然 林 杨 华诗怡

人力资源管理

欧阳欣 俞玲娜 章思雨 张 妍 杨 洁 马雪珺 林爱妮 杨 晨 许榕玲 邓奇

方思琦 钟泓琳 徐静瀛 漆智彬 陈春媛 李筱婷 熊 巧 邹碧青 寇 娟 刘如雨

邱星宇 周蕴文 李慧慧 周子灼 卢 瑶 张莞琴 刘 香 郑会情 朱 婷 曾希灵

周 洁 廖金曲 于鑫鑫 李孙民 郑李弘元 王 柯 余多泉 肖祥凤 章 镇 吴晓英

范雪璐 陈闽城 李嘉欣 翁蔓缘 方 会 郑心雨 陈宏达 王海燕 李 雪 康惠华

王 燕 吴 俊 杜 瑶 周倩梅 范德煜 宁 可 卢 娜 刘 芸 钟小春
ENRIQUE

SANTOSAVA
ALOAYI

颜 佳 卢 艳 吴 玥 谌 静 洪燕玲 祝养浩 张 颖 叶淑珍 陈师军
MOHAMED
DEKADAN
AHMED

张家卿 库宝玲 叶小萱 许豪华

日语

张 圆 周慧敏 党嘉良 鲁小娇 余静怡 文军英 陈智权 姬天依 涂 洁 郑凯中

王晓慧 崔子君 宋美娇 包 伦 朱玉琳 黄鑫龙 徐家啟 陈天华 冯梓轩 冀 博

熊思楚 刘欣承 代家萁 黎平江

软件工程

王纪伟 何宝波 梅阳照 蒋 仑 黄昆淇 曾姝晗 黄河图 王琪龙 庄莉娟 吴丛明

朱南飞 李济民 章鹏宇 罗紫宇 万进勇 李溪宁 梁楠昊 郑志文 黄文君 杨文俊

李芳洋 杜愈强 张泽兴 万领顶 陈 牮 杨 卓 曾凡洲 李正番 吕 康 方君伟

罗玉婷 周 恬 陈林艳 万玲莉 盛 莉 汪 斌 邓 治 王国志 万嘉玮 邹广福

昌国根 彭雪锋 罗嗣搏 刘佳铭 易 汀 雷紫依 熊 俊 李 颖 黄 扬 石 勇

杨庆超 谢作辰 曾浩宇 徐 莉 杜启威 陈 启 张 旭 胡庚琪 吕贤平 张建林

聂子鸣 曹利坚 罗 驰 卢 芳 邹紫倩 刘俊平 李国祥 张意德 万泽云 高 枫

徐真华 谭小莲 蔡 聪 李梦雯 谢泽龙 涂杰辉 何雄平 徐冰毅 谢小颖 严律己

戴牧阳 叶志伟 但成立 李紫栋 温林林 蔡小鹏 计 策 刘 娜 郑乾军 朱 嵘

徐佳璇 上官之博 石 超 李智坚 李可小 胡凌峰 刘慧茵 李 沛 段思鸿 颜楚鑫

潘世鑫 梁根福 李峰远 蓝 康 熊志龙 甘伟浩 袁兴辉 乐 虹 倪子红 威尹娜

邓 素 杜李兴 石文亮 熊智聪 邹 玲 余 杰 吴志强 江佳钰 姚伟华 胡文颖

杨博涵 王 磊 陈桃春 张紫薇 肖 欢 徐 建 陈天宇 赖林宇 钟文斌 彭 鼎

王子正 张 雍 胡 彬 熊 凡 刘风洪 陈 翔 严 婷 谢黎颖 刘 浏 蒋子笑

周 超 陈梦薇 曾阳若愚 刘琛炜 范佳华 丁子岩 江晓颖 谢俊杰 袁翔翥 刘嘉城

曹 敏 黄纬纶 华劲博 黄 晨 桑勤鸣 晏 辰 何 雨 谢甘霖 甘少林 刘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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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逍逍 漆书凡 唐增睿 李文俊 朱贤旺 万 胜 刘云浩 叶一鸣 杨发鹏 张 毅

曹宗泰 曾李媛 朱 凯 彭江平 苏芝婷 邓志远 徐唐剑 董慧萌 徐镇天 华炳森

蔡 鑫 黄 广 黄溪舟 姜 建 李泽艺 郑森洪 刘林涛 肖志远 邵 楠 陈雅璐

赵旭炀 黄佳伟 徐燕青 王啟亮 潘朝红 赖宝强 李婷婷 余 欣 郭思铭 李 钦

邓松松 吴劲劲 徐振亚 严华英 刘 庆 何志新 熊 斌 王良晨 李富强 陈清政

石逸凡 章新豪 王志远 刘煌明 王 斌 朱睿祺 郑华健 严世志 占俊卿 易思敏

万峰瑞 魏 诚 刘俊良 张道观 龙水晶 黄金宝 俞建涛 柳晓文 甘思鑫 易小荣

鲍 骏 万 蒙 喻力安琪 刘远鹏 邱剑强 刘梓杨 程 晨 熊荣煌 廖强强 马 莉

冷 丹 孔永靖 刘 杭 陈世明 杨林昌 魏林锋 毕津源 刘 祥 徐 玲 杨静远

郑好利 江 昊 熊苗苗 洪 琛 尚逢泊 龚巧琳 袁阳阳 万 靖 邬嗣敏 周文培

张文涛 陈关元 李煜哲 魏德旺 高蕴芸 江慧慧 徐成松 徐少华 李加华 薛耀杰

杜鹏睿 曾辰浩 胡章杰 冯家兴 贺成城 扶婕 万羽辉 万昊明 应明明 罗贤龙

尹 珲 张雅芳 刘建宇 聂 腾 徐安根 邹志峰 孙琳 王万诚 孙佩雯 周红红

熊泽洲 张柯颖 李佳成 郭 超 喻晨恺 胡宇超 吴 超 邹俊彪 余拔金 陈芝凯

谌安龙 苏义豪 胡有翔 胡 搏 叶伟宏 李超群 徐一申 武哲纬 聂 尧 童 淮

邹长峰 宋 扬 罗昕东 廖若晨 李家兴 李书琴

商务英语

翁雅葳 王雨瑶 王振宇 刘家豪 张丹茹 陈子衿 朱旻雨 王璐瑶 史隽萌 刘雨凝

罗雪珺 王滋熙 谢 静 曹林英 李 帅 王芳 孔新星 张季百惠 何 楠 石 平

宿方垚 周昱含 刘安悦 邱思思 魏 涛 刘忠旭 李印帆 谢英敏 陈紫璇 张世宇

张 琼 刘 洁 王佳豪 朱沙麒 杨 俐 黄 晨 彭 琪 刘灿玉 陈莹茜 熊珍珍

黄淑敏 刘林峰 易 兵 周 楠 魏烁轩 赖艺珍 李 琪 庄贤荣 梁甜莹 彭佳钰

王仁韬 刘茜萌 黄碧莹 柳 颖 庞 博 杨 强 黄姗姗 王 一 冯志琦 刘 程

傅晨星 何桂林 谢 倩 汪紫蔷

社会工作

张晓玉 潘骁健 扎 西 张朝飞 丁丽娜 李 娟 王强垒 李雪妍 张锶倩 瞿先达

屈群丁 金新婷 孔祥平 黄小上 刘书越 陈敏钰 汤茜琳 邹 阳 杨 粤 孙佳奇

杨 竞 袁亦子 顾 颖 谌沁子 钱兆宸 樊昱杉 陈毓森 陈 煌 邓裕琳 阳 鑫

邓旭昶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丁茂金 吕随英 仙同坤 胡旭旭 李吉青 任永强 朱 超 黎晓东 曹厚广 梁 栋

施鸿毅 刘茂宣 王 熙 冯新硕 冯兰婷 刘士佳 蓝艾莲 刘腾飞 赵 馨 张洪毓

王志文 张文锴 康 琦 矫立雷 邓 杰 黄志坚 孙华龙 夏 凯 张 凯 朱 凯

郭世辰 郑刚毅 文 波 张 硕 孙 宇 邓 璇 范帅强 刘化楠 徐梦鸽 李高峰

易泽昌 陈晓芬 徐 彬 章开钧 唐宗建 李金倩 尤铭淮 朱奕帆 郭泓斌 蔡靖维

张 俊 陈 博 欧阳坤 蒋肖玉 许 程 董雪凤 张振磊 李昌龙 赖伟濠 王世军

刘星宇 高 俊 肖 越 刘人榕

市场营销

王彦哲 王兆国 江 帆 刘 星 龚振强 蔡漪漪 高 街 徐伟莎 李 辰 彭 荟

陶孙军 贺探春 王 俊 杨斯佳 齐佳丽 郭文玉 崔文清 周慧琳 李 亮 曾子恬

刘经赐 游小雪 张自波 艾传雅 杨函历 朱明星 熊晟雨 黄慧霞 温东新 陈李悦

丁竞男 沙 尧 黄铠文 杨雪婷 敖 甜 徐俪恒 高锦岚 郑上峰 熊振安 武思然

施青胜 徐政煜 汪雅婷 周桂平 蒋美玲 李映林 张 梦 武向娟 冯雪雯 谢 添

张世忆 何雪琪 江 雨 余 凯 周文畅 戴安琪 蒋 敏 钟理强 韩枚芷 钟 旺

张学信 田 禾 韩 芳 曾顺辉 王 强 刘 颖 李苏婷 蒋泰容 樊亦昕 谢家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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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顺康 王俊仁 王汉英 田桂香 熊模萌 周家成 虞云峰 唐文涛 李雪铭 帅品伟

孙佳琪 曹文文 胡诗萍 高云天 陈美珍 邵智楠 陶汉英

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
吴彬 黄子炎 艾如玉 王晓仪 王一名 姜海云 黄 润 张梦璇 杨雨柔 叶 策

熊梦婷 李博深 朱昭璇 刘佳慧 胡 鑫 李泽凡 严靓文 赖虹玮 孔 毅 许樟红

应庆良 刘 月 刘 仁 谌鸿杨 陈 佳 于 欢 朱世锋 易文秀

视觉传达设计

周程英志 赵 顿 黄凯盈 李崇伟 刘美玲 陈 霞 张振伟 徐琳娜 李妍然 向利霞

冯煜文 唐 盼 陈 芸 梁焕清 陈 璐 马婧怡 邓晓艳 周紫璇 汪 敏 孟 夏

程瀚哲 马秀花 舒鑫宇 谭双情 陈丽榕 张楚芸 杨坚聪 杨宜壮 何 淇 陈正曦

纪延峰 吴丽珊 李鲁东 梁靓琳 曾郴娇 陈阅师如 魏 珂 陈宇宇 黄皓颖 陈淑娇

曹 航 王会豪 刘 影 周明佳 赵文静 徐 宽 陈 楠 张佳昱 饶文秀 杜芷怡

胡芬芬 侯苗苗 陈 嵘 崔 铭 吴宇星 邹 舟 刘 斌 颜 娟 方晓芳 马春招

王海波 杨江林 魏含杰 唐道函 金典点 刘 厉 朱玉良 关 靓 文 洁 谢艾廷

杨 博 冀鑫宇 石璐茜 魏磊 肖欣怡 江 蓉 胡志涛 林莉酢 吕依雯 孙 道

邵 聪 胡文萱 胡梦婷 郝壮壮 徐 沛 江一凡 刘 敏 王冰璞 陈思宏 马 腾

司徒秀红 廖英芝 荆亚喆 刘华林 贾琅清 罗 岚 郭石斌 钟兆鋆

税收学

刘紫函
夏依旦·艾合

买提 李显雅 魏亚倩 吴 丹 胡 蝶 谌玉辉 郭艺晨 钟甜甜 傅湄婷

曾超婕 蔡雪青 王 越 张依梦 钟 雯 郭君鹏 刘玉莹 赵晓情 卢 莹 杨小强

刘美婷 陈清霞 蒋隆桦 李宛蓉 王 珏 陈 彬 刘 盼 汪金萍 胡小娜 赵玉玮

张依婷 尤思琦 胡 娜 杨 阳 张子安 郝 甜 冯 强 黄楠楠 王 华 朱琴琴

黄姝鸾 张向阳 黎 敏 王丽芝 张燕飞 赖琴悦 赵伯根 王 琦 岐剑楠 包闽航

贺思晗 王林淇 杨小琴 胡倩萍 孙 欣 洪兆龙 胡梦君 王 聪 熊丽莎 蔡美玲

毛晓培 张华玉 廖成霖 曾明华 刘思琪 张雅洁 初 雨 胡 晨 李佳敏 朱冬玉

陶永锋 张子秋 巫志民 胡名琪 彭琦云 谭演霞 张 乐 贾赞鸿 周紫玥 廖草草

万知其 张继锦 徐卓程 杨静怡 宗 云 柳香睿 胡 珺 宁 宁 万文婷 陈 婕

林莹芳 徐凯旋 刘翊娟 方雅亭 吴承桂 万思怡 王 璐 程星星 张伦娟 马文轩

蔡 越 钟玥秋 全怡菠 冷温玲 王 浩 刘思钰 刘茁成 陈珞琳 魏如君 江海霞

张依帆 厉 琴 陈雅茜 王凤仪
迪丽娜尔·帕

尔哈提 肖 璐 朱俊霖 龚敏萱 曾 琪 刘宜铭

袁宗龙 游婉晴 屈相辰 许 婧 刘芃池 余 莉 赵雯瑶 汪润吾 陈晓然 卢 雯

杨玉萍 刘钰彤 徐 悦 余新格 翁子琛 赖红瑜 高 菲 刘 秀 刘国栋 郭慧颖

何 淼 刘 俊 潘莉汶 李万倩 丁佳妮 柳雅琴 郭子畅 王洋子 陈依婷 曾富臣

谭钧之 张 帆 戚凤香
哈赛拉·木合

亚提 涂 贤 金才义 夏哲敏 刘晓娟 陈赞 罗雨欣

金文渊 何昭纬 谢怡婷 饶雄文 邹淑洋 殷卉子 江卓玲 孙媛媛 汪敏婕 蔡松秀

王曼玉 何禹希 谭琴 钟文英 张小琴 李婉 崔兴华 汪心怡 周 瑶 谷 吟

胡晓倩 汪 飘 陈 枝 钟 慧 梁僮丹 潘卓慧 克·艾丽 方 可 周 吉 李 丽

邱 悦 邱昱能 刘 丹 戴连强 杨 蕾 姜华眉 盘雅龚露 张云燕 薄晓菲 罗 磊

杨欢欢 陈 昱 徐小娟 蔡佳仪 汪晓梅 何莞思 陈紫仪 黄海洋 王杨阳 喻涵

兰卫琴 邱子婷 周苇庭 陈 浩 徐文捷 王子聪 马凯莉 谢蓉
曼孜热·夏甫

哈提

古丽胡玛
尔·努尔穆汗

麦提

王 潞 晋杨柳 王同慧 王川睿 朱 芸 汪芳芳 游 萱 王 曼 朱若莹 黄碧连

缪灵妍 邓 颖 周 宇 黄 敏

通信工程

万秦浩 杨海霞 李玉环 黄福扬 王富娟 罗金喜 李国强 钟定惠 刘沿汝 王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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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亚琴 俞志侠 李依蓉 赖林权 方嘉俊 韩先兆 邹锦涛 涂晓睿 汪何百川 黄锋

段哲恒 牛慧敏 吴雨帆 靳燕霞

投资学

赵 欢 蒋志超 彭纪东 黄春林 陈华良 金礼毅 喻嘉辉 曾 唯 魏静妍 王 凯

陆 波 李东崇 周圆斌 李旻轩 刘建明 伍 昊 王永劼 张 渝 郑从健 廖祥近

邱立伟 周卓君 周嘉坤 茅青松 邓羽丰 闵方正 李忠伟 刘 飞 王永嘉 林承琳

王鸿波 李瑞添 黄 璐 何柳怡 杨瑞宁 邱志雄 钟 昆 刘诗仲 孙声鑫 周桂林

蒋剑伟 尧德华 贾卓然 方逸云 何晓晴 仓宏颉 陈 昊 龚子扬 易 富 陈志文

柯军华 黄之谦 胡翰源 何婷婷 徐振宇 黄 怡 张 玥 邹宇扬 刘文晖 丁 祥

吴忠致 张 睿 曹慧珂 胡鑫玥 谢承志 江兆臻 尹会豪 黄黎杰 曹 力 王 婷

陈 诚 吴兰鑫 陶文斌 余寿文 冯全梅 朱小龙 谌 填 朱书康 张依青 林禹辰

刘 长 钱红洲 胡怡鹤 黄 琦 罗 杨

土地资源管理

梁慧美 李子龙 杨振宇 俞荣超 原敏楠 孙滢展 马 成 徐 颐 叶露锋 温智聪

朱明佳 李亚婷 易秋松 李思沂 陈小倩 刘闻达 薛 杰

文化产业管理

厉思佳 靖德昕 郜宇悦 梁华芳 苏广英 顾思凡 门家伟 崔文丽 符 樱 赵 霞

黄孔家 曹佳麒 黎 姗 朱丽梅 李 密 洪 叶 刘卓奇 吴海婧 林瑞娟 贾夏满

鄢朝鹏 许慧慧 许钊洛 颜 丹 邱玲菁 陈文凯 王 灵

物联网工程

张 祺 刘芳君 何 苏 雷 波 李天凯 郝泽夏 刘 璐 丁亚飞 白 煜 曾剑滨

刘 林 高 嵩 徐慧敏 熊欲峰 黄政照 翁舒坤 庄雯萱 郭 萱 颜良鹏 龙丽红

刘 璞 王雨杭 杨 淼 廖祥祝 方松涛 邵巧忠 刘昱桐 谌 笛 黄文庆 刘 敏

李泽辉 谢有发 岑泽勋 柯泽浚 邓心怡

物流管理

刘嘉琪 杨 谦 赵 曜 赵莉阳 何叶莲 牛 童 张瑞霞 叶圣荣 郑文斌 宋超越

刘坎坎 顾梓馨 张 笑 周晓丹 赵晚婷 孟凡雨 肖 雅 周 林 宋晓芳 高 帆

肖晓华 冯丽芳 钟燕华 陈皓琪 汪 玲 易新玉 詹 嘉 张 瑞 陈勇智 刘伟勇

龚若玮 黄 琪 胡芳颖 朱琳琳 白亚莉 伍 寅 涂 敏 赵盛景 董成业 黄 鑫

王 萍 王琼英 顾向阳 刘 丹 郑莉琴 肖振宇 韩 琦 吴书羽 倪 萍 赖金凤

易 丹 张雨晴 杨文清 彭勒铭 文梦珊 刘 莎 熊梓帆 杨 昆 徐婷婷 邓子豪

余雲凤 黄丹彤 王润楠 龚丽娟 杨灵研 柯梦梦 袁 斌

新闻学

于 范 袁婷婷 邱 芬 金俐宏 熊梦娟 李丽萍 邓琪凤 许见晨 黄 琼 丁梦垚

贾文强 牛 镛 赵景致 廖 江 刘建鑫 许歆洁 俞 慧 英 颖 李凯旋 许莹莹

钟海玲 史慧芳 沈静涵 何 苗 余 艳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冉 烔 王金宝 杨顺珷 张天宇 陈 倩 陈梓宁 崔文娟 吉书佩 谢思婕 雷星竹

黄忠凯 王思敏 韩晓燕 李 辉 朱美光 夏玉慧 赖长权 张 林 潘汝惠 黎江河

赵伊俐 张梦瑶 马 臻 刘思怡 张丹彤 廖怡茗 刘婧怡 陈熙禹 万杉杉 薛冰玉

符 捷 陈 瑛 黎 曦 周 月 熊兴亮 黄 婵 王柳依 秦宇桐 杨仙佩 李岳欣

黎家源 童 艺 曾海燕 易恺琛

信息与计算科学

李苗苗 兰 岚 肖妙君 袁泽荣 张梓良 叶倩莉 李建彤 雷冬华 马倩怡 陈杰为

王 娟 梅嘉杰 杨可前 张潇译 华文楠 王 正 李可心 张宇萌 梁霆宇 稂珊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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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琪 朱 越 朱彦谦 郭云钗 池声樑 殷 越 张昀昕 向翊阳 朱婷婷 张钰超

周招弟 何锦川 邓嘉珺 饶广平 王肖童

音乐学

彭 爽 刘晗禹 彭雨霁 高雅倩 黄吟 张家辉 袁淼雨 蒋萌 万雅馨 周文婷

马晓洁 陈璞玉 宋非凡 田晨瑞 廖庆雯 贾婧怡 卢 翩 王淑云 毕秋玥 张旭晨

罗 茜 肖承媛 黄 帆 谢金津 蒲金全 赵忠强 王婧伊 罗雅琪 仲 恒 廖 宇

吴祖东 王文静 周 雪 肖楚婷 陆星言 刘 姮 张 杰 郭可婕 蔡港龙 王南清

刘世豪 张海兰 李润言 李瑶瑶 黄有望 邵成龙 余锦航 王 泽 夏鹏宇 胡 晓

熊 琪 杨雨洁 温宝欣 荣 双 吴 偲 张思月 黄顺超 许港莹 沈后明 周墨存

应用统计学(金融精算)
吴颖超 沈思明 苏智杰 庞晨旭 赵 舟 刘婷婷 姚震涛 任环宇 胡甲文 赵一棋

浦 华 王 磊 曹 琛 余珊珊 韩秉汝 盛 宇 袁 超 陈奕宏 邓媛蓉 刘立婷

胡志海 陈舒琪 黄诗晴 金 伟 张晓涵 白 洁 李 玮 侯亦颜 孙佳艳 肖甘雨

徐俊云 林佳梅 陈 靖 张昀菡 江 红 黄 嘉 付可馨 段先鸿 刘 聪 洪豫可

廖云辉 洪梦娜 罗 丰 蔺浩宇 刘述博 王雪琪 陆东岳 方文宜 伊晶瑶 刘立杰

郑 今 宋科俊 陈 剑 康 星 张淑玉 周春芬 吴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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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获得学士学位名单

江财学位字〔2018〕5 号

根据《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办法》

（赣学位〔2001〕6 号）和《江西财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

工作暂行办法》（江财字〔2001〕61 号）的文件精神，经学校审议，决定授予 2018

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张陶娟等 418 人学士学位。具体名单如下：

一、成人高等学历教育（66 人）

（一）管理学学士（54 人）

张陶娟 胡 婷 朱衍妹 黄梁希 罗金兰 韦园馨 游圆圆 周 虹

邱雯红 钟金芳 万美玲 吴 彧 陈 聪 熊 佳 李艳艳 王真诠

周德润 叶利忠 杨雪婷 贺建波 王 平 王 倩 何燕燕 金若花

张 丽 甘新琴 李闻琳 丁温芩 林淑芳 欧阳丽芳 林 凡 吴承源

林 萍 林惠敏 林媛媛 曾方瑜 王 珍 顾时艳 叶珈利 叶微微

果 微 俞 婷 谢永青 龙 翔 仲雨欣 廖思群 姚 琳 万家亦

荣小玲 黄燕华 曾少文 胡 艳 邱 凯 龚 丽

（二）经济学学士（8 人）

黄 英 刘金华 张阳其 冯 晓 俞接伦 符清淦 罗文娟 陈小腊

（三）法学学士（4人）

郭海鸥 宋一剑 李成怡 蔡良杰

二、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352 人）

（一）管理学学学士（308 人）

彭文莎 史鹏林 朱秀云 汪 洋 肖梦月 卓 敏 黎树桦 刘根均

姚 佳 熊 颖 刘 荣 龚丽丽 胡碧碧 方 开 李 珍 邓丽琴

朱少华 周梦岩 王 倩 刘雅婷 万 野 张京京 张铭洁 张 璐

曾 霜 郑瑞燕 沈秀莲 杨玉婷 赵厚兵 陈 潇 孙扬明 魏云强

赵斯雅 饶小燕 肖蓉霞 封 玲 程志珊 王 飞 程 杰 魏 丹

熊丽娜 李 佩 何四梅 保 剑 周 翔 周 洁 宁小红 肖 慧

刘 琦 沈昀韵 朱文璐 戴伶俐 马昱昕 饶玲玲 郑艺格 帅甜甜

曾孝龙 顾 澜 吴 昊 罗红燕 张裕华 彭亚芳 郑雅情 张 宇

瞿志恒 欧阳素娟 朱文肖 刘阳杰 卢 钰 张瑾芝 曹智丽 陈文轩

饶伟奇 黄藩燚 党丽丽 涂艳艳 阳 晖 匡 珍 喻峰旗 蔡 佳

金亚波 李新莹 邱春艳 刘静逸 陈立卿 曾显惠 潘毛毛 程 任

周曼雨 尧红灵 万 燕 万 娟 罗 萌 闵庆祎 张钟淑 徐 飘

汪中鼎 邹安娟 黄梨红 凌 凌 涂慧敏 张志昌 魏梓涵 仓蕴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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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嘉颖 周 娜 蔡秀艳 郭淑香 毛诗诗 张 颖 龙梦妮 胡 蓉

张 敏 刘 建 熊 瑶 杨茜熙 贾 晶 余肖燚 吴 桢 黄 婕

罗慧莹 叶 微 杜欢欢 陈宇佳 陈 月 闫雨浩 肖 星 刘 杨

边占菊 罗艺琳 李梦欣 赵孟云 黄 嫒 刘昭燕 孙文鑫 陈彩云

刘园媛 卓 婷 杨 杰 戴 慧 殷玉琪 许丽平 徐亚琼 丁灵巧

孙 颖 胡丽薇 刘君兰 李舒婷 陈 超 陈 虹 陈慧敏 崔玉凡

邓凯雯 何宇琨 黄丽香 康桂园 雷思燕 冷学谦 李红艳 李华秋

李换换 李文静 李悦菲 廖程程 刘春燕 刘 筠 刘 蓉 吕 杰

吕振华 毛玥婷 彭丽萍 秦艺源 沈 丹 施 奕 孙伟乐 谭 莹

唐嘉琪 涂慧玲 涂丽珠 王虹玉 王温柔 吴 博 吴鲁明 姚诗晨

俞姝帆 占惠琳 张蒙薇 张 琪 赵天珊 包 亮 邵燕燕 刘福亮

邹 萍 熊园园 季琳玲 潘后智 花 青 刘 云 刘鑫星 巫莉玲

饶春景 许德流 郑召坤 郭韵涵 张梦燕 涂子琪 王丹妮 李 楠

蓝水梅 王家良 徐靖波 陈冬梅 肖 悦 吴 盖 王 丽 崔青荣

房 峰 程 赢 雷 皓 祝 婷 于月村 李 蕊 刘馨婷 祝婧文

马 宁 刘浩宇 徐森涛 邹美琴 张婷婷 易婉青 龚 冰 陈小炜

陶 陶 黄书权 丁芳兰 唐 满 康琼方 张文秀 李 陈 周炜芳

何广建 孙 浩 徐 剑 胡 南 骆长明 唐 丹 朱文婷 田 雅

颜 欢 金庭耀 张能靖 张露露 聂一鹏 黄子炎 许万强 潘淑英

许玮奇 肖 玲 徐利辉 刘志华 肖 鑫 陈佳佳 李 夏 胡玉萍

胡运佼 李 芳 吴文文 秦文豪 刘子霞 王 曦 曹红燕 李 娜

徐金红 谢思强 李 萍 詹秋芳 罗 健 崔永强 董明雨 王瑞霞

张 蕾 曹 策 王 攀 王 涛 蒋招利 刘义忠 虞 悦 罗茂清

熊程万 曾云童 陈子秀 张宝龙 曾璐琪 王志鹏 李成林 严谢侃

林俊燊 赵国安 谢雪华 任艳丽 彭莉群 夏 晶 郝 梦 袁小杰

周 燕 郝泽军 张文桐 郁秋林

（二）经济学学士（20 人）

雷 颖 王 乾 刘佩颖 王 树 曾凡军 李旭晨 吕 浩 温勇俊

陈伟志 晏苏珺 殷夏青 程 莹 邓 超 史美玲 付文沛 王杨婷

李 强 杨采妮 欧阳梦瑶 林 沐

（三）法学学士（13 人）

肖依然 余景昌 刘海明 郑慧飞 赵金帅 周 颖 刘俊裕 彭本科

熊 健 梅廷功 陈有连 邵新发 罗 芳

（四）文学学士（4人）

朱海仙 李涌奕 李 庚 熊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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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学学士（7人）

黎蔚观 范 攀 武鑫楠 孙颖明 余 凡 姚中梁 王 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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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江财学位字〔2018〕14 号

根据《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办法》

（赣学位〔2001〕6 号）和《江西财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

工作暂行办法》（江财字〔2001〕61 号）的文件精神，经学校审议，决定授予 2018

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黄楚轩等 193 人学士学位。具体名单如下：

一、管理学学士（162 人）

黄楚轩 雷丽丽 万 莉 王淑庆 韩惠雯 黄湘宜 杨 珍 雷 余

吕夏蒙 李 萍 万 婷 樊梦佳 杨金菊 黄宇淇 匡 霞 胡文红

王登福 陈淑青 原潘潘 胡博颖 刘雪琪 刘丽丽 王 萍 徐智建

陈 姬 石 璐 赵明明 张昆雪 吴丽平 吴承颖 郑文龙 万 慧

李卫平 程晓龙 邓紫慧 陈美君 钟 晨 刘丽霞 马少华 朱 悦

柳 庆 付丹云 周 晨 彭露艳 欧 彬 陈 红 况 琪 仝 璐

李冬林 张珊珊 张 亮 刘观玉 刘佳莉 汪嘉琳 熊保琴 黄海峰

曾丽红 黄 微 刘跃磊 冷 珍 陶小燕 曹 婧 李 磊 吴 静

倪照丽 杨嘉威 陈 艳 王 燕 李雨桐 聂 洋 徐瑞阳 黄凌峰

江婷婷 江雪婷 郑雯月 陈虹桥 嵇玉素 周 瑶 文 洁 张晶晶

段海燕 忻 波 王斐聪 刘苏琪 袁邦霖 曾宇翔 邹洁玉 贺文欢

付 钟 刘子聪 肖海峰 方小娟 翁 鹤 王志勇 邓 军 袁幼成

朱雄伟 胡 澂 邱 晗 俞红健 曾丽娜 曹果英 张 见 邓莉文

杨善贵 原汇怿 冯 艳 章香玉 钱清清 刘 信 曾观香 康秉琳

黄 颖 吴 芳 郭坤熙 董红雨 熊柏臣 雷 贇 武丽芹 张曦彤

杨 繁 张兆鹏 丁翠萍 张清梅 阮金婷 姜芸华 谷 坤 颜 萍

宗珍茹 张 瑜 王寅华 胡孟恺 谢 伟 雷 敏 刘奕泽 宁海良

钟召月 郑 燕 刘 康 李 凯 邹群华 吴亮珍 黄西西 付珊珊

邱月正皓 闫明东 陈泳伶 曾美燕 吴芳君 郑 菲 杨茹冯 方泽虎

孟 珏 邹晨晨 许翀莉 马莉莎 周朋媚 华文斌 杨大帅 赖菊玲

赵桂丽 梅 礼

二、经济学学士（24 人）

刘 洋 潘淑兰 刘 勇 高冉冉 张怡萍 刘艳梅 范燕楠 陈玉清

康凡子墨 吴佳茜 井婉君 邓妮平 兰桂芳 刘琪阳 张小红 刘惠琴

张 豪 徐行园 桂 蓉 袁 佳 李瑞瑞 舒丹华 王罚香 熊 明

三、法学学士（7 人）

刘学辉 刘 敏 曹 欢 文津茎 梁 宇 庄超男 何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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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及军训工作

2018年江西财经大学体育运动及军训工作

一、2018 年校运会

江西财经大学2018年第三十八届体育运动会于10月18日在蛟桥园和麦庐园两

个校区举行（麦庐园为分会场），会期三天。

本届运动会共有 721 名运动员报名参加田径比赛，3890 人次报名参加集体项目

比赛。参赛运动员们在三天的比赛中参与了 64 个项目的角逐，经过激烈的拼搏，运

动员们凭着不懈努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各个项目都取得了优异的竞赛成绩。江西

财经大学第三十八届体育运动会教工团体总名次：

第一名：金融学院

第二名：图书馆

第三名：工商管理学院

第四名：机关

第五名：附属中学

第六名：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

第七名：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第八名：保卫处

获得教工体育道德风尚奖的单位是：艺术学院

本届体育运动会学生团体总名次：

第一名：会计学院

第二名：国际学院

第三名：工商管理学院

第四名：金融学院

第五名：经济学院

第六名：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第七名：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

第八名：国际经贸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成员为：

主任：欧阳康

副主任：郑志强

委员：罗 锐 王金海 郑 赟 刘金凤 夏贤锋 廖国琼

李新海 雷迎春 张立军 邹国辉 詹新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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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第 38届运动会裁判员名单

总裁判长： 郑志强 邹国辉

副总裁判长：万小明 詹新寰 朱亚坤 车友财

裁判员为我院教师和学生

二、运动竞赛

在校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众多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努力拼搏，我

校 2018 年省级及以上运动竞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具体如下：

省级一等奖 19 个（网球、乒乓球、跳绳、跆拳道、军事课教学、田径、篮球、

健美操、羽毛球）；省级二等奖 14 个（网球、健美操、羽毛球、跆拳道、篮球、军

事课教学）；省级三等奖 3 个（网球、田径、足球）

三、大学生体质测试

我校大学生体质测试工作从 4月份开始，12 月中旬结束，为不影响正常教学，

本年度利用双休日的时间进行测试工作。

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校医院也参与了此项工作），我校圆满的完成了今年

的大学生体质测试工作。

我校有 19428 名学生参与了此次体质测试，及格率为：89.12%

四、军训

江西财经大学 2018 级新生军训工作于 9 月 10 日开始，9 月 27 日结束，为期 18

天。军训内容包括队列、拉练、军体拳、战术、阅兵式、分列式等。地点设在麦庐

园。

我校 2018 级新生军训工作在校党委、校行政、校军训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和陆

军步兵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军训工作进展顺利。教官们精心施教，各学院教学小组

积极配合，广大参训学生艰苦训练，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军训期间，涌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我校在军训总结大会期间对获得先

进的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授予一营一连、一营二连、二营五连、二营七连、三

营十连 5 个连“军训先进连”称号；一营一连六排、一营二连二排、一营三连四排、

一营四连二排、二营五连三排、二营六连七排、二营七连五排、三营八连一排、三

营九连六排、三营十连二排 10 个排“军训先进排”称号；授予一营一连五排排长张

鑫、一营二连四排排长沈兆鑫、一营三连二排排长李元峰、一营四连三排排长孟春

旭、二营五连二排排长孙朋、二营六连一排排长房玉栋、二营七连一排排长余俊、

三营八连八排排长周想、三营九连一排排长蔡云飞、三营十连三排排长李世通 10

名教官“军训优秀教官”称号；授予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左家盛、人文学院党委

副书记李援、国贸学院党委副书记廖勇勇、工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周海燕、软件与通

信工程学院辅导员万煜川 5 名老师“军训先进工作者”称号；授予曹芸芸等 400 名

同学“军训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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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领导小组成员为：

组长：欧阳康

成员：马龙生 郑志强 邹国辉 罗锐 王金海、郑赟 习金文 廖国琼 董慧英 李

新海 雷迎春 张立军

(体育学院顾予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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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2018年度各类纵向课题立项汇总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批准号 项目分类
批准

经费
所属单位

数字时代的东方音乐 李二永 18WYS0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学术外译 30 艺术学院

法治中国背景下的税收制度建设研究 张建丽 18WJY0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学术外译 25 外国语学院

新时代财政制度现代化的目标、难点

与实现路径研究
匡小平 18ZDA09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重大招标
8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BBC新闻话语研究 冯德兵 18FXW00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期资助项目 20 外国语学院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因素与政策调

控研究
杨头平 18BGL2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20 协同创新中心

革命老区乡村旅游脱贫效应评估及返

贫阻断机制研究
张瑾 18CJY04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 2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贫困户获得感的

测度与提升对策研究
杨道田 18BGL2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2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机

制及融合效应计量研究
詹新寰 18BTY06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20 体育学院

社会工作从业人员职业稳定性及其制

度保障研究
唐斌 18BSH14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20 人文学院

无人驾驶汽车侵权法律问题研究 熊进光 18BFX1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20 法学院

人民群众获得感的统计测度方法研究 李峰 18BTJ0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20 统计学院

基于MS—DSGE和商业银行压力测试

模型的我国系统性风险防范研究
吕江林 18BJY24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20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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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视角下革命老区传统村落乡村振

兴战略研究
胡海胜 18BJY1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2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科技资源再配置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徐晔 18BJY0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20 统计学院

中央苏区管党治党历史经验教训研究 刘晓根 18BDJ08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公德建设

研究
刘白明 18BKS13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质量发展下我国创新激励的税收政

策效应研究
伍红 18BJY2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2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道教香仪及其文化内涵研究 张晟 18BZJ03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20 人文学院

生态文明视角下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环

境治理绩效的统计测度研究
平卫英 18ATJ0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 20 统计学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度监测与政策

优化研究
李春根 18VSJ0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重大招标
6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互联网与制造企业深度融合的价值创

造机理及融合模式研究
卢福财 718630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30 工商管理学院

光伏并网发电系统中的短期功率预测

与储能容量优化配置研究
江河 71861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9 统计学院

图的 t-色 k-染色数的研究 董九英 1186103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39 统计学院

“双一流”战略背景下地方高校学科发

展动力机制及推进策略研究
谭光兴 718640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33.7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矩形布局问题的全局搜索关键技术 尹爱华 6186202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50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模型的图像超分辨

率重建关键技术研究
黄淑英 618620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48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多方外包机器学习隐私保护问题研究 谭作文 6186202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39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GAS模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

及其在宏观经济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赵阳 718011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19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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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超级网络平台的相关市

场界定研究：理论与实证
占佳 71863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31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基于顾客消费行为与企业销售模式的

电子图书运营管理研究
罗春林 718620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8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 Gabor 卷积网络的多隐层高斯过

程烟雾特征建模研究
袁非牛 6186202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51 信息管理学院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融合发展中的

政策势能集聚、协同及网络效应研究
吴军民 718640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9.6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基于图排序的混合推荐模型研究 毛明松 6180215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2 信息管理学院

行为主体视角下跨界流域水资源管理

冲突的发生机理与调控策略研究
吕添贵 718640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具有可解释性的竞争对手建模技术研

究及其应用
潘颖慧 6180608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7 信息管理学院

多媒体内容分析与质量评价 方玉明 618221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杰出基金 130 信息管理学院

CEO组织认同与企业并购：影响机制

与经济后果
周美华 718620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7 会计学院

能源补贴政策对生物质能源发展的路

径影响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宫之君 4186104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38 生态经济研究院

调和分析方法在（时间分数阶）

Navier-Stokes 方程和趋化流体方程解

的性态研究中的应用

杨明华 1180123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3 信息管理学院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影响

的经验分析
涂远芬 718630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8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政治冲突对贸易的影响:理论与实

证研究
李玉花 718630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8 国际经贸学院

基于数据驱动的消费者在线评论系统

效用提升设计策略研究
肖泉 718610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30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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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知识隐藏形成机制及影响效果

的动态研究
王志成 718620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8 工商管理学院

城乡统筹生活垃圾收运物流系统优化

中的设施选址-车辆路径问题研究
王雪峰 718620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7 工商管理学院

二元融资结构与资本管制特征下中国

最优货币政策研究：基于预期驱动经

济周期理论

饶晓辉 718630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8.5 经济学院

公允价值分层计量、风险决策与审计

质量：基于实证与实验的双重检验
杨书怀 718620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7 会计学院

发审委审核质量研究：评价、影响因

素与问责机制
管考磊 718620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33.6 会计学院

基于用户偏好挖掘和兴趣漂移的多准

则推荐系统研究
张富国 718610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8 信息管理学院

交易成本、绩效比较与鄱阳湖流域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选择研究：机理

与制度设计

潘丹 718630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34 经济学院

农户异质性视角下农地流转和地权稳

定与耕地休养行为研究
卢华 7180307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7 生态文明研究院

主体匹配意愿视角下直觉模糊双边匹

配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
乐琦 718610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9 信息管理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南方贫困山区农户生

计转型研究：驱动机制、生态效应与

优化调控

邬志龙 4186103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38 生态文明研究院

地方政府水资源规制行为的策略互动

关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以鄱

阳湖流域为例

吴涛 718640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9.7 经济学院

基于同伴效应的网络经济中的从众行

为及其特征研究
习明明 718630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9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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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胡军 71862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27 金融学院

面向大规模调度问题的并行参数自适

应萤火虫优化算法研究
汪靖 618660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37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媒体传闻、公司澄清与经济后果性研

究
赵玉洁 718021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项目 19 金融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专题教学指南

研究
陈始发

18JDSZK0
0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项目 4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拉赫玛尼诺夫浪漫曲的戏剧性实证研

究
李二永

18YJA7600
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10 艺术学院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微文化审美品格与

文化伦理研究
李旭

18YJAZH0
5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10 人文学院

公益艺术组织的社区化培育与服务机

制研究
徐津

18YJA7600
6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10 艺术学院

考虑匹配意愿的直觉模糊双边匹配决

策理论与方法研究
乐琦

18YJA6300
4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10 信息管理学院

多模态视角下网络连环话新闻话语研

究
冯德兵

18YJAZH0
1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10 外国语学院

中国藏族传统家具装饰艺术研究 胡名芙
18YJC7600

2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项目 8 艺术学院

微博信息披露：内容、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研究
胡军

18YJC7900
5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项目 8 金融学院

高质量审计、晋升锦标赛与机会主义

行为
章琳一

18YJC7902
2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项目 8 会计学院

长江经济带流动人口时空格局演变及

其对区域均衡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曾永明

18YJC7900
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项目 8 生态经济研究院

加快构建江西特色生态文明体系研究 王乔 18WT10 省社科规划项目-重大招标项目 10 校办公室

防范金融风险着力推进我省绿色金融

服务体系研究
桂荷发 18ZD05 省社科规划项目-重大招标项目 10 金融学院



188

加快构建江西特色生态文明体系研究 王乔 18WT10 省社科规划项目-重大招标项目 10 校办公室

主流媒体打造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研究

——以“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
创新建设为例

王宣海 18XW09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法学院

江西南康家具产业集群升级发展研究 史言信 18YJ01 省社科规划项目-重点项目 3 科研处

柴可夫斯基浪漫曲的戏剧性实证研究 李二永 18YS12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艺术学院

国有企业出资人监管边界法律问题研

究
胡国梁 18FX09 省社科规划项目-青年项目 1 法学院

我省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研究 周妍 18JY46 省社科规划项目-青年项目 1 其他

江西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与养老政策

体系优化研究
曾永明 18SH13 省社科规划项目-青年项目 1 生态经济研究院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对基层社会治理的

作用研究
卢俊 18SH14 省社科规划项目-青年项目 1 人文学院

科技金融时代中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创

新研究
黄轩 18YJ28 省社科规划项目-青年项目 1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江西农村人居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 周谷珍 18YJ27 省社科规划项目-青年项目 1 经济学院

社交媒体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
胡军 18YJ26 省社科规划项目-青年项目 1 金融学院

上市公司房地产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

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熊凌云 18GL36 省社科规划项目-青年项目 1 会计学院

技术史的现当代分期与“后现代技术

观”研究
王耀德 18ZX04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于语句数字表达式的机器翻译研究 柴晨阳 18YY07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会计学院

面向应急管理的情报工程理论与应用

研究——以南昌市青山北路底下城市

综合管廊为例

徐升华 18YJ15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信息管理学院

创新驱动战略下我国企业员工持股计 曹玉珊 18YJ14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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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实施效率研究

制造企业“服务化困境”成因的多角度

研究：作用机理与定量评估
肖挺 18YJ12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国际经贸学院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

系研究
黄和平 18YJ13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生态经济研究院

赣文化特质与赣文化产品设计研究 况宇翔 18YS13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艺术学院

公共艺术与江西本土文化发展关系研

究
陈敏 18YS11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艺术学院

中西文艺“空白”初探 涂年根 18WX07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外国语学院

我国全运会竞技体育发展绩效与对策

研究
吕卫华 18TY04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体育学院

新时代贫困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蒋国河 18SH06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人文学院

新时代“弱有所扶”的制度建设研究 陈成文 18SH05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乡村本位视阈中的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邹心平 18KS10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江西高校大型开放

式网络课程（MOOCs）发展战略研究
党建武 18JY17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课程视角下建设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

理论、路径与方法研究
朱晓刚 18JY16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生态文明背景下企业生态创新机制研

究：双元能力视角
王鑫 18GL16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改革

对江西省森林公园旅游经营绩效的影

响研究

张红 18GL15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人情、制度及其匹配对工作质量的作

用机制研究：以知识工作者为对象
李敏 18GL14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基于梯形中智集的多准则决策理论与

方法
董九英 18GL13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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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儒家人权思想”的主要

问题研究
王辉 18FX05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法学院

双阶视角下环评行政案件司法审查制

度研究
方颉琳 18FX04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法学院

大数据产业竞争政策研究 喻玲 18FX01 省社科规划项目-重点项目 3 法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重要论

述研究
肖文燕 18DJ04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1 杂志社

基于新型智库平台的专家库系统研发 邓先礼 18WT03 省社科规划项目-重点项目 8 外国语学院

新型智库平台项目申报与评审系统研

发
吴锐 18WT07 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 5 外国语学院

习近平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思想及其

江西实现路径研究
卢福财 XGZD08 省社科规划项目-重大招标项目 15 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企业市场势力变迁与劳动力市场

重构
谭诗羽 JD18097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
2 产业经济研究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间借贷运行机制的

调查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杨勇. JD18091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
2 经济学院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模式识别及扶

贫机制研究
康鸿 JD18088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
2 统计学院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刘兴华 JD18092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
2 金融学院

江西省乡村旅游目的地品牌塑造机制

研究
余可发 JD18101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
2 工商管理学院

江西省生态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

化研究
刘展 JD18089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
2 统计学院

江西精准扶贫保险实施现状、问题及

对策研究
胡少勇 JD18094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
2 金融学院

江西省红色旅游优质发展以及提升路

径研究
肖刚 JD18062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
2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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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生态补偿扶贫的立法研究 聂淼 JD18099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
2 法学院

江西酒店一线员工感知不文明行为的

现状及治理研究
李志成 JD18100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
2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基于农户视角的贫困退出成效测度研

究
黄璆 JD18090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
2 统计学院

基于基准组合设计的证券组合选择机

理及实证研究
蒋崇辉 JD18093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
2 金融学院

互联网经济下的产业创新与规制 卢福财 JD18098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
2 工商管理学院

公允价值计量、决策能力与审计质量 饶斌 JD18096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
2 会计学院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

舆论工作研究
李凤凤 SZZX1830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邓小平杰出科学家管理思想研究 陈仕伟 SZZX1827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主体功能区规划导向下江西省粮食生

产集聚效应与绿色转型研究
邹金浪 JJ18234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生态文明研究院

财政政策视角下江西省环境污染第三

方治理机制研究
周材华 JC18211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5 生态文明研究院

基于CMF的文创产品设计方法与策略

研究
张相森 YS18219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艺术学院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存货投资对宏观经

济波动以及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影响

机制研究

张鸿儒 JJ18210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经济学院

地理距离、独立董事监督与财务报告

质量
张洪辉 GL18126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会计学院

我国精准扶贫中共投资作用机制与效

应提升机制研究
杨飞虎 JJ18110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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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免疫记忆的创新企业成长风险之

别模式与支持方法研究
杨波 GL18103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信息管理学院

财税政策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

制及效应评估研究
徐建斌 JJ18206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基于供应链协同的制造业与物流业联

动发展模式及策略
吴群 GL18112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工商管理学院

鄱阳湖地区农户生计与乡村景观耦合

演化
邬志龙 GL18238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生态文明研究院

健康江西战略下的老年人医疗服务优

化研究
王峥 SH18204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人文学院

基于组织双元能力的企业生态创新机

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王鑫 GL18245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贾家村）乡土聚

落人文建筑艺术研究
汪霖 YS18202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艺术学院

基于《西洋见闻录》语料库的汉语对

日本近代语言影响研究
陶萍 YY18211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外国语学院

共生视域下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研究 唐俊 GJ18201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人文学院

我国房产税立法权的配置模式研究 唐健飞 FX18102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法学院

城市规划实施中的征地与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之关系研究

欧阳君

君
FX18103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法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三治”融合治理

体系研究
欧阳静 ZZ18101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生态文明视域下生态环境治理的公众

参与机制研究
吕添贵 GL18242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改革开放 40年党的公债政策及经验研

究
刘晓泉 LS18101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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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设施对社会福利增长的空间

溢出效应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为例

刘伦武 JJ18103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经济学院

二元企业内部控制研究——基于内部

控制缺陷弥合视角
刘骏 JJ18102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会计学院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调

发展的机制、效应与路径研究——以

江西为例

梁威 GL18204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协同创新中心

地方依恋视角下红色旅游地游客亲环

境行为的特征、驱动因素与影响机制

研究

李文明 GL18109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突发环境事件的“危机链效应” 李胜 GL18235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犹豫模糊语言双边决策理论与方法研

究
乐琦 GL18122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信息管理学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劳动力市场内分

割约束研究
黄彬云 JJ18104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工商管理学院

农村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评估研究 何植民 ZZ18102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推进江西省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研

究
桂荷发 JJ18115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金融学院

高校教师国外访学经历与专业发展的

实证研究
龚美君 JY18226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人民币汇率流动性风险的测度研究 杜江泽 JJ18207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1 金融学院

基于大数据驱动的供应链定价策略研

究
丁可 GL18123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人口老龄化形势评估与养老保障

制度创新研究
曾永明 SH18205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 生态经济研究院

新时代企业运营资金管理视角下资本

错配治理研究
曹玉珊 GL18130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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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金融衍生品

随机波动率模型特性研究
白耀辉 JC18101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一般项目 1.5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口译测试的反拨效应实证研究 余欢 18ZD020 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3 外国语学院

基于跨学科交叉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

和增值效应测度研究
熊凌云 18ZD021 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3 会计学院

“双一流”战略背景下江西高校师资流

动的影响因素与规制策略研究
张鹏 18ZD022 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3 经济学院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中国茶道美学教育

研究——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艾晓玉 18YB055 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1.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建筑信息化背景下高校 BIM人才培养

机制与实施路径研究
李明 18YB056 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1.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本科生导师制绩效的双向评价与优化

对策研究
张瑾 18YB057 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1.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师生心理契约与本导制执行效果的影

响因素、作用机制与激励策略研究
刘德军 18YB058 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1.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苏区教科书发展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刘涵 18YB059 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1.6 艺术学院

高校教师出国访学效益研究--以江西

财经大学为例
龚美君 18YB060 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1.6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大学生诚信影响因素分析与影响路径

研究
杨头平 18YB061 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1.6 协同创新中心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教师激

励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张洪辉 18YB062 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1.6 会计学院

公允价值分层计量与披露的审计质量

研究
杨书怀 GJJ180244 省教育厅科技重点项目 5 会计学院

江西省“保险+期货”精准扶贫模式的

探索与研究
汪洋 GJJ180245 省教育厅科技重点项目 5 金融学院

高纯优质石墨烯超级锂电池电极材料

及电池装备与应用研究
余泉茂 GJJ180246 省教育厅科技重点项目 5 软件与物联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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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频数据的证券市场波动重分形

特别辨识及应用
罗世华 GJJ180247 省教育厅科技重点项目 5 统计学院

我国航空制造业基地升级路径与政策

研究——基于协同创新的视角
卢福财 GJJ180248 省教育厅科技重点项目 5 党办、校办

基于CBR-AIN集成的企业动态风险智

能识别研究
杨波 GJJ180249 省教育厅科技重点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面向微服务的Web 旅游系统插件式测

试方法研究
钱忠胜 GJJ180250 省教育厅科技重点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HEVC 视频在宽带无线移动网络中的

自适应传输研究
万征 GJJ180251 省教育厅科技重点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面向心理健康的社会网络文本推荐研

究
刘德喜 GJJ180252 省教育厅科技重点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省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运行绩

效评价研究
廖少纲 GJJ180253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人工智能时代促进江西“硬科技”产业

发展的对策研究
熊小刚 GJJ180254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航空制造业集群供应链网络架构及生

态圈构建研究
吴群 GJJ180255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工商管理学院

消费者感知品牌真实性的形成机制研

究
余可发 GJJ180256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工商管理学院

政府管制与僵尸企业——基于国资委

设立的双重差分视角
周冬华 GJJ180257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会计学院

企业的“社会责任之谜”与税收规避：影

响、机制和经济后果
罗劲博 GJJ180258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会计学院

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传到机制

与内外部环境影响
赵玉洁 GJJ180259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金融学院

地方政府水资源规制行为策略互动与

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吴涛 GJJ180260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经济学院

江西省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协同供给研 艾晓玉 GJJ180261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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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江西省绿色创新效率评价、影响机制

及提升路径研究
肖刚 GJJ180262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基于深度学习和压缩感知的体域网心

电信号重构和分类方法研究
彭向东 GJJ180263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软件与物联网学院

三维矩形布局问题的一个全局优化策

略
尹爱华 GJJ180264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软件与物联网学院

水足迹视角下环鄱区水资源利用效率

测度、空间溢出效应与收敛机制研究
胡绵好 GJJ180265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生态经济研究院

“互联网+”O2O 体育社区的活动生态

构建与管理
余岚 GJJ180266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

不动点理论半序方法及其在微分方程

与微分动力系统中的应用
李志龙 GJJ180267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统计学院

完全消耗视角下中国水资源投入产出

分析与应用
平卫英 GJJ180268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统计学院

江西省生态福利水平测度理论、方法

及提升策略研究
刘展 GJJ180269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统计学院

基于多因素综合决策的高血压监测预

警模型研究
万本庭 GJJ180270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协同创新中心

基于多属性决策的软件复杂性度量研

究
易彤 GJJ180271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正系数的两类控制系统的区间观

测器设计方法研究
何忠伟 GJJ180272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信息管理学院

“新零售”背景下 BOPS 服务对过度自

信零售商的运营影响
李杰 GJJ180273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信息管理学院

电网工程数据指标智能分析关键技术

研究
李钟华 GJJ180274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3 信息管理学院

促进江西省科技成果转化的财政政策

研究
黄思明 GJJ180275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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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自媒体信息与股票市场的内在机

理分析与实证研究
陈积富 GJJ180276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2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

济管理与创业模拟

实验中心

关于并购重组中高溢价问题的实证检

验
赖少杰 GJJ180277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上市金融机构的系统风险测度与

分析
杜江泽 GJJ180278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2 金融学院

国内价值链重构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

“低端锁定”破局：机制、测算与制度设

计

裘莹 GJJ180279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2 经济学院

创造力的阴暗面：多视角比较研究 李志成 GJJ180280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2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收益预期、议价能力与农户土地流转

合约选择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陈苏 GJJ180281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2 生态经济研究院

江西省主题功能区导向下粮食生产演

变与绿色化差异研究
邹金浪 GJJ180282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2 生态文明研究院

经营规模、地权稳定与农户秸秆资源

化利用行为研究——一鄱阳湖地区为

例

卢华 GJJ180283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2 生态文明研究院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运行机制研究

——以 PPP模式为例
周材华 GJJ180284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2 生态文明研究院

基于 GIS 和 CA 的鄱阳湖地区土地生

态安全空间预警与优化调控研究
何亚芬 GJJ180285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2 生态文明研究院

Wright-Fisher模型的数值逼近 陈琳 GJJ180286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2 统计学院

适应风能资源的动态自适应评估及风

电功率预测研究
董瑶 GJJ180287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2 统计学院

基于一维多参混沌映射的耦合混沌系

统的研究
伍琦 GJJ180288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省科技志》信息科学与系统科

学资料长篇
沈波 GJJ180289 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定向委托） 5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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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分数阶)Navier-Stokes 方程和趋

化流方程解的性态研究
杨明华

20181BAB
211001

省科技厅青年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6 信息管理学院

中国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的

综合测度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
王俊杰

2018BAA2
08014

省科技厅管理科学-一般项目 6 当代财经杂志社

几类带反射边界条件的随机微分方程

的密度的存在性的研究
张华

20181BAB
201006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 统计学院

创新驱动战略下我国企业员工持股计

划实施效率研究
曹玉珊

2018BAA2
08022

省科技厅管理科学-一般项目 6 会计学院

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鄱阳湖地区农

业生产方式转变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

响机制与治理策略研究

卢华
20181BAB
211006 省科技厅青年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6 生态文明研究院

双边环境约束下江西省对外直接投资

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齐亚伟

2018BAA2
08044 省科技厅管理科学-一般项目 6 信息管理学院

商标侵权事件中品牌资产损失测算研

究
谌飞龙

2018BAA2
08048

省科技厅管理科学-一般项目 6 工商管理学院

基于低秩矩阵分解的多模态医学图像

超分辨率融合
黄淑英

20181BAB
202010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6 软件与物联网学院

基于免疫系统的“互联网+”新创企业

成长风险识别研究
杨波

2018ACB2
9004

省科技厅管理科学-重点项目 10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密码计算的大数据机器学习隐私

保护关键技术研究
谭作文

20181BAB
202016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6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需求约简的插件式系统测试用例

生成策略
钱忠胜

20181BAB
202009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6 信息管理学院

多团队研发组织员工双重认同形成与

效能机制研究
邢小明

2018BAA2
08006 省科技厅管理科学-一般项目 3 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

竞争研究中心

时间序列模型的稳健经验似然推断 刘小惠
2018ACB2

1002
青年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20 统计学院

有限 2-距离传递图中几类问题的研究 靳伟
2018ACB2

1001
青年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20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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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互联网经济与培育产业发展新动

能的对策研究
卢福财

2018ACB2
9002

省科技厅管理科学-重点项目 10 党办、校办

江西省产业升级中技术势能集聚、转

换及空间效应研究
陶长琪

2018ACB2
9001

省科技厅管理科学-重点项目 10 统计学院

江西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选择机

理及政策优化研究：基于交易成本经

济学的分析框架

潘丹
2018ACB2

1004 省科技厅青年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20 经济学院

江西省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业人口

转移协同发展机制研究
邹秀清

2018BAA2
08012 省科技厅管理科学-一般项目 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刘修礼
2018BAA2
08032 省科技厅管理科学-一般项目 5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江西雾霾污染区域异质性、驱动因素

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非参数空

间计量模型

徐斌
20181BAB
201011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6 统计学院

空间视角下金融资源错置对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研究
徐晔

2018BAA2
08028 省科技厅管理科学-一般项目 6 统计学院

职场不文明行为对旁观者的影响过程

分析：一项追踪研究
占小军

2018BAA2
08040 省科技厅管理科学-一般项目 6 工商管理学院

视频大数据中视觉显著目标检测与分析 方玉明
20181BBH
80002 省科技厅重点研发计划-一般项目 20 科研处

适应复杂天气的光伏发电短期功率预

测与影响因素研究
江河

20181BAB
211020 省科技厅青年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6 统计学院

鄱阳湖流域农村人口应对气候变化的脆

弱性评估、适应机制与风险管控研究
曾永明

2018BAA2
08020 省科技厅管理科学-一般项目 6 生态经济研究院

隐式数值算法收敛性和稳定性分析 谭利
20181BAB
20100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 统计学院

高管团队断裂带与内部控制：基于家

族企业的研究
周美华

2018BAA2
08026 省科技厅管理科学-一般项目 6 会计学院

基于稀疏表示超分辨率重建的多模态

图像融合技术研究
杨勇

20182BCB
22006

省科技厅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项目 50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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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各类纵向课题结项一览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批准

经费
项目分类

实际结项

日期
所属单位

新形势下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总体思路研究 蒋金法 10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财政部一般项目
2018-03-01 校办公室

建立我国政府资产报告制度研究 袁业虎 10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财政部一般项目
2018-06-13 会计学院

电子传输关税政策问题研究 邓军 15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财政部一般项目
2018-06-13 国际经贸学院

现代财政制度下的财政监督理论与制度创新 李春根 10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财政部一般项目
2018-06-10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分层需要视角下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万春 1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8 经济学院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测评标准研究 周冬华 0.1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2-28 会计学院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测评标准研究 周冬华 0.1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9-21 会计学院

湖南汉语方言调查·汝城 曾献飞 6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3-25 人文学院

基于广义资本及其价值创造的动态财务管理理论研究 袁业虎 1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1-15 会计学院

欧洲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杨友孙 0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自筹项目
2018-09-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 陈始发 6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2018-01-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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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重大招标

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微观机理研究 蒋含明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项目
2018-08-22 国际经贸学院

中国收入差距的机会不平等测度与对策研究 江求川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项目
2018-09-25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基于物质投入产出表视角下的循环经济统计测度问题研究 平卫英 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项目
2018-03-09 统计学院

过剩条件下促进经济适度发展的结构优化理论与对策研究 王展祥 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项目
2018-11-22 杂志社

认同机制与重大群体事件的预防化解策略研究 李德满 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项目
2018-12-25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苏珊&#8226;桑塔格与美国六十年代文化激进主义研究 陈文钢 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项目
2018-11-27 人文学院

银行卡组织竞争与反垄断政策研究 王文祥 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项目
2018-10-08 产业经济研究院

《司马法》伦理管理思想研究 钟尉 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项目
2018-12-14 工商管理学院

西方主权债务危机的当代特质性研究 刘爱文 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项目
2018-03-20 经济学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公债政策研究 刘晓泉 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项目
2018-04-20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中国大宗农产品价格外部冲击测度及对策研究 黄先明 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项目
2018-06-22 国际经贸学院

现代社会转型与中国文学的怀旧书写研究 周明鹃 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项目
2018-03-20 人文学院

马克思关于资本历史作用的论述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张定鑫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04-19

马克思主义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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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区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化的历程及经验研究 张品良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04-19 人文学院

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引领下沿江地区共享发展与精准脱贫研究 张利国 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12-28 经济学院

中国区域 PM2.5污染的空间分布差异、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研究 徐斌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03-09 统计学院

财政货币政策在提高居民消费中的动态反馈协调机制研究 吴伟军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08-04 金融学院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法律纠纷研究 姚怀生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06-19 法学院

社会转型背景下村落体育生态变迁研究 孙风林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09-06 体育学院

家庭农场发展机制优化研究 温锐 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08-14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互联网行业反垄断问题研究 蒋岩波 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04-19 法学院

我国高校贫困生家庭识别预警与分层救助研究 毕鹤霞 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03-01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明清通俗小说书坊考辨与综录 文革红 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03-20 人文学院

国学视阈下古代戏曲身份认同研究 骆兵 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11-27 人文学院

符号传播与话语建构——中央苏区的符号传播体系研究 林新 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06-21 艺术学院

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权的行政法学研究 程关松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01-22 法学院

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优化与会计舞弊防范研究——山西票号历史经验剖析

与现实借鉴
康均 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04-16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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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育治理改革与中国体育治理现代化研究 易剑东 3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
2018-03-01 体育学院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区域差异的形成机理及分类治理对策研究 邹秀清 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
2018-12-26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基于贸易--资本双全重下的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编制研究 汪洋 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
2018-01-22 金融学院

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 樊祖荫 6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
2018-12-18 艺术学院

国际资源性商品市场定价格局与我国对策研究 伍世安 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
2018-06-21 国际经贸学院

商法一般条款与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研究 杨峰 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
2018-03-23 法学院

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和稳定性的影响机 邹朋飞 4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2018-03-09 金融学院

风险投资、公司治理与高新技术企业投融资行为研究 桂荷发 3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金融学院

地理尺度、技术外部性与产业溢出：金融资源效率的范围视角 戴志敏 4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6 其他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监测预警与政策模拟研究 廖进球 3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协同创新中心

工业能源效率、节能潜力与财税政策优化：以江西省为例 王乔 3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校办公室

无线传感网络中冗余移动内节点的低能耗路径规划研究 万本庭 4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6 协同创新中心

基金管理公司自购投资的激励效应与道德风险研究 肖峻 3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金融学院

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对知识创新的影响效应与干预策略研究 陈思华 33.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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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杂网络的时间序列中社团结构的演化机制研究 孙建成 4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基于多元异构信息融合的个性化推荐系统研究 张富国 36.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生态位 CA的区域关键性生态空间辨识与预警研究--以鄱阳湖地区

为例
谢花林 5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6 生态文明研究院

中国组织情境下谦卑型领导的有效性：一项追踪研究 王碧英 3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工商管理学院

面向查询的社会化短文本自动摘要研究 刘德喜 4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信息管理学院

多元化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治理效应：基于资本成本视角的研究 廖义刚 3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2 会计学院

非合作环境下结构化数据的深层关键词搜索 刘喜平 4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6 信息管理学院

服务接触中顾客欺凌行为影响服务员工的心理机制研究 占小军 3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工商管理学院

烟雾流形建模及其在视频烟雾事件检测中的应用 袁非牛 4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认知视角的技术创新风险识别支持模型与方法研究 肖泉 34.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信息管理学院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智力资本与审计质量 蒋尧明 3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杂志社

泛在环境下基于情境历史和兴趣社区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模型与实现 刘启华 3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12-10 信息管理学院

非正规设计几个问题的深入研究 任俊柏 4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统计学院

大规模多源信息下的动态群体评价方法与应用 张发明 34.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11-21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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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景观格局演变的鄱阳湖典型流域水环境及其优化模型研究 胡绵好 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06

生态经济

研究院

产业集群与城市群的时空分异及耦合发展研究 陈雁云 3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中国背景下关系治理形成机制及效用研究 李敏 3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项目
2018-03-20 工商管理学院

基于顾客选择行为的网络零售退货策略研究 黄健 5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面上项目
2018-03-20 信息管理学院

有限注意力配置下的鲁棒动态投资决策与金融传染问题 凌爱凡 5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面上项目
2018-03-20 金融学院

机器带使用限制的排序问题研究 李刚刚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18-03-20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耗油量的带装箱约束多类型车辆调度问题研究 魏丽军 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18-03-20 信息管理学院

活性官能团导向的芦苇生物炭对富硒耕地中复合重金属吸附行为的调控

机制研究
袁菊红 2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18-11-24 艺术学院

境外战略投资对中资银行效率的影响：理论与实证研究 李玉花 3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一般项目
2018-03-20 国际经贸学院

高校贫困生资助的就业质量效应测度—基于江西六所大学的实证研究 季俊杰 3
江西省博士后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一般项目
2018-01-06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江西省贫困生就业质量研究 季俊杰 3 江西省博士后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一般项目
2018-01-02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基于先秦儒家思想的管理理论研究 钟尉 5 江西省博士后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一般项目
2018-11-16 工商管理学院

新常态视角下高校贫困生的就业质量测度与保障体系构建 季俊杰 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青年项目
2018-07-18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与实证研究 习明明 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青年项目
2018-11-30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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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美丽中国建设研究 余敏江 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青年项目
2018-09-21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下生态补偿财税责任差异化的法律机制 徐丽媛 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青年项目
2018-04-24 法学院

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农超对接平台运行策略研究 杨芳 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青年项目
2018-04-24 工商管理学院

重大群体性事件中暴力现象的生成逻辑及其预防与化解机制研究 李德满 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青年项目
2018-05-2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消费时代的文化正义匡扶与文化品质提升研究 傅守祥 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2018-07-20 人文学院

《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实践创新研究 许光伟 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2018-09-03 经济学院

环境规制下金融资源空间配置对区域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徐晔 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2018-06-19 统计学院

中美互联网媒体管理的政策体制与法律机制比较研究 董媛媛 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2018-11-09 人文学院

伦理性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理论与中国的实证× 王忠诚 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2018-06-19 其他

“莫言的文学世界”研究 张志忠 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2018-10-16 人文学院

技术发展的历史分期及分期依据研究 王耀德 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2018-02-2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源远流长》等 3幅校图文信息楼大型壁画 罗时武 10 其它课题-重点课题 2018-11-20 艺术学院

基于“双创”视角下 RD投入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研究 刘小瑜 1.5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研究生院

鄱阳湖砂石资源的法律保护 王柱国 1.5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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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商品虚假评论识别及其防范研究 钟敏娟 1.5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信息管理学院

团体辅导对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干预研究 郭海峰 1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专项项目
2018-12-30 学工

欠发达地区环境约束下外贸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研究——以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为例
周早弘 1.5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江西农村‘市民化’群体的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研

究
万春 1.5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经济学院

基于地区间空间关联的环境规制策略研究 王守坤 2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重点招标项目

2018-12-30 经济学院

江西省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指数研究 陈运生 2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招标项目

2018-12-30 法学院

自媒体环境下医患关系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规律研究 王根生 1.5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国际经贸学院

政治生态学视野下的苏区群众路线研究 肖文燕 2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招标项目

2018-12-30 杂志社

江西技术标准与技术创新协同管理体制与策略研究 舒辉 2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招标项目

2018-12-30 工商管理学院

省人文课题申报管理系统的改进研究 李华旸 1.5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就市”与转型：明中叶国家货币流通制度演变研究 邱永志 1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30 经济学院

产业集群、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及时空分异 曾冰 1.5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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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公关寻租、媒体异化与市场认知偏差研究 赵玉洁 1.5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金融学院

互文视域下中国作家笔下艺术家形象的症候研究（1978-2015） 张细珍 1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30 人文学院

金融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我省非正规金融风险的度量、监测及传导机制识

别研究
聂高辉 1.5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信息管理学院

职场不文明行为对第三方员工的影响过程研究 占小军 1.5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工商管理学院

股权结构变化、信息披露策略与信息披露后果研究 熊凌云 1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30 会计学院

农业劳动资源变化背景下农地流转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 卢华 1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30 生态文明

研究院

融合双创理念的物流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涂淑丽 1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教改项目
2018-12-29 工商管理学院

基于科研项目支撑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 黄和平 1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教改项目
2018-12-29

生态经济

研究院

研究型教学模式在语言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冯德兵 1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教改项目
2018-12-29 外国语学院

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与实践能力培养研究——以《高级管理

会计理论与实务》课程为例
吉伟莉 1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教改项目
2018-12-29 会计学院

探究式教学视角下的《新制度经济学》课程建设研究 袁庆明 1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教改项目
2018-12-29 经济学院

地方财经院校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张利国 1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教改项目
2018-12-28 经济学院

“以赛促学”的独立学院教学模式课程考核体系研究——以江西财经大学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电子商务为例
陆宇海 2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基于“赛学结合”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研究与实践 谢亮 0.5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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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理论视角下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江西财经大学房地

产开发与管理专业为例
刘旦 0.5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6-30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基于校企合作模式的高校服务创新研究 肖挺 0.5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国际经贸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实践能力的三层递进培养模式研究 陆淳鸿 0.5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工商管理学院

MOOC背景下“翻转课堂”高校会计专业课程范式改革的构思与实践研究 彭晓洁 1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会计学院

专业硕士整合课程研究：以MBA创业设计为例 宁亮 1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6-30 工商管理学院

竞争法（双语）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以培养竞争执法人才为目标 喻玲 1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6-30 法学院

职业能力导向的《商务英语语言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王静 0.5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6-30 外国语学院

“三创”教育背景下财经院校高等数学教学内容与模式创新研究 余达锦 1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统计学院

《会计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 周冬华 0.2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1-30 会计学院

社会科学地理信息系统课程建设探讨 李洪义 0.5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3+3+2"项目教学法在《包装设计》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黄志明 0.6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艺术学院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课程作业成果化"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以设计方

法学课程为例
韩吉安 2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艺术学院

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虚拟语气磨蚀情况的实证研究 卢普庭 5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外国语学院

基于项目教学法的环境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胡颖 0.5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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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课程观”下普通高校音乐鉴赏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李霜 0.4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6-30 艺术学院

把“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探索 刘晓根 0.5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区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模式与方案：顶天

还是立地？
徐斌 1.5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6-30 协同创新中心

地方本科院校大类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许基南 2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2018-06-30

人事处、

组织部

会计专业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章卫东 3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2018-12-30 会计学院

“原理”课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升问题研究——基于江西高校 张定鑫 2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2018-12-30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高等教育扩展中的过度教育现象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彭树宏 1.6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6-30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高校经管类课程翻转课堂有效性影响机制研究 余可发 1.6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6-30 工商管理学院

基于国际旅游岛背景下的品牌推广及传播人才培养研究 杨秀侃 1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5-31 人文学院

江西省“十三五”计划期间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以主要地

市为例
戴志敏 1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8 其他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影响实证分析 封福育 1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6-30 经济学院

Navier-Stokes方程及其相关模型的若干问题研究 杨明华 2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13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复杂图排序的社交网络推荐技术研究 毛明松 2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17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省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驱动机制与提升路径 林文凯 2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19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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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尾相依风险模型的极值分析及其应用 刘庆 2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1-18 统计学院

宏观审慎视角下住房市场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 王勇 2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1-28 统计学院

基于概率型语言信息的定性决策方法研究 张小路 2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20 协同创新中心

考虑装卸约束的二维装箱问题研 魏丽军 2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17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顾客满意模型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绩效研究 夏珺 2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20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新政治经济学视角 习明明 2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21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自适应特征提取方法在光伏功率预测模型中的应用研究 江河 2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20 统计学院

带跳的平均场泛函随机微分方程适定性研究 谭利 2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13 统计学院

多值随机微分方程中一些问题的研究 张华 2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17 统计学院

投资者情绪与股价暴跌风险研究 李世刚 2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8-12-17 会计学院

吉安高新区土地开发利用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邹秀清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1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新材料产业发展与升级规划--以吉安高新区为例 徐斌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15 协同创新中心

潜在耕地转移风险对于江西省发展生物质能源的影响研究 宫之君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19

生态经济

研究院

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全面升级研究—基于产业耦合的视角 陈洪章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09 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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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决策者不同风险偏好的供应链运营策略研究 罗春林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1-15 信息管理学院

吉安高新区投融资平台建设研究 桂荷发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0 金融学院

不完整信息条件下混沌金融系统的全局分析与控制 丁可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19 信息管理学院

吉安高新区电子商务产业园发展规划研究 罗春香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8 国际经贸学院

吉安高新区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规划研究 吴志军 2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1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基于协同演化的模块化生产网络治理研究 何炜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14 工商管理学院

高新园区企业管理升级与人力资源优化研究--以吉安高新区为例 胡宇辰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14 工商管理学院

基于 DNA计算的新型混沌数字图像加密算法研究 张勇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14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基于 GIS的鄱阳湖地区土地安全格局优化调控模拟研究 谢花林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1-28 生态文明研究院

江西雾霾污染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及减排策略研究 徐斌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1-28 统计学院

基于环境约束的金融资源配置对江西省技术创新作用机制研究 徐晔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17 统计学院

区域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知识溢出的视

角
陶长琪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17 统计学院

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形成演化及对知识创新影响效应研究 陈思华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14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多元空间权重设置的地方环境规制交互影响研究 王守坤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19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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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代码文本与结构剖面的软件变更影响分析技术研究 毛澄映 3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0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结构特征法对连续值序列相关特性的研究 陈滨 2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1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屏幕图像质量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 方玉明 5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重点项目
2018-11-28 信息管理学院

系统性风险度量及在我省金融机构风险预警中的应用 凌爱凡 5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重点项目
2018-12-20 金融学院

居民慢性疾病综合智能管理平台研究 万本庭 8 省科技厅科技合作计

划-一般项目
2018-12-27 协同创新中心

基于句法的统计机器翻译若干关键技术研究 袁里驰 10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一般计划
2018-01-09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 3G的移动汽车站管理系统研发 钟元生 3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一般计划
2018-07-27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基于视觉感知特性的三维视频智能适配显示技术研究 方玉明 5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重点项目
2018-12-24 信息管理学院

互联网教学辅助平台 谭亮 5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重点项目
2018-12-06 信息管理学院

方玉明杰出青年人才资助计划项目 方玉明 15
省科技厅人才计划-青
年科学家（井冈之星）

2018-12-30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省青年科学家培养对象 袁非牛 10 省科技厅人才计划-青
年科学家（井冈之星）

2018-10-10 信息管理学院

罗世华青年科学家培养对象 罗世华 8 省科技厅人才计划-青
年科学家（井冈之星）

2018-12-30 统计学院

地方政府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测度及改进研究 肖建华 3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一般项目
2018-08-03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低碳视角下工程项目参与主体的协同创新管理 赖小东 3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一般项目
2018-09-22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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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与提升对策研究 潘文荣 3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一般项目
2018-01-06 统计学院

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研究 张锋 3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05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江西省“十二五”R&D占 GDP比重目标考核评价体系与方法研究 魏和清 1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一般项目
2018-01-10 统计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现状分析 魏和清 1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28 统计学院

注册制下资本市场与江西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基础、微观实践与公共政

策
章卫东 15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重大项目
2018-11-22 会计学院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稳定性机制体制研究—以战略性新

兴产业为例
陈洪章 5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重点项目
2018-12-20 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开发问题研究 彭树宏 5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重点项目
2018-01-15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嵌入式 RFID实时中间件研究与开发 万常选 20 省科技厅重大专项 2018-12-27 信息管理学院

视频感知质量评测理论与系统 方玉明 3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12-14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直觉模糊集信息的双边匹配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 乐琦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02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随机分析的复杂网络拓扑特征及动力学研究 谭利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03 统计学院

基于混沌系统的新型数字图像对称加密算法研究 张勇 7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02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基于直觉模糊集信息的双边匹配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 乐琦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11-21 信息管理学院

多值随机微分方程的几类逼近的研究 张华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12-17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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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2-测地线传递性的交换 Cayley 图与点拟本原图的研究 靳伟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02 统计学院

有色金属企业内部供应链调度问题研究-以铝行业为例 蒋淑珺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11-22 信息管理学院

考虑实际约束条件的多类型车辆装箱问题研究 魏丽军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25 信息管理学院

赣南丘陵山区耕地边际化空间格局、发生机理与调控策略模拟研究 姚冠荣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02 生态文明研究院

动态环境下空间关键词搜索 刘喜平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02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低冗余 DWFT和人眼视觉感知特性的图像融合技术研究 杨勇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02 信息管理学院

大规模柔性作业车间调度问题的并行群体智能优化算法研究 汪靖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02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基于商业信用违约风险的供应链运营策略研究 罗春林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3-10 信息管理学院

面向不均衡社交大数据的数据挖掘研究 吴方君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02 信息管理学院

卤素和稀土掺杂的 ZnS纳米晶的低温固相法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李小侠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02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网络营销系统的色彩一致性研究 黎新伍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3-16 国际经贸学院

鄱阳湖湿地植物热解的生物炭对富硒红壤中硒伴生重金属的固定作用及

其机制研究
袁菊红 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11 艺术学院

石墨烯的低成本规模化制备及其在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研究 余泉茂 3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02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多维多粒度用户兴趣模型及相关策略研究 夏家莉 2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一般项目
2018-05-02

经济管理与

创业模拟

实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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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商品评论的细粒度情感分析研究 万常选 40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重大项目
2018-12-26 信息管理学院

面向智能视频监控的图像超分辨率重建关键技术研究 杨勇 20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重点项目
2018-12-20 信息管理学院

《儿童世界》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1922-1941） 周博文 1
省社科规划项目-博士

基金
2018-12-28 人文学院

主流媒体打造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研究——以“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

台”创新建设为例
王宣海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1-01 法学院

新型智库平台项目申报与评审系统研发 吴锐 5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8 外国语学院

加大江西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研究 潘丹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9-26 经济学院

司法网络舆情及其引导处置研究 王辉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3-08 法学院

以红色基因的传承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蒋金法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4-04 校办公室

贵溪市塘湾镇历史与文化研究 胡海胜 2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8-20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婺源县江湾镇江湾村历史与文化研究 江灶发 2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8-20 艺术学院

区间直觉模糊偏好关系群决策理论与方法 万树平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30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循环利用产业链视角的规模化畜禽污染治理政策创新研究——以鄱

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潘丹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6 经济学院

中国生态环境与资源利用效率的定量测度与评价 王俊杰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8 杂志社

税收法定原则下的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规范研究 万莹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5-10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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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广义薪酬对业绩预告精确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所有权性质的视角 熊凌云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1-30 会计学院

大数据时代下基于交互式动态影响图的金融服务创新决策研究 潘颖慧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03 信息管理学院

金融约束对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的政策效应研究 黄飞鸣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7-13 金融学院

职务犯罪指定监视居住的实证研究——以江西检察系统为样本 谢小剑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5 法学院

江西省金融扶贫体系构建研究 段梅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7-13 金融学院

江西省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及结构转换路径研究 陶长琪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9-26 统计学院

量刑反制定罪在财产犯罪中的展开 徐光华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6-01 法学院

江西环境资源保护面临的形势、困境及对策研究 李秀香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1-16 国际经贸学院

基于海量文本挖掘的微博热点话题检测与趋势预测研究 付淇 0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5 体育学院

文化视角下我国大学课堂商务英语小组讨论的话轮转换有效性分析 王力媛 0.6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1-15 外国语学院

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管理中竞争情报预警机制研究 杨波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5 信息管理学院

环境规制下金融资源配置对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研究
徐晔 0.6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05 统计学院

原始儒家生命伦理精神及其现代性问题研究 朱清华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5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特殊经济区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许统生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0-19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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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

关系研究
张定鑫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9-26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山东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与政权建设互动研究 李立娥 0.5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06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高新技术企业战略经营业绩管理研究 张蕊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5 会计学院

公司治理、财务战略选择与企业可持续增长——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

据
曹玉珊 0.5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9-25 会计学院

信任修复理论视角下慈善组织公信力重建研究 秦安兰 0.5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0-20 人文学院

移动社会网络用户推荐行为及扩散模型研究 杜宾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7-31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宗教遗产资源的旅游价值分析与开发思路研究 廖进球 1.5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05 协同创新中心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 胡颖峰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1-16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马克思恩格斯复杂性哲学思想研究 黄欣荣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9-29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典型引领的价值功能研究——基于互动仪式链视角 苗春凤 0.5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5 人文学院

财政网络舆情热点话题发现与分析 夏家莉 0.7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4-04 经济管理与创业模

拟实验中心

新媒体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影响研究——以媒介环境学为视角 徐文松 0.2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12-27 人文学院

产业化背景下江西广播电视市场培育研究 王玉琦 1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8-04-16 人文学院

加快构建江西特色生态文明体系研究 王乔 10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大招标项目
2018-12-29 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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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思想及其江西实现路径研究 卢福财 15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大招标项目
2018-12-20 工商管理学院

新时期实现兴赣富民战略的关键环节研究 王乔 15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大招标项目
2018-03-20 校办公室

绿色崛起的时代价值与科学实践研究 谢花林 10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大招标项目
2018-05-08

生态文明

研究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江西实践研究 杨峰 10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大招标项目
2018-12-28 其他

基于新型智库平台的专家库系统研发 邓先礼 8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8-12-28 外国语学院

江西虚拟现实影像产业发展研究 温强 0.05 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
一般课题

2018-06-28 艺术学院

江西靖安客家山歌活态保护的研究 王欣 0.05
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

一般课题
2018-06-28 艺术学院

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及其实现路劲研究 胡军华 0.15
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

一般课题
2018-06-2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状态综合评价及相关产品创新设计策略研究——以婺源

三雕为例
况宇翔 0.02

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
一般课题

2018-06-28 艺术学院

中国高校贫困生就业质量的量化水平、异质性及其保障体系 季俊杰 5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面上资助二

等项目

2018-03-15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基于 SVM建模的经济发展评价研究 平卫英 5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面上资助二

等项目

2018-04-16 统计学院

基于不对称 PBF合同的机构投资组合策略与资产定价研究 盛积良 5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面上资助二

等项目

2018-12-24 统计学院

转型期高等教育投入结构演进：路径、逻辑与中国经验 季俊杰 15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特别资助项
2018-12-13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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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我国房地产立法权的配置研究 唐健飞 15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特别资助项

目

2018-03-25 法学院

儿童福利立法的价值、模式与难点 吴鹏飞 6
中国法学会课题-一般

项目
2018-04-20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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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各类横向课题结项一览表

合同名称
负责人

姓名
委托单位

合同

经费
所属单位

寻乌县项山甑旅游开发总体规划 刘德军 寻乌县项山甑度假酒庄有限公司 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关于委托开展营销咨询及培训项目合作协议书 邱文华 江西省东寰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18 工商管理学院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2018年研究课题 肖丽娟 欧美同学会 2 会计学院

“互联网+”新经济发展合作项目论证委托协议 邱新平 新余市商务局 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社会保障动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 万谊娜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12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江西未来之星教育传播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优化

设计
杨建锋 江西未来之星教育传播有限公司 9 工商管理学院

江西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 吴良平 江西省民政厅规划财务处 4 工商管理学院

横向课题任务合同书（2018年） 徐海云 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5 统计学院

中国政府采购透明度第三方评估（2018年度） 匡小平 财政部国库司 6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南昌市政房地产集团收购上市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 熊小斌 南昌思康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5 工商管理学院

南昌高新区 2018-2025商贸服务业发展规划服务合同 黄建军 南昌高新区管委会 20 国际经贸学院

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南地区项目执行技术服务 蔡前 中山大学
21.349
8

人文学院

促进南昌市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研究 熊小刚 南昌市科技信息中心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南昌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与产业发展研究 熊小刚 南昌市科技信息中心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南昌市“十三五”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 熊小刚 南昌市科学技术局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调研课题委托协议 易有禄 民革江西省委会 5 法学院

2017年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 张利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82.766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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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万年县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PPP项目咨询 李明 江西心远工程咨询公司 1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中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权及绩效改革方案研究 黄娟 江西中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0 国际经贸学院

国务院扶贫办 2017年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项目 罗良清 国务院扶贫办
588.21
4

统计学院

全省服务业创新发展课题 王自力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产业经济研究院

网球进校园-经开区实验学校 郑志强 南昌经开区实验学校 4.5 体育学院

网球进校园-白水湖学校 郑志强 南昌经开区白水湖学校 4.5 体育学院

乡村旅游发展用地问题研究 邹勇文 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 15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绩效评价与改革策略研究 宗云
江西神舟信息安全评估中心有限公

司
10

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中

心

社交媒体及大数据环境下的精准营销模式及用户行为分析 刘炜 九江玉兰花室内软装生活馆 40 信息管理学院

萍乡青山物流园区规划前期物流需求量调研 刘浩华
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山煤

矿
9.98 工商管理学院

萍乡社会经济与产业发展调研 刘浩华
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山煤

矿
2.02 工商管理学院

输变电工程指标数据梳理分析 李钟华 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 6 信息管理学院

2017年江西省农村贫困退出第三方评估核查项目总结报告 罗良清 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
82.095
8

统计学院

新闻客户端服务课题研究 邹勇文 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江西中心 9.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委托研究项目 邹勇文 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3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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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权威刊物发表论文一览表

1
Learningmulti-scaleandmulti-orderfeaturesfrom
3Dlocaldifferencesforvisualsmokerecognition

2018-11-01 Informationsciences
信息管理

学院

国际著名

权威期刊 A

袁非牛，XueXia
（学），JintingShi
（学），LinZhang

（学），

JifengHuang（学）

袁非牛

2
MultiobjectiveEcommerceRecommendationsbas

edonHypergraphRanking
2018-09-01 Informationsciences

信息管理

学院

国际著名

权威期刊 A

毛明松，JieLu
（外），韩加林，

GuangquanZhang
（外）

毛明松

3
MixedCo-occurrenceofLocalBinaryPatternsand
Hamming-distance-basedLocalBinaryPatterns

2018-09-01 Informationsciences
信息管理

学院

国际著名

权威期刊 A

袁非牛，夏雪

（学），史劲亭

（学）

袁非牛

4
Sustainableendogenousgrowthmodelofmultipler
egions:ReconcilingORandeconomicperspectives

2018-08-01
EuropeanJournalofOpera

tionalResearch
经济学院

国际著名

权威期刊 A

吴涛，NingZhang
（外），桂林，

WenjieWu（外）

吴涛

5

Agroupdecision-makingmethodconsideringbotht
hegroupconsensusandmultiplicativeconsistencyo
finterval-valuedintuitionisticfuzzypreferencerela

tions

2018-07-01 Informationsciences 信息管理

学院

国际著名

权威期刊 A
万树平，王枫

（学），董九英
万树平

6
Managerialviewsofcorporateimpactsanddepende
nciesonecosystemservices:Acaseofinternationala

nddomesticforestrycompaniesinChina
2018-07-01 JournalofBusinessEthics 外国语学院

国际著名

权威期刊 A

DaliaD'Amato
（外），万敏琍，

NingLi（外），

MikaRekola（外），

AnneToppinen
（外）

DaliaD'
Amato

7
WhatHappenedThenandThere:Top-kSpatio-tem

poralKeywordQuery
2018-07-01 InformationSciences

信息管理

学院

国际著名

权威期刊 A
刘喜平，万常选，

NealN.Xiong
刘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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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刘德喜，

廖国琼，邓松

8
Pythagoreanfuzzymathematicalprogrammingme
thodformulti-attributegroupdecisionmakingwith

Pythagoreanfuzzytruthdegrees
2018-06-01

Knowledgeandinformatio
nsystems

信息管理

学院

国际著名

权威期刊 A
万树平，金珍

（学），董九英
万树平

9
Theunifiedimageencryptionalgorithmbasedonch

aosandcubicS-box
2018-06-01 Informationsciences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国际著名

权威期刊 A
张勇 张勇

10
RobustSingle-ImageSuper-ResolutionBasedonA
daptiveEdge-PreservingSmoothingRegularizatio

n
2018-06-01 IEEETImageProcessing

信息管理

学院

国际著名

权威期刊 A

黄淑英，Sun，Jun
（学），杨勇，

方玉明，Lin，P
（外），Que，Y

（学）

黄淑英

11
NoReferenceQualityAssessmentforScreenConte
ntImagesWithBothLocalAndGlobalFeatureRepr

esentation
2018-04-01 IEEETImageProcessing 信息管理

学院

国际著名

权威期刊 A

方玉明，Yan，JB
（学），Li，LD
（外），Wu，JJ
（外），Lin，WS

（外）

方玉明

12
Single-machineschedulingwithoperatornon-avail
abilitytominimizetotalweightedcompletiontime

2018-03-01 Informationsciences 信息管理

学院

国际著名

权威期刊 A
万龙，原晋江

（外）
万龙

13
Insearchformanagerialskillsbeyondcommonperf

ormancemeasures
2018-02-01

JournalofBankingandFin
ance

金融学院
国际著名

权威期刊 A

陈凡（外），钱

美芬（外），孙

秉文，俞彬（外）

陈凡

14
Model-freefeaturescreeningforhigh-dimensional

survivaldata
2018-09-01 中国科学 统计学院

国内著名

权威 A+

linyuanyuan（外），

刘显慧，

haomeiling（外）

linyuany
uan

15
TheLimitofFiniteSampleBreakdownPointofTuk

ey'sHalfspaceMedianforGeneralData
2018-07-01 数学学报（A、B辑） 统计学院

国内著名

权威期刊 A
刘小惠，罗世华，

YijunZuo（外）
刘小惠

16
基于分类的微博新情感词抽取方法和特征分

析
2018-07-01 计算机学报

信息管理

学院

国内著名

权威期刊 A
刘德喜，聂建云

（外），万常选，
刘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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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喜平，廖述梅，

廖国琼，钟敏娟，

江腾蛟

17 交互式动态影响图研究及其最优Ｋ模型解法 2018-01-01 计算机学报
信息管理

学院

国内著名

权威期刊 A
潘颖慧，曾一锋

（外）
潘颖慧

18
“诅咒”还是“福音”:资源丰裕程度如何影响中

国绿色经济增长?
2018-09-01 经济研究 统计学院

国内著名

权威期刊 A
李江龙（外），

徐斌
李江龙

19 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创业营销理论的历史使命 2018-06-01 新华文摘
工商管理

学院

国内著名

权威期刊 A
谌飞龙 谌飞龙

20 南昌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生命周期评价 2018-10-01 中国环境科学
生态经济

研究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黄和平，胡晴

（学），王智鹏

（学），乔学忠

（学），舒璜

（学），陈慧

（学），杨宗之

（学）

黄和平

21 我国食品安全的公共治理模式变革与实现路

径
2018-09-01 当代财经

国际经贸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吴晓东 吴晓东

22
百年翻译史研究的描述、批评与反思——邹振

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评介
2018-09-01 中国翻译（书评） 外国语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熊兵娇 熊兵娇

23 《红色中华》与中央苏区法制宣传教育 2018-09-01 光明日报（理论版）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陈始发，李凤凤 陈始发

24 关于稀疏图彩虹连通数的注记 2018-08-01 应用数学学报（中、英） 统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董九英，李学良

（外）
董九英

25 中国企业应对美国 337调查的对策研究 2018-08-01 国际贸易
国际经贸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袁红林，王诗烨

（外）
袁红林

26 信贷失衡、企业效率异质性与僵尸企业的形成 2018-08-01 当代财经 金融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吕江林，陈建付

（学）
吕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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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点与路径 2018-04-01 光明日报（理论版）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李春根 李春根

28
融资融券标的股调整的股价效应研究——以

深市 A股为例
2018-04-01 当代财经 金融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黄飞鸣 黄飞鸣

29 视频烟雾检测研究进展 2018-03-01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信息管理学

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史劲亭（外），

袁非牛，夏雪

（学）

史劲亭

30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

政策绩效评价
2018-03-01 当代财经

工商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胡大立，刘志虹

（学），谌飞龙
胡大立

31 我们党对民生建设目标的新认识 2018-01-01 光明日报（理论版）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陈成文，胡彬彬

（外）
陈成文

32 中部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与差异分析 2018-12-01 经济地理
协同创新

中心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杨头平，潘桑桑

（学）
杨头平

33
解释框架对文化混搭产品评价的影响——比

较焦点和解释策略的调节效应
2018-12-01 心理学报

工商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聂春艳，汪涛

（外），赵鹏

（外），崔楠（外）

聂春艳

34 我国市辖区土地开发异质性测度与成因分析 2018-11-01 经济地理
生态文明

研究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舒成，许波（外） 舒成

35 从“碎片化”困境看跨域性突发环境事件治理

的目标取向
2018-11-01 经济地理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李胜，卢俊 李胜

36
IPO募资双重管制与资源配置——基于自然

实验的经验证据
2018-11-01 管理科学学报 会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张岩，吴芳，吴

晓晖（外）
张岩

37
中国粮食作物的过量施肥程度评价及时空分

异
2018-10-01 经济地理 经济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孔凡斌（外），

郭巧苓（学），

潘丹

孔凡斌

38
开放式基金“泵浦”现象检验：基于规模、投资

风格和管理团队视角的经验证据
2018-09-01 中国管理科学 金融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凌爱凡，莫阳紫

嫣（学）
凌爱凡

39
江西省农业人口转移对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的

影响
2018-08-01 资源科学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邹秀清，谢美辉

（学），肖泽干
邹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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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涂小松，

王彦，徐国良

40 零售物流中心运作优化的一种Ｔ型补货策略 2018-04-01 中国管理科学
信息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田歆（外），罗

春林，汪寿阳

（外），陈庆洪

（外），卢美红

（外）

田歆

41
政策性金融扶贫项目收入改进效果评价-以江

西省为例
2018-04-01 中国软科学 统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章贵军 章贵军

42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贸易便利化时空

特征及对贸易的影响
2018-03-01 经济地理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刘镇，邱志萍

（学），朱丽萌
刘镇

43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单产时空格局演变及

驱动因素探究
2018-02-01 经济地理 经济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张利国，鲍丙飞

（学），董亮（外）
张利国

44 产业扶贫:国外经验及政策启示 2018-01-01 经济地理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陈成文，陈建平

（学），陶纪坤
陈成文

45
嵌入 GARCH波动率估计的 B1ack-Litterman

投资组合模型
2018-06-01 中国管理科学 金融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凌爱凡，陈骁阳

（学）
凌爱凡

46
考虑投资者朋友关系和预期效用的 P2P借贷

个性化投资推荐方法
2018-10-01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信息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万常选，游运

（学），江腾蛟，

刘喜平，廖国琼，

刘德喜

万常选

47
基于 GIS的关键性生态空间辨识―以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为例
2018-08-01 生态学报

生态文明

研究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谢花林，姚干

（学），何亚芬，

张道贝（外）

谢花林

48 中国林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差异分析 2018-08-01 生态学报
生态文明

研究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何亚芬，谢花林 何亚芬

49 基于绿色 GDP和生态足迹的江西省生态效率

动态变化研究
2018-08-01 生态学报

生态经济

研究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黄和平，胡晴

（学），乔学忠

（学）

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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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法律约束情形下电子产品回收再制造研究 2018-04-01 控制与决策
信息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徐杰，刘南（外），

柳键
徐杰

51
区域异质性视角下赣江生态系统服务支付意

愿及其价值评估
2018-03-01 生态学报 金融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赵玉（外），张

玉（外），熊国

宝（外），严武

赵玉

52
垄断、信息不对称及土地拍卖定价偏好的差异

——以南昌市为例
2018-09-01 中国土地科学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王雪峰 王雪峰

53 中国“一带一路”投资：进展、挑战与对策 2018-12-01 国际贸易
产业经济

研究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聂爱云（外），

何小钢
聂爱云

54 支持合作社生态化建设的区域生态农业创新

体系构建研究
2018-12-01 农业经济问题 统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胡平波 胡平波

55 法治背景下我国税制结构的优化研究 2018-12-01 税务研究 校办公室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王乔，席卫群，

张仲芳，伍红，

汪柱旺，杨得前，

周全林，舒成，

王丽娟，伍云峰，

黄思明，徐建斌

王乔

56 绿色财政支出：理论与实践 2018-12-01 当代财经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魏吉华，蒋金法 魏吉华

57
年报预约披露推迟、金融生态环境与债务融资

成本-基于信息风险识别和风险补偿转化视角
2018-12-01 管理评论 会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谢盛纹，廖佳

（学），陶然（外）
谢盛纹

58 首席执行官组织认同与企业税务风险 2018-12-01 税务研究 会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周美华，林斌

（外），熊凌云
周美华

59
真君子还是伪君子：谦卑型领导与行为一致性

对员工情感承诺的影响
2018-12-01 当代财经

工商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高日光，李胜兰 高日光

60 互联网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基于

交易成本的视角
2018-12-01 当代财经

工商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卢福财，徐远彬

（学）
卢福财

61 境外投资者与高质量审计需求 2018-12-01 审计研究 会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周冬华，方瑄

（外），黄文德
周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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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宏观政策、微观特征怎样影响了企业的 R&D

投入
2018-12-01 当代财经 杂志社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朱星文 朱星文

63
网上隐喻式产品图片展示触觉补偿效应的实

证研究
2018-11-01 当代财经

工商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杨慧，冷雄辉

（学）
杨慧

64
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式财政分权对最低生活保

障支出的影响研究
2018-11-01 中国行政管理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陈文美（外），

李春根
陈文美

65
中国跨国企业的资本配置扭曲：金融摩擦还是

信贷配置的制度偏向
2018-11-01 中国工业经济

产业经济

研究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简泽，徐扬（学），

吕大国，卢任，

李晓萍（外）

简泽

66 国家“救市”与货币转型——明中叶国家货币

制度领域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
2018-11-01 中国经济史研究 经济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邱永志 邱永志

67 习惯形成、跨期替代与农村居民消费 2018-11-01 当代财经 经济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封福育，饶晓辉 封福育

68 从 A调分类看《车里译语》的基础方言 2018-10-01 民族语文 人文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章富刚 章富刚

69 我国绿色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及地区差异探

析——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
2018-10-01 当代财经 统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魏和清，李颖

（学）
魏和清

70
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民事责任、合伙

人行为与审计质量——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2018-10-01 当代财经 杂志社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蒋尧明，肖洁

（学）
蒋尧明

71
僵尸企业与污染排放：基于识别与机理的实证

分析
2018-10-01 统计研究 经济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王守坤 王守坤

72 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管理会影响审计质量吗 2018-09-01 当代财经 会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荣莉，冯少勤

（学）
荣莉

73 上市公司国际化业务的行业同群效应研究 2018-09-01 当代财经 会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李世刚 李世刚

74 中国管理科学体系的未来建构 2018-09-01 经济管理
工商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吴照云，张兵红

（学）
吴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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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分享经济统计核算：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 2018-09-01 统计研究 统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平卫英，罗良清 平卫英

76
体育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分析_以 CBA联赛

为例
2018-09-01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体育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郑娟（外），郑

志强
郑娟

77
“以刑制罪”视阈下绑架罪的定性与量刑——
对大样本绑架释放人质案件的实证考察

2018-09-01 政法论坛 法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徐光华 徐光华

78
我国制造业“四链”协同升级的一个现实途径:

服务化转型
2018-09-01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杂志社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张辽（外），王

俊杰
张辽

79 非正规金融、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2018-08-01 科学学研究
信息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聂高辉，邱洋冬

（学），龙文琪

（学）

聂高辉

80 IPO耗时、盈余管理方式选择与经济后果 2018-08-01 当代财经 会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张岩 张岩

81 企业商业生态系统演化中价值共创研究——
数字化赋能视角

2018-08-01 经济管理
工商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胡海波，卢海涛

（学）
胡海波

82 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企业创新悖论管理案例

研究：双元能力视角
2018-08-01 管理评论

工商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胡京波，欧阳桃

花（外），曾德

麟（外），冯海

龙（外）

胡京波

83
产业转移对地方环境规制影响的理论模型和

经验验证——基于我国产业转移的实证检验
2018-08-01 管理评论 科研处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刘满凤，李昕耀

（学）
刘满凤

84
CEO组织认同能抑制盈余管理吗？——来自

中国上市公司调查问卷的证据
2018-08-01 南开管理评论 会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周美华，林斌

（外），罗劲博，

李炜文（外）

周美华

85 省域 PPP项目的风险影响因素及其风险测度

研究
2018-08-01 当代财经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肖建华 肖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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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关系域的历史向

度
2018-08-01 当代财经 经济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刘爱文 刘爱文

87 日本“故乡纳税”的评析与借鉴 2018-07-01 税务研究 会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荣莉，冯少勤

（学），余宜珂

（外）

荣莉

88
IT能力与组织管控促进复杂产品研发敏捷性

研究
2018-07-01 科学学研究

工商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曾德麟（外），

欧阳桃花（外），

胡京波，崔争艳

（外）

曾德麟

89
地方财政支出对产业生态化的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
2018-07-01 财贸经济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杨得前，刘仁济

（学）
杨得前

90 税务事先裁定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前景与挑战 2018-07-01 税务研究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席卫群，胡芳

（学）
席卫群

91 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制度质量视角下的经

济增长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
2018-07-01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统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陶长琪，彭永樟

（学）
陶长琪

92 中国城市房价对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基

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
2018-07-01 当代财经 统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徐晔，喻家驹

（学）
徐晔

93
交通设施建设完善与消费转移———来自杭

州湾跨海大桥周边城市的经验证据
2018-07-01 当代财经

国际经贸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黄先明，肖挺 黄先明

94
小微电商创业扶持政策需求的优先次序和影

响因素研究
2018-06-01 当代财经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叶修堂（学），

姚林香
叶修堂

95
“互联网+”背景下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风险预

警
2018-06-01 税务研究 统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刘小瑜，温有栋

（学），江炳官

（学）

刘小瑜

96
基于互补性资产的软件企业云计算技术变革

研究——以中标软件为案例
2018-06-01 管理评论

工商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欧阳桃花（外），

王均（外），胡

京波

欧阳桃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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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与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

链攀升
2018-06-01 国际贸易

国际经贸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蒋含明 蒋含明

98
地方政府债务的收入增长效应与分配效应研

究
2018-06-01 当代财经 经济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刘伦武 刘伦武

99
货币政策规则设定、外生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

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2018-06-01 当代财经 杂志社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王俊杰，仝冰

（外）
王俊杰

100
外部研发、一体化生产与自主品牌的动态绩效

——来自中国乘用车行业的证据
2018-06-01 管理评论

产业经济

研究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谭诗羽，白让让

（外）
谭诗羽

101 中国高技术研发补贴的时空分异研究 2018-05-01 科学学研究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杨得前，刘仁济

（学）
杨得前

102 地方财政支出对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效应研

究
2018-05-01 当代财经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杨得前，刘仁济

（学）
杨得前

103 卷烟弹性与卷烟消费关系的探讨 2018-05-01 税务研究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杨得前 杨得前

104 税收集权、工业企业规模与发展偏好 2018-05-01 财政研究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黄思明，王乔 黄思明

105
契约不完全、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制造业真

实贸易利得
2018-05-01 当代财经

国际经贸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蒋含明 蒋含明

106 中央苏区法制宣传教育研究 2018-05-01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陈始发，李妍婷

（学）
陈始发

107 风险投资、派驻董事与企业创新:影响与作用

机理
2018-04-01 当代财经 会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熊家财，桂荷发 熊家财

108 国外个体二元性研究前沿及展望 2018-04-01 管理评论
工商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熊立（学），曹

元坤，朱建斌
熊立

109
新生代工作价值观、内在动机对工作绩效影响

——组织文化的调节效应
2018-04-01 管理评论

工商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侯烜方（外），

卢福财
侯烜方

110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政策绩效的实证

分析——基于 DEA-Tobit理论模型
2018-04-01 财政研究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姚林香，欧阳建

勇
姚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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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的作用探讨 2018-04-01 审计研究 会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李世刚，章卫东 李世刚

112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极化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2018-04-01 当代财经 金融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胡志军，陶纪坤 胡志军

113
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整理现状与文献特点分

析
2018-04-01 中共党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陈始发 陈始发

114 营改增后增值税税率简并方案设计 2018-03-01 税务研究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万莹 万莹

115 公允价值分层计量、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质量 2018-03-01 审计研究 会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杨书怀 杨书怀

116 内部人交易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2018-03-01 会计研究 会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周冬华，杨小康

（学）
周冬华

117
深化税制改革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作

用
2018-03-01 税务研究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李春根，陈文美

（学）
李春根

118 宏观审慎政策调控住房市场的有效性研究 2018-03-01 当代财经 统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王勇 王勇

119
创始人家族控股、股权分置与现金股利之谜

——基于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2018-03-01 经济评论 金融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杨超，山立威

（外）
杨超

120
广义拉弗曲线在中国成立吗--基于省际 PSTR

的实证分析
2018-02-01 当代财经 金融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管超（学），毕

盛（学），胡援

成

管超

121 “服务化”能否为中国制造业带来绩效红利 2018-02-01 财贸经济
国际经贸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肖挺 肖挺

122 中国工业品宏微观 Armington弹性：估算、应

用与决定因素
2018-02-01 世界经济

国际经贸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许统生，廖敏秋

（学），涂远芬
许统生

123
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股最优比例与工业增加

值
2018-02-01 当代财经 会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张蕊，蒋煦涵

（学）
张蕊

124
制度邻近下知识势能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

空间溢出效应
2018-02-01 当代财经 统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陶长琪，彭永樟

（学）
陶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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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数字艺术应用 2018-02-01 中国电视 艺术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李苏云 李苏云

126 制造企业服务化现状的影响因素检验 2018-02-01 科研管理
国际经贸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肖挺，黄先明 肖挺

127
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经

济转型阶段的研究
2018-01-01 管理评论

信息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万建香，钟以婷

（学）
万建香

128
绿色发展指标下促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

设的税收政策完善伍红李姗姗
2018-01-01 税务研究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伍红，李姗姗

（学）
伍红

129
PPP模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风险和

对策
2018-01-01 国际贸易 经济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陆长平，刘伟明 陆长平

130 融券制度与审计质量——基于准自然实验分

析
2018-01-01 经济管理 会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章琳一，张洪辉 章琳一

131
财政分权促进还是抑制了公共环境支出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2018-01-01 当代财经 杂志社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辛冲冲（外），

周全林
辛冲冲

132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捐赠的关系研究——基于

资源依赖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
2018-01-01 当代财经 杂志社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吴芳 吴芳

133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

化效应
2018-01-01 财政研究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夏珺，李春根 夏珺

134 双渠道竞争中的需求信号分享策略研究 2018-01-01 管理评论
信息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毛小兵 毛小兵

135 联合字典鲁棒稀疏表示的多聚焦图像融合 2018-08-01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信息管理

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杨勇，吴嘉骅

（学），黄淑英，

阙越（学）

杨勇

136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城市交通共享产品使用行

为意愿研究
2018-06-01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施建刚（外），

司红运（外），

吴光东，王欢明

（外）

施建刚

137
一种采用抢占阈值的软实时动态调度策略

PT-STDS1
2018-05-01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王文乐（外），

龚俊（外），曹
王文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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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华，曹远龙

（外），陈洪琪

（外），柯胜男

（外），涂珍（外）

138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效应与能

源消费结构演变的适配关系研究
2018-04-01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统计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陶长琪，李翠

（学），王夏欢

（学）

陶长琪

139
一种融合本地社交网络的轻量级可信服务推

荐方法
2018-04-01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朱文强，钟元生，

徐军，李普聪
朱文强

140 基于生命特征的城市竞争生态位评价分析 2018-02-01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施建刚（外），

张永刚（外），

吴光东

施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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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著作出版信息一览表

序

号
著作名称

著作

类别
出版单位 出版日期 所属单位 所有作者

1
“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

成
优秀专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8-12-01 经济学院 邱永志

2 ResearchontheCPC'sPolicyonMinorityCultureConstruction
中华学术

外译
NewClassicPress 2018-09-01 外国语学院 史湘琳

3 城市交通拥堵及其控制政策策略研究 专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8-12-01 校办公室 刘小丽

4 强治理弱治理 专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12-01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欧阳静

5 中心城市培育与我国升级交界区经济发展研究 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12-01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曾冰

6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研究：水平、路径与机制创新 专著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2018-12-01 经济学院 孔凡斌，潘丹

7 中国农村突出环境问题治理研究 专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12-01 经济学院 潘丹，孔凡斌

8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与农村人居环境问题治理：理论与实践

探索
专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12-01 经济学院 潘丹，孔凡斌

9 中外印花税与印花税票比较研究 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12-01 校办公室

王乔，曾耀辉

（外），黄思

明，戴丽华

10 危机与政府干预理论的演变逻辑 专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18-12-01 经济学院 张荭

11 随机加权和与次序统计量的二阶正则变差性质 专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12-01 统计学院 刘庆

12 中国物流卫星账户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8-12-01 统计学院 黄璆

13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知识转移研究 专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8-12-01 信息管理学院 杨波

14 我国竞技体育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DEA分析 专著 北京出版社 2018-12-01 体育学院 吕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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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生产性资源错配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 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12-01 国际经贸学院 蒋含明

16 创新驱动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与实证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12-01 统计学院 陶长琪

17 环境规制、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12-01 统计学院 徐晔，陶长琪

18 大数据时代下财经高校商科课程标准建设研究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8-12-01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朱晓刚

19
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微观机

理研究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12-01 国际经贸学院 蒋含明

20 马克思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12-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舒前毅

21 皎然集文献研究 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12-01 人文学院 成亚林

22 Rainbowconnectionnumbersofgraphs 专著 科学出版社 2018-12-01 统计学院 董九英

23 土地细碎化、非农劳动供给和农地经营权流转研究 专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12-01 生态文明研究院 卢华

24 基于 Copula相依结构建模及在金融市场的应用 专著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

社
2018-12-01 金融学院 杜江泽

25 自我调节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8-12-01 人文学院
袁冬华，高日

光

26
财政货币政策动态反馈协调机制的研究-基于提高居民消

费水平的视角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12-01 金融学院 吴伟军

27 基于虚拟整合的供应链网络协同价值创造研究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12-01 工商管理学院

胡宇辰，钟

岭，邹艳芬，

张孝锋

28 几类不确定动力系统的稳定性分析及应用 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2018-12-01 信息管理学院 丁可

29
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党组织参与建设研

究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12-01 财务处 李娜，李世刚

30
创业网络视角下中小农业企业成长研究——以江西省为

例
专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12-01 工商管理学院 刘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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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航空制造企业精益一体化物流管理研究 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12-01 工商管理学院 吴群

32 晋升激励的经济后果研究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8-12-01 会计学院 张洪辉

33 住房价格波动对自有住房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12-01 统计学院 王勇

3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引论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8-12-01 经济学院 罗雄飞

35 准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体系研究 专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12-01 法学院 汪志刚

36 中国耕地轮作休耕制度研究 专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

团
2018-12-01 生态文明研究院

谢花林，何亚

芬

37 超高频海洋表面动力学参数探测雷达系统设计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8-12-01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黄坚

38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债政策研究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12-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晓泉

39 领导正直研究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8-11-01 工商管理学院

高日光，袁冬

华，王碧英

（外）

40 价格竞争对网络营销绩效的传导机制研究 专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11-01 国际经贸学院
黎新伍，陈栋

（外）

41 人际信任修复理论与实证研究 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11-01 人文学院 秦安兰

42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现状、机制与

路径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11-01 经济学院 裘莹

43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我国省域碳足迹及省际间碳转移核

算研究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8-11-01 统计学院 曹俊文

44 建立健全江西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政策研究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11-01 经济学院 刘伦武

45 职业球员薪酬管理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构想 专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8-11-01 体育学院 朱亚坤

46 中国纸媒广告中的文化符号和文化价值观（1979-2008） 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10-01 人文学院 吴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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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江西绿色发展指数绿皮书 2018 专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

团
2018-10-01 生态文明研究院

蒋金法，谢花

林，陈宏文

（外），舒成，

肖文海，毛炜

翔（外），姚

冠荣，卢华，

邬志龙，何亚

芬，周材华，

邹金浪

48 社会救助财政支出的理论分析框架:规模、结构、绩效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10-01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李春根，夏珺

49 我国农产品物流业技术效率水平提升策略研究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10-01 工商管理学院 仲昇

50 协调发展:来自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10-01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朱丽萌，习明

明，陈雁云

51 基于负超几何分布的十进制分组加密 专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10-01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胡冬萍

52 基于知识管理的服务创新机制研究 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10-01 信息管理学院 谭亮

53 叶圣陶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专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

团-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8-10-01 人文学院 周博文

54 国家干预视角下的金融机构破产法修正研究 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09-01 法学院 巫文勇

55
基于物质投入产出表视角下的循环经济统计测度问题研

究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08-01 统计学院 平卫英

56 素描·天性 专著 吉林大学美术出版社 2018-08-01 艺术学院 矫芙蓉

57
官僚社会与封建社会：一个从技术、租金到制度的分析框

架及其应用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08-01 经济学院 王宇锋



240

58 中国环保产业化评价与提升对策研究 专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08-01
现代经济管理学

院
饶超

59 中国食品安全治理研究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07-01 经济学院

廖卫东，时洪

洋（学），肖

钦（学）

60 中国文化导论 专著 九州出版社 2018-07-01 人文学院 龚贤

61 江西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跟踪研究(2017)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07-01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吴志军，徐

斌，朱丽萌，

陈雁云，刘

镇，刘修礼，

习明明，刘伟

明，曾冰

62 中国大宗农产品外部冲击测度及对策研究 专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8-06-01 国际经贸学院 黄先明

63 新时代背景下的工业设计 专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06-01 艺术学院 吴昌松

64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化研究（1927-1948）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06-01 人文学院 张品良

65 梁启超修身讲演录 专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05-01 人文学院 彭树欣

66 基于集群知识网络的集群企业成长研究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05-01 工商管理学院 何小兰

67 STS视域下的杰出科学家管理研究 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05-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仕伟

68 不完备生产和多种维护策略下的生产批量决策与优化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03-01 信息管理学院
赖新峰，陈志

祥（外）

69 租界化症候：20世纪 30年代上海的文学生产 专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8-03-01 人文学院 周明鹃

70
水土资源综合承载力评价与调控机制研究—以贵阳市为

例
专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03-01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吕添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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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生态补偿财税责任差异化的法律机制研究 专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02-01 法学院 徐丽媛

72
ChineseCurrencyExchangeRatesAnalysis:RiskManagement，

ForecastingandHedgingStrategies
专著 Routledge 2018-01-01 金融学院

杜江泽，

Jying-NanWa
ng（外），

KinKeungLai
（外），

ChaoWang
（外）

73 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主体建构与身份认同 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01-01 人文学院 李旭

74 去工业化、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研究 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01-01 杂志社 王展祥

75 机器带使用限制的若干排序问题的算法研究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01-01 信息管理学院 李刚刚

76 平面国——一个多维的传奇故事 译著 台海出版社 2018-11-01 外国语学院 杜景平

77 《如何思考》 译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8-07-01 外国语学院 刘琳红

78 超能第七感 II迷雾 译著 天地出版社 2018-06-01 外国语学院
杜景平，赵晖

（外）

79 经济学精要（第六版） 译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01-01 经济学院

王小平，李胜

兰，肖璐，李

国民，王宇

锋，吴涛，李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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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专利成果信息一览表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授权号 授权日期 所属单位 专利发明（设计）人

第一

作者

1
一种对于三维视频的视觉注意力检

测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610427876.3 2018-02-16 信息管理学院

方玉明，张驰（学），诸汉

炜（学），温文媖
方玉明

2
一种高增透蓝宝石晶棒制造设备及

制造工艺
发明专利 ZL201610045578.8 2018-06-01 工商管理学院 胡海波，涂舟扬（外） 胡海波

3
Studyonunequalprotectionofimagedata

insocialmedia
发明专利 2018101324 2018-09-26 信息管理学院 温文媖，方玉明，杨勇 温文媖

4 滑动式划线尺 实用新型 054033080109E02 2008-01-09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校外人员（外），唐海燕

校外人

员

5 普通呆板手加力杆 实用新型 054033080109E01 2008-01-09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校外人员（外），唐海燕

校外人

员

6
一种高比能量水系纽扣式超级电容

器
实用新型 ZL201720445435.6 2018-01-02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邓梅根，冯义红 邓梅根

7 一种基于活性炭泡沫的超级电容器 实用新型 ZL2017204454341 2018-01-02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邓梅根，冯义红 邓梅根

8 用于虚拟现实设备的新型手柄 实用新型 CN2068489501 2018-01-05 艺术学院 汪翠芳 汪翠芳

9 一种多功能拐杖 实用新型 ZL201720768822.3 2018-01-16 艺术学院 杨泳 杨泳

10 扬琴琴弦拉力测量装置 实用新型 CN206974592U 2018-02-06 艺术学院
陈永维，董建（外），余兆

欣（外）
陈永维

11 一种防止滴漏的漏斗 实用新型 ZL201720868794.2 2018-03-02 艺术学院 罗时武，晏鑫（学） 罗时武

12 一种可控量药瓶 实用新型 CN207292926U 2018-05-01 艺术学院 张天赐（学），罗时武 张天赐

13 一种防积灰的计算机机箱 实用新型 CN207301931U 2018-05-01 国际经贸学院 舒剑 舒剑

14 一种计算机噪声消除装置 实用新型 CN207319680U 2018-05-04 国际经贸学院 舒剑 舒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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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种计量式面条包装盒 实用新型 207595705U 2018-07-10 艺术学院 张冠男 张冠男

16 电子商务检货台 实用新型 ZL201721585860.1 2018-07-27 信息管理学院 郭勇 3 郭勇 3
17 一种可堆叠的包装盒 实用新型 207748184U 2018-08-21 艺术学院 张冠男 张冠男

18 一种包装设计割样刀 实用新型 CN207757661U 2018-08-24 艺术学院 汪霖 汪霖

19 一种小微零件集中定位存放包装箱 实用新型 CN207860851U 2018-09-14 艺术学院 黄志明 黄志明

20 一种电子商务装卸货平台 实用新型 ZL201820151740.9 2018-10-09 工商管理学院 彭媛（外），宁亮 彭媛

21 一种软件自动测试装置 实用新型 CN207992990U 2018-10-19 信息管理学院 狄国强 狄国强

22 一种花瓣形自动开合观赏灯 实用新型 CN208058533U 2018-11-06 艺术学院 况宇翔 况宇翔

23 一种可驱蚊的窗帘 实用新型 CN208089195U 2018-11-13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周早弘 周早弘

24 一种多功能毛笔架 实用新型 CN208164605U 2018-11-30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周早弘 周早弘

25 一种升降式平板电视机支撑架 实用新型 CN208138749U 2018-12-11 艺术学院 张相森 张相森

26 一种家电仪器转运用存放装置 实用新型 CN208134395U 2018-12-11 艺术学院 张相森 张相森

27 一种立体绿化景观设计装置 实用新型 201721644078.2 2018-12-13 艺术学院 汪霖 汪霖

28 徽章（海昏侯主题文创品 3） 外观设计 CN304646518S 2018-05-25 艺术学院 张相森，彭紫薇（外） 张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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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论文收录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论文题目 发表/出版日期 刊物/论文集名称 所属单位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姓名
收录信息

1
ATwo-StageRegularizationMethodforVariableSe
lectionandForecastinginHigh-OrderInteractionM

odel
2018-11-01 Complexity 统计学院 董瑶 董瑶，江河

SCI检索

期刊 1区

2
OnDesigningFeedbackControllersforMaster-Slav
eSynchronizationofMemristor-BasedChua’sCirc

uits
2018-10-01 Complexity 信息管理学院 丁可 丁可

SCI检索

期刊 1区

3
AComprehensiveAlgorithmforEvaluatingNodeIn
fluencesinSocialNetworksBasedonPreferenceAn

alysisandRandomWalk
2018-10-01 Complexity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毛澄映

毛澄映，肖维

松（学）

SCI检索

期刊 1区

4
Theevolutionofinvestmentpatternsonadvancedma
nufacturingtechnology(AMT)inmanufacturingop

erations
2018-09-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ProductionEcono

mics
工商管理学院 程杨

程杨，
RikkeMatthies
en（外），
SamiFarooq
（外），

JohnJohansen
（外），胡海

波，LeiMa
（外）

SCI检索

期刊 1区

5
Anovelmodelbasedonsquarerootelasticnetandartif
icialneuralnetworkforforecastingglobalsolarradiat

ion
2018-08-01 Complexity 统计学院 江河 江河，董瑶

SCI检索

期刊 1区

6 FactorsaffectingCO2emissionsinChina’sagricultu
resector:Aquantileregression 2018-07-01

RenewableandSusta
inableEnergyRevie

ws
统计学院

LinBoqia
ng

LinBoqiang
（外），徐斌

SCI检索

期刊 1区

7 Publicacceptanceofandwillingness-to-payfornano
foodsintheUS 2018-07-01 FoodControl 经济学院 周谷珍

周谷珍，
WuyangHu
（外）

SCI检索

期刊 1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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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three-phasemethodforgroupdecisionmakingwit
hinterval-valuedintuitionisticfuzzypreferencerelat

ions
2018-06-01 IEEETransactionson

FuzzySystems 信息管理学院 万树平

万树平，王枫

（学），董九

英

SCI检索

期刊 1区

9
InvestigationofCorticalSignalPropagationandthe
ResultingSpatiotemporalPatternsinMemristor-Ba

sedNeuronalNetwork
2018-06-01 Complexity 信息管理学院 丁可

丁可，
ZahraRostami
（外），
SajadJafari
（外），
BoshraHatef

（外）

SCI检索

期刊 1区

10 AnimprovedcombinationapproachbasedonAdabo
ostalgorithmforwindspeedtimeseriesforecasting 2018-03-01 EnergyConversiona

ndManagement 统计学院 肖玲

肖玲（外），

董韵轩（学），

董瑶

SCI检索

期刊 1区

11
Assessingtheimpactsoflandfragmentationandplot
sizeonyieldsandcosts:Atranslogproductionmodel

andcostfunctionapproach
2018-03-01 AgriculturalSystems 生态文明研究院 卢华

卢华，谢花

林，何亚芬，

邬志龙，张新

明（外）

SCI检索

期刊 1区

12 Spatio-temporalmodellingofrainfallintheMurray-
DarlingBasin 2018-02-01 JournalofHydrology 金融学院

GenNow
ak

GenNowak
（外），
A.H.Welsh
（外），
T.J.O’Neill

（外），冯凌

秉

SCI检索

期刊 1区

13
Agroupdecisionmakingmethodwithintervalvalue
dfuzzypreferencerelationbasedonthegeometricco

nsistency
2018-01-01 InformationFusion 信息管理学院 万树平

万树平，王枫

（学），董九

英

SCI检索

期刊 1区

14 ABalancedShapingMethodforStabilizingChemic
alReactionNetworks 2018-01-01

Match-communicati
onsinmathematicala
ndincomputerchemi

stry

统计学院 柯敏

柯敏（外），

郜传厚（外），

罗世华

SCI检索

期刊 1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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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aster-SlaveSynchronizationof4DHyperchaotic
RabinovichSystems 2018-01-01 Complexity 信息管理学院 丁可

丁可，
ChristosVolos
（外），徐兴，

杜宾

SCI检索

期刊 1区

16
GrowthofindustrialCO2emissionsinShanghaicity:
Evidencefromadynamicvectorautoregressionanal

ysis
2018-03-01 Energy 统计学院

LinBoqia
ng

LinBoqiang
（外），徐斌

SCI检索

期刊 1区

17 Choosinganonlineretailchannelforamanufacturer:
Directsalesorconsignment? 2018-01-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ProductionEcono

mics
信息管理学院 王翠霞

王翠霞，冷明

明（外），梁

丽萍（外）

SCI检索

期刊 1区

18 OptimallRegionSelectionforStereoscopicVideoD
ubtitleInsertion 2018-11-01 IEEETCIRCSYSTV

ID 信息管理学院 Yue.，gh

Yue.，gh（外），

Hou.CP（外），

Lei，JJ（外），

方玉明，Lin，
Weisi（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19
MolybdenumandCadmiumexposureinfluencesthe
concentrationoftraceelementsinthedigestiveorgan

sofShaoxingduck(Anasplatyrhyncha)
2018-11-01 EcotoxicologyandE

nvironmentalSafety 信息管理学院 Liao，ZY

Liao，ZY
（外），Cao，
HB（外），

DAI，XY
（外），

XING，CH
（外），XU，
XW（外），

聂高辉，

ZHANG，CY
（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20 Algorithmandcomplexityofthetwodisjointconnect
eddominatingsetsproblemontrees 2018-11-01

APPLIEDMATHE
MATICSANDCOM

PUTATION
信息管理学院 刘咸亮

刘咸亮，杨子

神（外），王

卫（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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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mageDehazingBasedonRobustSparseRepresenta
tion 2018-10-01 IEEEAccess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黄淑英

黄淑英，吴东

磊（学），杨

勇，朱海军

（学）

SCI检索

期刊 2区

22 APROMETHEE-FLPmethodforheterogeneousm
ulti-attributesgroupdecisionmaking 2018-10-01 IEEEAccess 统计学院 董九英

董九英，万树

平

SCI检索

期刊 2区

23 HowdoesgovernmentinterventiondetermineaFirm
'sfuelintensity:EvidencefromChina 2018-10-01 JournalofCleanerPro

duction 产业经济研究院 符通 符通
SCI检索

期刊 2区

24 Investigatingtheroleofhigh-techindustryinreducin
gChina’sCO2emissions:Aregionalperspective 2018-09-01 JournalofCleanerPro

duction 统计学院 徐斌
徐斌，

LinBoqiang
（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25 Existenceresultfordifferentialvariationalinequalit
ywithrelaxingtheconvexitycondition 2018-08-01 AppliedMathematic

sandComputation 信息管理学院 汪星

汪星，齐亚

伟，陶长琪，

伍琦

SCI检索

期刊 2区

26 ComparingInternationalContractors'CSRCommu
nicationPatterns:ASemanticAnalysis 2018-08-01 JournalofCleanerPro

duction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Pin-Chao
Liao

Pin-ChaoLiao
（外），

Jing-QiuLiao
（外），吴光东，
Chun-LinWu

（外），张晓玲

（外），
Meng-ChenMa

（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27
AcosinesimilaritybasedQUALIFLEXapproachwi
thhesitantfuzzylinguistictermsetsforfinancialperf

ormanceevaluation
2018-07-01 AppliedSoftComput

ing 统计学院 董九英

董九英，陈泱

（学），万树

平

SCI检索

期刊 2区

28
Anewtrapezoidalfuzzylinearprogrammingmethod
consideringtheacceptancedegreeoffuzzyconstrain

tsviolated
2018-07-01 Knowledge-BasedS

ystems 统计学院 董九英
董九英，万树

平

SCI检索

期刊 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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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Athree-phasemethodforPythagoreanfuzzymulti-a
ttributegroupdecisionmakingandapplicationtohaz

emanagement
2018-07-01 Computers&Industri

alEngineering 信息管理学院 万树平

万树平，李素

勤（学），董

九英

SCI检索

期刊 2区

30
Cryptanalyzingacolorimageencryptionschemebas
edonhybridhyper-chaoticsystemandcellularautom

ata
2018-07-01 IEEEAccess 信息管理学院 MingLi

MingLi（外），

DandanLu
（外），温文

媖，HuaRen
（外），

YushuZhang
（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31
Identifyinglocalizedandscale-specificmultivariate
controlsofsoilorganicmattervariationsusingmultip

lewaveletcoherence
2018-07-01 ScienceoftheTotalE

nvironment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赵瑞英

赵瑞英（外），

AsimBiswas
（外），周莹

（外），周越

（外），史舟

（外），李洪义

SCI检索

期刊 2区

32 StrongconvergenceofatamedthetaschemeforNSD
DEswithone-sidedLipschitzdrift 2018-07-01 AppliedMathematic

sandComputation 统计学院 谭利

谭利，

ChengguiYua
n（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33 SecureDelegation-basedAuthenticationforTelecar
eMedicineInformationSystems 2018-06-01 IEEEAccess 信息管理学院 谭作文 谭作文

SCI检索

期刊 2区

34
WhatcauselargeregionaldifferencesinPM2.5pollu
tionsinChina?Evidencefromquantileregressionmo

del
2018-06-01 JournalofCleanerPro

duction 统计学院 徐斌

徐斌，

LinBoqiang
（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35 Derivativeformulaeforstochasticdifferentialequati
onsdrivenbyPoissonrandommeasures 2018-06-01

Journalofmathemati
calanalysisandapplic

ations
统计学院 张华

张华，任佳刚

（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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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RobustnessAnalysisofPedestrianDetectorsforSur
veillance 2018-06-01 IEEEAccess 信息管理学院 方玉明

方玉明，丁冠

群（学），

Yuan，Y（外），

Lin，WS（外），

Liu，HW（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37 AnalyticityandexistenceoftheKeller-Segel-Navier
-StokesequationsincriticalBesovspaces 2018-05-01 AdvancedNonlinear

Studies 信息管理学院 杨明华

杨明华，傅尊

伟（外），刘

素英（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38 RobustSparseRepresentationCombinedwithAdap
tivePCNNforMultifocusImageFusion 2018-04-01 IEEEAccess 信息管理学院 杨勇

杨勇，杨梅

（学），黄淑

英，丁敏

（学），孙俊

（学）

SCI检索

期刊 2区

39 Almostsureconvergencerateofθ-EMschemeforne
utralSDDEs 2018-04-01

JournalofComputati
onalandAppliedMat

hematics
统计学院 谭利 谭利

SCI检索

期刊 2区

40 RemoteSensingImageFusionBasedonAdaptively
WeightedJointDetailInjection 2018-03-01 IEEEAccess 信息管理学院 杨勇

杨勇，吴磊

（学），黄淑

英，万伟国

（学），阙越

（学）

SCI检索

期刊 2区

41 Controlofnon-linearsystemsbasedonintervalobser
verdesign 2018-03-01 IETcontroltheoryan

dapplications 信息管理学院 何忠伟
何忠伟，

xiewei（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42 Sparseestimationbasedonsquarerootnonconvexop
timizationinhighdimensionaldata 2018-03-01 Neurocomputing 统计学院 江河 江河

SCI检索

期刊 2区

43 BioenergyStrategiesunderClimateChange:AStoc
hasticProgrammingApproach 2018-02-01 JournalofCleanerPro

duction 生态经济研究院 宫之君

宫之君，李海

生（外），林

芮琪（学）

SCI检索

期刊 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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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Towardcleanerproduction:Whatdrivesfarmerstoa
dopteco-friendlyagriculturalproduction? 2018-02-01 JournalofCleanerPro

duction 经济学院 张利国

张利国，李学

荣（学），余

江利（外），

姚小丽（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45 Modelforecastingbasedontwo-stagefeatureselecti
onprocedureusingorthogonalgreedyalgorithm 2018-02-01 AppliedSoftComput

ing 统计学院 江河 江河
SCI检索

期刊 2区

46
Impactofchangesinlaborresourcesandtransfersofl
anduserightsonagriculturalnon-pointsourcepolluti

oninJiangsuProvince，China
2018-02-01 JournalofEnvironme

ntalManagementt 生态文明研究院 卢华 卢华，谢花林
SCI检索

期刊 2区

47
InvestigatingthedifferencesinCO2emissionsinthet
ransportsectoracrossChineseprovinces:Evidencef

romaquantileregressionmodel
2018-01-01 JournalofCleanerPro

duction 统计学院 徐斌
徐斌，

LinBoqiang
（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48 Waterresourcesavailabilityandthegrowthofhousin
gpricesinChina 2018-01-01

Resources，
ConservationandRe

cycling
经济学院 吴涛

吴涛，
YanniYu
（外），
BingWang
（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49
Empiricalanalysisonenergyreboundeffectfromthe
perspectiveoftechnologicalprogress—acasestudy

ofChina'stransportsector
2018-12-01 JournalofCleanerPro

duction 经济学院 柳炜升

柳炜升，刘英

（外），林博

强（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50 Multiplesocialgroupssupportadjustmenttoretirem
entacrosscultures 2018-05-01 SocialScienceandM

edicine 工商管理学院
BenC.P.L

am

BenC.P.Lam
（外），

CatherineHasl
am（外），
S.AlexanderH
aslam（外），
NiklasK.Steffe
ns（外），
TeganCruwys
（外），

JolandaJetten
（外），杨杰

SCI检索

期刊 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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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Advancesellingwithdoublemarketingeffortsinane
wsvendorframework 2018-04-01 Computers&Industri

alEngineering 工商管理学院 程永生

程永生，
HongyanLi
（外），

AndersThorste
nson（外）

SCI检索

期刊 2区

52

Low-temperatureroutetopreparerareearthfluoride
sinamoltenNH4NO3system:asystematicstudyont
heeffectsofNaF/Lnratioandthereactiontemperatur

eandtime

2018-12-01 CrystEngComm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黄新阳

黄新阳，熊亮

（学），邱晓

清（外）

SCI检索

期刊 3区

53 Blindvisualqualityassessmentforimagesuper-reso
lutionby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 2018-11-01 MULTIMEDTOOL

SAPPL 信息管理学院 方玉明

方玉明，张弛

（学），Yang，
WH（外），liu，
JY（外），Guo，
ZM（外）

SCI检索

期刊 3区

54 Anovelsuperpixel-basedsaliencydetectionmodelf
or360-degreeimages 2018-11-01 SIGNALPROCESS

-IMAGE 信息管理学院 方玉明
方玉明，张小

强（学）

SCI检索

期刊 3区

55 Existenceandstabilityforageneralizeddifferential
mixedquasi-variationalinequality 2018-11-01

CARPATHIANJOU
RNALOFMATHE

MATICS
信息管理学院 李为

李为（外），

肖义彬（外），

汪星，冯军

（外）

SCI检索

期刊 3区

56
Atrusttransitivitymodelforgroupdecisionmakingi
nsocialnetworkwithintuitionisticfuzzyinformatio

n
2018-10-01 FILOMAT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郑也夫

郑也夫（外），

徐军

SCI检索

期刊 3区

57 Hesitantfuzzylinguistictwo-sidedmatchingdecisio
nmaking 2018-10-01 FILOMAT 信息管理学院 乐琦

乐琦，余炳

文，彭永善，

张磊（外），

洪宇（外）

SCI检索

期刊 3区

58 Globalsolutionstochemotaxis-Navier-Stokesequa
tionsincriticalBesovspaces 2018-10-01

DiscreteandContinu
ousDynamicalSyste

ms.SeriesB
信息管理学院 杨明华

杨明华，傅尊

伟（外），孙

晋易（外）

SCI检索

期刊 3区



252

59 Ordinalpreservingmatrixfactorizationforunsuperv
isedfeatureselection 2018-09-01 SIGNALPROCESS

-IMAGE 信息管理学院 Yi，YG

Yi，YG（外），

Zhou，W
（外），Liu，
QH（外），

Luo，GL（外），

Wang，JZ
（外），方玉

明，Zheng，
cx（外）

SCI检索

期刊 3区

60 PansharpeningforMulti-bandImageswithAdaptiv
eSpectral-IntensityModulation

2018-09-01

IEEEJournalofSelec
tedTopicsinApplied
EarthObservationsa
ndRemoteSensing

信息管理学院 杨勇

杨勇，吴磊

（学），黄淑

英，唐颖军，

万伟国（学）

SCI检索

期刊 3区

61
PythagoreanFuzzyClusteringAnalysis:AHierarch
icalClusteringAlgorithmwiththeRatioIndex-Base

dRankingMethods
2018-09-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IntelligentSystems

协同创新中心 张小路 张小路
SCI检索

期刊 3区

62 TheimageencryptionalgorithmbasedchaosandDN
Acomputing

2018-08-01
MultimediaToolsan

dApplications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张勇 张勇

SCI检索

期刊 3区

63
Multi-attributeGroupDecisionMakingBasedonCl
oudAggregationOperatorsUnderInterval-Valued

HesitantFuzzyLinguisticEnvironment
2018-06-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FuzzySystems

信息管理学院 毛小兵

毛小兵，胡思

诗（学），董

九英，万树

平，徐改丽

（学）

SCI检索

期刊 3区

64 Aplaintext-relatedimageencryptionalgorithmbase
donchaos

2018-06-01
MultimediaToolsan

dApplications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张勇 张勇，唐颖军

SCI检索

期刊 3区

65 Triangularnorm‐ 2018-06-01 InternationalJournal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易志洪 易志洪，李红 SCI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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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cutsandpossibilitycharacteristicsoftriangula
rintuitionisticfuzzynumbersfordecisionmaking

ofIntelligentSystems 权（外） 期刊 3区

66
CompensationDetailsBasedInjectionModelforRe

moteSensingImageFusion
2018-05-01

IEEEGeoscienceand
RemoteSensingLett

ers
信息管理学院 杨勇

杨勇，吴磊

（学），黄淑

英，孙建成，

万伟国（学），

吴嘉骅（学）

SCI检索

期刊 3区

67
ImprovingSecrecyviaExtensiontoRegularizedCha

nnelInversionPrecoding
2018-05-01

IEEECOMMUNIC
ATIONSLETTERS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刘燕青
刘燕青，戴利

云

SCI检索

期刊 3区

68 Acompression-diffusion-permutationstrategyfors
ecuringimage

2018-04-01 signalprocessing 信息管理学院
HuiHuan

g

HuiHuang
（外），

XingHe（外），
YongXiang

（外），温文
媖，

YushuZhang
（外）

SCI检索

期刊 3区

69 Aninvestigationofsocialmediadataduringaproduct
recallscandal 2018-03-01 EnterpriseInformati

onSystems 信息管理学院
YingKei
Tse

YingKeiTse
（外），
HanlinLoh

（外），丁菊
玲，

minhaozhang
（外）

SCI检索

期刊 3区

70 Imagesalientregionsencryptionforgeneratingvisua
llymeaningfulciphertextimage1 2018-02-01 NeuralComputingan

dApplications 信息管理学院 温文媖

温文媖，
YushuZhang
（外），方玉

明，方志军

（外）

SCI检索

期刊 3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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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Driversofspatio-temporalchangesinpaddysoilpHi
nJiangxiProvince，Chinafrom1980to2010 2018-02-01 scientificreports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郭熙

郭熙（外），

李洪义，于慧

敏（外），李

玮峰（外），

叶英聪（外），
AsimBiswas

（外）

SCI检索

期刊 3区

72
PythagoreanFuzzyLINMAPMethodBasedontheE
ntropyTheoryforRailwayProjectInvestmentDecisi

onMaking
2018-02-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IntelligentSystems 协同创新中心 薛文婷

薛文婷（外），

徐泽水（外），

张小路，田晓

丽（外）

SCI检索

期刊 3区

73 TheInfluenceofEndogenousKnowledgeSpillovers
onOpenInnovationCooperationModesSelection 2018-10-01 WirelessPersonalCo

mmunications 信息管理学院 沈波 沈波
SCI检索

期刊 4区

74 Cloudstorage–basedpersonalizedsportsactivityma
nagementinInternetplusO2Osportscommunity 2018-12-01

ConcurrencyandCo
mputation:Practicea

ndExperience
体育学院 余岚 余岚

SCI检索

期刊 4区

75

Coextrudedwoodplasticcompositescontainingrec
ycledwoodfiberstreatedwithmicronizedcopper-qu

at:Mechanical，moistureabsorption，
andchemicalleachingperformance

2018-11-01 WasteandBiomassV
alorization 外国语学院

Changton
gMei

ChangtongMe
i（外），
XiuxuanSun
（外），万敏

琍，
QinglinWu
（外），

Sang-JinChun
（外），

SunyoungLee
（外）

SCI检索

期刊 4区

76 Anempiricalstudyonfactorsaffectingcontinuancei
ntentionofusingYu’eBao 2018-11-01

TEHNICKIVJESNI
K-TECHNICALGA

ZETTE
信息管理学院 刘启华

刘启华，张富

国，毛明松，

薛冰玉（学），

林志芳（外）

SCI检索

期刊 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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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ServiceInnovationDecisionAnalysisBasedonInflu
enceDiagrams 2018-10-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Computers，

Communications&C
ontrol

信息管理学院 谭亮 谭亮
SCI检索

期刊 4区

78 Multi-objectivelocation-routingproblemwithsimu
ltaneouspickupanddeliveryforurbandistribution 2018-10-01 JournalofIntelligent

andFuzzySystems 工商管理学院 王雪峰

王雪峰，杨

芳，Lu，Dawei
（外）

SCI检索

期刊 4区

79
Cross-LayerOptimizationofDynamicPacketAssig
nmentforVideoTransmissionOverIEEE802.11eN

etworks
2018-10-01 WirelessPersonalCo

mmunications 信息管理学院 万征

万征，袁霞

（学），周子

扬（学），
NaixueXiong

（外）

SCI检索

期刊 4区

80 Strongconvergencerateformultivaluedstochasticd
ifferentialequationsviastochasticthetamethod 2018-10-01

Stochastics-anintern
ationaljournalofprob
abilityandstochastic

processes

统计学院 张华 张华
SCI检索

期刊 4区

81 Thefastimageencryptionalgorithmbasedonsubstit
utionanddiffusion 2018-09-01

KSIITransactionson
InternetandInformat

ionSystems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张勇

张勇，
XiaoyangJia
（外）

SCI检索

期刊 4区

82
SystemDynamicsAnalysisofIndustrialWasteRecy
clingNetwork-takingPoyangLakeecologicalecool

onmiczoneasexample
2018-08-01 Desalinationandwat

ertreatment 工商管理学院 何炜 何炜
SCI检索

期刊 4区

83 AnoteontheGordiancomplexesofsomelocalmoves
onknots 2018-08-01

JournalofKnotTheor
yandItsRamification

s
统计学院 张恺

张恺，杨志青

（外）

SCI检索

期刊 4区

84 Practicalremotesensingimagefusionmethodbased
onguidedfilterandimprovedSMLinNSSTdomain 2018-07-01

Signal，
ImageandVideoProc

essing
信息管理学院

Weiguo
Wan

WeiguoWan
（外），杨勇，
HyoJongLee

（外）

SCI检索

期刊 4区

85 Testingconditionalindependencewithdatamissing
atrandom 2018-07-01

AppliedMathematic
s-AJournalofChines

eUniversities
统计学院 YiLiu YiLiu（外），

刘小惠

SCI检索

期刊 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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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Closenessdegree-basedhesitanttrapezoidalfuzzym
ulti-criteriadecisionmakingmethodforevaluatingg

reensupplierswithqualitativeinformation
2018-07-01 DiscreteDynamicsin

NatureandSociety 协同创新中心 张小路

张小路，杨头

平，梁威，熊

梅芳

SCI检索

期刊 4区

87 LeanPrecastProductionSystemBasedontheCON
WIPMethod 2018-07-01 KSCEJournalofCivi

lEngineering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李晓丹

李晓丹（外），

李忠富（外），

吴光东

SCI检索

期刊 4区

88
ANovelProbabilisticLinguisticApproachforLarge
-ScaleGroupDecisionMakingwithIncompleteWei

ghtInformation
2018-07-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FuzzySystems 协同创新中心 张小路 张小路
SCI检索

期刊 4区

89
practicalcapabilitiesdevelopmentforpostgraduates
oflanduseplanninganddesignininstructors-ledtea

m
2018-06-01

journalofadvancedo
xidationtechnologie

s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但承龙 但承龙

SCI检索

期刊 4区

90
Frequency-DivisionCombinationForecastingofSt
ockMarketBasedonWaveletMultiresolutionAnaly

sis
2018-06-01 DiscreteDynamicsin

NatureandSociety 统计学院 罗世华

罗世华，霍江

游（学），戴

子安（学）

SCI检索

期刊 4区

91 Quantileregressionforfunctionalpartiallylinearmo
delinultra-highdimensions 2018-06-01 computationalstatist

icsanddataanalysis 统计学院 马海强

马海强，李婷
（外），朱宏
图（外），朱
仲义（外）

SCI检索

期刊 4区

92 2-tonecoloringofgraphwithmaximumdegree4 2018-05-01 UtilitasMathematica 统计学院 董九英 董九英
SCI检索

期刊 4区

93 Testingconditionalindependenceviaintegratingupt
ransform 2018-05-01

AJournalofTheoreti
calandAppliedStatis

tics
统计学院 YiLiu

YiLiu（外），
王启华（外），

刘小惠

SCI检索

期刊 4区

94 Thepentavalentthree-geodesic-transitivegraphs 2018-05-01 DiscreteMathematic
s 统计学院 靳伟 靳伟

SCI检索

期刊 4区

95 MiningWeightedFrequentClosedEpisodesoverM
ultipleSequences 2018-04-01 TechnicalGazette 信息管理学院 廖国琼

廖国琼，杨小
亭（学），谢
思泓（外），
PhilipS.YU

（外），万常
选

SCI检索

期刊 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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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TheProductDevelopmentofParent-ChildEcotouris
m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Tourism 2018-04-01

JOURNALOFADV
ANCEDOXIDATI
ONTECHNOLOGI

ES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邹勇文 邹勇文
SCI检索

期刊 4区

97 ComputerVisioninHealthcareApplications 2018-03-01 JournalofHealthcare
Engineering 信息管理学院

JunfengG
ao

JunfengGao
（外），杨勇，

PanLin（外），
DongSunPark

（外）

SCI检索

期刊 4区

98 FaceDeduplicationinVideoSurveillance 2018-03-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PatternRecognitio
nandArtificialIntelli

gence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QiChen

QiChen（外），

LiYang（外），
DongpingZha
ng（外），

YeShen（外），

黄淑英

SCI检索

期刊 4区

99
ApplicationandDynamicSimulationofImprovedG
eneticAlgorithminProductionWorkshopScheduli

ng
2018-03-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SimulationonMod

elling
信息管理学院 蒋鹏

蒋鹏（外），丁

菊玲，郭勇 3
SCI检索

期刊 4区

100
Spatialandtemporalprecipitationpatternscharacter
izedbyTRMMTMPAovertheQinghai-Tibetanplat

eauandsurroundings
2018-03-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RemoteSensing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马自强

马自强（外），
YapingXu

（外），彭杰

（外），陈邱

晓（外），王

丹（外），何

康（外），史

舟（外），李

洪义

SCI检索

期刊 4区

101

ResponsesofChemicalFunctionalGroupsinColeus
BlumeiRootsunderLeadStresswithExogenousSel
eniumTreatmentUsing2-dimensionalCorrelationF

TIRSpectra

2018-03-01 PolishJournalofEnvi
ronmentalStudies 生态经济研究院 胡绵好

胡绵好，袁菊

红

SCI检索

期刊 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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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TheweightedHardyspacesassociatedtoself-adjoint
operatorsandtheirdualityonproductspaces 2018-03-01 CzechoslovakMathe

maticalJournal 信息管理学院 刘素英
刘素英（外），

杨明华

SCI检索

期刊 4区

103
LeukocyteImageSegmentationUsingNovelSalien
cyDetectionBasedonPositiveFeedbackofVisualPe

rception
2018-02-01 JournalofHealthcare

Engineering 信息管理学院 ChenPan

ChenPan
（外），
WenlongXu
（外），
DanShen

（外），杨勇

SCI检索

期刊 4区

104 EntanglementPropertiesoftheKerr-DownConvers
ionSystem 2018-02-01 INTJTHeorPhys 国际经贸学院 舒剑 舒剑

SCI检索

期刊 4区

105 Finite2-geodesic-transitivecayleygraphsofdihedra
lgroups 2018-01-01 ArsCombinatoria 统计学院 靳伟

靳伟，马季成

（外）

SCI检索

期刊 4区

106 Dynamicmemoryriskidentificationmodelandsimu
lationbasedonimmunealgorithmextension 2018-10-01 IOSPress 信息管理学院 杨波

杨波，陈衍安

（学）

SCI检索

期刊 4区

107

JobBurnout，
Work-FamilyConflictandProjectPerformancefor
ConstructionProfessionals:TheModeratingRoleof

OrganizationalSupport

2018-12-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EnvironmentalRes
earchandPublicHeal

th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吴光东

吴光东，吴越

（学），李弘

扬（外），但

承龙

SSCI期刊

收录

108
Doesintensivelandusepromoteareductionincarbon
emissions?EvidencefromtheChineseindustrialsect

or
2018-06-01

Resources，
Conservation&Recy

cling
生态文明研究院 谢花林

谢花林，翟群

力（学），王

伟，于江丽

（外），卢福

财，陈倩茹

（学）

SSCI期刊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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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InventoryFinancingwithOverconfidentSupplierB
asedonSupplyChainContract 2018-09-01

MATHEMATICAL
PROBLEMSINEN
GINEERING

信息管理学院 江玮璠
江玮璠（学），

柳键

SSCI期刊

收录

110
SellingRemanufacturedProductsunderOneRoofor
Two?ASustainabilityAnalysisonChannelStructur

esforNewandRemanufacturedProducts
2018-07-01 Sustainability 工商管理学院 YanLiu

YanLiu（外），

程永生，
HongChen
（外），
SidaiGuo
（外），

YujiaLu（外）

SSCI期刊

收录

111
Anintegrationofbottom-upandtop-downsalientcue
sonRGE-Ddata:saliencufromobjectnessversusnon

-objectness
2018-02-01

SIGNALIMAGEA
NDVIEDOPROCE

SSING
信息管理学院

Imamogl
u，N

Imamoglu，N
（外），

Shimoda，W
（外），张弛

（学），方玉

明，Kanezaki，
A（外），

Yanai，K
（外），

Nishida，Y
（外）

SSCI期刊

收录

112 ADecision-MakingFrameworkBasedonProspectT
heoryunderAnIntuitionisticFuzzyEnvironment 2018-12-01

TechnologicalandEc
onomicDevelopmen

tofEconomy
经济学院 顾婧

顾婧（外），

王子剑（外），

徐泽水（外），

陈学政

SSCI期刊

收录



260

113
DoestheExpansionofUrbanConstructionLandPro
moteRegionalEconomicGrowthinChina?Evidenc
efrom108Cities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

2018-11-01 sustainability 生态文明研究院 谢花林

谢花林，朱振

宏（学），王

柏皓（外），

刘桂英（外），

翟群力（学）

SSCI期刊

收录

114
Energyconsumptionpromoteseconomicgrowthore
conomicgrowthcausesenergyuseinChina?Apanel

dataanalysis
2018-11-01 EMPIRICALECON

OMICS 统计学院 陈仕伟

陈仕伟（外），

谢子雄（外），

廖迎

SSCI期刊

收录

115 Theimportanceofhedgingcurrencyrisk:Evidencefr
omCNYandCNH 2018-11-01 EconomicModelling 金融学院 杜江泽

杜江泽，
Jying-NanWa
ng（外），
Yuan-TengHs
u（外），

Kin-KeungLai
（外）

SSCI期刊

收录

116
Propertyrightsprotection，

financialaccessandcorporateR&D:evidencefroma
largerepresentativesampleofChinesefirms

2018-11-01 EconomicSystems 产业经济研究院 符通 符通，简泽
SSCI期刊

收录

117 ADynamicFrameworkofSustainableDevelopment
inAgricultureandBioenergy 2018-11-01 AgriculturalEconom

ics-Czech 生态经济研究院 宫之君 宫之君
SSCI期刊

收录

118 WhatAretheKeyIndicatorsofMegaSustainableCo
nstructionProjects 2018-10-01 sustainability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吴光东

吴光东，羌国

锋（学），左

剑（外），赵

宪博（外），

常瑞东（外）

SSCI期刊

收录

119 Investmentandfinancingchoicesbytime-inconsiste
ntmanagers 2018-10-01

TheNorthAmericanJ
ournalofEconomicsa

ndFinance
金融学院 甘柳

甘柳，夏鑫

（外），陈逸

飞（外）

SSCI期刊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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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FuelIntensity，

AccesstoFinanceandProfitability:Firm-LevelEvid
encefromChina

2018-10-01 EmergingMarketsFi
nanceandTrade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冯凌秉

冯凌秉，符

通，
AliM.Kutan
（外）

SSCI期刊

收录

121 IsUrbanLandDevelopmentDrivenbyEconomicDe
velopmentorFiscalRevenueStimuliinChina? 2018-09-01 LandUsepolicy 生态文明研究院 舒成

舒成，谢花

林，蒋金法，

陈倩茹（学）

SSCI期刊

收录

122
Knowledgetransferinage-diversecoworkerdyadsi
nChinaandGermany:Howandwhendoage-inclusiv

ehumanresourcepracticeshaveaneffect
2018-09-01 HumanResourceMa

nagementJournal 工商管理学院
AnneBur
meister

AnneBurmeist
er（外），
Beatricevande
rHeijden

（外），杨杰，
JuergenDelller

（外）

SSCI期刊

收录

123 ABayesianMeasureofPovertyintheDevelopingW
orld 2018-09-01 ReviewofIncomean

dWealth 经济学院 寻舟

寻舟，

Lubrano，
Michel（外）

SSCI期刊

收录

124 AreliableperformancemeasuretodifferentiateChin
a’sactivelymanagedopen-endequitymutualfunds 2018-09-01 AppliedEconomics 金融学院

AliM.Kut
an

AliM.Kutan
（外），林海

（学），孙秉

文，俞彬（外）

SSCI期刊

收录

125 Theinformationcontentofinsidertrading:Evidence
fromChina 2018-09-01 FinanceResearchLet

ters 经济学院 裘莹

裘莹，何华

（外），肖刚

（外）

SSCI期刊

收录

126 Politicaluncertaintyandthecostofequitycapital 2018-09-01 FinanceResearchLet
ters 会计学院

Xiaorong
Li

XiaorongLi
（外），罗劲

博，
KamC.Chan
（外）

SSCI期刊

收录



262

127 EnhancedcooperationamongstakeholdersinPPPm
ega-infrastructureprojects 2018-08-01 sustainability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李龙

李龙（外），李

忠富（外），蒋

磊（外），吴光

东，程道锦（外）

SSCI期刊

收录

128 DowereallyunderstandthedevelopmentofChina'sn
ewenergyindustry? 2018-08-01 EnergyEconomics 统计学院 徐斌

徐斌，
LinBoqiang
（外）

SSCI期刊

收录

129 ModifyingOlympicsMedalTableviaaStochasticM
ulticriteriaAcceptabilityAnalysis 2018-08-01 MathematicalProble

msinEngineering 金融学院 杜江泽 杜江泽
SSCI期刊

收录

130
Study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perceivedvalu
eofonlinegroup-buyingwebsitesandcustomerloyal

ty:themoderatingroleofreferralrewards
2018-07-01 JournalofBusiness&

IndustrialMarketing 金融学院
Ya-Ling
Chiu

Ya-LingChiu
（外），
Lu-JuiChen

（外），杜江

泽，
Yuan-TengHs
u（外）

SSCI期刊

收录

131
TheUnfoldingImpactofLeaderIdentityEntreprene

urshiponBurnout，WorkEngagement，
andTurnoverIntentions

2018-07-01
JournalofOccupatio
nalHealthPsycholog

y
工商管理学院

NiklasK.
Steffens

NiklasK.Steffe
ns（外），杨

杰，
JolandaJetten
（外），

S.AlexanderH
aslam（外），
JukkaLippone
n（外）

SSCI期刊

收录

132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inPublicAdministration
Discipline:ALiteratureReview 2018-07-01 PublicManagement

Review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王欢明

王欢明（外），

熊伟（外），

吴光东，诸大

建（外）

SSCI期刊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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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Long-termPerf
ormanceofMergers&Acquisitions 2018-07-01 sustainability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乔明哲

乔明哲（外），

徐思维（外），

吴光东

SSCI期刊

收录

134 Pricingthedigitalversionofabook:wholesalevs.age
ncymodels 2018-06-01

INFOR:Information
SystemsandOperatio

nalResearch
信息管理学院 罗春林

罗春林，冷明

明（外），田

歆（外），宋

敬普（外）

SSCI期刊

收录

135 astudyonevaluationofmodularsuppliersanddiscus
sionofstability 2018-06-01 Discretedynamicsin

natureandsociety 工商管理学院 何炜 何炜
SSCI期刊

收录

136 Weibointeractioninthediscourseofinternetanti-cor
ruption:Thecaseof“BrotherWatch”event 2018-06-01 Discourse，

Context&Media 外国语学院 冯德兵
冯德兵，

XiaopingWu
（外）

SSCI期刊

收录

137 CriticalFactorstoAchieveDocklessBike-SharingS
ustainabilityinChina 2018-06-01 sustainability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施建刚

施建刚（外），
司红运（外），
吴光东，
YangyueSu
（外），

JingLan（外）

SSCI期刊

收录

138 CommercialInvestmentinPublicPrivatePartnershi
ps:TheImpactofContractCharacteristics 2018-06-01 Policy&Politics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王欢明

王欢明（外），
陈斌（外），
熊伟（外），

吴光东

SSCI期刊

收录

139 Measuringlong-termtailrisk:Evaluatingtheperfor
manceofthesquare-root-of-timerule 2018-06-01 JournalofEmpiricalF

inance 金融学院
Jying-Na
nWang

Jying-NanWa
ng（外），杜

江泽，
Yuan-TengHs
u（外）

SSCI期刊

收录

140

ImpactofAgriculturalLaborTransferandStructural
AdjustmentonChemicalApplication:Comparison
ofPastDevelopmentsintheEcologicalCivilizationP
ilotZonesofChinaandTheirFutureImplications.

2018-06-01 sustainability 生态文明研究院 卢华

卢华，谢花
林，陈倩茹
（学），蒋金

法

SSCI期刊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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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InfluenceoftheFarmer’sLivelihoodAssetsonLiveli
hoodStrategiesinWesternMountainousArea，

China
2018-05-01 sustainability 生态文明研究院 刘志飞

刘志飞（外），

陈倩茹（学），

谢花林

SSCI期刊

收录

142 ADecisionModelAssessingtheOwnerandContract
or’sConflictBehaviorsinConstructionProjects 2018-05-01 AdvancesinCivilEn

gineering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吴光东

吴光东，王欢

明（外），常

瑞东（外）

SSCI期刊

收录

143
IsU.S.economicpolicyuncertaintypricedinChina's
A-sharesmarket?Evidencefrommarket，industry，

andindividualstocks
2018-05-01 InternationalReview

ofFinancialAnalysis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胡志军

胡志军，
AliM.Kutan

（外），孙秉

文

SSCI期刊

收录

144

MeasuringtheCultivatedLandUseEfficiencyofthe
MainGrain-ProducingAreasinChinaundertheCon
straintsofCarbonEmissionsandAgriculturalNonpo

intSourcePollution

2018-05-01 sustainability 生态文明研究院 谢花林

谢花林，张晏

维（学），
YongrokChoi

（外）

SSCI期刊

收录

145 Servantleadershipforteamconflictmanagement，
co-ordination，andcustomerrelationships 2018-04-01 AsiaPacificJournalo

fHumanResources 工商管理学院
AlfredW
ong

AlfredWong
（外），

YingLiu（外），

汪新艳，
DeanTjosvold

（外）

SSCI期刊

收录

146 CoordinatingSupplyChainwithBuy-BackContract
sinthePresenceofRiskAversion 2018-04-01

Asia-PacificJournal
ofOperationalResear

ch
信息管理学院 罗春林

罗春林，田歆

（外），毛小

兵，蔡强（外）

SSCI期刊

收录

147 Howtopromotethegrowthofnewenergyindustryatd
ifferentstages? 2018-04-01 EnergyPolicy 统计学院

LinBoqia
ng

LinBoqiang
（外），徐斌

SSCI期刊

收录

148
DoestheTender，

AuctionandListingSysterminLandPromoteHigher
HousingPriceinChina

2018-04-01 housingstudies 产业经济研究院 王岳龙

王岳龙，余永

泽（外），苏

亚琴（外）

SSCI期刊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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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Spatial-temporaldisparities，
savingpotentialandinfluentialfactorsofindustrialla
nduseefficiency:Acasestudyinurbanagglomeratio

ninthemiddlereachesoftheYangtzeRiver

2018-04-01 LandUsePolicy 生态文明研究院 谢花林

谢花林，陈倩

茹（学），卢

福财，吴箐

（学），王伟

SSCI期刊

收录

150 EffectsofContractualFlexibilityonConflictandPro
jectSuccessinMegaprojects 2018-03-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ConflictManagem

ent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吴光东

吴光东，赵宪

博（外），左

剑（外），
GeorgeZillant
e（外）

SSCI期刊

收录

151
TheRoleofAgriculturalTrainingonFertilizerUseK
nowledge:ARandomizedControlledExperiment.E

cologicalEconomics
2018-03-01 EcologicalEconomi

cs 经济学院 潘丹
潘丹，张宁

（外）

SSCI期刊

收录

152 CriticalSuccessFactorsforProjectPlanningandCon
trolinPrefabricationHousingProduction 2018-03-01 sustainability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李龙

李龙（外），

李忠富（外），

吴光东，李晓

丹（外）

SSCI期刊

收录

153
Dynamiceffectsofcustomerexperiencelevelsondur
ableproductsatisfaction:Priceandpopularitymoder

ation
2018-03-01

ElectronicCommerc
eResearchandApplic

ations
金融学院

Jying-Na
nWang

Jying-NanWa
ng（外），杜

江泽，
Ya-LingChiu
（外），JinLi

（外）

SSCI期刊

收录

154 AnalyzingthegreenefficiencyofarablelanduseinC
hina 2018-03-01

TechnologicalForec
asting&SocialChang

e
生态文明研究院 谢花林

谢花林，陈倩

茹（学），王

伟，何亚芬

SSCI期刊

收录

155 Thegreenhousegasimpactofbioenergyindevelopin
geconomies:EvidencefromTaiwan 2018-03-01 Energy&Environme

nt 生态经济研究院 张萌旭
张萌旭（外），

宫之君

SSCI期刊

收录

156

Work-FamilyConflict，
PerceivedOrganizationalSupportandProfessional
Commitment:AMediationMechanismforChinese

ProjectProfessionals

2018-02-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EnvironmentalRes
earchandPublicHeal

th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郑俊巍
郑俊巍（外），

吴光东

SSCI期刊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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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Collectivistvaluesforconstructiveconflictmanage
mentininternationaljointventureeffectiveness 2018-02-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ConflictManagem

ens
工商管理学院

AlfredW
ong

AlfredWong
（外），LuWei
（外），汪新

艳，
DeanTjosvold

（外）

SSCI期刊

收录

158
Researchonthecharacteristicsofevolutioninknowl
edgeflownetworksofstrategicallianceunderdiffere

ntresourceallocation
2018-02-01 ExpertSystemswith

Applications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赵健宇

赵健宇（外），

李柏洲（外），

袭希（外），

吴光东，李铁

男（外）

SSCI期刊

收录

159 Topmanagerialpowerandstockpriceefficiency:Evi
dencefromChina 2018-02-01 Pacific-BasinFinanc

eJournal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钱美芬

钱美芬（外），

孙秉文，俞彬

（外）

SSCI期刊

收录

160 Farmers’responsestothewinterwheatfallowpolicyi
nthegroundwaterfunnelareaofChina 2018-02-01 LandUsePolicy 生态文明研究院 谢花林

谢花林，程玲

娟（外），卢

华

SSCI期刊

收录

161 RevisitingtheChinesecalligraphiclandscape 2018-01-01 ANNALSOFTOUR
ISMRESEARCH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ZhijieJian
g

ZhijieJiang
（外），
JiayuanYu
（外），

Qilou(Bill)Zh
ou（外），

FeiShi（外），

唐文跃

SSCI期刊

收录

162 AssessingthedevelopmentofChina’snewenergyin
dustry 2018-01-01 Energyeconomics 统计学院 徐斌

徐斌，
LinBoqiang
（外）

SSCI期刊

收录

163
EvolutionaryGameandSimulationofManagement
StrategiesofFallowCultivatedland:ACaseStudyin

HunanProvince，China
2018-01-01 LandUsePolicy 生态文明研究院 谢花林

谢花林，王

伟，张新民

（外）

SSCI期刊

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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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PrivateParticipationinInfrastructureandFinancial
SectorDevelopment:EvidencefromDevelopingCo

untries
2018-01-01 emergingmarketsfin

anceandtrade 产业经济研究院 符通 符通，刘祎
SSCI期刊

收录

165
Sportsactivitydetection，

organizationandevaluationinonlinetoofflinesports
community

2018-09-01 CognitiveSystemsR
esearch 体育学院 余岚 余岚

SSCI期刊

收录

166 NonparametricinferenceforsensitivityofHaezendo
nck-Goovaertsriskmeasure 2018-09-01 ScandinavianActuar

ialJournal 统计学院
XingWan

g

XingWang
（外），刘庆，
YanxiHou
（外），
LiangPeng
（外）

SSCI期刊

收录

167 SustainablewateruseandwatershadowpriceinChin
a’surbanindustry 2018-03-01

Resources，
ConservationandRe

cycling
生态文明研究院 王伟

王伟，谢花
林，张宁

（外），项东
（外）

SSCI期刊

收录

168 Anovelcompactwidebandfilterusingthree-moded
ual-ringresonator 2018-11-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RFandMicrowave
Computer-AidedEn

gineering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蔡鹏
蔡鹏，李倩
（学）

EI期刊收

录

169 Dynamicdatasourceselectionforhumanisticculture
integratedinformationretrieval 2018-10-01 Int.J.InternetManufa

cturingandServices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邓松

邓松，翁浩敬
（学），胡中
皓（学），周
凡（学），吴

文华

EI期刊收

录

170 Bipartitematchingwithincompleteordinalrelations
consideringmatchingaspirations 2018-10-01

RecentAdvancesinE
lectrical&Electronic

Engineering
信息管理学院 乐琦

乐琦，彭永
善，余炳文，
洪宇（外）

EI期刊收

录

171 The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growthandthed
evelopmentofindustrialclusterandcitygroup 2018-10-01

Int.J.Technology，
PolicyandManagem

ent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陈雁云

陈雁云，习明
明，KunLiao
（外），
FangWang
（外）

EI期刊收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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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Amatter-elementmethodforriskidentificationoftec
hnologyinnovation 2018-09-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SystemsAssuranc
eEngineeringandMa

nagement

信息管理学院 肖泉 肖泉
EI期刊收

录

173 UsingPCAandLSSVMtoPredicttheSiliconConten
tinBlastFurnaceSystem 2018-04-01

INTERNATIONAL
JOURNALOFONLI
NEENGINEERING

统计学院 罗世华

罗世华，陈天

昕（学），渐

令（外）

EI期刊收

录

174 ModelingDistributedReal-timeElevatorSystemby
ThreeModelCheckers 2018-04-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OnlineEngineerin

g
信息管理学院 钱忠胜

钱忠胜，李鑫

（学），王晓

进（学）

EI期刊收

录

175 InfluencingFactorsofUniversityStudents’UseofSo
cialNetworkSites:AnEmpiricalAnalysisinChina 2018-03-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EmergingTechnol
ogiesinLearning

信息管理学院
LiqiongL

iu

LiqiongLiu
（外），
LiyiZhang
（外），
PinghaoYe

（外），刘启

华

EI期刊收

录

176 InfluenceFactorsofSatisfactionwithMobileLearni
ngAPP:AnEmpiricalAnalysisofChina 2018-03-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EmergingTechnol
ogiesinLearning

信息管理学院
LiqiongL

iu

LiqiongLiu
（外），
LiyiZhang
（外），
PinghaoYe

（外），刘启

华

EI期刊收

录

177
Coordinateddecisionmakingoninter-organisationa
lknowledgeinnovationofproject-basedsupplychai

n
2018-03-01

InternationalJournal
ofManufacturingTec
hnologyandManage

ment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吴光东 吴光东
EI期刊收

录

178
Impac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total-factoren
ergyefficiencyfromtheperspectiveofenergyconsu

mptionstructure
2018-03-01 InternationalEnergy

Journal 统计学院 陶长琪
陶长琪，李翠

（学）

EI期刊收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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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Evolutionmodelandsimulationoflogisticsoutsourc
ingformanufacturingenterprisebasedonmulti-agen

tmodeling
2018-03-01 ClusterComputing 信息管理学院 杨波

杨波，陈衍安

（学）

EI期刊收

录

180 TestandverificationofAESusedforimageencryptio
n 2018-03-01 3DResearch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张勇 张勇

EI期刊收

录

181 Lightweightanduniversalintelligentserviceplatfor
minindoorenvironment 2018-02-01 ClusterComputing 信息管理学院 万征

万征，李俊

（学），段文

强（学），陈

月池（学），
NaixueXiong

（外）

EI期刊收

录

182
Thedataclusteringbaseddynamicriskidentification

ofbiologicalimmunesystem:mechanism，
methodandsimulation

2018-02-01 ClusterComputing 信息管理学院 杨波 杨波
EI期刊收

录

183 afuzzyevaluationmodelforsustainablemodularsup
plier 2018-12-01 information 工商管理学院 何炜 何炜

EI期刊收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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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全国与国际性学术会议一览表

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主办单位
国际或

全国性

1 江西省管理学会 2018年年会暨江西省第四届管理案例开发与教学研讨会 2018.11.18 工商管理学院 全国性

2 第七届“SPS案例研究方法研讨会” 2018.11.24-11.25 工商管理学院 全国性

3 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论坛 2018.5.11-5.12 工商管理学院 全国性

4 2018年“中国税收与政策”国际研讨会 2018.12.7-9 财税学院 国际性

5 第四届“财税理论与政策”优秀博士研究生学术论坛 2018.11.10 财税学院 全国性

6 校友论坛暨第四届财税论坛 2018.8.4 财税学院 全国性

7 财政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暨学位授权点自评专家论证会 2018.6.8 财税学院 全国性

8 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研讨会暨学位授权点自评专家论证会 2018.6.6 财税学院 全国性

9 “新时代‘弱有所扶’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高端论坛 2018.5.20-5.21 财税学院 全国性

10 第十届 CFO高端论坛-暨专场招聘会 2018.11.10 会计学院 全国性

11 2018第二届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创新创业精英挑战赛 2018.5.23-5.25 国际经贸学院 全国性

12 第二届“国际政治、地缘政治与国际经济”学术论坛 2018.6.9 国际经贸学院 全国性

13 中国价格协会全国高校价格理论与教学研究会第 34次年会 2018.7.22-7.24 国际经贸学院 全国性

14 江西财经大学第二届国际经贸高端论坛 2018.10.28 国际经贸学院 全国性

15 第七届“《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 2018.05.26 经济学院 全国性

16 新时代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2018.11.03 经济学院 全国性

17 第七届蛟桥经济论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8.05.19 经济学院 全国性

1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创新高端论坛、
2018.10.14 经济学院 全国性

19 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高端人才学术论坛 2018.10.26 经济学院 全国性

20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高端论坛 2018.4.21 金融学院 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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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司金融 seminar 2018.10.12 金融学院 全国性

22 第二届赣江金融高端论坛 2018.10.28 金融学院 全国性

23 金融市场 Seminar 2018.11.24 金融学院 全国性

24 第四届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高维数据统计分会会议议程 2018.4.20-4.22 统计学院 全国性

25 2018年第七届中国统计学年会 2018.11.3-11.5 统计学院 全国性

26 第十二届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管理国际会议(ICMeCG2018) 2018.09.21-09.23 信息管理学院 国际性

27 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视觉专委会走进高校系列报告会 2018.04.28 信息管理学院 全国性

28 中国计算机学会多媒体专委会走进高校系列报告会 2018.11.11 信息管理学院 全国性

29 2018年第二届海峡两岸土地（不动产）制度比较与经验借鉴学术研讨会 2018.4.20-4.24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全国性

30 江西省乡村规划专家论坛暨乡村规划编制培训会 2018.7.13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全国性

31 文化旅游投融资高峰论坛 2018.11.30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全国性

32 “经济法 30人论坛”（第 8期）暨制定《经济法通则》第一届学术研讨会 2018.9.5 法学院 全国性

33 第十届赣江法学论坛暨民法典分则各编立法研讨会 2018.11.2-11.3 法学院 全国性

34 中央财政教育扶贫对口支援启动仪式暨农村精准扶贫论坛 2018.6.15 人文学院 全国性

35 第九届艺术与设计高端论坛 2018.11.16-11.18 艺术学院 全国性

36 第七届传统音乐高端论坛 2018.11.23-11.25 艺术学院 全国性

37 “中国体育事业改革与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 2018.10.27-10.28 体育学院 全国性

38 红色基因传承与改革开放 40周年学术研讨会 2018.11.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全国性

39 第一届大数据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 2018.8.5 当代财经杂志社 全国性

40 2018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 2018.5.18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全国性

41 区域创新与区域发展 2018.10.27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全国性

42 “竞争政策国际研讨会”暨“前沿专题讲座” 2018.5.9-12 产业经济研究院 国际性



272

43 第一届大数据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学术研讨会 2018.8.5 产业经济研究院 全国性

44 ECICE2018年第三季“经专数字论”暨 EMIC学术研讨会 2018.11.9 产业经济研究院 全国性

45 第七届全国产业经济学研究生学术论坛 2018.11.24-25 产业经济研究院 全国性

46 “江西乡村振兴与绿色研讨会暨《绿志》首发仪式” 2018.6.9 生态文明研究院 全国性

47 中国价格协会高校价格理论与教学研究会第 34次年会 2018.7.22-7.23 生态文明研究院 全国性

48 “土地科学与生态文明”青年科学家论坛 2018.10.26-10.27 生态文明研究院 全国性

49 2018年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高端论坛 2018.11.23-11.24 生态文明研究院 全国性

50 加快构建江西特色生态文明体系研究应用对策研究研讨 2018.12.19 生态文明研究院 全国性

51 “土地利用与乡村振兴”论坛 2018.12.22 生态文明研究院 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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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江西财经大学聘任客座教授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聘用专业 聘任日期 聘任单位

1 彭洪明 1958年 2月 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中国建设银行风险

管理部
15959109886 金融学 2018.3.16 金融学院

2 詹向阳 1954年 10月 原总监、研究员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 13601001640 金融学 2018.3.30 金融学院

3 王斌 1962年 6月 副厅长 省财政厅 13732955678 会计学 2018.4.17 会计学院

4 肖可瓅 1985年 4月 助理教授 石溪大学
15979159688、

001-6316325305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2018.6.20 信息管理学院

5 宁世春 1960年 1月 副院长、教授 新余学院 0790-6665099
马克思主义理

论
2018.11.27

马克思主义

学院

6 杨凤城 1963年 10月
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

执行院长、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010-62511288

马克思主义理

论
2018.12.2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科研处吴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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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

职务任免情况

江财党字〔2018〕8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6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孙青玥同志为党委办公室机要科科长；

杜琳同志为党委办公室法律事务与信访科副科长；

姜莹同志为党委宣传部（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网络宣传科副科长；

李蕾为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衣政为外国语学院分团委副书记。

任期自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2022 年 9 月 2 日止。

江财党字〔2018〕9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6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钟洪涛同志为党委宣传部（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综合管理科科长；

谢行焱同志为党委宣传部（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宣传教育科科长；

肖慜同志为党委宣传部（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对外宣传科（舆情信息科）科

长；

远翠平同志为工商管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方晔同志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喻樟同志为金融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张毅同志为金融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郭勇同志为经济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曹雯同志为经济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金晓凌同志为外国语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江庆国同志为外国语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王慧芳同志为艺术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任期自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2022 年 9 月 2 日止。

免去：

肖慜同志的党委宣传部对外宣传与广电科科长职务；

谢行焱同志的党委宣传部宣教科科长职务；

钟洪涛同志的党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职务;

远翠平同志的工商管理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郭勇同志的经济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江庆国同志的外国语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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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芳同志的艺术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江财党字〔2018〕22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徐翔同志为党校常务副校长（正处级，试用期一年）；

黄文德同志为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试用期一年）；

黄雨虹同志为会计学院党委书记（试用期一年）；

涂远武同志为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试用期一年）。

任期自 2018 年 3 月 16 日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止。

免去：

韩国玉同志的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徐翔同志的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

喻春龙同志的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

黄雨虹同志的工商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职务；

黄文德同志的会计学院党委副书记职务；

涂远武同志的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职务；

叶卫华同志的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职务；

唐海燕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8〕23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肖建文同志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欧阳迎同志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郭海峰同志为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

任期自 2018 年 3 月 26 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止。

免去：

欧阳迎同志的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

肖建文同志的信息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8〕24 号

校属各单位：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

贺伟荣同志的党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职务；

郝海涛同志的党委宣传部校报与文化建设科科长职务；

魏丽艳同志的国际经贸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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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人事字〔2018〕28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22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刘剑玲为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综合科科长；

彭敏为信息管理学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主任；

王伟为信息管理学院教务办公室主任；

熊炜为人文学院教务办公室主任；

李昌卫为体育学院国防教育系副主任。

聘期自 2018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3 日止。

免去：

刘剑玲的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正科级秘书职务；

徐萱的信息管理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彭敏的信息管理学院教务办主任职务；

王伟的信息管理学院研究生办公室主任职务；

熊炜的人文学院实验中心主任职务；

李昌卫的体育学院军事理论教研室副主任职务；

黄燕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合作交流科副科长职务；

胡德龙的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职务；

潘颖慧的信息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主任职务；

刘强的医院副院长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8〕29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22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马珂为科研处项目管理科副科长；

许韬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合作交流科副科长；

潘莹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涉外管理科副科长；

胡祖珺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留学生管理科副科长；

聂慎为财务处会计科副科长；

杨勇为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

刘启华为信息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主任；

刘先良为法学院民商法系副主任；

朱佑伦为人文学院中文系副主任；

游凌为医院医疗科副科长；

刘丽为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

聘期自 2018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3 日止。

免去：



277

赵禹灏的医院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江财党字〔2018〕31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纪春福同志为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试用期一年）；

邓必礼同志为附属中学党支部书记（正处级，试用期一年）。

江财党字〔2018〕38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黄黑平同志为统计学院党委副书记。

任期自 2018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7 日止。

免去：

黄黑平同志的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8〕41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黄瑶妮同志为党委办公室共建与发展规划科科长；

方仁勤同志为党委办公室法律事务与信访科科长；

孙青玥同志为党委办公室机要科副科长；

许明佳同志为纪委纪检监察科科长；

贺伟荣同志为党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

顾予峰同志为体育学院党政办主任；

胡尤良同志为体育学院学工办主任；

马明同志为体育学院学工办副主任。

任期自 2018 年 5 月 14 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13 日止。

免去：

黄瑶妮同志的党委办公室信访科科长职务；

孙青玥同志的党委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职务；

许明佳同志的纪委管理服务督查科科长职务；

周少华同志的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职务。

江财党字〔2018〕54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郭勇同志为经济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曹雯同志为经济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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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芳同志为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曲晓春同志为艺术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夏贤明同志为党委办公室督办科科长。

任期自 2018 年 6 月 11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止。

免去：

李伟同志的党委办公室行政科副科长职务；

夏贤明同志的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江财党字〔2018〕56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许丽艳同志为工商管理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廖飞云同志为党委组织部综合科副科长；

孙爱霞同志为党委宣传部文明建设科副科长；

任期自 2018 年 6 月 11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止。

免去：

阳铃同志的职业技术学院分团委副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8〕61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2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王智明同志为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匡琳同志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试用期一年）；

周海燕同志为工商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试用期一年）；

杨婉琪同志为信息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试用期一年）；

陶志超同志为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试用期一年）；

陈志平同志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试用期一年）。

任期自 2018 年 6 月 27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26 日止。

江财党字〔2018〕63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2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

王智明同志的党委办公室行政科科长职务；

陈志平同志的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职务；

匡琳同志的党委宣传部网络宣传科科长、新媒体、舆情信息科科长职务；

杨婉琪同志的工商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职务；

陶志超同志的信息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职务；

周海燕同志的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分团委书记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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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党字〔2018〕72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6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习金文同志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任期自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2022 年 9 月 2 日止。

免去：

陈荣同志的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8〕82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9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经共青团江西省

委同意，决定任命：

夏贤锋同志为校团委书记。

任期自 2018 年 9 月 28 日至 2022 年 9 月 27 日止。

免去：

习金文同志的校团委书记职务;

夏贤锋同志的国际学院党委副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8〕83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9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聂萍同志为纪委办公室副主任；

张天元同志为工商管理学院分团委副书记；

顾勇同志为统计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陈曦同志为统计学院分团委副书记、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任期自 2018 年 9 月 28 日至 2022 年 9 月 27 日止。

免去：

秦建兵同志的纪委办公室主任职务；

周江军同志的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顾勇同志的统计学院分团委书记职务；

许桂芳同志的统计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特此通知。

江财党字〔2018〕84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9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季小刚同志为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试用期一年）；

任期自 2018 年 9 月 28 日至 2022 年 9 月 27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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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党字〔2018〕89 号

经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第十届委员会选举和学校 2018 年第 19 次党委常委会研

究，并报请共青团江西省委同意，决定任命：

叶申玲同志为校团委副书记；

王昊同志为校团委副书记（兼）；

张毅同志为校团委副书记（兼）；

刘贺同志为校团委副书记（兼）；

谭亮同志为校团委副书记（兼）。

任期自 2018 年 9 月 28 至 2022 年 9 月 27 日止。

免去：

杨婉琪同志兼任的校团委副书记职务；

郭海峰同志兼任的校团委副书记职务；

陶志超同志兼任的校团委副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8〕94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22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徐萱同志为信息管理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邹俊同志为信息管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任期自 2018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3 日止。

免去：

邹俊同志的信息管理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司东蕾同志的人文学院分团委副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8〕96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22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李勇同志为信息管理学院分团委副书记；

李临彧同志为法学院分团委副书记；

殷微微同志为人文学院分团委副书记；

赵禹灏同志为医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任期自 2018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3 日止。

江财党字〔2018〕103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23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易慧娟同志为继续教育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肖安生同志为会计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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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磊雯同志为会计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刘小春同志为法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刘前同志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张雅娟同志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任期自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8 日止。

免去：

唐磊雯同志的会计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刘小春同志的法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张雅娟同志的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阮艳平同志的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8〕106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23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游志云同志为党委办公室行政科副科长；

朱超同志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分团委副书记兼任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任期自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8 日止。

江财党字〔2018〕108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24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利忠同志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任期自 2018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止。

免去：

利忠同志的学生工作部（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职务。

江财党字〔2018〕112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24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

刘贺同志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李婷婷同志为党委宣传部（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舆情信息科副科长；

廖波同志为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任期自 2018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止。

免去：

刘贺同志的国际经贸学院分团委副书记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8〕4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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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伟荣的人事处办公室主任职务；

吕腮菊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合作交流科科长职务；

舒竞的汉语国际推广中心副主任（正科级）职务；

黄河的后勤保障处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邹亮的校园建设处基建管理科科长职务；

张丹的校园建设处基建管理科副科长职务；

张生萍的国际学院涉外事务科副科长职务；

王昊的创业教育学院平台建设科科长职务；

杨燕的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

吴群的工商管理学院物流系主任职务；

郭英的工商管理学院案例中心副主任职务；

朱晓刚的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系主任职务；

平卫英的统计学院经济统计系主任职务；

胡海胜的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职务；

阙占文的法学院法学系主任职务；

谢小剑的法学院法学系副主任职务；

喻玲的法学院经济法系主任职务；

徐聪颖的法学院民商法系副主任职务；

吴鹏飞的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系主任职务；

刘国的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系副主任职务；

徐惠莲的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教学一部副主任职务；

罗时武的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系主任职务；

彭澄升的体育学院综合教研室主任职务；

彭永善的体育学院体育系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8〕5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5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聘任杨得前为江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不定行政级别。

江财人事字〔2018〕7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7 年第 21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聘任易有禄为江

西法治政府研究中心、法治江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不定行政级别。

江财人事字〔2018〕8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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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可发为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

吴忠华为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主任；

王友丽为工商管理学院物流管理系主任；

仲昇为工商管理学院物流管理系副主任；

王鑫为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副主任；

王丽娟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财政系主任；

黄勇辉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

赖志杰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系主任；

王树柏为国际经贸学院电子商务系副主任；

余昌龙为国际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

汤晓军为国际经贸学院贸易经济系主任；

胡德龙为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

裘莹为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副主任；

吴涛为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

钟小林为金融学院投资系主任；

蒋崇辉为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系主任；

李英为金融学院金融系主任；

郭露为统计学院经济统计系主任；

王静为统计学院经济统计系副主任；

王庆平为统计学院管理统计系主任；

刘小惠为统计学院数理统计系主任；

齐亚伟为信息管理学院数学与经济分析系主任；

邓咏梅为信息管理学院数学与经济分析系副主任；

罗春林为信息管理学院数学与大数据科学系主任；

涂小松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系主任；

刘德军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副主任；

殷乾亮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实验中心主任；

方颉琳为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系副主任；

欧阳君君为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系副主任；

谢小剑为法学院法学系主任；

王辉为法学院法学系副主任；

陈宾为法学院实验中心副主任；

李翃楠为法学院经济法系主任；

陈文钢为人文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

吴辉为人文学院新闻传播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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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献飞为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

袁冬华为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

王华为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副主任；

况宇翔为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系主任；

李二永为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

李凤凤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系副主任。

聘期自 2018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7 日止。

解聘：

宋丽丽的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职务；

陆淳鸿的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职务；

赵玉洁的金融学院货币银行系副主任职务；

李思敏的金融学院证券投资系主任职务；

吴伟军的金融学院货币银行系主任职务；

李英的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职务；

罗春林的信息管理学院数学与管理决策系副主任职务；

蔡鹏的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主任职务；

陈滨的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副主任职务；

陈安丽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系副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8〕9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黄瑶妮为校长办公室、共建工作办公室共建与发展规划科科长；

方仁勤为校长办公室、共建工作办公室法律事务与信访科科长；

孙青玥为校长办公室机要科副科长；

许明佳为监察处纪检监察科科长；

周少华为档案管理中心综合档案科科长；

邹亮为后勤保障处特种设备科科长；

胡跃为校园建设处基建管理科科长；

陈志杰为校园建设处办公室主任；

严磊为体育学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主任；

程星为体育学院教务办主任；

任期自 2018 年 5 月 14 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13 日止。

解聘：

黄瑶妮的校长办公室信访科科长职务；

孙青玥的校长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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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明佳的监察处管理服务督查科科长职务；

肖镧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外事科科长职务；

邹亮的校园建设处基建管理科科长职务；

胡跃的校园建设处办公室主任职务；

周冬梅的档案管理中心综合档案科科长职务；

严磊的体育学院场馆中心主任职务；

顾予峰的体育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程星的体育学院正科级教学秘书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8〕10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8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解聘石劲的金融学

院院长（海外）及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院长职务并终止合同。

江财人事字〔2018〕11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姜锐为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综合科科长；

戴晓光为工商管理学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主任；

张莉为统计学院教务办公室主任；

吴江平为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主任；

朱为民为艺术学院教务办公室主任；

何梦婷为艺术学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夏贤明为校长办公室、共建工作办公室督办科科长；

李伟为后勤保障处办公室副主任；

黄刚为图书馆麦庐园分馆主任；

杜华珍为图书馆特藏部主任；

郭文江为图书馆编目部主任；

宋苹为图书馆办公室副主任；

范翠萍为图书馆期刊部主任；

蒋蕾为图书馆麦庐园分馆副主任；

汪任芳为图书馆办公室主任；

姚小建为图书馆流通部主任；

熊剑为图书馆流通部副主任；

徐于青为图书馆采访部副主任；

吴晓波为图书馆外文部主任。

聘期自 2018 年 6 月 11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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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

姜锐的教务处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估科科长职务；

黄刚的图书馆办公室主任职务；

杜华珍的图书馆编目部主任职务；

郭文江的图书馆期刊部主任职务；

宋苹的图书馆流通部副主任职务；

范翠萍的图书馆流通部主任职务；

蒋蕾的图书馆流通部副主任职务；

汪任芳的图书馆特藏部主任职务；

姚小建的图书馆麦庐园分馆主任职务；

熊剑的图书馆麦庐园分馆副主任职务；

徐于青的图书馆麦庐园分馆副主任职务；

吴晓波的图书馆阅览室主任职务；

戴晓光的工商管理学院教务办公室主任职务；

郑宁的工商管理学院 MBA 项目办公室主任职务；

林岚的工商管理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张莉的统计学院正科级教学秘书职务；

吴江平的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实验中心主任职务；

严新平的外国语学院亚欧语系主任职务；

熊辉的外国语学院亚欧语系副主任职务；

张善军的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教学二部主任职务；

胡琳瑜的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教学二部副主任职务；

曲晓春的艺术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朱为民的艺术学院培训中心主任职务；

何梦婷的艺术学院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李伟的校长办公室行政科副科长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8〕12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涂年根为外国语学院大英二部主任；

曾光湖为外国语学院大英二部副主任；

陈建春为外国语学院大英一部副主任；

陶萍为外国语学院亚欧语系副主任；

李刚为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物联网工程系主任；

汪靖为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国际软件系主任；



287

刘细发为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网络学习发展中心主任。

聘期自 2018 年 6 月 11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止。

解聘：

李刚的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通信工程系副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8〕13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林磊为国际学院涉外事务科副科长；

徐兴为工商管理学院教务办公室副主任；

张鹏为工商管理学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胡芳为统计学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张雪娥为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教务办公室副主任；

花明为法学院教务办公室副主任；

胡坤为人事处人事科科长；

阳铃为人事处劳资科科长；

廖飞云为人事处综合科副科长；

黄金花为科研处科研管理科科长；

雷发斌为教务处教学质量与评估科科长；

黄大战为招标采购中心货物与服务采购科副科长；

赖维玮为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教务管理部副科长；

白萍为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办公室主任。

聘期自 2018 年 6 月 11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止。

解聘：

雷发斌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副主任（副科级）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8〕15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0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聘任严云生同志

为管理服务督查组组长，汪业军同志不再担任管理服务督查组组长职务。调整后

2018 年度管理服务督导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长：严云生

成员：汪业军 陈丽萍 习 勤 舒万华 吴小明

刘春根 彭铭谊 曹小英 王 萍

以上同志聘期从 2018 年 6 月 19 日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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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人事字〔2018〕16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2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解聘：

王智明的校长办公室行政科科长职务；

唐敏的财务处综合科科长职务；

罗伟华的后勤保障处办公室主任职务；

蔡前的人文学院社会学系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8〕19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6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周俊萍为研究生院综合管理与思想教育科科长；

庄凯为研究生院培养科科长；

徐汝标为财务处综合科科长；

漆涛为财务处预算管理科科长；

章蕙为财务处会计科科长；

杨越为财务处资金结算科科长；

陈华为财务处资金结算科副科长；

宋丽萍为财务处收费管理科科长；

孙文平为后勤保障处招待所所长；

刘裔为后勤保障处招待所副所长；

单建海为资产管理处综合管理科科长；

刘慎洪为资产管理处物资设备管理科副科长；

詹小庆为资产管理处房屋与土地管理科科长；

宗云为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教务管理部科长；

王迪宏为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网络教学部科长；

查大元为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教学管理一部科长；

欧阳普勇为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教学管理一部副科长；

杨兵为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教学管理二部科长；

王昊为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教学管理二部副科长；

纪江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主任；

黄天发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务办公室主任；

施小蓉为金融学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主任；

黄广平为经济学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主任；

常进为外国语学院教务办公室主任；

罗丽为深圳研究院办公室主任。

聘期自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2022 年 9 月 2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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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

罗丽的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科科长职务；

周俊萍的研究生院综合科科长职务；

包屹东的研究生院培养科科长职务；

庄凯的 EMBA 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科科长职务；

宋丽萍的财务处会计一科科长职务；

漆涛的财务处会计二科科长职务；

杨越的财务处财务信息管理科科长职务；

徐汝标的财务处基建财务科科长职务；

章蕙的财务处麦庐园财务科科长职务；

肖芸的财务处麦庐园财务科副科长职务；

陈华的财务处财务信息管理科副科长职务；

孙文平的后勤保障处经营服务中心主任职务；

刘裔的后勤保障处经营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

单建海的资产管理处综合科科长职务；

詹小庆的资产管理处公共资产经营管理科科长职务；

刘慎洪的资产管理处综合科副科长职务；

宗云的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办公室主任职务；

王迪宏的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实践教学一部科长职务；

欧阳普勇的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实践教学一部副科长职务；

查大元的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运行维护部科长职务；

杨兵的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实践教学二部科长职务；

王昊的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实践教学二部副科长职务；

聂鹏的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实践教研部科长职务；

方晔的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MPA 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职务；

纪江的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黄天发的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

喻樟的金融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施小蓉的金融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

黄广平的经济学院教务办主任职务；

金晓凌的外国语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常进的外国语学院视听中心主任职务；

汤晓军的国际经贸学院贸易经济系主任职务；

余昌龙的国际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职务；

冯德兵的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系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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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人事字〔2018〕20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6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孙青玥为校长办公室机要科科长；

杜琳为校长办公室法律事务与信访科副科长；

黄河为人事处考评科科长；

胡源源为校友联络办公室综合科副科长；

钟英娥为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科科长；

彭悦为研究生院综合管理与思想教育科副科长；

兰涛为财务处麦庐园财务科科长；

陈沁梅为财务处预算管理科副科长；

潘亮平为校园建设处基建管理科副科长；

柯星星为资产管理处综合管理科副科长；

兰芳为 EMBA 教育学院教学管理科科长；

苗翠琴为国际经贸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郭芸芸为经济学院教务办公室副主任；

徐春玲为金融学院教务办公室主任；

肖琳为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系副主任；

汤文芳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主任。

聘期自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2022 年 9 月 2 日止。

解聘：

兰涛的财务处会计一科副科长职务；

兰芳的 EMBA 教育学院综合管理科副科长职务；

李蕾的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汤文芳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8〕22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4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聘任刘有发为英

国考文垂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不定行政级别。

刘有发任英国考文垂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期间的待遇，按正高职称标准发放

工资前三项（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基础性绩效工资），参照正处标准发放工资第四

项（奖励性绩效工资）。

江财人事字〔2018〕24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聘任杨杰为创新

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不定行政级别）、刘爱军为中国管理思想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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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不定行政级别）。

江财人事字〔2018〕25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9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聂萍为监察处办公室副主任；

徐建斌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税务系副主任；

吕卫华为体育学院公共体育系主任；

赵建强为体育学院公共体育系副主任；

谢辉为体育学院公共体育系副主任；

舒竞为体育学院体育理论系主任；

谭军为体育学院实践教学实验室主任。

聘期自 2018 年 9 月 28 日至 2022 年 9 月 27 日止。

免去：

秦建兵的监察处办公室主任职务；

吕卫华的体育学院篮、排、足球教研室副主任职务；

余文斌的体育学院篮、排、足球教研室主任职务；

杜立群的体育学院乒、羽、网球教研室主任职务；

彭澄升的体育学院综合教研室主任职务；

彭永善的体育学院体育理论教研室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8〕30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23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刘小兵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综合科科长;

孙琪为继续教育学院学籍科科长（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

谢园园为继续教育学院教务科科长；

黄红华为继续教育学院南昌函授站（夜大）站长;

文晓玲为法学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主任;

刘辉林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科研与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主任。

聘期自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8 日止。

免去：

刘小兵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办公室主任职务;

易慧娟的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孙琪的继续教育学院学籍管理科科长职务;

谢园园的继续教育学院教学管理科科长职务;

黄红华的继续教育学院南昌函授站站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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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安生的会计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文晓玲的法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

刘前的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培训中心主任职务;

刘辉林的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刘晓根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8〕31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23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游志云为校长办公室、共建工作办公室行政科副科长；

徐丰为图书馆信息咨询部副主任；

吴海平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教务办公室副主任；

朱清华为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副主任。

聘期自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8 日止。

江财人事字〔2018〕33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24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彭向东为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物联网工程系副主任；

刘燕青为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国际软件系副主任；

黄轩为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网络学习发展中心副主任。

聘期自 2018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止。

免去：

罗远胜的网络信息管理中心软件技术部科长职务。

江财字〔2018〕11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

熊小刚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黄先明为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李国民为经济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平卫英为统计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李洪义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毛澄映为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尧文元为软件与物联

网工程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王昊为创业教育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何小钢为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潘丹为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聘期自 2018 年 1 月 8 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7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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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字〔2018〕15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

余飒为节能中心主任。

聘期自 2018 年 1 月 8 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7 日止。

解聘：

余飒的资产管理处处长职务。

江财字〔2018〕25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韩国玉为共建工作办公室主任（试用期一年）；

喻春龙为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主任（试用期一年）；

王玉杰为大学生职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唐海燕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聘期自 2018 年 3 月 16 日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止。

解聘：

韩国玉的校长办公室副主任、麦庐园综合办公室主任职务；

郑赟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职务；

王玉杰的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职务。

江财字〔2018〕26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肖建文为人事处副处长；

汪宗亮为审计处处长；

董慧英为财务处处长；

熊立芬为财务结算中心副主任；

张克为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刘菊华为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肖峻为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兼）；

聘期自 2018 年 3 月 26 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止。

解聘：

欧阳迎的人事处副处长职务；

汪宗亮的财务处处长职务；

董慧英的财务结算中心主任职务；

熊立芬的审计处副处长职务；

张克的法学院副院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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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菊华的金融学院副院长职务；

郭海峰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职务；

袁业虎的会计学院副院长职务；

席小炎的经济学院副院长职务；

桂林的经济学院副院长职务；

李春长的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职务；

曹清的体育学院副院长职务。

江财字〔2018〕27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潘丹为经济学院副院长、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试用期一年，试用期从

2018 年 1 月 8日算起）。

江财字〔2018〕32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廖国琼为教务处处长（试用期一年）；

吴朝阳为国际经贸学院院长（试用期一年）；

罗世华为统计学院院长（试用期一年）；

乐东明为附属中学校长（副处级，试用期一年）；

张立军为医院院长（正处级，试用期一年）；

田忠民为医院副院长（副处级，试用期一年）；

汪柱旺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张善军为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舒成为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解聘：

罗良清的统计学院院长职务；

李春根的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职务。

江财字〔2018〕40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罗庆辉为大学生职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

章俊为审计处副处长；

涂庚龙为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聘期自 2018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7 日止。

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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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庆辉的新闻中心副主任职务；

匡小平的科研处处长职务；

章俊的财务处副处长职务；

涂庚龙的后勤保障处副处长职务；

杨得前的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职务；

刘德喜的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职务；

徐光华的法学院副院长职务；

王玉琦的人文学院副院长职务。

江财字〔2018〕50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解聘：

邹秀清的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职务；

蔡盈洲的人文学院副院长职务。

江财字〔2018〕57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刘满凤为科研处处长，聘期自

2018 年 6 月 27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26 日止。解聘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职务。

江财字〔2018〕59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2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王智明为校长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蔡前为教务处副处长(试用期一年）；

唐敏为财务处副处长(试用期一年）；

罗伟华为综治办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伍云峰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汤晓军为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余昌龙为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胡德龙为经济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陈思华为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喻玲为法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冯德兵为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刘晓根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聘期自 2018 年 6 月 27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26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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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字〔2018〕64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3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徐斌为协同

创新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聘期自 2018 年 7 月 6 日至 2022 年 7 月 5 日止，解聘

其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副院长职务。

江财字〔2018〕74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6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解聘：

邱晓平的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副主任职务；

杨杰的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职务。

江财字〔2018〕85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8 年第 19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

柳晨为招生就业处处长（试用期一年）；

陆晓兵为资产管理处处长（试用期一年）；

吕晓梅为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黄晓全为本科教学评估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秦建兵为监察处副处长（试用期一年）；

周江军为共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周冬华为会计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聘期自 2018 年 9 月 28 日至 2022 年 9 月 27 日止。

江财字〔2018〕103 号

经学校 2018 年第 22 次党委常委会研究，以下人员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正

式聘任：

白耀辉为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院长。

聘期自 2017 年 10 月 17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6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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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评聘情况

江财职称字〔2018〕 2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李明等 38 位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具体名单如下：

一、教授（11人，正高四级）

李 明 陈 敏 余达锦 钱忠胜 刘 国 杜 宾

朱晓刚 杨建锋 吴鹏飞 喻 玲 罗书俊

聘期从 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1 月。

二、副教授（27人，副高七级）

管考磊 肖 泉 涂小松 胡 颖 刘 涵 欧阳君君

何 明 徐 军 王友丽 熊家财 胡少勇 朱永军

彭树宏 李苏云 卢 任 肖 挺 冯德兵 彭永善

王俊杰 聂 鹏 戴丽华 白 敏 涂年根 陈仕伟

陈永维 余炳文 李玉花

聘期从 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1 月。

以上同志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8〕 3 号

根据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 2017 年江西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

二级岗位人选的通知》（赣人社字[2018]16 号），决定聘任邓辉、李秀香两位同志教

授二级岗位，聘期从 2017 年 12 月起至 2020 年 11 月止。

聘期内对聘用人员实行定期考核、动态管理。考核分为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

考核办法及考核内容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以上两位同志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8〕 4 号

经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万春花等 3 位同志具备中级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助理研究员资格（1 人）

万春花

二、具备馆员资格（2 人）

蒲琼蓉 谢小英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7 年 10 月 27 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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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职称字〔2018〕 5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蒲琼蓉、谢小英两位同志担任馆员职务

（专业技术十级岗位），聘期从 2017 年 10 月至 2020 年 9 月。

以上两位同志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8〕 6 号

经相关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省人社厅 批复，张守胜等 4

位同志具备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高级工程师资格人员（2 人）

张守胜（综合工程）（赣人社字［2017］463）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7 年 11 月 18 日起算。

赖 骅（建设工程）（赣人社字［2018］46）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7 年 12 月 3 日起算。

二、具备中小学高级教师资格人员（1 人）

张俊琦（赣人社字［2018］122号）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7 年 12 月 26 日起算。

三、具备中小学一级教师资格（1 人）

张 琦 （赣教人字［2018］1 号）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8〕7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张守胜等 4 位同志担任高、中级专业技

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高级工程师（2 人，副高七级）

张守胜 赖 骅

以上同志的聘期：张守胜从 2017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0 月；赖骅从 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1 月。

二、中小学高级教师（1 人，副高七级）

张俊琦

聘期从 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1 月。

三、中小学一级教师（1 人，中级十级）

张 琦

聘期从 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1 月。

以上同志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则自动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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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职称字〔2018〕 8 号

根据江西省人社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赣人

社发〔2013〕30 号）的有关规定，经学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评议工作小组审核批准，

确定冯凌秉等 9 位同志具备讲师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冯凌秉 邹金浪 冯 元 杨新绿 王志成 黄 璆

谭诗羽 李延泽 叶申玲（思政专业）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其中冯凌秉、黄璆、谭诗羽、叶申玲从 2018 年 1

月 15 日起算；邹金浪、王志成从 2018 年 2 月 15 日起算；冯元、杨新绿、李延泽从

2018 年 4 月 15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8〕 9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赖志杰等 14 位同志担任高、中级专业技

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副教授 1人（副高，专技 7级）

赖志杰

聘期：从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二、讲师 13 人（中级，专技 10 级 12 人、专技 9 级 1人）

冯凌秉 邹金浪 冯 元 杨新绿 王志成 黄 璆

谭诗羽 李延泽 谭英贤 唐 俊 单青松 薛胜昔

王 峥（专技 9 级）

以上同志的聘期：其中冯凌秉、黄璆、谭诗羽、谭英贤、单青松、薛胜昔、王

峥从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邹金浪、王志成从 2018 年 2 月至 2021 年 1 月；

冯元、杨新绿、李延泽、唐俊从 2018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

以上同志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8〕 10 号

根据江西省人社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赣人

社发〔2013〕30 号）的有关规定，经学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评议工作小组审核批准，

确定邱瑶瑶等 16 位同志具备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讲师资格 (2 人)

邱瑶瑶 蔡 超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7 年 7 月 15 日起算。

二、具备思想政治教育讲师资格（7 人）

苗翠琴 殷微微 张雅娟 朱 超 陈 曦 衣 政 谢行焱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殷微微、张雅娟、朱超、陈曦、谢行焱从 2017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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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起算；苗翠琴、衣政从 2017 年 10 月 15 日起算。

三、具备助理研究员资格（5 人）

姜 莹 胡祖珺 夏池玉 吴宗福 黄河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姜莹、胡祖珺、夏池玉从 2017 年 7 月 15 日起算；

吴宗福、黄河从 2018 年 1 月 15 日起算。

四、具备研究实习员资格（1 人）

孙 娟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7 年 7 月 15 日起算。

五、具备助理馆员资格（1 人）

魏忠梅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8 年 1 月 15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8〕 11 号

根据江西省人社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赣人

社发〔2013〕30 号）的有关规定，经学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评议工作小组审核批准，

确定杨廷等 32 位同志具备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讲师资格（28 人）

杨廷、邱宝林、王民、李敏（信息管理学院）、陈学政、柳炜升、卢阳、徐齐

利、陈苏、陈伟、许林波、卢希起、陈幸欢、聂淼、周材华、何亚芬、聂春艳、章

富刚、苑晓美、吴杨、李志成、甘柳、胡家翀、张恺、冯大威、赖少杰、张琳、贺

翀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其中陈学政、陈伟、聂淼、吴杨从 2018 年 7 月 15

日起算；杨廷、王民、柳炜升、卢阳、徐齐利、陈苏、许林波、卢希起、陈幸欢、

周材华、何亚芬、章富刚、苑晓美、李志成、甘柳、胡家翀、张恺、冯大威、贺翀

从 2018 年 10 月 15 日起算；邱宝林、李敏、聂春艳、赖少杰、张琳从 2018 年 12

月 15 日起算。

二、具备研究实习员资格（2 人）

谢凤鸣、许丽艳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8 年 7 月 15 日起算。

三、具备助理实验师资格（2 人）

宗 云、潘瑞霞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8 年 7 月 15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8〕 12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刘苏莲等 38 位同志担任高、中、初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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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中小学正高级教师 1 人（正高，专技 4 级）

刘苏莲

聘期：从 2018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0 月。

二、中小学高级教师 2 人（副高，专技 7 级）

乐东明、李样福

聘期：从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三、讲师 32 人（中级，专技 10 级）

杨廷、邱宝林、王民、李敏（信息管理学院）、陈学政、柳炜升、卢阳、徐齐

利、陈苏、陈伟、许林波、卢希起、陈幸欢、聂淼、周材华、何亚芬、聂春艳、章

富刚、苑晓美、吴杨、李志成、甘柳、胡家翀、张恺、冯大威、赖少杰、张琳、贺

翀、罗国民、卢俊、胡春阳、幸伟

以上同志的聘期：其中陈学政、陈伟、聂淼、吴杨、卢俊从 2018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胡春阳、幸伟从 2018 年 8 月至 2021 年 7 月；杨廷、王民、柳炜升、卢阳、

徐齐利、陈苏、许林波、卢希起、陈幸欢、周材华、何亚芬、章富刚、苑晓美、李

志成、甘柳、胡家翀、张恺、冯大威、贺翀、罗国民从 2018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邱宝林、李敏、聂春艳、赖少杰、张琳从 2018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1 月。

四、研究实习员 2 人（初级，专技 11 级）

谢凤鸣、许丽艳

聘期：从 2018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

五、助理实验师 1 人（初级，专技 11 级）

潘瑞霞

聘期：从 2018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

以上同志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8〕13 号

根据江西省人社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赣人

社发〔2013〕30 号）的有关规定，经学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评议工作小组审核批准，

确定魏丽萍等 29 位同志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讲师资格 (7 人)

魏丽萍、李维毅、宛宇玮、张洁琼、耿啸虓、张宁、胡向亮

任职资格时间：魏丽萍、宛宇玮、张洁琼、胡向亮从 2018 年 7 月 15 日起算；

耿啸虓、张宁从 2018 年 8 月 15 日起算；李维毅从 2018 年 9 月 15 日起算。

二、具备思想政治教育讲师资格（9 人）

彭凯、廖波、张天元、李临彧、阙刘汇敏、周妍、熊瑛（招生就业处）、郭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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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江超颖

任职资格时间：彭凯、廖波、张天元、李临彧、周妍、郭兆羚、江超颖从 2018

年 7 月 15 日起算；熊瑛从 2018 年 11 月 15 日起算；阙刘汇敏从 2018 年 12 月 15

日起算。

三、具备助理研究员资格（7 人）

匡仁相、周少华、罗萌、吴丹、胡蓉、张文芳、彭文忠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8 年 7 月 15 日起算。

四、具备二级翻译资格（2 人）

宋雨薇、夏经霖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8 年 7 月 15 日起算。

五、具备工程师资格（2 人）

吴小芳、潘亮平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8 年 7 月 15 日起算。

六、具备实验师资格（2 人）

李志鹏、杨美芳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8 年 7 月 15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8〕 14 号

经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刘传林等 5 位同志具备中级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助理研究员资格（2 人）

刘传林 王慧芳

二、具备馆员资格（2 人）

王玉芳 方茗

三、具备主治医师资格（1 人）

黄亚妮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8 年 10 月 19 日起算。

财职称字〔2018〕 15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王玉芳同志担任馆员职务（中级，专技

10 级），聘期从 2018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

王玉芳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8〕 16 号

经江西财经大学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报江西省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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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同意，周冬华等 37 位同志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资格时

间自评委会评审通过之日 2018 年 12 月 18 日起算。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教授资格人员（12 人）

周冬华 占小军 蒋国河 张富国 陈思华 余桔云

陈运生 刘伦武 田逢军 樊凤龙 刘晓泉 杨书怀

二、具备副教授资格人员（23 人）

徐建斌 张小路 江 河 李普聪 万敏琍 张相森

邓 松 戴明辉 江 枰 张 华 汪 靖 江腾蛟

赵 星 杜景平 唐 俊 陈 琳 陈学政 胡志军

李 胜 罗劲博 王岳龙 章贵军 刘春英

三、具备副研究员资格（1 人）

梁 威

四、具备高级实验师资格（1 人）

王根生

江财职称字〔2018〕17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周冬华等 37 位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聘期从 2018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1 月。具体名单如下：

一、教授 12 人（正高、专技四级）

周冬华 占小军 蒋国河 张富国 陈思华 余桔云

陈运生 刘伦武 田逢军 樊凤龙 刘晓泉 杨书怀

二、副教授 23 人，（副高、专技七级）

徐建斌 张小路 江 河 李普聪 万敏琍 张相森

邓 松 戴明辉 江 枰 张 华 汪 靖 江腾蛟

赵 星 杜景平 唐 俊 陈 琳 陈学政 胡志军

李 胜 罗劲博 王岳龙 章贵军 刘春英

三、副研究员 1人，（副高、专技七级）

梁 威

四、高级实验师 1 人，（副高、专技七级）

王根生

以上同志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8〕18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刘燕飞、罗萌两位同志担任高、中级专

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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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学高级教师 1 人（副高、专技七级）

刘燕飞

聘期：从 2018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1 月。

二、助理研究员 1 人（中级、专技十级）

罗 萌

聘期：从 2018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

以上同志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则自动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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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退休人员名单

序号 部门名称 姓名 性别 出生时间 工作时间 退休时间

1 校医院 蔡和菊 女 1963年 1月 1983年 8月 2018年 1月

2 创业教育学院 王国大 男 1958年 3月 1981年 8月 2018年 3月

3 党办、校办 邓国华 1 男 1958年 3月 1980年 12月 2018年 3月

4 继续教育学院 欧阳美娟 女 1963年 3月 1981年 6月 2018年 3月

5 后勤保障处 管伯伟 男 1958年 4月 1981年 1月 2018年 4月

6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黄和平 1 男 1958年 4月 1980年 12月 2018年 4月

7 后勤保障处 李小平 男 1958年 4月 1980年 12月 2018年 4月

8 校医院 刘强 男 1958年 4月 1975年 1月 2018年 4月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金纬亘 男 1958年 4月 1980年 7月 2018年 4月

10 财务处 吴英 女 1963年 4月 1979年 10月 2018年 4月

11 继续教育学院 张志洪 男 1958年 5月 1976年 10月 2018年 5月

12
体育学院（国防教

育部）
唐进安 男 1958年 5月 1975年 12月 2018年 5月

13 经济学院 段长征 男 1958年 5月 1977年 2月 2018年 5月

14 创业教育学院 熊伟 男 1958年 5月 1979年 5月 2018年 5月

15 信息管理学院 舒蔚 男 1958年 5月 1976年 4月 2018年 5月

16 校医院 熊新星 女 1958年 5月 1982年 12月 2018年 5月

17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方军丽 女 1963年 5月 1983年 10月 2018年 5月

18 人文学院 张宠平 女 1971年 12月 1995年 8月 2018年 5月

19 图书馆 张绍萍 女 1966年 8月 1996年 1月 2018年 6月

20 党办、校办 肖遵贵 男 1958年 6月 1976年 12月 2018年 6月

21 后勤保障处 应茜茜 女 1963年 6月 1980年 12月 2018年 6月

22 资产管理处 程海萍 女 1963年 6月 1982年 1月 2018年 6月

23
体育学院（国防教

育部）
郑岗红 女 1968年 6月 1994年 9月 2018年 6月

24 资产管理处 蔡金花 女 1963年 7月 1982年 10月 2018年 7月

25 继续教育学院 张建华 女 1963年 8月 1982年 11月 2018年 8月

26 图书馆 周红卫 女 1963年 9月 1984年 12月 2018年 9月

27 艺术学院 毕珍华 男 1958年 10月 1975年 3月 2018年 10月

28 金融学院 胡援成 男 1953年 10月 1968年 10月 2018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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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姓名 性别 出生时间 工作时间 退休时间

29 校园建设处 宗海林 男 1958年 10月 1980年 1月 2018年 10月

30 继续教育学院 陈江泉 男 1958年 10月 1976年 2月 2018年 10月

31 人文学院 付家柏 男 1958年 10月 1985年 7月 2018年 10月

32 继续教育学院 王珂琍 女 1958年 10月 1977年 2月 2018年 10月

33 创业教育学院 李跃华 男 1958年 10月 1980年 1月 2018年 10月

34 统计学院 陈孝新 男 1958年 10月 1983年 7月 2018年 10月

35 国际经贸学院 刘海萍 女 1963年 10月 1982年 7月 2018年 10月

36 校医院 胡莹琪 女 1963年 10月 1983年 9月 2018年 10月

37 后勤保障处 叶晓岚 女 1968年 10月 1994年 9月 2018年 10月

3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雷金花 女 1963年 11月 1985年 8月 2018年 11月

39 继续教育学院 许国珍 女 1963年 11月 1985年 7月 2018年 11月

40 财务处 邓慧云 女 1963年 11月 1984年 8月 2018年 11月

41
会计学院、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边喜春 女 1958年 12月 1977年 5月 2018年 12月

42 保卫处、人武部 刘辉华 男 1958年 12月 1980年 12月 2018年 12月

43 财务处 翟娥 女 1963年 12月 1987年 7月 2018年 12月

44 艺术学院 陶翠玉 女 1963年 12月 1984年 8月 2018年 12月

45 继续教育学院 沈蓓 女 1963年 12月 1986年 7月 2018年 12月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江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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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合作交流

2018年度合作与交流大事记

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活动类型 主要内容

1 2017/12/1 2018/6/2 出国访学 万本庭赴瑞典达拉娜大学访学（2016省厅公派）

2 2018/1/1 2018/8/1 出国访学 陆宇海赴英国伯明翰大学访学（2017学校公派）

3 2018/1/1 2018/9/1 出国访学 钟岭赴英国伯明翰大学访学（2017学校公派）

4 2018/1/19 2019/1/19 出国访学 田衡赴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访学（2017学校公派）

5 2018/1/25 12个月 出国访学 何小钢赴德克萨斯大学埃帕索分校访学(2017地方合作)

6 2018/1/28 2018/7/16 出国访学 阮敏赴英国赫尔大学访学（2016省厅公派）

7 2018/2/1 2018/7/31 出国访学 尹仪英赴英国牛津大学访学（2017外语学院公派）

8 2018/2/4 12个月 出国访学 靳伟赴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大学访学(2017地方合作)

9 2018/2/6 2019/2/6 出国访学 蔡文著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访学（2017学校公派）

10 2018/2/10 2019/2/10 出国访学 李珺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访学（2017学校公派）

11 2018/3/3 2018/9/4 出国访学 谌飞龙赴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访学（2017学校公派）

12 2018/3/3 2018/3/4 来华留学 来华留学生新生报到

13 2018/5/31 2018/5/31 来校讲座 美国华盛顿大学黄正能教授来校讲座

14 2018/3/8 3个月 出国访学 黄雨虹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学(2017青骨行管)

15 2018/3/18 2018/3/24 出国（境）短期访问 蒋国河赴香港管理学院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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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8/3/19 2018/3/24 来校短期授课 剑桥大学 Ian Hodge教授于旅城学院短期授课

17 2018/3/22 2018/3/22 来华留学 家庭结对子活动

18 2018/3/24 2018/4/30 来校短期授课 宁波诺丁汉大学 Juergen H. Seufert副教授于会计学院短期授课

19 2018/3/26 11个月 出国访学 邢小明赴美国北卡州立大学访学(2017青骨项目)

20 2018/3/28 11个月 出国访学 季俊杰赴美国尼亚加拉大学访学(2017青骨)

21 2018/3/28 2018/3/28 来华留学 “一警六员”消防演习活动

22 2018/4/13 2018/4/13 来华留学 参加江西企鹅新媒体学院揭牌仪式

23 2018/4/19 2018/4/29 国际会议 谭诗羽赴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进行第 16届国际产业组织年会

24 2018/4/23 2018/4/30 来校短期授课 英国考文垂大学 Neil Renwick教授于国际经贸学院短期授课

25 2018/4/26 2018/4/26 来华留学 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评审

26 2018/4/27 2018/4/27 来华留学 留学生汉语角--中国茶艺主题

27 2018/5/9 2018/5/12 国际会议 我校举办竞争政策国际研讨会

28 2018/6/22 2018/6/22 来校讲座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肖可瓅教授来校讲座

29 2018/7/10 2018/7/10 来校讲座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刘云川教授来校讲座

30 2018/5/11 2018/5/11 来华留学 留学生汉语角——书法主题

31 2018/5/15 2018/5/22 出国短期访问 许韬赴爱沙尼亚塔尔图担任国家体育代表团翻译

32 2018/5/15 2018/5/23 出国短期访问 龚美君赴俄罗斯参加江西省首届海外教育展

33 2018/5/15 2018/5/23 出国短期访问 李二永赴俄罗斯参加江西省首届海外教育展

34 2018/5/20 2018/5/23 出国短期访问 韩明赴美国参加纽约理工大学交流

35 2018/5/20 2018/5/25 出国短期访问 王小平赴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威斯康星协和大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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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18/5/21 2018/5/28 团组出访 卢福财团组赴瑞典达拉纳大学、捷克布拉格经济大学访问

37 2018/5/21 2018/5/25 来校短期授课 澳大利亚威斯本科技大学 Patrick Zou教授于旅城学院短期授课

38 2018/5/21 2018/5/25 来校短期授课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 Shiyou Wu; Flavio F. Marsiglia教授于人文学院短期授课

39 2018/5/21 2018/5/21 来华留学 开展留学生“我与江财”征文活动

40 2018/5/22 2018/5/24 来校讲座 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陆达亚教授于工商管理学院讲座

41 2018/5/25 2018/5/29 出国（境）短期访问 黄先明参加第四届两岸三地大学生流通业经营模拟大赛

42 2018/5/25 2018/5/29 出国（境）短期访问 汤晓军参加第四届两岸三地大学生流通业经营模拟大赛

43 2018/5/25 2018/5/25 来华留学 留学生汉语角——京剧脸谱主题

44 2018/5/26 2018/5/26 来华留学 留学生文化考察龙源峡之旅

45 2018/5/27 2018/6/3 出国短期访问 吕腮菊赴美国参加 2018年 NAFSA教育展

46 2018/6/4 2018/6/11 出国短期访问 郑志强赴法国与法网组委会签约

47 2018/6/5 2018/6/9 国际会议 陈季龙赴希腊参加数量金融与风险分析研讨会

48 2018/6/8 2018/6/8 来校讲座 日本筑波大学失泽真人教授于外国语学院讲座

49 2018/6/9 3个月 出国访学 徐萌赴英国伯恩茅斯大学访学(2018校园足球老师项目)

50 2018/6/10 2018/6/14 国际会议 廖迎赴希腊参加第十四届国际旅游会议

51 2018/6/11 2018/6/11 来华留学 留学生文化体验参观“小平小道”

52 2018/6/11 2018/6/11 来华留学 来华夏令营开营

53 2018/6/11 2018/6/11 来华留学 留学生探望岭背小学学生

54 2018/6/12 2018/6/14 来校讲座 宾夕法尼亚大学黄燕玲副教授于人文学院讲座

55 2018/6/12 2018/6/14 来华留学 来华留学认证专家组进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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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018/6/16 3个月 出国访学 叶邵义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学(2018青骨行管)

57 2018/6/17 2018/6/24 团组出访 刘小丽团组赴英国考文垂大学、埃塞克斯大学、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访问

58 2018/6/20 2018/6/24 来校短期授课 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吴水丽教授于人文学院短期授课

59 2018/6/22 2018/6/29 出国（境）短期访问 乐东明赴台湾教育机构研修

60 2018/6/23 3个月 出国访学 肖建文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学(2018青骨行管)

61 2018/6/24 2018/6/30 国际会议 何昌赴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参加 2018年国际商务学会年会

62 2018/6/25 2018/7/1 国际会议 李延泽赴加拿大参加 2018加拿大温哥华第 93届西部经济学年会（WEI）

63 2018/6/25 2018/6/29 来校短期授课 宾夕法尼亚大学 Phyllis Linda Solomon教授于人文学院短期授课

64 2018/6/26 2018/7/1 国际会议 肖琳赴新西兰参加第二十二届国际社会语言学大会

65 2018/7/4 2018/7/13 来校短期授课 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 Thuan Thi Tung Nguyen副教授于统计学院短期授课

66 2018/7/5 2018/7/8 国际会议 寻舟赴日本参加“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研讨会”

67 2018/7/5 2018/7/9 来校短期授课 密歇根州立大学孙飞副教授于人文学院短期授课

68 2018/7/8 2018/7/15 出国短期访问 杨德敏赴美国圣玛丽大学法学院进行学术交流

69 2018/7/8 2018/7/25 出国短期访问 喻玲赴美国圣玛丽大学法学院进行 2018年暑期研修项目

70 2018/7/8 2018/7/14 出国（境）短期访问 殷微微赴香港中华教育文化交流基金会研修

71 2018/7/8 2018/7/14 出国（境）短期访问 朱彬钰赴香港中华教育文化交流基金会研修

72 2018/7/8 2018/8/6 出国短期访问 潘莹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参加暑期夏令营团组

73 2018/7/14 2018/7/18 国际会议 谢花林赴澳大利亚参加第三十届中澳经济学年会

74 2018/7/14 2018/7/18 国际会议 卢华赴澳大利亚参加第三十届中澳经济学年会

75 2018/7/20 2018/8/1 出国短期访问 胡海波赴丹麦奥尔堡大学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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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2018/7/20 2018/7/27 出国短期访问 胡宇辰赴丹麦奥尔堡大学访问

77 2018/7/22 2018/8/11 出国短期访问
杜景平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参加 2018江西省领导干部赴英国“金融市场管理”专题培

训班随团翻译

78 2018/7/22 2018/7/28 出国（境）短期访问 曾海龙赴香港英国保诚保险有限公司带队实习

79 2018/7/22 2018/7/28 出国（境）短期访问 陈凌云赴香港参加英国保诚集团实习实训

80 2018/7/24 2018/7/30 出国短期访问 刘德军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带队参加亚太商务活动策划竞赛

81 2018/7/28 2018/8/3 出国（境）短期访问 黄勇辉赴香港教育大学带队实习

82 2018/7/29 2018/8/5 国际会议 邱永志赴美国参加第 18届世界经济史大会

83 2018/7/29 2018/8/6 出国短期访问 王鹏赴新加坡带学生实习

84 2018/8/1 2019/8/1 出国访学 张怡超赴美国圣玛丽大学访学（2018学校公派）

85 2018/8/1 12个月 出国访学 熊兵娇赴英国牛津大学访学(2018青骨项目)

86 2018/8/2 2018/8/31 出国（境）短期访问 蔡前赴香港明爱青少年及社区服务进行实地调研

87 2018/8/4 2018/8/10 出国（境）短期访问 黄思明赴香港教育大学带队实习

88 2018/8/5 2018/8/10 国际会议 江陵赴美国参加美国会计学会 2018年年会

89 2018/8/5 2018/8/11 出国（境）短期访问 管烨彬赴香港英国保诚保险有限公司带队实习

90 2018/8/9 2019/2/5 出国访学 吴冰赴德国贝罗斯大学访学（2018外语学院项目）

91 2018/8/10 2018/8/15 国际会议 李庆赴美国参加美国社会学会年会

92 2018/8/10 2018/8/25 出国短期访问 方玉明赴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访问

93 2018/8/12 2018/8/19 国际会议 李洪义赴巴西参加第 21届世界土壤科学大会

94 2018/8/13 2018/8/18 出国短期访问 张仲芳赴美国西华盛顿大学参加学术交流项目



312

95 2018/8/14 2018/8/30 来华留学 第一届英国考文垂大学孔子学院夏令营在我校举办

96 2018/8/15 3个月 出国访学 刘小兵赴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访学(2018LH项目)

97 2018/8/16 2018/8/23 出国（境）短期访问 徐唐伟赴台湾参加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

98 2018/8/20 2019/2/23 出国访学 杨头平赴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访学（2017学校公派）

99 2018/8/24 2018/8/29 国际（区域）会议 邹秀清赴香港参加第十届两岸四地土地学术研讨会

100 2018/8/28 12个月 出国访学 潘颍慧赴英国提赛德大学访学(2018面上项目)

101 2018/8/29 12个月 出国访学 陈辉赴美国圣荷西州大学访学(2017地方项目)

102 2018/8/31 2019/2/28 出国访学 宁亮赴波兰科兹明斯基大学访学（2017学校公派）

103 2018/9/1 2018/9/10 来校短期授课 堪萨斯大学张建波副教授于经济学院短期授课

104 2018/9/1 2019/9/1 出国访学 潘永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访学（2018学校公派）

105 2018/9/3 2018/9/15 来校短期授课 中国文化大学齐德彰教授于国际学院短期授课

106 2018/9/3 2018/9/15 来校短期授课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吴明政教授于国际学院短期授课

107 2018/9/3 2018/10/3 来校短期授课 Athabasca University王增相副教授于国际学院短期授课

108 2018/9/3 2018/9/12 来华留学 秋季新生迎新报道周

109 2018/9/6 2018/10/24 来校短期授课 英国阿斯顿大学 Paul Byrne教授于工商管理学院短期授课

110 2018/9/12 2018/12/20 来校短期授课 加拿大鲍时建国际学院短期授课

111 2018/9/12 2018/9/12 来华留学 市出入境与国际处联合举办出入境法律法规知识宣讲

112 2018/9/18 2018/9/18 来华留学 国际处与教务处联合举办学术入学教育

113 2018/9/25 2019/9/25 出国访学 王飞程赴美国犹他谷州立大学（2018学校公派）

114 2018/9/28 2019/3/28 出国访学 高日光赴加拿大韦仕敦大学访学（2015人保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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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2018/9/28 2018/9/28 来华留学 组织教师家庭与留学生“结对子”活动

116 2018/9/28 2018/9/28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参加全国高校声乐教师交流音乐会

117 2018/9/29 2018/9/29 来华留学 校保卫处和留学科共同组织留学生参加消防培训活动——“一警六员”

118 2018/10/8 2019/8/1 出国访学 黄飞鸣赴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访学（2018省百人远航工程）

119 2018/10/8 2018/10/12 来华留学
参加 2018年中国宜春国际农耕健身邀请赛暨第七届全国农耕健身大赛（Akbergenova

aizhan， Ospanov nurtaza 等五位同学）

120 2018/10/10 2018/10/18 来校短期授课 法国埃克斯马赛大学Michel Lubrano教授于经济学院短期授课

121 2018/10/12 2018/10/18 来校短期授课 美国圣玛丽大学 Robert H. Hu教授于法学院短期授课

122 2018/10/13 24个月 出国访学 刘有发赴英国考文垂大学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

123 2018/10/13 2018/10/14 来华留学
DENYS TETERUK、MUHAMMAD ASIF KHAN等 33人参加全省奖学金生 2018年感

知中国-江西印象活动

124 2018/10/16 2018/10/19 来校短期授课 美国西密歇根大学黄维乔教授于经济学院短期授课

125 2018/10/18 2018/10/22 出国（境）短期访问 罗庆辉赴澳门参加 2018年内地与澳门高等教育展

126 2018/10/18 2018/10/20 来校讲座 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 Porcelli Stefano副教授于法学院讲座

127 2018/10/19 2018/10/26 团组出访
王乔团组赴波兰科兹明斯基大学、科拉克夫经济大学和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经济管理学

院访问

128 2018/10/19 2018/10/24 出国（境）短期访问 潘素秋带学生赴台湾辅仁大学参赛

129 2018/10/19 2018/10/24 出国（境）短期访问 邹斌带学生赴台湾辅仁大学参赛

130 2018/10/19 2018/10/24 出国（境）短期访问 彭晓洁带学生赴台湾辅仁大学参赛

131 2018/10/19 2018/10/22 出国短期访问 唐睿赴韩国釜山参加 16届釜山国际艺术节颁奖



314

132 2018/10/19 2018/10/22 出国（境）短期访问 朱彬钰赴香港明爱参加研讨会

133 2018/10/19 2018/10/22 出国（境）短期访问 尹忠海赴香港明爱参加研讨会

134 2018/10/20 2018/10/28 出国短期访问 王善论赴罗马尼亚库扎大学讲学

135 2018/10/24 2018/10/28 国际会议 杨勇赴韩国参加 2018年信息技术融合会议

136 2018/10/24 2018/10/28 国际会议 罗世华赴韩国参加 2018年信息技术融合会议

137 2018/3/14 2018/3/14 来校讲座 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Mikko Siponen教授来校讲座

138 2018/12/19 2018/12/19 来校讲座 台湾实践大学刘弘景教授来校讲座

139 2018/5/9 2018/5/13 来校讲座 香港岭南大学 Dean Tjosvol教授，黄兆濠教授来校讲座

140 2018/12/10 2018/12/12 来校讲座 台湾政治大学胡联国教授来校讲座

141 2018/10/27 2018/10/28 来华留学
AITZAZ AHSAN、MUHAMMAD WAQAS SAFDAR 等 20名奖学金生参加全省奖学

金生 2018年感知中国-魅力陶瓷活动

142 2018/10/28 2018/10/28 来华留学
ESSAIYDY BOUCHRA 、ESTHER HOUNYOVI等 20名留学生参加校庆典礼及校庆

晚会

143 2018/11/9 2018/11/12 来校短期授课 密苏里大学孙志刚副教授于人文学院短期授课

144 2018/12/13 2018/12/18 来校讲座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Marcus Messener副教授来校讲座

145 2018/11/23 2018/11/3 团组出访 欧阳康团组赴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泰国东方大学、泰国江西商会访问

146 2018/11/24 2018/11/24 来校短期授课 维也纳应用科技大学 Ciaran Cassidy教授于会计学院短期授课

147 2018/11/24 2018/11/24 来华留学 举办全校国际文化节活动

148 2018/11/25 2018/11/25 来华留学 参加省汉语大赛决赛

149 2018/11/26 2018/11/30 国际会议 冯德兵赴澳门参加 2018亚澳会话分析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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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2018/11/29 2018/12/8 出国短期访问 黄善东赴英国 BPP大学短期访问

151 2018/12/1 12个月 出国访学 肖秀娟赴美国圣玛丽大学访学(2018青骨项目)

152 2018/12/9 2018/12/12 国际会议 方玉明赴台北参加视觉通信与图像处理国际会议

153 2018/12/12 2019/12/12 出国访学 朱彬钰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访学（2018学校公派）

154 2018/12/13 2018/12/18 来校短期授课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Marcus Messenger 副教授于人文学院短期授课

155 2018/12/14 2018/12/21 来校短期授课 英国基尔大学林易文副教授于工商管理学院短期授课

156 2018/12/15 2018/12/15 来华留学 志愿者团队开展国际文化节慈善活动，运用文化节留学生们义卖的费用看望特殊儿童

157 2018/12/16 2018/12/23 来校短期授课 巴基斯坦拉合尔管理与技术大学 Barry Healy副教授于体育学院短期授课

158 2018/12/7 2019/1/2 来校短期授课 新西兰梅西大学秦亚峰讲师来校短期授课

159 2018/11/16 2018/11/19 来校短期授课 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Mikko Siponen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60 2018/12/24 2019/1/5 来校短期授课 瑞典达那拉大学颜佳副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61 2018/11/24 2018/11/24 来校短期授课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CIARÁN CASSIDY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62 2018/12/16 2018/12/23 来校短期授课 巴基斯坦拉合尔管理和技术大学 Barry Healy副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63 2018/11/8 2018/11/12 来校短期授课
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刘贤方教授、Lou Reinisch教授、Victoria Pfeiffer 讲师、谢静讲师

来校短期授课

164 2018/10/27 2018/11/25 来校短期授课
瑞典达那拉大学Anders Avdic副教授、Hans Rosendahl讲师、Par Eriksson讲师、William

Song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65 2018/9/30 2018/10/20 来校短期授课 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Michel Lubrano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66 2018/9/1 2018/9/22 来校短期授课 台湾实践大学谢宗兴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67 2018/9/4 2018/9/21 来校短期授课 劳里埃大学徐碧霞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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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2018/9/3 2018/9/15 来校短期授课 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吴明政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69 2018/9/1 2018/9/22 来校短期授课 中国台湾兆丰金融控股公司陈松兴副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70 2018/6/9 2018/7/18 来校短期授课
瑞典达那拉大学 Anders Forsman高级讲师、Anders Avdic副教授、宋炜教授来校短期

授课

171 2018/12/17 2018/12/25 来校短期授课 新西兰林肯大学胡白丁副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72 2018/5/9 2018/5/11 来校短期授课 台湾实践大学刘弘景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73 2018/5/21 2018/5/25 来校短期授课 斯威本科技大学邹小伟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74 2018/6/3 2018/6/14 来校短期授课 台湾东吴大学谢永明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75 2018/5/26 2018/6/4 来校短期授课 醒悟大学江玉女副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76 2018/5/14 2018/6/8 来校短期授课 柏林大学李明生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77 2018/5/14 2018/6/3 来校短期授课 圣心大学姜晶副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78 2018/5/10 2018/5/29 来校短期授课 滨州州立大学赵鑫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79 2018/5/27 2018/6/11 来校短期授课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 Oksana Carlson来校短期授课

180 2018/7/8 2018/7/13 来校短期授课 香港科学与技术大学荆炳义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81 2018/6/1 2018/6/18 来校短期授课 新西兰梅西大学邹丽萍副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82 2018/5/7 2018/6/3 来校短期授课 阿卡迪亚大学杨军副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83 2018/4/23 2018/5/2 来校短期授课 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 kolos liu de mi la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84 2018/4/13 2018/5/15 来校短期授课 台湾东吴大学李坤璋副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85 2018/5/9 2018/6/17 来校短期授课 加拿大道格拉斯学院 JEFFREY DEAN WARD讲师来校短期授课

186 2018/3/25 2018/4/14 来校短期授课 英国诺丁汉大学商学院祝琼副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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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2018/4/8 2018/5/3 来校短期授课 罗马尼亚库扎大学祝琼琼副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88 2018/3/11 2018/4/2 来校短期授课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Miltos Makris教授、Dr.Juergen H. Seufert副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89 2018/3/24 2018/4/30 来校短期授课 宁波诺丁翰大学 Juergen H. Seufert副教授来校短期授课

190 2018/12/11 2018/12/15 来校工作交流 中国台湾中央大学郑云珊博士、陈柏动博士来校工作交流

191 2018/12/9 2018/12/11 来校讲座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Asim Biswas教授来校讲座

192 2018/9/27 2018/9/30 来校讲座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路节教授来校讲座

193 2018/11/26 2018/12/9 来校讲座 夏威夷大学 Hannah-Hanh D. Nguyen 副教授来校讲座

194 2018/11/23 2018/11/23 来校讲座 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诸颂平教授来校讲座

195 2018/10/25 2018/10/31 来校讲座 奥克兰理工大学陈俊教授来校讲座

196 2018/11/9 2018/11/11 来校讲座 香港莱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张大维知名专家来校讲座

197 2018/11/15 2018/11/18 来校讲座 加拿大温莎大学 Odette商学院安碧云教授来校讲座

198 2018/10/17 2018/10/19 来校讲座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张玉书教授来校讲座

199 2018/11/2 2018/11/5 来校讲座 日本广岛修道大学张南教授来校讲座

200 2018/10/27 2018/10/29 来校讲座 日本神户大学赵来勋教授来校讲座

201 2018/10/27 2018/10/27 来校讲座 美国哈佛大学孙鸿教授来校讲座

202 2018/10/27 2018/10/28 来校讲座 生态经济研究院董亮教授来校讲座

203 2018/10/17 2018/10/19 来校讲座 产业经济研究院黄炜副教授来校讲座

204 2018/11/24 2018/11/25 来校讲座 新南威尔士大学澳洲商学院潘善琳教授来校讲座

205 2018/10/24 2018/10/24 来校讲座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Nico Heerink教授来校讲座

206 2018/10/24 2018/10/27 来校讲座 约阿尼纳大学Michail Kordosis教授来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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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2018/6/21 2018/6/24 来校讲座 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吴水丽教授来校讲座

208 2018/9/1 2018/9/7 来校讲座 堪萨斯州立大学张建波教授来校讲座

209 2018/6/26 2018/6/27 来校讲座 台湾师范大学黄嘉威教授来校讲座

210 2018/6/25 2018/6/25 来校讲座 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Partha Lahiri教授来校讲座

211 2018/6/22 2018/6/22 来校讲座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袁克海教授来校讲座

212 2018/6/18 2018/6/19 来校讲座 美国波士顿大学苗建军教授来校讲座

213 2018/6/25 2018/6/27 来校讲座 美国埃默里大学陈凯迹教授来校讲座

214 2018/6/10 2018/6/11 来校讲座 考文垂大学林王威教授来校讲座

215 2018/5/3 2018/5/4 来校讲座 荷兰莱顿大学董亮研究员来校讲座

216 2018/6/3 2018/6/4 来校讲座 西密歇根大学黄维乔教授来校讲座

217 2018/6/1 2018/6/2 来校讲座 美国州立大学李明生教授来校讲座

218 2018/1/4 2018/1/5 来校讲座 英国伯明翰大学张涛讲师来校讲座

219 2018/6/5 2018/6/5 来校讲座 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大学祁永成教授来校讲座

220 2018/6/11 2018/6/11 来校讲座 贝德福德大学 CHARANJIT SINGH教授来校讲座

221 2018/5/4 2018/5/5 来校讲座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邬建国教授来校讲座

222 2018/5/8 2018/5/8 来校讲座 克莱姆森大学罗俊教授来校讲座

223 2018/4/10 2018/4/10 来校讲座 英国考文垂大学曹冬梅教授来校讲座

224 2018/3/8 2018/3/8 来校讲座 中央昆士兰大学高霁菲、杨林璟来校讲座

225 2018/1/8 2018/1/8 来校讲座 英国提赛德大学曾一锋教授来校讲座

226 2018/1/5 2018/1/5 来校讲座 英国斯旺西大学袁成桂教授来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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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2018/11/23 2018/11/25 来校工作交流 产业经济研究院张轶凡副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28 2018/12/6 2018/12/7 来校工作交流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Luis Vasconcelos教授、Michael Lung、李梓瑞来校工作交流

229 2018/11/9 2018/11/9 来校工作交流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 Krishna Paudyal 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30 2018/10/8 2018/10/8 来校工作交流 美国杜肯大学 Jessica来校工作交流

231 2018/9/21 2018/9/21 来校工作交流 韩国又松大学 Solbridge国际商学院丁剑锋来校工作交流

232 2018/4/12 2018/4/12 来校工作交流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杜静、Steve Chen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33 2018/4/10 2018/4/10 来校工作交流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Jan Podivinsky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34 2018/3/28 2018/3/28 来校工作交流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 Lexy Docrwa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35 2018/1/4 2018/1/4 来校工作交流 圣玛丽大学罗文斌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36 2018/11/24 2018/11/26 来校工作交流 新加坡管理大学郭子荣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37 2018/10/31 2018/11/2 来校工作交流 瑞典达纳拉大学Michael Oppenheimer来校工作交流

238 2018/10/26 2018/10/28 来校工作交流 荷兰莱顿大学董亮研究员来校工作交流

239 2018/6/19 2018/6/24 来校工作交流 香港科技大学杨灿助理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40 2018/6/19 2018/6/23 来校工作交流 曼尼托巴大学Mahmoud Torabi副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41 2018/6/19 2018/6/20 来校工作交流 杜克大学 Rebecca Steorts助理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42 2018/6/19 2018/6/25 来校工作交流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与华东师范大学邵军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43 2018/6/19 2018/6/23 来校工作交流 卡尔顿大学 J. N. K. Rao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44 2018/6/19 2018/6/24 来校工作交流 国立统计和信息分析学院 Valentin Patilea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45 2018/6/19 2018/6/26 来校工作交流 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 Thuan Nguyen副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46 2018/6/19 2018/6/23 来校工作交流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Partha Lahiri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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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2018/6/19 2018/6/23 来校工作交流 香港大学江非助理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48 2018/6/19 2018/6/23 来校工作交流 佛罗里达大学Malay Ghosh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49 2018/6/19 2018/6/23 来校工作交流 美国人口普查局与乔治华盛顿大学程杨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50 2018/5/16 2018/5/17 来校工作交流 香港大学刘挺军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51 2018/4/20 2018/4/23 来校工作交流 中国文化大学徐国城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52 2018/4/20 2018/4/23 来校工作交流 台湾政治大学白仁德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53 2018/4/20 2018/4/21 来校工作交流 中国文化大学卓辉华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54 2018/5/22 2018/5/24 来校工作交流
俄罗斯西南州立大学 Rudaia Kseniia教授、Shreedharan Samy教授、梁名兴教授、林

嫦华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55 2018/5/20 2018/5/20 来校工作交流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新闻文化部加藤华子来校工作交流

256 2018/3/14 2018/3/16 来校工作交流 香港国际会计师工会（AIA）彭子坚副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57 2018/1/22 2018/1/23 来校工作交流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陆懋祖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58 2017/12/24 2017/12/24 来校工作交流 香港城市大学张晓玲副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59 2017/11/25 2017/11/26 来校工作交流 西华盛顿大学 Roger R. Thompson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60 2017/12/14 2017/12/15 来校工作交流
考文垂大学 Anthony Charles Skipper教授、Alpasian Ozerdem教授、Matthew Beedham

教授来校工作交流

261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邦德大学 Angela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62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埃迪斯科文大学 Ryan Zhang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63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雷恩高等商学院夏逸雯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64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南特高等商学院杨红霞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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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威斯康辛协和大学 Christine Kao、Dan Wagner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66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圣玛丽大学胡海滨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67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Emma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68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杜静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69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加州州立大学 Fresno分校 Dr. William Bommer、Crystal Cui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

学教育展

270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奥克兰大学 Tina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71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坎特伯雷大学徐娇、熊文琪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72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布里斯托/格拉斯哥王越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73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斯旺西大学张蕾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74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思克莱德大学 Sam Lin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75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南安普顿大学 Song Utz、Sabu Padmadas来校工作交流

276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IDP教育集团 澳大利亚名校留学张倩怡、蔡曼、周文训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

教育展

277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新南威尔士大学 Chauncy Jiang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78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悉尼科技大学 Lee Li 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79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陶森大学 Anna Wise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80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阿肯色大学 David、Coutney Sears、熊欣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81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德布勒森陈文庆、饶晔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82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亚力山大杨库扎大学 Silviu Ursu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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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2018/10/11 2018/10/13 来校工作交流 科克大学黄海博来校参加第十三届海外留学教育展

284 2018/12/8 2018/12/9 国际会议 我校召开中国税收与政策国际研讨会

285 2018/12/21 2018/12/21 来华留学 留学生汉语角——包饺子

286 2018/12/26 2018/12/30 国际（区域）会议 胡宇辰赴台湾参加十二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287 2018/12/26 2018/12/30 国际（区域）会议 胡海波赴台湾参加十二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288 2018/12/26 2018/12/30 国际（区域）会议 刘爱军赴台湾参加十二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289 2018/12/26 2018/12/30 国际（区域）会议 王友丽赴台湾参加十二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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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合作院校、机构一览表

序号 学校、机构名称 中文名 网址 国别 洲别

1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萨斯卡彻温大学 www.usask.ca 加拿大 北美洲

2 University of Regina 里贾纳大学 www.uregina.ca 加拿大 北美洲

3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劳里埃大学 www.wlu.ca 加拿大 北美洲

4 Niagara College 尼亚加拉学院 www.niagaracollege.ca 加拿大 北美洲

5 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汤姆森河大学 www.tru.ca 加拿大 北美洲

6 McMaster University 麦克马斯特大学 www.mcmaster.ca 加拿大 北美洲

7 St Mary's Univeristy 圣玛丽大学 www.smu.ca 加拿大 北美洲

8 Centrex Management Training Co.，Ltd 美国中枢管理培训机构 www.centrexconsultants.com 美国 北美洲

9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 www.wwu.edu 美国 北美洲

10 Arkansas State University 阿肯色州立大学 www.astate.edu 美国 北美洲

11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俄勒冈波特兰州立大学 www.pdx.edu 美国 北美洲

12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resno 加州州立大学 Fresno分校 www.fresnostate.edu 美国 北美洲

13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大学 www.uconn.edu 美国 北美洲

14 USIEA 全美国际协会 www.usiea.org 美国 北美洲

15 University of Telaware 特拉华大学 www.udel.edu 美国 北美洲

16 University of Toledo 美国托雷多大学 www.utoledo.edu 美国 北美洲

17 University of Central Missouri 美国中密苏里大学 www.ucmo.edu 美国 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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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美国西密歇根大学 www.wmich.edu 美国 北美洲

19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Champagne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illinois.edu 美国 北美洲

20 Towson University 陶森大学 www.towson.edu 美国 北美洲

21 Arcadia University 阿卡迪亚大学 www.arcadia.edu 美国 北美洲

22 University of Missouri-st.louis 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www.umsl.edu 美国 北美洲

23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校区 www.fullerton.edu 美国 北美洲

24 Duquesne University 杜肯大学 www.duq.edu 美国 北美洲

25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密歇根州立大学 www.msu.edu 美国 北美洲

26 Internantion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ISEP) 全球大学生交换平台 www.isep.org 美国 北美洲

27 Lenoir-Rhyne University 勒努瓦-雷恩大学 www.lrc.edu 美国 北美洲

28 Millersville University 米勒斯维尔大学 www.Millersville.edu 美国 北美洲

29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纽约理工学院 www.nyit.edu 美国 北美洲

30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Stony Brook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www.stonybroook.edu 美国 北美洲

31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波特兰州立大学 www.pdx.edu 美国 北美洲

32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北亚利桑那大学 www.nau.edu 美国 北美洲

33 Lawrenc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劳伦斯理工大学 www.ltu.edu 美国 北美洲

34 Llorida State University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www.fsu.edu 美国 北美洲

35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USA 新墨西哥大学 www.unm.edu 美国 北美洲

36 Sacred Heart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 美国波多黎各圣心大学 www.upr.edu 美国 北美洲

3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www.ucr.edu 美国 北美洲



325

38 the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 USA 北科罗拉多大学 www.unco.edu 美国 北美洲

39 Concordia University 美国协和大学 www.cuw.edu 美国 北美洲

40 Concordia University，Wisconsin 美国协和大学威斯康辛分校 www.cuw.edu 美国 北美洲

41 University of Missouri 密苏里大学 missouri.edu 美国 北美洲

42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www.anu.edu.au 澳大利亚 大洋洲

43 Edith Cowan University 埃迪斯科文大学 www.ecu.edu.au 澳大利亚 大洋洲

44 Bond University 邦德大学 www.bond.edu.au 澳大利亚 大洋洲

45 Queensland University 昆士兰大学 www.uq.edu.au 澳大利亚 大洋洲

46 James Cook University 詹姆斯库克大学 www.jcu.edu.au 澳大利亚 大洋洲

47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中昆士兰大学 www.cqu.edu.au 澳大利亚 大洋洲

48 LA TROBE University 拉筹伯大学 www.latrobe.edu.au 澳大利亚 大洋洲

49 IDP Institution IDP教育咨询 www.idp.cn 澳大利亚 大洋洲

50 Unitec 国立理工学院 www.unitec.ac.nz 新西兰 大洋洲

51 Cantenberr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坎特伯雷理工学院 www.ara.ac.nz 新西兰 大洋洲

52 Massey University 梅西大学 www.massey.ac.nz 新西兰 大洋洲

53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坎特伯雷大学 www.canterbury.ac.nz 新西兰 大洋洲

54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iener Neustadt 维也纳新城应用科学大学 www.fhwn.ac.at 奥地利 欧洲

55 Artevelde University College Ghent 阿德维尔德大学根特学院 www.arteveldehogeschool.be 比利时 欧洲

56 Vesalius College 维萨里大学 www.vesalius.edu 比利时 欧洲

57 AALBORG UNIVERSITY 奥尔堡大学 www.en.aau.dk 丹麦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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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VIA University College VIA 大学学院 ww.viauc.dk 丹麦 欧洲

59
Fachhochschule Duesselorf ， Universityof
Applied Sciences， Duesseldorf 杜塞尔多夫应用科学大学 www.fh-duesseldorf.de 德国 欧洲

60
Fachhochschule Frankfurt AM Mai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Frankfurt)

法兰克福应用科学大学 www.fh-frankfurt.de 德国 欧洲

61
Fachhochschule Fur Technik und Wirtschaft
Berlin

柏林应用科学大学 www.fhtw-berlin.de 德国 欧洲

62
Fachhochschule Wurzburg一 Schweinfur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FHWS)

维尔茨堡应用科技大学 www.fhws.de 德国 欧洲

63
Ecole Supérieure de Commerce de Rennes
（ESC）

雷恩高等商学院 www.esc-rennes.fr 法国 欧洲

64 IPAG Business School IPAG高等商学院 www.ipag.fr/en/ 法国 欧洲

65 Audencia Group 南特高等商学院 www.audencia.com 法国 欧洲

66
Kajaanin Ammattikorkeakoulu Universitet of
Appled Sciences

卡亚尼应用科技大学 www.kajaani.fi 芬兰 欧洲

67 Ham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海门应用科技大学 www.hamk.fi 芬兰 欧洲

68 University of Oulu 奥卢大学 www.oulu.fi 芬兰 欧洲

69 University of Tampere 坦佩雷大学 www.uta.fi 芬兰 欧洲

70 HES Amsterdam School of Business 阿姆斯特丹经济商学院 www.international.hva.nl 荷兰 欧洲

71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Prague 布拉格经济大学 www.vse.cz 捷克 欧洲

72 Danubius University 达努比乌思大学 www.univ-danubius.ro 罗马尼亚 欧洲

73 Alexandru loan Cuza University of Iasi 亚历山大.杨.库扎大学 www.uaic.ro 罗马尼亚 欧洲

74 Zagre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萨格勒布经济管理学院 www.zsem.hr 克罗地亚 欧洲

75 Vilniaus universitetas 维尔纽斯大学 www.vu.lt/en 立陶宛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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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Dalarna Univeristy 达拉那大学 www.du.se 瑞典 欧洲

77 karlstad University 卡尔斯坦德大学 www.kau.se 瑞典 欧洲

78 ALBA Graduate Business School ALBA高等商学院 www.alba.edu.gr 希腊 欧洲

79 University of the Aegean 爱琴大学 www.aegean.gr 希腊 欧洲

80 Athens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雅典商业经济大学 www.aueb.gr 希腊 欧洲

81 Esic Business And Marketing School ESIC商学院 www.esic.edu 西班牙 欧洲

82 Tecnocampus Mataro-Maresme Foundation Tecnocampus www.tecnocampus.cat 西班牙 欧洲

83 Universidad Rey Juan Carlos 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www.urje.es 西班牙 欧洲

84 Bristol University 布里斯托大学 www.bristol.ac.uk 英国 欧洲

85 Coventry University 考文垂大学 www.coventry.ac.uk 英国 欧洲

86 Lancaster University 兰卡斯特大学 www.lancs.ac.uk 英国 欧洲

87 Strathclyde University 思克莱德大学 www.strath.ac.uk 英国 欧洲

88 University of Essex 埃塞克斯大学 www.essex.ac.uk 英国 欧洲

89 University of Glasgow 格拉斯哥大学 www.gla.ac.uk 英国 欧洲

90 University of Lincoln 林肯大学 www.lincoln.ac.uk 英国 欧洲

91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南安普顿大学 www.soton.ac.uk 英国 欧洲

92 University of Swansea 斯旺西大学 www.swansea.ac.uk 英国 欧洲

93 University of Warsaw 生命华沙大学 www.uw.edu.pl 波兰 欧洲

94 Kozminski University 科兹明斯基大学 www.kozminski.edu.pl 波兰 欧洲

95 Cracow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克拉科夫经济大学 www.uek.krakow.pl 波兰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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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Vistular Univeristy 维斯瓦河大学 www.vistula.edu.pl/ 波兰 欧洲

97 University of Florence 佛罗伦萨大学 www.unifi.it 意大利 欧洲

98 University of Urbino 乌尔比诺大学 www.uniurb.it 意大利 欧洲

99 South West State University 西南国立大学 www.swsuniversity.org 俄罗斯 欧洲

100 Russia Financial University 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 www.fa.ru 俄罗斯 欧洲

101 Bashkir State University 俄罗斯巴什基尔国立大学 www.bashedu.ru 俄罗斯 欧洲

102 Perm State University 俄罗斯彼尔姆国立大学 en.psu.ru/ 俄罗斯 欧洲

103
Moscow International Higher Business School
MIRBIS (Institute) 莫斯科国际高等商学院 eng.mirbis.ru/ 俄罗斯 欧洲

104 University of Debrecen 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 www.unideb.hu 匈牙利 欧洲

105 University of Dunaújváros 多瑙新城大学 www.poliod.hu 匈牙利 欧洲

106 University College Cork 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 www.ucc.ie 爱尔兰 欧洲

107 Erasmus+ Programme
亚历山大.杨.库扎大学（欧盟伊拉莫斯

项目）
iqi.mai.qov.ro/detalii/paqina/en 欧盟 欧洲

108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бластной
социально-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институт 莫斯科州国立社会人文大学 www.rsuh.ru 俄罗斯 亚洲

109 Ajou University 亚洲大学 www.ajou.ac.kr 韩国 亚洲

110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国立釜山大学 www.pusan.ac.kr 韩国 亚洲

111 Ｗoosong Ｕniversity 又松大学 www.wsu.ac.kr 韩国 亚洲

112 Kyung Hee University 庆熙大学 www.kyunghee.edu 韩国 亚洲

113 Okayama Institute of Languages 冈山外语学院 www.tsukuba.ac.jp 日本 亚洲

114 Okayama Shoka University 冈山商科大学 www.osu.ac.jp 日本 亚洲

http://www.so.com/link?m=a73onOoLlvteTQBPf5fi2DfWxK+/XHKPhQM/pf+3qGOSGmeP8Es/Avi4im/H0NrohOnNxbiqJ7Qtq45N5WNRC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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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Ritsumeikan University 立命馆大学 www.ritsumei.ac.jp 日本 亚洲

116 Sophia University 上智大学 www.sophia.ac.jp 日本 亚洲

117 Gifu Keizai University 岐阜经济大学 www.gifu-keizai.ac.jp 日本 亚洲

118 Mahidol University 玛希隆大学 www.mahidol.ac.th 泰国 亚洲

119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泰国博仁大学 www.dpu.ac.th 泰国 亚洲

120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台湾长荣大学 www.cjcu.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121 Ming Chuan University 台湾铭传大学 www.mcu.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122 Providence University 台湾静宜大学 www.pu.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123 Shih Chien University 台湾实践大学 www.temci.usc.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124 Tajen University 台湾大仁科技大学 www.tajen.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125 Yuanpei University 台湾元培科技大学 www.ypu.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126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gy 致理科技大学 www.chihlee.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127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中国文化大学 www.pccu.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128 Soochow University 台湾东吴大学 www.scu.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129 IBEP 信华-IBEP实习项目 www.xh-edu.com 中国香港 亚洲

130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拉曼大学 www.utar.edu.my 马来西亚 亚洲

131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 沙巴大学 www.ums.edu.my 马来西亚 亚洲

132 Universiti Utara Malaysia 乌塔拉大学 www.uum.edu.my 马来西亚 亚洲

133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os 老挝国立大学 www.nuol.edu.la 老挝 亚洲

134
La Universidad Autonoma Del Estado De
Hidalgo 伊达尔戈州立大学 www.uaeh.edu.mx 墨西哥 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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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UNIVERSIDAD POPULAR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PUEBLA

普埃布拉自治大学 www.upaep.mx 墨西哥 北美洲

136
PONTIFÍCIA UNIVERSIDADE CATÓLICA
DE MINAS GERAIS

米纳斯吉拉斯州立大学 www.pucminas.br 巴西 南美洲

137 Universidad Blas Pascal 布拉斯帕斯卡大学 www.ubp.edu.ar 阿根廷 南美洲

138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Uruguay 乌拉圭天主教大学 www.ucu.edu.uy 乌拉圭 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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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增合作院校名单

序号 学校、机构名称 中文名 网址 国别 洲别

1 Bashkir State University 俄罗斯巴什基尔国立大学 www.bashedu.ru/ 俄罗斯 欧洲

2 Perm State University 俄罗斯彼尔姆国立大学 en.psu.ru/ 俄罗斯 欧洲

3
Moscow International Higher Business

School MIRBIS (Institute)
莫斯科国际高等商学院 eng.mirbis.ru/ 俄罗斯 欧洲

4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Fresno，CSU，

Fresno State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 www.fresnostate.edu/ 美国 北美洲

5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美国西密歇根大学 wmich.edu/ 美国 北美洲

6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www.uq.edu.au/ 澳大利亚 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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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派留学项目情况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出访日期 出访天数 出访内容 项目类别

1 何小钢 产经研究院 2018.01.25 12个月 赴德克萨斯大学埃帕索分校访学 2017地方合作

2 靳伟 统计学院 2018.02.04 12个月 赴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大学访学 2017地方合作

3 黄雨虹 工商学院 2018.03.08 3个月 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学 2017青骨行管

4 邢小明 产经研究院 2018.03.26 11个月 赴美国北卡州立大学访学 2017青骨项目

5 季俊杰 财税学院 2018.03.28 11个月 赴美国尼亚加拉大学访学 2017青骨项目

6 徐萌 体育学院 2018.06.09 3个月 赴英国伯恩茅斯大学访学 2018校园足球老师项目

7 叶邵义 统计学院 2018.06.16 3个月 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学 2018青骨行管

8 肖建文 信息学院 2018.06.23 3个月 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学 2018青骨行管

9 熊兵娇 外语学院 2018.08.01 12个月 赴英国牛津大学访学 2018青骨项目

10 刘小兵 国际处 2018.08.15 3个月 赴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访学 2018LH项目

11 陈辉 软件学院 2018.08.29 12个月 赴美国圣荷西州大学访学 2017地方项目

12 潘颍慧 信息学院 2018.08.28 12个月 赴英国提赛德大学访学 2018面上项目

13 刘有发 外语学院 2018.10.13 24个月 赴英国考文垂大学担任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孔子学院项目

14 肖秀娟 现经管学院 2018.12.01 12个月 赴美国圣玛丽大学访学 2018青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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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公派访问学者项目

序号 姓名 学院 出访日期 出访 天数 出访内容 项目类别

1 万本庭 协同中心 2017.12.01 183天 赴瑞士达拉纳大学 2017年省厅公派

2 陆宇海 现经管 2018.01.15 212天 赴英国伯明翰大学访学 2017学校公派

3 宫之君
鄱阳湖生态经

济学院
2018.01.20 365天 赴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2017学校公派

4 阮敏 经济学院 2018.01.28 169天 赴英国赫尔大学访学 2016省厅公派

5 尹仪英 外语学院 2018.02.04 180天 赴英国牛津大学访学 2017 外语学院公派

6 蔡文著 工商学院 2018.02.06 365天 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访学 2017 学校公派

7 田衡 艺术学院 2018.02.11 365天 赴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访学 2017学校公派

8 钟岭 工商学院 2018.02.20 243天 赴英国伯明翰大学访学 2017学校公派

9 李珺 艺术学院 2018.02.20 365天 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访学 2017学校公派

10 谌飞龙 工商学院 2018.03.03 185天 赴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访学 2017学校公派

11 张怡超 法学院 2018.08.01 365天 赴美国圣玛丽大学访学 2018学校公派

12 吴冰 外语学院 2018.08.21 180天 赴德国贝罗斯大学访学 2018外语学院项目

13 杨头平 协同中心 2018.08.21 187天 赴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访学 2017学校公派

14 宁亮 工商学院 2018.09.01 181天 赴波兰科兹明斯基大学访学 2017学校公派

15 潘永 国贸学院 2018.09.24 365天 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访学 2018学校公派

16 高日光 工商学院 2018.09.28 181天 赴加拿大韦仕敦大学访学 2015人保厅项目

17 黄飞鸣 金融学院 2018.10.16 297天 赴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
分校访学

2018省百人远航工程

18 王飞程 外语学院 2018.11.26 365天 赴美国犹他谷州立大学 2018学校公派

19 唐颖军 软通学院 2018.09.27 365天 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2018学校公派

20 朱彬钰 人文学院 2018.12.12 365天 赴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 2018学校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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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短期出访情况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出访日期 出访天数 出访内容

1 蒋国河 人文学院 2018.03.18 7 天 赴香港管理学院研修

2 谭诗羽 产业经济研究院 2018.04.19 11 天 赴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3 许韬 国际处 2018.05.15 8 天
赴爱沙尼亚塔尔图，担任 2018 年泛波罗的海大学生运动会国际

象棋比赛翻译

4 龚美君 国际处 2018.05.15 9 天 赴俄罗斯参加江西省首届海外教育展

5 李二永 艺术学院 2018.05.15 9 天 赴俄罗斯参加江西省首届海外教育展

6 韩明 EMBA 2018.05.20 4 天 赴美国参加纽约理工大学协议磋商

7 王小平 党办校办 2018.05.20 6 天 赴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威斯康星协和大学讲学、交流

8 黄先明 国贸 2018.05.25 5 天 参加 2018 年第四届两岸三第大学生流通业经营模拟大赛任务

9 汤晓军 国贸 2018.05.25 5 天 参加 2018 年第四届两岸三第大学生流通业经营模拟大赛任务

10 吕腮菊 国际处 2018.05.27 8 天 赴美国参加 2018 年 NAFSA 教育展

11 郑志强 体育学院 2018.06.04 8 天 赴法国与法网组委会签约

12 乐东明 财大附中 2018.06.22 8 天 赴台湾教育机构研修

13 杨德敏 法学院 2018.07.08 8 天 赴美国圣玛丽大学法学院进行 2018 年暑期研修项目

14 喻玲 法学院 2018.07.08 18 天 赴美国圣玛丽大学法学院进行 2018 年暑期研修项目

15 殷微微 人文学院 2018.07.08 7 天 赴香港中华教育文化交流基金会研修

16 朱彬钰 人文学院 2018.07.08 7 天 赴香港中华教育文化交流基金会研修

17 潘莹 国际处 2018.07.08 30 天 赴加拿大马克马斯特大学参加暑期夏令营团组

18 曾海龙 会计学院 2018.07.22 7 天 赴香港英国保诚保险有限公司带队实习

19 陈凌云 工商管理学院 2018.07.22 7 天 赴香港信华集团带队实习

20 黄勇辉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8.07.28 7 天 赴香港教育大学带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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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王鹏 会计学院 2018.07.29 9 天 赴新加坡带学生实习

22 管烨彬 会计学院 2018.08.05 7 天 赴香港英国保诚保险有限公司带队实习

23 张仲芳 财税学院 2018.08.13 6 天 赴美国西华盛顿大学参加学术交流项目

24 罗庆辉 招生就业处 2018.10.18 5 天 赴澳门参加 2018 年内地与澳门高等教育展

25 潘素秋 会计学院 2018.10.19 6 天 赴台湾辅仁大学带学生参赛

26 邹斌 会计学院 2018.10.19 6 天 赴台湾辅仁大学带学生参赛

27 彭晓洁 会计学院 2018.10.19 6 天 赴台湾辅仁大学带学生参赛

28 唐睿 艺术学院 2018.10.19 4 天 赴韩国釜山参加 16届釜山国际艺术节颁奖

29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2018.07.20 13 天 赴丹麦奥尔堡大学访问

30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 2018.07.20 8 天 赴丹麦奥尔堡大学访问

31 杜景平 外国语学院 2018.07.22 21 天
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参加 2018 江西省领导干部赴英国“金融市

场管理”专题培训班随团翻译

32 刘德军 旅城 2018.07.24 7 天 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带队参加本亚太商务活动策划竞赛

33 蔡前 人文学院 2018.08.02 30 天 赴香港明爱青少年及社区服务进行实地调研

34 黄思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8.08.04 7 天 赴香港教育大学带队实习

35 方玉明 信息管理学院 2018.08.10 16 天 赴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访问

36 徐唐伟 招标采购中心 2018.08.16 8 天 赴台湾参加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

37 朱彬钰 人文学院 2018.10.19 4 天 赴香港明爱参加研讨会

38 尹忠海 人文学院 2018.10.19 4 天 赴香港明爱参加研讨会

39 王善论 国际贸易学院 2018.10.20 9 天 赴罗马尼亚库扎大学讲学

40 黄善东 会计学院 2018.11.29 10 天 赴英国 BPP 大学短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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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参加国际/区域会议情况

序号 姓名 所在学院 出访日期 出访天数 出访内容

1 陈季龙 金融学院 2018.06.05 5 天 赴希腊参加数量金融与风险分析研讨会

2 廖迎 统计学院 2018.06.10 5 天 赴希腊参加第十四届国际旅游会议

3 何昌 国贸学院 2018.06.24 7 天 赴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参加 2018 年国际商务学会年会

4 李延泽 国贸学院 2018.06.25 7 天 赴加拿大参加 2018 加拿大温哥华第 93 届西部经济学年会（WEI）

5 肖琳 外国语学院 2018.06.26 6 天 赴新西兰参加第二十二届国际社会语言学大会

6 寻舟 经济学院 2018.07.05 4 天 赴日本参加“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研讨会”

7 邱永志 经济学院 2018.07.29 8 天 赴美国参加第 18 届世界经济史大会

8 江陵 会计学院 2018.08.05 6 天 赴美国参加美国会计学会 2018 年年会

9 李庆 国际学院 2018.08.10 6 天 赴美国参加美国社会学会年会

10 李洪义 旅城学院 2018.08.12 8 天 赴巴西参加第 21届世界土壤科学大会

11 邹秀清 旅城学院 2018.08.24 6 天 赴香港参加第十届两岸四地土地学术研讨会

12 杨勇 信息管理学院 2018.10.24 5 天 赴韩国参加 2018 年信息技术融合会议

13 罗世华 统计学院 2018.10.24 5 天 赴韩国参加 2018 年信息技术融合会议

14 谢花林 生态文明研究院 2018.07.14 5 天 赴澳大利亚参加第三十届中澳经济学年会

15 卢华 生态文明研究院 2018.07.14 5 天 赴澳大利亚参加第三十届中澳经济学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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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冯德兵 外国语学院 2018.11.26 5 天 赴澳门参加 2018 亚澳会话分析国际会议

17 方玉明 信息管理学院 2018.12.09 4 天 参加视觉通信与图像处理国际会议

18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 2018.12.26 5 天 参加 2018 全球华人企业管理高峰论坛暨第十二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19 王友丽 工商管理学院 2018.12.26 5 天 参加 2019 全球华人企业管理高峰论坛暨第十二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20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2018.12.26 5 天 参加 2020 全球华人企业管理高峰论坛暨第十二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21 刘爱军 工商管理学院 2018.12.26 5 天 参加 2021 全球华人企业管理高峰论坛暨第十二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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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来华留学生名单

序号 护照姓名 性别 国籍 护照号码 所在院系 来华学习专业 学生类别
授课

语言

1 OMAROV TOFIG MR 男 阿塞拜疆 P4271162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
LALA KHALDOON

BADER MOHAMMAD 男 巴勒斯坦 T20233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
ALKHAYA FADI MAZIN

FATEHI MR 男 巴勒斯坦 O051325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4 YASIN YASIN A MMR 男 巴勒斯坦 397249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5
MONIZSOARES CARMEN

FATIMA MS
女 东帝汶 C0058002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6
DESOUSASOARES
OCTAVIA CELESTE 女 东帝汶 0021105C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7 TEP PISEY 女 柬埔寨 N00206071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8 BUT PHE 男 柬埔寨 S0010691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9 UK SOPHAKRATH 男 柬埔寨 N00644583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0 KHUTH DARAVICHHAY 男 柬埔寨 S002423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1 SAHMARANI NADIM MR 男 黎巴嫩 LR0840957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2 DANG VAN VANG 男 越南 S113349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3 LE THI HANH 女 越南 S117961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4 NGUYEN THUY LINH 女 越南 C5118685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5 DINH NGOC LINH 女 越南 B6943762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6 HO NGUYEN BINH 男 越南 S111186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7
BERHE SAMUEL WOLDE

MR 男 埃塞俄比亚 EP4045735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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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BEKELE BERHANU

ANBESA MR
男 埃塞俄比亚 EP3163971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9 MDOLO TIMOTHY MR 男 马拉维 MA480634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0
NAMAONA LETSON

WILSON MR 男 马拉维 MA56714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1
KUYENDA CHISOMO

FAITH MS 女 马拉维 MA531548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2
KUMITENGO FRIDAY

MWALE DENNIS
男 马拉维 MA10958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3
MAKAKA OWEN HONEST

MR
男 马拉维 MA123602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4
KOUL ALOR MIJAK

KOUL MR
男 苏丹 P0420370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5
AHMED ALI

MOHAMMED YASSIN MR
男 苏丹 P0323276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6
AMIRA ABDALLA
OSMAN NASR MS 女 苏丹 P0171598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7
YOUSIF ABDELRAHIM

IBRAHIM E 男 苏丹 P0140491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8
RANI MAHGOUB

MOHAMED NAMAN MR
男 苏丹 P02142033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9
SUMAIA BUSHRA ALI

AHMED MS
女 苏丹 P03533169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0
AKUIEN REECH DANIEL

AKUR MR
男 南苏丹 R00131564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1
DENG MICHAEL OTHOW

NYILEK MR
男 南苏丹 R0015054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2
BEL MAROP MAKOI

MARIAL MR 男 南苏丹 R00452392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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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LORO MAKRAM LINO

JADA MR
男 南苏丹 R00260193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4
ADIANG JASHUA PAGAN

SIMONMR
男 南苏丹 R00167247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5
MABUOCH MABIOR
AKOON KENYANG

男 南苏丹 R00327049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6
MATONGOLO ASUMAN

MR
男 乌干达 B079287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7 NASIIMA SENTRINE MR 男 乌干达 B1331153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8
MUNTHALI NICHOLAS

MR
男 赞比亚 ZN618004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9
NGANDU KATOWA

CHIPEGO MS
女 赞比亚 ZN229428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40
FORSYTH SABRINA

KIMESHA M
女 格林纳达 G0162304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41
BROWNE KIMBARLY

DORILLA 女 格林纳达 G0147884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42 RAO SHANIL 男 斐济 108502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43
MWITA MWITA MGENI

MR
男 桑给巴尔 AS00099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44
HAJI MWADINI MAKAME

MR
男 桑给巴尔 TSE01006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45
HAMAD HAMAD SALEH

MR 男 桑给巴尔 AB827254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46
KASSIM KASSIM
TAFANA MR 男 桑给巴尔 AB418213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47
ABDULHAMID SAFIA

ZUBEIR MS
女 桑给巴尔 AB703853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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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MGONGO ABDULLA ISSA

MR
男 桑给巴尔 AB319995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49
ABDALLA MARYAM

OTHMAN MS
女 桑给巴尔 TAE023592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50
MWANJISI NANA
ROWLAND MS

女 桑给巴尔 AS002699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51
SHAAME ATTIYE JUMA

MS
女 桑给巴尔 AB910759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52 HAJI HANI HAJI MR 男 桑给巴尔 AB702848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53
KHATIB LULU

MUHAMMED SEIF MS
女 桑给巴尔 AB79682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54 SAID SAUMU ALI MS 女 桑给巴尔 AB37841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55 KOMBO ALI ISMAIL MR 男 桑给巴尔 AB59116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56
ABDALLAH MTUMWA

AMEIR MS 女 桑给巴尔 AB854933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57
JUMANNE SHABANI

JAFFER MR
男 桑给巴尔 AB744482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58
JUMA IBRAHIM SALEH

MR 男 桑给巴尔 TSE010029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59
HAJI AHMED MAKAME

MR 男 桑给巴尔 AS000844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60
USSI AMEIR MAKAME

MR
男 桑给巴尔 AS000919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61
JUMA MWANAKHAMIS

KEIS MS
女 桑给巴尔 AB352044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62
MKALIMOTO DAIMA

MOHAMED MS
女 桑给巴尔 AB50459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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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AMEIR SALHINA MWITA

MR
男 桑给巴尔 AS00087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64
WAZIR KHALID MASOUD

MR
男 桑给巴尔 AS00091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65
HAMAD MAHMOUD

OMAR MR
男 桑给巴尔 AS000874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66
HAMDAN SHEHA

IDRISSA MR
男 桑给巴尔 AS002638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67
JUMA MHAZA GHARIB

MS 女 桑给巴尔 AS00070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68 KEOMANY MALIVANH 女 老挝 S0078937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69 XAYAKEO PHENGKHIEM 女 老挝 SA0000127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70 SAYTHONGSING NAT 男 老挝 S009410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71
PHOMMAXAY
SONENALY

女 老挝 S007474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72
SOUTHAMMAVONG

KHANMALY
女 老挝 S0071297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73 MAHOLY KITTIKONE 男 老挝 P0893752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74
THIDAVANH

VIENGSAVANH
男 老挝 S007373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75
PHONEBANDITH
PHONEVILAY

女 老挝 S005358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76
ABUALRISH AYMAN
HASSAN MOHMMAD

男 约旦 P100147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77
WOLDEMICHAEL

YOHANNES TEGEGNE 男 埃塞俄比亚 EP5388861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78
TEFERI EGZIHARIA

SEYOUM 女 埃塞俄比亚 EP5386007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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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MOLAPISI KABO 男 博茨瓦纳 BN0001941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80 BATISANI SOLOMON 男 博茨瓦纳 BN0001449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81
BAJO MOMODOU

ALHAGI
男 冈比亚 PC065813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82
LEBBIE MOHAMED

KOMBA
男 塞拉利昂 ES003838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83 KAMARA MARIATU 女 塞拉利昂 ER062998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84 SESAY OSMAN 男 塞拉利昂 ER031144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85 KAMARA JALIKATU 女 塞拉利昂 ER113549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86
KAMARA KADIJAH

THERICA 女 塞拉利昂 ER017929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87 JALLOH ABDUL PEITRUS 男 塞拉利昂 ER11128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88
SESAY ALIMAMY

ALUSINE 男 塞拉利昂 ES001907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89
KANU ELEANOR GLORIA

MERCY 女 塞拉利昂 ER087502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90 SESAY ALHAJI SORIE 男 塞拉利昂 ER056245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91 THOMAS MICHAEL 男 塞拉利昂 ES00333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92 SESAY YUSUFU 男 塞拉利昂 ES003894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93
KAMARA AMINATA

AMIBO
女 塞拉利昂 ER048391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94
WASHINGTONKARGBO
RACHEL OCTAVIA 女 塞拉利昂 ER007017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95
SHARKAH ELDRED

PHILIP 男 塞拉利昂 ER114729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96 LUAMBA SAM 男 塞拉利昂 ER11473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44

97
BANGURA ABDUL
THAWAB OSMAN

男 塞拉利昂 ER112543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98
AGRICOLE SHIRLEY

DANIELLA
女 塞舌尔 N009540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99
OMER ELTYEB OMER

SAAD
男 苏丹 P02184340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00
HISHAM MOHAMED
SATTI MOHAMED

AHMED
男 苏丹 P01894454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01
SALAH MOHAMED
AHMED ELTURAIFI 男 苏丹 P03985021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02
MUSTAFA MOHAMED
HUSSIEN MOHAMED 男 苏丹 P04796851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03
AZZA YOUSIF

ABDELRAHIM ALI
女 苏丹 P01475685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04
ATIF HUSSEIN ELTYEB

MUSA
男 苏丹 P03493991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05
AWATIF MOHAMED

MAHAMOUD ELEMAM
女 苏丹 P02904973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06
IZZELDIN HAMOUDA
MOHAMED AHMED

男 苏丹 P02740779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07
AWADALLA MISBAH
ABDALLA MISBAH 男 苏丹 P0374385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08
HUSSEIN RASHIDA

MOHAMED 女 桑给巴尔 AB762146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09 GHERTA ALINA 女 摩尔多瓦 AB0097538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10
VREESWIJK DAMIEN

GUY
男 苏里南 R1447083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45

111
BECKLESHAAKMAT
CLARA THERESIA

女 苏里南 R1482393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12
VANKALLENGOODING
TAMARA GRACIELLA

女 苏里南 R1468443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13 FAIVAILO NANCY 女 汤加 R456561 国际经贸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114 DOVILE JAKIMAVICIUTE 女 立陶宛 24002518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15 PATRYCJA ROZMUS 女 波兰 EH404551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16 SEUNGJONG KANG 男 韩国 M6950132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17 NOUR SIRINE ABIDA 女 法国 14DP51872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18
CARLOTA MAURA

JAMES 女 西班牙 PAE850584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19 KRISTOF TIBOR FEHER 男 匈牙利 BJ153918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20 IAN FRANCIS MOORE 男 英国 505669539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21 ANNA KIM 女 韩国 M58081692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22
MONIQUE LATOYA

MINZETT
女 英国 70745321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23 SUSAN JOYCE LEE 女 英国 550161196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24
SANAH AKHTAR

HUSSAIN
女 英国 550001238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25 KENNY DOAN THE TRAN 男 英国 52966270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26 JULIA KAMINSKA 女 波兰 EL4876006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27 EMMA LUCY WEIR 女 英国 52318836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28 RAFAIL KRASTO 男 塞浦路斯 K00147222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29 Lily Alvarado 女 美国 58108545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30 Ellis Lynch 男 美国 494875393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31 Christine Kao 女 美国 54842822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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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Cristina Sirbu 女 摩尔多瓦 AA1233056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33 Daniel Denk 男 德国 C5KZ3RR6Z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34 Alice Kramolisova 女 捷克 39081809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35 Ingrida Ignataviciene 女 立陶宛 2465414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36
Margarita

Zukauskaite-Jucaitiene
女 立陶宛 2260792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37 Simona Steikunaite 女 立陶宛 2331895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38 Švábová Jana 女 捷克 3975307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39 Mazánková Zuzana 女 捷克 41224087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40 Maršíková Ivona 女 捷克 44772162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41 Formánková Petra 女 捷克 4145697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42 Danijela Beus 女 克罗地亚 273802894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43 Roberta Jeren 女 克罗地亚 252737536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44
Jose Manuel Miranda

Ramirez 男 墨西哥 G18471327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45 Tove McArthur 女 英国 521702068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46 Oliver McCallan 男 爱尔兰 PW143367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47 Kirstie Cowan 女 英国 52173542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48 PARK MIKYUNG 女 韩国 M60528723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49
RANDRIAMAHEFASOA
VONJY NATHANAEL 男 马达加斯加 A13Y29377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50 HA SANGWON 男 韩国 M34031308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51 LEE HYUK 男 韩国 M5732176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52 ASIM ULLAH 男 巴基斯坦 ES185724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53 PHILLIPS ROBERT 男 英国 52149139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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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ZAVISTANAVICIUS

JONAS
男 立陶宛 24111616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55 CISSE GUIDADO 男 马里 AA002850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56
ESONO ADA REINA
SINFOROSA MEDJA 女 赤道几内亚 F001349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57
ZIMULINDA VICTOR

EMMANUEL 男 乌干达 B0835248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58 PARK GOEUN 女 韩国 M49960187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59
SHURGUCHIEVA

ALINA
女 俄罗斯 725281372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60
ANA CRISTINA LLORET

OYANA 女 赤道几内亚 F0214456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61 HOPE PHIRI 男 马拉维 MA254154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62 BAIDRAKHMAN ZHANEL 女 哈萨克斯坦 N0786071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163 BERDYYEVA JENET 女 哈萨克斯坦 N10240682 人文学院 新闻学 本科生 汉语

164 KAZHITAYEVA ALTYN 女 哈萨克斯坦 N08520404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本科生 汉语

165
ZHASSIMOVA
ZHANERKE 女 哈萨克斯坦 N07538155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166 ADAL ABILBEKOV 男 哈萨克斯坦 N09054399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本科生 汉语

167 LUSE MICHELO 男 赞比亚 ZN56971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168 TUCHANFA DARYA 女 哈萨克斯坦 N0864488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169 ZHANABEK RASHID 男 哈萨克斯坦 N08811087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170 KULSHYKOV YERASSYL 男 哈萨克斯坦 N09771570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生 汉语

171 MPESWE PETER 男 津巴布韦 EN82478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172 MOROZOVA IANA 女 俄罗斯 728890943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生 汉语

173 YESSIMOV BEKNUR 男 哈萨克斯坦 N1060177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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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ASEMBEK DINA 女 哈萨克斯坦 N10221311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生 汉语

175
HASAN MOHAMMAD

MAHAMUDUL
男 孟加拉 BJ0933213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176
OLULAWUKPE BIGNON
DORIER BILL FAKEYE 男 贝宁 B053321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177
MUJURU TINASHE

PHILLIP 男 津巴布韦 EN42007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178
HOSSEN MOHAMMAD

AKBAR
男 孟加拉 bj0979127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179
TAKUDZWANASHE

MAKAYI
男 津巴布韦 DN87429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180 TENDAI MAKUWE 男 津巴布韦 BN65776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181 MUKHTARGALI TAUBAY 男 哈萨克斯坦 N09672078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182
MIGAN SHEILAH FANNY

SEDO
女 贝宁 B0511732 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83 OROM ACIRE MACKMOT 男 南苏丹 R0025382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84 NYARANDING MARENA 女 冈比亚 PC029722 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85 BOUCHRA ESSAIYDY 女 摩洛哥 NM2623424 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86
HOUNYE ALPHONSE

HOUSSOU
男 贝宁 B0532086 统计学院 统计学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87
CHIKEZIE CHINEDU

HECTOR
男 尼日利亚 A02762877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88
WIRNKAR SEHKANYUY

JADWIGA
男 喀麦隆 249088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89 TETERUK DENYS 男 乌克兰 EX37358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90 ITSNA RAHMA FITRIANI 女 印度尼西亚 B3325109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91 JEACH KUIYMAGOAH 男 南苏丹 R00307559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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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AH TANGOH

192
NYEWAY NHIAL MUT

TUOROAH
男 南苏丹 R00310955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93 IMTIAZ AHMAD 男 巴基斯坦 TG116489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94 ABDUL WAQAS DANISH 男 巴基斯坦 AR771179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95
BATTSOGLOG

OLZVOIBAATAR 男 蒙古国 E095642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96
NYAROP ELIZABETH

REATH RIECK 女 南苏丹 R0016971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97 GANBAATAR ALTANZUL 女 蒙古国 E0657799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98
ABRAHAM GABRIEL

CHOL ACIEK
男 南苏丹 R0034952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99 DAK BOL DENG 男 南苏丹 R00354349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00
RUTTO CAREN
CHEPNGENO

女 肯尼亚 B154417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01
EVELINA NDEUYAMO

SHANGHETA
女 纳米比亚 P0668833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02
XAISONGKHAM
SORPHASITH

男 老挝 PA 0054705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03 TRI YULAN SARI 女 印度尼西亚 B3660375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04 ATSUNYO PHILOMINA 女 加纳 G1589725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05
BINIAM TESFALEM

YIBELTSOM 男 厄立特里亚国 K0303865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06
KARIMI DAMARIS

GATHONI 女 肯尼亚 A2556085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07
AMPADU KINGSLEY

APPAH
男 加纳 G107825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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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MEHARI

GEBREMESKEL
GEBREHIWET

男 厄立特里亚国 K030420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09
MORGAN MALACHI

MARK
男 牙买加 A3347218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10
YAAC JOHN DAVID

PANCHOL
男 南苏丹 R00263847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11 ASSABA HAMDANE 男 阿尔及利亚 143278418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12 APHIBANE NOKNOY 女 老挝 P 145755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13 BOUTI AMEL 女 阿尔及利亚 17752863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14
SAHILU MESFIN

MERSHA
男 埃塞俄比亚 EP4736493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15
KUMBEMBA

IMMACULATE TAZIZWA
女 马拉维 MA13926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16 DENDU DAWIT HAILE 男 埃塞俄比亚 EP453009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17 FOUM HASSAN FOUM 男 坦桑尼亚 AB78002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18 ABELI BYERA KAGENZI 男 坦桑尼亚 AB715127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19
MALOK MAKUR AWAN

MAGUANG 男 南苏丹 R00276577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20
NASHWA MAGUID

HAYEL
女 吉布提 16RE9752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21
AJETUNMOBI SHERIF

ADEWALE
男 尼日利亚 A03416395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22 ETSILE REGINAH 女 博茨瓦纳 BN013966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23 SAFAR ALI KAZEMI 男 阿富汗 O254358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24 ENOCH OKOFO-DARTEH 男 加纳 G082497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25 ADNAN SALEH 男 巴基斯坦 al574848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351

226
SIMISOLA

OMOMUWAGUN
女 尼日利亚 A0829287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27
OLADAYO PAUL

OLANIBA
男 尼日利亚 A08293154 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28 BUSHRA BIBI 女 巴基斯坦 CV3106911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博士研究生 英语

229 AITZAZ AHSAN 男 巴基斯坦 AX1115411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博士研究生 英语

230 MUHAMMAD ASIF KHAN 男 巴基斯坦 UN4121351 统计学院 统计学 博士研究生 英语

231
MUHAMMAD WAQAS

SAFDAR 男 巴基斯坦 CG5575862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博士研究生 英语

232 MALINGA MLUNGISI 男 南非 A0031468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汉语

233
MIR MASJIDY
HASIBULLAH

男 阿富汗 O006568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汉语

234 MAMUTA KATERYNA 女 乌克兰 EH723089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汉语

235 OSPANOV NURTAZA 男 哈萨克斯坦 N0985419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汉语

236
GAIFNAZAROV
ZHAVLONBEK 男 哈萨克斯坦 N0827864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汉语

237
MTHETHWA SANDILE

SELBY 男 南非 A0436922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汉语

238
MDLADLA STHEMBISO

PHUMLANI
男 南非 A04722859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汉语

239
UDEOGU CHIDINMA

CYNTHIA
女 尼日利亚 A5026115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40 RAHMAN JAFER 男 巴基斯坦 FQ9159232 统计学院 统计学 博士研究生 英语

241
AYINGONE ZUE

MELONIE FABIOLA 女 加蓬 14GA57149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42
SAHUI MAGBY HENRI

JOEL REGIS
男 科特迪瓦 13AD1101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贸易 博士研究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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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ALVE MOHAMMAD

SHAJALAL
男 孟加拉 BK0460953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44
AZISKHOJIYEVA

ZHANET
女 哈萨克斯坦 N6058671 会计学院 会计学 本科生 汉语

245 BAYOH SULAIMAN 男 塞拉利昂 ER086785 会计学院 会计学 本科生 汉语

246
RAFIDY FENITRA FY

RAHAN 男 马达加斯加 A15X02853 会计学院 财务会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47
TARAWALIE RACHEL

EDWARD
女 塞拉利昂 ER020608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48
MYRZAKHMETOV

BAGDAT
男 哈萨克斯坦 N11328280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生 汉语

249 XU CONG 男 加拿大 GL954082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生 汉语

250 AKBERGENOVA AIZHAN 女 哈萨克斯坦 N10228604 经济学院 经济 本科生 汉语

251
ZUMA NOKWAZI
MARRY-ANGEL

女 南非 A04720741 经济学院 经济 本科生 汉语

252
ESONO BIKA

DEOGRACIAS ANGEL
男 赤道几内亚 F0256128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本科生 汉语

253
KAINES CHRISTOPHER

CLYDE 男
巴布亚新几内

亚
C119696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本科生 汉语

254 NABOTH REBEKA 女 纳米比亚 P0540822 经济学院 劳动经济学 硕士研究生 汉语

255
MATHENJWA BANELE

ANDILE
男 南非 A04396350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本科生 汉语

256 SEIT SAYAN 男 哈萨克斯坦 N09140405 艺术学院 艺术 本科生 汉语

257 BAIDAVLETOV ALIKHAN 男 哈萨克斯坦 N0909000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收 本科生 汉语

258
PARVEJ MOHAMMAD

ARIF
男 孟加拉 BP0322913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59 TSOY ARTUR 男 俄罗斯 530685028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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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BAYARTOGTOKH
UURIINTUYA

女 蒙古 E133471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61 ASHFAQ KHURRAM 男 巴基斯坦 GP1849462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博士研究生 英语

262 BARI ARUNA RACHIDO 男 几内亚比绍 C00085729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63
BAT-ERDENE

TUVSHINSAIKHAN
女 蒙古 E131045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64 KHEGAY EKATERZNA 女 乌兹别克斯坦 AA5441129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65
ALO AYI ENRIQUE

SANTOS AVA 男 赤道几内亚 F0180572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生 汉语

266
EDU NCHAMA MARIA

LUISA NCHAMA
女 赤道几内亚 F0049006 金融学院 金融学 本科生 汉语

267 TULADHAR VIJAYETA 女 尼泊尔 07599853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68 MOONWAR S M SAYEF 男 孟加拉 BA0085055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69 SYLLA JOSEPH FAYA 男 几内亚 R64398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70 NAJAFI RAHMATULLAH 男 阿富汗 01437349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71
AHMED MOHAMED DEK

ADAN
男 索马里 P00354429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生 汉语

272
OUTHAKAYSONE
SOUPHANSA

女 老挝 P1220905 金融学院 金融学 本科生 汉语

273 VORFI ALBIOLA 女 阿尔巴尼亚 BJ8535263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74 DEHISTANI ELYAS 男 阿富汗 00030865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75 YANG DA 男 老挝 P1379264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76 SISSOKO DALY 女 马里 B0925792 金融学院 金融学 本科生 汉语

277
KATANEKWA FRIDAH

BWALYA
女 赞比亚 ZN346649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本科生 汉语

278 AYELLA PHILLIP 男 乌干达 B1025726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本科生 汉语



354

279 MIRAUD JONATHAN 男 海地 RC3447044 金融学院 金融学 本科生 汉语

280 NEGERO MOTI TAFA 男 埃塞俄比亚 EP373270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81
KASSA WONDIMU

BELETE
男 埃塞俄比亚 EP394085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82
WOYESSA CHERNET

MEKONNEN
男 埃塞俄比亚 EP397042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83
BEREKET ASIYA
ABDULKADER

女 埃塞俄比亚 EP4147107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84 TIRE FIKADU WAMISHO 男 埃塞俄比亚 EP3396349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85 CHIBAYA NANCY 女 马拉维 MA44166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86
BANDA JULIO
KACHIDEKWE

男 马拉维 MA56505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87 HADJOUTI YOUCEF 男 阿尔及利亚 16837137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88 VASILYAN BELLA 女 亚美尼亚 AM0325997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89 AGHABEKYAN HRIPSIME 女 亚美尼亚 AP057166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90 VONGKHAM INTHALA 女 老挝 P062776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291
GANBOLD

MYAGMARSUREN 女 蒙古 E094236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292 MAUPO GOFAONE 女 博茨瓦纳 BN0463118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293 MOLEOFE HILDAH 女 博茨瓦纳 BN012735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294
TLHAGWANE INOI
MERAPELO PRAISE 女 博茨瓦纳 BN034244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295
MUFARA

TANYARADZWA BRIAN
男 津巴布韦 BN920595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96
MUSIYIWA

MARVELLOUS
男 津巴布韦 EN91640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97 NYIRENDA LANGFORD 男 赞比亚 ZN14934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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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298 MOAGI BUANG WARREN 女 南非 A0477525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99 HIA YI ZHEN 女 马来西亚 A37724589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300 BONGANI MACHOBANE 男 南非 A0503980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01
CHITKHANTY
ATHIPHONE

女 老挝 P1232567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 英语

302 YEBIN LIM 女 韩国 M15510502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03 SEAN LUTHER BANKS 男 美国 57966370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04
JOSEPH ANTHONY

MURSE
男 美国 56959087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05 LOUIS DE FOUR 男 比利时 EN46633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06 KATRIN SCHIMSCHA 女 德国
C8MXMPCM

T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07 TEREZA MARIKOVA 女 捷克 3934732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08 JIHONG KIM 女 韩国 M1025810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09 KIUN KIM 男 韩国 M1667312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10 TIMOTHY MATTHIJS 男 比利时 EP190718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11 ETIENNE OPPL 男 德国
CGFNWG1R

G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12 MONICA PROSPER KOMU 女 坦桑尼亚 AB60776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13
MATILDE M OYANA

NDONG ACABA 女 赤道几内亚 F0160598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14
ANTA METTY DITE

ADAM KEITA 女 马里 B098047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15 CRAIG JACOBSOHN 男 南非 A02551713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16 JASON KWAKU SACKEY 男 加纳 G0611036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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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PACIFIQUE

MUDACUMURA
男 卢旺达 PC220108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18
JOELLA RAHARISOA
NOMENJANAHARY

女 马达加斯加 A16X29747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19
SHOVKAT

SHAMURATOV
男 乌兹别克斯坦 AB794644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20 FRANTISEK HOLIK 男 捷克 3940270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21
HAJA NIRINA

ANDRIANJAFISOA
男 马达加斯加 A13Y29359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22
VLADISLAV

NICHIPORENKO
男 俄罗斯 75 5762037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23
RAFAEL ANGEL VARGAS

LOPEZ
男 墨西哥 G24106452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24
MAURICIO LOPEZ

YANEZ
男 墨西哥 G17187833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25
JESUS GERARDO
FERNANDEZ
CONTRERAS

男 墨西哥 G20360908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26 ANA PELEGRIN PARDOS 女 西班牙 PAD937272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27
ALEKSANDER MARIA

PAWLUS
男 波兰 EM9384732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28 EVELYN GWATA 女 津巴布韦 EN703444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29 SOYOUNG PARK 女 韩国 M77922166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30
CARMEN YOLANDA
EYEGUE BILEQUERA

女 赤道几内亚 F004552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31
YORDANOS AZMERA

GINDO 女 埃塞俄比亚 EP4427104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57

332
SARAH ARMANDE
TSONO ANDZELET

女 刚果 OA0211843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33
ANESU HAZEL

FLORENCE MUSHORIWA
女 津巴布韦 FN 344522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34 KIM SANGWOO 男 韩国 M1089515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35 VIKTORIA KRAHNKE 女 德国 C5HT0N0T3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36
KETZALLI SOSA
DELGADILLO

女 墨西哥 G26437697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37
MERCY PAOLA PEREZ

HERNANDEZ
女 墨西哥 G26437769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38
NARINDRA RABARY

HARISONINA 男 马达加斯加 A16X0286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39 MANIKA AKTER 女 孟加拉 BR0379402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0 PAULINE MUKONI 女 津巴布韦 FN279852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1 ZOLA JOEL KAWATA 男 刚果 OP015871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2 MANELO MUSA MWABA 女 赞比亚 ZN331368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3 OKARO EDO 男 尼日利亚 A08749634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4 CHRISTIAN EFE 男 尼日利亚 A0854202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5 LUCKY BEST EDAFE 男 尼日利亚 A08541824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6 INDEPENDENCE DIMARO 男 尼日利亚 A0854182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7
VICTORIA ADJELEY

TETTEH 女 加纳 G185929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8 AYODEJI ADEGBOYEGA 男 尼日利亚 A0525863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9
AMOIN DESIREE

DOMINIQUEC OKOU
女 科特迪瓦 17AL78117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50
MARC LOIC YOBA

MANENG'S 男 喀麦隆 0675944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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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PROSPER ONOME

EDUMOMA
男 尼日利亚 A0793936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52 JULIUS OWABOR 男 尼日利亚 A0768363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53
LOUIS NNAMDI
CHIDOKWE 男 尼日利亚 A50251034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54 ADELINE LEFEBVRE 女 法国 16CH87727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55 MARTIN BRUNS 男 德国 C6W9LPPV6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56 PETR JIRKU 男 捷克 42858452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57 LANA GOSHADZE 女 比利时 EP184624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58 JAN VACEK 男 捷克 39766213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59 AMINA MRAD 女 德国 39766213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60
MADELEINE
FRANCOEUR

女 美国 542580733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61 MICHAL JOZIFEK 男 捷克 4482793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62
JADESOLA FOLAFEMI

MORONWIYAN 女 英国 544963116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63 KUKKA LAHTINEN 女 芬兰 FP1574237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64
CELIA ESPERANZA VITE

RODRIGUEZ
女 墨西哥 G2830192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65 ALEXANDRE BAVEUX 男 法国 18CK89858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66 JULIAN FRANCO 男 哥伦比亚 AQ400610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67 AISHA JACKSON 女 美国 558230423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68
DANIELA KASSANDRA
MORENO HERNANDEZ

女 墨西哥 G2379049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69 SANGWON HA 男 韩国 M34031308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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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CHIDINMA CYNTHIA

UDEOGU
女 尼日利亚 A5026115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71
MELONIE FABIOLA
AYINGONE ZUE

女 加蓬 14GA57149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72
VONJY NATHANAEL
RANDRIAMAHEFASOA

男 马达加斯加 A13Y29377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73
RAHARISOA

NOMENJANAHARY
JOELLA

女 马达加斯加 A16X29747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74
SHAMURATOV

SHOVKAT 男 乌兹别克斯坦 AB794644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75
FENITRA FY RAHAN

RAFIDY 男 马达加斯加 A15X02853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76
MOHAMMAD SHAJALAL

ALVE
男 孟加拉 Bk0460953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77
RACHEL TARAWALIE
RACHEL EDWARD

女 塞拉利昂 ER020608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78 PAULINE MUKONI 女 津巴布韦 FN27985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英语

379
REINA SINFOROSA
MEDJA ESONO ADA 女 赤道几内亚 F001349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汉语

380
SARAH ARMANDE
TSONO ANDZELET

女 刚果 OA0211843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英语

381 OKARO EDO 男 尼日利亚 A0874963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382
AYODEJI TEMITAYO

ADEGBOYEGA 男 尼日利亚 A0525863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383 MONICA PROSPER KOMU 女 坦桑尼亚 AB60776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384
MUDACUMURA
PACIFIQUE

男 卢旺达 PC220108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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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JULIUS OWABOR 男 尼日利亚 A0768363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386 EVELYN GWATA 女 津巴布韦 EN70344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英语

387
FRIDAH BWALYA
KATANEKWA

女 赞比亚 ZN346649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388 JONATHAN MIRAUD 男 海地 RC3447044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89
HASHIMI SAID
AZIZULLAH 男 阿富汗 O0091344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90 HYESEONG KIM 男 韩国 M5432908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91 JUNG YOONYONG 男 韩国 M43403523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92 GYEONGHWAN SEO 男 韩国 M17740954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93 DAHYE KIM 女 韩国 M34951032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94 MILIMO ZUMBUNU 男 赞比亚 ZN311097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95 ALENA VODOLCHUK 女 俄罗斯 754483903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生 英语

396 KADE BALDE 女 几内亚 O00008938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英语

397 ESTHER HOUNYOVI 女 贝宁 B0516588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398
BABAAMER DJELMAM

YAHIA 男 阿尔及利亚 14333270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399
ALEKSANDRA
DOINITSYNA

女 俄罗斯 650835477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生 英语

400 YEKATERINA ZAIROVA 女 哈萨克斯坦 N11174565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生 英语

401
TAMI PRICYLIA TAMI
PRICYLIA KALEBU 女 印度尼西亚 B4367753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402
ALEXANDR
NOVOPASHIN 男 哈萨克斯坦 N10715202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生 英语

403 ALEXEY KHAN 男 哈萨克斯坦 N10684990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英语

404 FELICIA THEJA 女 印度尼西亚 B4929594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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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MOHAMMAD PAPEL

SARKAR
男 孟加拉 BW0496342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英语

406 MD SAIFULLAH RAFI 男 孟加拉 BQ0394168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英语

407 ARCHIE POKO HALL 男 利比里亚 PP0024718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英语

408
EDITH TAKUDZWA

KAMWENDO
女 津巴布韦 FN07471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生 英语

409
LEON MUNASHE

CHIKEWO
男 津巴布韦 FN535874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英语

410 TRISH MUTAKURA 女 津巴布韦 DN17819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11 FODE DOUMBOUYA 男 几内亚 O00215673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英语

412
AVOMOMICHA

MARIOLA MARCIANA
女 赤道几内亚 F0044239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汉语

413
MARTINIANO ABAHA

ANGONO ONDO 男 赤道几内亚 F0058765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英语

414
BIBIANA MANGUE BEKA

NSA 女 赤道几内亚 F0100795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英语

415
NGUEMA AYINGONO

IDELFONSA B BILOGO
女 赤道几内亚 F0216377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英语

416 GERALD KING 男 塞拉利昂 ER027234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17
ZUBAIDA HOSSAIN

ORINE 女 孟加拉 BT042082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生 英语

418
SAMWEL MOSES

KIKUKU 男 坦桑尼亚 AB384260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英语

419 MICHAEL BOAZ NDAMO 男 坦桑尼亚 AB57816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英语

420
EMERINSIANA DANIEL

BYAMUNGU
女 坦桑尼亚 TAE03307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英语

421
CHRISTOPHER GWAKISA

MWAMBAJA 男 坦桑尼亚 AB91127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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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CHRISPIAN GEOFREY

MBUTO
男 坦桑尼亚 AB925858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英语

423
WESLEY TINOTENDA

MUTENDE
男 津巴布韦 FN309651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英语

424 RELEBOHILE MOKHETHI 女 莱索托 RC529459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25
CHAMS EDDINE

AHAYAD 男 摩洛哥 IR0397087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英语

426 A S M EASIN KHAN 男 孟加拉 BH0715414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生 英语

427
ALBATOUR ISSAKA

CISSE
女 马里 AA0106321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428 MAHADI HASAN 男 孟加拉 BR027544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生 英语

429 IVONAMARSIKOVA 女 捷克 44772162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430 YASMINE EL M'CHICHI 女 摩洛哥 VE850827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本科生 英语

431 HAMZA EL M'CHICHI 男 摩洛哥 NM906105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英语

432 RITA ESINAM AKPALOO 女 加纳 G2115259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33
BOHDANA

BOHOSLOVSKA
女 乌克兰 FF768973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434 DAVID KADZHAIA 男 俄罗斯 721996085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英语

435 KUNTHEA LAY 女 柬埔寨 N0060907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汉语

436
MERETIA

BURABURAABA
女 基里巴斯 K117668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汉语

437
HEMILTON CARLOS
FERNANDES BORGES

男 佛得角 J44508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38 ZAID BIN JAWAID 男 巴基斯坦 EX597091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博士研究生 英语

439 YOUSAF ALI KHAN 男 巴基斯坦 BM4125622 统计学院 统计学 博士研究生 英语

440 FREDRICK ILAI 男 肯尼亚 AK016815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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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CHRIS VIVIEN FARELL

MATSIONA
男 刚果 OA024111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42 MOHAMMED BOUMAHDI 男 阿尔及利亚 182193858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43 ALBERTO PASTRANO 男 委内瑞拉 12454364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44 AAMIR ABBASI 男 巴基斯坦 CM101866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45 BUNHENG KHON 男 柬埔寨 N01061183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46
MOHAMMAD SAIYEDUL

ISLAM
男 孟加拉 BQ061319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47
OYUNJARGAL
SOYOLERDENE

女 蒙古 E230487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48 TEMUR ISMAILOV 男 乌兹别克斯坦 KA0251307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49 FATIMA HAMID 女 阿尔及利亚 15221361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50 JOSEPH M CHIFULO 男 赞比亚 ZN28831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51
CAROLAIN RICHEL

FERNANDEZ ROMERO
女 委内瑞拉 14321670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52 SABRINA HAMIDI 女 阿尔及利亚 152852129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53 NABIL BENKADA 男 阿尔及利亚 177328357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54 NUIGO MBEINKONG 女 喀麦隆 0390107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55 ALOR MIJAK KOUL 男 苏丹 P0420370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56
DING ACHUOTH DAVID

DENG
男 苏丹 R0039406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57 HAMED NASSOR SAID 男 坦桑尼亚 AB565774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58
GEORGE SERIKO
ONESIMU LINGO

男 苏丹 R0044983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59 FILLEMON HASHALI 男 纳米比亚 P064848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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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GEBHARD HAIPINGE

TOBIAS
男 纳米比亚 P093299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61 HEBATULLAH ADEEB 男 阿富汗 O062145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62 MUSSA JOHN SHASHULA 男 坦桑尼亚 AB70231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63 AURELIA ASANTE 女 加纳 G0909579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64 DERRICK BOTCHWAY 男 加纳 G1377966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65 HENDRICK ATSUNYO 男 加纳 G1636328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66 MOSES MUGABO 男 卢旺达 PC316623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67
CHRISTOPHER
CAMPBELL

男 牙买加 A330713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68
ALISHA PRECIOUS

EILEEN PAUL
女 格林纳达 G0184120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69
ANDREW ANTONIO

GRAHAM
男 牙买加 A6292608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70
HOTCHONNEY SAINT

YVON GOGO 男 科特迪瓦 17AL69388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71
BRANDY TAFADZWA

GANYIRE 女 津巴布韦 FN554236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生 英语

472
SADIYA IBRAHIM
GALADANCHI

女 尼日利亚 A08952485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英语

473 MARIA T DOLO MOMO 女 利比里亚 L18649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74 DARIUS MICKEY KPOR 男 利比里亚 L188137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硕士研究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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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春季来华留学生结业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项目类别

1 YEBIN LIM 女 韩国 语言生

2 SEAN LUTHER BANKS 男 美国 交换生

3 JOSEPH ANTHONY MURSE 男 美国 交换生

4 LOUIS DE FOUR 男 比利时 交换生

5 KATRIN SCHIMSCHA 女 德国 交换生

6 TEREZA MARIKOVA 女 捷克 交换生

7 JIHONG KIM 女 韩国 交换生

8 KIUN KIM 男 韩国 交换生

9 TIMOTHY MATTHIJS 男 比利时 交换生

10 ETIENNE OPPL 男 德国 交换生

11 MONICA PROSPER KOMU 女 坦桑尼亚 语言生

12 MATILDE M OYANA NDONG ACABA 女 赤道几内亚 语言生

13 ANTA METTY DITE ADAM KEITA 女 马里 语言生

14 CRAIG JACOBSOHN 男 南非 语言生

15 JASON KWAKU SACKEY 男 加纳 语言生

16 PACIFIQUE MUDACUMURA 男 卢旺达 语言生

17 JOELLA RAHARISOA NOMENJANAHARY 女 马达加斯加 语言生

18 SHOVKAT SHAMURATOV 男 乌兹别克斯坦 语言生

19 FRANTISEK HOLIK 男 捷克 交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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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HAJA NIRINA ANDRIANJAFISOA 男 马达加斯加 语言生

21 VLADISLAV NICHIPORENKO 男 俄罗斯 语言生

22 RAFAEL ANGEL VARGAS LOPEZ 男 墨西哥 交换生

23 MAURICIO LOPEZ YANEZ 男 墨西哥 交换生

24 JESUS GERARDO FERNANDEZ CONTRERAS 男 墨西哥 交换生

25 ANA PELEGRIN PARDOS 女 西班牙 交换生

26 ALEKSANDER MARIA PAWLUS 男 波兰 交换生

27 EVELYN GWATA 女 津巴布韦 语言生

28 SOYOUNG PARK 女 韩国 语言生

29 CARMEN YOLANDA EYEGUE BILEQUERA 女 赤道几内亚 语言生

30 YORDANOS AZMERA GINDO 女 埃塞俄比亚 语言生

31 SARAH ARMANDE TSONO ANDZELET 女 刚果 语言生

32 ANESU HAZEL FLORENCE MUSHORIWA 女 津巴布韦 语言生

33 KIM SANGWOO 男 韩国 语言生

34 VIKTORIA KRAHNKE 女 德国 交换生

35 KETZALLI SOSA DELGADILLO 女 墨西哥 交换生

36 MERCY PAOLA PEREZ HERNANDEZ 女 墨西哥 交换生

37 NARINDRA RABARY HARISONINA 男 马达加斯加 语言生

38 MANIKA AKTER 女 孟加拉 语言生

39 PAULINE MUKONI 女 津巴布韦 语言生

40 ZOLA JOEL KAWATA 男 刚果 语言生

41 MANELO MUSA MWABA 女 赞比亚 语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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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OKARO EDO 男 尼日利亚 语言生

43 CHRISTIAN EFE 男 尼日利亚 语言生

44 LUCKY BEST EDAFE 男 尼日利亚 语言生

45 INDEPENDENCE DIMARO 男 尼日利亚 语言生

46 VICTORIA ADJELEY TETTEH 女 加纳 语言生

47 AYODEJI ADEGBOYEGA 男 尼日利亚 语言生

48 AMOIN DESIREE DOMINIQUEC OKOU 女 科特迪瓦 语言生

49 MARC LOIC YOBA MANENG'S 男 喀麦隆 语言生

50 PROSPER ONOME EDUMOMA 男 尼日利亚 语言生

51 JULIUS OWABOR 男 尼日利亚 语言生

52 LOUIS NNAMDI CHIDOKWE 男 尼日利亚 语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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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秋季来华留学生结业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项目类别

1 KUKKA LAHTINEN 女 芬兰 校际交换生

2 JULIAN FRANCO 男 哥伦比亚 校际交换生

3 JADESOLA FOLAFEMI MORONWIYAN 女 英国 校际交换生

4 AISHA JACKSON 女 美国 校际交换生

5 ADELINE LEFEBVRE 女 法国 校际交换生

6 MARTIN BRUNS 男 德国 校际交换生

7 PETR JIRKU 男 捷克 校际交换生

8 LANA GOSHADZE 女 比利时 校际交换生

9 JAN VACEK 男 捷克 校际交换生

10 AMINA MRAD 女 德国 校际交换生

11 MADELEINE FRANCOEUR 女 美国 校际交换生

12 MICHAL JOZIFEK 男 捷克 校际交换生

13 CELIA ESPERANZA VITE RODRIGUEZ 女 墨西哥 校际交换生

14 ALEXANDRE BAVEUX 男 法国 校际交换生

15 DANIELA KASSANDRA MORENO HERNANDEZ 女 墨西哥 校际交换生

16 CRAIG JACOBSOHN 男 南非 语言生

17 NARINDRA RABARY HARISONINA 男 马达加斯加 语言生

18 VLADISLAV NICHIPORENKO 男 俄罗斯 语言生

19 MATILDE M OYANA NDONG ACABA 女 赤道几内亚 语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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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ARMEN YOLANDA EYEGUE BILEQUERA 女 赤道几内亚 语言生

21 IVONA MARSIKOVA 女 捷克 语言生

22 BOHDANA BOHOSLOVSKA 女 乌克兰 语言生

23 DAVID KADZHAIA 男 俄罗斯 语言生

24 SANGWON HA 男 韩国 语言生

25 CHIDINMA CYNTHIA UDEOGU 女 尼日利亚 语言生

26 VONJY NATHANAEL RANDRIAMAHEFASOA 男 马达加斯加 语言生

27 DAHYE KIM 女 韩国 语言生

28 MELONIE FABIOLA AYINGONE ZUE 女 加蓬 语言生

29 RAHARISOA NOMENJANAHARY JOELLA 女 马达加斯加 语言生

30 SHAMURATOV SHOVKAT 男 乌兹别克斯坦 语言生

31 FENITRA FY RAHAN RAFIDY 男 马达加斯加 语言生

32 MOHAMMAD SHAJALAL ALVE 男 孟加拉 语言生

33 RACHEL TARAWALIE RACHEL EDWARD 女 塞拉利昂 语言生

34 HASHIMI SAID AZIZULLAH 男 阿富汗 语言生

35 HYESEONG KIM 男 韩国 语言生

36 JUNG YOONYONG 男 韩国 语言生

37 GYEONGHWAN SEO 男 韩国 语言生

38 MILIMO ZUMBUNU 男 赞比亚 语言生

39 TAMI PRICYLIA TAMI PRICYLIA KALEBU 女 印度尼西亚 语言生

40 ALBATOUR ISSAKA CISSE 女 马里 语言生

41 UDEOGU CHIDINMA CYNTHIA 女 尼日利亚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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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YINGONE ZUE MELONIE FABIOLA 女 加蓬 硕士研究生

43 ALVE MOHAMMAD SHAJALAL 男 孟加拉 硕士研究生

44 RAFIDY FENITRA FY RAHAN 男 马达加斯加 硕士研究生

45 TARAWALIE RACHEL EDWARD 女 塞拉利昂 硕士研究生

46 PARVEJ MOHAMMAD ARIF 男 孟加拉 硕士研究生

47 YANG DA 男 老挝 硕士研究生

48 SISSOKO DALY 女 马里 本科生

49 KATANEKWA FRIDAH BWALYA 女 赞比亚 本科生

50 AYELLA PHILLIP 男 乌干达 本科生

51 MIRAUD JONATHAN 男 海地 本科生

52 NEGERO MOTI TAFA 男 埃塞俄比亚 硕士研究生

53 KASSA WONDIMU BELETE 男 埃塞俄比亚 硕士研究生

54 WOYESSA CHERNET MEKONNEN 男 埃塞俄比亚 硕士研究生

55 BEREKET ASIYA ABDULKADER 女 埃塞俄比亚 硕士研究生

56 TIRE FIKADU WAMISHO 男 埃塞俄比亚 硕士研究生

57 CHIBAYA NANCY 女 马拉维 硕士研究生

58 BANDA JULIO KACHIDEKWE 男 马拉维 硕士研究生

59 HADJOUTI YOUCEF 男 阿尔及利亚 硕士研究生

60 VASILYAN BELLA 女 亚美尼亚 硕士研究生

61 AGHABEKYAN HRIPSIME 女 亚美尼亚 硕士研究生

62 VONGKHAM INTHALA 女 老挝 硕士研究生

63 GANBOLD MYAGMARSUREN 女 蒙古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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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MAUPO GOFAONE 女 博茨瓦纳 硕士研究生

65 MOLEOFE HILDAH 女 博茨瓦纳 硕士研究生

66 TLHAGWANE INOI MERAPELO PRAISE 女 博茨瓦纳 硕士研究生

67 MUFARA TANYARADZWA BRIAN 男 津巴布韦 硕士研究生

68 MUSIYIWA MARVELLOUS 男 津巴布韦 硕士研究生

69 NYIRENDA LANGFORD DANIEL 男 赞比亚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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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工作

财务管理

一、重点工作

1.完善制度，进一步强化内部控制管理。组织修订 10 个财务管理办法，邀请

国内知名专家作内控专题讲座，组织召开学校内部控制领导小组及学校绩效工资管

理工作专题会议，优化财务内控。

2.合理规划，大力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拟定学校财务信息化建设方案，更换

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将实现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平行记账，并将逐步实现网上报账

和网上审批，为建立“业财融合”财务管理平台打好基础。

3.加强学习，着力打造高素质财务管理队伍。组织政治理论学习 15 次，组织

参加政府会计制度培训等 50 多人次，调整处班子分工，调整科室及负责人，加强队

伍建设。

4.积极配合，较好完成审计厅来校审计工作。指派专人对接，及时、准确为校

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组提供各类财务数据，一一核实并书面回复审计取证单、审计反

馈意见。

二、创新举措

1.摸清家底，有序推进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制定实施方案及任务分工表，组织

召开实施工作布置会、推进会、协调会及领导小组会议，协调推进资产清查、往来

清理、合同清理、基建会计并账、财务信息化建设等准备工作。

2.创新方式，顺利完成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改革。实现学生学费网上及手机终

端缴费、查询、信息实时推送，电子票据自动生成，学生自助查验和打印，款项实

时直缴财政国库等功能。

3.党员引领，党建+财务特色初步形成。狠抓党员队伍建设，多渠道多手段创

新支部活动形式，成立财务处党员先锋队，开展系列党员先锋服务、党员先锋攻坚

活动。

三、工作成效

1.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圆满完成各项日常财务管理工作。全年组织收入 10.6

亿元，完成支出 10 亿元。实现学费收缴率 99.2%，制作记账凭证 1.6 万张，审核原

始凭证 60 余万份，装订凭证账册 1000 余册，下拨、内转、分配经费 3000 多笔金额

约 11 亿余元。

2.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有力保障教职工收入持续增长。我校绩效工资总量在

2017 年大幅增长基础上，2018 年又增长 16%。经筹划并报学校审批，2019 年增加绩

效工资预算 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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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制度宣传解读，努力构建和谐财务。修订编印《学校财务规章制度汇编》、

《科研经费使用指南》、《财务审批规定》，开展“财务服务进科研院所”活动，组织

召开各类财务专题会议，规范“江财财务咨询”微信群管理，加强财务咨询和政策

解读宣传。

4.以人为本服务师生，进一步优化财务服务。优化简化科研经费报销、校内收

入分配审批手续，微信推送查询教职工工资及其他收入明细，取消在职教职工纸质

工资条，推广财务收费移动支付，年终奖发放前测算为教职工合理避税，争取增值

税发票限额及票量增加。

(财务处万雯提供)

校园建设

一、年度工作总体情况

2018 年完成了蛟桥园 7#学生宿舍整体改造、麦庐园和庐 A 栋、祥庐学生宿舍整

体维修改造、蛟桥园西大门和西大门周边广场建设及其他改造维修项目 81 个，完成

项目金额 3680 余万元。工程结算二审 44 项，总金额为 1521.25 万元，审减金额为

148.06 万元，编制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 44 项，总金额为 4982.72 万元。

二、年度重点工作

1.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善后工作有序进行，大楼运行正常，大楼周边和“两湖”

园林环境整治比较彻底，耳目一新呈现在师生面前。

2.蛟桥园第三教学楼的维修改造工作扎实推进，施工队伍已按预定计划进场施

工，保证 2019 年 9 月 1 日前交付使用。

3.完成了蛟桥园 7#学生宿舍改造和麦庐园祥庐、和庐 A 栋宿舍改造维修改造，

确保了 2019 级新生入住。

4.完成了蛟桥园西大门和西大门广场建设。

5、艰难推进蛟桥园 AB 栋宿舍项目，目前室内改造装修已经完成，室外加装电

梯工作正在报批。

6.2019 年蛟桥园 9#、10#学生宿舍改造和麦庐园静庐 A 栋宿舍改造正在按计划

开展前期准备工作。

8.“四馆”改造正在推进，已完成设计论证

9.完成了附中大门（庐山中大道和枫林大道二个大门）改造工程。

9.青山园校区整体规划调整和蛟桥园南区教学科研楼改造正在进行设计论证。

10.完成江西省审计厅对我校 4 年来基建工作审计的配合工作。

11.起草了 2019 年我校基建维修工作计划。

12.完成了校园环境整治工作任务。

13.就高校基建维修工作中存在的立项难、报建难等问题，先后向经开区、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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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省教育厅完成了 2014-2017 年基建维修工作总结并向学校党委作专题汇报。

13.完成了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校园建设处陈志杰提供)

图书管理

一、年度重点工作

1、苦战严寒，按计划顺利完成新馆搬迁工作

按照学校工作部署，图书馆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排除万难，科学有序地进行馆

舍搬迁工作，确保在新学期来临之际，顺利完成搬迁工作。

2、以本为本，暑期天天开放，满足师生阅读需求

7月 17 日，暑假开始，图书馆了解到假期有大量学生在校坚持学习。经研究决

定：整个暑假期间，从早上 8：00 开放到晚上 9：30，5000 多个座位向读者全部开

放，读者入馆平均每天达到 4200 多人次。

3、攻坚克难，根治顽疾，清理占座

自新馆开放以来，师生到图书馆来学习、研究的积极性很高。但是，部分读者

“占座”现象严重，影响了图书馆有限资源的公平、合理利用。9 月 30 日，图书馆

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清理读者“占座”行为。并于 10 月 8 日研究制定《江西财经大

学图书馆占座清理实施细则》，建立规范化管理与清理占座机制。

4、对接学分制，真正融入教研主战场，阅读计算学分列入培养计划

与教务处、团委、学工处联合，对接学分制，设置阅读学分，把阅读推广延伸

至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素质教育当中，让学生可以通过阅读的方式累积学分。

5、推进新馆文化建设，营造学术和人文氛围，人人传扬新馆故事

图书馆制作新馆导航图（《江西财经大学图书馆导航图》）和《图书馆—江财故

事小画册》，编写《图书馆参观接待解说》，要求每位职工了解新馆布局，熟悉接待

参观路线，人人会讲新馆江财故事。

6、新增《雅悦人文讲坛》，《蛟湖书声》系列拓展成七大板块

从 2016 年至今，《蛟湖书声》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好书推荐专栏，逐步拓展成为

全方位（从纸质资源到数字资源，从图书——期刊——数据库）、全员参与（全校师

生、校友、社会知名人士）、多种形式（声、图、文多种形式并举）、线上线下（线

上推广，线下活动）的阅读推广体系。其七大板块分别为：①《蛟湖书声•品读》（好

书推荐）；②《蛟湖书声•聆听》（江财朗读者）；③《蛟湖书声•库海拾贝》（数据库

推介）；④《蛟湖书声•雅悦人文讲坛》；⑤《蛟湖书声•读书分享》；⑥《蛟湖书声•

经典朗读大赛》；⑦《蛟湖书声•秋水书单》。

二、年度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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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正确办馆理念，营造全校办馆氛围

1、宣传新馆得到宣传部、文明办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2、与教务处、学工处、团委协同配合，完成第二课堂计分实施办法，将阅读纳

入学分制。

3、与学工处联合，共同制定实施《学生阅读文明公约》，将文明阅览行为与学

生诚信档案挂钩。

4、新馆学术文化墙和学术文库建设，得到科研处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5、与宣传部、文明办、校建处共同建设完成新馆文化墙 118 名人名言条训词的

制作。其中，新馆内庭廊柱上 8 幅励志名言书法作品，由书法协会老教授书写。

6、与校友办合作完成建校以来杰出校友风采展示。

7、新馆门卫实行双岗制，得到后勤物业的大力支持。

8、与保卫处精心筹划、细致安排，完成图书馆消防整改工作及 11.9 消防演练。

三、年度工作突出成效

1、获首届“乐研杯”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三等奖。

2、获首届“乐研杯”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优秀组织奖、

优秀辅导教师奖。

3、获“2018 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优秀案例三等奖。

4、获 2018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寻找图书馆最美阅读空间、人文阅读”摄影作

品公益展入围展览奖。

5、获全国首届“图书馆杯主题海报创意设计大赛”三等奖。

6、获江西高校图书馆联盟 2018 年阅读推广交流会特等奖（邹传教）。

7、获江西省图书馆学会“全省首届图书馆创新案例单位”。

8、获江西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2018 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

9、获江西高校图书馆联盟“2018 年文献传递先进集体、馆际互借先进集体、

宣传报道先进集体”。

10、获江西财经大学 2018 年先进单位。

11、获全国“2018 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

四、年度大数据

总面积：63079 平方米。

座位数：7200 个。

纸质图书：新增中文图书 96731 册，外文图书 1368 册，目前馆藏总量 291.32

万册。

中外文报刊：订购中外文期刊报纸 1296 种。

电子图书:186 万册、学位论文 385 万册。

数据库：续订 78 个，新增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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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读者：212.98 万人次。

借还图书：33.94 万册。

主页浏览量：66.28 万次。

数据库访问量：75.2 万。

咨询服务：为校内外读者提供各类参考咨询服务（含 QQ、微信、电话、邮件、

现场问答等）1.3 万余人次。

读者培训：1300 余人次（含新生教育）。

资源推广：开展各类型讲座 14 场次。

查收查引：为 550 人次免费查收查引，检索、审核论文 1105 篇，出具检索报告

800 份。

代查代检：为学科带头人、首席教授、研究团队检索学术文献 200 余篇。

文献传递：我校师生读者共申请文献 63652 篇，图书馆文献传递员共回复全国

读者文献需求 537440 篇。

宣传报导：33 篇。

（图书馆陈香珠提供）

招标采购

一、重点工作

1．全年立项招标采购 684 项，实际完成 653 项，完成率为 95.6%；共计预算金

额 14553.3573 万元，标的金额 13133.0206 万元，节省金额 1420.3367 万元；完成

出租项目 6项，出租底价 801.745746 万元，中标金额 1400.0163 万元，为学校增利

598.270554 万元。

2.全年共报订图书 10 批次；3 万 3 千多种、9 万 6 千余册。其中，报订中文纸

质图书 3 万 2 千多种、8 万 4 千余册，3862373 元码洋、2988492.26 元实洋，已加

工上架 24358 种、72061 册；报订外文纸质图书并已加工上架 317 种、317 册、

465116.28 元码洋、400000 元实洋；报订港澳台版纸质图书并已加工上架 687 种、

699 册、128109.94 元码洋、99925.75 元实洋；报订电子图书并已验收入库 2952 册、

158823 元码洋、100000 元实洋。全年共发放各层次教材 800 余种，23 万余册，课

前到书率为 97.38%。其中春季教材到书率位 97.62%，秋季到书率为 98.58%。

3.落实“三会一课”。招标采购中心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全年共召开

支委会 15 次，党员大会 9 次，熊绍辉书记等为全体党员开展党课共计 6 次，进一步

增强了党支部的凝聚力、吸引力、战斗力。

4．组织好“党员行动日”。党支部严格落实“党员活动日”制度，围绕理论学

习、组织生活、民主评议党员、党务公开、缴纳党费等多个主题开展“党员活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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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全年共开展活动 12 次，进一步增强了党员的宗旨意识，切实做到“党员活动

日”规范化、常态化。

5．切实做好了精准扶贫、基层党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以及综治稳定工作。

二、年度创新举措

1.实行采购项目负责人制。每年三月编制全校采购实施计划时，即将各单位的

采购项目落实到具体采购人员负责，要求其对该项目实施全程化服务，并负责到底。

2.对每项业务实行限时完成任务制。根据业务类别、采购预算及工作量的大小，

测算出完成该业务的预计时间。同时对各个环节也限时完成。

3.实行逾期项目督办制。凡逾期未完成的项目，每月召集项目负责人进行集中

督办，分析原因，研究抓紧完成的措施。

4.建立小型工程项目承包供应商库。会同校基建归口管理部门，通过对长年合

作的小型工程项目承包商的考察和市场调研，确定一批施工质量有保证的工程商入

库，从而快速有效地应对零星、小型工程项目的顺利完成。

5.对招标代理公司实施考核制。制定了《江西财经大学政府采购代理机构遴选

与考核办法》，招标代理公司每完成一个项目，即时进行打分考评。同时，年终时组

织考评小组对各招标代理公司进行年度综合考核，其结果作为下一轮遴选的重要依

据。

6.优化校内评审专家的选聘与管理。根据采购类别，将校内评标专家库分为计

算机及软件、教学科研设备、大宗物品（食品、生活用品、家具电器等）、建筑工程

及配套设备、租赁服务五个小组，规定每个专家最多只能担任两类别的小组，同时，

举办了两期专家培训班，提高评审专家的业务水平。

三、年度工作突出成效

1.强化制度建设，规范采购行为。经过数月的调研和研讨，并经 2018 年第 12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出台了《江西财经大学招标采购管理办法（2018 年修订）》

及相关配套制度（共 9 篇），从而达到了以流程引导工作，以规章约束行为，以制度

管理人员的目标。

2.着力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加速实现采购现代化。依托专业软件公司，结合我

校招标采购业务实际，创建“江西财经大学招标采购管理信息系统平台”。目前正在

调试运行，力争在 2019 年上半年正式投入使用。

3.清理了一批长年积累下来的“欠帐”。继续教育学院外地函授站经年累月欠交

数十万的教材费，由于时间越长越棘手，故一直未得到有效处理。中心安排专人对

各函授站欠交的费用进行清缴。清缴小组分别前往厦门、抚州、萍乡等地，共清回

欠交的教材费 175314.28 元。同时，主动与财务处沟通，并安排人员利用暑期，配

合财务处对部分全日制学生教材费出入库帐目不符情况进行了对账整理。

4.落实了一件多年应做而至今未做到位的事。根据《江西财经大学招标采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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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要求各申购单位提前做市场调研，提出不少三个同档次不同品牌的货物或

三个符合商务与技术要求的采购方案作为立项和采购参考，对不满足上述条件的申

购单不予受理，从而促进了采购的选择多样与公平竞争。

5.因工作绩效突出，“第十四届全国政府采购集采年会”授予我校为“2018 年

度全国政府采购先进采购单位”。中心获评学校 2018 年度综治先进单位。

四、工作中的不足

1.年龄结构不合理，创新动力不足。在童霞副主任 11 月份调离之前，平均年龄

52 岁；如今胡文明副主任到任后，平均年龄 51 岁，总体上年龄偏大，动能不足。

2.在招标技术复杂的项目时，对申购单位设置的技术条件是否合理把握不准。

3.少数采购人员工作效率不高，业务素质有待提升。

4.业务人员全年忙于完成采购任务，少有时间休息或外出参加学习培训，对他

们调养身体与提升业务素质均不利。

(招标采购中心张步云提供)

档案管理

一、年度重点工作：

1、档案收集整理仔细周全。全年共收集归档全校各类档案 26290 卷份。

2、档案利用服务热情规范。全年共查借阅复印证明档案 13260 多卷份。

3、档案安全保管万无一失。“八防”管理+“四防”联动=双保险 6 先进。

4、档案编研深耕见证校盛。连续编纂《江西财经大学年鉴》20 年《江西财经

大学校友名录》70 多届《江财记忆》编印 30 多人。

5、毕业生档案转递及时零差错。全年共整理转递 6500 多份。

6、“三馆”参观接待树品牌展形象。全年共接待参观 11300 余 169 批次。

7、扎实推进“党建+档案”模式，引领一流档案管理。牢固树立为党管档为校

守史为师生服务宗旨，甘立兰台，建功立业。

8、扎实推进数字馆建设，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完善综合档案管理系统软件平台

功能完成平台接口 4 个，完成档案数字化 255730 余份。

9、扎实完成校庆两大活动，立足档案献礼校庆。校庆素材组整理提供档案 4170

多份，校庆“三馆”参观接待组接待来访 2400 多人。

10、扎实推进文博馆项目，打造重点文化工程。组织协调校内多部门校外多公

司制定项目需求方案、实地调研、开会讨论、招标设计等。

二、年度创新举措：

1、创新“党建+档案”模式，引领一流档案管理，助力一流本科建设。

设立 4 岗位（党员示范科、党员示范岗、巾帼文明岗、巾帼标兵岗）；建设 3

基地（爱国教育基地、爱校教育基地、教学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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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建“江财档案文化”品牌，以档育人，以文化人。

建设 2 大馆（实体馆数字馆线上线下共建双促）；打造 4 文化（档案文化、校史

文化、校友文化、财经文化）

三、年度工作突出成效：

1、“党建+档案”模式受肯定。李金云同志被评为全校十大优秀党务工作者。

2、立足档案献礼校庆获表彰。高杨松和王婷君两位同志荣获复校 40 周年（建

校 95 周年）纪念活动贡献奖。

3、安全工作常抓不懈蝉联 6 年先进。年内获校第 14 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

传月”活动先进集体（8个先进集体之一），上半年综治督查工作获综治办通报表扬

（5 个受表扬单位之一）。年终综治工作考评获小组第一。

4、“三馆”微信推送见成效。“我来为你读校史”8期获校内外高度肯定。

5、税票博物馆科普展活动成功入选江西省社科普及周暨“百名理论专家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活动。

6、荣获校“2018 年度先进单位”称号。

(档案管理中心俞晓明提供)

网络信息管理

一、年度工作总体情况

全年运行维护近 30 套软件业务系统、近 200 台业务系统服务器。日常维护 30

多台汇聚交换机、15 台 MA5200F、8 台核心交换机、校园网出口核心路由器，420

个虚拟服务器，确保关键应用 7*24 小时不间断提供服务，核心设备全年无故障运行；

四校区 1500 余台接入层交换机、4 万余个信息点、1800 余个无线接入点的日常维护

与管理工作。全年外出维修出勤 2675 人次。

二、年度重点工作

1、推进智慧江财建设信息化建设新起点

依据学校智慧校园总体建设思路，对“智慧江财”综合平台项目进行开会走访

调研。先后考察走访党办校办、教务处等部门并召开 5 次工作会议；赴深圳大学、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深入调研取经，并召开面对面学生交流会，充分

了解各类用户需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撰写用户需求报告，目前该项目进入招标

阶段。

上线“科研讲座系统”，实现了科研讲座的的网上审和批归档统计，提高了审

批效率。截止到 12 月 12 日，系统累计完成网上审批 450 场学术讲座。组织开发了

“文明校园信息平台”。通过此平台，师生可以方便、快速地向校文明办反馈不文

明情况。开发“议题申报管理平台”，提高了会议议题审批效率，12 月初已上线使

用。在智慧化图书馆建设方面，完成了“图书馆座位预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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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脸识别的技术储备，试用人脸识别技术和产品，推动校园应用智能化。

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学习会议上：参会的 86 位老师均人脸识别签到成功，人脸识别率

达到 100%。

推进学生管理综合服务平台的定制开发工作。离校子系统、招生子系统、迎新

子系统、宿管子系统、勤工助学子系统先后投入使用。迎新系统首次推出校领导、

班主任、学院领导手机查询学生基本信息、住宿情况、现场报到情况。学生信息管

理子系统、日常事务管理子系统、思政队伍管理子系统、学生资助管理子系统、奖

励管理子系统、团组织管理子系统已完成大部分开发工作，形成会议纪要近 30 份。

2、梳理网上办事流程推进网上办事服务

全面推进一站式网上办事服务的开发工作，目前已开发学术讲座、报告会申请，

干部外出请假备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勤工助学岗位申请、留学学分置

换、国家奖学金申请、学费减免申请、临时困难补贴申请、火车票优惠条补办申请、

外宿申请、学生请假申请、学生证补办申请、先进个人申请、单项奖申请、企业奖

学金、企业助学金等近 20 项网上办事事务。

3、加大移动门户对接力度提升移动端信息化水平

2018 年在移动门户增加科研成果、讲座信息、文明校园、车辆预约、掌上学工、

校电视台、健康服务、干部信息、基建服务、采购管理、网上办事等 12 个应用，移

动门户应用现已达到 39 个，对接业务系统近 20 个，涉及模块 200 多个。截止 2018

年 12 月 13 日，移动门户在校师生关注人数 26932 人，关注率 90.38%。其中在校学

生关注人数 25055 人，关注率 91.29%，在校教工关注人数 1877 人，关注率 79.7%。

4、提高出口带宽流量提升校内用户体验感

学校出口带宽从 2017 年的 9.2G 增长至现在的 10.2G，增加近 10.8%。同时利用

更新运营商 IP 地址段等技术手段，不断调整各条线路的流量分布，实现网络多出口

最优流量分配和最优网络访问路径。为学校 95 周年校庆、新生军训总结大会、学生

先进颁奖典礼等重大活动的网络直播提供了技术保障。

提供 VPN、FTP、Email、上网账号自助充值、上网密码自助修改、中心服务之

窗论坛等服务，确保关键应用 7*24 小时不间断提供服务。蛟桥园 A、B栋留学生公

寓首次采用光纤入户，公共办公区域教职工免费无线网络覆盖，实现了有线网与无

线网的共建，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感。

5、完成网络核心机房搬迁升级网络硬件设施

为保障学校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利用暑假完成学校网络核心机房搬迁工作。

现完成蛟桥园有线网络的切换和升级工作，完成出口防火墙、负责均衡、入侵防御

系统、数据库审计、城市热点计费软件等设备的部署。现我校网络硬件建设达全省

一流水平，为学校智慧校园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6、开展网络安全宣传保障网络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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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校宣传部开展网络安全周活动，并带领网络安全协会同学夺得全省教育系

统网络安全技能大赛第一名。督促网站整改，完成校内 72 家二级网站的网站群迁移

工作。完成堡垒机、WEB 防火墙、VPN、天擎系统、虚拟化安全系统的升级改造及部

署工作。处理来自补天平台、教育安全监测预警子平台和省网安总队通报的网络信

息安全事件共计 21 起，下发校内整改通知 10 个。

7、部署江财云盘推进云服务建设

完成了“江财云盘”的上线测试工作，可实现集中存储和管理校园内部的各种

教学相关资源。部署 14 台虚拟主机，300TB 存储空间，创建 420 余台虚拟服务器，

为教务处、财务处等 20 多个部门提供虚拟服务器，降低了服务器相关购置和管理成

本。

8、保障新生一卡通发放升级一卡通软件系统

完成 2018 级新生（含本科、研究生）7185 张校园卡的数据采集、照片处理、

制卡、预充值和发放工作。完成校园一卡通系统的软件升级，修复系统的错误，完

善系统功能。

9、完成省教育厅高校智慧校园建设自评估工作

根据省教育厅工作要求，撰写《工作方案》，按照评估指标对 125 个三级指标任

务进行分解，工作任务涉及全校 23 个部门。按照上级要求，将各部门报送的所有

125 个指标自评材料和支撑材料进行整理和汇总，撰写 1.5 万字的自评报告，整理

完成 248 个文件、883 页的支撑材料。

10、开展信息化建设项目论证把控建设可行性

组织专家对教务处《学生评教系统设计方案》、《蛟桥园第三教学楼智慧教室

综合应用管理平台》、招标采购中心《招标采购管理信息系统》、财务处《财务信

息化建设方案》等十余个项目进行技术论证。完成《智慧校园应用与安全系统》《云

服务公共平台》《智慧校园综合平台设计方案》等项目的立项工作。完成《网站群

系统设计方案》的招标采购工作。

三、年度工作突出成效

1、推进智慧江财工作，从不同用户角度出发充分了解各类用户需求。在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撰写用户需求报告、目前该项目进入招标阶段。

2、“我来上课—基于物联网的手机签到系统”案例入选江西省教育管理信息化

应用优秀案例。该程序与物联网技术结合，低成本高效率实现了学生上课签到功能，

为教学管理人员和任课教师提供了准确全面的学生上课签到信息，也促进了学生到

课率的提高。

3、实现了校园卡在 POS 机上交易的同时领取补助的功能，解决了广大师生领取

补助或网上圈存款，必须到固定地点的不便问题。

4、信息化建设移动端服务显成效。移动门户增加科研成果、讲座信息等 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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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消息中心”有效解决了消息传递不及时和消息发送成本高的问题，实现了

与“科研讲座系统”、“财务系统”等等 6 个系统对接，将工资明细、科研讲座预

告等广大师生所需信息主动及时地推送给广大师生。截至到目前，消息中心的阅读

量达 100 多万。

（网络信息管理张欣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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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两刊情况

1.两刊的社会影响继续扩大，成为全国有重要影响的财经类学术期刊

目前，《当代财经》和《学报》均是 2017-2018 年度 CSSCI 来源期刊、全国中文

核心期刊；其次，两刊均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文献计

量评价研究中心评定为 2018 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有效期

至 2019 年 9 月；两刊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最重要的转载来源期刊之

一。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最新版(2017 版))的数据，在

综合性经济学科中，当代财经排第 9 位，在原财政部部属五所学校所办刊物中名列

第一，学报名列 20 位。充分显示了两刊的学术影响力及在财经类学术期刊中的重要

地位。

2.两刊的转载、复印率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检索中心 2018 年 4 月发布的《信息检索报

告》，2017 年，《当代财经》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

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 138 条检索途径复印转载 33 篇，在全国经济类院

校主办的所有财经类学术刊物中排名第 2 位；《学报》被复印转载 9 篇，排名第 32

位，排在《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经济经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等创刊历

史悠久的期刊前列。

3.两刊的影响因子、Web 即年下载率等重要质量评价指标继续不断攀升

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 2018

年 9 月 10 日提供的数据，《当代财经》2017 年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 1.606，比 2016

年的 1.198 提高 34.06%，Web 即年下载率 171，比 2016 年的 134 提高 27.61%；Web

下载量 24.48 万次，比 2016 年的 24.14 万次提高 1.41%；影响力指数（CI）学科排

序 11/92，基本保持不变。《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 年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 1.235，

比 2016 年的 1.054 提高 17.17%;Web 即年下载率 117，与 2016 年基本持平；Web 下

载量 9.92 万次，与 2016 年基本持平；影响力指数（CI）学科排序 27/92，比 2016

年的 33/90 提高 6 位。以上数据表明，两刊的主要技术指标均比 2016 年有一定幅度

的提升，尤其是《学报》影响力指数（CI）学科排序连续 3 年保持较高增长。表 3

是原财政部部属财经高校主办的学术期刊影响力指数及影响因子排名。

4.注重编辑理论与编辑思想的学习和更新，不断开拓办刊思路，通过主动出去

组稿，扩大优质稿源

杂志社一贯注重策划、组稿活动，通过主动出去组稿，扩大优质稿源。2018 年，

杂志社共组织并刊发的专家名家稿件 22 篇（见表 4），作者均是 985 高校博导以上

的专家学者。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大与学校教学学院和科研院所的合作，成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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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学术会议的学术媒体支持单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 8 月 5 日，杂志社联

合产业经济研究院承办了第一届大数据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

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史丹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清华大学中国

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教授，卢福财校长参加会议，进一步扩大了《当

代财经》的学术影响力，《当代财经》因此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一起共同成

为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的会刊。《学报》因持续推出高质量的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专栏论文，受到江西省新闻出版局白文松局长

的充分肯定和特别表扬。

5.编辑与研究并重，精品科研成果丰硕

为了构建学者型编辑队伍，杂志社鼓励全体编辑人员在完成规定工作任务的前

提下，不断加强专业学习、研究和创新，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这一年，我们在 CSSCI

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7 篇，其中第一作者权威刊物论文 4 篇；出版入选信毅

文库的专著 1 部；结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1 项；每位教授、

博士都至少作了一次学术讲座；科研总分 149 分，远远高出学校考核要求的 48 分；

人均科研分 11.5 分，比去年增加了 40%。常务副社长蒋尧明教授入选“财政部会计

名家培养工程”，是江西省高校首位入选者。王俊杰博士获评“江西省优秀期刊工作

者”和“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工作者”称号。

6.国际化办刊取得重要进展

2018 年，当代财经杂志社继续与中国知网进行战略合作，对《当代财经》《学

报》所发全部文章进行ＤＯＩ（DigitalObjectIdentifier）标识，为建立统一的中

英文知识链接系统提供技术标准和平台。据中国知网 2018 年 7 月提供的数据，《当

代财经》的机构用户已达 7275 家（去年是 4226 家），大幅提高 3049 家，其中海外

机构用户 137 家（去年是 130 家）；《学报》的机构用户已达 6345 家（去年是 5478

家），大幅提高 867 家，其中海外用户 137 家（去年是 130 家）。两刊的机构用户比

2017 年有大幅度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当代财经》《学报》在学术期刊中的

国际影响力。

两刊学术顾问

《当代财经》学术顾问（按汉语拼音排序）

邓子基洪银兴李京文廖进球刘志彪吕政史忠良苏东水王乔

王积业伍世安夏振坤张熏华赵曙明周三多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卫兴华厉以宁叶世昌江平许毅李京文李琮吴树青

黄达戴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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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刊编委会

《当代财经》编委会成员

编委会主任：卢福财

编委会成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巴曙松陈富良邓大松郭熙保何德旭胡大立胡援成贾康蒋金法

蒋尧明金祥荣李海舰李金昌李坤望李雪松卢福财陆铭陆正飞

马骏马海涛秦荣生芮明杰史代敏陶长琪万常选王秋石魏琳

吴俊培吴晓球许统生杨瑞龙张蕊张群群张亚斌郑振龙钟春平

朱平芳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编委会成员

编委会主任：卢福财

副主任委员：蒋金法（常务）邓辉

委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包礼祥陈始发严武蒋岩波蒋尧明张利国刘满凤陆长平

李秀香王展祥吴志军温锐匡小平曾剑平罗良清尹忠海

王自力陈明谢花林

（杂志社崔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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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单位

附中

一、学校概况

江西财经大学附属中学，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校，是

学子们潜心读书的学园，陶冶身心的乐园。

近年来，学校已成为本地“初中教育的一面旗帜”，学校先后荣获全省教育系

统“规范管理年”先进集体、中国创造学会创造教育实验基地、江西省中小学“素

质教育月”活动先进单位、南昌市实施素质教育工作示范学校、南昌市德育示范学

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南昌市校园文化特色学校等多项荣誉称号。

今秋中学部已搬入坐落于经开区枫林西大街 632 号的新校区，新校区占地面积

240 亩，内设 400 米标准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运动场所，建有条件

优越的学生食堂、学生宿舍等生活场所，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各类功能教室宽

敞明亮。

学校拥有一支师德优、素质好、业务精、学历高、教学强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124 名教职工中有省市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 20 人，高级职称 37 人，硕士研究生

26 人。

学校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深度剖析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积极

融入名牌高校自主招生活动，分析每个学生的个性和爱好，帮助学生制定个人生涯

规划。依托江西财大的优势资源，指导学生多元化发展，为学生升学增加机会。

全校教职员工团结务实，开拓进取，为把学校建设成省内知名的现代化、优质

化、特色化学校而不懈努力奋斗。

二、2018 年工作

在财大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在市教育局的业务指导下，附中紧紧围绕中

心工作和重点工作，团结一致，奋力拼搏，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各方面的工作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顺利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一）年度工作总体情况

1.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增强德育工作实效性

采取多种措施，着力学生习惯的养成。强化制度，重视团队、学生会机构建设，

强调引领示范作用。

开展各项有益的德育主题活动，寓教于乐。“学雷锋促成长”主题教育活动春

风化雨，在师生中掀起了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潮；“忆峥嵘岁月，

立鸿鹄之志”——江西人民抗日战争史迹展走进校园，图片生动再现历史，激发了

学生的爱国情怀；“一升水的约定”环保主题教育，提升了学生的文明素养，促进

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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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高效课堂建设为中心，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环节，狠抓教学质量，通过“劳动美”教学竞赛、“一师一

优课”晒课活动等，强化教师的教学质量意识。

狠抓课堂教学过程管理，落实“轻负高效”目标。通过教师间听课、评课等方

式，促进教师更新教育教学理念，交流经验，提高教学质量。通过月考、教学开放

日等方式及时检查反馈教学效果，敦促教师有的放矢，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加强毕业班管理，探索年级组管理模式，实行校际联考制度，开展励志宣讲活

动，促进毕业班的教育教学质量稳步上升。

3.以教师专业发展为契机，打造优秀师资队伍

加强师德建设，全面提升教师形象。通过教职工大会、党员大会、短信平台、

QQ 群等方式学习教师职业道德以及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实行师德规范一票否决制，

在学校工作中以争创省内名校的目标凝心聚力，引导教师讲正气、讲奉献、讲业绩、

讲团结。我校荣获 2018 年南昌市“六个一百”十佳师德标兵 1 人，2018“全省向上

向善好青年”荣誉称号 1 人。

重视队伍建设，促进教师成长。一方面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示范

引领作用，积极承办省市有助教师成长的活动，如承办了第十五届全省中学物理青

年教师教学大赛省直选拔赛，我校两位老师荣获一等奖。另一方面通过人才引进提

升教师队伍素质，满足学校做大做强的需求。今年带编引进省内名师 9 人，面向社

会人事代理考核择优引进 14 人。

4.以加强党的建设为根本，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重视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抓政治任务的完成，抓重大活动的组织，抓焦点问题

的解决，注重党的十九大精神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深入

开展了“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工作，积极组织经典诵读活动，参赛师生均获三

等奖。

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丰富党员活动日内容，引领党员立足岗位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

5.以强化安全教育为抓手，创建平安和谐校园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安全管理工作方针，狠抓落实，完善制度。成立

了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做到领导落实、岗位

落实、措施落实。

注重安全教育，提高防范能力。结合重大事件、节假日、纪念日做好安全知识

宣传教育活动，通过黑板报、展板、主题班会等形式，对学生进行防火、防盗、防

骗、防溺水等安全预防教育，同时开展以提高学生自护、自救、防灾、逃生能力为

主题的教育、演练活动，提高了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提升了全方位育人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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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对校舍、教育教学设施、电路、消防设施等进行大检查，排查隐患，随时

通报，建立台账及时消除隐患，先后组织五次全校性安全隐患大排查，共排查和消

除大小安全隐患六十余处，确保了校园平安和谐。

6.以规范后勤管理为基础，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后勤工作人员树立了服务师生、服务教学、服务学校发展的思想，降本增效，

开源节流，确保学校中心工作的顺利展开。如：积极筹备校区搬迁工作；及时拆除

危旧自行车棚、铲除存在安全隐患的竹林；不断推进校园综合整治工作；对卫生间、

多媒体、广播、监控等设备进行维修；实行了校园卫生物业服务外包。进一步改善

了办学条件，优化了校园环境。

（二）重点工作

1.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实施“名师强校”战略。今年通过多渠道从省内重点中

学带编引进高中各学科名师 9 人，其中具有正高职称 2 人、特级教师 2 人、省市级

学科带头人 6 人。面向社会以人事代理方式公开招录优秀青年教师 14 人。大幅度优

化了教师队伍结构，通过示范课、专题讲座、教学研讨等方式让名师在各自岗位上

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

2.改善办学条件，提升硬件实力。高中部迁入枫林园校区办学，场地拓展，具

备了提供食宿的条件，提高了师生学习生活水准，目前高中住校生达 200 余人，占

高中在校生人数的三分之二。今年暑假在两个校区的教学楼共更新多媒体设备 40

套，补充了其它一些办公、教学设备，改善了办学条件。

3.逐步扩大办学规模，逐渐优化生源结构。今年，高一招录新生 180 余名，人

数超过了去年的 2 倍，近 90%为线上生，最高分接近 600 分。小学一年级扩招一个

班，教工子女入学率较以往有所提高。目前全校班级数由去年的 38 个班增为 41 个

班。规模略有扩大，素质略有提升。

（三）工作突出成效

1.依托大学学术支持进行财商课题研究，开展“我是财商小作家”等财商教育

活动，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觉、觉中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金钱观、

价值观。

2.召开第十五届班级管理艺术研讨会，邀请专家做主题讲座，遴选校内优秀班

主任做经验交流，分组讨论就问题困惑商榷策略，有效提升班主任管理能力。

3.第六届国际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我校选手闯入决赛，并在澳大利亚举办的“挑

战 D：结构类”国际决赛中力克群雄，荣获国际金奖（世界亚军）。高一年级启动了

国际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培训工作，我校两支代表队首次参加中国区复赛，分获二、

三等奖，参赛学生均取得高校自主招生资格。

4.举行“红旗飘飘，引领成长”魅力校园文化艺术节暨“六一”庆典活动，展

示了学子们的才艺成果，体现了附中素质教育强校的教育理念。通过网络直播让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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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5.组织“拥抱春天，砥砺前行”社会实践研学旅行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走

进自然，在观察、体验、参与中磨砺意志，学会合作。

6.校足球队组建以来，训练有素、积极备战、屡获佳绩。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发扬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超越自我，争创品牌，

续写附中辉煌新的篇章。

(附中张俊琦提供)

医院

一、总体情况

2018 年，在校党委行政正确领导与支持下，在分管校领导倾力督导和帮助下，

医院领导班子齐心协力，通过全院职工的不懈努力，推进医院综合改革和发展建设，

提升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水平，确保校医院的卫生安全、疾病预防、医疗保健、健

康教育、计划生育、爱国卫生等公益性任务切实完成，有力支持学校教育事业发展。

以综合改革为中心，围绕改革要求，主要做好以下重点工作，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二、重点工作（综合改革）

（一）、党建、分工会工作。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党员教育工作，切实加强从严治

党要求和党建工作，提高党员的整体素质，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坚持开展“三会一课”、“党员活动日”学习教育，加强

党员骨干队伍的学习和培养，党员的觉悟显著提高，在各方面工作中都能起到先锋

模范作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巡视整改照单全收，建章立制促长效，以廉政

巡察情况的反馈意见为遵循和依据，以力求实效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倒逼整改，

举一反三，明确整改落实的具体内容、具体措施、责任领导和完成时限，把照单全

收的问题彻底解决到位，并建立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防止问题的发生；严抓班子建

设、科室建设，落实领导班子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带好头、把好关，作为干部中

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起到凝聚人心，形成工作合力，

抓思想、抓业务、抓服务，提高领导班子凝聚力，为医院各项工作发展提供强有力

支撑；坚持以人为本，发挥分工会职能，积极落实学校工会年度民生工程，关爱困

难职工，丰富职工活动形式，引导职工健康生活方式，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引导职

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二）狠抓队伍建设，培引并举促提升。

持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着力选拔优秀干事人才。校医院合理设置机构并配备

人员，将原来的 8 个机构精简到党政办公室、医保办、医疗科、公共卫生科、麦庐

园卫生所 5 个内设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和科室协调能力，内部提拔一名副院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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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市人民医院引进一名副院长，按程序选聘科级干部，选好用好人才，为医院综

合改革提供有力保障。

强技术骨干队伍，加强业务学习和基本技能培训，培养打造出一支敢看病能治

病能治好病的医疗队伍，从医疗能力上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筑巢引凤，加大

人才引进力度，为提升医院医疗水平，医院今年从三甲医院引进了三名有丰富临床

经验的医师，为医院补充新鲜血液，带来新技术和新管理理念。

（三）构建现代医疗体系，着力提高医疗及服务水平。

改革工作启动以来，医院多措并举，着力美化校医院就医环境，解决师生员工

看病贵、看病难、医疗服务水平不高的等问题。取消教职工挂号费，实行免费取号，

先看病后收费，简化了就医流程，为教职工缩短了就医时间；通过学校民生工程项

目取消药品加成，让利于师生员工，体现了学校、医院关注民生的意识，积极参与

民生工程建设的决心；开通医院微信公众号，绑定个人一卡通，通过该公众号，大

学生可以查询医保门诊账户余额，教工可以查看历年体检结果，了解医院信息；开

通移动支付，大大方便师生员工就医付费；更换医院标识牌，统一化、清晰化、人

性化标识系统，方便师生就诊；就医环境温馨整洁，患者看病更舒心，医院大门、

外科诊室、护理配置室、妇科门诊手术室进行装修改造，各楼层卫生间更亮堂洁净；

加大力度更换软硬件设备仪器，包括添置更换电脑，更新信息系统，引进自动生化

仪、C 反应蛋白检查仪等，提高了诊疗水平，为师生员工就近就医提供方便；保障

校园食品安全，让师生员工饮食无忧，重视食品卫生检查工作，先后共 7 次对学校

招待所、各食堂饮食饮水进行取样抽查，督促检查效果明显；强化医疗保障，支持

学校教育事业，对学校和各部门各种活动的医疗保健工作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与往

年相比，2018 年的保健工作频繁，仅 9 月至 11 月共派出各类医疗保健 109 人次，

处理各种突发伤病情十余次，为某学生家属提供 24 小时全天候保健服务长达六天，

为学校安全和稳定做出了贡献；加强对外交流合作，今年与江西省人民医院、南昌

普瑞眼科医院、南昌经开区卫计办等多家单位开展了交流合作，在全国高校理事会

医学分会年会在南昌召开期间，来自全国近 70 家高校医疗机构领导来我院参观交流，

扩大了学校的影响和知名度。

（四）突出特色立院，打造片区品牌。

校医院充分认识到医院所处的定位、环境、地理，立足于基层，放眼于未来，

力求打造自己的特色专科，如口腔科、康复理疗科、妇科等。加大软硬件投入，打

造医院品牌，开展新项目，解决了师生实际问题，得到了师生的认可。目前，特色

专科初步取得成效，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五）开门办院，高位嫁接。

开展对外合作医疗，推进医联体合作，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为师生就医和保健

提供绿色通道，与省市三甲医院探索建立医联体模式，组织专业技术医务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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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医务人员进修、组织健康教育讲座，为学校教职工上级医院提供体检、住院等

预约服务，开辟绿色通道。目前已与江西省人民医院签署医联体协议，与南昌普瑞

眼科医院达成深度合作协议，另外，校地合作取得成果，已与经开区卫计委签署国

家基础卫生服务协议。通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建立和完善慢性病防治

网络，更好地为全校师生员工提供基础卫生服务。

三、突出成效

通过改革，校医院医疗水平、医疗服务和管理已初显活力，初见成效：

1.医疗业务量，2017 年全年门诊 35097 人次、门诊收入 258 万余。2018 年 1-11

月门诊 51291 人次，门诊收入 300 万余元，门诊及住院手术 115 余次，静脉及肌注

达 7500 余人次，药房发药 5.1 万人次；

2.随着诊疗技术水平提高，药品品种齐全，医疗质量提升，服务态度改善，师

生员工对医院的信任感增强，到校医院就医的教职工明显增多，并得到他们的好评；

3.今年化验室新添了 CRP 仪器，增加了甲状腺功能、激素六项和血 HCG 检查，

不用到市内大医院即可完成相关检验检查，检验业务量与以前同时期相比有了明显

的增大；

4.改革后广大职工群众精神饱满，工作热情高涨，工作积极性提高，能主动积

极参与医院各项工作并出色完成学校各项保健任务；

5.服务态度明显改善，冷、硬、推、散现象减少，解释到位，投诉明显减少，

得到广大教职工的肯定和表扬。

(校医院赵禹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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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榜

2018年度校属单位受上级部门表彰情况一览表

报送单位 所获荣誉名称 授予单位

组织部、人事

处、党校

2015-2017 年度省派单位定点帮扶贫困村工作先

进单位
江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17-2018 江西省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先

进集体

江西省高等学校人事管理研

究会

党委宣传部、

文明办

江西省直机关第十四届文明单位 江西省直机关文明委

2017-2018“中国大学官微百强”奖 中国青年报

文明校园“大家谈”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工委、江西省教育

厅

江西十大高校微信公众号 江西省新媒体协会

党委统战部

2017 年度全省统战宣传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江西省委统战部

2017 年度全省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成果奖 江西省委统战部

2017 年度民革全省参政议政工作先进单位 民革江西省委员会

民盟思想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民盟中央委员会

2017 年度民建省直基层工作先进单位 民建江西省委会

农工党“三星级省直基层组织” 农工党江西省委会

2017 年度省直基层组织考评思想建设先进集体 九三学社江西省委会

学生工作部

（处）
江西省高校学生公寓（宿舍）管理先进集体

江西省高校后勤协会学生公

寓管理专业委员会

工会

第三届江西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教育工

会

第三届江西省教育工会教职工气排球比赛优秀组

织奖
江西省教育工会

教务处 江西省工人先锋号 江西省总工会

研究生院 江西省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办公室、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枫叶杯第七届“我与外教”全国征文大赛暨“外

教看中国”摄影展评活动优秀组织奖

国家外专局国外人才信息研

究中心、《国际人才交流》杂

志

江西省第六届我给留学生汉语大赛最佳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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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单位 所获荣誉名称 授予单位

后勤保障处

2017 年度公共机构节能先进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2017-2018 年江西省高校后勤餐饮管理先进单位
江西省高校后勤协会伙食管

理专业委员会

物业管理先进单位
江西省高校后勤协会物业专

业委员会

江西省高校后勤工作先进单位 江西省高校后勤协会

保卫处

江西省平安校园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江西

省教育厅

2017 年度全省综治工作（平安建设）先进单位
江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

员会

招生就业处

2016-2018 年度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

估优秀等级高校
江西省教育厅

2016-2018 年度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

进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图书馆

获中国图书馆学会“寻找图书馆最美阅读空间、

人文阅读”摄影作品公益展入围展览奖
中国图书馆学会

获首届“乐研杯”全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

大赛全国总决赛优秀组织奖

中国高教学会高等财经教育

分会

获江西高校图书馆联盟阅读推广交流会特等奖

《蛟湖书声》
江西高校图书馆联盟

2018 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
江西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

作委员会

文献传递先进集体 江西高校图书馆联盟

馆际互借先进集体 江西高校图书馆联盟

宣传报道先进集体 江西高校图书馆联盟

招标采购中

心
2018 年度全国政府采购先进采购单位

第十四届全国政府采购集采

年会组委会

国际学院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共青团中央

继续教育学

院

优秀成人继续教育院校 江西省开放教育协会

2017 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中共东湖区董家窑街道工委

东湖区董家窑街道办事处

现代经济管

理学院

全省五四红旗团委 共青团江西省委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NECCS）优秀组织奖
高等学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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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单位 所获荣誉名称 授予单位

2018 第七届全国全民健身操舞大赛江西赛区优秀

组织奖
大会组委会

全省高校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合唱 三等奖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江

西省教育厅

“中国梦 劳动美比赛”道德风尚奖
共青城市总工会 、共青城市

教育和体育局

“江小红的人道课堂”红十字救护知识网络竞赛

团体组织奖一等奖

江西省学校红十字会工作委

员会

全国大中学生第七届海洋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优秀

组织奖

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中

国海洋大学、国家海洋局北海

分局

工商管理学

院

十佳联合会奖 中国 MBA 中部联盟

第四届中国大学生人力资源职业技能大赛中东部

赛区团体一等奖
劳动经济学会

第四届中国大学生人力资源职业技能大赛中东部

赛区团体三等奖
劳动经济学会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全国办税技能竞赛团体二等奖 全国办税技能竞赛组委会

会计学院

ACCA 卓越教育奖 英国特许会计师公会

ACCA2018 年度优秀高校 英国特许会计师公会

团中央“丝路新世界 青春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

期社会实践专项优秀团队
共青团中央

金融学院 2017-2018 年度全省五四红旗团委 共青团江西省委

国际经贸学

院

2018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泰安杯”流

通经营模拟竞赛暨第五届海峡两岸流通经营模拟

大赛大陆地区总决赛最佳院校组织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与贸易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8 全省高校标准化党员活动室 江西省教育工委组织部

信息管理学

院
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2018 大学生知行计划立邦“为爱上色”中国大学

生农村支教奖全国铜奖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立邦中国

江西省环保社团十佳创新组织奖 江西省环保厅

中国大学生保险责任行全国铜奖
团中央网络影中心、中国保险

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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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单位 所获荣誉名称 授予单位

中国大学生农村支教全国优秀奖
中国大学生社会实践知行促

进计划执委会、团中央学校部

第九届全国高等院校学生“斯维尔杯”建筑信息

模型（BIM）应用技能大赛优秀院校组织奖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软件与物联

网工程学院

第九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江西赛区优秀组织单位奖

蓝桥杯全国软件与信息技术

专业人才大赛组委会

第九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江西赛区优胜学校奖

蓝桥杯全国软件与信息技术

专业人才大赛组委会

江西省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最佳组织奖 江西省计算机学会

人文学院

2018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千校千项”全国最具影响好项目

团中央学校部、中国青年报

社、人民网

全国大学生百强暑期实践团队 中国青年报社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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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先进单位

信息管理学院，统计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

生态文明研究院，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共建工作办公室，党委组织部、人事

处、党校，党委宣传部、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处，图书馆，

档案管理中心。

2018年度嘉奖单位

金融学院（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国际经贸学院，工商

管理学院，会计学院，协同创新中心，《当代财经》杂志社，国际学院，党委统战部，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教务处、本科教学评估中心，研究生院、研究生质量监督与评

估中心，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财务处、财务结算中心，后勤保障处、节能中心，计

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保卫处、人武部、综治办，教

师教学发展中心。

2018年度综治工作先进单位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共建工作办公室，组织部、人事处、党校，金融学院，

会计学院，宣传部、文明办，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统战部，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

院，学生工作部(处)，人文学院，教务处，马克思主义学院，财务处，现代经济管

理学院，保卫处、人武部、综治办，后勤保障处，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招

标采购供应中心，生态文明研究院，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档案管理中心

2018年度“教学十佳”

罗春林(信息管理学院) 谭亮(信息管理学院)

黎建军(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爱国(软件学院)

钟小林(金融学院) 严伟(体育学院)

邹勇文(旅城学院) 张相森(艺术学院)

华长生(信息管理学院) 邹艳芬(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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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主干课程金牌主讲教师

序号 学院名称 姓名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1
工商管理

学院

郭 英 30322 《创业计划》

2 仲 昇 303E3 《物流学》

3 朱建斌 00053 《人力资源管理》

4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黄思明 15283 《税法》

5
会计学院

管考磊 02733 《中级财务会计 1》
6 熊家财 02112 《国际财务管理（双语）》

7 熊凌云 02622 《创业财务管理》

8 国际经贸
学院

陈 琦 11263 《国际市场营销（双语）》

9

经济学院

黄文华 05033 《宏观经济学》

10 陶 然 05043 《微观经济学》

11 许昌平 05043 《微观经济学》

12 杨 勇 05103 《政治经济学 1》
13 金融学院 胡志军 01663 《金融计量学》

14 统计学院 谭 利 0305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5
信息管理

学院

李圣宏 03264 《数据结构》

16 刘喜平 03045 《程序设计基础》

17 罗春林 03023 《微积分 1》
18 谭 亮 33012 《计算机应用基础》

19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田逢军 16A33 《旅游学原理》

20
软件与物联网
工程学院

蔡 鹏 17874 《电磁场与电磁波》

21 汪 靖 48074 《Java程序设计》

22 胡冬萍 18764 《离散数学》

23 人文学院 朱佑伦 08052 《大学语文》

24
艺术学院

江灶发 20853 《观赏植物学》

25 张相森 20363 《设计色彩Ⅰ》

26
法学院

熊玉梅 07064 《民法总论》

27 谢红星 07752 《中国法律史》

28
体育学院

刘 璇 10461 《体育 3》
29 吕卫华 10461 《体育 3》

30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黎建军 0901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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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青年教师教学奖”

郭 英(工商管理学院) 蔡 鹏(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

朱建斌(工商管理学院) 熊家财(会计学院)

朱佑伦(人文学院)

2018年度“科研十强”

谢花林 生态文明研究院 陈始发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凌爱凡 金融学院

刘喜平 信息管理学院 蒋含明 国际经贸学院

杨得前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徐 斌 统计学院

黄先明 国际经贸学院 邹秀清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8年度“青年教师科研五强”

方玉明 信息管理学院 平卫英 统计学院

刘启华 信息管理学院 吴光东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王展祥 当代财经杂志社

2018年度“服务十优”

胡 坤 廖春妍 谢行焱 何金伟 纪 江

许丽艳 苑 珺 姜 锐 柯玉莲 胡源源

第四届“教育成就奖”

李志强 杨 荣 陈春霞 陈海花 胡宇辰

姚林香 蒋岩波 舒 辉 廖进球 魏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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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十大优秀研究生导师”

许统生 国际经贸学院 刘 建 国际经贸学院

张利国 经济学院 刘小瑜 统计学院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方玉明 信息管理学院

吴光东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杨德敏 法学院

黄淑英 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 谢花林 生态文明研究院

2018年度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优秀单位和先进单位

一、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优秀单位(8 个)

信息管理学院、统计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金融学院、会计学院、旅游

与城市管理学院、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经济学院。

二、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先进单位（12 个）

工商管理学院、国际经贸学院、人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生态文明研究院、

法学院、体育学院、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院、生态经济研究

院、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协同创新中心。

2018年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一、先进单位

国际经贸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二、先进个人

刘晓泉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 青 人文学院

阮艳平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王 平 工商管理学院

张 毅 金融学院 谭育华 统计学院

2018年度校友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一、校友工作先进单位（5 个）

工商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二、校友工作先进个人（10 人）

彭 敏（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 邹春发（信息管理学院）

周 洪（金融学院） 姚 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娄 玮（会计学院） 郭 勇（经济学院）

陶志超（艺术学院） 刘慎河（国际学院）

邢显黎（校友联络办公室） 许 欢（学生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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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一月

1 日零时，我校在蛟桥园、麦庐园两个校区同时举行元旦零点升旗仪式。校长

卢福财及多位校领导和学校师生 5000 余人参加活动。

2日，校党委书记王乔发表【千字文】：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2 日，南昌市社联印发《关于印发南昌市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第一批)名单的通

知》(洪社字[2017] 16 号)通知，我校“南昌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等 5 个基地获

批，立项数排名第一，标志着我校人文社科研究建设水平再上新的台阶。

2 日，江西省第一届“元旦杯”气排球公开赛在南昌大学前湖校区圆满落下帷

幕，我校女排派出以大一大二为主的新生队伍经过三天鏖战，获高校女子组第二名

的优异成绩。

2 日，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和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7 年 12 月 27 日《关于通过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的函》（学

位中心[2017]146 号），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EMBA 教育学院于 2015 年 12

月提出 MBA 项目、EMBA 项目的认证申请，经认证专家组资格实地考察和现场认证、

认证工作委员会审议投票表决，获准通过。

2 日，江西省内部审计师协会下发了《江西省内部审计师协会关于表彰全省内

部审计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的通报》（赣内审协会【2017】8 号），我校获

“2014—2016 年度全省内部审计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熊立芬获“2014—2016 年度

全省内部审计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2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 2017 年度深圳市政府重大调研课题

结题评审。我校生态经济研究院曾永明博士主持的《人口政策与深圳可持续发展研

究》，研究成果获得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高度认可。

2日，我校 2018 年学生海外短期研习项目评审会召开。副校长王小平出席会议

并主持评审会。

2日，我校召开了 2017 年度教师公派访学经验分享会暨行前教育会。王小平副

校长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日，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学校内涵建设为主题的教育思想大讨论座

谈会在蛟桥园南区 11 楼第三会议室举行。校长卢福财出席并讲话。

3 日，校党委学工部近期组织全校优秀辅导员为当代青年学生开展“不忘成长

初心，牢记时代使命”主题宣讲教育活动。

3 日，我校人文学院蒋国河副院长在中国社会科学网首发学术论文《专业社会

工作在农村反贫困中的介入视角与实践空间》。

3日，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吴永明一行来校调研。

http://news.jxufe.cn/news-show-325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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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12 月 26 日至 31 日，国际经贸学院国际化项目小组成员黄先明博士、陈

琦博士、蒋含明博士带领 2017 级硕士留学生赴广东进行“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专

题调研。

3 日，教务处在蛟桥园 3212 教室组织召开 2018 年跨学科交叉专业和交叉融合

课程申报交流会。

3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副校长刘小丽、阙善栋、袁雄一行来到蛟桥园图文信

息大楼，实地察看大楼建设情况并就搬迁工作开展情况提出了指导意见。

3 日，我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的新进教师培训完满收官，校党委书记王乔

作题为“大学教师的责任和使命”的专题讲座，来自全校 60 位新进教师参加了培训。

3 日，校长卢福财主持召开学校基本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工作例会。副校

长刘小丽、阙善栋、袁雄出席会议。

4日，副校长阙善栋主持召开我校 2017 年公共机构节能考评大会，迎接由谭伟

力为组长的省教育厅公共机构节能考评组（第一组）来校检查考核。

4日，上午 10 点，校长卢福财教授在蛟桥南区迎宾厅亲切会见腾讯公司区域总

编辑陈博先生一行。

4日，在 2018 年新年到来之际，校长卢福财、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来到我校教

职工公寓，亲切走访并慰问我校新疆内派教师，学工部（处）长郑赟一行陪同。

5 日，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吴志军教授执笔的调研报告《科技创新

驱动产业升级——广东的经验及对江西的启示》（江财智库专报，2017 年第 43 期）

获江西省常务副省长毛伟明和副省长谢茹批示。

5日，当代财经杂志社两刊 2017 年度编委会召开。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两

刊编委会主任卢福财、校党委副书记、当代财经杂志社主编蒋金法，副校长、当代

财经编委会副主任王小平出席会议。

5日，江西省科技厅党组书记郭学勤率团到访我校，与我校商谈战略合作事宜。

5 日，校团委举行党员活动日，本次党员活动日以坚决反“四风”为主题，校

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杨建林，校团委党支部全体党员参加本次活动。

5 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精准资助大学生千人计划”助学金颁奖仪式

举行。

7日，经济学院首届深圳校友会“鹏城创志”奖学金颁奖大会暨“创业人生·职

业之路”优秀校友论坛在蛟桥园综合楼八楼隆重举行。

7日-8 日，由财政部指定政府采购宣传媒体政府采购信息报联合政府采购信息

网举办的“15 周年双庆典暨 13 届全国政府采购集采年会”在北京召开。在本届盛

典颁出的政府端奖项中，我校荣获“政府采购 15 年全国 15 佳内控制度”奖。

8 日，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网站公布

2017 年学位授权审核结果公示名单，我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 2个学科入选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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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公示名单。

9 日、12 日，国际经贸学院先后网络面试了来自美国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的侯娱林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学贺翀博士。

10 日，学校召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集中考评大会。

10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学校“2017 年工作总结”“018 年工作要点”

两个征求意见稿座谈会。

10 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全省高校宣讲党的十九

大精神现场学习交流会在江西师范大学举行。我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应邀出席会议，

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金海代表学校在交流会上发言。

10 日，校长卢福财、副校长阙善栋一行赴我校定点帮扶的铅山县虹桥乡桥亭村

调研帮扶工作进展，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10 日，考文垂大学孔子学院主办的“中英人文交流对话——‘一带一路’倡议

对英国高等教育影响”论坛（A People to People Dialogue ---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Potential for UK Higher Education）在考文垂

大学会议中心成功召开。考文垂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张曦凤出席论坛。

11 日，副校长王小平来到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就积极推动智慧江财建设进行工作

调研。

12 日，我校 2017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学术

报告厅隆重举行。

12 日，大唐国际教育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润达一行 4人到访我校。王小

平副校长亲切接待了来宾，并就双方合作相关事宜与来宾进行了交流。

12 日，校工会组织召开了 2017 年全民健身工会总结表彰暨迎新联谊会。

12 日，九三学社江西财经大学支社召开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暨提升议政建言能

力专题交流会。省科技厅厅长、九三学社省委会副主委洪三国出席并讲话。

12 日，《光明日报》理论版（11 版）刊发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陈成文教授、贵

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胡彬彬联合撰写的理论文章《我们党对民生

建设目标的新认识》。

13 日，我校留学人员联谊会、摄影学会一行近 30 人在副校长王小平率领下，

前往湖口县考察调研。

14 日，校党委常委班子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专题学习暨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 2018 年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举行。

14 日，江西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中心授予我校体育学院 2017 年度组织工

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同时，我校王建飞、于璐晗、柳华斌三位同学获得先进个人

称号。

14 日，中国(深圳)第五届“创互联网金融无限未来”高峰论坛暨行业颁奖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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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隆重举行。论坛由江西财经大学深圳研究院、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商会、前海

国际资本管理学院主办。

14 日，首届“全国互联网+生命周期评价比赛”在北京举行。我校组建了来自

旅城学院及生态经济研究院共 8 人的研究生团队参与了此次比赛，在指导老师黄和

平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斩获大赛第四名三等奖。

15 日，全校 2017 年度工作工述职考评大会举行。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

财分别出席并听取了党政管理单位、教学单位的述职。

15 日，在全校 2018 年人才工作会暨江西省“双千计划”申报工作宣传动员会

上，校党委书记王乔讲话紧扣“推进‘双一流’建设，开创学校人才工作新局面”

主题，“人才工作”成为重要关键词贯穿讲话始终。

15 日，我校评选出第七届“师德标兵”， 具体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宁 杨荣 杨得前 吴朝阳 利忠 张定鑫 陈家琪 罗世华 钟元生 谢盛纹。

16 日，经济学院领导班子召开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

16 日下午，招标采购中心召开 2018 年度工作务虚研讨会。

16 日，金融学院召开 2017 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16 日，副校长王小平率领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肖珑处长、吕腮菊副处长和教务处

廖国琼副处长（主持工作）一行四人来到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进行调研。

16 日，会计学院召开 MPAcc 现场认证动员大会，副校长刘小丽教授出席大会。

16 日，学校召开 2017 年度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测评大会。

17 日，国际经贸学院领导班子召开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

17 日会计学院召开了 2017 年度处级党员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

17 日，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信息技术学院（University of Jyvaskyla）科研

副院长 Mikko Siponen 教授、爱沙尼亚塔林理工大学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郑小松一行

访问我校。

17 日，江西对外公布了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校党委书记王

乔、副校长邓辉当选为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7 日，从江西省教育厅获悉，江西本科高校教育国际化水平 2016 年排行榜公

布，我校蝉联全省第一。

17 日，信息管理学院高标准地召开了学院 2017 年度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18 日，政协江西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名单公布。在这份 591 人的名单之中，

我校包礼祥、刘仁彪、朱丽萌、肖峻、易有禄、吕晓梅、郑志强等七位教师名列其

中。

18 日，副校长刘小丽代表学校走访看望人文学院曹里萍、统计学院万兆泉、经

济学院黄颉等部分困难职工代表。

18 日，我校召开了 2018 年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动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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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2017 年度学校情况老同志通报会召开。

21 日，国际学院 2017 年“up 计划”年度总结大会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八楼国

际学院会议室进行。

22 日，副校长欧阳康到人事处传达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精神，并对近期学校重

点人事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动员。

22 日至 26 日，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南昌召开。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卢福

财列席开幕会、大会发言和闭幕会。我校省政府参事温锐及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彭清宁全程列席会议。

22 日，2017 年度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召开。省纪委常委郑光泉、省委组织部

干部四处调研员周本林、省纪委纪检七室副主任石军英出席并督导。校党委书记王

乔主持。

23 日，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南昌隆重开幕。校党委书记王乔、副校长邓辉

作为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出席会议。我校包礼祥、刘仁彪、朱丽萌、肖峻、易有禄、

郑志强、吕晓梅等 7 名党外代表人士作为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列席了会议

23 日，后勤保障处召开了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部署了假期安全大检查，消除

安全隐患。

23 日至 24 日，校长卢福财带领学工部、宣传部以及相关学院负责人进村入户，

到学校贫困生所在的丰城市、鄱阳县、万年县等地开展贫困生家庭走访工作。

24 日上午，江西省教育工会常务副主席黄虹、办公室主任帅涛一行专程来到我

校，亲切慰问了我校省劳模、会计学首席教授、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蕊教授及

困难职工代表图书馆李先花老师，送上新春祝福和慰问金。

25 日至 26 日，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来到遂川县实地走访在校贫困生家庭。

27 日傍晚，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冒着冰雪天气前往食堂、学生宿舍看望寒假留

校学生。

28 日，江西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我校李秀香教授当选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8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的第六届大学生公益领袖集训营暨新长城自强社社

长培训班在京正式开营。新长城江西财经大学自强社社长曾祥荣、副社长兼善行 100

爱心包裹负责人钟毅红应邀参加相关活动。

二月

1 日，几十名来自国际学院、体育学院、统计学院、信息管理学院、软件与物

联网工程学院、人文学院的留校学生，校属各单位值班干部职工、校园住户和各校

区物业公司等上百人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校园大清扫。

1 日，副校长王小平一行在大唐国际教育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与哈佛大学教授、

全球企业服务公司董事会主席和全球企业服务公司生物制药研究和发展集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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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ar L. Kashala 进行会面，三方就合作相关事宜进行了深入会谈。

1日，江西省直机关文明委发出《关于表彰省直机关第十四届文明单位的决定》，

我校被授予“江西省直机关第十四届文明单位”称号。

1日，江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发《关于表彰 2017 年度全省综治工作

（平安建设）先进集体的决定》（赣综治委[2018]1 号）文件，我校被评为 2017 年

度全省综治工作先进单位。

2日，全省社会领域重大重点项目推进现场会在我校蛟桥园招待所会议室召开，

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卫计委、省住建厅、省旅发委、省体育局、省文化厅、省

新闻广电出版局、省残联及各设区市发改委相关人员共 90 余人参加会议。我校副校

长阙善栋出席了会议。

2日，江西省教育厅公布了 125 门 2017 年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慕课）立项

建设公示名单，我校申报的 10 门课程中有 9 门课程成功入选。

3 日晚，以“信敏廉毅江财人，励精图治中国梦”为主题的深圳校友会第一届

春节联欢晚会于福田会堂圆满收官。

3 日，我校生态文明研究院肖文海教授负责的研究报告《壮大我省节能环保产

业的对策思考》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伟明批示。

3日，我校从近 1000 所院校中脱颖而出，获得教育部“助学·筑梦·铸人”主

题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是我省唯一连续两年获此表彰的高校。

5日，“守初心 聚合力 展宏图”——民建省直高校基层组织 2018 年新春联谊

会在我校举行。

5 日，会计学院院长章卫东代表学院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温秋

菊女士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7 日，财务处党支部认真开展了二月“党员活动日”活动，活动由处长汪宗亮

主持，支部全体党员参加，副校长刘小丽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活动。

7日，全省统战部长会议在南昌召开。我校统战部荣获 2017 年度“全省统战宣

传信息工作先进单位”，推送的统战工作实践项目《凝心汇智 搭台引路 助力党外

人士提升建言实效》获评 2017 年度全省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成果奖。

7 日，江西省肿瘤医院院办主任王新春、基建办主任孙志勇等一行五人莅临我

校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参观交流。

7 日，江西省图书馆馆长周建文带领省图书馆领导班子一行五人，来我校蛟桥

园北区新图文信息大楼调研学习，副校长刘小丽与来宾进行了交流。

8日，校长卢福财、副校长王小平来到留学生之家看望寒假留校的 73 位留学生。

8日，我校法学院与江西省公证协会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南昌举行。

11 日，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项目开发部部长王立社、大唐国际教育发展控股有

限公司总经理陆润达等一行 5人来访我校，王小平副校长亲切接待了来宾，国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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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交流处肖珑处长参加了会见。

16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深入基层一线看望慰问了除夕之夜依旧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的职工。

22 日，经专家评审、社会公示并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研究

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招标项目评审结果于 2018 年 2 月正式公布。

以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李春根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的课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

度监测与政策优化研究》成功获批，这是我校、乃至我省公共管理学科首次获得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2 日，校长卢福财教授在《光明日报》第 06 版发表题为《以实体经济为核心

建设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的理论文章。

28 日，后勤保障处召开新学期副科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后勤保障处处长李新

海主持，阙善栋副校长到会指导工作。

28 日，《人民日报》第 14-15 版刊登了《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我

校艺术学院学生赵向佳楠被推选为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之一。

三月

1 日，校党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

2 日，校党委宣传部召开新学年首次新闻发布会，邀请图书馆副馆长郑淑娟做

客演播厅，就新图书馆正式启用的相关情况进行发布。

3 日，第二届亚洲美术双年展在香港中央图书馆隆重开幕，我校艺术学院张相

森博士的美术作品参展并荣获优秀奖。

3 日，校长卢福财在副校长邓辉、阙善栋陪同下，走进食堂、教学楼、体育场

馆、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和学生宿舍，深入细致地检查了全校开学准备工作。

3 日，新学期的第一天，袁雄副校长对青山园校区江南大厦、枫林园校区原购

物广场的闲置利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工作调研。

3 日，会计学院召开我校 AAPEQ 现场认证迎评工作推进会，副校长刘小丽出席

会议并讲话。

3日，新图文信息大楼式落成并投入使用。

3 日，经济学院在综合楼八楼会议室召开了新学期第一次党政联席会，学院领

导班子成员及各系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4日，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 2018 年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简称“优

本”项目）的立项结果，我校 2018 年共获批 13 所院校 39 个名额，较 2017 年增加

3所院校、5 个名额，获批院校和名额再创佳绩。

4日，团中央公布 2017 年全国高校“活力团支部”评选结果。江西财经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2015 级 6 班团支部、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5 级团支部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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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副校长欧阳康调研指导信息管理学院人才工作。

4 日，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我校贸易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李秀香教授接

受中国日报网专访，发出了江财好声音。

4 日，我校召开全校中层干部大会，学习传达近期省里相关重要会议精神，部

署 2018 年学校工作。

4 日，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我校环境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民建江西财

经大学委员会主委李秀香就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问题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

4 日上午，党委常委、副校长袁雄主持召开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

年（建校 95 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专题会议。

4日上午，工商管理学院召开毕业班班主任会议，一齐商讨 2018 届毕业生相关

工作。

5 日，副校长王小平来到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校区，就新学期各项工作进行

调研，并出席“财大雅苑”项目推进会。

5 日，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碧水行动协会被评为全省高校青年志愿者环保宣传

实践活动中的“十佳创新组织”，碧水行动协会会长蔡硕坤被评为“十佳宣传骨

干”。

5 日，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袁雄来到附中视察开学工作，附中乐东明校长和邓

必礼书记陪同随行。

5日，校团委组织青年师生集中收看了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式。

5 日，校长卢福财、副校长邓辉对蛟桥园和麦庐园两个校区的教学情况进行了

检查。

5 日，校纪委监察处召开新学期工作布置会，传达有关会议精神，布置新学期

学校纪检监察工作任务，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同志出席会议，纪委监察处全体工作人

员参加。

6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在枫林校区 N108 报告厅召开新学期全院教职工大会，

副校长王小平到会指导，学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出席大会。

6日，2018 年第一次教学工作例会在教务处召开。

6号，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召开分团委学生会全委（扩大）会议。

7日，网络信息管理中心日前推出物联网感知设备+微信小程序实现点到、互动

课堂的方案。

7日，我校组织申报了 2017 年度全省高校辅导员工作优秀论文评选，并在本次

评选中斩获佳绩。

8日，校属各单位先后召开组织生活会。

8日，校工会为庆祝“三·八”妇女节，组织开展了系列活动。

9 日，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和教育部公布了第十六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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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单，我校信息管理学院/科研处方玉明博士申报的相关课题获得资助（编号：

161061）。

9日，第十五届全省中学物理青年教师教学大赛省直选拔赛在我校附中举行。

9日，共青团江西省委下发了《关于表彰 2017 年度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

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优秀服务队、先进个人和优秀

调研报告的决定》（赣青联发[2018]4 号）。其中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赴铅山县“乡

村旅游+精准扶贫”实践服务队获得了优秀服务队称号，《大学生诈骗认知、受骗现

状及其影响因素调查——以南昌大学生为例》获得优秀调研成果。

9日，“江财青年学两会 寄语祖国新时代”宣传活动在蛟桥北区食堂和麦庐一

食堂门口火热开展。

9 日，学校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三会议室召开党建工作务虚会，专题讨论新

形势下加强学校党的建设和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年”工作。

9 日，我校中青年教师英语强化培训班第二期结业暨第三期开班典礼于蛟桥园

北区第三教学楼 3212 录播室举行，校长卢福财出席并讲话，副校长邓辉主持开班典

礼。

9 日，财大附中近千名师生与家长共聚操场，举行“新学期思想总动员大会暨

励志宣讲活动”。

9 日，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开展了以批评整改为目的的组织

生活会。

9日，校长卢福财、副校长邓辉到江财众创空间（蛟桥园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

二楼实地调研。

11 日，财税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们去往南昌东湖区社会福利院探望

老人。

11 日，网络信息技术服务志愿者在蛟桥崛起广场和校电影院门口分别设立服务

点，是利用志愿者所长，帮助师生解决一些计算机及网络方面的问题。

12 日，《江西日报》B01 要闻版以《加大投入力度 完善体制机制——江西财大

国际化办学水平连续 3 年全省第一 》为题对我校国际化办学工作进行报道。

12 日，法学院举行“宪法修正案学习研讨会”。

12 日，校管理服务督查组负责“文明校园建设”项目的 5 位成员，到校后勤保

障处就开展校内食堂卫生督查工作与处领导及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

12 日，我校我校留学生春季迎新工作顺利完成。

12 日，应工商管理学院邀请，国家杰青、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对外经贸

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王永贵教授为工商管理学院师生带来一场精彩讲座。

13 日，我校召开第十届一次教代会《学校工作报告》第一次征求意见座谈会。

校长卢福财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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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由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小丽主持，召开了第三次筹备委员会会议。

12 日，学校后勤保障处园林中心联合绿派社一同在蛟桥园组织校园植树活动。

13 日，副校长邓辉主持召开 2018 年度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动员大会。

13 日，我校召开 2018 年度学校招标采购实施计划报批暨培训会议。

13 日下午，以学习“两会精神”为主题，经济学院开展党委中心组学习。

13 日，我校 2018 年度Ⅱ类勤工助学岗位双向招聘活动在江财蛟桥、麦庐两个

校区同时举行。

13 日，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欧阳康到统计学院调研高端人才引进工作的进展情

况。

13 日，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专家应我校工会主席刘金凤的邀请，在蛟桥园北区工

会三楼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并开展义诊活动。

14 日，十九大召开后，我校十九大精神宣讲团团长、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莅临

会计学院，以“新时代、新思想、新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济新思想及社会

主要矛盾的转化”为题，为学院领导老师及学生党员作专题教育。

14 日，科研处向校属各单位发出通知，要求各教学学院和独立设置的研究机构

组织、安排学术论坛、学术报告等学术交流活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我校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

14 日，新图文信息大楼一楼会客厅迎来新学期的首批外宾。芬兰于韦斯屈莱大

学信息技术学院（University of Jyvaskyla）科研副院长 Mikko Siponen 教授、爱

沙尼亚塔林理工大学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郑小松一行再次访问我校。

14 日，“2018 年学校工作要点”新闻发布会举行，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

金海应邀从整个社会的背景、学校的主导思想和学校的主要任务三个方面对 2018

年学校工作要点进行了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15 日，温锐教授的调研报告受多位省领导关注。

15 日，副校长刘小丽来到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校区，就财务工作进行调研。

15 日，我校召开第十届一次教代会《学校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征

求意见座谈会。

15 日，我校第十届一次教代会《学校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征求党外人士

意见座谈会召开。

16 日，“发出好声音，凝聚青春正能量”2018 年江西共青团新媒体颁奖典礼在

井冈山举行，江西财经大学团委微信公众号荣获 2017 年度“江西十大共青团微信公

众号”。

16 日，我校第十四届综治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

16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来到教务处，就新学期本科教学运行情况进行调研，党

办、校办主任罗锐、招标采购中心主任熊绍辉等随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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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艺术学院党委、分团委主办的团学品牌活动艺马当先周末文化广场之

“传承雷锋精神，传播人间大爱”主题活动火热进行。

16 日，财大附中开展学雷锋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16 日，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熊春安、副院长党组成员黎仕强、政治部主任

傅选华、分宜县法院院长胡平、渝水区法院院长王强等一行 10 人来校调研。

17 日，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全国“两会”精神，在学院会议室举办了一场《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书分

享会。

18 日，我校举办了一场特殊的 2018 届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会。前来招聘的 100

多家企业均由学校工商管理学院、EMBA 教育学院的校友们创办，提供了 1000 多个

就业岗位。

19 日，根据《江西财经大学教育成就奖评选办法》（江财综合字[2014]3 号）

文件精神，经个人申报和单位推荐，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初选，教职工代表大会执行

委员会评选，学校党委常委会议表决通过，李志强、杨荣 、陈春霞 、陈海花 、胡

宇辰、姚林香、蒋岩波、舒辉、廖进球、魏和清等 10 位同志获得江西财经大学第四

届“教育成就奖”荣誉称号。

19 日，学校召开第十届教代会筹备工作会议。

19 日， 美国威斯康辛协和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 Wisconsin）商学

院院长 Dr. David Birner、英语系主任 Daniel Wagner、国际部副主任 Ms. Christine

Kao 访问了江财。

20 日，学校召开了 2018 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

20 日，新疆驻赣工作组、江西协调站马新宏站长等一行 5 人来我校调研少数民

族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20 日，英国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原系主任 Ian Hodge 教授访问我校。

21 日，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7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高教函[2018]4 号），我校申报的两个新增专业均通过

审批，两个专业分别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和精算学。

21 日，王乔（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邓辉（法学院）、梅小安（工商管理学

院）、沈波（信息管理学院）、舒前毅（马克思主义学院）、杜景平（外国语学院）、

廖述梅（信息管理学院）、汪彩霞（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刘淑华（会计学院）、

陈积富（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等 10 位教师荣获 2017 年度“江西财经大学网络

教学优秀教师”称号。

21 日，《当代财经》杂志社吴昌南教授执笔的研究报告《高铁东站及高铁新区

建设的重点工作及政策建议》（江财智库专报，2018 年第 1 期）获江西省常务副省

长毛伟明批示，并转南昌市政府、省发改委参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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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继 2018 年 2 月 28 日欧阳静老师发表《铲除恶霸、振兴乡村》一文后再

次受该报评论部的约稿，发表《乡镇治理，关键在管好“小事”》，发表后产生了

较大影响力。

20 日至 21 日，全国会计专业学位质量认证（AAPEQ）专家组在校长卢福财、副

校长刘小丽、会计学院院长、MPAcc 教育中心主任章卫东的陪同下，对我校 MPAcc

教育项目进行了现场考察和认证。

21 日，关于召开我校“第十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

（以下简称双代会）相关信息新闻发布会在校影视中心召开，校党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王金海应邀出席会议。

21 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邹进文一行 5人来校调研。

22 日，当代著名画家、“井冈山画派”创始人汪天行校友向母校捐赠巨幅国画

《井冈山》揭幕仪式，在本月正式启用的江西财经大学新图文信息大楼一楼大厅隆

重举行。

22 日，“2018 赣江新区国际男子网球挑战赛”新闻发布会在中昌红网中心举行。

22 日，根据《江西财经大学十大优秀研究生导师评选办法》（江财研教字〔2013〕

25 号），经本人申请，学院推荐，研究生组织专家评议，学校审议，汪洋（金融学

院）、李秀香（国际经贸学院）、陶长琪（统计学院）、万树平（信息管理学院）、

方玉明（信息管理学院）、黄华生（法学院）、蔡盈洲（人文学院）、温锐（马克

思主义学院）、黄和平（生态经济研究院）、谢花林（生态文明研究院）等 10 名教

师获得“十大优秀研究生导师”荣誉称号。

22 日，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今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党的十

九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精神。

22 日，学校举办新学期的教师家庭与留学生的“结对子”活动，吸引了 22 名

留学生和 12 个教师家庭报名参加，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23 日，我校法学院讲师、法学系副主任、博士王辉撰写的研究报告《司法网络

舆情及其引导处置研究》（江西法学会主办的第 1 期法治江西智库课题成果专报）

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葛晓燕批示。

23 日，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文表彰全国学生资助工作优秀个人案例

典型，我校学工处黄应足同志光荣入选。

23 日，江西财经大学第十届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蛟桥园图

文信息大楼一号报告厅举行，这也是大楼启用以来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23 日，我校发布江西财经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线公布。

23 日上午，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到国际学院调研班主任工作，参加了国际学院

非毕业班班主任会议，与国际学院院长杨慧等与会人员交流工作、沟通思想。

23 日至 25 日，我校第十届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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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出席学校十届一次教代会暨工代会的代表们，围绕校长卢福财在全体大

会上所作学校工作报告展开热烈讨论。

24 日，十届一次双代会第十代表团讨论会在国际学院会议室召开，与会代表 29

名。

24 日下午，我校十届一次“双代会”第九代表团讨论会在翼轸楼三楼进行。

24 日，学校十届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八代表团分组讨论会在财税学院会议室

进行。

24 日，第十届“双代会”第七代表团全体会议在经济学院会议室召开。

24 日，江西财经大学十届一次“双代会”第六代表团在翼轸楼会议室进行了讨

论，本组共有 28 名代表参与了讨论。

24 日，十届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代表大会第五代表团会议在财务处会议

室召开。

24 日，十届一次“双代会”第四代表团分组讨论会在统计学院会议室召开，与

会代表着重就江财的人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24 日，学校十届一次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教代会”）第三

代表团分组讨论会在蛟桥北区综合楼 10 楼会议室进行。

24 日，学校十届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二代表团分组讨论会在会计学院会议室

进行。

24 日，十届一次教代会暨工代会第一代表团会议在招待所四楼会议室召开。

24 日，我校十届一次教代会暨工代会分 10 个代表团进行分组讨论。王乔、卢

福财、蒋金法、刘小丽、杨建林、邓辉、王小平、阙善栋、欧阳康、袁雄等校领导

分别参加了各代表团讨论，多方听取教代会代表意见。

24 日，由教育部会计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办的全国企业价值创造实战竞

赛（Enterprise Value Creation Competition，简称 EVC 大赛）的华中区域赛顺利

举办。我校会计学院的四位同学曹太云、王丽雯、丁雅琪、曾聪在指导老师薛胜昔

的带领下斩获一等奖。

25 日上午，江西财经大学第十届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

幕。

25 日，第十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顺利闭幕。

26 日，校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黄淑英博士作为第一作者完成的研究论文

Robust Single-Image Super-Resolution Based on Adaptive Edge-Preserving

Smoothing Regularization 在 国 际 A 类 期 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IEEE TIP) 2018 年第 27 卷第 6 期上发表。

26 日，根据《江西财经大学年度“服务十优”评选办法》，经单位推荐、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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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校考评小组审议、校党委会推荐、教代会投票评选及教代会执行委员会审定，

丁智慧（学工部）、易艺（教务处）、孙爱霞（宣传部）、喻艳（招生就业处）、

唐磊雯（会计学院）、曹雯（经济学院）、陶志超（信息管理学院）、黄玉波（网

络信息管理中心）、张步云（招标采购中心）、文春辉（后勤保障处）等 10 位同志

荣获 2017 年度“服务十优”荣誉称号。

26 日，信息管理学院举行 2018 年全国“两会”精神传达学习大会。

26 日，校党委常委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期间主要讲话精神和全

国“两会”精神。。

26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财会见了到访的江西省财政厅党组成员、省

农发办主任何桑，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林火平，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何

应先一行，宾主双方进行了座谈。

27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关于下达 2017 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

授权点名单的通知》（学位〔2018〕9 号），我校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列为博

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7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党委副书记蒋金法、纪委书记杨建林在新图文信息大

楼 12 楼第一会议室里与 7 位新提任的学校正处级领导干部进行谈话。

27 日，校长卢福财率领党办、校办主任罗锐、校园建设处处长肖兴福等到蛟桥

园北区国际学院办公大楼、蛟桥园南区综合楼马克思主义学院新办公地点检查办公

室的搬迁、安置工作。

27 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江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张孝成一行到访我校，就

推进战略合作事宜进行洽谈。

27 日，国际经贸学院党委组织召开了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和学生骨

干学习会，认真学习传达贯彻全国“两会”和校“双代会”精神。

28 日，我校首期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培训班动员会举行。校党委书记王乔、校党

委副书记蒋金法出席大会。

28日，我校2018年共青团工作会议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11楼第二会议室举行。

28 日，王小平副校长来到网络信息管理中心指导 2018 年中心重点工作，并就

2018 年中心工作要点进行了解读和指导。

27 日至 28 日，副校长邓辉率队赴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调研学习。

28 日，校长卢福财到马克思主义学院调研重点马院建设情况。

29 日，第十六届江西高校摄影作品展在南昌师范学院举行。我校摄影学会在此

次摄影大赛中获得优秀组织奖和 16 个单项奖。

29 日至 4月 2 日，我校首期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培训班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开

班。

29 日，王乔教授主持的“新时期实现兴赣富民的关键环节研究”项目课题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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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结项免审鉴定。

29 日，我校召开 2018 年浓厚学术氛围工作推进会。

30 日，我校与江西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30 日，由江西省地震局主办的 2018 江西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在省地震应

急指挥中心举行。我校 3 位选手进入决赛，并获优秀组织奖。

30 日，国际经贸学院为留学生举行了隆重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文版）赠书仪式。同时，举办了首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讨

会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文版）书评会”。

29 日，中国土地学会、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共同发文，

公布了此次专项活动的评奖结果，共评出 18 个优秀实践成果，其中一等奖 3 个、二

等奖 5 个，三等奖 10 个，我校旅城学院村土地利用规划志愿服务团队荣获“优秀

实践成果奖”二等奖。

30 日，招标采购中心组织全体人员开展主题讨论活动，通过讨论凝聚共识，努

力打造一支廉洁、团结、高效、专业的招标采购队伍。

30 日上午，江西财经大学宪法监察法宣讲团成立仪式在法体楼 Q403 正式举行。

31 日，江西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一届理事会五次会议暨二届理事会一次会

议在深圳隆重召开。

四月

1 日，“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省赛在南昌大学前湖校区

举行。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积极参赛，在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8 项，二等奖 21 项，三等

奖 48 项的佳绩。

2 日，教育部易班发展中心主任朱明伦一行抵达我校，考察“易班—映山红”

网建设工作。

3日，江西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第二届十二次会长（扩大）会议在我校召开。

3日下午，共青科教城“财大雅苑”项目情况通报会召开。

3日下午，2018 年全校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

3 日，我校近期开展了以“深化平安校园、法制校园建设”为主题的综治宣传

月活动。

3 日，人文学院新引进人才唐俊博士在《亚太日报》就特朗普参加美洲峰会发

表评论员文章《当特朗普遇上美洲峰会》。

3 日下午，中国对外友好合作服务中心国际交流部部长宝虎、职员王忻哲及江

西省国际交流外事服务中心副总经理王淑媛一行 3 人到访我校。

3日，2018 年全校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

4 日，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卢福财在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迎宾厅会见了东湖区

区委常委、区政法委书记、东湖区拆迁办第一指挥部指挥长胡志强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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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下午，校党委副书记、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蒋金法主持

召开会议，研究推进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事宜。

4日，后勤保障处在招待所报告厅隆重召开第五届教代会暨工代会第一次会议，

6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4 日，我校举办新闻发布会，就新增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博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的相关情况召开。

4 日，由经济学院（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潘丹等人撰写的调研报告《我省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调查与思考》（刊登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专报》2018

年 7 期，总第 458 期），获江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姚增科同志批示指出，省

政协要学鉴用好社科院研究成果。

8日，2018 届毕业生去向已逐渐明确。统计学院 2014 级拔尖人才实验班(简称

拔尖班)在升学和就业方面均有突出表现，升学率达 63.5%，常规就业率达 84.61%，

统计学院拔尖班的人才培养质量又迈上了新的台阶。

8 日， 校党委书记王乔在广州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校长 Dr. Samuel

L.Stanley、 副校长 Dr. Jun Liu 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并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9日，校长卢福财到图书馆调研指导工作。

9 日，经 2018 年第 4 次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2018 年度我校将重点推

进七大民生项目。

9 日，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学校统一战线工作，根据《江西财经大学统一战

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实施办法》（江财党字[2017]113 号），经评审会

议评审，校党委常委会审定，2017 年度统一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揭晓。

9 日，应科技部高新司邀请，我校张利国教授出席了“高新领域科技支撑现代

化经济体系建设专家座谈会”。

10 日，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校长卢福财主持召开校园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10 日，校长卢福财会见了应省政府邀请来赣出席重要经贸活动的我校 1979 级

商业会计专业校友王胜。

10 日，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项目开发部王立社部长携澳

大利亚国际商学院联盟、美国海格斯大学国际部负责人、大唐国际教育发展控股有

限公司一行 10 人来访我校，王小平副校长会见了来宾。

10 日，由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举办的第 38 届国际企业管理挑战赛

(Global Management Challenge，简称 GMC) 暨第 22 届(2017 年度)中国赛区正式落

下帷幕。国际学院学子一路角逐，二十余名学生在团队赛中分获全国二等奖 3项、

三等奖 4 项。

10 日，校长卢福财到科研处调研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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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外国语学院记者团在外国语学院大楼 301 对“江西财经大学教育终身成

就奖”获得者陈海花老师进行了采访。

10 日，江西省教育工会举行“践行新思想·奋进新时代”助力脱贫攻坚志愿服

务活动启动仪式。

11 日，校长卢福财在法学院进行调研。

11 日，人文学院在团中央举办的全国青少年优秀国产影片赏析活动中荣获优秀

组织奖，另获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优秀奖三项，司东蕾、殷微微荣获优秀指

导老师。

11 日，“我校赴东北高校开展人才招聘与调研工作”的新闻发布会在蛟桥园影

视楼顺利召开。

11 日，我校就 2017—2018 学年团内评优评先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

11 日，副校长袁雄到教务处进行工作调研。

11 日，校党委宣传部、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对蛟桥园南北校区地下通道 21 块

橱窗进行了全面更新。

11 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2018 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在共青校区召开。

11 日，信息管理学院万树平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王枫的论文 A Three-Phase

Method for Group Decision Making With Interval-Valued Intuitionistic Fuzzy

Preference Relations 发表在 SCI 一区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

的 2018 年第 26 卷上。

12 日，工商管理学院“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

系列论坛”的首场学术讲座顺利举办。

13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 2018 年秘书长工作及协作组工作

会议在南昌前胡酒店召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周庆到会指导。校党委常委、副校长

袁雄出席会议并致辞。

13 日，春雨淅沥，我校 2018 年“春季就业推进周”系列活动之毕业生春季双

选会，在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顺利召开，来自我校及南昌市周边部分高校的逾七千

名毕业生共同参加了见面会。

13 日，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财，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副校长刘小丽、王小

平、欧阳康等一行赶赴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两所高校开展调研活动。

13 日，“央视最帅男主播”、新锐作家李泽鹏做客明德讲坛第十四讲，与江财

学子分享他的的青春故事。

13 日，农工党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在主委郑志强带领下，来到江西九江修水县

向日葵儿童智力开发中心开展“同心·阳光抚慰”志愿服务活动。

14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卢福财，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党

委常委、副校长刘小丽，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杨建林，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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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常委、副校长阙善栋，党委常委、副校长欧阳康，党委常委、副校长袁雄，党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基南，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党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彭清宁一行前往浙江嘉兴，集体瞻仰南湖红船，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开展“红

船精神”专题中心组学习。

14 日，第三届学生海外留学分享会在麦庐园校区隆重举行。

14 日，我校茶艺表演队应邀赴西藏民族大学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本次交流由旅

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院长邹勇文领队，学院一行 4 人参加。

15 日，江财众创空间 2018 年度第一次（总第二十二次）入孵路演在大学生创

业孵化中心成功举办。

15 日，国际学院在蛟桥园南区的大学生活动中心成功举办了国际文化节。

16 日，我校中美合作培养 MBA 项目 20 周年庆典在蛟桥园举行。

16 日，由共青团江西省委主办的“018 年全省向上向善好青年”颁奖仪式顺利

举行，我校金融学院赖皓同学凭借他在实训创业方面的突出表现，获江西省“创新

创业好青年”荣誉称号

16 日，人文学院唐俊博士在《环球时报》英文版上发表题为 US can’t cite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in LatAm 的评论文章。

16 日，国际学院作为我校 TOEFL、GRE、GMAT 网考考点的主要管理运营单位，

牵头召开了新一年考务工作培训会。

16 日，江西财经大学与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合作培养的 2016 中美 MBA 项目（第

17 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

16 日，农工党江西省十二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南昌召开。会议进行了表

彰活动，农工党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被评为“三星级省直基层组织”；农工党党员

郑志强、谭军被授予“省直优秀党员”称号，农工党党员李强被授予“优秀党务工

作者”称号，吕晓梅当选农工党江西省第十二届监督委员会委员。

16 日，美国纽约理工学院新任校长汉克·弗利博士、校长夫人卡琳·弗利博士、

教务长及学术副校长卢·赖尼施博士、管理学院副院长刘贤方教授等一行八人应邀

来访我校。 校党委书记王乔与汉克校长一行进行了亲切交谈。

17 日，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动员大会举行。

17 日，2018 年江西财经大学校长与学生恳谈会举行。

17 日，我校召开来华教育质量认证自评报告审定会，副校长王小平出席会议并

讲话。

17 日，江西省智库建设调研座谈会在我校召开。校党委书记王乔会见了出席会

议的省社联副主席汤水清，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熊空军、省社联智库建设与成果

管理处处长曹彩蓉等来宾。

17 日，我校与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羽毛球友谊赛在蛟桥园体育馆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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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校纪委召开五届四次会议。9 名校纪委委员全体参会。

18 日，教务处召开了校园环境整治工作动员会，处领导班子成员、各科室责任

人、教学楼管理人员等参加了会议。

18 日，江西财经大学中科云丛人工智能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校党委副书记、

校长卢福财，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研究院袁家虎院长，重庆中科云丛科技公司

总裁周曦博士出席仪式。

18 日，我校教务处副处长徐旭川做客网络面对面，为即将要转专业的同学答疑

解惑。

18 日，民革江西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南昌召开。会议进行了表

彰活动。民革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被授予“2017 年度民革全省参政议政工作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全省 5 个）；民革党员包礼祥、易有禄、潘文荣被授予“2017 年度

民革全省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8 日，江西企鹅新媒体学院落成情况新闻发布会在蛟桥园影视楼顺利召开。

19 日，根据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安排，党办校办、党委宣传部、文

明校园建设办公室、学工处、团委、后勤保障处、保卫处等部门联合对我校蛟桥园

南北校区进行了环境卫生督查，龙城物业负责人随同。

18 日至 19 日，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副会长、教育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张军

回到学校，先后对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会计学院、经济学院、统计学院、金融学

院、国际经贸学院等开展走访和调研，了解学院校友和基金工作开展情况。

19 日，校团委迅速贯彻落实动员大会精神，组织开展了校园大清扫志愿服务活

动。校团委全体干部、各学院分团委书记、团员青年 2000 多人参加了志愿服务活动。

19 日，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带队赴江西铅山县虹桥乡桥亭村调研产业扶贫项目

建设情况，并走访慰问困难党员群众、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

19 日，校长卢福财到校园建设处作工作调研，副校长阙善栋参加了调研活动。

20 日，“时代楷模”曲建武专题讲座在江西财经大学南区综合楼第二会议室进

行，曲教授的句句心得赢得在场辅导员的阵阵掌声。

20 日，我校成立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及学校党

委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各项工

作。

20 日，《江西日报》A02 要闻版以《“蛟湖书声”琅琅起——江西财经大学创

新推广校园阅读》为题对我校“蛟湖书声”阅读推广工作进行报道。

20 日，校长卢福财主持召开 2018 年第一次院长例会，研究讨论了一流本科建

设和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20 日，学校民主党派、统战团体负责人联席会议暨“蛟湖同心大讲堂”举行。

20 日，第二届海峡两岸土地（不动产）制度比较与经验借鉴学术研讨会在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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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举行，来自台湾地区土地学界代表，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江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江西土地学会，大陆土地学界代表，以及我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 200 多位师生参

与了学术交流。

20 日，党办校办、党委宣传部、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学工处、团委、后勤保

障处、保卫处等部门联合对麦庐园校区校园环境卫生进行了督查。

20 日，我校 2018 年数字资源建设专家论证会召开。

20 日，我校艺术学院学生赵向佳楠成功入围“第十三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候选人，人民网刊载了她的事迹介绍。

16 日至 20 日，教育部组织了中国慕课宣传周活动，我校师生及时响应相关报

道。马克思主义学院、会计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等各教学学院组织开展了师

生座谈会、学习交流会、微信群讨论会、分享学习心得体会等各类相关活动，师生

对慕课教学反应良好。

21 日，江西省政府副省长吴晓军同志对《江财智库专报》近期刊发的《对标先

进省市 加快打造我省创新引领升级版》（2018 年第 9 期）作出肯定性批示。批示

指出，此报告很好！请科技厅将外省在科技创新、人才建设方面的好做法借鉴运用

到我省创新型省份建设行动方案里。

21 日，由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高维数据统计分会主办，我校统计学院承办的中

国现场统计研究会高维数据统计分会学术研讨会隆重开幕。

21 日，经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我校吴照云教授领衔的著作《中国管

理思想精粹》丛书，经过专家的初评、复评、终评三个阶段评审，获得 2018 年度国

家出版基金资助，资助总额为 96 万元。

21 日，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导师管涛教授，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彭波博士，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研究员李宏瑾博士应邀来我校参加主题为“人民币汇改与中

美贸易发展的新形式”——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高端论坛。

21 日，我校组织部分党员干部和法学院师生观看电影《邹碧华》。

22 日，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教授应邀为我校第十一期“江财之星”大学生骨干

培训班学员授课，讲座以“学习十九大精神，聚焦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22 日，中国首个室内红土 ATP 国际挑战赛在赣江新区落幕。来自我校各个学院

的 80 名学生作为组织者、裁判和志愿者参加了本次大赛的服务工作，得到体育管理

部门和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副校长欧阳康、体育学院院长郑志强分别为获奖选手

颁奖。

22 日，经济学院吴涛博士、桂林博士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定鑫教授撰写的高质

量论文分别在国际 A类期刊刊发和入选中央五部委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22 日，招生就业处持续开展“春季就业推进周”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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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在会计学院进行调研，并强调加强党的建设不是空洞的

说词，必须具体而微，落到实处。

24 日，我校 2018 年民生项目交办会召开。会议由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小丽

主持，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23 日，我校第九届“读书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新落成图文信息大楼前隆重举行。

22 日，我校 2017-2018 学年“五四”团内评优评先述职报告大会成功举行。

23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带队到会计学院实地调查研究。

23 日，我校发布了《2017 年度江西财经大学阅读报告》，报告用翔实的数据直

观地反映了师生们一年来的阅读状况。

24 日，学校召开了 2018 年招标采购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24 日，校团委召开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动员大会。

24 日，江西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熊空军带队，会同省教育工委对我校省“重

点马院”进行年度考核。

24 日，江西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示范基地在体育学院挂牌成立。。

24 日，中国大学生网球锦标赛（华中赛区）在武汉体育学院落下帷幕。我校网

球队男团丙组和女团甲组在本次比赛中均进入八强。

24 日，2018 年校本研究工作启动会召开。

25 日，我校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体育学院院长郑志强、校友办副主任肖勇介

绍我校即将举办的第二届“江财人杯”校友足球赛的相关情况。

25 日，由意大利政府委托意大利文化部、莱切市政府举办的萨兰托国际设计节

大赛获奖名单揭晓，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海归博士唐睿、2013 级毕业生方靓

校友合作项目摘得数字媒体艺术组 2018 年度唯一金奖，殷硕函老师获得银奖 1项，

2014 级数字媒体学生郑志濠、2015 级数字媒体学生徐沛分获铜奖 1 项，还获得优秀

奖多项。

25 日，江西省成人继续教育大会暨第二届成人继续教育高峰论坛上午在南昌召

开。论坛期间进行了表彰活动，我校继续教育学院荣获江西省开放教育协会表彰的

“优秀成人继续教育院校”荣誉称号。继续教育学院院长黄泽友在论坛上发言并领

取了奖牌。

25 日，共青团东湖区委发布《关于从“区校共建”高校选派优秀大学生到东湖

区（村）社区团支部兼职的通知》，我校经济学院陈凯等 13 名同学被选派到江西南

昌市东湖区豫章街道等 9个街道担任村（社区）兼职团干，开展为期一年的兼职工

作。

25 日，国际经贸学院组织召开了 2018 年第五次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学习

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改进作风的若

干意见》和《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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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财经大学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等四项文件精神和有关规定。

26 日，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在研究生楼报告厅为 2018 年会研讲坛开讲第一课，

主题为“学习十九大精神 聚焦高质量发展—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济新思想及社会

主要矛盾的变化”。

26 日，历时两天的 2018“院系杯”乒乓球比赛日前圆满落幕举行了颁奖典礼。

26 日，我校举行首期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培训班总结表彰会。

26 日，我校召开 2018 年校友与基金工作座谈会暨 2017 年度校友工作表彰会，

副校长袁雄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27 日，副校长刘小丽两次出席财务处组织召开的会议，指导修订学校内部财务

管理办法。

27 日，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教授应邀为工商管理学院举办的“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研修班授课。讲座以“学习十九大精神，

聚焦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27 日，2018 年上半年网络教学综合服务平台培训工作圆满完成。

27 日，我校先后收到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签署的学生

学分互认协议。

27 日，2018 年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MOOC）立项评审会举行。评审会由教务

处徐旭川副处长主持。

27 日，《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了我校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春根教授的

文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点与路径》。

27 日，国际学院召开了校园文明创建暨 2018 年寝室长大会。

27 日，十二届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省政协委员、

我校农工党主委郑志强教授和省政协委员、我校民进副主委肖峻教授当选省政协新

一届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并参与有关问题的讨论交流。

28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书记例会。

28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来到共青校区调研党的建设和安全稳定工作，副校长王

小平、党办校办主任罗锐随同调研。

28 日，第五十一期 CCF-CV 走进高校系列报告会“计算机前沿技术及应用”在

我校成功举行，副校长王小平出席报告会并致辞。

28 日，工会、科研处、财务处共同召开深入学习贯彻 2018 年全国“两会”精

神会议。

28 日，副校长阙善栋主持召开了蛟桥园第三教学楼改造工程调度会。

29 日至 5月 1日，我校第二届“江财人”杯校友足球邀请赛举行。

29 日，第九届（2018）全国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暨第十七届全国 MBA 培

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在西南政法大学落下帷幕，由信息管理学院黄智、国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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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谢君豪、唐懿三位同学组成的江西财经大学代表队，在指导老师万建香、廖春妍

的带领下斩获全国决赛一等奖。

29 日，今年我校将医院药品零差价纳入 2018 年学校民生工程，此举得到了校

领导的关心和校工会的大力支持。

29 日，民建江西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南昌召开。会议进行了表彰

活动。民建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获评“2017 年度民建省直基层工作先进单位”。

30 日，在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专业人才教育工作部主办，云南省演讲学会承

办的“辛勤三成杯·新时代新风采”全国演讲大赛中，法学院学子马近斐、张王茹

荣获二等奖，谢艺婕荣获三等奖。

五月

2 日，由党办校办、党委宣传部、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学工处、团委、后勤

保障处、保卫处等部门组成的联合督查组，对蛟桥园、麦庐园校区环境卫生进行了

第二次督查。

2日，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团中央发布了《关于表彰 2017 年度“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的决

定》，我校国际学院分团委喜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

2 日，校园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校长卢福财率队巡视校园，重点督查

了蛟桥园校区的环境卫生。

2 日，江西省委书记、省长刘奇同志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伟明同志分别

对《江财智库专报》近期刊发的《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进一步优化我省营商环

境》作出肯定性批示。

2日，校园建设工程项目相关内容的新闻发布会顺利举行。2 日，校长卢福财率

队巡视督查校园环境卫生，充分肯定蛟桥园北区校园面貌发生的变化和环境卫生的

根本改观。

2日，副校长刘小丽主持召开了 2018 年“三馆”搬迁建设工作会议。

3 日，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在麦庐园大学生活动中心 211 教室组织全体师生

党员集体收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到访北京大学的新闻，并进行了热烈讨论。

3 日，由光明日报社和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和我校共

同承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讨会暨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理论研究创新工程论坛胜利举行。

3 日，全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培训会在我校举行。

3日，我校工会召开教代会各委员会、教工协会负责人会议。

4日，共青团江西省委《关于表彰 2017 年度“全省优秀共青团员”“全省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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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干部”“全省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的决定》(赣青发〔2018〕9 号)发布，

我校金融学院分团委荣获“全省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4 日，五四青年节当天，我校组织召开师生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4日，江西财经大学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邮展

——暨南昌市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集邮巡展在图书馆一楼大厅隆重举行。

4日，学校定点帮扶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 1102 会议室组织召

开座谈会议，讨论 2018 年上半年定点帮扶工作。

4 日，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教授应邀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第九期入党积极分

子培训班授课。

4 日，江西财经大学纪念建团九十六周年五四表彰大会及第三十三届春之声文

艺汇演于蛟桥大礼堂圆满举行，其中工商管理学院分团委以总评第一的成绩荣获

2017 年度五四红旗分团委称号，16 级工商管理 5 班荣获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学院

郭英老师荣获五四青年奖章，16 级工商管理 5班支书冯菊获最美团支书称号。

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对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院长邹勇文等

撰写的《聚人聚财 熔铸乡村命运共同体——后扶贫时代深度贫困地区激活乡村振兴

内生动力的怀化实践》一文做出肯定批示。批示要求，将材料编入‘简讯’，收入

今年大调研素材，一并研究。

4 日至 6 日，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在北京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理论研讨会。

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定鑫、陈始发教授撰写的《重温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

论》入选中央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理论研讨会。

4 日，第六届江西省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颁奖典礼在华东交通大学南区音

乐厅举行。我校辅导员徐丰在本次大赛中表现突出，获全省二等奖。

5 日，“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邮票首发仪式——暨江西财经大学校园

开放日邮展”在蛟桥园图书馆大厅隆重举行。

5日，江西财经大学 2018 年“校园开放日”活动顺利举行。

5 日，蛟桥园北区大礼堂再次见证了一次青年盛会——纪念建团九十六周年

“五四”表彰大会暨第三十三届“春之声”汇报演出。

5 日，商务部培训中心计划招标处处长哈雨一行来到国际经贸学院，就“一带

一路”援外学历学位教育项目工作开展情况展开调研。

6日，国际学院举行“UP 计划”导师创新教育研究会 2018 年第四次导师教研活

动，校长卢福财出席活动并指导。

6日，由国际注册会计师公会（AICPA/CIMA）主办，我校会计学院承办的2018 CGMA

商业精英国际挑战赛南昌赛区决赛于我校 MBA 学术报告厅落下帷幕。最终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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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lar 队获得亚军，我校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Frantic metal 队获得本次大赛季军。

6日，第三届全国大学生保险创新创意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宁波电视台举行，

我校金融学院以曹邓教授为领队的由 4名本科生陈嘉扬、兰芳、龙恒、钟绚芳组成

的“追梦者”代表队荣获大赛三等奖。

8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校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5

月 2 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 5 月 4 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9 日，竞争政策国际研讨会暨前沿专题讲座开幕。校长卢福财出席并致辞。此

次会议由我校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与欧洲竞争与规制学会（CRESSE）

联合承办。

9日，俄罗斯彼尔姆大学副校长 Dr.Sergey Makarov、语言系主任 Prof. Boris

Kondakov 及外事处处长 Dr. Igor Kadzhaia 一行三人来访我校。

9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办，江西外语外贸学院承办、我校联办的“发

展中国家财经管理研修班”举行开班典礼。

9 日，副校长、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阙善栋带队对校园环境

卫生进行第三次督查。

9 日，由南昌市教育局举办的第三届青年教师“谷雨”诗歌朗诵会在美丽的艾

溪湖畔隆重举行。附属中学选送的原创诗歌作品《我们的教师梦》荣获一等奖，参

加现场展演。

9日，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来到蛟桥园校区 3111 教室，给金融学院入党积极分

子讲党课，党课的主题是《学习十九大精神 聚焦高质量发展》。

10 日，副校长欧阳康为人文学院全体入党积极分子作题为“勇担社会主义建设

者与接班人的时代大任”的党课。

10 日，我校全国资产评估师考试宣讲会举办。

10 日，德国 iF 奖获奖名单揭晓，艺术学院 2015 级产品设计专业学生张文俐、

吕莎、黄敏、闵康设计的作品《Panda disappeared》（指导老师罗时武、况宇翔）

在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2018德国iF设计新秀奖（iF DESIGN TALENT AWARD

2018），成为了全球 62 位获奖者之一。

11 日，省属高校处级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第十六期集中轮训班结

业仪式在我校图文信息楼 1 号报告厅举行。

11 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布了“寻找图书馆最美阅读空间、人文阅读” 摄影

作品公益展征集结果，我校图书馆选送的宣传部孙坚老师的“最美阅读空间”系列

作品荣获“入围展览奖”，将在今年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开幕式上展出，并颁发

荣誉证书。

11 日，第二十四届康腾全国高校学生商业案例分析大赛决赛在武汉大学圆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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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我校共有两个队伍突出重围晋级复赛，队长陈逸婧带领的种树不吃鸡队取得了

全国亚军的优异成绩。

11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副校长Nicole Brigg、计算机系主任Michael Sheng、

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 Leanne Denby、及其国际部大中华区副主管 Stephen Fan 一行

4人到访我校。

12 日，第八届华为财务精英挑战赛华中区域校际挑战赛决赛在武汉大学落下帷

幕，我校由本科学生组成的代表队“江财邮编 330013”五名同学夺得冠军，获得了

通往全球总决赛的门票。

12 日，“大学大美 青春无毒”禁毒知识宣讲暨知识竞赛在蛟桥园北区图文信

息大楼第三报告厅举行。

12 日，历时四天的“竞争政策国际研讨会”暨“前沿专题讲座”会议在蛟桥园

南区综合楼顺利闭幕。此次会议是由我校与欧洲竞争与规制学会（CRESSE）联合主

办，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承办。

13 日，由荣获 2016 教育部“最佳合作伙伴”的 SAP 国际大学联盟（SAP

University Alliances）主办、北京交通大学 SAP 大学能力中心（SAP University

Competence Center）承办、加拿大蒙特利尔商业学院（HEC Montreal）协办的“第

二届 SAP 国际大学生模拟企业精英挑战赛”全国总决赛顺利举行。由我校工商管理

学院 IM 商业智能社 SAP 项目组成员组成的三支队伍在全国 99 支队伍中脱颖而出，

最终代表江西财经大学参加本次全国总决赛。

13 日，我校 2018 年校友会会长、秘书长联席会议在福州闽江学院隆重召开。

13 日，第三届 ACM/CCPC 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国邀请赛（湖南）比赛在

湖南湘潭大学落下帷幕，我校信管学院院共派出四支队伍参赛，获铜奖两项。

14 日，2018 年度全国 MPAcc 教学管理工作会议在华南理工大学召开。宣布我校

正式通过 AAPEQ 认证，会计学院院长兼我校 MPAcc 教育中心主任章卫东教授应邀在

大会上领奖并作 MPAcc 培养经验分享报告。

14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校党委常委会 2018 年第九次(扩大)会议，传

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通报鲁炜、李贻煌违法违纪案件情况和布署相关工作。

14 日，我校举行全国思政理论课 2018 年版教材使用培训高校分会场开班仪式，

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应邀出席。

14 日，江西财经大学与中国信托业协会、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签署仪式在我校举行。

14 日，由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主办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江西

财经大学专场在麦庐园校区大礼堂圆满举行。

15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孙菊生莅临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校区，进行工

作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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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全省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暗访组深入我校，检查校园

环境并向校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及时反馈了暗访意见。

15 日，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陆续发布 2018 中国最具财富创造力大学、校友捐

赠、富豪校友、市长校友等排行榜。据榜单显示，我校位列中国最具财富创造力大

学排行榜 43 位；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第 64 位；中国大学富豪校友排行榜第 41

位；中国大学市长校友排行榜第 49 位。

15 日，校党委召开新提任处级干部任前廉政谈话会。

15 日，2018 年第二次教学工作例会扩大会议召开。

15 日，国际经贸学院国际工商管理硕士项目（IMIB）班的来华留学生，在“管

理学”课程任课教师叶卫华的组织与带领下赴南昌高新区参访。本次参访包含三大

部分，参访校友企业——南昌春秋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参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展示厅以及考察艾溪湖湿地公园的保护工作。

15 日至 17 日，省教育厅本科课堂教学督查专家马珍萍教授、白立群教授、蒋

兆峰教授分别莅临我校开展本科课堂教学督查工作。

15 号，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欧阳康到招生就业处，为招就处的党员干部和各学

院大学生就业指导教师讲党课，招就处副处长柳晨主持。

16 日，江西财经大学与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16 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伟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朱虹

分别对我校江西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曹国新的调研报告《对资源型民营景区旅

游资源经营权进行专项整治的建议》（《江财智库专报》2018 年第 15 期）做出肯

定性批示。

16 日，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今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学习研讨“红色家书”。

16 日，由中国保险行业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保险研究所主办，MediShares

基金会、NEO 基金会、众托帮、irisnet 基金会协办的大学生区块链保险创新大赛宣

讲活动在我校举办。

16 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 2017 年度全国老龄专题政策调研优秀

成果，财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万谊娜老师及其课题团队撰写的《南昌市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调研报告》获得优秀成果二等奖。

16 日，副校长袁雄到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调研，教务处处长廖国琼随同调研。

16 日，校长卢福财主持召开学校提升学术型研究生培养质量专题座谈会。

16 日，我校移动门户介绍与未来展望相关内容的新闻发布会在校电视台举行，

本次发布会吸引了大学生传媒联盟、学生通讯社等多名学生记者参加。

17 日，校长卢福财主持召开了学校 2018 年第一次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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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丽出席会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17 日，教务处组织召开跨学科交叉专业第一轮论证评审会。

17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财，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先后对我校少数

民族学生教育管理与服务工作作出肯定性批示。

17 日，艺术学院党委创新党课教育模式，把课堂移到了南昌市廉政党校、南昌

市党章教育馆，让师生党员集中系统学习党的十九大修改后的党章。

17 日，校长卢福财到学工处、校团委调研指导工作。

17 日，全校毕业生党员动员会召开。校党校常务副校长徐翔出席动员会并讲话。

17 日，校党建思政工作督导组与经济学院联合召开《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交

流会。

18 日，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我校复校 40 周年，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

院举办了 2018 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

18 日，蛟桥园北区第三教学楼改造工程项目小组第一次会召开。

18 日，副校长刘小丽主持召开图书馆馆内内装饰工作部署推进会。

18 日，卢福财校长带队到国际经贸学院调研，听取学院汇报，指导具体工作。

18 日，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第四次校园环境督查。

19 日，江西财经大学第七届蛟桥经济论坛在蛟桥园北区国际学术报告厅举行，

本次论坛由经济学院主办、生态经济研究院协办，主题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20 日，我校 2018 年足球联赛决赛暨闭幕式在麦庐园南区田径场举行。国际经

贸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院分获冠军、亚军、季军。

20 日至 24 日，应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和协和大学的邀请，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王小平教授于 5 月对这两所大学进行了学术访问，并分别作了学术报告。

21 日，后勤保障处召开全处员工大会，学习贯彻全省作风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21 日，生态文明研究院肖文海教授、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吴志军教授撰写

的研究报告《发展江西绿色金融的思路与对策思考》（刊发于《江财智库专报》2018

年第 13 期）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伟明同志肯定性批示。

21 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座谈会召开。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出席会议，生态

文明研究院院长谢花林教授主持了本次座谈会。

20 日至 21 日，“新时代‘弱有所扶’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高端论坛顺利举

办。论坛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江西财经大学共同主办，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江西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当代财经》杂志社承办。

17 日至 21 日，首届“乐研杯”全国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举行。我校 2016 级财

政学专业学生王磊、国际经贸学院 2015 级学生杜彬彬、会计学院 2015 级学生本莉

在图书馆老师带队下代表学校参加了大赛，获得全国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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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上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吴世友博士应邀来校，作题为“定性数据分

析软件 ATLAS.ti 介绍”的学术讲座举人文学院院长尹忠海主持了讲座。

23 日，学校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巡视整改办主任、校党委常委、纪

委书记杨建林主持召开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

23 日，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刘晓庄来我校调研民盟高校基层组

织建设情况，并与学校盟员开展座谈交流。民盟省委会副主委刘新农随同调研。

23 日，首届江西财经大学“信毅学子”证书授予仪式举行。校党委书记王乔、

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出席活动。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信毅”实践班高级班的 20

名学生历经初级、中级、高级连续三年的高标准培养和严格考核，获得江西财经大

学“信毅学子”荣誉称号。

23 日，俄罗斯西南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及项目处处长 Rudaia Kseniia、亚洲及

非洲地区推广总监 Shreedharan Samy 、国际事业项目首席顾问 Kramen Leong M. H、

国际事业项目资深顾问 April Lin C. H 一行 4 人到访我校。

23 日，由学校党委统战部主办的“蛟湖同心大讲堂”第二期在国际学院、金融

学院联合党课上开讲。

24 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朱虹莅临我校，为我校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系列学术讲座之赣鄱旅游大讲堂做开坛第一讲。

24 日，艺术学院 2018 届毕业生大会在音乐厅隆重召开。

24 日，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调研座谈会暨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24 日， 李新华校友奖励江财辩论队捐赠表彰仪式举行。

24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书记例会。

25 日，管理科学与工程一流学科建设研讨会暨学位授权点自评专家论证会召开。

会议邀请了长江学者陈国青，长江学者李一军教授，国家杰青万国华教授等校外专

家现场指导。

25 日，迎接全省师德建设长效机制贯彻落实情况专项督查工作会议召开。

25 日，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邹勇文院长与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

工程管理学科负责人邹小伟教授共同签署合作意向协议。

25 日，校工会主席刘金凤一行六人前往铅山县桥亭村桥亭小学助力教育帮扶。

25 日，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带队对麦庐园校区环境卫生进行了督查。

21 日至 25 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杰出教授、全球应用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Flavio 及吴世友博士受邀莅临人文学院，进行了“质性研究方法”系列专题短期授

课。

26 日，我校召开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邀请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主任喻春龙，

发布了近期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相关情况，并现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26 日，由江西省普法办指导、江西省大学生普法联盟主办、南昌大学法学院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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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江西省大学生说法大赛顺利举行，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代表队拔得头筹，荣获

全省一等奖。

26 日，国际学院首届“Blurt out”英文朗读大赛在蛟桥园北区国际学术交流

厅举行，国际学院院长杨慧，校教学督导组副组长陈海花、外国语学院专职教师杜

景平、张建丽、吕述明、张生萍担任评委。

24 日至 27 日，第八届华为财务精英挑战赛全球总决赛在深圳华为总

部落下帷幕，由我校本科学生涂志娟、李雪薇、范琦琪、江中杰组成的代

表队“江财邮编 330013”在彭晓洁老师的指导下闯入总决赛，比赛圆满落

幕。

26 日至 27 日，第七届“《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学术研讨会在赣州顺利

举行。本次会议由经济学院主办，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当代财经》杂志

社协办。

26 至 27 日，我校“诵读红色家书 牢记红色使命”朗读大赛教工组决赛、学生

组复赛先后举行。

26 日，江西财经大学金融科技与监管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首届金融科技与金融

监管高端论坛隆重举行。

26 日至 27 日，旅城学院工程管理专业学生戴梦云、胡晶、侯晓蓉、刘芳聪、

文春林组成的“酱菜维克特瑞战队”获得了“斯维尔杯”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

技能大赛“全能二等奖”和绿色建筑分析专项二等奖、工程造价专项二等奖、工程

管理专项二等奖、工程设计专项三等奖的佳绩。

27 日，工商管理学院学位授权点自评专家论证会召开。会议邀请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原校长施建军教授，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会长黄速建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发

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于渤教授，《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尚增健教授，大连理

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党委书记朱方伟教授五位专家莅临现场。

27 日，2017 年 EMBA 兼职硕导礼聘仪式举行。副校长刘小丽、研究生院长袁红

林出席仪式。EMBA 学院此次共聘请了 12 位 EMBA 兼职硕导，此次共有 7 位兼职导师

出席了礼聘仪式。

25 日至 28 日，江西省第三届校园花样跳绳比赛在江西中医药大学举行，我校

代表队在体育学院副院长詹新寰领队、耿啸虓、肖舒鹏两位老师的带领下，夺得了

多个项目第一名。

28 日，第九届“读书月”活动总结表彰大会举行。副校长刘小丽出席大会并给

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

29 日，主题为“《共产党宣言》及其当代价值”的首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研读会”活动顺利举行。

29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党委常委会专题会议，学习传达全省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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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审议通过学校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改

进作风的实施意见。

28 日至 30 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系列讲座之

尚公讲坛 2018 年第六讲、第七讲分别于于 5 月开讲。德勤中国税务总监阙小卿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仇雨临教授分别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师生带来了一场精

彩的学术盛宴。

29 日，由国家商务部主办、我校承办的“2018 年发展中国家财经管理研修班”

举行结业典礼。

29 日，第一届高校企业价值创造实战(Enterprise Value Creation Competition)

总决赛正式落下帷幕，我校由曹太云带队，由王丽雯、丁雅琪、曾聪组成的，由薛

胜昔指导的队伍荣获全国三等奖的佳绩！

30 日，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张启华，干部四处处长梁文懋，组织一处调研

员郑训平、郭纯，省委教育工委组织部调研员杨联愚莅临我校，调研高校党建工作

重点任务落实情况。

30 日，“诵读红色家书 牢记初心使命”主题朗诵比赛决赛举行。经评委评分，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艺术学院荣获一等奖，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学院、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荣获二等奖，工商管理学院、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

附属中学、人文学院、外国语学院荣获三等奖。

30 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布了“国家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优秀

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录取结果。我校共计 38 名学生获得录取。

30 日，由江西省统计局牵头，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省社

科院联合组建的江西省统计创新研究院（下称研究院）正式成立。

30日，校长卢福财主持召开了我校2018年第一次国有资产管理领导小组会议，

副校长袁雄等国有资产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参会。

30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学校加强作风建设、深化巡视整改工作动员会

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刘奇书记在全省作风建设工作会议的讲话精神，深入查摆我

校作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持续深化巡视整改，不断提振全体党员干部、师生员

工的精神面貌，形成风清气正、生机勃勃的校园环境氛围，推进学校事业内涵式高

质量发展。

30 日，我校举行主题为“全国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新

闻发布会，邀请创业教育学院院长刘彪文发布相关信息，并回答学生记者提问。

31 日，校长卢福财主持召开 2018 年第二次院长例会，研究讨论提高办学经费

增收和管理能力的工作。

31 日，钟镇兰（启德教育英国部经理）、黄毅（太谱英语创始人，江西财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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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08 届国际商务班校友）两位嘉宾应邀出席“网络面对面”栏目，为同学们解答雅

思留学的相关问题。

31 日，附中小学部全体师生齐聚北区大礼堂，隆重举行全体师生期待已久的“红

旗飘飘，引领成长”魅力校园文化艺术节暨“六一”庆典。

31 日，美国华盛顿大学黄正能教授应信息管理学院邀请，开设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学术报告。

31 日，副校长王小平主持召开专题工作协调会，研究部署迎接国际化工作考评。

31 日，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汪立夏一行三人，就近期高校安全稳定工作莅临我

校调研，并与副校长阙善栋和校属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六月

1 日，幼儿园在蛟桥园大礼堂举行了“庆六一”歌舞文艺汇演。

1日，我校“双一流”建设院长研修班开班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

1日，学校召开了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督查动员会。

1 日，校党委副书记、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蒋金法，带队重

点督查了麦庐园校区的亮化工作。

1日，2018 届毕业生晚会于我校麦庐园大学生活动中心顺利举行。

2 日，我校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暨江西省第三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选拔赛

举行，来自金融学院、经济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会计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国际经贸学院、统计学院、外国语学院、软件学院、马克思学院和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 12 个学院的青年教师参与选拔，评委由教学督导组江建强教授

等担任。

1日至 3 日，2018 年江西省高校桥牌锦标在南昌工程学院瑶湖校区圆满结束。

我校桥牌队获得教工组公开团体赛冠军。

2 日，由中国美协、江西省文联、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管委会主办的《俊采星驰

——江西美术作品学术邀请晋京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我校张相森博士的美术作

品成功入选。

2 日，副校长袁雄主持召开会议，欢迎李建平总导演莅临江财指导晚会筹备工

作。。

3 日，由 MBA 教育中心举办的第六届（2018）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江西财经大

学校园突围赛举行。

3 日，由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江

西省科学技术协会、江西省学生联合会主办，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承办的 2018 年“创

青春”江西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顺利落幕，我校选送的 11 件作品，荣获 1 项金奖、

3项银奖、7 项铜奖，3件作品入围国赛。

1 日至 3 日，统计学院召开了统计学一级学科、数量经济学二级学科学位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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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自评专家论证会及学科发展研讨会。

3 日，由江西省教育厅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江西省高校第十届

“外教社杯”英语大赛终于落下帷幕。外国语学院宛宇玮、付云珊、李维毅和

Christine 四位老师组成的团队在其微课组别比赛中荣获二等奖。

5 日，我校举行江西省第三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选拔赛文科组复赛，校党委常

委、副校长刘小丽教授应邀担任评委，教学督导组组长江建强教授担任专家组组长，

评委由胡援成教授、许统生教授、曹邓教授、廖国琼教授、邹传教教授组成。

6 日，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召开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研讨会暨学位授权点自评专

家论证会。

6 日，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改造设计方案，校长卢福财主持召开了项目设计

方案论证会。

6 日，我校“双一流”建设院长研修班结业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副校长王小

平出席结业典礼并讲话。

6日，历时 24 天的江西财经大学第 34 届教职工气排球比赛圆满结束。共有 20

个分工会组建了男队 19 支女队 12 支共 31 支队伍参加了此次比赛。

7 日，省纪委第八执纪监督室牵头负责人熊明一行 3 人来我校就全面从严治党

和政治生态建设进行调研和工作指导。

7日，由研究生院主办，校研究生会承办的 2018 届“爱在江财”研究生毕业晚

会在我校蛟桥园北区大礼堂隆重举行。

7 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召开安全教育大会，邀请了南昌市公安局出入境警官

宣讲了出入境法律法规相关知识，我校 200 多位在校留学生参加大会。

7日，校长卢福财教授赴经济学院调研，党办校办主任罗锐、人事处处长彭元、

研究生院院长袁红林、财务处处长董慧英、科研处副处长史言信、教务处副处长梅

小安等职能部门负责人随同调研。

7 日，国际学院师生党支部开展了六月份党员活动日，邀请到校党委副书记蒋

金法讲党课。

8 日，为了推动我校健身活动的开展，校工会太极协会邀请陈氏太极拳第十二

代传人、江西省陈氏太极拳协会会长程宝荣，来我校，为师生作题为“太极与健康”

的公益讲座并现场传授太极养生拳法。

8 日，财政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暨学位授权点自评专家论证会在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召开。

8 日，副校长王小平带队进行第七次校园环境督查，重点督查了蛟桥园校区尤

其是蛟桥园北区综合楼、国际学院和翼轸楼等办公场所的环境卫生状况和学院文化

建设情况。

8 日，校友罗天做客明德讲坛第十五讲，为江财学子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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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分享大会。

8 日，校党委统战部组织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归侨侨眷及归国留学人

员等统一战线成员近 40 人来到九江市武宁县，开展乡村振兴考察调研活动。

8日，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与我校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8 日，信息管理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计算机系党支部）在党员活动室开展了

主题为“扎实推进作风建设、从严落实支部规范”的 6 月党员日活动。

8 日，艺术学院与江西龙虎山美丽目的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在龙虎山景区

举行了“研究生实践教学示范基地”签约授牌仪式。

7日至 9 日，副校长欧阳康带队赴上饶开展 2018 年高考上饶考区的巡视工作。

9日，第二届“国际政治、地缘政治与国际经济”学术论坛在我校成功举办。

9 日，江西省政府常务副省长毛伟明同志对我校江西省生态文明建制度设协同

创新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徐斌教授 2018 年 6 月 4

日在光明网发表的理论文章《坚定不移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做出批示，要求

省发改委（生态办）参阅。

9日，副校长王小平带领我校 20 余名留学生参观小平小道故址，为留学生讲述

“中国故事”，了解一代伟人邓小平在江西三年的工作与生活。

10 日， “Nova 时代·唱响江财”草地音乐节，在蛟桥体育场圆满落下帷幕。

近千余人次参与了本次活动。

10 日，江西财经大学大学生传媒联盟第二届启德留学杯“筑梦青春 活力校媒”

联欢晚会在蛟桥大礼堂隆重举行。

11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校党委常委会，专题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文件精神

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文

件精神。

11 日，文明校园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试运行）。

11 日，副校长欧阳康主持召开人才引进及职称评审工作意见征询会。

11 日，由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主办，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承办的 2018 年江

西财经大学“国际夏令营”顺利开营。

8日，江西财大第五届研究生支教团联合顺丰速运四川区开展的“呵护守望 家

书启航”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在小金县城关第二小学举行。

11 日，金融学学位授权点自评报告专家论证会召开。会议邀请了上海财经大学

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徐龙炳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周铭山教授、浙江工商大

学金融学院柯孔林教授作为评估专家进行现场指导。

11 日，以“融合梦想，畅想未来”为主题的青年沙龙分享会在江财 UP 创咖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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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江西卫视《金牌调解》金牌调解员胡剑云为本次活动的特邀主讲嘉宾，公道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金辉、江财信毅学子杨舒婷、王磊为青年代表。

13 日，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今年第五次集体学习会议，华中科技大学党

委原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康应邀作题为“新时代中华文化建设与民族伟

大复兴”辅导报告。

13 日，校长卢福财、副校长阙善栋到后勤保障处调研，党办校办主任罗锐、人

事处处长彭元、校园建设处处长肖兴富、财务处处长董慧英、资产管理处副处长陆

小兵等职能部门负责人随同调研。

13 日，我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硕士学科学位授权点自评专家论证会暨学科建

设研讨会召开。会议邀请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专家欧阳康教授、宋进教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祝黄河教授，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胡伯项教授，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利生教授作为评估

专家进行现场指导。

13 日，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欧阳康教授莅临我

校中国税收票证博物馆、校史馆、校友馆，人文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

主任陈家琪教授陪同参观。

13 日，中共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党校第六十二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结业式举

行。

13 日至 14 日，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认证专家组对我校来华留学教育工作进行了

现场考察。

14 日，十届一次“双代会”代表提案交办会召开。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出席会

议并讲话。

14 日，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学位授权事业自评专家论证会召开。会

议邀请了中南大学邹北骥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专家、武汉大学彭智勇教

授、南昌大学王命延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王明文教授、华东交通大学赵军辉教授作

为评估专家现场指导。

14 日，国家文化与旅游部公布了 2018 年度万名旅游英才计划入选名单。我校

旅游管理专业龚晶晶（博士）的《古村落旅游地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研究——以婺

源古村落为例》和殷程强（硕士）的《游客地方依恋与亲环境行为影响关系研究——

以自然共情和环境教育感知为中介变量》入选研究型英才培养项目，支钰婷（本科）

的《乡村旅游经营户微信公众号运营咨询服务》入选实践服务型英才培养项目

14 日，校长卢福财到财务处进行调研。

15 日，校长卢福财到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调研，人事处处长、研究生院、财务

处、教务处、科研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随同调研。

15 日，法学院与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教育基地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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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法学实践基地”签约及揭牌仪式在新余市人民法院举行。

15 日，财政部人教司世界银行项目课题组成员、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姜

爱华教授来我校进行“财经人才共建联合培养问题研究”课题调研，继续教育学院

院长黄泽友接受了访谈。

15 日，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第八次校园环境督查活动，

分两组在蛟桥园、麦庐园两大校区同时进行。

15 日，由江西省委政研室和江西财经大学联合承担的课题“构建江西特色生态

文明体系研究”对接会召开。省委副秘书长沈谦芳，校党委书记王乔教授，党委副

书记蒋金法教授，副校长王小平教授，省委政研室黄光明副主任，省委政研室经济

处陈勤刚处长，省委政研室综合处黄宗华处长等省委政研室 10 人，生态文明研究院

院长谢花林以及生态文明研究院全体研究人员参加课题对接会。

15 日，由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和花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美

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清洁节水中国行 一家一年一万升”全国高校小额资助项目获

奖名单公布。我校绿派社荣获“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清洁节水中国行 一家一年

一万升”项目全国一等奖。

15 日，本科教学评估中心组织专家组对学校 5个参评专业进行第二轮督查，督

查工作由副校长袁雄任组长。

16 日至 18 日，由江西财经大学 MBA 教育中心张鹏老师和尹朝华老师率领的江

财代表队（共 16 名师生代表）参加了第四届国际商学院丝域挑战赛，夺得最具实力

的张骞奖（季军）！还一并收获“荣誉院校奖”、“司南奖”、“骠骑将军奖”、

“优秀节目奖”4 个重要奖项，是现场极少数收获 5大奖项的院校。

17 日至 23 日应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英国埃塞

克斯大学（Essex University）、英国考文垂大学（University of Coventry）邀

请，副校长刘小丽教授率团于 6 月圆满完成了对上述三所高校的出访任务。

18 日，《江西日报》理论版刊发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系主任刘晓根博士的

理论文章《伟大工程的新时代意蕴》。

18 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国期货业协会主办的第六届“中金所杯”全国大

学生金融知识大赛落下帷幕。我校金融学子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全国特等奖。

19 日，校长卢福财致 2018 年高考考生的一封邀请信刷屏朋友圈，师生、校友、

考生及家长纷纷点赞转发，引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20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书记例会。会议以“ 学习贯彻

上级有关精神，扎实做好当前工作 ”为主题。

20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到国际学院进行调研。

20 日下午，国际工商管理硕士项目（IMIB）来华留学生为考察和学习人事管理

经验，在“管理学”课程任课教师、外国语学院院长叶卫华带领下，集体调研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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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了我校人事处处长彭元。

20 日，我校高级统计研讨会第二届学术会议暨 2018 国际抽样统计与大数据研

讨会举行。会议共邀请了著名的华人统计学家、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邵军教授，

国际著名统计学院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 J. N. K. Rao 教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

Malay Ghosh 教授、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 Partha Lahiri 教授等十余名来自美国、

加拿大、法国及中国香港的专家参会。

20 日，我校 2018 年普通本科“十佳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评审会举行。本

次“十佳毕业论文（设计）”评选受到了校领导和各学院的高度重视。经学院推荐

和教务处资格审查，全校共有 20 篇普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参加答辩评审。

20 日，我校召开了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学习座谈会。副校长王小平出席会

议并讲话。

21 日，校长卢福财到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调研，党办校办、人事处、教务处、

科研处、研究生院、财务处等部门负责同志随同调研。

21 日，虹桥乡扶贫产业分红仪式在虹桥乡桥亭水库石斑鳜鱼养殖点举行，首批

707 户建档立卡户共获得总额 146 万元的现金分红。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出席仪式

并讲话。

21 日，法学一级硕士点自评估暨博士点建设专家论证会召开。

21 日，法学院召开江西财经大学第二轮廉政巡察工作动员大会。

22 日，由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举办的三十周年庆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

馆隆重召开，我校获评 ACCA 卓越教育奖。

22 日，“唱响江财——第三届教工十佳歌手大赛决赛”在蛟桥园大礼堂荣耀绽

放。

22 日，校党委副书记、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蒋金法，在出席

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时强调指出，要认真落实王乔书记相关

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构建长效机制。

22 日，全国办税技能竞赛暨税法宣传进校园活动举办。此次活动由江西财经大

学、江西省注册税务师协会、赣江新区地税局联合举办，旨在落实好中税协关于全

国办税技能竞赛的要求，鼓励更多大中专院校学生参加竞赛，提升大中专学生的税

法知识水平和办税技能。

22 日，学校召开了迎接 2016-2018 年度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动员会。

22 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肖可瓅博士应邀，为信息管理学院师生作题

为“基于社交网络的金融数据挖掘：文本挖掘与舆情分析应用”的学术报告。

23 日，全国各地 2018 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为了做好今年的高招工作，吸引

更多优质生源填报我校，我校组织 30 余名教职工分赴部分省市以及我省 50 余所中

学开展高招录取咨询和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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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民革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行”主题教

育活动，在主委包礼祥的带领下，来到弋阳县方志敏纪念馆参观学习。

23 日，根据学校重点工作安排，国际经贸学院 6 名院领导班子、系主任来到上

饶、景德镇、赣州、宜春、武汉等地的县市中学，面对数百考生和家长进行一场场

的招生宣讲。

24 日，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兼职硕导礼聘仪式暨研究生教育研讨会在外国语学院

召开。

25 日，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邬国强、投资与建设处副处长王真

龙等一行 4 人，来到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考察调研并召开调研座谈会。

25 日，校长卢福财到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调研，人事处、教务处、研究生院

等部门负责同志随同调研。

25 日，2018 年江西省首届大学生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我校举行，6 支高校代

表队经过层层突围，闯进总决赛再次展开激烈角逐，我校荣获三等奖。

25 日组织首次翻转课堂教学资格认定评审会。会议邀请了万常选、程淑珍等五

位具有较为丰富翻转课堂教学经验的教师担任评委。

26 日，研究生院培养督导组撰写的《江西财经大学留学生听课督查评估报告》

（《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培养督导简报》2018 年第 28 期 特刊）获校党委书记王乔、

校长卢福财批示。

26 日，校长卢福财到艺术学院调研，党办校办主任罗锐、人事处处长彭元、教

务处处长廖国琼、研究生院院长袁红林等同志随同参加。

27 日，学校纪委组织各基层党组织书记、新任副科级以上干部以及重点岗位人

员等 100 余人到江西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江西省豫章监狱接受廉政警示教

育，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杨建林参加了此次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27 日，以“信访举报集中宣传周”为主题的发布会召开，校新闻发言人、党委

常委、宣传部长王金海就相关情况进行发布，并回答学生记者提问。

27 日，校长卢福财主持召开 2018 年第三次院长例会，研究讨论了我校人才引

进、人才培养、人才项目申报、职称评审等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

27 日，我校第三届新华考研奖学金颁奖仪式举行。贵州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李新华校友为获奖学子颁发奖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阙善栋

出席并讲话。

27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常委会，专题学习传达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

会议精神。

27 日至 29 日，由我校与英国考文垂大学共建的孔子学院联合英国汉语教学研

究会（BCLTS）与华威大学现代外语文化学院共同的举办的“第 16 届高校国际汉语

教学研讨会曁英国汉语教学研究会年会”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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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到 28 日，受人文学院尹忠海院长委托，社会学系老师银平均博士邀请宾

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院（School of Social Policy and Practice，

SP2， a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菲利斯·所罗门教授莅临学院为 MSW 硕士

研究生进行短期授课。

27 日，学校举行庆祝建党 97 周年升旗仪式暨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28 日，2018 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蛟桥园北区大礼堂隆重举行。我校举

行。校领导王乔、卢福财、蒋金法、刘小丽、杨建林、王小平、阙善栋、欧阳康、

袁雄，1984 级校友、苏州和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和清出席典礼。

28 日，和基图书馆揭幕仪式在我校北区图文信息大楼和基图书馆石雕前隆重举

行。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财、副校长袁雄、我校 1984 级工经专业校友、苏州

和基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张和清，苏州校友会会长晏杰校友应邀出席。

28 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2018 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枫林校区青云楼

N108 报告厅隆重举行。

28 日，我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年暨 2018 年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

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隆重举行。

28 日，副校长王小平在我校迎宾厅会见了来访的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教育领事

Ralph Rogers 先生及总事馆华南区教育和英语项目专员冯嘉颖女士。

29 日，江西省纪委信访室正处级纪检员监察员袁道东、张婕钰，省纪委驻教育

厅纪检组副组长曾保平等一行六人来校宣讲，并指导学校“信访举报集中宣传周”

活动。

29 日，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第十次校园环境督查活动，

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金海和校园建设办公室主任喻春龙，分别带队督查了蛟桥

园、麦庐园两大校区的校园环境。

30 日，我校重庆校友会十周年庆典活动隆重举行。

30 日，从江西省总工会获悉，我校教务处信息管理科荣获江西省“工人先锋号”

荣誉称号，我校是江西省高校唯一获此荣誉的单位。

七月

2 日，我校 2018 年学生海外留学行前教育会召开。副校长王小平出席并讲话。

2 日，副校长刘小丽到档案管理中心进行调研。档案管理中心全体人员参加了

调研会。

2日，校党委廉政第一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来招标采购中心开展廉政巡察工作。

2 日，应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重庆研究院”）邀

请，江西财经大学与重庆研究院在重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一致同意以“江西

财经大学中科云丛人工智能研究院”为载体，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

方面开展全方面的合作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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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校园建设处在图文信息大楼组织对该楼三幅壁画（《源远流长》《孔子

施教图》《巍巍井冈》）制作与安装验收。

3日，2018 年“江财人”暑期出国（境）研习团行前教育会召开。

3 日至 4 日，校党委书记、文明校园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乔，校长、校园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卢福财分别对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作出新批示，

提出新希望。

4 日，中国教育报聚焦毕业生特别报道发表了题为《“最美考生”毕业记》文

章，文章描述了我校 2018 届毕业生易政勇毕业离校的日子，引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4 日，副校长王小平到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调研“智慧江财”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开发工作，学工部（处）招生就业处、团委相关负责同志出席调研会。

4日，江西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中心发布 2017 年全国商科院校评价报告，江

财在 46 所指标数据完整的商科院校中综合得分排名第八。

4 日，校长卢福财就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等工作到统计学院调研，党办校办、

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院等部门负责同志随同调研。

4日，校园建设处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开展党员活动日活动。

4日，由金融学院组织的大学生创业培训班开班，拉开了我校 2018 年暑期二阶

段教学的序幕。本次开班得到了南昌市经开区组织人事部和意风培训机构的大力支

持。

4 日-14 日期间应统计学院邀请，美国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简称 OHSU)的 Thuan Nguyen 副教授到访我校，并为我校

统计学院本科生开设为期 10 天的统计学短期课程。

4 日至 5 日，校党委副书记、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蒋金法率

队赴赣南师范大学、江西理工大学两所高校开展调研活动。

5 日，校管理服务督查组召开工作会。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

议由纪委副书记李法贵主持。人事处处长彭元、监察处副处长蔡志刚和管理服务督

查组全体成员参会。

5 日，由阙善栋副校长主持召开了蛟桥园第三教学楼改造工程第二次工作调度

会， 审计处、财务处、教务处、后勤保障处、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中心、网络信

息管理中心、校园建设处单位负责人准时参加了会议。

5日，我校大学生职业发展辅导工作室申报答辩会圆满结束。

5 日，由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调研员刘华一行 6 人组成的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项检查，到我校检查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封存工作。

5日，校长卢福财就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等工作到金融学院调研。

6 日，学校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以下简称“知联会”）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

员大会，全面总结回顾近年来主要工作，修订完善知联会章程，选举产生新一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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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共同商议下一步发展大计。

6日，学校对第三批新提任处级干部开展任前廉政谈话，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

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及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长许基南出席了会议。

6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 2018 年第十三次校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学习

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文件精神。

6日，我校 2018 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在蛟桥园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举行。

6日，我校 2018 年科研工作专题会议召开。会议由科研处处长刘满凤主持。

6 日，副校长、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袁雄带队进行第十一次

校园环境督查，重点查看了蛟桥园校区尤其是办公区卫生状况，以督促问题整改，

鼓励先进典型。

6 日，我校腾蛟论坛第 21 期教学沙龙在微格教室 5202 举行，主题为“慕课及

翻转课堂教学的认识和实践”，南昌大学博士生导师朱传喜教授主持了沙龙活动。

6日，我校召开了 2018 普通本科招生委员会专题会议。

6日至 8 日，国际学院本学期第二阶段课程暨首批 UP 导师公开课举行。大新银

行（中国）南昌分行行长刘彦、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总会计师阙泳、江铃国际

执行副总梁波为国际学院 2016 级学生进行授课。

7日，我校 2018 年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校党委书记王乔，校

长卢福财，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副校长刘小丽、王小平出席会议。

7 日，我校会计学学位授权点自评估专家论证会举行。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谢

志华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孟焰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龙平教授、西安交通大学

张俊瑞教授、中山大学谭劲松教授五位专家出席了论证会议。

7 日到 13 日，人文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的 20 名学生，赴港进行为期一周的研修

学习，其中，包括 13 名研究生和 7 名本科生。

8日，我校 2018 年新增研究生导师培训会在研究生楼一楼报告厅举行。

9日 ，江西省防范非法集资微电影（动漫）大赛启动仪式暨防范非法集资进校

园活动在蛟桥园北区图文信息大楼三号报告厅举行。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骆小林，

团省委副书记罗华，江西银行副行长陈勇，副校长阙善栋出席启动仪式。省内三十

多家主流媒体代表，省内各高校团委代表及我校部分学生代表参加活动。

9日，民盟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以“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履职能力”为主题召开

盟员大会。

9 日，校长卢福财，中国信托业协会党委书记、专职常务副会长漆艰明出席了

在国际学术报告厅举行的开班仪式并分别致辞。

10 日，校长卢福财实地检查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使用和维护情况。

10 日，校团委书记习金文在大学生活动中心 202 会议室主持召开座谈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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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中国共青团十八大会议精神。

10 日，我校 2018 普通本科录取工作会议召开。

10 日至 11 日，校长卢福财分别到会计学院、体育学院调研。

10 日，学校与江西财经职业学院联合培养的首届应用型本科生毕业典礼隆重举

行。

10 日，江西财经大学MBA校友一行 30 余人在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袁雄的带领下，

来到武汉光谷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参观走访活动。

10 日，2018 年校本研究专题中期检查汇报交流会在蛟桥园南区 11 楼第三会议

室召开。

10 日，我校举行了学生菁英领袖培养—高层次就业引领计划（三期）结业典礼。

11 日，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今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11 日，学校与招商银行南昌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在南昌举行。

11 日，国际经贸学院党委书记胡建国，党委副书记廖勇勇，辅导员吴佩芹对学

院三位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了实地入户走访。

11 日，省委统战部对在“携手迈进新时代 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征文活动中

获奖的优秀征文、作者和组织单位进行了通报表扬。我校党委统战部获评“优秀组

织奖”，统战部会同有关民主党派报送的作品《李秀香：桃李满园 毓秀芳香》（作

者：网管中心邓桢俊）、《温锐：我是一名教书匠》（作者：人文学院王晓震）等

2篇作品获评“人物访谈类”优秀征文奖。

12 日，校长卢福财到外国语学院、人文学院调研，党办校办、人事处、教务处、

科研处、研究生院、财务处等单位负责同志随同调研

12 日，校党委副书记、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蒋金法，带队专

门督查了蛟桥园校区亮化工程。

13 日，中国青年报发布 2017-2018“中国大学官微百强”名单，江西

财经大学官微（jxufe_cn）成功入选。

14 日，“国力奖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财，副校

长袁雄，弘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卫鸿，弘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方小安，弘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力汽车集团总裁蔡雅雯出席捐赠仪

式。

14 日，各单位分工会女主席、校女工委委员、各分工会女工委委员以及江财女

科联会员代表们齐聚蛟桥园北区图文信息楼三号报告厅，听取刘小丽副校长传达江

西省妇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

14 日，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后勤

保障处、保卫处，对蛟桥园南区综合楼、麦庐园图文信息大楼的电梯及楼道环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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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联合督查。

14 日，我校“智慧江财”规划座谈会召开。

14 日，弘基投资集团捐资百万在我校设立“国力”奖助学金，校党委书记王乔

为弘基投资集团董事长蔡卫鸿颁发“荣誉校友”牌。

14 日下午，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学校 2018 年第 14 次党委常委会议，专题

学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卢福财、蒋金法、刘小丽、杨建林、王小平、阙善栋、

欧阳康、袁雄、许基南、彭清宁出席，党群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5 日，档案管理中心在按照省有关部门的通知要求和学校实际情况，秉承以人

为本的服务理念，安全、准确将 6300 余份应届本科生、研究生档案转递到位。

15 日，校属各单位网站迁移工作会召开，网络信息召集各部门网站管理负责人

共同讨论暑期如何启动网站迁移工作。

8日至 15 日，法学院院长杨德敏教授应邀在美国进行了学术交流和访问。

6日至 15 日我校开展第二阶段教学活动，教务处、校本科教育督导组及学院都

认真进行了巡查。

15 日至 22 日，由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教育厅、省体育局承办的江西省第

十五届运动会篮球比赛暨 2018 年江西省大学生篮球比赛在井冈山大学体育馆举行。

我校女篮勇夺亚军。

16 日下午，校党委书记王乔来到学校普通本科招生录取工作现场视察指导，看

望慰问工作人员。

16 日，我校举行 2018 年专业综合评价整改工作汇报会。

16 日，江西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 2017 年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

评价结果的公示》，我校成绩喜人。在 18 个参评专业中，13 个排名全省第一（财

政学、税收学、劳动与社会保障、金融学、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民经济管

理、经济统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管理科学、工程管理、旅游管理、房地产

管理），2个排名第二（经济学、行政管理），完成了学校预设目标。

16 日下午，国际经贸学院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井冈山专题学习班

举行了开班仪式，副校长阙善栋应邀参加学习活动，并作开班致辞。

17 日，江西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网球比赛暨江西省“校长杯”网球比赛在省旅游

商贸学院举行，我校女子甲组获得团体冠军，男子乙组获得团体第三。

17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冒着酷暑来到丰城曲江镇、同田乡亲切看望我校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队伍。

17 日至 20 日我校在井冈山组织为期 3天的“一流本科建设”研讨会。

17 日，我校举办“困扰与突破：如何防治招投标活动中围标、串标行为”研讨

会。副校长、校招标采购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小丽出席并讲话。

17 日上午，图书馆召开馆务会，研究延长暑期图书馆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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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至 19 日，软件学院组织教工党员 40 余人赴井冈山，进行了为期 4天的红

色基因教育培训活动，副校长阙善栋参加了此次培训。

16 日至 20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财、副校长欧阳康先后到我校 2018

年本科招生录取现场，检查指导招生录取工作。

17 日至 20 日学校“一流本科建设”研讨会在井冈山召开。

17 日，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暑期三下乡科技调研服务队在软件学院党委副书

记彭敏老师和软件学院分团委辅导员万煜川老师的带领下走进于都县，对当地生态

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走访调研。

18 日至 20 日，研究生院赴井冈山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十

九大精神。

18 日，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张小平，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熊科平，

宜春市副市长张家良，宜春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徐勇军，丰城市委书记胡江萍等领导

看望我校暑期三下乡丰城同田村长助理团。

19 日、20 日，后勤保障处召开了暑期工作会，全处副科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

副校长阙善栋应邀到会指导并作重要讲话。

19 日至 20 日，江西财经大学政府会计制度实施工作布置会召开。

20 日，江西营商法治环境评估指标体系论证会在我校召开，大会由我校法学院

和法治江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

21 日上午，岳向东校友捐资百万签约仪式举行。

21 日上午，校党委副书记蒋经金法前往宜春市奉新县会埠镇开展走访活动，团

委书记习金文、团委副书记叶申玲随同前往。抵达宜春市奉新县后，蒋金法一行特

看望了我校两位经济困难同学，了解其家庭情况及困难需求，并对两位同学表示鼓

励慰问

21 日上午，由商务部主办、我校具体实施的“2018 年桑给巴尔预算编制研修班”

举行开班典礼，来自桑给巴尔的 25 名学员将参加为期 21 天的研修活动。江西省商

务厅方向军副厅长，我校阙善栋副校长，国际经贸学院吴朝阳院长、胡建国书记，

江西省商务厅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处梁永红副处长，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培训中

心宗平华主任出席了本次开班仪式。

23 日，离休老干部、中共党员、原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孙传煃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 12 时 47 分，在江西省人民医院去世，享年 93 岁。

23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到铅山县虹桥乡桥亭村调研定点扶贫工作，铅山县委书

记周金明、副书记倪美创会见了王乔书记一行。

23 日、24 日，艺术学院李霜、张维刚及孔晓飞三位硕士生导师带领部分音乐艺

术管理专业研究生赴江西婺源，参观考察大型实景山水演艺项目《梦里老家》及其

演艺小镇的业态园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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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至 24 日，中国价格协会高校价格理论与教学研究会第三十四次年会举行。

会议由中国价格协会高校价格理论与教学研究会主办，我校国际经贸学院、生态文

明研究院联合承办。

23 日至 25 日，江西省第三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决赛在南昌航空大学举行。我

校信息管理学院谭亮老师以全省工科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一等奖并将代表我省角逐即

将开始的国赛。我校组织工作到位，荣获“优秀组织奖”称号。本次比赛分设文、

理、工、思政四个组别，从初赛、复赛到决赛，历时近两个月，包括课程 20 个教学

设计、20 个教学阶段的 PPT 课件、1 个教学阶段视频、课堂教学、教学反思等考核。

25 日，校招标采购中心主任熊绍辉、副主任杨有亮会同图书馆副馆长郑淑娟、

浙江春光名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经理郭春生、业务员郭耀等，深入图书馆现场调查

浙江春光名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提供的家具使用状况。

25 日下午，招标采购中心召开暑期工作推进会议，中心全体人员参会，会议由

招标采购中心主任熊绍辉主持。

26 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简称“学位中心”）公布了全国首

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结果。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点（MBA）位列B+档次。

26 日，我校召开绩效工资管理工作专题会议。

27 日，2018 年亚太商务活动策划竞赛在墨尔本威廉安格利斯学院成功举行。我

校旅城学院 15 旅游管理班李盛泽、黄书勤、王佳静、王丹婷和胡志宏等同学在刘德

军博士的指导下，策划作品《Ali to the Weast—Living in words， Finding the

world》获得大赛一等奖和金奖，并授予胡志宏、王丹婷同学最佳展示奖。

28 日，我校举行深圳研究院财务会计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28 日下午，深圳市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法学院分会换届大会暨法律服务中心成

立仪式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大厦深圳厅隆重举行。

28 日上午，兰和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向学校基金会捐资百万元签约仪式在深

圳虚拟大学园举行。

28 日，招标采购中心杨有亮副主任、项目负责人龚荣凡一行到麦庐园祥庐学生

宿舍督办旧家具拆除进度，与土建维修施工队伍进行现场协商，切实做好旧家具拆

除工作。

30 日上午，我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落实推进工作会议召开。校党委副书记蒋金

法出席会议，党委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和基层党委、党总支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30 日下午，由江西省高校教育信息化学会主办，我校计算实践教学中心、网络

信息管理中心承办的江西省高校教育信息化学会实验教学研讨会暨实验实训平台师

资培训会在蛟桥园北区图文信息大楼一楼报告大厅顺利举办。

31 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了全国首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结

果。工商管理硕士评估结果为B+、会计硕士评估结果为B、法律硕士评估结果均为B-、



445

公共管理硕士评估结果为C。

31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副校长袁雄一行赴广州走访校友企业广东奥飞数据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并出席冯康校友向学校基金会捐资百万元签约仪式。

八月

2 日，我校 2018 年的普通本科招生录取工作顺利结束。

2日，王乔教授等撰著《法治中国背景下的税收制度建设研究》，入选 2018 年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应用经济学科申报指南，在江西实现零突破。

3 日上午，我校法学院与乐安县人民法院共建全省首个“乡村治理与纠纷解决

研究中心”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教育基地暨大学生法学实践基地”签约及揭牌仪

式在乐安县人民法院举行。

4 日，北京校友会财税与公共管理分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大成路九号会议大厅隆

重举行。校党委书记王乔，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校友总会副会长、北京校友会会长、

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张军等领导出席大会。

4日，我校在北京举办校友论坛暨第四届财税论坛。

5 日下午，“智慧江财”暑期工作推进会召开。副校长王小平出席并讲话，会

议由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肖清雷主持。

5 日，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赣州分会成立大会在赣州市沃尔顿酒店多功能会议

厅隆重举行。

5日，第一届大数据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圆满落幕。

7日上午，卢福财校长到上饶考察大数据产业发展情况，上饶市副市长王万征，

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党工委书记辛鲁冀、管委会副主任陈新宇陪同考察。

8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江西日报 A2 版发布了《2018 年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入围人选公示》。我校匡小平教授、章卫东教授入选。

8 日，卢福财校长一行到怀玉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习方志敏烈士革命精神，

玉山县委书记胡剑飞等领导陪同。

7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江西省高校教育信息化学会实验教学研讨会暨实验实

训共享平台师资培训”在我校开班。此次培训由江西省高校教育信息化学会主办，

江西财经大学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协办。共有来自全省 18 所高校，60 余名实验教

学一线的教师参加。

8日至 11 日，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开展了暑期“三下乡”保险＋期货调研活

动。

9日，校长卢福财先后对蛟桥园西大门、西大门广场、三教楼、7 栋学生公寓、

AB栋公寓施工现场和麦庐园祥庐、和庐学生公寓施工现场等工地进行了视察。

9 日下午，招标采购中心召开第二次暑期工作推进会，副校长阙善栋出席并作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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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下午，江财深圳校友会各分会向学校基金会捐赠签约仪式在深圳市人民大

厦举行。

9日至 10 日，全国高校教职工围棋邀请赛举办。由杨建林任领队，王云任教练，

王自力、张立军、潘克栋和陈凌云为队员的江西财经大学教工围棋队，取得了 21

场胜利的佳绩，团队总分排名 19 位。张立军和陈凌云 9 战 6 胜，个人分别排名第

31 和 39 位。

9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办、我校联办的“2018 年桑给巴尔预算编制

研修班”举行结业典礼。

9日至 11 日，应奥克斯集团人力资源部邀请，招就处副处长刘菊华和工商管理

学院党委副书记周海燕参加了奥克斯集团 2018 年校企人才工作交流会，就进一步深

化校企合作，更好地促进就业、服务企业等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10 日至 13 日，校长卢福财赴南京、扬州、溧阳等地走访看望校友。

12 日，根据YCY会计行业观察和信永中和发布的数据显示，我校在 2018 上市公

司财务总监毕业院校排行榜中以 12 人位列本科毕业院校第四位，与 2015 年相比上

升了一位名次。

13 日至 18 日，西华盛顿大学与江西财经大学暑期学术文化交流（WWU-JUFE

Summer Program）活动在美国华盛顿州贝灵汉市举行。

15 日，我校金融学院 31 名受助大学生应邀，参与了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

会主办、银贝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8 年“精准资助大学生千人计划”暑

期培训活动。

15 日，日前从江西省总工会获悉，我校现经管学院王冰泉老师《写给孩子的信》

在江西省总工会官微“草根谈《一封难忘的家书》”栏目第十五期上登载，并在省

交通广播电台播出。

16 日，深圳中智互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旗下江西中智互联金融服务有限

公司向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百万元。

16 日，香港连锁运动用品店“运动家”创办人、香港鞋业总会副秘书长蔡天沛

先生委托香港明爱社会工作服务部向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 60 万元港币，这是蔡

天沛先生继捐资 50 万元港币后，又一次向学校捐资。

16 日，我校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帮侬”团队在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

“创新、创意及创业” 挑战赛全国总决赛（以下简称三创赛）获得了全国三等奖的

好成绩。

17 日，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获悉，我校 2018 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7 项，立项率为 30.08%，资助经费 1185.9 万元。

17 日，在参加扬州校友会活动期间，校长卢福财、副校长阙善栋抽出时间对当

地部分录取到我校的 2018 级新生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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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结果正式揭晓。我校方玉明教授获国家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优青）项目资助，实现了我校优青项目立项零突破。

18 至 19 日，首届全国大学生可再生能源科技竞赛全国总决赛在华北电力大学

举行。我校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信毅实践班邓甜同学带队，来自江西财经大学、北

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广西大学的 6 名同学组成的跨校团队（成

员：邓甜、钱佳威、张浩驰、顾浩楠、刘洁妮、韩笑梅）凭借科技作品《基于可再

生能源的智能生态大棚》（指导老师：熊小刚）获得全国二等奖。

19 日，我校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班举行。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袁雄出席开班典

礼并讲话，开班典礼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副主任吕晓梅主持。

20 日，江西电视台报道了我校人文学院助力横峰县巩固脱贫效果的一系列活动。

21 日上午，2017—2018 年度全国高校微信公众号百强名单在 2018 校媒精英汇

暨全国高校新媒体提升论坛上揭晓。我校官微位列榜单94位，被授予2017-2018“中

国大学官微百强”奖。

22 日上午，江西财经大学第一届考文垂孔子学院中国夏令营正式开营。共有 15

名来自英国考文垂孔子学院的外籍学生和 12 名来自人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国际商

贸方向）专业的志愿者参加开营典礼。

22 日，中国薪酬网公布了一份 2018 年中国大学毕业生薪酬排行榜名单，我校

位列全国高校 91 名，为省内第一名。

22 日，国际经贸学院院长吴朝阳、党委书记胡建国一行四人到深圳市通拓科技

有限公司参观考察。吴朝阳代表学院与公司签署了校企合作共建实习就业基地协议

书，双方举行了基地授牌仪式。

25 日，经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组织，深圳路友网球俱乐部经理在麦庐园体育学

院为同学们进行网球实战教学。

25 日，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25 日，我校 2018 年领导干部暑期培训班在萍乡市委党校正式开班。校长卢福

财主持开班仪式。校领导蒋金法、刘小丽、杨建林、王小平、阙善栋、欧阳康、袁

雄，以及校属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共百余人参加了学习。

25 日，我校体院乒乓球教师受邀指导考文垂孔子学院中国夏令营。

25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以“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为题，

给我校 2018 年领导干部暑期培训班学员作了首场专题讲座。

26 日，四川大学教务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张红伟教授，应邀为我校 2018 暑期

干部培训班通过网络进行远程授课，主题为“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的，一流本

科人才培养川大实践”。

26 日，萍乡市委党校刘建民教授应邀为我校 2018 暑期干部培训班作题为“学

习甘祖昌精神 传承初心和使命”的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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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在江财甘肃校友会办公点举行了捐资助学发放即新生座谈会，参加座谈

会的有校友会代表和两名学生代表，学生家长代表等。校友会积极响应母校号召，

组织了此次捐助活动。

26 日，校长卢福财以“面对新时代的本科教育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为题，

给我校 2018 年领导干部暑期培训班学员作专题讲座。

27 日，东北财经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博士生导师汪旭晖教授应邀为我校 2018

年暑期干部培训班授课，主题为“财经类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思考——兼论东北财

经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27 日，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省委人才办专职副主任刘光华，应邀为

我校 2018 年领导干部暑期培训班学员作题为“切实增强人才工作意识，着力集聚人

才引领发展”的专题讲座。

24 日和 27 日，校园建设处分别组织相关单位对“蛟桥园北区 7#学生宿舍维修

改造工程”、“麦庐园学生宿舍和庐A栋维修改造工程”、“麦庐园学生宿舍祥庐维

修改造工程”等三个暑期重点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

27 日，我校 2018 年领导干部暑期培训班学员围绕“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建

设一流本科教育”的主题进行分组讨论。

27 日，《光明日报》理论版（第 14 版）“争鸣与商榷”栏目刊发经济学院邱

永志博士撰写的理论长文《明代货币白银化问题认识误区辨正》，全文长达 6700

字。

28 日，我校 2018 年领导干部暑期培训班赴“没有围墙的干部学院”——甘祖

昌干部学院，接受重温入党誓词、传承红色基因的党性教育与革命传统教育。

28 日，校党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29 日，江西财经大学 2018 年暑期工作会在萍乡市委党校召开。校党委书记王

乔对 2018 年领导干部暑期培训班作总结讲话，校长卢福财进行了暑期工作总结并部

署新学期开学工作。

30 日，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主持召开新学期开学学校安全与校园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会，部署落实江西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做好秋季开学学校安全和校园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的通知》精神和全校暑期工作会议要求。

31 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正式通知人文学院实习基地南昌太阳花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成为全国童享伙伴计划首批合作成员。

31 日，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首批结项会在京举行，我校 1984 届商业会计

校友魏明海先生、1984 届工业会计班夏冬林先生顺利通过首届“会计名家”培养工

程结项。

31 日上午，卢福财校长带队督查了新学期开学准备工作。

30 日至 31 日，全省学校共青团学习贯彻团十八大精神培训会暨 2018 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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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部署会在我校举行。

27 日至 31 日，第四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在浙江师范大学成功举行，

我校青年教师谭亮代表江西省高校参加了工科组的竞赛角逐，经过激烈的教学比拼，

荣获大赛三等奖。

31 日，外国语学院召开了以“一流本科教育背景下的外语教育的使命和担当”

为主题的工作会议。

九月

1 日，校党委宣传部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学习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和江

西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金海主持大会并就近期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

1 日，按照校党委组织部的统一部署，信息管理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计算机

系）利用暑假和开学前的时间开展了党员十九大精神集中学习轮训活动。

1 日，我校 2018 高考录取工作继续获得“三满意”，共计录取本科新生 5202

人。其中省内招录学生 3130 人，占生源总数 60.42%，一本批次文史类录取最高分

为 629 分，最低分为 596 分、超省控线 28 分，理工类录取最高分 609 分，最低分为

567 分，超省控线 40 分。

1日，卢福财到工商管理学院，对学院新学期开学工作进行调研和部署。

1日，袁雄副校长到教务处检查新学期教学工作准备情况。

2日，2018 年江西省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结果揭晓，我校 136 支参赛队伍中 96

支队伍脱颖而出、斩获佳绩，获奖率达 71%，其中 20 支队伍获一等奖、36 支队伍获

二等奖、40 支队伍获三等奖，获奖队伍数量和层次均名列全省高校前茅。

2日，副校长刘小丽到工会检查开学准备工作。

2日，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全院教师大会，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出席会议。

2日，纪委书记杨建林视察了纪委谈话室施工现场。

2 日，学校在开学第二天组织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

变的思想防线，学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部分单位副科级以上人员共 180 人参加

了会议。

3日，江西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度全省高校十大“最美辅导员”、十大

“优秀思想政治理论教师”评选工作。我校法学院分团委书记李临彧荣获“最美辅

导员”称号，国际学院分团委书记廖春妍荣获“最美辅导员”提名奖，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陈始发荣获“优秀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称号，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定鑫

荣获“优秀思想政治理论教师”提名奖。

3 日，校长卢福财、副校长袁雄先后到蛟桥园、麦庐园两个校区教学楼，对新

学期本科教学运行情况进行了检查。

3日，校党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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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夏雪和导师袁非牛教授合作完成的论文Mixed

co-occurrence of local binary patterns and Hamming-distance-based local

binary patterns发表在国际A类期刊Information Sciences第 460-461 期上。

4 日，学工部党支部开展九月份党员活动日活动。围绕“坚决全面彻底肃清苏

荣案余毒，持续建设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展开学习交流。

4 日，副校长袁雄到本科教育督导组进行调研。在听取了督导组工作汇报后，

对督导组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并提出更高要求。

4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来到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校区，就新学期各项工作进

行调研。王乔强调，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转变办学理念，变管为办，办人民满

意的教育。

5日，江西省政府网站公布 2017 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名单，由我校万常选，

刘德喜，刘喜平，廖国琼等 4人共同完成的《半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管理关键技

术研究》项目获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5 日，近日，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我校侨联

主席、会计学院彭晓洁教授荣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

5 日，我校召开 2018 年迎新工作协调会，研究部署迎接 2018 级新生报到入学

工作。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副校长刘小丽、王小平、欧阳康、袁雄出席会议。

5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带队到麦庐园检查迎新准备工作。党办校办主任罗锐、

学工部部长郑赟、后勤保障处处长李新海、保卫处处长雷迎春、校园建设处处长肖

兴富随行参加了检查。

5 日，由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主办、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经济

法 30 人论坛”（第 8 期）暨制定《经济法通则》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召开。副校长阙

善栋、江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裴忠彪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张

守文教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冯果教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王全兴教授出席大会。

6 日，近日，第四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举行。我校青年教师谭亮代表

江西省高校参加了工科组的竞赛角逐，荣获大赛三等奖。

6日，全校 2019 届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工作协调会（以下简称“推免”）在

蛟桥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2 召开。

6日在蛟桥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301 室召开学生资助标准化建设培训会。

7 日，我校召开庆祝第 34 个教师节暨“弘扬高尚师德 潜心立德树人”育人经

验座谈会。校领导王乔、卢福财、蒋金法、刘小丽、杨建林、王小平、欧阳康、袁

雄出席座谈会。

7 日，副校长阙善栋、袁雄来到麦庐园校区，检查迎新准备工作并督查校园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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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校领导王乔、卢福财、蒋金法、刘小丽、王小平、阙善栋、欧阳康、袁

雄来到各学院走访慰问优秀教师代表，与教师代表亲切座谈。

7日，江西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副调研员王景定一行来到我校，对 2018 年秋季

开学准备工作暨作风建设开展督导检查。

8日，省委统战部对在“诵读红色家书 汇聚统战力量”微信朗诵活动中的获奖

作品名单进行了通报。我校党委统战部获评“组织奖”，会计学院王鹏获评“优秀

朗诵者”。

8 日，校领导卢福财、蒋金法、阙善栋、袁雄来到麦庐园迎新点，与现场的迎

新志愿者们一起欢迎 2018 级新同学。

8日，江西财经大学深圳研究院 2018 级硕士研究生开学典礼在深圳虚拟大学园

隆重举行。

8 日，我校北京校友会计统分会成立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王乔，

副校长王小平出席大会。

10 日，是我国第 34 个教师节，校长卢福财到教室看望慰问了上课教师，向他

们赠送了鲜花，代表学校对教师们表示感谢并通过他们向全校教职员工致以节日的

问候。

10 日，南昌市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磊一行 5 人，专程到我校附

中走访慰问。

10 日，江西财经大学 2018 级新生军训动员大会在麦庐园校区田径场举行。

10 日，江西省总工会巡视员、省教育工会主席林玉华一行专程前来看望我校教

师代表。

10 日，江西财经大学 2018 级新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王乔书记等校领导悉数

出席。

10 日，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发布了第九届“全国百篇

优秀管理案例”入选名单，由我校工商管理学院胡宇辰教授领衔撰写的案例《固本

求新：江中药企的知识协同创新之路》、余可发副教授撰写的案例《八戒取经：企

业服务电商平台的精益创业之路》、王友丽副教授领衔撰写的案例《集电商于一家，

扬浦城至省外：万豪打造闽北小县城“电商物流生态圈”》成功获评，我校累计入

选百优案例已达 10 篇，在全省遥遥领先。

11 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2018 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共青校区田

径运动场举行。

11 日，《光明日报》理论版（第 15 版）“党史”栏目刊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陈始发教授、李凤凤老师撰写的理论文章《〈红色中华〉与中央苏区法制宣传教

育》，全文 4700 字。

11 日，校党委副书记、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蒋金法，带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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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督查了麦庐园校区环境卫生。

11 日，我校秋季留学生迎新工作顺利完成，迎来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俄

罗斯、韩国、巴基斯坦、孟加拉等 40 个国家的 82 名留学生，其中进修生 35 人，本

科生 30 人，硕士生 16 人，博士生 1 人。

11 日，文明校园信息平台信息员培训会议召开。

11 日，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熊空军一行来校调研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情

况。

11 日，教务处组织我校部分海归教师召开座谈会。

12 日，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院长黄明忠一行 6 人到访我校，就持续推进联合

培养职教应用型本科实验班工作进行对接。

12 日，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第十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协调会议召开。

12 日，南昌市公安局出入境警官在图文信息大楼 3 号报告厅为我校留学生新生

举办了出入境法律知识宣讲会。

12 日，1980 级财政班校友奖助学金捐赠仪式在财税大楼会议室隆重举行。

12 日，校长卢福财、副校长王小平、校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援成教授一行就国家

级课题申报、国家级奖项申报工作到科研处进行专题调研。

13 日，校党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重点传达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4 日，副校长袁雄主持召开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

年）纪念日重点活动协调会。

14 日，校史名人塑像设计审稿座谈会召开。

14 日，校长卢福财到国际学院进行调研。

14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 2018 年学校第五次书记例会时强调，要切实

推进人才工作，促进人才有序流动。

14 日，校党委常委班子“坚决全面彻底肃清苏荣案余毒持续建设风清气正政治

生态”专题民主生活会专题学习暨今年第八次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

会议举行。

14 日，经济学院开展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三门基

本经济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研讨会暨集体备课会。

14 日，学校民主党派、统战团体负责人联席会议举行。。

15 日，财务处支部在处党员活动室开展党课教育活动，副校长刘小丽以普通党

员身份参加活动并发言。

15 日至 16 日，我校为 2000 余名新生开展了应急救护公益培训，包括创伤救护

与心肺复苏两项重要内容，通过考核的同学将获得红十字会颁发的初级救护员证书。

16 日，由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税收宣传中心、纳税服务司、征管和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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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指导，中税协、中国注册税务师同心服务团主办的全国办税技能竞赛决赛在北京

中国职工之家圆满落幕。我校伍云峰副教授、赵磊老师带领白孟君、李玥睿、袁嫄、

曾川芮四位同学参加了此次院校组团体决赛，以全国第四名的成绩斩获院校组团体

二等奖。

17 日，江西省第五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

17 日，副校长阙善栋主持召开蛟桥园第三教学楼改造工程招标文件审核会。

17 日，省教育厅巡视员何建洋一行来我校调研军训工作相关情况。校党委常委、

副校长欧阳康出席会议调研座谈会并讲话。

17 日下午，校党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

院老教授重要回信精神，并研究我校贯彻实施方案。

17 日，首届“敦煌国际设计周”设计大赛作品展览开幕式、颁奖仪式及文创论

坛在甘肃省敦煌市举行，我校艺术学院包礼祥院长受邀参加开幕式，还作为 6位特

邀嘉宾，在文创论坛发表《加强专业赛事平台建设，促进设计教育产学研融合》的

主旨演讲，并与敦煌文旅集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在此次大赛中，我校艺术学院师

生的设计作品在 120 多所高校、40 多家设计公司报送的 1000 多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荣获大赛唯一金奖和 1 项铜奖、5项优秀奖。

17 日，为推进落实政府会计制度实施，全面摸清“家底”，加快资产清查步伐，

我校召开政府会计制度实施（资产清查）工作推进会。

18 日，2018 年江西财经大学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校党委副书记蒋金

法出席仪式并宣布 2017 年江西财经大学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18 日，九江学院副院长杨耀防一行 5人来校调研。

18 日，时值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校党委书记王乔看望慰问新疆籍教师，为新

疆籍教师送上节日的祝福。

18 日，2018 年院级教学督导工作交流会暨第 4 次教学工作例会召开。副校长袁

雄出席会议。

19 日，广东校友会隆重举办 2018 年“饮水思源，久久感恩”主题活动。

19 日，江西日报 B1 版以题为《破冰前行》报道我校“双一流”建设。文中指

出，高校“双一流”建设，是“211 工程”“985 工程”后，推动高等教育再上台阶

的又一创新战略。

13 日、19 日，我校分别与江西财经职业学院、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联合举办

的应用型本科实验班 2018 级新生开学典礼先后举行，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袁雄教

授代表学校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

19 日，校长卢福财先后到招标采购中心、资产管理处现场调研走访。

19 日， 我校校友值年返校联谊工作协调会召开。副校长袁雄出席会议。

19 日，国际学院面向全体新生及老生代表举办了“以欣赏中华文物为乐，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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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中华文化为荣”中国文化大讲堂活动。

20日，2017-2018学年企业奖学金评选会在蛟桥园校区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301

室举行，来自 16 个学院的 67 位选手参与角逐。

20 日，根据《江西财经大学实施政府会计制度工作方案》，学校组织召开实施

政府会计制度工作推进会。会议由刘小丽副校长主持。

20 日，副校长刘小丽在档案管理中心讲授“以实际行动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做好档案管理工作”的主题党课。

21 日，校纪委召开五届五次工作会议。9 名校纪委委员全体参加。

21 日，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金海带队进行了第十六次校园环境督查，主要

对蛟桥园西区家属区环境卫生进行了督查检查。

21 日，招标采购中心又一次召开全体人员大会，熊绍辉主任组织大家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详细阐释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

21 日，校长卢福财集中调研部分独立设置科研机构，党办校办、人事处、科研

处、研究生院和财务处相关负责人随同调研。

21 日，学工部（处）用全天时间分别组织辅导员班主任代表和学生干部代表开

展“本科教育思想大讨论系列座谈会”。

21 日，第九届“工商银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产品创意设计大赛江西赛区竞赛

(江西财大站)启动仪式隆重举行。

21 日，导演奚超携自己新作《昨日青空》，与出品人刘敏、实力唱将周深做客

江西财经大学，在麦庐大礼堂举行电影点映仪式。

21 日，协同创新发展研讨会暨课题组工作推进会召开。副校长王小平教授出席

并讲话。

21 日，蛟桥园北区综合楼 1018，一名经历丰富的大三学长——艺术学院学生会

主席、大学生传媒联盟代主席孟健正坐在镜头前参加由网络通讯社承办的“网络面

对面”节目，逐一解答新生们初入大学的困惑。

21 日，艺马当先小组王戬、占宏胜、李洁清、王文泉一行 4 人应约来到汪翠芳

老师的公司。并在百忙之中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与我们畅谈了许多个人创业经历，

向我们展示了她带领团队创作的作品。

25 日，校长卢福财主持召开 2018 年第四次院长例会，研究讨论了我校人才引

进，科研项目立项、科研项目培育、科研项目现状、科研项目建设相关工作。

25 日，我校在蛟桥北区影视楼二楼举办以“关于组织展开‘本科教育思想大讨

论’活动的实施方案”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教务处处长廖国琼应邀出席本次发布

会。

25 日，创业教育学院组织我校学科竞赛指导老师代表、创业导师代表开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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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育思想大讨论座谈会”，会议由创业教育学院院长刘彪文主持。

26 日，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第十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蛟桥园北区国际学术交

流报告厅举行，会议由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夏贤锋主持。

26 日，我校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座谈会召开。座谈会邀请了来自相关职

能部门代表，结合学校的改革发展，深入交流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心得体会，

为学校教育教学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26 日，根据省委《关于坚决全面彻底肃清苏荣案余毒持续建设风清气正政治生

态的意见》的部署，按照中共江西省纪委机关、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关于开好“坚

决全面彻底肃清苏荣案余毒持续建设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

活会的通知》要求，校党委常委班子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26 日，由党委宣传部、学工部、校团委联合举办的 2018 年“爱我国防”全校

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成功举行。

26 日，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组织开展的本科教育思想大讨论座谈会于蛟

桥图文信息大楼 1302 会议室进行。

26 日，“学‘习’成长功课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宣传教育活动进行。江西

省教育厅改革开放 40 周年庆祝活动“十百千宣讲团”成员、国际学院分团委书记廖

春妍与百余名青年学生共话改革开放成就，共话青年新使命、新作为。

26 日，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社会保障系联合召开公共管理类专业

本科教育思想大讨论座谈会。座谈会邀请全国教学名师、云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博

士生导师崔运武教授和江西师范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教研室曹清华副教授传经送宝。

26 日，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全体教师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学校、学院的具体情况，结合各自在育人过程中的切身体会，开

展本科教育思想大讨论。讨论会分为代表发言和自由讨论两个阶段。

27 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举行 2018 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

27 日，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学术报告厅开幕。

27 日，我校 2018 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在麦庐园校区田径运动场隆重举行。

27 日，由商务部主办，江西外语外贸学院承办、我校联办的“2018 年发展中国

家高级财务人员技能研修班”正式结业并举行结业典礼。

27 日，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第十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校党委书记王乔、团省

委副书记罗华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

27 日，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

27 日，工商管理学院召开“坚决全面彻底肃清苏荣案余毒持续建设风清气正政

治生态”专题民主生活会。

27 日，首届江西省教育系统网络安全技能大赛，我校团队以 57000 分夺得本次

决赛第一名。队员乐晨阳和廖源鹏分获优秀选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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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至 28 日，我校第三十四次函授教育工作会在江西省萍乡市顺利召开。

28 日，我校召开 2019 年度国家级课题申报动员暨表彰大会。

28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了 2018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立项名单，我校共有 35 项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获国家级立项，其中创新训练项目 14

项，创业训练项目 14 项，创业实践项目 7项；占 2018 年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立项中的 28%，2018 年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共立项 125 项。

28 日，中国盐城 2018 年大学生创业创意项目大赛（南昌赛区）在江财众创空

间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二楼举办。

28 日，2018 年秋季新学期的“结对子”开幕式举行。中国家庭与留学生“结

对子”已经是江财的老牌活动了，自从 2013 年以来，每个学期都会如期举办。

28 日，我校 2019 年民生项目可行性论证会召开，会议由校党委常委、副校长

刘小丽主持，23 个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28 日，副校长王小平来到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校区调研人事工作，并进行了

调研座谈。

28 日，校党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校

党委书记王乔主持会议并讲话。

28 日，全国高校声乐教师交流音乐会举办，音乐会由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研究会

主办、我校承办。校长卢福财，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副校长王小平一同出席并观看

了本次盛会。

28 日至 29 日，全国财经院校创新创业联盟 2018 年会暨“建行杯”第三届全国

财经院校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我校《U-Tea 智能自助茶饮

终端领导品牌》项目团队获二等奖，《马克智能尽调助手》项目团队获三等奖，《村

民自治+智能畜禽养殖》项目团队获优秀奖，学校获优秀组织奖

28 日，副校长刘小丽主持召开共青校区工程审计工作座谈会。

29 日，我校举办新入职班主任培训，包括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在内的各学院新任

班主任及部分历任班主任共 30 余人参加培训。

29 日，我校召开了 2018 年资产清查工作暨资产管理信息平台培训会议。各单

位分管资产工作领导及资产管理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资产管理处副处长陆晓兵主

持。

29 日，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法学院党委书记贺三宝、督导组毕正华、组织部

刘贺一行来到会计学院对党建工作进行督查调研。

29 日至 30 日，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金海，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肖清雷

一行赴校属各单位开展网站现场督查工作。

30 日，蛟桥园家属区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会召开。

30 日，为迎接毕业 20 周年、30 周年校友返校，做好氛围营造工作，党委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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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在前期调研基础上，制作立体标识牌、彩旗、横幅、楼栋

历史标牌等。

30 日，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

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金融学院根据学校《关于组织开展“本科教育思想大讨论”

活动的实施方案》工作要求，以“建设一流本科，全面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主题，于近期开展了本科教

育思想大讨论活动。

30 日，学校基本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副校长刘小丽、阙善栋、

袁雄出席会议，会议由阙善栋主持。

30 日，校图书馆馆长邹传教主持召开馆长办公会，专题研究部署清理读者占座

行为并决定当天执行。

十月

2 日，1988 届 14 个班、1998 届 28 个班千余名校友荣归母校，参加 1988 届毕

业 30 周年、1998 届毕业 20 周年联谊会。

2 日，国际学院迎来了 2004 级校友毕业十周年返校。来自 2004 级国际会计、

国际金融和国际商务专业方向的近百名校友重返母校，共叙情谊。

7 日，学校知联会召开理事会议，开展理论学习，沟通工作信息，谋划发展举

措，充分发挥新一届理事会集思广益、推动工作的集体智慧，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

和重点任务。

8日，在江西省行政会议中心举行了 2018 年度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省委书

记刘奇，省长易炼红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万常选教授牵头完成的‘结构化

与非结构化数据管理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获得江西省自然科学三等奖。

8 日，我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家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召开评审

会议。

8 日，我校召开体育运动委员会会议。副校长欧阳康和校体育运动委员会全体

委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9 日，第十五届江西省文明单位测评组莅临我校，对我校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进

行现场测评。我校完成了第十五届江西省文明单位测评，并得到了测评组良好反馈。

9 日，校党委中心组举行今年第十次集体学习会议，邀请厦门大学原副校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邬大光作解读全国教育大会、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

会议精神专题辅导报告。

9日，庆祝建校 95 周年书画展暨《墨彩映夕阳》新书发布仪式举行。

10 日，周星增校友向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壹百万元签约仪式在上海建桥学

院举行。此笔百万元捐资将注资江财上海校友会奖学金项目，用于奖励品学兼优在

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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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合作处教育合作专员李惟晟先生

（SbastienBd）、商务官员张同寅女士一行 2人来访我校，副校长王小平会见了李惟

晟一行。

10 日，由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和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 office 软件培

训活动在蛟桥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 0305 机房和麦庐园图文信息楼 M112 机房同时进

行。

10 日，我校第 38 届校运会新闻发布会在校电视台顺利举行。体育学院副院长

詹新寰应邀出席本次发布会，并就校运会具体内容及相关工作进行发布。

10日，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联合校保卫处开展了2018留学新生“一警六员”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专题活动，我校 2018 级留学生及校保卫处约 100 人参加了此次活

动。

10 日，学校实践教学专题讨论会在蛟桥园校区 5213 教室召开。

10 日，校医院党支部召开全面肃清苏荣案余毒持续建设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民主

生活会，副校长欧阳康参加专题民主生活会。

11 日，学工部党支部十月党员活动日召开，活动由郑赟同志主持，校党委副书

记蒋金法同志参加活动

11 日，我校全面开展本科教育思想大讨论，各单位通过开展座谈会、学习会等

形式，畅谈对学校本科教育的展望和期待，为我校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献言献策。

11 日，我校 2018 级新生 109 个班的《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理论课授

课顺利结束。

11 日，应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邀请，南昌工程学院副校长和教授，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汪荣有，来校作关于党史视野下的十九大精神的讲座。

12 日，2018 年第 2 期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班在我校马克思主义学

院举行开班仪式。

12 日，学校对新提任的处级干部开展任前廉政谈话，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校

纪委书记杨建林及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基南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校纪委副书记

监察处处长李法贵同志主持。

12 日，校党委宣传部、党委统战部、审计处、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四部门联合开

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12 日，我校组织召开了 2018 年职称工作布置暨高端人才论坛筹备工作会。

12 日，第三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江西赛区决赛在南昌举行，在高校组

评比中，我校参赛代表法学院周楠同学荣获高校组特等奖，指导老师贺三宝荣获优

秀指导老师奖。

12 日，受江西省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心邀请，我校来自 30 个国家、42 名商务

部援外国际商务硕士参加了在南昌举行的“‘一带一路’江西企业走进非洲国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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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论坛”。

12 日，江西财经大学“公司金融Seminar”正式开幕，校长卢福财亲临现场，

副校长王小平致开幕辞。

12 日，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了第十七次每周例行督查活

动，重点督查麦庐园校区的环境卫生。

12 日，江西财经大学“公司金融Seminar”活动正式开幕。

8日至 12 日，我校 5 位哈萨克斯坦籍留学生代表组成哈萨克斯坦队，赴江西宜

春参加了 2018 年中国·宜春国际农耕健身邀请赛暨第七届全国农耕健身大赛。

12 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聘请省内 40 位专家为省人民检察院第二

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12 日至 13 日，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办、南昌大学承办的“感知中国-

江西映象”文化体验活动于南昌和九江两地举行。

13 日，江西财经大学“忆母校悠悠青史，开江财时代新篇：我校复校 40 周年

（建校 95 周年）校庆活动”新闻发布会召开。

13 日，中国管理学发展四十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2018 年年会

在贵州财经大学会议中心报告厅召开。会上公布了 2018 年年会优秀论文获奖名单，

其中，由胡宇辰教授所撰写的论文《知识协同视角下企业协同创新机制研究：基于

江中集团的案例》获得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2018 年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13 日，由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主办、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协办的主题为“从

这里走向世界”的第十三届海外留学咨询展在蛟桥园校区崛起广场盛大开幕。

12 日至 14 日，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城市管理专业委员会、全国城市管理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城市管理竞赛全国总决赛在首都经贸大

学落下帷幕。我校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6 级王磊同学完成的论文《高等教育支出推

动城乡收入分配不平等了吗？——基于空间Durbin模型和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

荣获全国大学生城市管理竞赛本科生组一等奖，徐建斌荣获优秀指导教师荣誉。

14 日，我校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习近平经济

思想研讨会举行。校党委书记王乔，副书记蒋金法，副校长王小平，著名经济学家、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出席研讨会。

14 日，受马克思主义学院邀请，第四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思想政治理

论课专项组一等奖第一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蕉教授到我校作示范教学和

思政课教学培训。

15 日，由省扶贫办主办，我校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的江西省 2018 年脱贫

攻坚论坛在南昌顺利召开。

15 日，宜春市政协委员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我校经济学院举行开学典礼。

15 日，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党总支利用“江财网络信息管理中心QQ群”这个网络

http://lyxy.jxu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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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采用QQ直播实时工具，举行了全体教职工网络视频会议。

12 日至 16 日，由教育部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在集美大学

举行。我校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谢亮老师指导的《多功能手语翻译手套》创新创

业展示项目，取得第十二名的好成绩，荣获“最佳创意项目”奖，这也是江西高校

首次获奖。

16 日，在全国第五个扶贫日到来之际，我校 1988 届工业经济专业校友、苏州

和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和清以公司的名义，向学校定点帮扶的铅山县虹桥乡桥

亭村扶贫车间捐资 20 万元，支持扶贫车间建设，助推产业扶贫工程。

16 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主办、江西财经大学承办的“2018-2020 国际

商务硕士项目”开学典礼在国际经贸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

16 日，第二届全省“最美老干部”颁奖仪式在南昌市红谷滩会议中心隆重召开。

我校的退休人员谢望礼教授荣获“最美老干部”提名奖。

16 日，我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17 日，会计学院与广州中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教育部、高顿教育集团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17 日，在第五个全国扶贫日来临之际，我校赴铅山县虹桥乡桥亭村开展第五个

全国扶贫日活动暨MBA校友会精准扶贫爱心之旅。

17 日，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发起、日本ASPaC事务局主持开展的“ASPaC2018

亚洲学生包装设计大赛（中国赛区）”中，艺术学院由黄志明老师指导，冯蓁祺、

闫敏、侯苗苗同学的包装设计作品《“面大蔬”有机蔬菜面条系列包装设计》荣获

“ASPaC2018 亚洲学生包装设计大赛（中国赛区）铜奖”，该作品同时获得企业奖

“透纳奖”。

17 日，在国家“扶贫日”为更好宣传国家教育扶贫政策，关爱留守儿童，做好

精准扶贫工作，江财研支团在美兴中学、城关二小开展了系列活动。

17 日，南昌航空大学纪委书记顾有平率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一行

五人到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考察交流。

17 日，省科协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史可出席我校农工党员座谈会，指导农

工党基层组织建设。

17 日，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张玉书博士应信息管理学院邀请，在荟庐楼H302 报告

厅室作“关于多媒体安全与大数据安全问题”的学术报告。

17 日，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第四届信毅实践班开班暨初级班、中级班晋级仪式

举行。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出席开班仪式。学院院长李春根、院党委书记习金文、

副书记卢建华、副院长熊小刚、副院长伍云峰参加仪式。

17 日，以“《江西财经大学一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2018-2025）》”为主题

的新闻发布会顺利召开。教务处副处长蔡前就相关情况进行发布，并回答学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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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17 日至 18 日全国扶贫日期间，国务院扶贫办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了脱贫攻坚

总结讨论会和工作会议。我校人文学院副院长蒋国河应邀参加，他撰写的“井冈山

脱贫摘帽模式”报告被列入国务院扶贫办汇编的 18 篇专题报告之一，该报告还被列

为 2018 年全国扶贫日系列论坛的背景报告。

17 日至 19 日，我校开展了为期三天的综治干部培训工作。

18 日，我校第三十八届体育运动会在麦庐园校区隆重开幕。校领导卢福财、蒋

金法、刘小丽、阙善栋、欧阳康、袁雄出席开幕式。

18 日，江西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东有应邀来校作庆

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宣讲报告。

18 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教育国际化与学生流动研讨会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召开，会上举行了质量第一:来华留学事业新征程专题研讨会暨来华留学质量

认证第三批试点院颁证仪式。

19 日，由江西省人社厅、江西省教育厅主办，我校创业教育学院承办的“创业

担保贷款服务进校园”活动在蛟桥园北区学术报告厅顺利举行。

19 日，我校第二十九届学生学术节开幕式在麦庐园大礼堂举行。

19 日，由教育部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在集美大学举行。我

校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谢亮老师指导的创新创业展示项目（参赛学生：李玫洁、

温昕、方嘉俊、熊建民、罗德斌），荣获“最佳创意项目”奖，这也是江西高校在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首次获奖。

20 日，我校第三十八届运动会于麦庐园校区闭幕。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欧阳康

出席闭幕式。

20 日，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易炼红就“高校助力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主题

来校调研。

20 日—21 日，由会计研究发现基金会主办，辅仁大学会计学系承办的 2018 年

第三十届海峡两岸大学会计辩论赛于台湾辅仁大学举行。我校会计学院代表队在老

师彭晓洁、邹斌、潘素秋的带领下，经过两天激烈比拼，最终战胜台北大学，获得

冠军。

21 日，江财北京校友会 2018 届迎新联欢会举行。两百余名在京新老校友欢聚

一堂，共叙江财情。副校长阙善栋出席晚会并致辞。

21 日，在北京校友会 2018 迎新会上，举行了俭朴的集体捐赠仪式，廖进球、

阙善栋代表学校接受李明、卜基田、范小清、顾庆伟捐赠。

21 日，第四届中国人力资源职业技能大赛中东地区分赛在南昌大学文法楼落下

帷幕。由朱建斌、李敏老师指导的江西财经大学代表队——天命极客获得了中东地

区分赛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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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我校上海校友会信息分会成立大会暨人工智能论坛在上海举行。副校长

袁雄出席成立大会。

19 日至 21 日，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

室联合举办的“内地与澳门高等教育展”在澳门教业中学礼堂举行。经教育部批准，

我校首次获得在澳门招收 5 名高中保送生资格，是继南昌大学后江西第二所高校，

招生就业处罗庆辉参加了全程宣讲活动。

22 日，燕兴教育创始人张小燕校长，留学专家Rita老师，语培专家付旭老师，

燕兴雅思南昌负责人宋海南老师来到网络面对面的直播现场蛟桥校区图文信息楼，

为同学们解答雅思考试与自费留学的相关问题。

22 日，江西高校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合唱决赛暨颁奖晚会在我校隆重举行。

经过激烈角逐，我校代表队一一艺术学院合唱团获得本科院校组二等奖，周菡老师

获优秀指挥奖。

22 日，会计学院党委书记黄雨虹、副院长李宁代表学院与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人朱宗瑞女士、合伙人胡乃鹏先生等举行了见面会。双方于会上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就学生实习就业、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深度交流与

合作。

22 日，我校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系列活动新

闻发布会召开。校新闻发言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金融学院院长汪洋，

校团委副书记叶申玲、人事处副处长肖建文、创业学院副院长王昊就相关情况进行

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党委宣传部对外宣传科科长肖慜主持。新华社、

人民网、人民日报、江西卫视、江西日报、凤凰网等 20 余家媒体应邀参加。

22 日，江西省教育厅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组组长、南昌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张

立青一行四人来校检查毕业生就业工作。校长卢福财教授，党委副书记蒋金法，纪

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欧阳康出席报告会。

23 日，江西省政府学位办主任杨波一行 5 人来校就“双一流”建设和研究生教

育工作进行调研，校长卢福财出席调研会。

23 日，江西日报推出“筑梦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致敬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专

刊。其中，B1 版整版报道我校为打造一流本科教育、实现“百年名校”江财梦制定

的一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3 日，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金海带队开展本周例行校园环境督查，重点督

查了蛟桥园北区校园环境。

24 日，我校官微推出热烈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

为江财送祝福活动，截止 27 日 7 点，共有 19 万余网友送上校庆祝福。

19 日至 26 日，应波兰科兹敏斯基大学（Kozminski University）、科克拉科

夫经济管理大学（Cracow University of Economics）、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经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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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Zagre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Management）的邀请，校党委书记王乔

率团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圆满完成了对上述三所高校的访问。

26 日，由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办、江西财经大学承办的全省首期工业

设计MBA总裁高级研修班结业暨第二期开班典礼，在滨江宾馆隆重举行。

26 日至 27 日，由我校和中国土地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我校生态文

明研究院、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土地管理研究中心承办的首届

“土地科学与生态文明”青年科学家论坛召开。本次论坛邀请了包括 2 名教育部青

年长江学者、2名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名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专家等青年学者莅临现场作了主旨演讲。

27 日，江西财经大学纪念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首届高

端人才学术论坛召开。

27 日，复校 40 周年成就展校园风光摄影展校友书画摄影展开展仪式举行，校

党委书记王乔，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校党委常委、校纪委书记杨建林，校党委常

委、副校长阙善栋，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基南，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彭

清宁出席开展仪式。

27 日，我校数学建模协会在荟庐四楼大报告厅举办“走进数学建模”专题讲座，

特邀数学建模指导老师华长生教授为同学们讲解数学建模相关知识。

27 日，工商管理学院举办了“学科建设发展论坛”活动。本次论坛邀请到来自

电子科技大学晏伟副教授、西安思源学院张守刚副教授、美国德州大学博士生杨熙、

英国伦敦大学博士生毕智慧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周声海等海内外青年学者出席

论坛。

27 日下午，国际经贸学院在学术报告厅为全校留学生举行了一场国际高端论坛。

出席国际高端论坛的有副校长王小平教授、院长吴朝阳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

学院 ASH 中心的孙鸿教授和日本神户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来勋教授，论坛由邓军博

士主持。

27 日，由我校经济学院主办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高端论坛顺利召开。本次高端论坛邀请了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任保平教授，全国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史学

会副会长孟捷教授，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董亮教授等国内外知名学者

莅临现场作了主旨演讲。

27 日至 28 日，“中国体育事业改革与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麦庐园体育学

院成功举行。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欧阳康出席并致开幕词，原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

规司司长谢琼桓代表来宾做了发言。

28 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纪念日系列活动

快闪成功举办。校长卢福财，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欧阳康，王文京校友，郑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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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校友，顾庆伟校友、张和清校友、CCTV财经频道主持人姚振山校友等一同观看了

快闪活动，并纷纷点赞。

28 日，在学校隆重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的喜庆

日子里，以“改革开放 40 年：金融与实体经济”为主题的第二届赣江金融高端论坛

在我校图文信息大楼一号报告厅成功举办。

28 日晚，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纪念晚会在蛟桥园田径场隆重举行。

28 日，江西财经大学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纪念大会在蛟桥园大礼堂隆重

举行。校党委书记王乔在大会上致辞，大会由校长卢福财主持。

28 日，已故老领导罗静远、裘宗舜、漆权雕像揭幕仪式在新图书馆大厅举行。

罗静远、裘宗舜、漆权家属代表，校友代表孙希岳、王志雄、郑跃文、王文京、顾

庆伟，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财，校党委原书记、校友总会会长廖进球，校党

委副书记蒋金法，副校长袁雄出席揭幕仪式。

28 日，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在蛟桥园北

区学术报告厅举办第十四届校友论坛暨第二届校友创新创业论坛。

28日，我校首个校友集中捐赠签约仪式在图文信息楼1楼第二报告厅隆重举行。

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财，副校长阙善栋、袁雄，江财基金会理事长、1980 基

信班岳向东校友，执行理事长、1978 财政班张军校友，以及捐赠校友 1979 商会班

王文京、1981 工经班郑跃文、1981 计划班李明、1993 财务班顾庆伟、李新华委托

签约人财政部驻贵州专员办巡视员、1978 财政班万昌生出席捐赠仪式。

28 日，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之际，国际经

贸学院举行第二届国际经贸高端论坛。英国切斯特大学商学研究院国际院长、盘古

智库高级研究员孙鸿，商务部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郭周明，日本神户大学赵来勋教

授和南京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编辑部副主任杨青龙等专家以及来自国内外重点院校的

优秀博士参加了此次论坛。

28 日，2018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商务会奖旅游策划竞赛总决赛在海口落

下帷幕。我校旅城学院旅游管理系刘德军博士和田逢军博士所指导的星野队（张雅

琳、王小莹、王婷、管乐怡、刘羽珈）在大赛中获得了总决赛一等奖以及展洽会一

等奖.

28 日，由浙江财经大学主办、浙江衡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的 2018

年第一届“衡信杯”全国税收风险管控案例分析大赛在杭州举行，参赛高校有 40

所。我校在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席卫群教授的指导和带领下，2015 级税收 5班的王

子聪、李婉和 16 级税收 2班的王野琴三位同学代表学校参赛，并获团体一等奖的佳

绩。

28 日，现代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于图文信息大楼 13 楼第

二会议室举行。副校长兼现代金融研究院院长王小平出席，研究院学术顾问吴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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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人大财政金融学院的庄毓敏院长及其团队、我校金融学院汪洋院长和学院骨

干教师参加了会议。

28 日，应我校国际经贸学院、现代商务研究中心邀请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郭周

明于国际经贸学院三楼学术报告厅作“新时代‘高质量’开放的内涵与关键任务”

的讲座。

28 日至 31 日，江西省委组织部人才处、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引才办组织

赴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开展人才引进，接续“才聚江西智荟赣鄱”系列人才活动。

29 日，应我校会计学院邀请，奥克兰理工大学商学院陈峻老师在我校蛟桥园北

区综合楼 414 会议室为会计学院 17、18 级研究生作中国学者独立董事辞职对于公司

价值的影响的实证分析报告，报告会由周冬华副院长主持。

29 日，由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谢亮老师带领的两支团队在“兆易创新杯”第

十三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和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上均获佳绩。

其中，由谢亮带领的李玫洁、刘达亮、吴佳俊、于曼丽、朱之怡在中国研究生电子

竞赛上取得了全国总决赛一等奖（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和三等奖的优异成绩，谢

亮获得全国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由谢亮指导的创新创业展示项目（参赛学生：

李玫洁、温昕、方嘉俊、熊建民、罗德斌）在全国创新创业年会上荣获“最佳创意

项目”奖。

29 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雒兴刚教授应信息管理学院邀请，开设了一场关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质量的报告。

29 日，电子科技大学朱策教授应信息管理学院邀请，在荟庐楼H302 报告厅作题

为“视频编码中全局率失真优化的挑战和发展”的学术报告。

30 日，国贸学院举办了本学年第一期“微论坛”。参加本次微论坛的对象为国

际经贸学院 18 级在校研究生，刘建副院长和李延泽博士到场指导。

30 日开始，校长卢福财连续三天走进本科生课堂随堂听课。这次听课是对我校

教师课堂教学情况的全方位检阅。

31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 2018 年第六次书记例会。会议以“学习贯彻

上级有关精神，扎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为主题。

31 日，学校党委在第 6 次书记例会上针对 2018 年基层党建巡查情况进行了通

报和反馈，并下发了《关于 2018 年江西财经大学党建巡查问题整改情况的通知》及

校属各单位党组织党建巡查调研问题反馈清单。

31 日外国语学院在英庐学术报告厅Y119 举办首届翻译论坛活动。活动邀请了江

西省翻译协会会长、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蒋平教授、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

院院长徐翰及外国语学院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谢海长副教授作主旨发言。

31 日，副校长阙善栋带队督查校园，对校园内路面、石刻、雕塑等校内景观维

护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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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有关我校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庆典情

况总结的新闻发布会召开。党办校办主任罗锐应邀出席本次发布会，就相关情况进

行发布，并回答学生记者提问。

31 日，江西高校图书馆联盟阅读推广交流会举行，副校长刘小丽出席会议并讲

话。

31 日，在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上，我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同

学共有 8 个项目在此次大赛中获奖，其中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5 项

31 日，江财校友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

财、原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副校长袁雄、江财基金会理事长岳向东以及 41 个校友分

会、各学院党委书记 120 多位会员代表出席大会。

31 日，由釜山市政府以及釜山艺术节运行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釜山国际环境艺术

节在韩国釜山市电影殿堂举办。我校海归博士唐睿，带领周照康、杨晓航等同学出

访釜山国际环境艺术节，夺得一枚动画类金奖，两枚视觉类银奖。

31 日，教育部 2018 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

目完成专家评审工作，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始发教授申报的《“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课专题教学指南研究》获重点项目立项。

十一月

1 日，江西农业大学纪委书记乔金霞、组织部部长郭庆舜、纪委副书记监察室

主任黎敏、党务政务督查室主任殷青等一行 8 人来校调研，就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

改工作、校内巡查工作开展情况等内容进行调研和交流座谈。

1日，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王乔教授当选本

届教指委财政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参加了本次高校教指委成立

会议。卢福财教授当选为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邓辉教授当选为法

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袁红林教授当选为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罗良清教授当选为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陈家琪教授当选为

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日上午，校幼儿园开展 2018 年秋季亲子运动会，活动以“大手牵小手，一起

来运动”为主题，通过趣味性比赛与游戏增强家长与孩子间的情感交流，提高孩子

们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2 日上午，瑞典达拉纳大学（DalarnaUniversity）国际学生招生部主任

MichaelOppenheimer、商业智能与信息系统部宋炜教授一行 2 人来访我校，副校长

王小平会见了来宾。双方就软件工程中瑞合作办学项目学生选拔事宜进行了洽谈。

3 日，由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编著、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票据基

础理论与业务创新》新书发布会举行。众多关注票据市场发展的银行同业、参与编

著的老师和在校学生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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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2018 年会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国际交流大厦报告厅召开。此次大会发布了《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知名学者学

术概览》，我校卢福财教授、廖进球教授、史忠良教授、吴照云教授、金祖钧教授

等 5 人入选，显示了我校产业经济学的深厚底蕴。

1 日至 3 日，我校党外代表人士在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长彭清宁的带领下，来

到厦门市开展“自贸区考察调研”主题活动。

1日至 3 日，2018 年第九届中国国际创意设计大赛暨海南文昌水吼村田园综合

体创意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海南省海口市会展中心举行。我校旅城学院竞赛团队（指

导老师：张志军、胡海胜）获得“最具创意奖”。

3 日，第四届全国社会保障教学研讨会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会上宣布了优秀

教学论文评选结果，我校赖志杰副教授、李春根教授撰写的论文《搭建“校政企社”

合作平台助推社会保障专业建设》荣获一等奖。

3日，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全国学联、

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浙江大学、共青团浙江省委承办的 2018 年“创青春”全国大

学生创业大赛终审决赛在浙江大学举行。我校三件作品获得一金两银的好成绩，实

现了我校在“创青春”全国决赛金奖和银奖零的突破。

3 日，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竞赛（精创教育杯）总决赛开幕式于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举行，在我校带队老师李敏、朱建斌的指导下朱迎、谌星云、俞

国幸、江滨四位同学，取得总决赛的一等奖。

3 日，由法学院主办的“第十届赣江法学论坛暨民法典分则各编立法研讨会”

在我校顺利召开。

4日，2018 年江西省工商企业管理技能大赛决赛(本科组&高职组)举行。我校代

表队分获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

4 日，2018 年“外研社杯”全国商务英语实践大赛（华中区赛）在湖南大学举

行。我校吕述明和肖琳老师指导，孔俊傑、吴俊、黄莉、张志玲、龙颖、张哲冰、

代文娟组成的参赛团队荣获三等奖。

5 日下午，校党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学习传达全省美育工作会议精神，校

党委书记王乔主持会议并讲话，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卢福财传达全省美育工作会议

精神，蒋金法、刘小丽、杨建林、王小平、阙善栋、欧阳康、袁雄、许基南、王金

海、彭清宁出席，党群部门及教务处、艺术学院负责同志列席。

5 日，江西省第十五届运动会跆拳道比赛在景德镇市昌飞体育馆举办。我校跆

拳道代表队以 2 金 2 银 7 铜的成绩摘得了学校组高校部甲组团体第一名的桂冠。

6日上午，校党委书记王乔同校团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

6日上午，我校举行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专题座谈会，副校长

欧阳康出席会议。创业教育学院院长刘彪文主持会议。



468

6 日下午，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金海一行到财政大数据中心就如何深化合

作进一步推动学校舆情信息工作进行调研。

6 日晚，全省第二届“爱我国防”大学生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南昌举行。我校艺

术学院学生许昭、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学生陈梅珠分别获三等奖，宋初健、王艳丽和

冷淑敏老师分别获“优秀指导老师”称号。

7 日下午，校党委书记王乔参加信息管理学院计算机系教工党支部的党员活动

日活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落实巡查整改、强化党建工作”。

7日下午，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带队督查麦庐园校区环境卫生。

 7 日，全国首届『图书馆杯主题海报创意设计大赛』现场总评在东莞图书

馆举行。我校人文学院学生朱雅婵的作品《观书有感》在晋级现场总评的 302 件作

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三等奖。

7日，EMBA 教育学院第十二届运动会在麦庐园体育馆拉开帷幕。本次运动会以

“燃烧我的卡路里”为主题，共有 5 个班级队伍参赛，200 余名学员参与。

7 日，校长卢福财赴校党委宣传部、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就意识形态工作、

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对外宣传工作、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等开展调研。

7日下午，校长卢福财主持召开了我校 2018 年第二次财经领导小组会议。

7 日至 8 日，袁雄副校长连续两天走进课堂，深入教学一线听课看课，了解我

校本科课堂教学情况。

8 日，阙善栋副校长率领校园建设处、后勤保障处、招标采购中心等部门负责

人及相关人员，合同特邀到来的水文、地质、建筑专家就蛟湖治理问题召开现场办

公会。

8日，校党委书记王乔来到财政大数据中心对工作情况和中心发展进行调研。

8 日，副校长刘小丽到继续教育学院开展工作调研。继续教育学院班子成员参

加了调研工作会。

8 日，“易居杯”第十届全国大学生房地产策划大赛华中赛区复赛盛大开启。

旅城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学生全燕凤、王思微，林慧，沈勇杰，胡志宏组成

的项目团队在刘旦博士和张志军老师的指导下，荣获华中赛区策划类二等奖。

9日，法学院举行了法律人才首次专场招聘会。

9 日，我校保卫处和图书馆相互协作，联合承办，组织了 200 余名师生在和基

图书馆开展了消防演练活动。

9日，我校举办工会干部培训班，校党委书记王乔出席并作重要讲话。

9 日晚七点，张嘉佳携新作《云边有个小卖部》做客明德讲坛，与全体江财师

生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交流分享。

10 日，我校第十届 CFO 高端论坛于我校蛟桥园校区国际学术报告厅隆重开幕。

出席本次论坛的嘉宾有副校长刘小丽，江西省审计厅副厅长、博士生导师胡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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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李家谦，江西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廖县生，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朱炳有，《财会月刊》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罗丽娜。

10 日上午，应会计学院、会计发展研究中心邀请，中国致公党深圳市委会委员、

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深会员杨高宇在研究生楼报告厅作题为“企业内部控制”的讲座。

10 日，全国红色基因传承与改革开放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我校蛟桥园南区综

合楼第二会议室顺利召开，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的近五十名专家学者以及我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部分师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校党委常委、副校长

袁雄出席开幕式。

10 日，第十届会计学院专场招聘会在蛟桥园北区崛起广场举行。

10 日，“2018 年全国高校经济学综合博弈实验大赛”总决赛在西南民族大学举

行，我校经济学院三支参赛队伍取得两个二等奖和一个三等奖的好成绩。

10 日，江西省第三届“天工杯”工业设计大赛的比赛结果公布，艺术学院在此

次比赛中获得概念组个人一等奖一名、企业命题组个人二等奖一名及校优秀组织奖。

10 日，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召开专家评审会，我校留联会会员、

会计学院肖丽娟博士申报的课题《财经类高校海归参与构建适应于“一带一路”倡

议的会计基础设施研究》，成功入选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2018 年研

究课题。

10 日，江西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8 年高校课程育人共享计划立项评审结果名单，

我校申报的 9 门课程共有 6门课程获得立项，其中线上课程 5 门，线下课程 1门。

本次公示名单共立项 52 门课程。

11 日，江西财经大学第十届香江公共管理论坛在国际学术交流报告厅隆重开幕。

12 日，我校中美合作培养MBA项目 2018 级（第十九期）开学典礼在市青山园报

告厅顺利举行。副校长王小平、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学术副校长LouReinisch、美国纽

约理工学院MBA执行主任VictoriaPfeiffer、美国纽约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ScottLiu，

我校研究生院院长袁红林、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肖珑、工商学院及EMBA学院院长

胡宇辰，副院长吴良平等出席了开学典礼。

12 日，招标采购中心召开廉政巡察反馈意见会议，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

阙善栋，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李法贵、校党校常务副校长徐翔出席会议，招标

采购中心全体人员参会。

12 日下午，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欧阳康在研究生院会议室召集部分职能部门围

绕师资队伍建设开展研讨交流，研究生院、人事处、教务处、招就处等部门负责人

和相关人员参加。

12 日，根据《会计行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 年）》和《财政部

关于印发会计名家培养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财会〔2013〕14 号）精神，2018

年“会计名家培养工程”评选工作中经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领导小组批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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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当代财经杂志社常务副社长蒋尧明教授入选“会计名家培养工程”，是江西省高

校首位入选者。

13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对江西财经大学二级网站督查情况报告作出肯定性批示。

13 日，我校召开专题教学工作例会，组织学习教育部关于《关于加快建设高水

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新时代高教 40 条”）等文

件精神，研讨如何全面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能力。

13 日，由深圳研究院组织申报，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徐建斌博士申报的课题《驱

动深圳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作用机制、绩效评估与优化路径》，通过了

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18 年度课题评委会评审，被确立为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 2018 年度青年课题。

13 日，在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赛上，我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同

学踊跃参加，最终共有 8 个项目在此次大赛中获奖。

14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校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有关文

件精神。

14 日，校党委宣传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我校研究生奖助学金资助体系进行发

布。

15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为师生作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宣讲报告。党办校办主

任罗锐主持。这场报告是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在全省开展的江西高校“十百千

宣讲团”宣讲活动之特聘教授进校园活动的组成部分。

15 日，据《关于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4 批面上资助拟资助人员名单进行

公示的通知》（中博基字【2018】18 号）文件，我校 9 位博士后获得资助，其中何

小钢、罗序斌、何瑞铧、邱永志等 4 位博士后获一等资助，徐国良、姚瑶、杨宝、

祝振兵、周美华等 5 位博士后获二等资助。

16 日，我校与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在青山园校区学术报告厅签署合作办学

框架协议。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卢福财，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小丽，中国建设银

行江西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忠出席签约仪式。双方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签

约仪式。

16 日，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今年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邀请中国政法

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理学研究所所长柯华庆作依法治国专题辅导报告。

校党委书记王乔，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卢福财，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校党委常委

刘小丽、杨建林、王小平、阙善栋、许基南参加学习。

16 日，北京吉利学院校长霍伟东、副校长吕峻闽一行 3 人来校调研。副校长欧

阳康和人事处、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处）、研究生院、网络信息管理中心等部门

的相关同志在图文信息大楼十二楼第一会议室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16 日，江西财经大学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纪念活动总结座谈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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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财、副校长袁雄，校友代表张军、彭格雄、傅湘云、项

云、尹超明、岳向东等出席了会议。

16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在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校庆新媒体与舆情信息

工作专报上作出批示。批示指出，在纪念学校复校 40 周年（建校 95 周年）系列活

动中，宣传部全力推进创新工作方式，运用多种媒体推送，报道学校活动内容，尤

其是庆典大会、纪念大会的实况报道，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社会反响持续赞扬不

断。

16 日，学校下发文件，聘请卜基田等 43 名同志为大学生创业导师，聘期三年。

17 日，由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主办，北京市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协

办，浙江财经大学承办的第四届全国高等院校工程造价技能及创新竞赛（本科组）

总决赛在美丽的杭州圆满落幕。我校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代表队取得了一个单项一

等奖和团体二等奖的好成绩。

17 日，由我校主办，艺术学院承办的第九届艺术与设计高端论坛在蛟桥园校区

图文信息楼一楼 2 号会议厅举行。

18 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江西省管理学会 2018 年年会暨江西省第四

届管理案例开发与教学研讨会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

16 日，江西财经大学代表队——人文学院“红色微电影《井冈红Ⅲ——寻遇》

拍摄与制作项目”在团中央学校部、中国青年报社、人民网联合开展 2018 年大中专

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千校千项”成果遴选活动中荣获“最具影响

好项目”。

16 日，图书馆副馆长郑淑娟，流通部主任姚小健，技术部主任谌芸，采访部主

任朱晓丽，办公室副主任宋苹等五位老师做客“网络面对面”，在线上直播中为同

学们解答学校图书馆与数据库资源利用的相关问题。

16 日，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丁晖一行 5 人来校调研招标采购管理工作。副校长

阙善栋会见了来宾。资产管理处、招标采购中心科等相关人员参加了座谈。

17 日，国际学院 2018 年“爱尚国际·情定江财”迎新晚会在麦庐园南区大礼

堂成功举办。

18 日，信息管理学院建院 30 周年纪念大会在信息管理学院报告厅隆重举行。

6 日，由腾讯江西企鹅新媒体学院承办的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新媒体培训

班（第 1 期）完成全部课程，顺利结业。

16 至 18 日，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泰安杯”流通业经营模拟竞赛大陆

地区精英赛在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举行。由国际经贸学院黄先明副教授、汤晓军

副教授指导的世界和平队、歪猫爱酱菜队两支队伍在精英赛中取得 2个一等奖的好

成绩，同时获得了代表大陆地区赴台湾参加两岸三地大学生流通业经营模拟竞赛的

资格。我校也获得竞赛组委会颁发的“最佳院校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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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我校举办第二十九期团干培训班暨团的基层组织建设规范年活动专题培

训班开班仪式。

20 日，《江西日报》B3 版以《江西财经大学以文化提升加快文明校园建设》为

题，对我校文明校园创建工作作了报道。

20 日，我校学子在 2018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再创佳绩，6位同学获全

国二等奖，9 位同学获江西省省级一等奖，15 位同学获江西省省级二等奖，6 位同

学获江西省省级三等奖。

20日至22日，组织基层党支部书记赴萍乡市莲花县甘祖昌干部学院开展培训，

培训班开班仪式 11 月 20 日上午在图文信息大楼二号报告厅举行。校党委副书记、

校长卢福财出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主持仪式。

20 日，我校“蛟湖同心大讲堂”第五讲暨知联会“同心讲堂”第一讲在会计学

院开讲。学校知联会副会长、法学院袁明圣教授以“立法四十年：得与失”为题作

了主讲。

20 日，国际经贸学院来华留学生 40 多人在“Business Management”课程任课

教师叶卫华的组织与带领下赴江西OPPO公司参访，践行企业管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

合的教学理念。

21 日，我校与中信银行南昌分行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在学校举行。我校党委

书记王乔，党委副书记、校长卢福财，党委常委、副校长袁雄，中信银行南昌分行

行长赵元新、副行长周志凌出席了签约仪式。

21 日，新华社江西分社 2019 年校园宣讲会在我校图文信息大楼 3 号报告厅顺

利举行。新华社江西分社副社长万怡、音视频部主任刘彬参加并进行宣讲。

21 日，我校召开新一届校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财、

副校长王小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21 日，敦煌国际设计周江西赛区组委会授牌仪式在艺术学院举行。学院院长包

礼祥出席本次仪式。

21 日，由人文学院学术部主办的青年学术讲堂在英庐 429 教室举办。人文学院

院长尹忠海教授、文化产业管理系李旭副教授以及新闻传播系吴辉副教授作为分享

嘉宾，出席了此次青年学术讲堂。

21 日，有关我校信息管理学院建院三十周年院庆的新闻发布会在蛟桥影视楼顺

利召开。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毛小兵应邀出席本次发布会，就相关情况进行发布，并

回答学生记者提问。

21 日，人文学院兰世辉博士在学院会议室对全体教职员工开展了一场美国波士

顿大学访学回国报告。

22 日，工商管理学院组织学生党员前往“小平小道”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校长

卢福财、院党委书记黄文德、第一学生党支部同学们参加活动。



473

22 日，学校召开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紧急会议，部署校园及周边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学生安全工作。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卢福财主持，副校长刘小

丽，纪委书记杨建林，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小平、阙善栋、欧阳康、袁雄，校党

委常委王金海、彭清宁出席。

22 日，受我校后勤保障处、节能中心邀请，省教育厅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谭伟力一行 3 人来我校，为后勤保障处全体员工、各外包物业、膳食、

BOT供应商的管理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节能培训课。

23 日，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财经大学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

顺利进行签约仪式，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总经理王海坤，高

级售前经理江骏，软件学院党委书记姜红仁，党委副书记彭敏，学工办主任刘丽芳，

分团委辅导员万煜川等领导准时莅临财大麦庐园荟庐二楼报告厅，共同见证并进行

了签约仪式。

23 日，我校举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揭牌成立仪式，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

出席仪式并揭牌。

23 日，中国高校校报协会传来消息，2017 年度中国高校校报好新闻评选结果已

经公布，校党委宣传部、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文明建设科副科长孙爱霞原创作品《高

大上!江财这样拥抱新时代》荣获本届中国高校校报好新闻一等奖，首次实现了我校

新闻作品在全国大赛上零的突破

23 日，副校长王小平到财政大数据分析中心开展工作调研，科研处处长刘满凤

一同参加调研。

23 日，统计学院与南昌微加信息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统计学院院

长罗世华、党委书记叶绍义、副院长潘文荣、微加董事长喻云等人出席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由统计学院副院长潘文荣主持。

23 日，2018 年第九届“工商银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创意设计大赛江西赛区总

决赛在我校麦庐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副校长王小平、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

行副行长张少华出席比赛。我校学子在大赛中包揽前四名。

24 日，广东校友会年会暨迎萌新活动在广州凯旋华美达大酒店举行，校友办潘

桦主任一行 4 人、广东校友会名誉会长王平亲临大会现场，参与本次迎新大会的还

有广东校友会副会长 6 人、秘书处工作人员 9人，来自各行各业为萌新答疑解惑的

顾问团队 18 人，共计 200 余人。

24 日，第七届传统音乐高端论坛开幕。论坛由我校艺术学院承办，校党委常委、

副校长刘小丽，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序教授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分别致辞。论坛

由艺术学院院长包礼祥主持。

23 至 24 日，由我校生态文明研究院和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联合主办，江西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江西省标准化研究院和江西省生态学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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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协办的“2018 年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高端论坛暨赣闽贵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

江西绿色发展指数发布会”在南昌召开。校长卢福财、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出席论坛。

24 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福建省教育厅联

合主办的“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两岸大学生国际贸易经营实战沙盘竞赛”在集美大

学开幕。由我校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宗云老师指导的，国际学院万良、吴鼎纹、刘

田夫、韩馨宇、拱笑哲、龚昱颖组成的参赛队伍获得了一等奖。

23 日至 24 日，第七届（2018）全国产业经济研究生学术论坛举行。论坛由江

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中

国工业经济学会互联网经济与产业创新发展专业委员会主办。副校长王小平教授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

24 日，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市场Seminar（第 1 期）”于图文信息大楼 3 号报

告厅正式开幕。本次研讨会特邀新加坡管理大学郭子荣教授、中山大学曹夏平教授、

刘彦初教授等 3 位知名学者担任论文评议专家，我校金融学院蒋崇辉副教授、胡志

军博士、郑敏荣博士、谭英贤博士、甘柳博士、赖少杰博士，南昌大学王红建教授、

周德才副教授以及华东交通大学潜力副教授等宣讲了工作论文。

24 日，我校第四届国际文化节在蛟桥园北区崛起广场举办。本届国际文化节由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主办，由党委宣传部、校团委、国际学院协办，以“告白全世界”

为主题，分为节目表演和国家风情展示两个部分，千余名中外师生参与此次国际文

化节。

23 至 24 日，副校长阙善栋，会计学院党委书记黄雨虹和校团委书记夏贤锋一

行历经 6 个多小时的环山路，来到四川阿坝州小金县，看望慰问了我校在四川小金

美兴中学和城关二小进行支教服务的 6 名研究生支教团团员。

24 日，我校生态文明研究院在南昌发布了最新两项研究成果《赣闽贵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2018）》和《江西绿色发展指数绿皮书（2018）》。

24 日至 25 日，第七届“SPS案例研究方法研讨会”（2018）在江西财经大学举

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

学、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大连理工大

学等 50 所国内外知名院校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24 日，我校EMBA研究生论文答辩会在麦庐园校区顺利进行。

24 日，2018 华东地区大学生财政学论坛在浙江财经大学举行。财税学院由熊

惠君完成的论文《转移支付、财政收支与区域均等化》获研究生组三等奖，由徐建

斌老师指导、王磊完成的论文《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扩大城乡收入不平等了吗？》获

本科生组二等奖。

24 日，由我校会计学院博洋留学协会主办的管理会计主题讲坛于蛟桥北区第五

教学楼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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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我校 250 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全部通过由江西省委组织部、省委宣

传部、省司法厅、省普法办组织开展的 2018 年全省领导干部网上法律知识考试。全

校考试合格率 100%，优秀率 65%。

25 日，江西省第六届外国留学生汉语大赛决赛在江西中医药大学湾里校区落下

帷幕，经过初赛、复赛、决赛的激烈比拼，我校来自老挝、蒙古、哈萨克斯坦的留

学生表现优秀，喜获本次比赛二等奖三等奖以及优胜奖，同时我校还获得了大赛最

佳组织奖。

25 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国家课题申报小型高

端研讨会举行。校党委书记王乔到场看望与会专家，校长卢福财、党委副书记蒋金

法出席会议。

25 日，2018 香港会计师公会商业个案大赛（前身为专业资格课程(QP)个案分析

比赛）圆满落下帷幕。由我校会计学院学子杨淑文、李康、彭翔及敖昕玥组成的队

伍获得本届大赛的全国优胜奖。

27 日至 28 日，校长卢福财带队前往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

等高校调研，副校长袁雄参加调研，随同调研的还有党办校办主任罗锐、人事处处

长彭元、教务处处长廖国琼、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吕晓梅。

27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 2018 年学校第七次书记例会时强调，要充分

汲取榜样力量，奋力推进学校事业取得新发展。

28 日，校党委书记王乔、副校长刘小丽、袁雄三位领导专程到我校附中枫林园

新校区调研。

28 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共建文明校园后勤师生座谈会举行。副校长阙

善栋到场指导。

28 日，学校召开了迎接 2018 年度江西省高校智慧校园建设评估工作动员会。

副校长王小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参会。网络信息

管理中心主任肖清雷主持会议。

29 日，由 ACCA 主办的“第九届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暨 ACCA 项目管理研讨会”

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召开。会议旨在“探索财会教育的未来”，并对全国在 ACCA 教学

上取得优异成绩的高校进行表彰，我校获评“ACCA2018 年度优秀高校”荣誉称号。

会计学院 CPA 教育中心主任吉伟莉老师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代表学校领奖。

29 日，我校赴清华大学一流本科提升研修班行前教育会召开。校党委书记王乔、

校长卢福财出席会议。

29 日，校长卢福财主持召开第五次院长例会并讲话。副校长刘小丽、王小平、

袁雄出席。

29 日，第七届薛暮桥价格研究奖颁奖大会在京举行。我校协同创新中心徐斌教

授的著作《资源性产品国际定价权研究》获第七届薛暮桥价格研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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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学校召开纪检监察干部业务培训会，校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杨建林、校纪

委委员、校属单位纪检委员（纪委书记）、校纪检干部共 60 多人参加了会议。

30 日，浙江省大学生财会信息化竞赛圆满落下帷幕。我校会计学院由谈希曼、

范定星、李说带领的三个队伍分别斩获传统组一、二、三等奖，案例组参赛队伍在

队长樊庶睿的带领下也荣获三等奖。

30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

译项目立项名单，以我校外国语学院张建丽副教授、李春长教授为核心成员的课题

组申报的《法治中国背景下的税收制度建设研究》一书成功立项，成为我校科研著

作被国家社科规划办列为对外宣传的中华学术优秀成果的“开篇之作”。

30 日，我校产业经济研究院何小钢副研究员发表在《世界经济》2015 年第 1

期上的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动力之谜：技术、效率还是要素成本》被《世界

经济》杂志社编辑部推荐申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30 日，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金海带队，重点督查了蛟桥园校区学生宿舍环

境卫生。

30 日，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江西省教育厅下发《关于公布 2018 年度“青年

井冈学者奖励计划”入选名单的通知》，全省共确定 101 名青年井冈学者。我校凌

爱凡、方玉明、平卫英、潘丹、王守坤、占小军、刘小惠、徐光华、周冬华等 9 位

青年教师入选首批“青年井冈学者奖励计划”。

30 日，第 33 个“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际，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在四川德阳正式拉开帷幕。我校绿派社“一滴水的约定”项目荣获“第四届中国

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大赛铜奖”。

十二月

1 日上午，我校法学院与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合作协议签订仪式举行。校党委

常委、副校长阙善栋，浙江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黄建新出席本次签约仪式。

1日，在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教务处的精心组织下，我校“金牌主讲教师”“教

学十佳”“青年教师教学奖”评选活动于在蛟桥园第五教学楼拉开帷幕。

1日下午，我校浙江校友会法学分会成立大会暨 2018 届迎新活动在杭州隆重举

行。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阙善栋，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出席并讲话。

1日至 2 日，中国新闻学学会视听传播研究委员会 2018 年学术年会在西南大学

召开，会上传来喜讯，人文学院黄志辉老师荣获首届视听传播研究优秀学术成果奖

二等奖。

2 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行的首届中国工商管理案例论坛上，由我校

工商管理学院胡海波教授领衔撰写的案例《“我为人人”到“人人为人”：众创空

间模式下心客如何起舞？》以及余可发副教授撰写的案例《沉浸式互动体验营销—

区域品牌江西李渡酒业的重生秘籍》双双荣获全国二等奖并收录至清华大学中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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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理案例库，在清华推广平台获专门推荐，胡海波、余可发均获“卓越开发者”

称号，所在团队分别获得税前 5 万元人民币奖金。

3 日上午，我校一流本科提升研修班开班典礼在清华大学进行。校长卢福财、

副校长袁雄、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刘震、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培训部副部

长罗炜、项目部主任朱俐娜出席典礼。50 位学员参加了开班典礼。

3 号，由教育部主办的第三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全国总决赛在北

京胜利闭幕。法学院周楠同学获得全国演讲比赛二等奖，法学院修云龙、邹扬帆、

周楠和来自江西师范大学的黄文琪同学组成江西代表队获得全国辩论赛三等奖。

3 日下午，考文垂孔子学院第二届理事会于中国成都四川标准德安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会议室顺利召开。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王小平、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肖珑、

考文垂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考文垂大学孔子学院执行副院长MatthewBeedham及考

文垂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刘有发出席会议。

4 日，我校中国税票博物馆申报的“迎校庆、迎新生，税票文化展风采”科普

活动入选江西省社科普及周暨“百名理论专家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活动。此次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社联联合开展，主题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共绘新时代

江西新画卷”。

4日，2018 年首届全国大学生绿色会展创新创意挑战赛在南昌成功举行。经过

激烈角逐，由旅城学院刘德军博士和邹勇文院长指导的作品《古舞神威·赣傩承情

—江西傩舞文化会展策划》（张雅琳、王小莹、吴梦莹、陈子蒙、李伦晓）获得二

等奖；张志军副书记和邹勇文院长指导的作品《2019 中国南昌“邀天一号”太空科

技体验会展周》（孔誉婧、张雯、叶林静怡、赵丹楠、林慧）获得三等奖。

4 日，主题为食品安全以及校园环境排查整治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召开。后勤保

障处处长李新海应邀出席本次发布会，就相关情况进行发布，并回答学生记者的提

问。

4日，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学科建设会议。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教授出席会议。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炳林教授、吉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韩喜平教授应邀在会上与学院教师进行了深入交流，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和部分教师

代表参加。

4日，江西日报B3 版刊登学院校长卢福财理论文章《建一流本科育一流人才》。

4 日，第十六届“理律杯”全国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落下帷幕，江西财经大学法

学院代表队力挫劲敌，摘得季军，取得历史性突破。

4日，我校各学院联合学院权益部举行“12.4”普法宣传活动。

4日，第十三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在成都举行。来自 15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

多名代表参加大会。副校长王小平、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肖珑、考文垂大学人文学

院副院长、考文垂大学孔子学院执行副院长MatthewBeedham及考文垂孔子学院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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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刘有发出席会议。

5 日下午，九三学社江西财经大学基层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省政协副主席、

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李华栋出席会议并作指导讲话。

5 日下午，青山园整体规划设计方案论证会召开。副校长刘小丽、阙善栋出席

会议，审计处，后勤保障处，校园建设处、继续教育学院等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华诚博远有限公司设计人员等参加了会议。

6 日上午，学校召开巡视整改落实专项督查工作部署会。校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杨建林、副校长欧阳康、校纪委、监察处、巡视整改办公室各小组负责同志参加了

会议。

6日，江西省第二届研究生创新创业学术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暨 2018 年科学道德

与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在我校蛟桥园北区大礼堂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的主题为

“新时代新征程与研究生的新使命”和“弘扬科研正气，践行学术道德”。省教育

厅副厅长汪立夏，省科协副主席梁纯平，我校副校长王小平，省科学院、省社科院

及其他领导出席活动。启动仪式由省教育厅学位办杨波主任主持。

6日上午，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处、公务用车管理处、财务审计处、

会议保障中心、应急用车平台五个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来我校开展党日活动。党委

常委、副校长阙善栋及党办校办共建办党支部全体党员、节能中心负责人参加。

6 日下午，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阙善栋带队进行校园环境例行督查，强调要保

障宿舍安全，提升服务质量。

7日，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副校长王小平出席会议。会议由现任董事长文涛先生主持，中航共青凌云、刘彦锡、

段建新、叶飞，现代经济管理学院纪春福、刘仁彪，共青城市政府刘显辉董事会成

员参加会议。

7 日下午，教务处徐旭川处长做客网络面对面，针对同学们辅修专业（学位）

申请的诸多疑问，为同学们介绍金融、会计、法学二专相关知识并进行在线答疑解

惑。

7日至 9 日，2018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酒店管理竞赛在安徽蚌埠举行。

大赛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中国

饭店协会和主办。共有 100 多支队伍报名参加，我校旅城学院刘德军老师指导的“无

隅队”（杨庆、陈舒、高昊、董英格丽、蔡硕坤），获得 2018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

战赛酒店管理实践竞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并获得入围 2019 年亚太商务活动策划竞

赛的资格；“我行我素队”（俞佳妮、张城铭、谭茜、莫洁宜、闫星宇）获得全国

总决赛二等奖。

8日，2018 年CIMA 江西省高校邀请赛圆满落下帷幕。由我校会院学子组成的蒂

花之秀队荣获了此次比赛二等奖，同时，信小呆队和俺们微皮队也取得了三等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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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成绩。

8日，2018 届财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举行。此次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庞凤喜教授担任，南昌大学黄新建教授、江西财经大学王乔教授、

蒋金法教授、匡小平教授、姚林香教授担任答辩委员。

8日至 9 日，2018 年国际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中国区复赛在北京举行，我校选

手斩获佳绩，闯入明年 2 月份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国际总决赛。

8 日至 9 日，2018 年“体育·惠民 100”江西省第三届“国宝李渡·公仆杯”

羽毛球赛在南昌中宇健身馆举行。我校教工代表队再次参加了乙组团体比赛，并获

得第三届江西省“国宝李渡·公仆杯”乙组团体第三名的好成绩。取得我校参赛以

来的最好成绩，也是江西省本科高校代表队在历届比赛中的最好赛绩。

9日下午，在清华大学前副校长谢维和的讲座《一流大学建设与地方高校改革》

结束后，我校一流本科提升研修班在清华大学顺利举行了结业典礼。校长卢福财、

副校长袁雄、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项目部教育管理培训部部长刘娟、副部长罗炜

出席了结业典礼。廖国琼、杨德敏、郑志强、平卫英、汤晓军代表各小组做了学习

成果汇报。

9日晚，我校第三十四届校园合唱艺术节暨“一二•九”大合唱在麦庐园大礼堂

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王乔、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副校长刘小丽、王小平、阙善

栋、欧阳康、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学院领导到场与全校千余名师生共同欣赏本次演

出。盛凤麟、熊平秀、谢莲花、樊凤龙、李欣荣担任本次合唱比赛评委。

10 日，《江西日报》理论版学与思刊发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金海的理论文

章《加快构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体系》。

10 日，“青春再出发永远跟党走”江西财经大学 2017-2018 学年度学生先进颁

奖典礼举行，隆重表彰本学年校友和企业奖助学金、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等获得者和一批先进集体。。

11 日，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庄穆一行 4人来我校交流考察。校长卢

福财亲切会见了来访一行并代表学校表示热烈欢迎。

11 日上午，“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领导干部办

学治校能力”专题培训班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开班，校党委书记王乔，校纪委书记

杨建林，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王金定出席开班典礼，40 余名学员参加了开班典

礼。

11 日下午，副校长王小平来到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校区调研教务工作，副院

长陈明、陈丽萍及党办院办主任朱晓艳参与调研。

11 日下午，国际经贸学院来华硕士留学生一行 33 人，在“商务管理学”任课

教师叶卫华的组织下赴江西臻如集团参访。本次参访的主要内容是参观臻如旗下的

门店并与臻如董事长就企业管理进行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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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江西财经大学安徽校友会理事会第二届换届大会暨迎新大会在合肥举行。

江西财经大学校友总会会长廖进球、副会长张军、秘书长潘桦及外地校友分会代表、

安徽校友会理事会成员、历届江财安徽校友 200 多人出席了当天的大会。

11 日，由科技部、教育部、工信部、中国科协联合指导举办的全国三维数字化

创新设计大赛（简称全国 3D大赛）在云南省玉溪市展开年度总决赛的角逐，中国科

技部原副部长吴忠泽先生来到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奖杯。我院学生组成的“诺眸小

分队”、“奇点”两支团队代表江西赛区参加数字文化设计大赛并分别获得年度总

决赛一等奖与二等奖等奖项。

11 日，据团中央网络评审结果公布，江西财经大学益行社实践队在 2018“丝路

新世界·青春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行动中表现优异，获团中央评

选的“国家级优秀团队奖”。

12 日，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周应恒教授正式加盟我校经济学院。

在学校迎宾厅，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财、副校长欧阳康热情会见了周应恒教

授，党办校办、人事处、经济学院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12 日，接江西省科技厅通知（赣科发计字[2018]162 号），我校信息管理学院

杨勇教授成功入选 2018 年度江西省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计划，这也是我

校现有教师中第二位获此人才计划资助的教研人员。

12 日，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党委书记廖岚、院长杨健等一行 4 人来我校医院

参观考察，并洽谈相关合作事宜。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财、副校长欧阳康会

见了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党委书记廖岚、院长杨健等一行 4 人，并进行了交流座

谈，校医院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12 日，江西省教育厅公布了首批省级“2011 协同创新中心”评估结果，我校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监测、预警与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协同创新中心”）

顺利通过四年期（2013-2017 年）建设验收。此次共有 10 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参评，

历经高校自评、现场考察、专家评议、省教育厅审定四个环节，我校协同创新中心

评估总分名列全省第七，文科类第一。

12 日上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论证会举行。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中国

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张雷声教授，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祝黄河出席会议。研究生院院长袁红林，马克

思主义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博士生导师和部分师生参加会议。

13 日下午，2018 年校本研究课题结题专家鉴定会在蛟桥园北区图文信息大楼第

二会议室召开。袁雄副校长出席会议。来自校内的专家、各课题负责人、高教所相

关人员参加会议。

13 日下午，第九届工商银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创意设计大赛华南赛区决赛在华

南师范大学开赛。我校金融学院 2016 级学生曾国友、吴兴组合摘得本次大赛桂冠（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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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赛制，华南赛区决赛前两名即获全国一等奖）。入选决赛的另外两组选手缪灵、

申茜淋组合荣获二等奖，胡桂兰、刘熙玮组合荣获三等奖。

13 日下午，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金海带队进行校园环境第二十六次督查，

重点查看了麦庐园校区学生宿舍。

14 日，江西省教育工会下发关于命名 2018 年度江西省教育系统劳模创新工作

室的通知［赣教工〔2018〕22 号］，江西财经大学劳模创新工作室等 4家工作室为

2018 年度“江西省教育系统劳模创新工作室”。

14 日下午，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召开我心目中的“智慧江财”学生恳谈会。副校

长王小平出席会议。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肖清雷、党总支书记季小刚、副主任黄

辉，中心相关科室负责人以及各学院学生代表近二十余人参加了此次恳谈会。

14 日至 20 日，学校成立由纪委监察处、组织部人事处、党建思政工作督导组、

管理服务督查组等单位人员组成的督查组，对国际经贸学院、经济学院、教务处、

财务处等十五个校属单位进行了巡视整改落实工作专项督查。

15 日，接江西省教育厅、教育工委《关于文明校园“大家谈”征文活动结果的

通报》（赣教办字〔2018〕32 号），我校在此次征文比赛中获“优秀组织奖”和 4

个二等奖、6 个一等奖的好成绩。

16 日，校党委召开了 2018 年校领导班子务虚会。校领导王乔、卢福财、蒋金

法、刘小丽、杨建林、王小平、阙善栋、欧阳康、袁雄出席，党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许基南，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彭清宁，党办校

办、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财务处等职能部门

负责人以及金融学院、统计学院、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等学院院长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

17 日，江西省文联《心怀梦想再出发》——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艺精品

进高校”活动走进我校。省文联党组书记郑翔，我校党委书记王乔，党委副书记蒋

金法，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王小平，副校长阙善栋，副校长袁雄，省文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张越，省文联副主席龙红，省文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章伟新，南昌

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赵军，江西美术院副院长甘萍，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潘庆蓓，

省摄影协会副主席汪小毅等分别出席了相关活动。

17 日，江西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7 年江西省本科高校教育国际化水平排名，我

校成功卫冕，名列榜首。这是继 2014、2015、2016 年以来，我校连续四年获此殊荣。

17 日，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公布了“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

程”评审结果，我校信息管理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计算机系）入选“全国党建工

作样板支部”培训项目，建设期为两年。在标准化党员活动室建设活动中，我校择

优推荐的国际经贸学院党员活动室也成功入选为“全省高校标准化党员活动室”。

17 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在共青校区大礼堂举行 2017-2018 学年学生先进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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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

17 日下午，江西省文联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艺精品《巨变》摄影图片展江

西财经大学站开展，副校长、江西财经大学摄影学会会长王小平，江西省摄影家协

会副主席汪小毅出席开展仪式。近 200 名师生参观展览。开展仪式由校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匡琳主持。

17 日，省文联与江西财经大学文艺家协会会员代表座谈会顺利召开。校党委副

书记蒋金法，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书记张越，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章伟新，省音乐

家协会副主席潘庆蓓，江西美术学院副院长甘萍，以及我校文艺家协会会员代表出

席座谈会。

18 日，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我校组织干部师生收看大会

实况。

18 日下午，学校十届教代会执委会主席、校党委书记王乔主持召开执委会第二

次会议。征集各位委员对学校即将开展的两项重点改革项目的意见建议。

18 日，我校人文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井冈红”调研团在中国青年报社联

合全国数百所高校开展的“2018 寻找全国大学生百强实践团队”的活动中取得优

秀成绩，荣获“百强实践团队”称号，这是我省唯一入选的实践团队。

18 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 2018 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结果的公示》

的通知，我校有 7 门课程入选公示名单，分别为《国际金融》（金融学院汪洋教授

团队）、《创业法学》（法学院邓辉教授团队）、《轻松学统计》（统计学院罗良

清教授团队）、《运筹学》（信息管理学院刘满凤教授团队）、《会计学原理》（会

计学院程淑珍教授团队）和《高级财务会计》（会计学院彭晓洁教授团队）和《制

胜：一部孙子傲商海》（工商管理学院刘爱军老师团队）。此次，全国共有 690 门

本科课程入选公示名单，江西省有 18 门课程入选，其中我校与南昌大学同为 7门、

江西中医药大学 2 门、东华理工大学 1 门、南昌工学院 1 门。

18 日，我校第三期井冈大学生党员井冈学子先锋班结业暨第四期开班仪式顺利

举行。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基南；校党委宣传部副部

长欧阳迎；党委学工部部长郑赟；党委学工部副部长、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刘志蓉；

各学院党委（总支）副书记、组织员；第三期先锋班学员；第四期先锋班学员参与

开班仪式。

18 日，学校召开本科教育工作会，校长卢福财宣布《江西财经大学一流本科教

育行动计划（2018-2025）》正式发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18 日，江西省教育厅公布 2018 年度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论文征集活动

评选结果，我校教师周海燕、许桂芳分别凭借《佛系现象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及其

引导》《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回顾与思考》荣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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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上午，校党委宣传部举行了 2018 年优秀校园文化建设项目结项验收评审

会，组织校内专家对立项项目作了评审验收。经过专家组的认真评审， 34 项项目

成果通过验收成功结项。

19 日，以“2018 年学校统一战线工作情况”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举行。校党委

统战部副部长陈华应邀出席发布会，并就相关问题回答学生记者提问。

19 日上午，校长卢福财主持召开了我校内部控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副校长刘

小丽、阙善栋、欧阳康、袁雄出席会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19 日上午，校长卢福财主持召开了我校实施政府会计制度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

会议。副校长刘小丽、阙善栋出席会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19 日下午，首届学校集中实习实训汇报交流活动于在麦庐园大学生活动中心举

行，来自各学院 15 支实习队伍参加了本次汇报交流活动。

19 日下午，我校在图文信息大楼 12 楼第一会议室组织召开高层次人才推荐工

作方案研讨会，并就近期高层次人才项目申报工作进行了沟通和布置。校党委副书

记蒋金法，副校长欧阳康出席会议，党办校办（共建工作办公室）、人事处、科研

处、研究生院、财务处等职能部门及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统计学院、信息管

理学院、法学院等教学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19 日下午，省委政策研究室与我校举行“江西特色生态文明体系建设 2018 高

端论坛”，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改革办副主任沈谦芳，校党委书记王乔，

省委政研室副主任黄光明，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副校长王小平出席论坛。陈勤刚、

黄宗华等省委政研室研究人员，我校李秀香教授、谢花林教授、张利国教授、姚冠

荣副教授、曹国新副教授以及部分教研人员、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论坛。

19 日下午，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小平为经济学院、生态研究院的师生党员们

带来了一堂生动地微党课。经济学院院长张利国、党委副书记李大晖、副院长杨飞

虎、副院长李国民、各党支部书记和全体师生党员到场聆听。

20 日至 21 日，2018 年江西图书馆年会暨图书馆阅读推广培训会在南昌召开。

我校图书馆馆长邹传教参会，会议授予了我校图书馆 2018 年“全省首届图书馆创新

案例单位”、“全民阅读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吴晓波老师被授予“全民阅读先进

个人”荣誉称号。

20 日下午，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金海带队，开展今年以来第二十七次每周

校园环境督查活动。本周督查首次走进了我校公租房小区，对小区环境卫生与安全

隐患进行了排查。

20 日下午，我校与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泰隆之星”奖学金协

议。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总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金善智、共

享服务中心招聘管理岗王晓霖、校学工部（处）部（处）长郑赟、研究生院院长袁

红林、招就处处长柳晨、党办校办副主任王智明及部分学院党委副书记和学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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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出席签约仪式。

20 日，“华为杯”第十五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颁奖大会在中国海洋大学

隆重召开，我校获奖研究生代表受邀参加。我校研究生参赛队伍本次共获得全国二

等奖 4 支，全国三等奖 2 支，成功参赛奖 15 支。

20 日，艺术学院统一编发了《艺术学院支部书记工作手册》给全体支部书记，

该《手册》汇编了有关支部建议的相关文件以及教师职业道德的相关规范。同时，

将学院自行拟定的相关师德行为考核标准也一并列入其中。

21 日，江西省欧美同学会（江西省留学人员联谊会）二届一次理事会议在南昌

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陈兴超出席并讲话。我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当选

副会长，金融学院院长汪洋、科技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桂荷发当选为常务理事，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肖珑、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杨杰、科研处副处

长方玉明和艺术学院副院长李民当选为理事。

21 日，由江西省教育厅主办、江西省高校审计协会承办的全省高校审计负责人

培训研讨会在宜春举行。我校副校长、江西省高校审计协会会长刘小丽出席并讲话。

21 日上午，校党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

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1 日下午，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今年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扩大）会议，

学习传达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校党委

书记王乔作《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辅导报告，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卢福财主持。

校党委常委杨建林、阙善栋、欧阳康、袁雄、许基南、王金海参加学习。

21 日下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列教研部副主任、民族与宗教教研室主任沈桂

萍教授应邀来校，为我校党团干部、班主任及辅导员等作民族宗教工作专题讲座

21 日，我校团委副书记王昊与共青团江西省委的两位同志调研撰写了《高校共

青团推优工作问题分析与改革建议》调研报告，此报告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获共青

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同志肯定性批示。

22 日，在南京大学、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2018 中国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

播高峰论坛”上，发布了 2018CTTI来源智库增补名单，我校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在列，成为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

22 日下午，黔赣绿色金融发展研讨会暨江西财经大学贵州校友会经济学院分会

成立大会在贵阳召开。副校长王小平出席大会，经济学院院长张利国、副书记李大

晖，贵州校友会会长温志朝，经济学院北京校友分会代表刘德亮，经济学院部分校

友参加了大会。

22 日，教育部官网发布《关于公布首批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标杆院系、样

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名单的通知》（教思政厅函〔2018〕43 号）。我校信息管理学

院教工第二党支部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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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下午，江西财经大学首届来华留学生乒乓球大赛在蛟桥校区留学生公寓落

下帷幕。

23 日下午，经管论坛暨江财北京校友会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分会成立大会在北京

江西大酒店召开。

24 日，我校 2018 年新入职教师教学规范培训开班仪式在蛟桥图文信息大楼顺

利开展，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副校长欧阳康出席开班仪式。

24 日，江西省省长易炼红对我校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院长、江西旅游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邹勇文、江西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曹国新撰写的《贵州引客入黔一盘

棋体系对我省的启发》一文做出肯定批示。

24 日，我校发布《江西财经大学 2018 年跨学科交叉专业建设立项通知》，正

式立项建设 4 个跨学科交叉专业，分别为金融科技（金融学院和信息管理学院合建）、

智能商务（工商管理学院和国际经贸学院合建）、数据法学（法学院和软件与物联

网学院合建）和大数据统计与社会应用（统计学院和人文学院合建），每个专业分

别给予 100 万元建设经费。

24 日，第十五届广东大学生电影节闭幕式暨“万表之夜”颁奖典礼在暨南大学

举办。来自艺术学院数字媒体工作室的王纪聪、马可、曾镜伊和刘玮四位同学，经

过与全国各大院校的激烈角逐（数千份参赛作品），获得原创动画金奖。

24 至 25 日，江西省首届党务技能大赛在赣鄱大地如火如荼展开。本次大赛以

“赛技能、破难题、增本领、强党建”为主题，全省共有 1100 个优秀党建案例脱颖

而出，1400 余名党务精英分 11 赛区共同竞技，“华山论剑”，我校选送参赛的 3

个项目，荣获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2 个，总成绩位列全省高校第一。

25 日上午，“龚全珍工作室”揭牌仪式在大学生活动中心西侧广场举行。“老

阿姨”龚全珍专门录制视频，对学院成立工作室表示祝贺，并寄语学院师生“听党

话、跟党走”。

26日上午，以戴小勇处长为组长的2018年全省校园环境综合整治百日攻坚“净

化”行动检查考核组一行三人来校突击检查。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阙善栋，党委常

委、宣传部长王金海，文明校园建设办公室主任喻春龙与检查组进行了座谈。

26 日下午，学校与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

在学校举行。我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袁雄，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张建安出席了签约仪式，并代表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

26 日下午，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在校工会俱乐部三楼举行 2018 年老同志“夕阳

红”表彰暨红歌会，庆祝改革开放和我校复校四十周年。

26 日下午，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首届“80 财政班校友奖学金”颁奖仪式于财税

大楼一楼会议室隆重举行。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出席颁奖仪式。学院院长李春根、

党委书记习金文、党委副书记卢建华、1980 级财政班优秀校友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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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上午，全省校园环境综合整治百日攻坚“净化”行动检查考核组来校突击

检查第二天，我校即组织督查，对检查组指出的问题进行现场确认和全面排查。校

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金海带队当日督查。

27 日下午，我校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共同举办“同心致敬四十载改革开放，

携手共筑新时代‘百年江财’”——统一战线迎新联谊会，向伟大的改革开放致敬，

向奋斗的“百年江财”致敬，并表达与学校党委同心同向同行，同心再出发，奋进

新时代的共同愿望。

28 日，江西财经大学援外培训十周年成果展举行。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小平

教授、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阙善栋教授出席开幕式，研究生院院长袁红林教授、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肖珑教授、国际经贸学院党委书记胡建国、原孔子学院院长张

曦凤、现代商务中心主任黄建军教授，援外项目小组教师、国内外学生共计 100 余

人参加了仪式。

28 日上午，我校 2018 年退休教职工荣休典礼在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举行。校

长卢福财、副校长阙善栋、副校长袁雄，2018 年退休教职工及亲友代表、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退休教职工所在单位的党政负责人及师生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荣誉时

刻。

28 日下午，我校女工委委员、校女科联会员以及各分工会女工委委员近 50 人

齐聚一堂，在工会三楼俱乐部召开了江财女教工微讲堂迎新年专题（第 12 期）会议，

听取刘小丽副校长传达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省妇联第十二届二次执委

会会议精神。

29 日，江西财经大学摄影学会换届大会举行。江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徐渊明，

江西省高校摄影协会主席、南昌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王金平，校党委副书记蒋金法，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小平，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欧阳康，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王金海，南昌市摄影家协会执行主席王岩，江西省摄影学会会员、幸福数码资深摄

影指导老师李凯杨出席会议。

29 日，2018 年第 6 次院长例会学校召开，主题为“一流本科建设学习交流与推

进”。校长卢福财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副校长袁雄主持会议。

31 日上午，党委书记王乔带领党办校办、宣传部、学工处、后勤管理处等部门

负责同志对雪后校园进行检查，并指导雪后后勤保障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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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校级发文目录
序号 公文字号 标题

1 江财党发〔2018〕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2 江财党发〔2018〕2号 关于印发校党委书记王乔在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工作报告的
通知

3 江财党字〔2018〕2号 关于开好 2017年度党员处级干部民主生活会的通知

4 江财党字〔2018〕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2017年度学习总结》和《江西财经大学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 2018年学习计划》的通知

5 江财党字〔2018〕5号 关于开好“坚决全面彻底肃清苏荣案余毒持续建设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
会的通知

6 江财党字〔2018〕8号 关于孙青玥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7 江财党字〔2018〕9号 关于钟洪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8 江财党字〔2018〕12号 关于召开 2017年度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通知

9 江财党字〔2018〕1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7年工作总结》的通知

10 江财党字〔2018〕16号 关于表彰 2017年度综治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11 江财党字〔2018〕17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12 江财党字〔2018〕20号 关于表彰 2017年度先进单位的决定

13 江财党字〔2018〕21号 关于表彰我校 2017年度统一战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

14 江财党字〔2018〕22号 关于徐翔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15 江财党字〔2018〕23号 关于肖建文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16 江财党字〔2018〕24号 关于贺伟荣等同志免职的通知

17 江财党字〔2018〕25号 关于表彰江西财经大学 2017年度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辅导员年度人物、优秀班
主任标兵的决定

18 江财党字〔2018〕26号 关于公布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度民生项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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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江财党字〔2018〕27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点

20 江财党字〔2018〕31号 关于纪春福等同志职务任命的通知

21 江财党字〔2018〕3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工表》通知

22 江财党字〔2018〕36号 关于对部分校属单位内设机构及科级干部职数进行调整的通知

23 江财党字〔2018〕38号 关于黄黑平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24 江财党字〔2018〕39号 关于开展“诵读红色家书 牢记初心使命”主题学习的通知

25 江财党字〔2018〕41号 关于黄瑶妮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26 江财党字〔2018〕46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第二轮廉政巡察工作安排的通知

27 江财党字〔2018〕47号 关于印发《2018年江西财经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28 江财党字〔2018〕4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29 江财党字〔2018〕49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进一步改进作风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30 江财党字〔2018〕50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党组织评选表彰实施办法（试行）》
的通知

31 江财党字〔2018〕5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工作运行机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32 江财党字〔2018〕54号 关于郭勇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33 江财党字〔2018〕55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

34 江财党字〔2018〕56号 关于许丽艳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35 江财党字〔2018〕57号 关于表彰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党组织的决定

36 江财党字〔2018〕59号 关于调整我校公共机构节能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37 江财党字〔2018〕60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班主任工作考核细则（试行）》通知

38 江财党字〔2018〕61号 关于王智明等同志职务任命的通知

39 江财党字〔2018〕63号 关于王智明等同志职务免职的通知

40 江财党字〔2018〕6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度人才工作专项述职考评工作方案》的通知

41 江财党字〔2018〕65号 关于印发《中共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关于加强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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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江财党字〔2018〕67号 关于印发《2018年度综治工作考核方案》的通知

43 江财党字〔2018〕69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校属单位非教研人员编制调整方案》的通知

44 江财党字〔2018〕70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修订稿）》和《江西财经大学学院党委（党
总支）会议议事规则》的通知

45 江财党字〔2018〕72号 关于习金文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46 江财党字〔2018〕73号 关于印发《中共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

47 江财党字〔2018〕75号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

48 江财党字〔2018〕76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49 江财党字〔2018〕77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重要回信精神工作方
案》的通知

50 江财党字〔2018〕78号 关于印发《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工作方案》的通知

51 江财党字〔2018〕79号 关于表彰 2018年度军训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52 江财党字〔2018〕82号 关于夏贤锋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53 江财党字〔2018〕83号 关于聂萍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54 江财党字〔2018〕84号 关于季小刚同志职务任命的通知

55 江财党字〔2018〕89号 关于叶申玲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56 江财党字〔2018〕9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处级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57 江财党字〔2018〕94号 关于徐萱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58 江财党字〔2018〕96号 关于李勇等同志职务任命的通知

59 江财党字〔2018〕100号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60 江财党字〔2018〕10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度考评方案》的通知

61 江财党字〔2018〕103号 关于肖安生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62 江财党字〔2018〕104号 关于授予万建香等 10位教师第八届师德标兵称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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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江财党字〔2018〕105号 关于印发《关于监督推动巡视发现问题整改落实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64 江财党字〔2018〕106号 关于游志云等同志职务任命的通知

65 江财党字〔2018〕107号 江西财经大学退休教职工“荣休”实施办法（试行）

66 江财党字〔2018〕108号 关于利忠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67 江财党字〔2018〕109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党政联席会等决议抄告督办工作规范》的通
知

68 江财党字〔2018〕112号 关于刘贺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69 江财字〔2018〕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进人计划》的通知

70 江财字〔2018〕4号 关于成立基本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基建工程造价管理小组的通知

71 江财字〔2018〕7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72 江财字〔2018〕10号 关于聘请我校 2018 年本科教育督导组成员的通知

73 江财字〔2018〕11号 关于熊小刚等职务聘任的通知

74 江财字〔2018〕15号 关于余飒职务任免的通知

75 江财字〔2018〕16号 关于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并入金融学院的通知

76 江财字〔2018〕20号 关于表彰第四届“教育成就奖”的决定

77 江财字〔2018〕21号 关于表彰 2017年度江西财经大学“科研十强”和“青年教师科研五强”的决定

78 江财字〔2018〕22号 关于授予丁智慧等 10位同志 2017年度“服务十优”荣誉称号的决定

79 江财字〔2018〕23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80 江财字〔2018〕23号 关于表彰在学科建设工作中表现突出学科点的决定

81 江财字〔2018〕24号 关于给予组织部、人事处、党校等 27个单位通报表扬的决定

82 江财字〔2018〕25号 关于韩国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83 江财字〔2018〕26号 关于汪宗亮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84 江财字〔2018〕27号 关于潘丹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85 江财字〔2018〕30号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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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江财字〔2018〕32号 关于廖国琼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87 江财字〔2018〕34号 关于印发 2018年学校十届一次双代会《学校工作报告》的通知

88 江财字〔2018〕35号 关于表彰 2017年度校友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的决定

89 江财字〔2018〕36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校内教师入进本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管理规定

90 江财字〔2018〕37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91 江财字〔2018〕3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学科建设工作奖励办法》的通知

92 江财字〔2018〕40号 关于罗庆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93 江财字〔2018〕44号 关于给予工商学院付国军同志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

94 江财字〔2018〕48号 关于成立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教学指导委员会、建设与运行管理委员会的通知

95 江财字〔2018〕50号 关于解聘邹秀清等同志职务的通知

96 江财字〔2018〕56号 关于表彰 2018届毕业生先进个人的决定

97 江财字〔2018〕57号 关于刘满凤职务任免的通知

98 江财字〔2018〕59号 关于王智明等职务聘任的通知

99 江财字〔2018〕62号 关于授予黄金平、张亚芳同学“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的决定

100 江财字〔2018〕64号 关于徐斌职务任免的通知

101 江财字〔2018〕67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招标采购管理办法（2018年修订）》及相关配套制度的通知

102 江财字〔2018〕7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本科生“第二课堂成绩单”实施办法》的通知

103 江财字〔2018〕74号 关于邱晓平等职务解聘的通知

104 江财字〔2018〕76号 关于成立实施政府会计制度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105 江财字〔2018〕77号 关于印发《关于组织开展“本科教育思想大讨论”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106 江财字〔2018〕82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的通知

107 江财字〔2018〕8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办法（2018年修订）》
的通知

108 江财字〔2018〕85号 关于柳晨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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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江财字〔2018〕89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报告

110 江财字〔2018〕9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申请-审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管理办法（2018年修订）》的通知

111 江财字〔2018〕97号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收费管理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112 江财字〔2018〕100号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内部控制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113 江财字〔2018〕101号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财经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114 江财字〔2018〕103号 关于白耀辉试用期满正式任职的通知

115 江财字〔2018〕104号 关于胡文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116 江财字〔2018〕106号 关于公布江西财经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的通知

117 江财字〔2018〕107号 关于公布新一届江西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学术仲裁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的通知

118 江财字〔2018〕108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学信网补注册曾德涛学籍的请示

119 江财字〔2018〕113号 关于方玉明等同志试用期满正式任职的通知

120 江财字〔2018〕114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创业技能培训中心的通知

121 江财字〔2018〕115号 关于熊立芬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122 江财字〔2018〕117号 关于转发教育部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准则的通知

123 江财函字〔2018〕29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度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自主评审结果的函

124 江财阅字〔2018〕1号 校党委书记王乔在 2018年学校第十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25 江财阅字〔2018〕2号 关于印发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财在 2018年全校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会上讲话的通
知

126 江财阅字〔2018〕3号 关于印发校党委书记王乔、校长卢福财在 2018年领导干部暑期培训班暨暑期工作会上讲话的通
知

127 校长会纪〔2018〕1号 2018年第 1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28 校长会纪〔2018〕2号 2018年第 2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29 校长会纪〔2018〕3号 2018年第 3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30 校长会纪〔2018〕4号 2018年第 4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31 校长会纪〔2018〕5号 2018年第 5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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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校长会纪〔2018〕6号 2018年第 6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33 校长会纪〔2018〕7号 2018年第 7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34 校长会纪〔2018〕8号 2018年第 8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35 校长会纪〔2018〕9号 2018年第 9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36 校长会纪〔2018〕10号 2018年第 10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37 校长会纪〔2018〕11号 2018年第 11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38 校长会纪〔2018〕12号 2018年第 12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39 校长会纪〔2018〕13号 2018年第 13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40 校长会纪〔2018〕14号 2018年第 14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41 校长会纪〔2018〕15号 2018年第 15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42 校长会纪〔2018〕16号 2018年第 16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43 校长会纪〔2018〕17号 2018年第 17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44 校长会纪〔2018〕18号 2018年第 18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45 校长会纪〔2018〕19号 2018年第 19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46 校长会纪〔2018〕20号 2018年第 20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147 专委会纪〔2018〕1号 基本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

148 专委会纪〔2018〕2号 基本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 2次会议纪要

149 专委会纪〔2018〕3号 2018年职称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纪要

150 专委会纪〔2018〕4号 江西财经大学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纪要

151 专委会纪〔2018〕5号 江西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8年第 1次会议纪要

152 专委会纪〔2018〕6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校普招委第 1次会议纪要

153 专委会纪〔2018〕7号 基本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纪要

154 专委会纪〔2018〕8号 2019年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第 2次会议纪要

155 专委会纪〔2018〕9号 江西财经大学军训领导小组 2018年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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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专委会纪〔2018〕10号 基本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纪要

157 专委会纪〔2018〕11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体育运动委员会会议纪要

158 专委会纪〔2018〕12号 2018年职称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纪要

159 专委会纪〔2018〕13号 蛟桥园第三教学楼改造工程会议纪要

160 专委会纪〔2018〕14号 2017－2018学年度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会议纪要

161 专委会纪〔2018〕15号 江西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8年第 2次会议纪要

162 专委会纪〔2018〕16号 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2018年第 3次会议纪要

163 专委会纪〔2018〕17号 江西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8年第 3次会议纪要

164 专题会纪〔2018〕2号 2018年第 1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165 专题会纪〔2018〕3号 2018年第 2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166 专题会纪〔2018〕4号 2018年第 1次书记例会纪要

167 专题会纪〔2018〕5号 2018年第 1次院长例会纪要

168 专题会纪〔2018〕6号 2018年第 3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169 专题会纪〔2018〕7号 2018年第 2次书记例会纪要

170 专题会纪〔2018〕9号 2018年第 3次书记例会纪要

171 专题会纪〔2018〕10号 2018年第 3次展馆共建会议纪要

172 专题会纪〔2018〕11号 2018年第 2次院长例会纪要

173 专题会纪〔2018〕12号 招标项目申报与管理工作协调会纪要

174 专题会纪〔2018〕13号 蛟桥园第三教学楼改造工程项目设计方案论证会纪要

175 专题会纪〔2018〕14号 2018年第 4次书记例会纪要

176 专题会纪〔2018〕15号 基建工程造价管理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纪要

177 专题会纪〔2018〕16号 2018年第 4次展馆共建会议纪要

178 专题会纪〔2018〕17号 蛟桥园第三教学楼改造工程调度会第二次会议纪要

179 专题会纪〔2018〕19号 2018年第 5次书记例会纪要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4174&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4196&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4213&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4247&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4301&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4407&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4662&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4673&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3060&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3302&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3319&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3444&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3464&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3497&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3613&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3668&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3680&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3685&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3698&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3763&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3831&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3853&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3933&hookType=1
http://oa.jxufe.cn/Office/workFlowMonitor/viewUserDocAction.action?processDefineId=1&processInstanceId=14096&hookType=1


495

180 专题会纪〔2018〕20号 江西财经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 2018年第 1次会议纪要

181 专题会纪〔2018〕21号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院第二届中国金融高端论坛协调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182 专题会纪〔2018〕22号 蛟桥园第三教学楼改造工程工程招标文件审核会会议纪要

183 专题会纪〔2018〕24号 2018年第 4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184 专题会纪〔2018〕25号 2018年第 6次书记例会纪要

185 专题会纪〔2018〕27号 2018年第 5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186 专题会纪〔2018〕28号 2018年第 6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187 专题会纪〔2018〕30号 2018年第 7次书记例会纪要

188 专题会纪〔2018〕31号 青山园整体规划设计方案论证会纪要

189 专题会纪〔2018〕32号 关于成立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协调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190 专题会纪〔2018〕33号 2018年第 7次学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191 专题会纪〔2018〕34号 2018年第 3次院长例会纪要

192 专题会纪〔2018〕35号 2018年第 4次院长例会纪要

193 专题会纪〔2018〕36号 2018年第 5次院长例会纪要

194 专题会纪〔2018〕37号 蛟桥园第 9、10栋，麦庐园静庐Ａ栋学生宿舍维修开工前有关问题协调会会议纪要

195 专题会纪〔2018〕38号 我校 2018年赴马来西亚、泰国出访团组后续任务跟进会会议纪要

196 专题会纪〔2018〕39号 我校 2018年赴波兰、克罗地亚出访团组后续任务跟进会会议纪要

197 江财党办字〔2018〕1号 关于召开学校第十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198 江财党办字〔2018〕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复校 40周年（建校 9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方
案》的通知

199 江财党办字〔2018〕3号 关于转发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全省教育系统作风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

200 江财党办字〔2018〕4号 关于转发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201 江财党办字〔2018〕5号 关于转发《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202 江财党办字〔2018〕6号 关于转发《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高校党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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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江财党办字〔2018〕7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精简审批流程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204 江财校办字〔2018〕1号 关于表彰 2017年度办公室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205 江财校办字〔2018〕2号 关于启用“江西财经大学本科教学评估中心”印章的通知

206 江财校办字〔2018〕3号 关于做好省政府精简省级行政权力事项衔接落实工作的通知

207 江财校办字〔2018〕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校园开放日”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208 江财校办字〔2018〕5号 关于召开 2018年学校办公室系统工作会议的通知

209 江财校办字〔2018〕6号 关于转发省委总值班室《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省委主要领导要求严格执行值班工作纪律的通知》的
通知

210 江财校办字〔2018〕7号 关于转发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肃会风会纪的通知》的通知

211 江财校办字〔2018〕8号 关于转发省委省政府接待办公室《关于认真落实赣办发<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
改进作风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 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的通知》的通知

212 江财校办字〔2018〕9号 关于举行 2018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的通知

213 江财校办字〔2018〕10号 关于发布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校历表的通知

214 江财校办字〔2018〕11号 关于转发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做好秋季开学学校安全和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215 江财校办字〔2018〕1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迎新工作方案》的通知

216 江财校办字〔2018〕13号 关于召开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的通知

217 江财校办字〔2018〕14号 关于发布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校历表的通知

218 江财人事字〔2018〕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219 江财人事字〔2018〕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专职教研人员参与校内公共服务考核办法》的通知

220 江财人事字〔2018〕3号 关于表彰 2017年度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221 江财人事字〔2018〕4号 关于贺伟荣等同志职务解聘的通知

222 江财人事字〔2018〕5号 关于杨得前岗位聘任的通知

223 江财人事字〔2018〕6号 关于公布第二批“百人计划”首席教授、学科领军人才聘任人员名单的通知

224 江财人事字〔2018〕7号 关于易有禄岗位聘任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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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江财人事字〔2018〕8号 关于余可发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226 江财人事字〔2018〕9号 关于黄瑶妮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227 江财人事字〔2018〕10号 关于石劲岗位解聘的通知

228 江财人事字〔2018〕11号 关于姜锐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229 江财人事字〔2018〕12号 关于涂年根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230 江财人事字〔2018〕13号 关于林磊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231 江财人事字〔2018〕14号 关于公布第二批“百人计划”青年学科带头人聘任人员名单的通知

232 江财人事字〔2018〕15号 关于严云生等同志岗位聘任的通知

233 江财人事字〔2018〕16号 关于王智明等职务解聘的通知

234 江财人事字〔2018〕17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人才引进“二级议价”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

235 江财人事字〔2018〕19号 关于周俊萍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236 江财人事字〔2018〕20号 关于孙青玥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237 江财人事字〔2018〕21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非教研人员内部调动的补充规定

238 江财人事字〔2018〕22号 关于刘有发岗位聘任的通知

239 江财人事字〔2018〕24号 关于杨杰、刘爱军等 2人岗位聘任的通知

240 江财人事字〔2018〕25号 关于聂萍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241 江财人事字〔2018〕28号 关于刘剑玲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242 江财人事字〔2018〕29号 关于马珂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243 江财人事字〔2018〕30号 关于刘小兵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244 江财人事字〔2018〕31号 关于游志云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245 江财人事字〔2018〕32号 关于易兴荣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246 江财人事字〔2018〕33号 关于彭向东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247 江财职称字〔2018〕2号 关于聘任李明等 38位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248 江财职称字〔2018〕3号 关于聘任邓辉、李秀香两位同志教授二级岗位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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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江财职称字〔2018〕4号 关于确定万春花等 3位同志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250 江财职称字〔2018〕5号 关于聘任蒲琼蓉、谢小英两位同志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251 江财职称字〔2018〕6号 关于确定张守胜等 4位同志具备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252 江财职称字〔2018〕7号 关于聘任张守胜等 4位同志担任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253 江财职称字〔2018〕8号 关于确定冯凌秉等 9位同志具备讲师资格的通知

254 江财职称字〔2018〕9号 关于聘任赖志杰等 14位同志担任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255 江财职称字〔2018〕10号 关于确定邱瑶瑶等 16位同志具备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256 江财职称字〔2018〕11号 关于确定杨廷等 32位同志具备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257 江财职称字〔2018〕12号 关于聘任刘苏莲等 38位同志担任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258 江财职称字〔2018〕13号 关于确定魏丽萍等 29位同志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259 江财职称字〔2018〕14号 关于确定刘传林等五位同志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通知

260 江财职称字〔2018〕15号 关于聘任王玉芳同志担任馆员职务的通知

261 江财职称字〔2018〕16号 关于周冬华等 37位同志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通知

262 江财职称字〔2018〕17号 关于聘任周冬华等 37位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263 江财职称字〔2018〕18号 关于聘任刘燕飞、罗萌两位同志担任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264 江财学工字〔2018〕1号 关于设立 2017年“优质生源基地”的决定

265 江财学工字〔2018〕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266 江财学工字〔2018〕9号 关于公布 2018年学院大类招生专业设置方案的通知

267 江财学工字〔2018〕13号 关于表彰 2018年“江西财经大学新生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268 江财学工字〔2018〕18号 关于表彰 2017—2018学年本科学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269 江财学工字〔2018〕21号 关于表彰 2018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270 江财教务字〔2018〕1号 关于表彰 2017年度“教学十佳”“金牌主讲教师”和“青年教师教学奖”的决定

271 江财教务字〔2018〕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学生网上评教实施细则》的通知

272 江财教务字〔2018〕5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翻转课堂教学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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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江财教务字〔2018〕6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8年普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原则意见》的通知

274 江财教务字〔2018〕7号 关于同意李明媚等 428名学生转换专业大类的决定

275 江财教务字〔2018〕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方案》的通知

276 江财教务字〔2018〕9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综合性、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项目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277 江财教务字〔2018〕10号 关于表彰 2018届普通本科“十佳毕业论文（设计）”的决定

278 江财教务字〔2018〕1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2018年修订）》的通知

279 江财教务字〔2018〕12号 关于“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奖惩管理办法”部分条款修订的通知

280 江财教务字〔2018〕13号 关于给予 2012级朱禹哲等 31名学生肄业处理的决定

281 江财教务字〔2018〕1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一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2018-2025)》的通知

282 江财教务字〔2018〕16号 关于制定一流本科教育工作方案的通知

283 江财教务字〔2018〕1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本科生学业管理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284 江财教务字〔2018〕17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科学生学分制管理实施办法（2018年修订）》的通知

285 江财研教字〔2018〕1号 关于同意 2017级硕士研究生王玲灵退学的决定

286 江财研教字〔2018〕3号 关于新增胡海波等 30位教师为博士生导师的通知

287 江财研教字〔2018〕4号 关于新增邱永志等 31位教师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通知

288 江财研教字〔2018〕5号 关于新增李晓鹏等 62位教师为专业学位兼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通知

289 江财研教字〔2018〕6号 关于表彰 2017年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290 江财研教字〔2018〕7号 关于表彰 2017年度“十大优秀研究生导师”的决定

291 江财研教字〔2018〕8号 关于表彰 2017年研究生省政府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292 江财研教字〔2018〕10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工作办法（试行）》的通知

293 江财研教字〔2018〕1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的通知

294 江财研教字〔2018〕13号 关于聘请我校 2018年研究生教学督导组成员的通知

295 江财研教字〔2018〕15号 关于给予张孝天、魏一鸣同学纪律处分的决定

296 江财研教字〔2018〕16号 关于调整研究生入学考试、学位论文环节及专业学位课时费用开支项目及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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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江财研教字〔2018〕17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2018年修订）》的通知

298 江财研教字〔2018〕1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的通知

299 江财研教字〔2018〕20号 关于同意 2016级硕士研究生张晓庆退学的决定

300 江财研教字〔2018〕21号 关于表彰 2017-2018学年度研究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301 江财研教字〔2018〕22号 关于同意 2018级硕士研究生赵江平退学的决定

302 江财研教字〔2018〕2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的通知

303 江财研教字〔2018〕24号 关于新增王志成等 65位教师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通知

304 江财研教字〔2018〕25号 关于新增廖昕晰等 86位同志为专业学位兼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通知

305 江财职教字〔2018〕1号 关于李明等 38位同志具备高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306 江财继教字〔2018〕1号 关于表彰 2017年度先进函授站和函授教育先进工作者及优秀函授兼职教师的决定

307 江财继教字〔2018〕2号 关于聘任李龙等 107位同志为我校函授教育兼职教师的决定

308 江财学位字〔2018〕1号 关于授予 2017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赵保明等 383名学生学士学位的决定

309 江财学位字〔2018〕3号 关于授予 2018届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生史梦可等 5456人学士学位的决定

310 江财学位字〔2018〕4号 关于调整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311 江财学位字〔2018〕5号 关于授予 2018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张陶娟等 418名学生学士学位的决定

312 江财学位字〔2018〕6号 关于授予胡亚光等 2018届研究生博士学位的决定

313 江财学位字〔2018〕7号 关于授予彭文栋等 2018届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决定

314 江财学位字〔2018〕8号 关于我校 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抽检通讯评议结果及整改措施的通知

315 江财学位字〔2018〕11号 关于调整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316 江财学位字〔2018〕12号 关于授予张森韬等 2018届（第二批）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决定

317 江财学位字〔2018〕13号 关于授予马天明等 2018届（第二批）研究生博士学位的决定

318 江财学位字〔2018〕14号 关于授予 2018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黄楚轩等 193名学生学士学位的决定

319 江财科研字〔2018〕1号 关于成立海峡两岸不动产研究中心的通知

320 江财科研字〔2018〕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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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江财科研字〔2018〕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322 江财科研字〔2018〕4号 关于公布第九批（2018年度）优秀青年学术人才支持计划入选名单的通知

323 江财科研字〔2018〕5号 关于表彰 2018年度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优秀单位和先进单位的决定

324 江财科研字〔2018〕6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台湾研究所的通知

325 江财科研字〔2018〕7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亚太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通知

326 江财科研字〔2018〕8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农村社会经济技术监测研究中心的通知

327 江财科研字〔2018〕9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博雅艺术教育中心的通知

328 江财科研字〔2018〕10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江西新时代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的通知

329 江财财务字〔2018〕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当代财经﹥杂志社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30 江财财务字〔2018〕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图书教材采购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31 江财财务字〔2018〕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软件工程班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32 江财财务字〔2018〕5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本科国际班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33 江财财务字〔2018〕6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34 江财财务字〔2018〕7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35 江财财务字〔2018〕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附中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36 江财财务字〔2018〕9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后勤保障处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37 江财财务字〔2018〕10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38 江财财务字〔2018〕1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医院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39 江财财务字〔2018〕1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实施政府会计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

340 江财财务字〔2018〕1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341 江财外事字〔2018〕6号 关于公布来华留学生经费发放办法的通知

342 江财外事字〔2018〕9号 关于对陈拉老师访学超期进行处分的决定

343 江财外事字〔2018〕1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聘用专业外教和语言外教管理办法（2018年修订）》的通知

344 江财外事字〔2018〕20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欧阳康一行出访马来西亚、泰国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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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江财综合字〔2018〕1号 关于做好 2017年度文件材料归档工作的通知

346 江财综合字〔2018〕2号 关于成立蛟桥园第三教学楼改造工程项目工作小组的通知

347 江财综合字〔2018〕3号 关于调整我校教职工重大疾病医疗费用互助会管理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348 江财创教字〔2018〕1号 关于聘请卜基田等 43位同志为我校大学生创业导师的通知

349 常委会纪〔2018〕1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1次常委会纪要

350 常委会纪〔2018〕2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2次常委会纪要

351 常委会纪〔2018〕3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3次常委会纪要

352 常委会纪〔2018〕4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4次常委会纪要

353 常委会纪〔2018〕5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5次常委会纪要

354 常委会纪〔2018〕6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6次常委会纪要

355 常委会纪〔2018〕7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7次常委会纪要

356 常委会纪〔2018〕8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8次常委会纪要

357 常委会纪〔2018〕9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9次常委会（扩大会议）纪要

358 常委会纪〔2018〕10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10次常委会纪要

359 常委会纪〔2018〕11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11次常委会纪要

360 常委会纪〔2018〕12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12次常委会纪要

361 常委会纪〔2018〕13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13次常委会纪要

362 常委会纪〔2018〕14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14次常委会纪要

363 常委会纪〔2018〕15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15次常委会纪要

364 常委会纪〔2018〕16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16次常委会纪要

365 常委会纪〔2018〕17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17次常委会纪要

366 常委会纪〔2018〕18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18次常委会纪要

367 常委会纪〔2018〕19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19次常委会纪要

368 常委会纪〔2018〕20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20次常委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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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常委会纪〔2018〕21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21次常委会纪要

370 常委会纪〔2018〕22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22次常委会纪要

371 常委会纪〔2018〕23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23次常委会纪要

372 常委会纪〔2018〕24号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 2018年第 24次常委会纪要

373 巡视整改字〔2018〕1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巡视整改工作安排的通知

374 巡视整改字〔2018〕2号 关于按月报送巡视整改落实情况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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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在校党委、校行政的重视下，在分管校领导的关心指导下，我们组织编写

了 2018年度《江西财经大学年鉴》。本《年鉴》力求真实、准确地记录学校的

主要工作，全面、系统地反映学校建设、发展和改革前进的情况，以便为领导

决策提供参考，制定规划提供依据，也为今后校史编写积累资料。

《江西财经大学年鉴》属连续性编研资料，每年一册。本《年鉴》所反映

的内容时间上除有特殊说明外，均为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

所收集的资料部分由各相关业务部门和学院提供、部分摘自学校办公系统和校

园网、部分来自档案管理中心馆藏。本《年鉴》编写力求资料翔实，数据准确，

但由于编辑水平及人手有限，时间仓促，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敬请批评与指

正，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探索和改进。本《年鉴》编写得到了校属各部

门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档案管理中心

2019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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