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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中央与地方共建，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法、工、文、

理、农、教育、哲学、历史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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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复校，1996 年更名为江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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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培育创业型人才的办学机制，走出了在欠发达地区办人民满意高校的路子，努力

朝着“人才培育有鲜明特色、专业学科有竞争优势、科研成果有重要影响”的全国

一流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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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个校

区，占地面积 3300 余亩，建筑面积 90 余万平方米，馆藏各类图书 310 多万册（含

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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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教室 500 余间，各类实验室 56 个，教学计算机 11816 台，多媒体教室座

位数 26301 个，语音实验室座位数 2292 个；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 156 个，其中省大

学生社会实践示范基地 5 个；校园网大容量、高效率、全覆盖，实现了“一卡通”；

各类运动场馆总面积 23 万多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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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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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学院、国际

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共 4 个管理型学院，以及 1 个独立学院现代经

济管理学院。设有《当代财经》杂志社、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院、

高等教育研究所（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中心、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共 7个独设科研机构，有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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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共 5 个省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有财税研究中

心、证券期货研究中心、现代商务研究中心、文化产业与传媒研究中心、中国税票

研究中心、红色文化与党风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中澳亚太资本市场研究中心、创新

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江西生态法律研究中心等与学院合署或挂靠学院的

科研机构 53 个。

http://oa.jxufe.edu.cn/Office/sendDoc/queryOneLevelsSendDoc.action?hookType=1&processDefinitionName=一级发文(Ver:1.1)&processInstanceId=2296)
http://oa.jxufe.edu.cn/Office/sendDoc/queryOneLevelsSendDoc.action?hookType=1&processDefinitionName=一级发文(Ver:1.1)&processInstanceId=2296)
http://oa.jxufe.edu.cn/Office/sendDoc/queryOneLevelsSendDoc.action?hookType=1&processDefinitionName=一级发文(Ver:1.1)&processInstanceId=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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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科专业：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共 4

个博士后流动站；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和统计学

共 5 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25 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含 4 个自主设置博士点），

16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86 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4 个专业硕士学

位授权点和工程硕士 3 个专业领域，48 个本科专业；2009 年获批江西省首家 EMBA

办学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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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江西省高校“十二五”重点学科（一级学科）、3个江西省

“十二五”示范性硕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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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和 2009 年两次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拥有 8

门国家精品课程、3 门国家级双语示范教学课程、3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 个国家级人才培养试验区；为全国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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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我校国家质量工程项目总计 29 项（含教学成果奖 2 项），在全国高校中位于

72 位，在全国财经院校中位于第 5 位，在江西高校中位于第 1 位。学校于 1994 年

（全国较早）实行弹性学分制，学生可以选修第二专业（学位）。学校为培养“厚

基础、宽口径、强数理”的学术后备型和创新创业型人才，开设了经济学拔尖人才

试验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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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科研工作：2011 年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5 项，立项数名列全国高校排第

18 位，全国财经类高校第 2 位，第 14 次名列江西省第一；近两年获得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招标项目 2 项，重点项目 3 项；共有 9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被编入

《成果要报》，并送中央领导决策参考。2011 年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3 项，

立项数和资助额均创我校历史纪录。教师近五年来立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66 项，

在 Transaction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IEEE TKD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银行与金融学报)、《中国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

《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法学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 410 余篇，获

教育部中国高校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1 项，省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 126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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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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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当代财经》被转摘篇数在所有

财经类院校学术刊物中排名第 1 位，居全国经济学学术期刊第 6 位。

8、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 2261 人，专任教师 1438 人，其中有教授 232 人、副

教授 422 人；博士 471 人；外教 91 人；博士生导师 69 人、硕士生导师 427 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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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教学名师 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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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全国“百千万工程”人才 2

人，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首批人选 10 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75 人，

江西省教学名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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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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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先导，本科教育为主体，

高职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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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个省份一本招生。2011 年本科招生绝大部分省份一志

愿录满，在一本层次招生的 26 个省份 52 个单项中（即按文理分开算），比重点线

高出 10-19 分的有 12 项，比重点线高出 20-29 分的有 11 项，比重点线高出 30-39

分的有 11 项，比重点线高出 40-49 分的有 1 项，比重点线高出 50-59 分的有 6项，

比重点线高出 70 分的有 3 项；在江西录取再创新高，不仅保持一本一志愿 100%录

满，文理科录取线分别比省重点线高出 12 分和 14 分，居省内高校之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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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万人。各类研究

生 4235 人。就业工作保持良好态势，2011 年普通本科常规就业率居江西省第一，

其他层次均居省高校前列。先后获江西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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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 8 日中央电视台新

闻联播大篇幅报道江财就业工作：“大学生就业重就业率更重就业质量”。2010 年

被评为“全国就业典型经验高校”50 家之一。

10、国际办学：学校坚持开放办学，与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美国纽约理工学院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 85 所名校建立

了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现有研究生、本科等各层次学生境外交流项目 84 个。2009

年国内最大的托福考点之一正式落户我校。2010 年正式成为国际交换生组织中国大

陆首家成员大学，自 2011 年起我校学生有机会进入美国 150 所大学及世界近百所大

学进行交换学习与交流。2011 年获批为全国 GRE 考点。学校 2002 年成立国际学院，

开办本科教学试验班，设有国际会计、国际金融、国际商务三个专业方向，长期聘

任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知名高校的教师授课，现有在校生 2182 人，学校还在相关学

院开设了会计学（ACCA 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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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国际办学特色。自 2003 年以来，有 400 余名学生于在校期间分赴英国、奥地利、

芬兰、荷兰、德国、法国等国高校交换或交流学习，有 200 余名学生于毕业后赴剑

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名校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11、党建团学工作：学校按照“保方向、凝人心、促发展”的党建工作思路，

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学校多年坚持“国旗日日升、好事月月评、红歌年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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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网”被评为江西省高校示范性网站。2003 年和 2007 年两次省党建工作评估

均获评“优秀”等次。

学生获得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第一名（累计成绩在全国财经院校和江西高校中

均名列第一，在全国高校排名第 16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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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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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包装设计大赛学生最高奖、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

品竞赛二等奖、全国“百佳学生社团”（绿派社）等荣誉。大学生网球队获批为国

家高水平运动队（全国共 268 个，网球共 26 个）。艺术学院学生魏曦铭导演的全国

第一部由在校大学生自编自导的电影《城市候鸟》顺利首映。

学校设立各类奖学金 14 项，年奖励总金额 320 万余元，奖学金最高 8000 元/

年。年发放各类助学金 30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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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文明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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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平安单位”、“江西省大学生思政工作先进高校”

等荣誉称号。

学校办学以来，已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 10 万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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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中涌现了全国

工商联副主席、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科瑞集团总裁郑跃

文，上海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等大批知名企业家，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广

西区委副书记危朝安，江西省副省长谢茹、胡幼桃、姚木根，山东省政法委书记柏

继民，福建省人大副主任马潞生、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副局长虞列贵等大批优秀党

政领导干部，著名经济学家、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吴晓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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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副校长魏明海，世界银行

高级经济学家樊启淼，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费舍尔商学院金融系主任、教席教授张

橹等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据中国校友会网资料，学校排名 2011 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

第 35 名，2011 中国大学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第 67 名，2011 中国大学校友捐

赠排行榜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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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截止 2012年 2月，摘自校园网）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26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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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11 年工作要点

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做强江财”迈出坚定步伐的

重要之年。学校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十四次全会精神，全

面落实国家和我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牢牢把握重要发展战略

机遇期，强化内涵，提升质量，科学发展，大力抓好“开展一个主题教育，加快两

个进程，继续推进三大工程，强化四个重点，加大五个工作力度”，促使学校各项

事业再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90周年。

一、全面开展“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增强发展合力

积极开展“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

育、职业道德教育和校史校情教育，唱响主旋律，弘扬江财精神，不断增强师生主

人翁意识，进一步激励师生爱校兴校，凝聚力量共同推动学校科学发展。

大力倡导以德治校，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打造德才兼

备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大力开展“创先争优”和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

使党员干部的学习能力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水平不断提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

认真落实党务公开、校务公开，切实做好廉政文化建设试点工作，加强党员干部廉

政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

大力倡导以德施教，加强师德教风建设。大力弘扬恪守师德、乐于育人的高尚

情操，默默耕耘、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敬业作风，完善教

师考核机制和先进评选办法，树立先进典型，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爱岗敬业、业务

精湛、无私奉献的高素质教职工队伍。

大力倡导以德育才，进一步浓厚学风。强化思政工作队伍建设，加强思政教学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完善学风建设各项规章制度，形成学风检查的长效机制，继续

开展“十百千万”督查活动，努力形成良好的学风。在学生中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

育、道德品格教育和“信敏廉毅”教育，强调知行合一，努力培养品学兼优、有理

想抱负、有创新创业素质的创业型人才。

二、加快两个进程，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影响

1、加快国际化办学进程

构建系统的国际化办学层次体系。制订国际化办学总体规划，明确国际化办学

目标、思路和具体举措，形成以学院（研究院）为主体的国际化办学模式，支持学

院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加大与国（境）外著名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多层次、实

质性交流与合作力度。

探索建立国际化特区。成立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作为国际化办学的前沿阵地。

进一步做优国际学院和各类国际化试验班，形成国际化办学品牌。选择有思路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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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基础的2-3个学院给以重点扶持。

加大国际化师资培训力度。鼓励年轻教师积极参与教育部留学基金委的出国留

学项目；鼓励各学院教师特别是教研骨干，主动联系国外高校进行进修或合作研究；

积极发挥我校合作院校的潜力，争取我校教师免费进修；大力做好校内英语培训，

增强教师国际交往能力，使国际进修或合作研究项目更有实效。

扩大留学生教育规模。进一步实施好合作办学项目，努力提升合作项目层次，

增加1-2所合作国外名校。扩大来华留学招收规模,实现招生人数45-60人，进一步提

高学历留学生的比例。积极参加大型留学展，扩大我校国际知名度。

2、加快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进程

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核心，探索具有江财特色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加大研

究生教育投入，继续实施研究生质量工程。规范导师考核，强化导师激励约束机制。

根据学校发展需要，完善二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的设置，增选部分博士生导师。

严抓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从招生、培养、课堂

教学、科研活动、论文写作等各环节着手，以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为重点和抓手，

通过制定更加完善的管理制度、加强过程监督、严格制度执行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的途径和方式。

探索与提升质量要求相适应的研究生管理体制。推进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实行以学院为主体的研究生管理，充分调动学院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探索跨学科、跨学院的专业学位点的管理模式，发挥校、院、学科点的作用，形成

专业学位办学特色。

三、继续推进三大工程，进一步彰显办学特色

1、继续推进创业型人才培养工程，进一步彰显育人特色

进一步完善创业型人才培养机制，狠抓“创业型人才培养工程”的落实和深化。

加强系列创业课程的建设，面向经管类所有专业开设“创业模拟与实践”课程。

推进学院特色项目建设。继续抓好“拔尖创新创业人才实验班”，探索创业型人才

培养的新模式。在推进“3+7+X”主干课程建设、金牌主讲教师培养的基础上，重点

抓好“探究式教学”的示范工作。

大力推进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的申报与建设工作，力争质量工程

项目立项与建设再上新台阶。

继续做好继续教育，切实推进远程教育，尝试继续教育国际化办学。稳定高职

教育规模，创新高职教育联合办学模式。

完善独立学院的管理体制，切实提高独立学院办学质量。做好独立学院教育部

验收和评估筹备工作。

2、继续推进学科建设工程，进一步彰显学科特色

学科工作重点由以申报为主转变为以建设为主，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型。

做好学科建设规划，进一步明晰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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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省高水平学科、省重点学科、校重点学科扶持力度，认真做好冲刺国家重

点学科的学科点培育工作。

整合资源，夯实基础，积极做好“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申请教育部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的相关工作。

积极探索和构建学校“学科特区”建设。明确“学科特区”的建设思路和举措，

加大扶持力度，给予配套支持政策。

3、继续推进文化建设工程，进一步彰显文化特色

根据高等教育形势和学校发展情况，进一步完善《江西财经大学章程》，整体推

进以校训、大学精神、校徽、办学理念为核心的顶层设计，进一步凝炼和丰富江财

精神文化的内涵。不断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促进制度文化建设。

做好学校形象识别系统的应用推广。强化全校师生标识意识，统一规范制作学

校标识，注重重要场所的标识宣传，充分利用各种载体传递标识内涵，统一外宣形

象，明确责任单位、管理职责和查究办法。开发设计学校3D动画和电子地图，加强

对学校中英文商标、网站域名的注册管理，严格校内广告、标语的审核。

精心打造文化景观。按照“尊重历史、着眼未来、总体策划、分步实施”的原

则，进行文化景观的整体规划和形塑。做好学校建筑整体色彩的设计，建造一批倡

导人文和科学精神、反映江财特色的景观或雕塑，为师生创造优美的学习、工作和

生活环境。

四、认真做好四项重点工作

1、认真组织召开第五次党代会和第八届教代会，科学制定和大力实施“十二

五”发展规划

切实做好第五次党代会和第八届教代会暨工代会的筹备工作，认真组织召开学

校第五次党代会和第八届一次教代会暨工代会，做好换届选举工作。

认真审定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科学制定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

确立发展标杆，明晰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思路和任务，明确职责分工，大力做好

宣传发动，出台有力措施促进“十二五”规划的稳步实施。

2、着力学术聚焦，扩大科研精品产出

精心组织国家基金项目、省部级课题的申报工作，重点组织力量申请各类重大招标

和重点项目。

完善和改进校级创新团队的评审与管理办法，以特殊政策着力扶持和培育特色

鲜明、有可能培育形成学术流派的学术团队，努力形成江财的科研特色。培养有良

好发展潜力的青年学术骨干，鼓励交叉学科学术创新。以现有的国际和跨学科创新

团队为基础，挖掘2-3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其他创新团队，产出学术高端成果。

与国内外名校联合成立研究机构，谋求深度合作，打造学术交流品牌。整合学

术活动，进一步做好“蛟湖论坛”等学术论坛，精选论文编辑出版，形成系列精品

成果。以提高两刊引用率为抓手，加大专家组稿力度，办好特色栏目，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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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影响力。以冲击教育部人文社科奖为目标，完善学术成果传播机制。促进成果

转化，提升我校在省内的科技贡献率。

积极争取在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国际学术组织和国内一级学术组织中设立以我

校为秘书长单位的学术组织，鼓励和支持各教研单位组织、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国

内学术活动。

3、发挥学校优势，促进服务社会出实效

完善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工程管理机制与配套措施，努力打造服务

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品牌。

组织专门力量研究和定期发布生态经济指数、江西现代化指数等。继续推进与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南昌、宜春、新余等地市的合作，继续办好《江西经济分

析》。加强与社会媒体的联系，鼓励教师担任电视媒体顾问和点评专家，在畅销刊物

发表文章或开设专栏，定期举行对外新闻发布会，积极推介一批应用研究精品和科

研骨干，进一步扩大学校的媒体影响力。

整合学校科研力量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问题，邀请高层次专家和全国性媒体

参与等方式设立鄱阳湖生态经济论坛，调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8个市区县经济社会

情况，每年通过出版书籍和通过媒体发布调研报告等方式，展示学校服务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的成果。

4、坚持引进和培养并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加大对学科领军和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要围绕学校教学研究型大学定位、

创业型人才培养、国际化战略以及重点学科、重点教研团队、重要课程建设，对接

江西省人才选拔培养计划，完善人才队伍建设规划，明确各类人才的数量、结构和

要求。积极打造海归博士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平台。力争全年引进具有海外教育背景

的博士17人，引进国内名校博士36人，包括从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引进既有丰富

实践经验、又有扎实理论基础的高层次人才7人。

抓好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培养工作。着力抓好学术领军人物和中青年学术

骨干的培养。要积极选派中青年教师到一流大学、研究机构以及经济管理部门和企

事业单位，从事学习研修、开展合作研究，使他们尽快进入创新前沿领域，提升教

师的国际交往能力。努力做好博士后工作，利用博士后合作研究平台，来吸引、培

养和使用人才。以优秀领军人才为核心，大力推进“学科带头人+创新团队”建设。

五、加大五个工作力度

1、加大宣传工作力度

认真总结和凝练学校的特色和亮点，推出若干“江财名片”。进一步巩固和提

升学校已具较大影响力的“名片”，整合资源大力扶持一批可以提升为学校名片的

项目，加强媒体宣传，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加大招生就业工作力度

加强招生宣传，提高各层次生源质量。认真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确保实现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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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就业率不低于85%，常规就业率不低于60%的就业目标。

3、加大后勤和校产管理体制改革力度

积极推进后勤社会化改革，实施校属各单位水电指标货币化、物业管理经费包

干责任制、零星维修责任制等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后勤服务满意度。完善校

产和基建工程项目责任制，重点抓好留学生公寓工程、麦庐园实验楼续建工程建设，

继续推进麦庐园北校区和青山园专业学位大楼建设工作。

4、加大信息化校园建设力度

完善已有教学、科研、管理等信息平台，并进行有效整合。发挥图书情报委员

会和专家职能，提高图书和电子资源采购质量和为教研服务水平。打造数字图书馆，

推进特色数据库和二级图书管理建设，图书经费投入预算比上年增长10%以上。推进

数字化档案建设，提升档案应用和服务水平。强化综合治理“一岗双责”，推进全

校视频监控系统一体化管理，进一步建设安全文明校园。

5、加大民生工作力度

大力做好教工和学生宿舍维修、改善医疗条件、路灯改造、学生食堂A级达标、

校园绿化亮化、校园数字电视等民生工程。配合绩效工资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稳步提高教职工待遇。切实关心离退休教职工，关爱家庭困难和特殊群体师生。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学校还要继续做好统战、校友、附中和幼儿园等工作。

2011年，站在新的坐标点，方向已明，精神更振，校属各单位要按照十二五规

划的指引，高举提升质量的大旗，围绕学校中心工作，进一步凝练特色和铸造品牌，

努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实施科教兴赣和人才强省战

略，为学校迈出“做强”的坚实步伐作出新贡献！

（摘自校办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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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在八届一次教代会暨工代会上的讲话

各位代表、同志们：

为期两天半的第八届教代会暨工代会就要闭幕了。这个会议开的非常成功，这

次会议议程很多、议题很多，内容非常丰富，全体代表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地完成

了各项议题，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进一步凸显了教代会在民主治校、民主管理中的

作用。各位代表畅所欲言，对学校工作报告、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文化建设

纲要、绩效工资方案认真审议讨论，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多数意见都是建设性意

见，提得很好。大家的意见就是学校的财富，会后我们再修改这几个文件时会吸收

各位代表提出的意见，尤其是绩效工资实施方案，后面我会作专门说明，这里先不

展开。会议产生了新一届七个委员会，它们是教代会闭会以后履行教代会职责的重

要机构。会议还表彰了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今天下午看到站在台上的教学十

佳、科研十强、服务十优中，多数是年轻的新面孔，这是我们江财发展继往开来、

后继有人的重要表现。一批年青同志已经成长起来了，这是学校发展的希望。会议

还对校领导班子进行了评价，对领导班子充分的肯定，表明我们这个班子是一个团

结的班子，能够在发展的新时期带领全校师生一起推进学校事业上新台阶。看到大

家的评价，能有 96.85%的优良率，我心里很感动。这么高的评价表明代表们爱护和

高看学校的领导班子，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得这么好，治校能力没有这么强，这是大

家对我们班子的厚爱。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殚精竭虑，勤奋敬业把学校的事业推

上一个新台阶；我们没有理由不关心广大师生的利益，把广大师生的利益放到第一

位，创造一个安全、文明、和谐的校园。有些工作在会前没有更多解释，借这个机

会，我想就几个问题再跟大家作一些说明，实际上也是跟大家交交心，我们代表应

该有更多的知情权。

一、关于“十二五”发展规划

“十二五”发展规划是学校近期要出台的一个重要文件，它将明确学校五年内

发展的目标、任务、要求和举措。学校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起草工作领导小

组，专门召开了校领导班子务虚会，用两天时间研究了学校“十二五”期间的目标

和任务；起草小组认真修改，五易其稿；召开了若干座谈会，吸收了方方面面的意

见，最后形成草案提交教代会审议。总体来看，“十二五”发展规划从编制到草案出

台，是通过广泛的民主吸收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形成的，思路清楚、科学、合理，目

标催人奋进、切实可行。

我们提出的目标是有具体内涵的，其中第一句话是：“巩固财经类高校第一方阵

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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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范围来

看，财经类、经管类院校有 50 所，第一方阵可以说是前 10 所。多年来，我校一直

在七至九名徘徊，我们提出位置前移就是想办法挺进第五、六名，但是因为各种评

价指标不一样，我校不宜在目标中具体明确位次，所以用“排名前移”来表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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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树立标杆。财经类院校里，上海财大是非常明显外向型高校，国际化程度非常

高，所以处于内地的我们与上海财大拼国际化是不现实的。上海财大利用 985 工程

项目招聘了 5 个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院长推进国际化，我们做不了，因为我们没有这

么大的财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不仅是经济管理类的高校，而是涉及经、管、法、

政四个学科，放到财经类院校不是，放到政法类院校也不是，有的评估机构就把它

放到综合类学校去了。因此，我们准备把东北财大和西南财大作为标杆，跟我们实

力差不多的天津财大、首都经贸大学以及对外经贸大学，以及现在正在崛起的浙江

工商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此外还包括合并以后的山东财院和山东经济学院，都给

我们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在前有标杆、后有追兵这样严峻的发展环境中，我们要

瞄准国内这些竞争性很强的财经类高校，凸显我们的优势，巩固我校在财经类高校

第一方阵地位。实现这个目标要靠全校广大师生的付出和努力，这不是说简单的做

好哪几个评价指标就可以了，而是要学校的教育事业得到同行社会公认。

第二句话是：“要扩大在江西高校的优势地位，全面打造区域人文社会科学中

心。” 实现这个目标也是不容易的。在江西高校目前的招生来看我校排名第一，在

老百姓的心理、官员口头里面我们也是第一，但是在省内红头文件里我们排名总是

第四，在政策倾斜获得的实惠上也没有南大、师大多。我们要靠自己的艰辛保住我

校的地位并实现进位赶超，就要发挥优势，也就是要在人文社科领域走在最前沿。

省内人文社科领域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师大在这方面很强，南大、社科院、党校

又各有优势，我们怎么样才能突出中心地位？这需要我们全体教职员工艰苦奋斗、

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在建设多科性大学的征途上，理工类的学院也要思考如何凸显

特色，争取地位。每年国内省内有多次重大奖项评审工作，其中自然科学奖占多数，

但是我校理工类学科在这方面的获奖比重太小了，远远落后于其他高校。因此，一

方面要凸显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地位，同时理工类的学科专业要跟进，占有一

席之位，这样我校在江西的优势地位才能稳住。

第三句话是：“要扩大办学空间，争取实现省部共建，进入教育部中西部地区高

校教育振兴计划。”教育部去年提出中西部地区高校教育振兴计划，现在还没有全面

推进，据了解涵盖 100 所中西部地区的高校，相当于中西部的 211，之前中西部地

区原有的 211 高校自然列入。计划支持的重点是与所在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专

业，这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因为从综合实力上说除了南大之外，师大、农大都是

我们的竞争对手，甚至江西中医学院和景德镇陶院这样的特色院校也可能成为异军

突起的黑马。如果我校不能进入这个计划，那我们的学生就业创业、学校声誉等都

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这个计划。靠什么进入呢？靠我们自身的努力！

省部共建是个大事，我和王校长不知跑了多少遍财政部，还专门拜访了原来的老部

长，争取部委的支持。因为财政部对共建比较慎重，所以这项工作仍在推进之中，

就这个事情在这里和大家通个气。

综上所述，“十二五”期间三大目标已经明确。如果这些目标能实现，我校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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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原有基础上向前大大迈进一步。目标振奋人心，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要细化任

务，制定具体措施，制定学科建设规划、师资建设规划、校园建设规划等等若干个

具体的专项规划，逐年逐步落到实处。全校师生员工要团结一心，在学校领导班子

的带领下苦战五年，推进学校教育事业在现有的基础上真正向“做强”目标迈出最

坚实的一步，保证我们的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二、关于 2011 年学校工作

2011 的工作可以归纳为“一二三四五”，校长工作报告根据学校工作要点已经

把 2011 年“一二三四五”工作全面展现。但并不是说没有说到的就不重要，没有说

到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我们每年的工作都有新思路，在去年三大工程的基础上，

今年重点提出开展一项主题教育活动，推进两大进程。

为什么开展以德为先的主题教育活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亟需推进的工

作。去年下半年，我参加了全国财经高校论坛，我校顾问、高等教育研究会会长周

远清做了中心发言，他谈到了“钱学森之问”，谈到了人才培养的问题，指出我们现

在培养的人才“有知识、没文化”，素质下降了很多，这里“没文化”的含义是指品

质在下降，自律性太差，短期行为太强。实际上，这些问题和教师有很大关系。所

以这次以德为先的主题教育活动，首先从老师做起，身教重于言传。我们出现过少

数的学术不端行为，出现过个别性质非常恶劣的教学事故，这尽管在我们老师中是

少数，但反映了一种师德师风，也就是一个教师为人师表的基本品德问题。我们就

要通过这次主题教育活动让所有的教职员工尤其是教师要受一次教育，要真正按照

江财精神、江财校训的要求加强师德教育。今年我在北京参加两会期间到人民大学

商学院参加校友会，了解到商学院一年的预算是 2.3 亿，都是自己赚的，学校给他

很少。但是校友们发现，过去商学院每门学科、每一门课程都有一个顶尖的全国带

头人，现在却找不到了，尽管商学院综合实力还是很强，但是许多学科都交给别的

学校去领头了。如果我们的教师也出现这样的状况，如果不注意克服短期化行为，

为了评职称赶文章、买文章，甚至堂而皇之地科研登记，那么老师就没有树立起正

气，就不能称之为品德高尚的老师，学校就培养不出优秀的学生，学校的教育事业

就会走下坡路。因此，我们要在广大师生中不折不扣地广泛推进“以德为先”主题

教育活动。

加快两个进程，一个是加快研究生教学质量进程，一个是加快国际化办学进程。

这也是根据我们的发展需要而提出的。我们今年的研究生招生指标是 1000 多个，相

当于 15 年前本科生全部招生计划。在这么大规模情况下，原来的研究生管理模式已

经无法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必须创新体制、机制以全面适应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需

要。不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和制度，不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保住第一方阵就是句

空话。我校本科生质量总体上来说在全国财经院校里还是不错的，得到多所国内重

点大学的肯定；然而我校的研究生就不一定了，硕士研究生能考博的有多少？在社

会上做出很大成绩的有多少？受欢迎程度如何？有多少优秀硕士论文？这些方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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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令人担忧，所以要重点通过学院、导师、管理部门创新体制、机制和制度来全

面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在座的不少是研究生导师，您是怎么带研究生的，这值

得每一个人反思。第二，从学校的发展来看，做强就必须广泛地扩大国际交流，在

世界的舞台上有我们的声音。什么叫有声音？就是要有一批项目。不是说派几个留

学生就叫国际化，国际化要有教学交流、教师交流的平台。从大的方面说，我们还

没有入国际化的大门，像游泳一样刚刚有一只脚踏到海边，还不知道海有多深。从

今年开始，我们要通过全面规划国际化办学的方向和路径，拿出若干重要举措推进

国际化办学进程。目前，我们已经明确，“十二五”时期结束时师资里要有 200 个老

师有半年以上国际交流的经历，培养双语能力，杜绝走马观花。

2011 年工作还有几项要特别关注。第一，学科建设。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由

申报为主转向建设为主，但并不能放松博士申报，尽管下一步博士点增长的数量可

能会缓慢一点。我们要把每一个点做实、做强，做到梯队很踏实、学科有影响，这

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在参加教育部就业工作宣传评审专家会时了解到，博士点的

评审不是四年一次，有博士点的单位还是坚持两年一次评审。那么估计明后年一定

会评审，那么我校几个跟进学科要早做准备，计算机、法学、公共管理、马列等学

科所在学院要继续振奋精神，积蓄力量，继续推进，申报的重点已经由学校为主体

转入学院为中心，学院的担子更重了，所以千万不能放松。还有一些学科需要向一

级学科硕士点冲刺的也要早做准备。

第二，质量工程。从今年开始，就陆续有一些项目需要总结验收，因此更要重

建设而不只是重申报。国家给了这么多钱，学校配套了这么多钱，不能做个形式、

拿个报告就完了，而要落到提高质量的实处。要以质量工程为抓手，推进人才培养，

不能做成“两张皮”，工程归工程，人才培养归人才培养，名不符实，那样我们就失

败了，所以要按照质量工程的要求加强建设，把人才培养模式落到实处，全面检查

督促，让质量工程的好处惠及广大学生，而不能把质量工程做成花瓶只能看。

第三，引进人才问题。靠目前年龄偏大的这一批为江财做出历史性贡献的人把

江财带向一个更辉煌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知识能力、英语水平等达不到

要求，这就需要一批中青年尤其是青年教师的迅速崛起。所以要靠培养、靠引进，

始终不能松懈，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培育没有时限，尤其是学科带头人、领军人才。

各位院长千万不要“武大郎开店”，否则学院就会走下坡路。要把人才的培育引进始

终放到学科建设的突出地位，给优秀人才更多的倾斜政策。有些优秀人才需要制度

突破的，院长要积极请示学校主要领导，争取引进并留住。没有一批优秀的人才承

接推进，我们就办不了高水平大学，这是实在话、内心话，我这一代已经成为过渡

的一代，真正要在学校“做强”进程中挑起大梁的是一批新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目前，能够在一级学科做到常务理事以上、高校研究研究会担任研究会副会长以上

的没有多少人，那么对应的学科就不会有很高的地位，很难在业内有话语权，所以

我们要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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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片工程。今年我们要推进“名片工程”建设。细数一下，第一张名片

是校友名片，校友本身很争气，校友工作也很好，在全国都有较强的影响力；第二

张名片就是《当代财经》，全国有一定影响。第三张是什么呢？像 MBA 事业的发展，

管理科学与工程在财经院校里异军突起等等。总而言之，我们要打造一些真正拿得

出来、为学校增光添彩的名片。

三、关于民生工程

从学校来看，做好民生工程是建设和谐校园的保证。从这次班子评价来看，表

明我们民生工程做得还不是很好，分项里面又是民生工程得分最低。我们要反思问

题出在哪里，在哪方面与教职员工的需求存有差距。我认为，民生工程主要是两部

分组成：一部分是惠民工程，为大家提供人人都有的公共品；另一部分是扶弱工程，

是对弱势群体的扶助，而不是某一团体拿它作为福利。钱就这么多，用了这里就少

了那里，因此很多事情要量力而行。说起来大家都希望公共品越多越好，实际上公

共的管理效率是最低的。不是公共品越多越好，有的时候需要量力而行，注意效率，

只能适度。所以，做民生工程也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借此机会，我和大家沟通几

个问题，希望各位代表向广大教职员工说明。

（一）建立职工收入增长机制。我们要正确理解“增长机制”，即校党委制定的

每年增长 10%是一个总量概念，大家不能对号入座衡量个人。因为：第一，总量扩

大就随着事业扩大有新的增加因素；第二，总量扩大以后结构要做一些微调，有人

可能会多、有人会少；第三，我们会奖励先进，比如我们会在津贴里加两个点给今

天表彰的先进单位，但是并没有对考评末尾单位相应的扣两个点。此外，还有增加

住房公积金等隐性收入没有被计入等因素。

这次教代会对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广泛征求了意见，我们要清楚地看到，学校坚

持向教学一线倾斜的原则是没有变的。我通过一组数字向大家说明我们的倾斜力度：

教学单位要发放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合计达到 5281 万元，加上 100 万元调节基金总共

为 5381 万元，较去年增加了 500 多万元；教学单位行政人员 174 人，套行政人员收

入标准为 462 万元，人均 26551 元；教学人员（扣除“双肩挑”等特殊人员）938

人，分配 4819 万元，人均 51375 元。行政教辅人员 857 人，分配 2033 万元，人均

23722 元。教学、科研单位合计超过 5000 万元，行政教辅单位合计 2500 万元左右。

从学校全局来看，样样工作都重要，十年来学校向教学一线倾斜的思路没有变、方

向没有变，但是倾斜是有限度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兼顾均衡和公平。请大家从大局

的角度审视和思考，我们相信广大师生员工理解后会支持学校的分配方案。

（二）提高公积金缴存金额。绩效工资改革后，我校教职员工基础性绩效工资

是 3200 万元，每个人的工资标准都有提高，学校将按照新标准来提取公积金，广大

教职员工的公积金缴存金额也会提高。

（三）三节慰问金提高标准。经学校研究，已经决定由原来人均 600 元提至人

均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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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枫林园、麦庐园校区煤气管道的问题。学校可以统一组织，需要接煤气

管道的，由用户自行承担费用。青山园、蛟桥园校区之所以安装了煤气管道是历史

原因形成的，是早期建设时由财政部专项完成，并不是学校后期立项建设的，并且

将来换成燃气管道后都会取消。目前，商品房安装煤气管道的费用也都是由住户自

己承担。

（五）蛟桥园西区住房改造。尽管我校西区是房改房，但是用地性质是教学用

地，经过与南昌市房管部门的沟通，唯有南昌市对房改房出台统一政策时我校才能

改造，因此目前只能进行小修小改。学校会尽力向南昌市争取优惠政策，力争改善

西区教工的住宿环境。此外，关于团购工作，希望广大教职工理解、支持并充分信

任学校的部门和工作人员。此前在组织团购德益财苑时，校工会投入了大量时间和

精力，但是有的教职工质疑其中有“猫腻”，这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伤害部门的工

作积极性。构建安全文明和谐校园是每一位江财人的责任，学校一定会不遗余力地

推进改善广大教职员工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各项工作。

（六）改善教师工作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图书资料。近年来学校大力

加强图书资料建设，从经费上给予了很大力度的倾斜，我们相信，在“十二五”期

间学校的图书资料尤其是电子资源会有更大程度的丰富。二是改善教授工作室。今

年上半年准备立项对工作用房进行全面调研，在此基础上提出意见，力争在较短时

间内保证教授有独立的工作用房。

下面再简要谈谈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学校“做强”阶段的重要任务，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要育大师、养大气。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可以引领风气之先。我们提出

《江西财经大学文化建设实施纲要》不是别出心裁，而是对学校历史和传统的梳理。

文化建设做得好，可以弘扬积极的校园风气，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一定要经过系

统的设计并在仔细反复论证之后，再实施具体的方案，而不能盲目动工。广大师生

要多提积极的建设性建议，而不是盲目排斥或仅仅是发牢骚。

最后，希望新产生的委员会要在教代会闭幕之后，积极地发挥职能作用，参政

议政，反映师生的呼声，名副其实地做好各项工作，成为联系广大代表和师生员工

的桥梁和纽带，推动我校教育事业在“做强”的道路上迈上新台阶！

谢谢大家。

（摘自校办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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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工作报告

——2011 年 3 月 26 日在江西财经大学八届一次教代会上

校长 王 乔

各位代表，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学校向大会报告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与任务，

并就如何做好 2011 年工作提出具体意见，请予审议，并请各位特邀代表和列席代表

提出意见。

一、2006-2010 年学校工作的回顾

2006-2010 年是学校事业发展由“做大”向“做强”转变的战略转型期。五年

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学校党委、行政的带领下，全校师生员工充

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认真贯彻落实校第四次党代会精神，按照 2006-2010 年发

展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紧紧围绕“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业型人才”办

学目标，坚持“一二三四五”的办学理念，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形成了在红土

地上培养创业型人才的办学机制，走出了在欠发达地区办人民满意高校的路子。下

面，我对学校过去五年来的工作作一简要回顾。

（一）人才培养成绩斐然。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由 1.42 万人增加到 1.86 万人,

全日制研究生由 1283 人增加到 3007 人，共为社会输送各类毕业生近 5万人。2007

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获优秀等次，2008 年通过江西省研究生培养方

案检查评估并获优秀等次。新增国家精品课程 8 门，国家教学团队 3 个，国家双语

示范课程 3 门，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国家特色专业 6 个，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 1 项，全国大学英语教学示范点 1

个，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获省级质量工程项目 111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19

项。

（二）学科建设成效突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由 1个增加到 4个，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权点由 1 个增加到 4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由 6 个增加到 13 个，专

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由 3 个增加到 13 个。产业经济学获批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6 个

学科被评为江西省重点学科，3 个学科被评为江西省高水平学科。江西省研究生培

养方案评估获得优秀等次。

（三）科研水平显著提升。学校共承担各类课题 1535 项，累计科研经费 7976

万元。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68 项，连续 5年位列全国财经高校前三位、江西省首位，

并获得 2 项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和 1 项国家重点项目，8 项研究成果被编入《成果要

报》，6 项研究成果获优秀等级。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50 项，教育部人

文社科项目 68 项，教育部教改研究项目 1 项，全国教育科学研究项目 7 项。教师在

权威期刊上共发表论文 410 余篇。获省部级各类奖励 210 项。新增 5 个江西省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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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举办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 62 个。《当代财经》、《江西财经大学

学报》分获“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和“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称号。

（四）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明显。引进博士 164 人，其中海归人才 10 人。国家级

教学名师由 1 人增至 2 人，博士生导师由 23 人增加到 53 人，硕士生导师由 207 人

增加到 425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由 20 人增加到 24 人，省部级学科带

头人由 52 人增加到 71 人，新增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2 人，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2 人，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首批人选 10 人。专任教研

人员由 1250 人增加到 1408 人。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由 150 人增加到 429 人，占教

研人员比例由 12％提高到 30％。

（五）国际化办学得以加强。国际合作高校由 29 所增至 77 所，各类学生境外

交流项目由 66 个增加到 99 个。经我校合作交流平台出国（境）留学学生 534 人，

接收留学生 110 人。2009 年国内最大的托福考点之一正式落户我校。2010 年我校正

式成为国际交换生组织中国大陆首家成员大学，学生可进入美国 150 所大学及世界

近百所大学进行交换学习。

（六）服务经济社会影响广泛。成立了 5 个专职研究机构和 5 个院所合署研究

机构。举办了全省领导干部金融知识培训班和省内外财税干部培训班，培训省内市

县主要领导 400 余人和全国财税干部 3000 多人。承办商务部培训项目 4 期，培训国

外经济管理官员 104 人。承担横向课题 448 项，课题经费 5216 万元，其中有重大影

响科研项目 70 项。坚持编发《江西经济分析》为省委省政府领导提供参考。与南昌、

宜春市签订了市校合作协议，建立了稳定的市校合作关系。

（七）内部体制改革顺利推进。颁布实施了《江西财经大学章程》，完善了大学

治理结构。顺利实施了机构、人事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改革，调整了学科专业和校

区布局。实行校院二级管理，促进了管理重心由学校向学院转移。进行了第三轮、

第四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了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全员竞聘制度。

（八）办学基础条件大幅改善。年总收入由 3.06 亿元增至 5.62 亿元，固定资

产总值由 4.97 亿元增加到 11.02 亿元，建筑面积由 54.46 万平方米增加到 83.96 万

平方米，各类实验室由 52 个增加到 56 个，多媒体教室和语音实验室座位数由 21513

个增加到 28117 个，各类运动场馆面积由 4.04 万平方米增加到 17.41 万平方米，馆

藏文献（含电子）由 260 万册增加到 413 万册。

（九）思政团学工作呈现新局面。2007 年获江西省党建工作评估优秀等次。学

生社团“绿派社”成为全国百佳优秀社团。大学生网球队获批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

学生获得美国（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管理决策模拟大赛

一等奖等省级以上荣誉 800 多项。学校被评为“全国就业典型经验高校”50 家之一。

（十）民生工作取得新成绩。建立了职工收入增长机制，提高了离退休人员待

遇。发放各类奖助学金 1.5 亿余元，切实解决贫困生上学难。建立教工健康档案，

做好学生基本医疗及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每年为师生体检上万人次。开设了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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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卫生教育课程，整顿校园交通秩序，在重点地方安装监控系统，连续 6 年获

得“江西省综治工作先进单位”。做好了蛟桥园供电系统改造、教工宿舍平改坡、学

生宿舍维修改造等 50 多个民生项目，得到了师生的普遍好评和上级的高度肯定。

五年来，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优秀考点”、“全国高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暑期三下

乡大学生社会实践先进单位”、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

秀成果三等奖”、“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单位”、“全国档案工作优秀集体”、“江西省文

明单位”、“江西省高校党建工作先进单位”、“江西省大学生思政工作先进高校”、“江

西省社会科学工作先进单位”、“江西省教育系统人事人才工作先进集体”、“江西省

教育系统教育财务工作先进集体”、“江西省教育系统办公室工作先进集体”、“江西

省高校招生计划管理工作先进集体”、“江西省高校后勤工作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

称号。

各位代表、同志们，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得益于

广大师生员工的辛勤努力和离退休同志的支持理解，得益于海内外校友的鼎力相助

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心，这些都是学校持续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江财事业走向

辉煌的坚实保障。在此，我代表学校，向在座的各位，并通过大家向全校师生员工

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各位代表、同志们，在看到学校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在建设一流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征途上，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更为艰巨而紧迫

的任务。我们在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创造高层次科研成果，建设国家级平台方面还

需要大力突破；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人物和高水平学术团队还要加大

力度；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党政部门和教辅单位的管理

水平和服务意识有待加强；教职工的生活条件和福利待遇还应有所改善；各学科、

各专业、各单位的发展进步还不平衡。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加以提

高和改进。

二、2011-2015 年学校工作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根据校党委的建议，我们编制了《江西财经大学“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草

案）》，提交大会审议。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正处于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新的历

史阶段。未来五年是学校夯实“做强”基础和加速进位赶超的关键时期，也是进一

步铸造江财品牌、提高办学声誉的重要机遇期。学校必须抢抓历史机遇，创新发展

理念，把握教育规律，提高办学质量，突出办学特色，迈出建设一流多科性教学研

究型大学的坚实步伐。

我校的总体目标是：巩固财经类高校第一方阵的地位，力争学校综合实力和主

要学科在全国财经高校排名前移；扩大在江西高校的优势地位，全面打造区域人文

社会学科中心；扩大办学空间，争取实现省部共建，进入教育部中西部地区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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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振兴计划；进一步提升办学实力和办学声誉，努力办成基础厚实、特色鲜明、社

会认可、人民满意的高水平大学。

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坚

持“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法德治校”，以培养创业型人才为根本，以

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人才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为基础，以科研和服务社会为抓手，

以国际化办学为突破口，以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为动力，强化内涵，铸造品牌，为

把我校建设成为一流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奠定坚实基础。着力实现以下任务：

一是强教学。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学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强化人才培养的质

量意识，加大教学投入，全面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严格教学管理和监控，强化

实践教学环节，建好创业教育各类平台，积极开展创业教育交流和研究，着力培养

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业型人才。

普通教育各类学生总规模 38800 人。其中，本科生 20000 人；研究生 5500 人（其中

博士生 300 人，学术型硕士生 2200 人，专业学位硕士生 3000 人）；高职生 3000 人；

留学生 300 人；继续教育学生 10000 人。本科专业总数根据经济社会需要控制在 50

个左右，高职专业根据市场需求及时作出调整。积极推进创业型人才培养工程，大

力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力争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果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

奖。继续扩大国家质量工程建设成果，保持我校在全国财经类高校和江西省高校的

领先位置。已有国家质量工程项目全部通过验收，获得优秀评价 3 项以上。力争各

类学生在全国性学科竞赛获得奖项 1 千项以上，研究生创新成果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5项，争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零的突破。

二是强学科。按照“优势学科创品牌，其他学科创特色”的思路，进一步加强

学科建设。以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为基础，构建科研和教学两类创新团队，重点冲

刺对学科评价影响较大的科研和教学项目。大力培养学科带头人，积极支持有条件

的教师申报成为国家各类高层次人才。加大对重点教材、特色教材的培育力度，鼓

励和支持优秀教材申报国家规划教材。选择基础好、潜力大、有优势的学科申报国

家重点学科。做好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点

申博工作，力争新增 2-3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在有条件的学科中全部实现

专业学位硕士生招生。新增 2-3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争取 2 至 3 个学科成为国家

重点（培育）学科。新增若干个江西省重点学科、高水平学科。

三是强师资。紧紧围绕“教学研究型大学定位、创业型人才培养、国际化战略

以及重点学科、重点教研团队、重要课程建设”的需求，采取“培养与引进并举”

的模式，着力优化师资结构和提升教师队伍综合素质。培养、引进一批高学历高水

平教师，重点培育和引进领军人才。加大对管理和服务队伍的培训，使之成为学校

事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全校教研人员总数 1500 人，拥有高级职称人员 720 人，获

博士学位人员 680 人，获硕士学位以上教研人员比例达到 90%。新增国家教学名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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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 人，培养 20 名左右在本学科全国有较大影响的知名教授，10 名左右教研人员

进入国家级人才梯队，100 名左右教研人员进入省级人才梯队。200 名左右具有海外

学习或工作经历 6 个月以上的教研人员。

四是强科研。完善科研评价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各学科研究人员的积极性。

加强科研创新团队建设，鼓励开展合作研究、交叉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重点建设跨

学科特色创新团队和国际学术创新团队，努力形成学术流派。积极申报教育部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工程中心）。集中力量组织国家和地方重大、

重点和重大招标项目攻关，实现国家级科研奖励和国际重大合作项目的突破。制定

更加有利于教研人员社会服务的政策，鼓励教研人员主动为政府、企业、社会服务，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使更多的研究成果获得社会认可和高层次奖励。五年

累计科研总经费 1.2 亿元，其中纵向经费 4000 万元，横向经费 8000 万元。实现国

家级科研奖励和国际重大合作项目的突破。获批 1个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和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争取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奖 3-5 项。新增若干江

西省重点实验室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成为区域人文社科研究和

江西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重要基地。

五是强管理。依照《江西财经大学章程》规定管理学校，进一步完善 “党委领

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学校治理结构，强化科学决策，坚持科学

发展。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加快研究生管理体制、后勤社会化等各项改革，建

立与做强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大力建设江财文化，彰显学校价值导向。尊重学术自

由，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大力应用推广学校形象标识系统，进一步美化、亮化校

园。加强信息化建设，强化管理服务部门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进

一步重视民生工作，使师生得以分享学校发展成果。新增土地 1000 余亩，继续科学

规划校区布局，优化校区结构，调整教学行政用房，改善教学科研工作条件。加强

实验室建设，按教学要求保证学生实验和试验需要，保证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达到 3000 元以上，并使仪器设备得到充分有效利用。进一步加大文献资源建设力度，

全校馆藏文献达到 570 万册，其中纸质文献达到 270 万册，电子文献 300 万册。继

续加强校园信息化建设，建成技术先进、功能强大、使用方便的现代化网络系统。

每年立项民生工程 10 项以上，民生投入增长 10%以上，提升师生的幸福指数。

六是强学院。进一步推进管理重心由学校主体向学院主体转变，扩大学院人、

财、物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学院的主动性。完善“院长负责、总支保证、专家治学、

民主管理”的学院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党政联席会、二级教代会和学院广大教职工

的作用。健全学院运行机制和约束机制，加快推进二级分配体制改革，增强自主管

理和考核的能力。优化学院师资结构，提升学院办学实力，凸显学院办学特色。加

大学院的招生、就业宣传力度，落实就业责任制。提升学院服务社会的主体意识和

服务能力，积极推进学院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本科生招生继续保持省内优势，

一本招生的省市达到 26-28 个，初次就业率 90%以上；研究生生源质量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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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生源第一志愿录取率超过 85%，研究生初次就业率 98%以上。本、专科毕业生自

主创业率达到 3%-5% 。

三、2011 年学校的主要工作

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做强江财”迈出坚定步伐的

重要之年。学校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十四次全会精神，全

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牢牢把握重要发展战略机

遇期，强化内涵，提升质量，科学发展，大力抓好“开展一个主题教育，加快两个

进程，继续推进三大工程，强化四个重点，加大五个工作力度”，努力推进学校各项

事业再上新台阶。

（一）全面开展“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增强发展合力

积极开展“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要大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和校史校情教

育，继续实施“教学十佳”、“青年教师教学奖”、“师德标兵”等评选活动；完

善学风建设各项规章制度，形成学风检查的长效机制，继续开展“十百千万”督查

活动，努力形成良好的学风。通过活动的开展不断增强师生主人翁意识，凝聚力量

共同推动学校科学发展。要以开展“创先争优”和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为契

机，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的学习能力；认真落实党务公开、校务公开，切实做好廉

政文化建设试点工作，加强党员干部廉政教育，把廉政教育贯穿于领导干部的培养、

选拔、管理、使用的全过程。

（二）加快两个进程，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影响

1、加快国际化办学进程

要逐步构建系统的国际化办学层次体系。形成以学院（研究院所）为主体的国

际化办学模式，鼓励和支持学院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加大与国（境）外著名大学、

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多层次、实质性交流与合作力度。

探索建立国际化特区。成立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使其成为学校国际化办学的

前沿阵地。进一步做优国际学院和各类国际化试验班，形成国际化办学品牌。

加大国际化师资培训力度。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国家各类出国留学项目或主动联

系国外高校进行进修或合作研究；要积极发挥我校与境外合作院校的作用，争取我

校更多的教师有机会进行国际合作与交流；大力做好校内英语培训，增强教师国际

交往能力，使国际进修或合作研究项目更有实效。要逐步扩大留学生教育规模，进

一步提高学历教育留学生的比例。

2、加快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进程

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核心，探索具有江财特色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加大研

究生教育投入，继续实施研究生质量工程。规范导师考核，强化导师激励约束机制。

根据学校发展需要，完善二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的设置，增选部分博士生导师。

严抓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从招生、培养、课堂

教学、科研活动、论文写作等各环节着手，以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为重点和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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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定更加完善的管理制度、加强过程监督、严格制度执行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的途径和方式。

探索与提升质量要求相适应的研究生管理体制。推进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实行以学院为主体的研究生管理，充分调动学院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探索跨学科、跨学院的专业学位点的管理模式，发挥校、院、学科点的作用，形成

专业学位办学特色。

（三）继续推进三大工程，进一步彰显办学特色

1、继续推进创业型人才培养工程，进一步彰显育人特色

培养创业型人才是我校的办学目标，也是学校必须长期坚持的中心工作，2011

年要进一步加强系列创业课程的建设，面向经管类所有专业开设“创业模拟与实践”

课程。继续抓好“拔尖创新创业人才实验班”，探索创业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要

在推进“3+7+X”主干课程建设、金牌主讲教师培养的基础上，重点抓好“探究式教

学”的示范工作。继续做好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的申报与建设工作，

力争质量工程项目立项与建设再上新台阶。继续做好继续教育和高职教育，尝试继

续教育国际化办学，创新高职教育联合办学模式。切实提高独立学院办学质量，做

好独立学院教育部验收和评估筹备工作。

2、继续推进学科建设工程，进一步彰显学科特色

学校学科工作重点由以申报为主转变为以建设为主，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

型。要做好学科建设“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明晰建设思路。通过加大对省高水平

学科、省重点学科、校重点学科的扶持力度，认真做好冲刺国家重点学科的学科点

培育工作。积极做好“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的相关工作。积极探索和构建学校“学科特区”建设。进一步明确“学科特区”的

建设思路和举措，加大扶持力度，给予配套支持政策。

3、继续推进文化建设工程，进一步彰显文化特色

根据高等教育形势和学校发展情况，进一步完善以校训、大学精神、校徽、办

学理念为核心的顶层设计，进一步凝炼和丰富江财精神文化的内涵。做好学校形象

识别系统的应用推广，强化全校师生标识意识，统一规范制作学校标识，注重重要

场所的标识宣传，充分利用各种载体传递标识内涵，统一外宣形象，明确责任单位、

管理职责和查究办法。开发设计学校3D动画和电子地图，加强对学校中英文商标、

网站域名的注册管理。做好学校建筑整体色彩的设计，逐步建造一批倡导人文和科

学精神、反映江财特色的景观或雕塑，为师生创造优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

（四）认真做好四项重点工作

1、科学制定和大力实施“十二五”发展规划

科学制定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确立发展标杆，明晰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

思路和任务，明确职责分工，出台有力措施保证“十二五”规划的稳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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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彰显学术特色，扩大科研精品产出

继续抓好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的申报和在研项目管理工作，重点组织力量申请各

类重大招标和重点项目。完善和改进校级创新团队的评审与管理办法，以特殊政策

着力扶持和培育特色鲜明、有可能培育形成学术流派的学术团队，努力形成江财的

科研特色。以现有的国际和跨学科创新团队为基础，挖掘2-3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

其他创新团队，产出学术高端成果。进一步做好“蛟湖论坛”等学术论坛，精选论

文编辑出版，形成系列精品成果。以提高两刊引用率为抓手，加大专家组稿力度，

办好特色栏目，进一步提高学术影响力。

积极争取在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国际学术组织和国内一级学术组织中设立以我

校为秘书长单位的学术组织，鼓励和支持各教研单位组织、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国

内学术活动。

3、发挥学校优势，促进服务社会出实效

完善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工程管理机制与配套措施，增强主动性和

积极性，提高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组织专门力量研究和定期发布生态经济指数、

江西现代化指数等。继续推进与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南昌、宜春、新余等地市

的合作，继续办好《江西经济分析》。加强与社会媒体的联系，鼓励教师担任电视媒

体顾问和点评专家，在畅销刊物发表文章或开设专栏，定期举行对外新闻发布会，

积极推介一批应用研究精品和科研骨干，进一步扩大学校的媒体影响力。整合学校

科研力量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问题，邀请高层次专家和全国性媒体参与等方式设

立鄱阳湖生态经济论坛，调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8个市区县经济社会情况，每年通

过出版书籍和通过媒体发布调研报告等方式，展示学校服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成

果。

4、坚持引进和培养并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要围绕学校办学定位、创业型人才培养、国际化战略以及重点学科、重点教研

团队、重要课程建设需要，积极对接江西省人才选拔培养计划，加大对学科领军和

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力争全年引进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博士17人，引进国内名

校博士36人。通过积极选派中青年教师到一流大学、研究机构以及经济管理部门和

企事业单位，从事学习研修、开展合作研究，使他们尽快进入创新前沿领域，提升

教师的国际交往能力。努力做好博士后工作，利用博士后合作研究平台，来吸引、

培养和使用人才。以优秀领军人才为核心，大力推进“学科带头人+创新团队”建设。

（五）加大五个工作力度

1、加大宣传工作力度。认真总结和凝练学校的特色和亮点，推出若干“江财名

片”。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学校已具较大影响力的“名片”，整合资源大力扶持一批

可以提升为学校名片的项目，加强媒体宣传，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加大招生就业工作力度。加强招生宣传，提高各层次生源质量。认真做好毕

业生就业工作，确保实现初次就业率不低于85%，常规就业率不低于60%的就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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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大后勤和校产管理体制改革力度。积极推进后勤社会化改革，实施校属各

单位用电指标货币化、物业管理经费包干责任制、零星维修限时办结制等改革，提

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后勤服务满意度。完善校产和基建工程项目责任制，重点抓好留

学生公寓工程、麦庐园实验楼续建工程建设，稳步推进麦庐园北校区和青山园专业

学位大楼建设工作。

4、加大信息化校园建设力度。做好学校信息化建设“十二五”规划工作，发挥

图书情报委员会和专家职能，提高图书和电子资源采购质量和为教研服务水平。打

造数字图书馆，推进特色数据库和二级图书管理建设，图书经费投入预算比上年增

长10%以上。推进数字化档案建设，提升档案应用和服务水平。推进全校视频监控系

统一体化管理，进一步建设安全文明校园。

5、加大民生工作力度。做好提高教职工公积金缴存金额、调高教职工“三节”

福利发放标准、进一步改善校医院医疗条件、进一步改善幼儿园办学条件、学生宿

舍逐步安装开水器、校园有线电视数字改造、路灯美化亮化改造、加大教工和学生

宿舍维修力度、各校区建候车风雨亭、解决蛟桥园北区教工跳舞场地等10项民生工

程。配合绩效工资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稳步提高教职工待遇。切实关心离退

休教职工，关爱家庭困难和特殊群体师生。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学校还要继续做好统战、校友、附中和医院等各项工

作。

各位代表，同志们！过去五年是我们积极迎接挑战，勇敢克服困难，取得喜人

成就的五年，是我们坚定信念、群策群力，迈出夯实“做强”基础坚实步伐的五年。

2011 年是一个新的起点，需要我们登高望远，开阔视野；需要我们居安思危，把握

机遇；需要我们勇担使命，大胆创新。让我们携手开创新局面，为早日把学校建成

一流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

（工会赵圣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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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领导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

书 记：廖进球

副书记：王 乔 胡建华 王金华

委 员：肖华茵 吴照云 易小明 卢福财 蒋金法 易剑东

杨建林 王小平

江西财经大学行政领导

校 长：王 乔

副校长：肖华茵 吴照云 易小明 卢福财 蒋金法 易剑东

校长助理：王小平

（组织部廖勇勇提供）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王金华（2011 年 2 月止） 杨建林(2011 年 2 月始)

副书记：邹传教

委 员：王金华 刘金凤 邹传教 严武 李法贵 肖明辉 欧阳康 罗福根

曹文利（按姓氏笔画排名）

（纪委吴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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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处级干部名册

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职称
参加

工作时间

党办、校办 阙善栋
党办、校办、

校友联络办主任
副教授 1988.07

党办、校办 贺三宝 党办、校办副主任 讲师 1996.07

党办、校办 章 蓉 党办、校办副主任 助理研究员 1990.03

党办、校办 郭庆丰
校办副主任、麦庐园校区综合

办主任
副研究员 1975.09

党办、校办 潘 桦 校办副主任、校友联络办副主任 副教授 1988.07

纪委、监察处、

审计处
邹传教

纪委副书记，监察处、

审计处处长
教授 1982.08

纪委、监察处、

审计处
董慧英 监察处、审计处副处长 高级会计师 1985.08

纪委、监察处、

审计处
谢 宪 纪委副处级纪检员 助理会计师 1974.09

统战部 郭朝华 统战部部长 助理经济师 1974.11

组织部、人事处、

党校
陈建南

组织部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

机关党总支书记
教授 1987.07

组织部、人事处、

党校
汪业军 人事处处长、组织部副部长 副教授 1980.07

组织部、人事处、

党校
欧阳迎

组织部、人事处副部

（处）长
工程师 1995.04

组织部、人事处、

党校
徐李全

组织部、人事处副部

（处）长
助理研究员 1984.07

组织部、人事处、

党校
雷迎春

组织部副处级

组织员
讲师 1994.07

宣传部 欧阳康 宣传部部长 教授 1987.07

宣传部 胡文烽 宣传部副部长 副教授 1991.07

宣传部 刘 灵 宣传部副部长 助理研究员 1998.07

宣传部 蔡盈洲 宣传部副部长 副教授 19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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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职称
参加

工作时间

学工部（处）、

团委
王金海

学生工作部（处）部（处）长、

团委书记
副教授 1995.07

学工部（处）、

团委
黄雨虹

学生工作部（处）副部

（处）长
助教 1994.07

学工部（处）、

团委
刘菊华

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兼学生自

主管理中心主任
副教授 1988.07

学工部（处）、

团委
习金文 团委副书记 助教 2002.07

学工部（处）、

团委
涂 艳 团委副书记 助教 2002.07

招生、就业处 曹文利 招生就业处处长 讲师 1994.07

招生、就业处 罗锐 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讲师 1998.07

招生、就业处 魏清华 副处级辅导员 1992.07

工 会 肖明辉 工会主席 助理研究员 1978.12

工 会 苏海忠 工会副主席 助理研究员 1974.11

教务处 陆长平 教务处处长 教授 1988.07

教务处 黄晓全 教务处副处长 教授 1988.07

教务处 王自力 教务处副处长 副教授 1992.08

教务处 许基南 教务处副处长 教授 1985.07

科研处 严武 科研处处长 教授 1975.09

科研处 刘满凤 科研处副处长 教授 1990.03

科研处 李志强 科研处副处长 教授 1987.07

财务处 李法贵 财务处处长 高级会计师 1985.08

财务处 熊立芬 财务处副处长 高级会计师 1985.08

财务处 汪宗亮 财务处副处长 高级工程师 1990.07

研究生部 李良智 研究生部主任 教授 1987.07

研究生部 刘小瑜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 教授 19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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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职称
参加

工作时间

研究生部 段远鸿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 副教授 1988.7

研究生部 李春根 研究生部副主任 副研究员 1996.07

博士后、流动站

管理办公室
王耀德 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主任 教授 1984.07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蔡升桂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海外教育中

心、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处长

副教授 1990.07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高杨松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海外教育

中心、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

处长

讲师 1996.09

保卫处、人武部 许明喜 保卫处、人武部处长 副教授 1980.09

保卫处、人武部 邹国辉 保卫处、人武部党总支书 助理经济师 1983.08

保卫处、人武部 刘春根 保卫处、人武部副处长 助理工程师 1978.03

保卫处、人武部 易润水 保卫处、人武部副处长 助理经济师 198109

后勤保障处 余飒 后勤保障处处长 副教授 1985.07

后勤保障处 许秀胜 后勤保障处党总支书记 高级经济师 1986.07

后勤保障处 彭铭谊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助教 1986.07

后勤保障处 魏细仁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副教授 1982.08

后勤保障处 涂庚龙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高级经济师 1980.1

后勤保障处 金建军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助教 1984.07

校产处 杨尚勇 校产处处长 副教授 1989.07

校产处 肖兴富 基建办主任兼校产处副处长 讲师 1986.08

校产处 姜 瑜 校产处副处长 工程师 1989.07

校产处 刘仁彪 校产处副处长 编辑 1990.07

离退休人员

工作处
庄东泉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处长 教授 1974.03

离退休人员

工作处
左维民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副处长 馆员 1983.12

MBA 学院 周 玫 MBA 学院院长 教授 1984.07

MBA 学院 彭 元 MBA 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4.07

国际学院 杨 慧 国院学院院长 教授 1983.07

国际学院 郑 赟 国际学院党总支书记 副教授 19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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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职称
参加

工作时间

国际学院 刘慎河 国际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副研究员 1981.09

国际学院 陈卫东 国际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89.07

国际学院 肖 珑 国际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1.07

职业技术学院 黄泽友 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副研究员 1986.07

职业技术学院 朱海琴 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讲师 1985.07

职业技术学院 涂向新 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讲师 1984.07

职业技术学院 黄 安 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77.03

职业技术学院 王玉杰 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87.07

职业技术学院 车友财 副处级辅导员 讲师 1993.07

职业技术学院 李 援 副处级辅导员 助理经济师 1995.07

继续教育学院 袁 雄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副教授 1990.07

继续教育学院 陈丽萍 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 1980.10

继续教育学院 陈江泉 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研究实习员 1976.02

继续教育学院 蔡利农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87.07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徐国荣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研究员 1972.02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方 勤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兼副院长
教授 1986.07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刘永早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正处级）
副研究员 1985.07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钱建豪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研究员 1990.07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顾耀峰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1980.01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陈丽萍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研究员 1982.07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纪春福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讲师 1984.07

现代教育

技术中心
陆 旭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 高级工程师 1983.07

现代教育

技术中心
罗明芳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党总支书记 副研究员 1987.07

现代教育

技术中心
郭华平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 教授 19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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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职称
参加

工作时间

现代教育

技术中心
肖清雷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 工程师 1992.07

经济管理与创业

模拟实验中心
关爱浩

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

主任（副处级）
讲师 1993.07

图书馆 蒋岩波 图书馆馆长 教授 1987.07

图书馆 伍先斌 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副教授 1990.07

图书馆 季小刚 图书馆副馆长 工程师 1990.07

图书馆 胡 新 图书馆副馆长 副研究员 1985.07

图书馆 童 霞 图书馆副馆长 馆员 1982.09

图书教材采购供

应中心
陈 曦

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心主任

（正处级）
高级工程师 1982.01

档案馆 李金云 档案馆馆长（副处级） 研究馆员 1989.07

工商管理学院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兼 MBA 教育

中心主任
教授 1987.07

工商管理学院 熊绍辉 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助理研究员 1981.1

工商管理学院 陈伟峰 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助理研究员 1995.07

工商管理学院 习 勤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研究员 1977.04

工商管理学院 陈 明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0.07

工商管理学院 刘浩华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88.07

工商管理学院 宁 亮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兼 MBA 教

育中心副主任
副教授 1994.07

工商管理学院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讲师 2003.06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匡小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1982.07

财税研究中心 陈 荣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教授 1985.07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卢建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副

书记（正处级辅导员）
工程师 1983.08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丁美东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88.08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肖建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副院长
讲师 1996.07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杨得前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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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职称
参加

工作时间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王 萍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副院长
助理会计师 1981.06

财税研究中心 席卫群 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1992.07

会计学院 章卫东 会计学院院长 教授 1985.07

会计学院 彭清宁 会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副教授 1985.08

会计学院 陈光秀 会计学院总支副书记 助教 1985.08

会计学院 樊明 会计学院副院长 工程师 1984.11

会计学院 余新培 会计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88.07

会计学院 谢盛纹 会计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2.07

会计学院 荣 莉 会计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5.07

会计学院 黄文德 副处级组织员 助理研究员 2007.07

国际经贸学院 袁红林 国际经贸学院院长 教授 1991.07

国际经贸学院 刘金凤 国际经贸学院党总支书记 教授 1985.07

国际经贸学院 叶绍义 国际经贸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讲师 1996.07

国际经贸学院 张曦凤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1.07

国际经贸学院 刘晓峰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 1983.07

国际经贸学院 吴朝阳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2002.07

国际经贸学院 刘振林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7.07

经济学院 陈富良 经济学院院长 教授 1984.07

经济学院 毕正华 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 教授 1975.03

经济学院 吴太福 经济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副教授 1985.07

经济学院 彭 敏 经济学院副院长 助理会计师 1996.07

经济学院 席小炎 经济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84.07

经济学院 廖卫东 经济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90.07

经济学院 李国民 经济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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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职称
参加

工作时间

金融学院 汪 洋
金融与统计学院副院长

（主持工作）
教授 1987.07

金融学院 胡建国 金融与统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助理研究员 1991.07

金融学院 邹春发 金融与统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讲师 1993.07

金融学院 刘兴华 金融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86.07

金融学院 桂荷发 金融与统计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1.07

金融学院 杨荣 金融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86.07

统计学院 罗良清 统计学院院长 教授 1986.07

统计学院 毛小兵 统计学院总支书记 副教授 1997.07

统计学院 魏和清 金融与统计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85.07

统计学院 罗世华 金融与统计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2001.07

统计学院 潘文荣 金融与统计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0.08

统计学院 鲁决斌 副处级辅导员 1989.03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吴志军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院长
教授 1988.01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王 琪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副教授 1993.07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张志军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讲师 1989.07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但承龙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3.07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邹秀清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98.07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冷清波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正处级）
副教授 1984.08

信息管理

学院
方志军 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1994.06

信息管理

学院
夏国华 信息管理学院党总书记 副教授 1982.08

信息管理

学院
韩国玉 信息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助教 2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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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职称
参加

工作时间

信息管理

学院
张 军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研究

实习员
1981.10

信息管理

学院
华长生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87.07

信息管理

学院
廖国琼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89.07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夏家莉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 1987.09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李新海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讲师 1986.07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胡文明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党总支副

书记
讲师 1992.07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尹爱华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6.07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白耀辉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3.07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张 弛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 讲师 1991.09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黄茂军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2005.06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唐海燕 副处级辅导员 讲师 1992.07

外国语学院 叶卫华 外国语学院院长 副教授 1981.08

外国语学院 项 震
外国语学院

党总支书记

助理

馆员
1978.01

外国语学院 毛细荣

外国语学院

党总支副书记

（正处级辅导员）

副教授 1984.07

外国语学院 吴小明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研究

实习员
1983.07

外国语学院 何晓勤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82.08

外国语学院 曾剑平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85.07

外国语学院 杨汝福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讲师 198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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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职称
参加

工作时间

人文学院 陈家琪 人文学院院长 教授 1985.07

人文学院 张品良
人文学院

党总支书记
教授 1984.07

人文学院 蔡志刚
人文学院

党总支副书记
助理工程师 1982.08

人文学院 骆 兵 人文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74.04

人文学院 尹忠海 人文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7.07

人文学院 王玉琦 人文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87.08

法学院 邓 辉 法学院院长 教授 1993.07

法学院 姜红仁 法学院党总支书记 副教授 1982.08

法学院 左家盛 法学院党总支书记 讲师 1987.07

法学院 熊进光 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83.08

法学院 黄华生 法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89.08

法学院 杨 峰 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90.08

法学院 张 克 法学院副院长 助理工程师 1994.07

艺术学院 包礼祥 艺术学院院长 教授 1990.07

艺术学院 张维刚
艺术学院

党总支书记
副教授 1978.02

艺术学院 黄黑平
艺术学院

党总支副书记
讲师 1995.07

艺术学院 卢世主 艺术学院副院长 讲师 2006.04

艺术学院 曹小英 艺术学院副院长 助理研究员 1984.12

艺术学院 罗时武 艺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85.07

艺术学院 李民 艺术学院副院长 讲师 1998.08

体育学院 郑志强 体育学院院长 副教授 1996.07

体育学院 刘赣平
体育学院

党总支书记

助理

工程师
1985.07

体育学院 顾鸿刚 体育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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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职称
参加

工作时间

体育学院 万小明 体育学院副院长
助理

研究员
1985.07

体育学院 刘淑英 体育学院副院长 讲师 1996.09

体育学院 詹新寰 体育学院副院长 讲师 2009.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始发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 1990.0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水法 马克思主义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 副教授 1994.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夏德根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89.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唐书麟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85.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欣荣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正处级）
教授 1985.07

《当代财经》

杂志社
蒋尧明

《当代财经》杂志社常务副社长

（正处级）
教授 1987.07

《当代财经》

杂志社
周全林 杂志社副社长 教授 1990.07

《当代财经》

杂志社
魏 琳 杂志社副社长 编审 1986.07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曹元坤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 教授 1983.08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刘 镇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 1986.07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刘修礼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 1986.07

产业经济

研究院
张湘赣

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规制

与竞争研究中心副主任
副教授 1991.01

产业经济

研究院
吴昌南 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副教授 1993.07

产业经济

研究院
邢小明 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讲师 1998.08

高等教育研究所

（创业教育研究

指导中心）

谭光兴
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创业教

育研究指导中心主任
教授 1972.12



36

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职称
参加

工作时间

高等教育研究所

（创业教育研究

指导中心）

汪光华
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创业

教育研究指导中心副主任
副研究员 1992.07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邓梅根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 副教授 1996.07

现代商务研究中心 黄建军 现代商务研究中心 教授 1985.07

产业集群与企业

发展研究中心
张孝锋

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副教授 1997.06

文化产业与传媒

研究中心
龙建国 文化产业与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1976.02

文化产业与传媒

研究中心
喻春龙 文化产业与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 讲师 1988.07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 教授 1987.07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张利国

生态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副处级）
副教授 2006.06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谢花林

资源利用与生态安全研究所所长

（副处级）
教授 2006.06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肖文海

循环经济与生态工业研究所所长

（副处级）
教授 1994.07

会计发展研究中

心
张蕊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1984.07

金融发展与风险

防范研究中心
胡援成

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研究中心

主任
教授 1968.1

生态文明与现代

中国研究中心
温 锐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主任
教授 1972.01

证券期货研究中

心
李汉国 证券期货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1977.09

附中 严云生 附中校长（副处级） 中学高级 1983.07

附中 邓必礼 附中党支部书记（副处级） 助理工程师 1981.09

医院 黄建平 医院院长（副处级） 主任医师 1981.10

医院 刘 定 医院党支部书记（副处级） 主治医师 1974.09

（组织部廖勇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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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非领导职务

序号 姓 名 参加工作时间 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职称

1 周星 1976.06 调研员 教授

2 郭鹏升 1971.02 调研员 工程师

3 胡晓毛 1970.11 副调研员 *

4 汤小滨 1968.11 调研员 副教授

5 胡全安 1970.01 副调研员 实习研究员

6 罗顺祥 1970.12 副调研员 研究实习员

7 殷洪生 助理调研员

8 杜 坚 1984.07 调研员 讲师

9 张国良 1974.12 调研员

10 严军亮 1984.07 副调研员 副主任医师

11 车 玲 1974.08 副调研员 助理研究员

12 王珂琍 1977.02 副调研员 助理研究员

13 罗福根 1972.12 调研员 教授

（组织部廖勇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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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领导小组及委员会情况

江财字〔2011〕15 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地方政府债务清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校长

副组长：蒋金法 副校长

杨建林 纪委书记

成 员：邹传教 纪委副书记

李法贵 财务处处长

杨尚勇 校产处处长

陆 旭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

江财字〔2011〕2 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校长、党委副书记

副组长：胡建华 党委副书记

吴照云 副校长

成 员：陈建南 党委组织部部长

阙善栋 党委办公室主任

邹传教 纪委副书记

汪业军 人事处处长

肖明辉 工会主席

李法贵 财务处处长

匡小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曹元坤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

江财字〔2010〕153 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简称社科联）。

江财党字〔2011〕36 号

成立统计学院筹备工作小组：

组长：罗良清

成员：罗世华 潘文荣

江财党字〔2011〕41 号

成立中共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总支部委员会及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总

支部委员会。

江财字〔2011〕121 号

调整江西财经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王 乔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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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吴照云 副校长

卢福财 副校长

成 员：蒋金法 副校长

王小平 校长助理

李良智 研究生部主任

汪业军 人事处处长

王耀德 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主任

严 武 科研处处长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匡小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杨 慧 国际学院院长

章卫东 会计学院院长

陈富良 经济学院院长

方志军 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罗良清 统计学院院长

袁红林 国际贸易学院院长

汪 洋 金融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王耀德兼任。

博士后各流动站长名单如下：

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 吴照云

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卢福财

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伍世安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徐升华

江财字〔2011〕46 号

调整江西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

一、校学术委员会（29 人）

主 任：胡援成

副主任：王 乔 易剑东 徐升华 张 蕊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小平 孔凡斌 方宝璋 邓梅根 石 劲 龙建国

卢福财 许统生 李良智 吴 飞 吴照云 严 武

张进铭 张昕竹 陆长平 杨 峰 罗良清 陶长琪

曹元坤 龚汝富 黄建军 蒋金法 温 锐 谭光兴

办公室设在科研处，办公室主任由严武兼任。

二、校学术委员会下设学部

（一）经济管理学部（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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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张 蕊

副主任：许统生 石劲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孔凡斌 朱丽萌 李志强 邹秀清 汪 洋

张进铭 杨 慧 胡大立 姚林香 黄建军

（二）人文社会科学学部（9人）

主 任：温 锐

副主任：龙建国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玉琦 尹忠海 周书俊 罗时武 郑志强

蒋岩波 曾剑平

（三）自然科学学部（7人）

主 任：徐升华

副主任：邓梅根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满凤 杨巨成 钟元生

陶长琪 勒中坚

本届校学术委员会任期为 4 年（2009 年 10 月-2013 年 9 月）。

江财党字〔2011〕30 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建林

副组长：阙善栋 邹传教

成 员：余 飒 章 蓉

工作人员：胡志远 吴 斌 李 伟 李 武 祝建春

办公室设立在党办、校办行政科，负责具体的公务用车治理工作。

江财党字〔2011〕3 号

校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

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党委全面工作。

校长、校党委副书记王乔：主持行政全面工作。

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分管党的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组织、统战、人民武装、

国防教育、大学生军训、国家安全、维护稳定、离退休干部、工会等方面的工作。

具体分管组织部、党校、机关党总支、统战部、人武部、工会。

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分管宣传、校园文化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

育、精神文明建设、团学及招生就业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宣传部、学工部(处)、

团委、招生就业处。

副校长肖华茵：协助校长分管继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离退休人员管理、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和青山园校区综合协调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继续教育学院、职

业技术学院、离退休人员工作处、保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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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吴照云：协助校长分管人事、编制、职称、工资、发展规划、高教研究、

博士后流动站管理、独立学院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人事处、高等教育研究所、

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副校长易小明：协助校长分管校产、基建、校产管理、后勤服务、卫生防疫、

医疗保健、计划生育和麦庐园校区综合协调工作。具体分管校产处、后勤保障处、

医院、麦庐园综合协调办公室。

副校长卢福财：协助校长分管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普通本

科教学、师资管理、教材建设、创业教育指导、现代教育技术、教学仪器设备建设

与管理、体育运动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研究生部、MBA 学院、教务处、现代教

育技术中心、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体育学院。

副校长蒋金法：协助校长分管财务、国际合作与交流、留学生教育、中小学教

育工作。具体分管财务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海外教育中心、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国际学院、附中。

副校长易剑东：协助校长分管科研、人文社科基地和学术创新团队建设、为地

方经济建设服务、支援贫困地区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科研处、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产业经济研究院、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金

融管理国际研究院、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纪委书记杨建林：分管纪检、监察、审计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纪委、监察

处、审计处。

校长助理王小平：协助校长分管办公室、学术期刊、图书资料、档案和校友联

络工作。具体分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校友联络办公室、杂志社、图书馆、

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心、档案馆。

（校办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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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十届江西省人大代表名单

2008.03——2012-6

姓 名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性别 民族 籍贯 出生年月 党派
加入党派

时间
学历学位 职称 工作时间

任现职

时间
备 注

廖进球 校长、博导 男 汉 江西 1958.02 中共 博士研究生 教授 1976.05 全国人大代表

伍世安 党委书记、博导 男 汉 江西 1949.07 中共 博士研究生 教授 1968.10 省人大常委

温 锐

传统生态与现代中国

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首席教授

男 汉
江西

宁都
1953.09 民盟 1988.03 博士研究生 教授 1972.01 省人大常委

邓 辉 法学院院长 男 汉
江西

奉新
1971.03 民进 2005.07 博士研究生 教授 1993.06 省人大常委

曹元坤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院长
男 汉 江西 1966.01 中共 博士研究生 教授 1983.08 市人大代表

杨 慧 国际学院院长 女 汉
江西

永修
1964.02 中共 博士研究生 教授 1983.07

青山湖区人

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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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第十届江西省政协委员名单

2008.03——2012-6

姓 名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性别 民族 籍 贯 出生年月 党派
加入党派
时间

学位
学历

职称 工作时间
任现职
时间

备 注

包礼祥 艺术学院院长 男 汉 江西万安 1965.12 民革 2004.07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90.07

夏家莉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院长、博导
女 汉 湖北洪湖 1965.08 民盟 2003.06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87.1

陈富良
经济学院院长、
博导、首席教授

男 汉 江西萍乡 1964.01 民盟 1998.03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84.07 2003.06

李秀香 国贸学院 女 汉 黑龙江 1964.02 民建 1998.00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90.06 2004.10

朱丽萌 发展中心 女 汉 江西吉安 1963.11 民建 1995.06
硕士
研究生

研究员 1984.07
省政协
常委

陶长琪
信息管理学院、
博导、首席教授

男 汉 江西临川 1967.08 民建 1995.05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91.04

方宝璋
会计学院、博导、

首席教授
男 汉 福建莆田 1951.05 农工 1994.05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80.07

吕晓梅 会计学院 女 汉 湖北 1971.01 农工 2001.01
博士
研究生

副教授 1991.06

龙建国
文化产业与传媒研究

中心主任
男 汉 江西泰和 1957.02 九三 1994.06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76.02

勒中坚
信息管理学院、

博导
男 汉 南昌 1948.01 无

博士
本科

教授 1968.07
省政协
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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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大民主党派、社团组织、省委会任职情况简表

党派全称 成 员 财大

主委

财大

副主委
财大党派委员 省人大代表 省政协委员 省市参事、特约人员

在职 退休 合计

民革江西

财大支部
22 8 30 包礼祥

黄欣荣、

吴小珊
宋武、陈雁云 包礼祥

黄欣荣（省人民检察院第

五届特约检察员）

民盟江西

财大委员会
20 16 36 夏家莉

席小炎（常

务副主委）

刘仁彪、

刘菊华

罗雄飞、黄彬云、

吴书锋

温锐

(民盟省委会常委、

省委会副主委）

夏家莉(民盟教育委员会副

主任)、陈富良

温锐

（省地税局特约监察员）

民建江西

财大委员会
32 7 39 李秀香 邓桢俊

陶长琪(蛟桥园)

郭华平

(青山园)

陈安丽

李秀香（民建省委常委、民建

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朱丽

萌（常委、民建中央经济委员

会委员）、陶长琪

民进江西

财大委员会
28 10 38 邓 辉

桂荷发、

陈丽萍、

潘永

(秘书长)

潘淑清、武晶、

陈红、邓智、宋

运芳、黄友莲、

吴永兵

邓辉（人大常委）

农工党江西

财大委员会
19 10 29 崔开玲

方宝璋、

郑志强

吕晓梅、

舒辉

舒辉

(省委会委员）、

方宝璋（农工经济委员）、

吕晓梅

方宝璋（省公安监督委

员）、郑志强（省国税局

特约税务 监察员）、舒

辉(市政府参事)吕晓梅

(江西省审计厅特邀审计

监督员)

九三学社江

西财大支社
15 4 19 龙建国 易伟明 华长生 王萍平 龙建国（省九三委会常委）

致公党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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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全称 成 员 财大

主委

财大

副主委
财大党派委员 省人大代表 省政协委员 省市参事、特约人员

在职 退休 合计

江西财大高

级知识分子

联谊会

39 39

勒中坚

（会

长）

副会长：

凌传繁

漆莉莉

袁明圣

勒中坚（省政协常委） 漆莉莉（省政府参事）

江西财大侨

联“三胞”

联谊会

90 90
项 平

(主席)

副主席：

王烨发

秘书长：

李 佳

吴小珊

郭向明
项平（省侨联第六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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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民主党派成员花名册

党派:民建委员会

制表日期:2011 年 12 月
编

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职 称

加入党派

时间
党派职务 学历学位 电 话 备注

1 李秀香 女 1964.02 国贸学院 教授 1998 主委 研究生博士 3816267

2 邓桢俊 男 1965.07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副科长 讲师 1992.03 副主委 成人本科 8615715

3 朱丽萌 女 1963.11 发展中心 所长 研究员 1995.09 研究生硕士 8592582

4 陆长平 男 1965.06 教务处 处长 教授 1995.09 研究生博士 3816098 中共党员

5 赵万水 男 1965.01 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1996.05 研究生博士

6 文革红 女 1967.07 人文学院 教授 1998.07. 研究生博士 3816362

7 余新培 男 1967.01 会计学院 副院长 教授 2002.02 研究生博士 3816615

8 陶长琪 男 1967.08 信息学院 教授 1995.09
副主任

(蛟桥园)
研究生博士 3816453

9 郭华平 男 1963.07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副处长 教授 1999.12
副主任

(青山路)
研究生博士 8631096

10 陈安丽 女 1962.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1995.09 本科硕士 3816653

11 胡 南 女 1965.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1996.05 本科硕士

12 章美珍 女 1964.08 会计学院 教授 2001.09 本科硕士 3852758

13 江 虹 女 1968.05 附中 中学高级 2001.09 成人本科学士 3816638

14 杨玉凤 女 1965.11 金融学院 教授 2002.02 研究生博士 3816102

15 柳振群 男 1965.02 工商学院 副教授 2003.08 研究生博士

16 杨冬根 男 1954.11 后勤保障处 科长 2003.08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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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职 称

加入党派

时间
党派职务 学历学位 电 话 备注

17 周 林 男 1972.04 工商学院 讲师 2006.03 研究生博士

18 刘晓泉 男 1974.08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讲师 2006.03 研究生硕士

19 熊 瑛 女 1965.05 图书馆 馆员 2006.03 成人本科

20 王金根 男 1964.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2006.03 本科学士

21 王慧 女 1974.09 金融学院 讲师 2008.04 本科硕士

22 徐健 男 1979.01 工商学院 讲师 2008.04 研究生博士

23 夏锦文 女 1971.05 工商学院 副教授 2008.04 研究生博士

24 姜海花 女 1964.05 成教学院 中学一级 2008.04 成人本科

25 杨秀荣 女 1967.10 图书馆 馆员 2010.05 成人本科

26 黎世光 男 1982.06 马列主义学院 讲师 2010.05 研究生博士

27 党建武 男 1964.02 软件与通讯学院 教授 1990 研究生博士 13330103512 中共

28 简甫勋 男 1933.01 退休 经济师 1987.03 大专

29 王素珍 女 1939.05 退休 副教授 1989.04 本科

30 徐钟仁 男 1935.01 退休 副教授 1990.11 本科

31 吴桃英 女 1944.03 退休 1986.08 中专

32 林火库 男 1938.11 退休 副研究员 1986.04 本科 8617708

33 余陵生 男 1946.01 退休 会计师 1995.09 大专 3816210

34 董海春 男 1938.04 退休 教授 1986.08 硕士 3816103

35 万铁羽 男 1949.03 教务处 1993 高中 380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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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民进委员会

制表日期:2011 年 12 月
编

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工作单位

行政

职务
职称

加入党派

时间
党派职务 学历学位 电 话 备注

1 邓 辉 男 1971.03 法学院 院长 教授 2005.07. 主委 研究生博士

2 邹玉仁 女 1963.09 信息学院 副教授 1997.09. 大学学士 3816713

3 潘 永 男 1967.09 国贸学院 讲师 1998.05. 委员会秘书 大学学士

4 潘淑清 女 1966.04 工商学院 教授 二支部委员 研究生博士

5 熊国玲 女 1962.12 成教学院 助理研究员 1995.5.2 成人本科 8629528

6 陈丽萍 女 1962.03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科长 副研究员 1989.07 副主委 成人本科

7 武 晶 女 1964.11 医院 科长 助会师 1995.5.2 一支部主任委员 成人本科 3801613

8 罗晓华 女 1972.03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副教授 2002.07 研究生博士

9 桂荷发 男 1968.09 金融学院 副院长 副教授 2003.06 副主委 研究生博士

10 陈 红 女 1962.05 艺术学院 教授 二支部主任委员 本科学士

11 邓 智 男 1972.09 教务处 讲师 2004.12 一支部委员 本科学士

12 杨 兵 男 1967.04 教务处 工程师 2004.12 二支部副主任委员 研究生硕士

13 章晓晨 女 1965.01 附中 中学高级 1997.4.9 本科学士 3802047

14 袁修平 女 1959.02 附中 中学高级 1997.4.9 大专 3802250

15 宋运芳 女 1962.09 附中 教务主任 中学高级 1998.7.20 附中支部主任委员 本科学士 3816800

16 吴永兵 男 1965.03 附中 中学高级 1999.11. 附中支部副主任委员 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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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工作单位

行政

职务
职称

加入党派

时间
党派职务 学历学位 电 话 备注

17 黄友连 女 1964.09 附中 中学高级 1999.11. 附中支部委员 成人本科

18 胡建春 男 1953.11 附中 中学一级 1999.11. 成人本科

19 勒梅萍 女 1969.9 附中 小学高级 2001.11. 成人本科 3819361

20 谢小梅 女 1972.09 附中 中学一级 2003.07 本科学士

21 张淮淮 女 1968.12 工会 小教高级 2007.10 成人本科

22 冯长芹 女 1971.04 附中 中学一级 2007.10 成人本科

23 高雅云 女 1964.05 医院 主管护士 2007.08 成人本科

24 史湘琳 女 1971.1 外语学院 讲师 2007.08 研究生硕士

25 金欣 女 1972.01 科研处 工程师 2007.08
一支部主任副

委员
成人本科硕士

26 翟娥 女 1963.12 财务处 会计师 2007.08 成人本科

27 黄景洲 男 1964.09 工商学院 副教授 2007 研究生硕士

28 邓玉华 男 1963.12 工商学院 副教授 2008.12 博士在读

29 章嘉树 男 1935 退休 中教高级 1986.04 本科 3816257

30 王最新 男 1938.01 退休 (中)高教 1986.09. 本科 3816059

31 沈金娥 女 1942.12 退休 中教一级 1988.7.8 本科 3816521

32 朱文东 女 退休 8639645

33 钟世春 男 1940.11 退休 中 教高级 1986.11 本科 3816129

34 袁文招 男 1941.12 退休 中教高级 1988.12. 本科 3802011

35 文化林 男 1942.02 退休 教授 1985.05. 本科

36 丁自平 女 1947.04 退休 小教高级 1997.4.9 中专

37 李基诚 男 1946.09 退休 教授 1993.05 委员 大学 3816989

38 朱美娥 女 1948.01 退休 教授 1993.04 副主委 大学学士 3816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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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农工委员会

制表日期:2011 年 12 月

编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职 称
加入党派

时间
党派职务 学历学位 电 话 备注

1 崔开玲 女 1956.07 体育学院 教授 1996.01 主委 本科学士 3816347

2 吕晓梅 女 1971.01 会计学院 副教授 2002.11 副主委 研究生博士

3 方宝璋 男 1951.02 会计学院 教授 1994 副主委 研究生博士博导

4 郑志强 男 1971.05 体育学院 院长 教授 2011.12 副主委 研究生博士

5 舒 辉 男 1961.09 工商学院 教授 2005.05 副主委 研究生博士

6 谭 军 男 1970.07 体育学院 副教授 2006.06 委员 成人本科硕士

7 杨 霞 女 1960.12 医院 主任医师 1997.03 本科学士 8615145

8 范桂英 女 1965.04 财务处 会计师 1994.11 成人本科 3816398

9 熊新星 女 1958 医院 主任医师 1998 本科学士

10 李金泉 男 1962.01 会计学院 教授 1997.05 本科学士 8619599

11 邓 冰 女 1957.09 医院 护士长 主管护士 1997.05 中专 3807689

12 谢 清 女 1962 体育学院 副教授 2000.11 本科学士 6294289

13 章小羚 女 1965.12 医院 主治医师 2002.11 中专

14 顾鸿刚 男 1964.12 体育学院 副院长 副教授 2003.12 本科学士

15 李胜兰 女 1963.10 工商学院 教授 2005.05 研究生博士

16 赵映云 女 1965.04 工商学院 讲师 本科

17 李 强 男 1982.11 体育学院 助教 2006.06 本科

18 唐 广 男 1960.06 会计学院 教授 2011.12 研究生博士

19 陈 军 女 1973.01 体育学院 副教授 2011.12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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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职 称
加入党派

时间
党派职务 学历学位 电 话 备注

20 陈明彩 男 1922.01 退休 副教授 1985 本科 8616539

21 袁正栋 男 1934.09 退休
副主任医

师
1989.02 本科 6283292

22 徐良瑾 女 1939.11 退休 主任医师 1983.01 本科 3816177

23 万芳桂 女 1944.11 退休 主治医师 1990.08 中专 3816677

24 成圣树 男 1922 退休 教授 1983.07 本科 8618440

25 罗锦华 女 1944.04 退休 主管技师 1994.09 中专

26 张春魁 男 1940.02 退休 教授 1986 本科 3816350

27 何翠芳 女 1953 校医院 主治医师 1999 中专

28 成宜芳 女 1953.11 成教学院 财务科长 会计师 1989.02 大专
中共

党员

29 李金国 男 1950 退休 副教授 2000.1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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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九三学社支社

制表日期:2011 年 12 月

编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行政

职务
职 称

加入党派

时间
党派职务 学历学位 电 话 备注

1 龙建国 男 1957.02
文化产业与传媒

研究中心主任

主任

（正处）
教授 1994.09 主委 研究生博士 8604052

2 易伟明 男 1957.03 信息学院 教授 1995.07 副主委 研究生博士 3816896

3 华长生 男 1966.03 信息学院 副院长 副教授 1995.07 委员 本科学士 3816092

4 王萍平 男 1965.05 统计学院 副教授 1996.03 委员 研究生博士 3816091

5 季大方 男 1954 外语学院 教授 1996.09 本科硕士

6 柳 键 男 1964.09 信息学院 副院长 教授 1998.11. 研究生博士 3816089

7 肖尧春 男 1967.08 会计学院 副教授 2002.10 本科学士

8 张步云 男 1971.06 保卫处 科长 讲师 2002.11 本科硕士

9 黄苏珍 女 1959.08 艺术学院 研究员 转来 研究生博士

10 赵 伟 男 1970.05 会计学院 副教授 2003.00 研究生硕士

11 罗剑丽 女 1972.07 档案馆 副研究馆员 转来 本科硕士

12 贾 莉 女 1975.1 外语学院 讲师 转来 研究生硕士

13 陈 青 女 1968.11 会计学院 副教授 2008.07 本科硕士

14 喻 艳 女 1971.08 图书采购中心 副教授 2008.10 成人本科硕士

15 王国华 男 1968.01 医院 讲师 2007.00 硕士 2945231 15579111225

16 鹿 红 女 1935 退休 讲师 1996.09 本科

17 陈安生 男 1932.02 退休 副主任医师 本科 8618429

18 张允建 男 1942.02 退休 教授 1985 大专 6295158

19 王宝玉 女 1939.09 退休 副教授 1995.07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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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致公党

制表日期:2011 年 12 月

编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职称 加入党派时间 党派职务 学历学位 电 话 备注

1 陆宇海 男 1969、11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讲师 2005 加入致公党 主委 学士 13097208766

2 袁庆明 男 1963 经济学院 教授 研究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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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副处级以上党外干部名册

制表日期：2011年 12月

编号 姓 名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性别 民族 籍贯 出生年月 党派
加入党
派时间

学 位
学 历

职称
工作
时间

任现
职时间

备 注

1 龙建国
文化产业与传媒研究中心

主任（正处）
男 汉 江西泰和 1957.02 九三 1994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76.02 2001.01
省政协
委员

2 包礼祥 艺术学院院长 男 汉 江西万安 1965.12 民革 2004.08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90.07 2001.01
省政协
委员

3 温 锐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主任、博导
男 汉 江西宁都 1953.07 民盟 1988.03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72.01 2004.01
省人大
常委

4 陆长平 教务处处长 男 汉 江西宜丰 1965.06
民建
中共

1995.06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88.07 2006.02

5 夏家莉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院长 女 汉 湖 北 1965.08 民盟 2003.04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87.08 2003.06
省政协
委员

6 邓 辉 法学院院长 男 汉 江西奉新 1971.03 民进 2005.07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90.06 2005.04
省人大
常委

7 黄欣荣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正处） 男 汉 江西会昌 1962.05 民革 2006.04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85.07 2006.06

8 陈富良 经济学院院长、博导 男 汉 江西萍乡 1964.12 民盟 1998.03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84.07 2003.06
省政协
委员

9 郑志强 体育学院院长 男 汉 福建 1971.05 农工 2011.12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96.07 2011.07

10 李秀香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副院长

（正处）
女 汉 黑龙江 1964.02 民建 1998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90.06 2012.06
省政协
委员

11 吴 飞
中澳亚太资本市场研究中心班

主任
男 汉 广西 1971.12 无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2010 2011 海归

12 余新培 会计学院副院长 男 汉 江西 1967.01 民建 2002.02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88.07 2004.06

13 顾鸿刚 体育学院副院长 男 汉 江西 1964.12 农工 2003.12 本科 副教授 1988.07 2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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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 名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性别 民族 籍贯 出生年月 党派
加入党
派时间

学 位
学 历

职称
工作
时间

任现
职时间

备 注

14 桂荷发 金融与统计学院副院长 男 汉 江西余江 1968.09 民进 2003.06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91.07 2004.01

15 刘仁彪 校产处副处长 男 汉 江西 1967.05 民盟 2001.04
硕士
研究生

编辑 1998.07 2004.09

16 郭华平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工作副主任

工会副主席(兼职)
男 汉 湖南 1963 民建 1999.12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87.07 2006.02

17 席小炎 经济学院副院长 男 汉 江西南昌 1963.02 民盟 1993
博士
研究生

副教授 1984.07 2008.03

18 陈丽萍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女 汉 江西 1962.03 民进 1989.07 成人本科
副

研究员
1982.07 2009.07

19 刘菊华 学生工作处副处长 女 汉 江西 1966.1 民盟 1993 本科 副教授 1988.07 2009.07

20 华长生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男 汉 江西 1966.03 九三 1995.07 本科 教授 1987.07 2009.07

21 潘文荣 金融学院副院长 男 汉 江西 1969.05 民革 2008.12
博士
研究生

副教授 1990.08 2011.12

22 谢盛纹 会计学院副院长 男 汉 江西 1970.07 无
博士
研究生

副教授 1992.07 2006.06

23 曾剑平 外语学院副院长 男 汉 江西瑞金 1962.11 无 学士本科 教授 1985.07 2006.06

24 黄华生 法学院副院长 男 汉 湖北武汉 1969.08 无
博士
研究生

副教授 1995.08 2006.06

25 白耀辉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 男 汉 陕西甫城 1971.05 无
博士
研究生

副教授 1993.07 2006.06

26 卢世主 艺术学院副院长 男 汉 湖北武汉 1969.07 无
博士
研究生

副教授 1995.07 2006.06

27 杨 峰 法学院副院长 男 汉 江西 1970.07 无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90.08 2009.07

28 罗时武 艺术学院副院长 男 汉 江西 1963.05 无 本科 教授 1985.07 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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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1 年统战工作总结

2011 年统一战线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全国统战工作工作会议和全省统战部长会议精神，按照

学校和省委统战部的总体部署及要求，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围绕“十二五”

规划制订与实施，服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学校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为建

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和学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一、加强教育，开展“重温历史、同心同行”主题教育活动

1、举行“重温历史、同心同行”座谈会。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辛

亥革命 100 周年，积极部署和开展了“重温历史、同心同行”主题教育活动。6月，

组织召开了全校统一战线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重温历史、同心同行”座谈

会。大家在发言中盛赞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年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并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丰功伟绩，

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90 年来所走过的辉煌历程，有的在发言中还

结合学校发展、个人成长历程和国（海）外亲身经历赞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并就

如何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作用，为加快江西经济建设和学校各项事业发展作出新贡

献谈了各自的认识和体会。

2、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组织统战成员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建党伟业》、

《辛亥革命》和组织参观了辛亥革命起义纪念馆、首义公园和“八七会议”旧址等

活动。通过观看电影和参观学习等活动，广大统战成员接受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大家深刻领略了老一辈革命家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

神和高尚情操，深切缅怀了孙中山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表示要继承和发扬

辛亥革命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立足本职岗位，为学校又好又快发展献计

出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通过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和纪念活动，进一步夯实了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二、加强引导、发挥优势、服务中心

1、积极引导。统战部组织民主党派负责人传达学习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重

点学习传达了省委苏荣书记在党代会上所作的报告和校党委廖进球书记在党委扩大

会上的讲话精神，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

2、举行情况通报会和开展座谈联谊活动。统战部于 9 月 9 日，组织召开了“江

西财经大学党外人士喜迎教师节、中秋节茶话会暨情况通报会”，校党委书记廖进

球出席会议并讲话，胡建华副书记向党外人士作了学校情况通报。会上，党外干部

教师纷纷发言，为学校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意见。并表示，将会一直关心和支持

学校的发展，不辜负学校的期望，为学校的事业发展添砖加瓦。党委统战部、民盟

财大委员会还联合举办了“2011 年江西财大党外人士新春联欢会”，学校领导和部

门领导与广大统一战线成员欢聚一堂，共迎新春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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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党外人士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积极献计献策。统战部组织召开我

校“十二五”规划党外人士征求意见会，大家畅所欲言，积极建言献策。党外职代

会代表，紧扣学校发展主线、关注教职工切身利益在校教代会上积极提出建议和意

见，为学校事业发展献计出力。

4、服务地方成绩显著。学校统一战线成员，特别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政府参事等党外代表人士，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联系广泛、智力密

集的优势，为实现“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积极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取得了显著成

绩。例如：省政协常委勒中坚教授在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推行服务外包“前

店后厂”模式共享国家示范城市优惠政策》（第 241 号）提案，受到省领导高度重

视，副省长洪礼和作了重要批示，2011 年被省政协收录为政协江西省委员会《重要

提案摘报》。省政协委员李秀香教授在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提交的《建议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大力发展地源热泵产业》提案受到表彰，2011 年 11 月被评为政

协江西省委员会 2008－2010 年度优秀提案。陈俊卿市长、张根水副市长对市政府参

事舒辉提交的《南昌市现代物流业发展状况分析及对策》作了重要批示。

三、加强党外人士队伍建设

1、输出党外优秀人才。我校优秀的党外代表人士、民进会员梅国平同志提任江

西师范大学校长，成为目前全省高校校长中唯一的党外人士。能为江西输送党外优

秀人才，既是我们江西财大的光荣，更是江财统战人的骄傲。

2、加强民主党派组织建设。为做好民主党派换届工作，我们先后与民盟、民进、

农工党等党派省委会进行了多次沟通酝酿换届人选。9 月民进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

已顺利进行了换届并召开了民进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二届一次会议，其他党派换届

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3、重视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2011 年新提任党外正副院长（处级）各 1名，

党外干部的实职安排取得了可喜成绩。我们还初步提出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

主党派省委会换届人选的建议推荐名单及增补政府参事人选的建议推荐名单，基础

性准备工作已完成。

4、为党外同志解决实际问题。我们针对我校民主党派、统战性团体负责人电话

费补贴偏低的情况，向学校提出调整建议，提高了主委（会长、主席）的话费补贴

标准，增加了副主委（副会长、副主席）话费补贴项目；我们还为侨胞落实和解决

了有关归侨补贴等问题；这些都受到党外朋友和归侨的好评，它是学校党委、行政

重视和照顾同盟者切身利益的具体表现。

四、加强统战宣传、调研和工作的交流

1、加强统战政策宣传教育。11 月，邀请江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

事务局局长谢秀琦给学校党委委员、党群部门、保卫处、国际交流处负责人、党总

支书记、副书记、党团干事、分团委书记、专职辅导员、保卫处、国际交流处相关

人员和学生干部，进行了我国民族宗教政策的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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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开展统战理论和工作研讨。2011 年我们向华东地区高校统战工作研讨

会和省委统战部分别递交了《浅谈统一战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充分发

挥统战优势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的论文。

3、加强横向交流。5 月，统战部接待了云南财经大学统战干部学习考察团来我

校进行考察交流，并组织召开了云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统战工作座谈会，就

两校的统战工作进行了交流。11 月，我们又与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

教育学院统战部，就高校统战工作进行了专题座谈交流。

五、加强民族宗教工作

1、重视做好学校少数民族工作。统战部积极支持与配合校团委和校少数民族学

生联谊会做好学校少数民族工作，在 4、5 月间多次参加了《民族魂，舞动江财情》

第四届民族文化节的相关活动，并邀请省、市民族宗教局有关领导参加民族文化节

有关活动。11 月，统战干部与校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穆斯林同学一起欢度古尔

邦节。

2、开展宗教工作调研。6 月下旬，我们深入走访了相关部门和学院，就学校抵

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及进一步加强高校宗教工作的意见建

议等内容进行了专题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学校《宗教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并上报省委统战部。

3、做好抵御宗教渗透和维护稳定工作。为防止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渗透和在

校园内非法传教情况的发生，做好宗教工作，我们注意重点抓好“四个严禁”的落

实。统战部对内加强了与学校相关部门协调沟通，对外加强了与省市统战和省市民

宗等相关部门的联系和配合,并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互通信息，做了大量工作。一年

来校园内未发生非法宗教活动和有校内传教的情况，为维护社会和校园稳定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

六、有关工作数据和工作绩效

1、全年参加校内外统战性工作会议、活动 28 次。节日慰问走访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政府参事、党派主委和统战团体负责人 18 人次。统战部领导与统战对象谈

话或工作谈话 16 人次。

2、在省委统战部《心桥网》、省教育工委《映山红》等网站发布学校统战工作

信息近 40 篇。

全年编印《统战工作简报》5期。撰写各类工作文稿 16 篇，约 4.6 万字。

3、今年 3月, 我部在全省统战工作重点目标管理考评中，荣获“服务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建设先进单位”称号，在全省统战部长会议上受到表彰。江西省委统战部

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谢秀琦在我校进行民族宗教政策报告会上对我校党

委重视统战工作和我校统战部的工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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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工作的初步计划

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省统战部长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学校和省委统

战部的部署，安排好 2012 年统战工作。

２、按照学校和省委统战部的要求，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围绕“十二五”规

划的实施，服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学校中心工作来组织开展全校统战工作，

注意做好统战常规工作。

3、在抓好学校民主党派组织换届的同时,认真按照省委统战部的安排，切实做

好人大、政协、党派和团体换届的有关工作。

4、进一步加强学校民族宗教工作，支持校学工处、团委做好大学生少数民族工

作，重点抓好抵御和防范宗教渗透、非法传教的工作，协调做好全校民族宗教工作。

（统战部李梅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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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

党政部门

党群部门 行政部门 教辅部门 科研机构

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纪委 校友联络办公室 图书馆 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研究中心

党委统战部 监察处、审计处 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心 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党委组织部

（党校）
人事处 档案馆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党委宣传部 教务处 财税研究中心

党委学工部 科研处 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财务处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团委 学生工作处 现代商务研究中心

工会 研究生部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

人武部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文化产业与传媒研究中心

港澳台事务

办公室
====附属单位==== 《当代财经》杂志社、学报编辑部

保卫处 附属中学

高教研究所、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

后勤保障处 医院

校产管理处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招生就业处 教育技术研究所

博士后流动站管理

办公室
证券期货研究中心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所

东方管理研究中心

http://xiaoban.jxufe.edu.cn/
http://xiaoban.jxufe.edu.cn/
http://metc.jxufe.cn
http://kfzx.jxufe.edu.cn/
http://jiwei.jxufe.cn/
http://alumni.jxufe.cn/
http://lib.jxufe.edu.cn/
http://jrzx.jxufe.cn/
http://tzb.jxufe.cn/
http://jiwei.jxufe.cn/
http://jiwei.jxufe.cn/
http://lib.jxufe.edu.cn/
http://myzx.jxufe.cn/
http://rsc.jxufe.cn/
http://dag.jxufe.edu.cn/
http://stzg.jxufe.cn/
http://news.jxufe.cn/xcb/index.htm
http://jwc1.jxufe.cn/
http://csyjzx.jxufe.cn/
http://tw.jxufe.cn/
http://kyc.jxufe.cn/
http://cyjj.jxufe.cn/
http://cygz.jxufe.cn/
http://rsc.jxufe.cn/
http://jcyjs.jxufe.cn/Index.html
http://cwc.jxufe.edu.cn/
http://pyhee.jxufe.cn
http://tw.jxufe.cn/
http://tw.jxufe.cn/
http://gh.jxufe.cn/
http://grs.jxufe.cn/yjsWeb/default.jsp
http://xnyzx.jxufe.cn/
http://cfe.jxufe.cn/
http://jczzw.jxufe.cn/
http://cdfz.jxufe.cn/
http://gjs.jxufe.cn/
http://hqbzc.jxufe.edu.cn/
http://xyy.jxufe.edu.cn/index.asp
http://xcglc.jxufe.cn/
http://jjys.jxufe.cn/yjy/
http://ltxc.jxufe.cn
http://iifs.jxufe.cn/IIFFS/index.html
http://zsjy.jxufe.edu.cn
http://iet.jxufe.cn/
http://bogb.jxufe.cn/
http://bogb.jxufe.cn/
http://zqzx.jxufe.edu.cn/
http://iirm.jxu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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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设置

江西财经大学院系设置 各学院办公室电话 江西财经大学院系设置 各学院办公室电话

工商管理学院 83816813 外国语学院 8384323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83816613 人文学院 83843212

会计学院 83823181 法学院 83816810

国际经贸学院 83816581 艺术学院 83843016

经济学院 83816532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 83843636

金融学院 83816792 马克思主义学院 83816923

统计学院 83816428 MBA 学院 83816962

信息管理学院 83983891 国际学院 8381642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83842930 职业技术学院 83890697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83845851 继续教育学院 88626900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83891773
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

教学中心
83816947

（摘自校园网）

http://business.jxufe.cn/
http://wyxy.jxufe.cn/
http://ggxy.jxufe.cn/
http://rwxy.jxufe.cn/
http://kjxy.jxufe.cn/index.asp
http://law.jxufe.cn/
http://gmxy.jxufe.cn/
http://art.jxufe.cn/
http://www.econ.jxufe.cn/
http://www.jufesport.com/
http://finance.jxufe.cn/
http://mkszyxy.jxufe.cn/
http://stat.jxufe.cn/
http://www.jcmba.cn/
http://sit.jxufe.cn/
http://intl.jxufe.cn/
http://lyxy.jxufe.cn/
http://zyjs.jxufe.cn/
http://software.jxufe.cn/
http://cjxy.jxufe.cn/
http://xjg.jxu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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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情况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的前身为成立于 1979 年的工业经济系，当时开设有工业经济和工

业企业管理两个专业。工业经济系于 1992 年更名为工商管理系，更名后的工商管理

系开设有工商管理、涉外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三个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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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原统计学院的物流专业转入工商管理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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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科研

机构（企业研究所、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中英国际商务联合研究中心、

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2 个社会服务机构（企业咨询中心、经理人

实训中心）。学院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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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与管理)，3 个硕士点(企业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M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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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企业

管理和技术经济与管理为省级重点学科，工商管理专业和市场营销专业为省级品牌

专业和国家级特色专业。拥有《创业管理》国家级精品课程、《商解孙子制胜韬略》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等一系列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学院教职工结构合理，目前有

教职工 108 人，其中教授 27 人，副教授 33 人，讲师 30 人，博士生导师 10 人，硕

士生导师 43 人，博士（含在读）66 人，省（部）级学术学科带头人 8 人。 学院

十分重视科学研究，近年来已公开出版各类学术专著和教材达 120 余种，在各类学

术刊物发表论文 1600 余篇，其中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有 260 余篇。

目前承担的国家级课题 16 项，省(部)级课题 60 余项。

学院根据专业的特点，狠抓实践环节、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的学术

活动、社会实践、文体活动等都取得了较好成绩，多次受到国家级和省级的表彰。

近 20 年来已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人才，涌现了一大批获得杰出成就的优秀校

友。学院拥有企业管理方向的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培养权，开办在职人员申请硕

士学位进修班，并取得了较高的硕士学位通过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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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电力公司、广东韶能集

团公司等部门和单位培养高层次经济管理人才，与民星企业集团、南昌卷烟厂、江

西乳品厂、江西铜业公司、南昌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科瑞集团等 30 余家企业进行了

多种形式的合作，为企业的市场营销、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等方面出谋划策，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学院秉承“信、敏、廉、毅”的校训精神，以培养具有应用型、创业型工商管

理人才为已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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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术活动、社会实践、文体活动等取得了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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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受到国家级和省级的表彰。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摸索，已经形成工商管理学院

独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高素质人才。

（工商管理学院林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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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

信贷科，历经几十年的积淀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

会和文化传承四大职能为一体的教研单位。

学院组织机构健全。设有财政系、税务系、社会保障系、行政系与公共事业管

理系五个教学系，拥有依托学院设立的财税研究中心、中国税票研究中心、公共政

策研究中心、MPA 教育中心、公务员培训中心等 5 个科研教育培训机构，建立了完

整的教研管理体系。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学院现有教职员工近 60 名，其中专任教师 46 名。具有博

士学位者 38 人，教授 18 人，副教授 15 人，博士生导师 6 人，硕士生导师 36 人，

江西省教学名师 4 人，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7 人，江西省高校骨干教师 5 人，

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和金牌主讲教师 8 人。学院拥有一支素质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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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学科建设成果显著。拥有财政学（含税务）、公共经济与管理 2 个博士学

位授权点；财政学（含税务）、社会保障、行政管理 3 个学术学位授权点；公共管

理硕士（MPA）、税务硕士（MT）2 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开办 5 个本科教育专业，拥

有中央与地方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精品课程等一系

列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学院已形成了本、硕、博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和相互交融、

相互支撑的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学科体系。

学院科学研究成果丰硕。近年来，在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800 余篇，其中权

威期刊论文 60 余篇，CSSCI 来源期刊学术论文近 100 篇；学术论文被 EI 收录、ISTP

收录和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 50 余篇；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课题 50 余项；

正在承担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课题 40 余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20 余项。

学院服务社会成效突出。学院注重发挥自身的智力优势与专业特长，广泛开展

多种形式的干部培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财税干部和公共管理人才；积极承担

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委托的横向项目，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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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着力打造办学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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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型人才；着力加强财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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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建设，巩固和进一步提升其在国内的重要优势地位；着力提升公共管理学科水平，

稳步扩大其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影响，推动学院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提供）

会计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是国家级第二类特色专业，江西省重点学科。1958 年组

建财务会计系，1978 年恢复财务会计系的建制，首任系主任为全国著名的会计审计

学家裘宗舜教授。1998 年 7 月，经批准在原会计系和理财系的基础上组建会计学院，

首任院长为秦荣生教授。现任院长为章卫东教授，院党总支书记为彭清宁副教授，

名誉院长为郭道扬教授，首席教授为张蕊博士；院党总支副书记为陈光秀老师，副

院长有余新培教授、谢盛纹教授、荣莉副教授、樊明老师。学院下设会计系、理财

系、 CPA 教育中心、会计电算化教育中心四个教学机构。设有会计学、财务管理学、

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ACCA（英国特许会计师）专业方向等四个本科专业及专业方

向，其中会计学专业（含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财务管理学专业为江西省品牌专

业。

依托会计学院，设有会计发展研究中心（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和会计硕士专业专业（MPAcc）学位教育中心，上述两机构与会计学院合署办公。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 101 人，其中专任教师 89 人。专任教师中有教

授 29 人、副教授 31 人；博士 24 人、在读博士 13 人；博士生导师 4 人、硕士生导

师 44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人、国务院政府津贴享有者 2 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

科带头人 6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3 人；江西省百千万第一、二层次人才 2 人，财政

部首届“全国高级会计人才——会计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 1人。三十多年来，学

院人才辈出，既有老一辈资深的会计审计学家裘宗舜、成圣树教授，又有新的一批

潜心研究、成果丰硕的中青年会计审计学者，已经形成了一支高学历、高素质的教

师队伍。

学院学科建设历史积淀深厚，成果丰硕。会计学科是国家级第二类特色专业，

江西省“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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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获在工商管理学下招收会计、财务管理方向博士后权，2007 年获会计硕士专

业学位招生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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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手工会计实验室、电算化会计实验室和两个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财

务数据处理实验室和会计风险控制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室。

学院学科研究硕果累累。会计学院成立以来，承担了国家自然基金和国家社科

基金课题 6项，部省级课题 130 多项；出版学术论著 40 多部；在《管理世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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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研究》、《审计研究》、《财政研究》等著名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100 余篇，

已在会计基本理论、诉讼会计、企业经营业绩评价、公司融资、财务报告披露的民

事责任、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审计史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在国内较有影响的科研成

果。

学院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自 1978 年复校以来，一共为国家经济建设

培养了本科生 14000 多人，硕士生 1100 多人，博士生 10 余人，其中有著名企业家

用友软件公司总裁王文京、上海剑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深圳特区房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建国、民信盛大（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冷清桂，还有

著名学者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商学院院长刘贤方教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导师

夏冬林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魏明海和林斌教授、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博士生导师秦荣生教授等；会计学院具有较高的办学声誉，先后获得获得“全国先

进班集体”、“ACCA 课程考试全球第一或中国大区第一”、“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省社会实践先进单位”等部省级以上奖励 50 多项。

学院将继续贯彻学校的战略方针，携手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以培养应用型高

级会计人才为已任，开拓进取，锐意创新，为创建全国一流的会计学院而努力奋斗。

（会计学院提供）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是江西财经大学创办最早的四个专业学院之一，其前身为贸易经

济系，始建于 1958 年。1987 年改为国际经贸系。1998 年 7 月由国际经贸系和经贸

外语系合并组建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2000 年 9 月经贸外语系分出，其余系和

专业组建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2009 年 6 月更名为国际经贸学院。

目前学院下设国际贸易和电子商务 2 个系，拥有博士学位授予点 1 个（国际贸

易学）、硕士学位授予点 3 个（包括国际贸易学、世界经济 2 个学术型硕士学位授

予点和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点）以及国际经济与贸易和电子商务 2 个本科专

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其中，国际贸易学是江西省在该领域的唯一博士

点、硕士点和江西省“十五”、“十一五”期间重点学科；世界经济为江西省在该

领域最早的硕士点；国际商务硕士是江西省在该领域的唯一硕士点；国际经济与贸

易专业则是教育部国家管理专业和江西省高等学校品牌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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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专业指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

财务管理专业，其中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主，以财务管理专业为辅。

学院历任主要领导依次为吴沛然、姜延萍、赖亚英、黄志永、伍世安、胡惠才、

廖进球、战勇、陈绵水、黄建军。现任院长袁红林博士，党总支书记刘金凤教授，

党总支副书记叶绍义，副院长张曦凤、刘晓峰、刘振林、吴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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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院 50 多年来，国际经贸学院一直致力于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国际经

贸创业型人才。学院累计培养各类毕业生近 6000 人。其中，商业经济硕士 40 余人，

国际贸易学硕士近 200 人、世界经济硕士 30 多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 3000

多人，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 400 多人，贸易经济专业本专科生 2000 多人。近五年本

科生一次性就业率在 95%以上，研究生常规就业率达到 100%，考取博硕士研究生和

出国留学比率达到 10%，行业遍及外贸、金融、IT 和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在全国享

有较高的招生与就业声誉。

2011 年学院教职工总数为 55 人，其中行政人员 16 人，教师 39 人。学院荟聚

了一大批国际经贸领域专家、学者，其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16 人，具有博士学位

的教师 25 人，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20 人，省部级学术带头人 5 人，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 人，基本上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为主体的年龄结构、知识结

构比较合理的师资队伍。此外，还聘请了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知名企业家担任我

院客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原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王林生教授被聘请担任我院名

誉院长。

学院十分重视教师业务素质和教学技能的提高。营造良好的学术发展外部环境，

外出参加“2011 年全国国际贸易学科组年会”等重要学术会议 24 人次，新增 3 名

教师担任全国高校贸易经济教学研究会等常务理事、理事；加强与中国社科院世经

所等对口单位的学术联系，外请国内高水平专家来院讲学 14 人次，引进英国、澳大

利亚和日本等专家讲学 5 次。以打造校图书馆的专业二级馆为建设目标，新增投入

5万元改善图书资料室等科研硬件环境。

2011 年学院科研成果丰硕。全年完成科研分 370 余分，出版著作 4部，发表权

威论文 19 篇，立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4项、省“十二五”规划课题 2项、省教育厅

人文社科课题 2项、省教育厅教改课题 1 项、视同国家级课题 4 项、其他各类课题

2 项；权威论文显著增多，且紧扣学科规划方向，重大项目获历史性突破，特别是

由伍世安教授牵头的课题《国际资源性商品市场定价格局与我国对策研究》成为我

校第三项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2011 年学院服务社会成果显著。完成“江西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发展战略规

划”等服务地方政府商业规划、企业发展对策咨询的横向课题 8项，资助金额达 155

万元；李秀香教授提交的《建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大力发展地源热泵产业》

提案被评为省政协 2008－2010 年度优秀提案。承办了 2 期商务部援外培训项目“发

展中国家财经管理研修班”和 1 期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青年英语人才培训班，举办

了全省大学生创意电子商务大赛。与商务部、农业部、省商务厅、南昌海关等政府

部门和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企业达成合作意向，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

策，加大了院政、院企合作力度。

2011 年党建思政强创新，整体工作再创新辉煌。搭建党群互促、师生共赢的创

先争优平台，使教工党员在教书育人等各项工作中准确定位先锋角色。创新学生思

http://210.35.207.182/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2847&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0.35.207.182/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2847&pageFrom=common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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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育品牌，开展“星耀国贸”文艺晚会、“英语协会”、“模拟江西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成长·红青藤”等“星耀国贸”系列精品活动，营造良好学风，提高

学生素质。推行辅导员就业联系班级制，注重以职业生涯规划为核心，提升全程化

就业指导和服务水平；加大校友工作力度，依托深圳、北京和上海校友分会拓宽就

业渠道；成功举办 2011 年商贸类人才专场招聘会，引进 40 多家企业提供 400 多个

就业岗位；签约就业率、常规就业率分别为 90.51%和 53.28%，比往年均有提高，研

究生、公务员录取率分别为 10.46%和 2.85%，高于校平均水平。党团建设也取得丰

硕成果，党建项目获批校创新探索型、典型示范型项目各 1 项；学生党支部获学校

通报表扬；院分团委获评多项集体荣誉。

2011 年主要荣誉：

1、党总支获评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再次获评校“六进楼栋”综合示范点。

2、获评校 2011 年“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先进单位”。

3、获评省“2011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竞赛优秀组织奖”。

4、获校“五四红旗”分团委、优秀学生分会、暑期“三下乡”优秀实践队；院

青协获评校先进集体；院英协被授予校十大品牌社团称号。

（经贸学院叶绍义提供）

经济学院

学院于1999年 11月 18日经财政部批准由原经济学系和原计划统计系国民经济

管理教研室组建设立；现任院长陈富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党总支书记毕正华教授，

副院长席小炎副教授、副院长廖卫东教授，副院长李国民副教授、副院长彭敏，党

总支副书记吴太福副教授。

经济学院下设三个教学系、院办公室、教务办公室和院分团委：

一、经济学系 以培养“政治经济学”等专业研究生和经济学专业本科生为主及

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重点的教学科研单位。该系在江西省最早具有政治经

济学博士点，硕士点，是江西省高校“理论经济学”高水平所在的单位。

现有硕士点 1 个（政治经济学），硕士生导师 7名：王小平教授、戴达远教授、

江建强教授、张继良教授、康静萍教授、龚立新教授、熊俊教授、彭武汉教授、罗

雄飞教授。有本科经济学专业，每年招生 200 名。

现任系主任彭新万副教授。现有教师 15 人。他们是：康静萍教授、张继良教授、

彭武汉教授、龚立新教授、熊俊教授，罗雄飞教授，彭新万副教授、许光伟副教授、

封福育副教授、桂林副教授、段长征讲师、万道琴讲师、杨勇讲师、张荭讲师、胡

德龙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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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经济管理系 为各级政府、大中型企业、各种社会中介机构、高等院校

培养需要的战略规划制定、宏观经济运行咨询、国民经济管理教学与研究、区域经

济发展等专业人才。 国民经济管理系现有本科、硕士点（国民经济学）一个和在职

硕士研究生班三个培养层次。其中国民经济学硕士点每年招收生 10—15 名，下设三

个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投资经济与管理、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现任

系主任杨飞虎教授，现有教师 10 名。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研究、国家计划、可

持续发展战略、国民经济运行与调控、政府行为研究、资本市场、金融犯罪研究。

三、国际经济系 是以培养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和经济学专业国际经济方向

本科生为主及研究西方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理论为重点的教学科研

单位。该系在江西省最早拥有西方经济学博士点和硕士点，是江西省高校“理论经

济学”高水平所在单位。

该系现有专职教师 20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8 人；教授 4人，

副教授 7 人，讲师 8 人；博士 10 人，在读博士 7 人。现任系主任为饶晓辉副教授、

副主任罗昌翰博士。其他教师是：廖卫东教授、黄文华教授、袁庆明教授、席小炎

副教授、陶然副教授、何建春副教授、邹东红副教授、鲍赣峰副教授、李国民副教

授、罗昌瀚副教授、周海欧副教授、饶晓辉副教授、赵志峰讲师、余红斌讲师、雷

俊讲师、喻国平讲师。

五、院办公室 学院办公室是受院行政、院党总支直接领导的综合办事及联系学

院各项工作的中枢和纽带机构，围绕学院中心工作发挥参谋助手、协调综合及督促

检查作用，也是学院对外联络的窗口。

六、教务办公室，设有博士点秘书、教学秘书、科研秘书。

七、院分团委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分团委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其前身为江

西财经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分团委下设 15 个团支部，共有共青团员 587 人。

作为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经济学院分团委在校团委和

学院党总支的领导下，围绕学校、学院党政中心工作，团结教育和服务全院广大青

年学生，为青年团员成才成长创造性开展工作。分团委主要负责全院团组织建设、

团员民主评议、评选表彰先进、推优入党、青年志愿者活动等工作，积极推进大学

生素质拓展工程。在历年学生工作中，分团委充分发挥了主体作用，成功带领我院

学生开展了各项工作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在安义县东阳

希望小学、南康市十八塘中学等地方设立了我院的爱心基地。

（经济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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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成立于 2003 年。2009 年与统计学院合并为金融与统计

学院，2011 年 7 月分拆之后恢复成立了新的金融学院。自 2003 年学院成立以来，

学院教师倾大量精力和集体智慧，努力打造“金融学”专业并取得显著成果。学院

拥有江西省唯一的“金融学”专业博士点，同时还拥有“金融学”专业硕士点和“金

融硕士”、“保险硕士”专业学位项目，开设“金融学”和“保险学”两个本科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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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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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建成中央与地方共建项目“金融

模拟综合实验室”，现已投入使用。

学院现设有货币银行系、国际金融系、证券投资系和保险系四个教学单位，拥

有江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研究中心。同时还拥有三

个校级研究机构——金融研究所、中澳亚太资本市场研究中心和证券期货研究所。

学院还设立了应用金融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

金融学院是江西财经大学具有传统优势的教学学院，在多年教学和科研工作中

形成一支知识结构、专业技术职称结构、学缘结构和年龄结构较为合理的优秀师资

队伍。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52 人，其中教授 16 人、副教授 17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27 人；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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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5

人，“江西省千百万人才工程人选”1 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人，

以及一支以吕江林教授为代表的“金融学”课程的江西省优秀教学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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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玲等博导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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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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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院教师先后在“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Actual

Problems of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和《金融

研究》等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70

90 余项，出版各种著作和教材 30 余部，获国家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

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1 项、获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9 项。

学院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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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金融创新、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国际研讨会；2008 年举办了“2008 中

国金融学科建设研讨会”。2009 年承办“全国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联考工作第十

三次会议”。2010 年举办了“21 世纪中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论坛”。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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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院拥有全日制在册学生 2000 余人，其中，本科生 1700 余人，研究生

240 余人；学院要求学生掌握金融学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鼓励学生积极投身各类

学术竞赛活动，我院学生代表队先后在首届“世华杯”全国大学生模拟股票交易大

赛荣获团体金奖，首届“工商银行杯”全国大学生银行产品创意设计大赛中荣获三

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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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学院提供）

统计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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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我校为我国首批统计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单位，为学

校学院的发展增添了无穷的动力，几代江财统计人的宏图抱负终于实现。学院设有

数理统计系、经济统计系、金融统计系等三个教学系以及统计理论方法研究中心、

应用统计研究中心、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生态经济统计中心等研究机构。

在 30 多年本科办学的历史，学院造就、凝练了一大批德艺双馨的优秀专业教师

队伍，在学院现有的 35 名教师中，有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江西省教学

名师 2 人，教授 15 人，博士 25 人，在读博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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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余项；建

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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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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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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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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统计学专业成为全省本科就业率排名前第八位，成为唯一一个进入前

十强的经济学科专业，在校内，统计学专业就业更是以"三高"（就业质量高、就业

率高、考研录取率高）著称，自学校 2002 年学校统计就业率排名以来，统计学专业

常规就业率 2002-2008 连续 7 年列学校前三名，2002-2006 年常规就业率列全校第

一，囊括了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全部奖项，是全校唯一的就业工作示范点，新华

网江西频道 1 月 24 日以"江西财经大学就业服务推行五化工程"为题，《中国教育报》

2007 年 3 月 16 日以"江西财大：就业培养全程化就业资源可持续化"为题，《江西

日报》3 月 27 日以"江西财大掀起学生就业总动员"为题，《江西日报》6月 9日以"

大学生就业：信息细分提高成功率"为题，对我院的就业工作进行了报道和高度评价。

近年来，统计学专业就业优势显现，就业质量和就业率超日益显现。

（统计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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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院长方志军教授，党总支书记夏国华，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徐升华教授，副院长

廖国琼教授（分管科研工作）、华长生教授（分管教学工作）、张军（分管行政工

作），党总支副书记韩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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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位授权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经济管理决策与分析、服

务计算及应用、数量经济学等 5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管理科学与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2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数量经济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点，以及计算机技术、物流工程、项目管理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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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经济学为江西省“十五”、“十一五”重

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下设数量经济学等二级学科)为江西省首批

高水平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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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t.jxufe.cn/teacherinfo.asp?id=20
http://sit.jxufe.cn/yxld.asp?id=203
http://sit.jxufe.cn/yxld.asp?id=98
http://sit.jxufe.cn/yxld.asp?id=193
http://sit.jxufe.cn/yxld.asp?id=80
http://sit.jxufe.cn/teacherinfo.asp?id=102
http://sit.jxufe.cn/yxld.asp?id=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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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设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计算科学、管理科

学等 4 个本科专业，其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为国家第一类特色专业，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江西省品牌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江西省特

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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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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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下设信息管理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数学与数量经济系、数学与管理

决策系、实验中心等教学管理机构；拥有江西省电子商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数据

与知识工程江西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以及江西财经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所、数量

经济学研究所、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金融数学与保险精算研究所、数字媒体

研究所、智能信息处理研究所、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获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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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江西财经大学图像处理与智能信息处理创新团队、供

应链管理与物流工程创新团队、网络应用与安全创新团队；拥有全国计算机等级考

试基地、国际项目管理（IPMP）资质认证江西代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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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个毕业设计专用实验室。

学院现有教职工 111 人，其中全职教师 95 人、柔性特聘教授 3 人、行政人员

13 人。教师中，博士生导师 13 人（含外聘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 38 人，教授

26 人（其中，校首席教授 2 人，特聘教授 3 人）、副教授 32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 4 人、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

选专家 1人，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人选 1 人、高端人才

柔性特聘计划人选 1 人，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4 人，江西省中青年学

科带头人 8 人、江西省骨干教师 8 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4 人，江西青年科学家称号

1人，江西省十大科技明星称号 1人，具有博士学位 52 人、在读博士 15 人。

近年来，学院立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0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0 项、其他国家级项目 6项（如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国家电子发展基金项目等），

立项主持省部级课题 120 余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和社科优秀成果奖 40 余项；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 200 余篇，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

500 余篇，SCI 收录论文 70 余篇、EI 收录论文 180 余篇；出版专著、教材 40 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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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自 1997 年开始组队参加全国数学建模比赛，2001-2010 年共获全国一等奖

12 项。

近几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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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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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 2009 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2008 年获“江西省师德师风

建设先进集体”称号，2007 年获“江西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全省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学院团组织 2004 年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总支部”

称号。

（信息管理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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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组

建，学院以人才培养为己任。现任院长吴志军教授、博士，党总支书记王琪副教授。

学院宗旨为“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一流的规划策划专才”。目前，学院已

形成以本科教育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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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下设 4个教学系：旅游管理系、资源环境系、工程管理与城市规划系、房

产与土地管理系。学院设立 3 个研究中心：旅游规划与发展研究中心、房地产开发

与管理研究中心、土地资源规划研究中心。

学院设立了实验中心，下设旅游管理与规划省部共建实验室、资源环境与地理

信息系统实验室、生态景观设计实验室及工程管理实验室等 15 个实验分室，其中生

态环境实验教学中心为江西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室总面积近 3000 平方米，

拥有先进的实验教学设备，总值达 600 余万元。能承担旅游管理、酒店及旅行社管

理、城市规划、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专业所有实验课程，并

能为师生从事科研课题研究和社会实践服务。学院还在深圳、厦门、南昌、井冈山

等地建立了 30 余个教学实践基地。

学院现有旅游管理、城市规划、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

工程管理 5 个本科专业，旅游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中国近代史等 3 个硕士点，拥

有旅游管理专业硕士（MTA）学位授权。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截止 2011 年 3 月，学院现有教职工 55 人，其中教授 5 人，

副教授 22 人，博士生导师 1 人，硕士生导师 17 人，省百千万人才 1 人，江西省中

青年学科带头人 4 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23 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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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师积极投身科研创新，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近年来，学院教师共发

表学术论文 400 余篇。其中，核心及以上级别论文 160 余篇，权威刊物论文 30 余篇。

出版专著教材 30 余部。学院教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6项，

省部级科研课题 60 余项。

学院还发挥智力优势，积极为地方建设服务，如参与了“江西省建设国家级生

态示范县、建设全国环境优美乡镇规划和方案”的论证、“江西省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村庄规划任务”、“江西兴国县旅游业总体规划”、“江西安义县乡村旅游规

划”、“江西星子县土地利用规划”等。学院还承办了各类培训班，如南昌铁路局

高等级列车员培训班、江西铜业集团公司干部培训班等。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提供）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即用友软件学院，成立于 2002 年 6 月。2009

年，与江西财经大学电子学院合并，更名为江西财经大学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具

有学历教育和学位教育办学资格，是江西财经大学直接领导和管理的本科专业性学

院。

学院现有计算机软件与理论、教育技术学 2 个硕士点；网络工程、软件工程、

通信工程、电子工程 4个本科专业，其中软件工程专业设有软件工程+会计学、软件

工程+金融学、企业信息化和嵌入式系统 4 个方向。学院现有专职教师 51 人，博士

及在读博士 36 人，在校本科生人数近 1000 人。

自成立以来，学院大胆创新，走“院企联合”的办学新思路，与多个国内外著

名公司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开辟产学研基地。学院充分利用江西财经大学的办

学资源和学科优势，结合各合作公司研发优势和丰富的市场资源，采用与国际接轨

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学生系统学习专业知识、提高专业能力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学

院通过高位嫁接、内请外聘、名师授课，推行博士挂帅的本科生导师制，加快学科

建设，不断提升科研档次，走教研结合之路，创江财工科品牌。力争在短时期内把

学院建设成为“在江西有优势、在华东有特色、在全国有影响”的一流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打造新型软、硬件人才教育基地。

学院将不断完善办学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建设，将人

才培养与软件、电子通信产业需求紧密结合，培养优秀的软件、通信人才，为江西

软件、通信产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软件与通讯工程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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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成立于 2000 年，下设 4 个系（部）（商务英语系、大学英语教学

一部、大学英语教学二部、亚欧语系），1 个科研机构（翻译研究所），3 个教辅部门

（办公室、视听中心、分团委），1个社会服务机构（江西财经大学外语培训中心）。

学院现有 1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外国语言文学)，2 个本科专业(商务英语、日语)。

学院教职工结构合理，目前有教工 124 人，专任教师 110 人。其中教授 10 人、

副教授 24 人，硕士生导师 7人，博士（含在读）12 人，硕士 77 人，进入博士后流

动站 3 人。省重点学科带头人 1 人，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2 人，校级中青年骨

干教师 3 人。

学科建设已在省内同行中居于领先。2005 年英语语言文学学科由国务院学位办

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点， 2006 年英语语言文学学科被江西省教育厅批准为江西省

“ 十一五 ” 重点学科，2010 年获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科研创新能

力不断加强。在论文发表、专著出版、教材编写、译著出版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

立项国家级课题 3 项，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 30 余项，获省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6

项。

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成效显著。2007 年获教育部 65 所大学英教学改革示范点项

目学校， 2008 年顺利通过教育部中期评估；大学英语教学实验中心获省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大学英语四、六级通过率连续多年名列江西省第一。

国际化办学上也初见成效，现已和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达成了协议，并已招收了

硕士预科生进行学习；和日本冈山商科大学签订了友好协议书，从 2012 起，日语专

业的学生可赴日本冈山商科大学留学一年或两年。

学院将继续贯彻学校的战略方针，致力于教学改革与研究，开拓进取，锐意创

新，为外语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外国语学院金晓凌提供）

人文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新人文学院成立于 2009 年 7 月，由原人文学院的社会学系和原艺

术与传播学院的中文系、新闻系及传播系整合而成。原人文学院成立于 2002 年 6 月，

其前身为马列主义教学部；原艺术与传播学院成立于 2002 年 6 月，其前身为经济文

化传播系；人文学院现任院长陈家琪。

人文学院现设有中文系、新闻系、传播系和社会学系四个教学系；具有中国古

代文学、传播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社会学 4个硕士点，其中 “中国古代文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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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重点学科。此外，我院的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MSW）已于 2009 年 7 月申

报成功，是我省唯一招收全日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的学科点。

人文学院现有教工 67 人，其中专职教师 60 人，专职行政人员 7人；教授 9 人，

副教授 11 人，讲师 38 人；有 25 人具有博士学位，有 7 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其

中有省部级学科带头人 3 人，省部级中青年骨干教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22 人。

在科研方面，始终把开展人文社科研究作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创业型人才的

神圣职责。近五年来，在核心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00 余篇，30 余篇论文被《新

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报刊全文转载。主持完成了 2 项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课题和 26 项省级课题。正承担着 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 项教育部课题，

其他省级课题 12 个。出版学术专著 12 部，译著 1部，主编或参编教材 10 余部。获

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省社会科学青年优秀成

果奖、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等省级以上奖项 23 个，校级奖 12 个。

（人文学院提供）

法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源于 1984 年设立的经济学系经济法教研室；199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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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现设法学系、民商法系、经济法系、宪法与行政法系等四

个教学系和江西生态法律研究中心、经济法研究所等七个研究所，以及法律硕士（JM）

教育中心、法学综合实验中心、院办公室、分团委、校友联络办公室、国际合作与

交流办公室等行政机构。

从 1999 年起法学院先后获得经济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民商法学等 5 个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和 1 个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前不久又获

得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是江西省最早取得法律硕士授予权的单位，是江西省最早

取得法学硕士授予权的单位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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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江西省拥有法学博士及在读博士人数最多的法学院。我校经济法学连

续两次被评为江西省的重点学科，法学专业是国家特色专业、全国管理的本科专业、

江西省品牌专业、江西省特色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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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章监狱教学实践基地”和“青湖乡南楼小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为江西省大学生社会实践示范基地。

全院教职员工有 63 人，其中专任教师 51 人，博士 23 人、在读博士 15 人，博

士和在读博士占专任教师的 75%；教授 18 人，副教授 18 人，教授和副教授占专任

教师的 71%；其中有江西省学科带头人 4 人，江西省骨干教师 7 人，校骨干教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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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博士生导师 1人，硕士生导师 31 人。2005 年以来，法学院教师科研成果丰硕，

获准立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11 项，司法部、教育部课题 13 项，《法学研究》发表

论文 4 篇，出版学术专著 43 部，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29 项，法学类科研成果的

数量和质量均列江西省高校首位。成功举办 2005 年全国经济法学年会、2006 年经

济法学高端论坛、2007 年外国法制史年会、2008 年全国商法学年会、2009 年全国

法学期刊研究会年会、2010 年经济法学科建设与发展论坛，每年邀请 20 名以上的

国内法学专家来学院讲学。目前法学院与台湾东吴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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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了江平、梁

慧星、陈兴良、青锋、潘维大、洪家殷等知名学者和司法部门领导担任法学专业客

座教授，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前来法学院讲学，江平、陈光中、马克昌、赵秉

志、杨紫煊、梁慧星、杨振山、龙卫球、莫纪宏、周振想、青锋、潘维大、洪家殷、

瑞克•萨等专家已先后多次来校讲学。

目前在校本科生 421 人，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428 人。在校硕士研究生 731 人，

其中法学硕士研究生 241 人，法律硕士研究生 490 人（其中全日制法律硕士 187 人）。

是同类院校中为数不多的可颁发“双证”的第二学位教育单位，是在同类院校中教

学方式创新走在前列的单位。为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业型法律人才，法

学院通过反复探索，在人才培养模式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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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逐渐形成以“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重实践”

为特征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以“讲、辩、写、练”教学法为主导的专业培养特

色。

法学院的教学和办公设备优良。在麦庐园校区有新建的现代化教学和办公大楼，

多媒体教室、模拟法庭、法学资料室、电子阅览室等设施完整配套，国内一流。

我院是本科生规模的小学院，但是全校团学工作的大学院。院分团委获得“全省五

四红旗团委”和“全国五四红旗团委”，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获得“全省十大杰出集

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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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党总支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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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届全国高校法律英语大赛中，我院学生获得

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我院还获得最佳组织奖。

经过十九年的不懈努力，我院基本实现了在江西有优势、在同类有特色、在全

国有影响、在海外有发展的办学目标，正在努力朝着新的更高的目标迈进。

（法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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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艺术学院于 2009 年成立，由原艺术与传播学院的音乐系、艺术设

计系和原资源与环境管理学院的工业设计系、园林系组成。现有音乐学、艺术设计

学（有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广告设计、数码设计、景观设计 5 个方向）、

工业设计学 3 个本科专业，有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观赏园艺与

园林植物二级学科硕士点。2002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2007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学院有专业教师 76 人，其中教授 11 人，副教授 19 人，博士（含博士生）14

人，文化部文化行业高技能人才、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各 1 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

科带头人 2 人，江西省文化艺术学科带头人 3 人，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

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若干人。师资来源广、学缘优、学历层次较高。教学科研

成绩显著：近年获得国家、省部级项目近百项，出版著作、教材几十部，发表论文

上千篇，承接地方服务项目上百项；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我们按厚基础、强能力、重应用的理念，探索三个课堂联动的培养模式，培养

了一批高素质高水平专业人才。学生在红点、if、idea、中国之星设计大赛、全国

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中国学院奖、中国红歌会、中华红歌会等国际国内重要竞赛

中成绩优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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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考研率不断上升，就业率高，就业质量好。

（艺术学院提供）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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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篮排足球教研室、乒羽网球教研室、综合教研室、体育理论教研室和军事

理论教研室共五个教学系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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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课程和新生军训工作，并招收体育经

济管理硕士生（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和社会体育本科生(体育类考生，授教育学学

士学位)。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63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25 人，博士（含在读）9 人，

硕士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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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金牌

讲师３人。学院按照“健康体育、快乐体育、个性体育、终身体育”的教学理念，

在江西省内开设了网球、轮滑、跆拳道、瑜珈、攀岩和击剑等多个新兴公共体育课

程，公体教学选项模式日臻成熟，处于省内领先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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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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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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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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各项运动队竞赛成绩突出，在

省级以上体育竞赛共获第一名 32 项次，前六名 146 项次。

对接我校经济管理优势学科和发展方向，体育产业是我院学科和科研主导方向。

体育学院自 2008 年起已连续 4 年获得 6 项国家级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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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南昌第

七届城市运动会期间，体育学院超过百名师生参与到七城会科研、组织和服务工作

中，受到省领导和七城会组委会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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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校“做

强”目标的最终实现作出新的贡献。

（体育学院提供）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 2009 年 7 月，其前身为 1990 年成立的马

列主义教学部。历任领导为敖传卓、匡萃坚、沈谦芳、钟华、陈家琪、谢新力、刘

彪文，现任院长陈始发，党总支书记江水法，副院长黄欣荣、夏德根、唐书麟。

学院现有哲学系、历史系、政治学系、思政系、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学院办公室等 6 个院属机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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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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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 个非实体研究机构。

学院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1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马

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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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理论”、“科学技术哲学”、

“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等 7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

级学科为“十二五”省级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省级精品课程。

学院现有教工 47 人，其中，专职教师 41 人，教授 11 人，副教授 18 人，讲师

12 人；博士 23 人，在读博士 1 人，硕士 19 人；博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27

人；省部级学术学科带头人 3人，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1 人，省级教学名师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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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科研学术骨干教师 1 人。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8 项，在

研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5项；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 39 项、在研省部级课题 12 项；出

版专著 15 部，在 CSSCI 刊物发表论文 150 余篇，在《哲学研究》、《新华文摘》、

《求是》、《中共党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光明日报》、《当代世界

与社会主义》、《国外社会科学》、《世界历史》等国家权威报刊发表论文 23 篇；

荣获省级以上教学科研奖项 29 项。

学院承担了全校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各层次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任务，2008 年被评为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先进单位、2009 年被评为江西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马克思主义学院提供）

MBA 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 MBA 学院是江西省首家通过国家评估合格的 MBA 培养单位，也是

省内唯一一家拥有 EMBA 办学权的院校，肩负着为国家及江西省培养高素质企业管理

人才的重任。自 1997 年、2009 年分别取得 MBA、EMBA 办学资格以来，江西财经大

学 MBA 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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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目前拥有 EMBA、中美合作办学 MBA、中澳合作办学 MBA 以及 EDP 四个项目，

各类在校 MBA 研究生、EMBA 学员达 800 余人。

经过多年的建设，江西财经大学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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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内容上，凸显独特的财经类学科群优势，注重联系实际，培养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方式上，强调案例教学，课堂讨论，企业考察与走访，以及体验式情景教

学结合；

在教学手段上，博采众家所长，海纳百川，任课教师全部采用多媒体互动教学。

MBA 学院内部实行项目与职能相结合的矩阵式管理负责制，每个项目都有专职

人员负责项目的全过程管理。MBA 学院是一支职业化的管理队伍，所有的教职员工

都具有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强烈的服务意识，以及值得称道的敬业精神，其中博

士 2 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数达 100%。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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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A 学院。

（MBA 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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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现有在校高职学生 2832 人。

开设了会计 、会计电算化、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财务管理、市场营销、

商务英语、计算机应用技术、应用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微电子技术、酒店管理、

物流管理、园林技术等 14 个专业。学院依托江西财经大学雄厚的办学实力，以其高

水平的师资、浓厚的学习氛围、良好的就业前景，体现了本科院校办高职教育的强

大优势。

学院坚定地走“坚持以育人为根本，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

坚持质量立院，特色强院，产学结合的发展方略，坚持理论学习，能力锻炼，素质

养成三结合的培养路径，坚持不断提升稳定率，就业率和升学率”，培养具有高尚的

职业道德、娴熟的行业规范、精湛的职业技术、过硬的“信敏廉毅”素质的实用型

人才的办学之路,不断凸现本科院校高职的规范性和示范性，使高职教育居于全省领

先地位。

学院始终坚持以育人工作为中心,十分重视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学生

管理体系等三大体系建设,注重学生个性潜能的挖掘和素质的全面提高。

学院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为学生设计、提供不同的发展途径。第一、制定符合

学生全面并兼顾个性发展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培养方案，奠定学生培养工作的牢固基

础。第二、提供高质量就业单位，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六年突破 90%，名列全省公办

高职院校前茅，荣获“江西省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先进单位”光荣称号。第三、

鼓励学生 “专升本” 至全日制本科院校学习，学院 “专升本”升学率始终在

省内保持领先地位。第四、引导学生参加自学考试“专升本”，在专科毕业不久获得

自考本科毕业证并取得学位。第五、支持学生毕业后直接考研，引导那些获得自考

本科学历和学位的毕业生报考研究生。第六、帮助学生出国留学，参加国外高校的

“专升本”、“专升硕”项目。

学院按照教育部指示精神，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把顶岗实习等实践

环节纳入高职学生培养计划。根据区域和行业人才需求状况以及职业技术与职业岗

位的特点，学院积极探索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在为社会输送适销对路的高素质人

才的过程中，形成了江西财经大学高职品牌特色。

按照“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的要求，学院将实习与就业进行有效链接，即

学生可以通过参观实习（就业前的感性认识）、顶岗实习（就业前的体验教育）、毕

业实习（就业前的岗位试用），完全了解今后职业岗位对自己的要求。企业较稳定地

得到岗位和事业发展所需的实用人才，学生减少了学习的盲目性，增强了就业的自

信心，实现了企业、学校、学生三赢。

学院设立了国家级职业技能鉴定所，在北京、上海、南昌、深圳和珠海等地与

多家单位建立了学生实习实训基地，确保高职学生在校期间能够参加各类实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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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并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同时，学院与江西、广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

北京等诸多省市的用人单位在就业方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由于我校高职毕业

生所具有的“敬业、诚信、善谋、实干”特点，大部分毕业生已成为各用人单位的

管理骨干和技术能手，深得用人单位的好评。

学院创建了“学生管理科＋年级辅导组＋班主任＋专题教育项目组”的学生教

育管理新模式。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紧紧围绕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实用型人

才这一目标，为学生搭建素质拓展平台，形成了以“四项基础教育工程”（爱国爱校

教育工程、校风学风教育工程、安全文明教育工程、团员意识教育工程）、“三项精

品系列活动”（班级文化节系列活动、青春校园系列活动、日常行为养成系列活动）、

“两个创新实践阵地”（创新创业阵地、校园实践阵地）、“一个特色门户网站”（职

院在线网）为主轴的工作特色。

高质量、有特色的高职教育引来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几年来，《半月谈》、《江

西日报》《中国教育报》、《信息日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人才市场报》、《江西电

视台》、《江西教育电视台》、《大江网》等媒体介绍了我校高职办学特色，使学院社

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声誉越来越好。

作为本科院校办高职学院，江西财经大学浓郁而特殊的校园文化氛围、优良的

校园环境与教学硬件设施、优秀的师资、良好的学风以及高职与本科资源共享等办

学优势，吸引着省内外无数高分考生，这些优质资源使江西财经大学高职在历年高

招专一批次中录取分数屡屡“超三越二”。这些优秀的高职学生与其他层次的学生一

道在相同的校区学习和生活，完全融于校园文化整体之中，舒心学习，健康生活，

快乐成长。

（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国际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是我校迈入 21 世纪后，依托本校在经济、管理学学科

背景和专业优势而成立的新学院之一。作为教学管理型单位，国际学院的主要职责

是我校本科教学改革实验班的教学组织协调和学生日常管理，其历史使命是成为我

校对外交流的门户和展示国际化办学的窗口。

学院的办学特色是：按照“教学相长、中西合璧、外引内联、高位嫁接”的原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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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国际化经济管理人才。

学院的办学定位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立足本科教育，不断改革创新，建

设国内一流的、富有经济管理特色的国际学院，逐步形成江财自主的国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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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学科定位是：聚全校之才，举全校之力，集中发展会计学、金融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学科的国际化办学，积累经验，以点带面，努力实现江财经济管理类

学科国际化办学的全面发展。

学院的办学层次定位是：以本科教育为主，适度发展留学生教育，努力开拓研究

生教育。

当代高等教育已逐步形成了四个主要趋势，即大众化、产学研一体化、国际化

和现代化。其中，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源于经济全球化的带动和推波逐浪，全球性

的高等教育资源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可避免，全球性的师资资源重新配置大势所趋。

面对这种趋势和竞争，全国高校应对的战略和举措各异。国际化程度的高低已成为

衡量一所高校办学水平的标杆之一。我校地处中部相对欠发达地区，如果不解放思

想，创新办学方式和机制，捕捉高等教育开放发展的有利机遇，我们就会永远地落

后、被动和挨打。而从资源等各方面客观条件来说，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让全

校全面跟上国际化并不现实。集全校精英组建国际学院，就是要使之成为我校对外

交流的门户和展示国际化办学的窗口，并且在校内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以点带面紧

跟高等教育的大趋势。而我校经济管理类为主业特征的办学模式也为现阶段集中力

量办好以商科为主的国际学院提供了可能。

关乎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我校作出了明智的选择：抓住发展机遇，整合全校资

源，选择会计学、金融学和国际商务三个品牌专业为突破口，试办本科教学改革实

验班，组建国际学院。开展国际化教育，既是我校面临挑战时的生存需要，更是我

校争创一流的发展需要。

成立于 2002 年的国院学院依托我校会计、金融、国贸三个省级品牌专业，设国

际会计、国际金融、国际商务三个专业方向，现有教学管理和行政人员 18 人，均拥

有硕士以上学位。师资构成为“三位一体”模式，即学校双语老师为主体、海外优

秀教学资源为重要力量、学院自有师资为补充。

与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43 所高校建立了长期而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现有 72

个合作交流项目。

建院 6 年来，学院紧紧围绕我校的中心工作任务，不断开拓进取，勇于改革创

新，业绩硕果丰富，社会声誉鹊起，为我校国际化办学和二次创业做出了应有的努

力和阶段性的贡献。学院的学生素质和学习风气得到师生、家长和社会的普遍赞同。

越来越多的学生成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更为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以第

一志愿报考江财国际学院。

（国际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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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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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于 1981 年，经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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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万人，开设本、专科专业共 50 余个，设有函授教学站点 30 余个，累计毕

业生近 5 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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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继续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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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敏廉毅”的校训精神，在校党委和校行政的正确领导下，

继续脚踏实地、继续奋力开拓、努力把学校继续教育事业推向新的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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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学科协调发展的本科院校。学院是 2001 年 8 月由江西省教育厅和江西省发展计划

委员会批准设立，并于 2003 年 12 月经教育部予以确认的独立学院。

学院于 2001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学制四年，现有在校学生 6550 余人。学院现

设有经济学系、会计学系、工商管理系、信息管理系、文法系、外语系和思想政治

理论教学部，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等 8 个教学系部，设有会计学等 16 个专业。2011

年面向全国 2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

学院秉承 “信敏廉毅”的江财校训和“敬业乐群、臻于至善”的大学精神，依

托母体学校雄厚的教育资源和学科优势办学，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办学理念、发展目

标定位、人才培养定位、育人特色：

办学理念是：以学生成才为本，走质量立院之路

发展目标定位是：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省内一流、全国知名的财经类独立学

院

人才培养定位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应用型、

复合型、创业型人才

办学育人特色是：专通结合 因材施教 分类培养

2011 年，学院进一步夯实基础，充实内涵、开拓进取，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成

绩。

学院隆重举行了建院十周年庆典活动。2011 年 10 月成功举办了建院十周年庆

典活动。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教授专门为学院院庆题词：“以学生成才为本，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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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院之路”。校长王乔教授在庆典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通过举行庆典大会、“独

立学院院长论坛”等多种形式和载体向社会良好诠释和宣传了学院十年发展的办学

理念、办学经验和办学成果。整个庆典活动“喜庆、动情、鼓劲”，扩大了学院的

美誉度。

2011 年毕业生考研录取人数首次突破百人。2011 年共有 102 名同学分别考取了

四川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首

都经贸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 30 余所高校的硕士研究生。

学院 2011 届毕业生就业率在全省 13 所独立学院位居第一。2011 届毕业生就业

率为 88.05%，位列全省 35 所普通本科高校前十名，在全省 13 所独立学院中排名第

一。

我院当选为全国财经独立学院协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

我院 2008 级法学专业学生在国家司法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2008 级法学专业

共有 36 人报考，其中 18 人超过国家线，通过率远高于全国平均通过率，在全省 13

所独立学院中名列第一。

我院 2009 级会计学专业何苗同学在第 13 届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荣获全国大

学生英语竞赛特等奖，是全省独立学院学生中唯一获此殊荣者。

在学校文体比赛中成绩突出。在校第 21 届体育运动会上，我院学生和教工代表

队双双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在校第二十七届合唱艺术节暨“12·9”大合唱比赛中

获一等奖。

学院团委被评为 2011 年“江西省高校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许丽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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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情况

研究生教育

2011届毕业研究生共计866人，其中博士毕业生48人，全日制统招学术型硕士毕

业生540人，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193人，法律硕士毕业生85人。截止到九月的统计，

硕士研究生一次性就业率为94.74%。现将2011年研究生就业工作总结报告如下：

2011届研究生各专业整体就业情况

专业名称 人数 签约率（%） 在学校各专业中排名

传播学 12 100 1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2 100 1

教育技术学 2 100 1

科学技术哲学 2 100 1

旅游管理学 4 100 1

区域经济 3 100 1

世界经济学 8 100 1

土地资源管理 6 100 1

中国古代文学 2 100 1

中国近现代史 1 100 1

计算机应用技术学 7 100 1

国际贸易学 25 100 1

音乐学 4 100 1

财政学 20 100 1

广播电视艺术学 3 100 1

国民经济学 9 100 1

技术经济与管理学 3 100 1

劳动经济学 1 100 1

社会学 4 100 1

诉讼法学 8 100 1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2 100 1

西方经济学 10 100 1

政治经济学 1 100 1

经济史学 2 100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 100 1

农业经济管理 2 100 1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1 100 1

中共党史 2 100 1

民商法学 13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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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史 2 100 1

思想政治教育 2 100 1

新闻传播学 1 100 1

产业经济学 15 100 1

经济法学 42 97.6 34

企业管理学 28 96.4 35

会计学 126 96 36

行政管理 24 95.8 37

金融学 61 95.1 38

工商管理硕士学 193 94.3 39

社会保障学 13 92.3 40

统计学 11 90.9 41

英语语言文学 11 90.9 41

数量经济学 11 90.9 41

法律硕士（含法学、非法学） 85 87 44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7 85.7 45

刑法学 14 85.7 45

宪法与行政法学 4 75 4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66.7 48

合计 540 94.74

2011届研究生分地区就业情况

指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部沿海省份 其中广东 中部省份 其中江西省

就业人数 135 40 690 504 41

就业流向地

所占比例（%）
15.6 4.6 79.8 58.3 4.7

2011届研究生分行业就业情况

指标
党政

机关

高等教

育单位

中等、

初等教

国有

企业
升学

其他事

业单位

医疗卫

生单位

其他企

业

人数 68 79 6 205 10 14 6 431

比例（%） 7.9 9.1 0.7 23.7 1.2 1.6 0.7 49.8

一、2011年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主要工作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校研究生就业工作在全省高校研究生教育层次已处于前

列，在社会上和用人单位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拥有较好的口碑。2011年，根据学

校提出的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总体要求，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制定了“确保常规

工作，提高就业质量”的工作方针，将研究生就业工作从确保就业数量向确保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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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同时提升就业质量逐步转变。2011年，研究生就业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

面展开：

1.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依托学校品牌和校友资源，搭建平台，建立用人单位和

毕业研究生顺畅的招聘就业渠道，积极联系研究生校园专场招聘活动，利用各种会

议、讲座、座谈的机会，向用人单位和校友介绍和推荐我校研究生。截止6月末统计，

已有115家用人单位与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联系招聘研究生工作实习事宜，提供岗位

400余个，用人单位数量和岗位数量逐年增加。

2.我校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毕业研究生就业行业为党政机关，银行、证券、基金

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为帮助研究生提高公务员面试技巧，学习金融知识，了解行

业业务，做好人生规划，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定期邀请在党政机关，金融机构任职

的研究生校友为研究生开展论坛讲座，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指导，帮助研究生夯实

基础，立足基层，以平和的心态寻找工作，创造机会。就业大讲堂的开展，提升了

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3.结合我校正在开展的“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在广大毕业研究生当中开

展就业诚信道德教育，教育和培养毕业研究生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帮助他们摆正

心态，诚信就业，用实际行动维护我校的声誉。同时，对毕业研究生签约、解约、

换发协议书等工作流程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从制度上制约了违约行为的发生。

4.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良好学习风气和氛围促进研究生高质量就业

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认识到，要提高研究生就业工作的质量，一方面需要从对

研究生进行系统、全面的就业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另一方面，高质量就业的

基础是研究生本人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因此，如何提高研究生的学习科研能力

就成为能否提高研究生就业质量的关键。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在日常工作中注重研

究生就业能力的锻炼提高和党团学组织活动开展的有机结合，大力加强研究生学术

文化建设，依托研究生会六大专业学术学会（现代管理科学学会、文化传播学会、

公共经济学会、会计理论与时政研究学会、世界金融发展学会、法律时政研究学会）

开展活动，鼓励学术创新和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发布发表，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

围，提高研究生科研学术水平，进而推动研究生就业工作的开展。2011届毕业研究

生当中，有10余人考取中山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博士，工作起到了初

步的成效。

5.出台奖励措施和办法，用制度保障和鼓励毕业研究生高质量就业

为激励我校研究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鼓励优秀研究生报考名校博士研究生，

国家部委公务员和跨国公司职位，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在《关于建立研究生奖助学

金制度的实施意见》中，对报考并录取为985高校博士研究生，被国家部委机关或世

界100强企业总部录职的毕业研究生给予每人3000元的奖励，《实施意见》现已公布

实施。同时，鼓励研究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专业资格证的考试，对获得相关资格

证书的毕业生，按照《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评先评优及奖励办法》标准评定授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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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标兵”荣誉称号并进行奖励。

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我校2011届研究生就业工作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

要有：

1.研究生就业队伍专职化建设不足

随着毕业研究生规模的逐年增加，研究生就业专职人员人数显得不足，研究生

就业指导中心现有人员在完成常规性工作后，已没有更多的精力和人力投入到研究

生就业工作的系统化和精细化建设中来。随着学校研究生二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

确定实施，各专业研究生下放到各院（所）管理，工作机制和体制转轨仍处在磨合

阶段，尽早明确一支负责研究生就业工作的专职人员队伍，也显得迫在眉睫，这对

今后研究生就业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新的问题。

2.各专业就业情况不均衡，部分专业就业难度大。根据就业数据分析，我校经

济管理类专业研究生就业情况明显好于非经济管理类专业研究生，用人单位来我校

招聘专业较为集中，主要为会计、金融、企管等经济管理类专业，提供岗位占所有

招聘岗位的90%以上，而一些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却需求量很小。造成专业之间招聘情

况冷热不均，给研究生就业工作的整体推进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3.研究生缺乏就业整体规划，就业视野亟待加强。我校研究生在就业过程中往

往将视线集中在知名企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招聘职位上，对于一些成长中的

中小企业缺乏兴趣，造成来我校招聘的一些知名企业、公司提供的岗位数量不多，

学生却报名踊跃，而一些极具发展潜力的企业来我校招聘却乏人问津，以致有些研

究生在就业过程中错失良机，研究生就业视野和观念亟待改进和加强。

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2012年工作计划

1.理顺机制，形成工作新局面。在学校制定并实施研究生二级体制管理模式

下，广泛调研，展开讨论，形成新的工作制度和方法，充分调动各院（所）的研究

生就业工作积极性，形成学校、研究生部、院（所）、导师、学生多级联动格局，

发挥优势、调动资源，群策群力，做好研究生二级管理体制改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

就业工作。

2.掌握规律，做好三年制下研究生就业工作。2012届研究生学制由2.5年改为

3年，在新的学制背景下，迅速准确地掌握研究生整体情况，了解研三学生离校返校，

撰写毕业论文的时间点，与用人单位加强联系和沟通，适时调整校园招聘计划和进

度安排，做到校园招聘活动效果最大化，避免招聘活动和研三学生日程安排相冲突

的情况出现。为今后的就业工作打好基础。

4.加强沟通宣传，促进研究生就业整体推进。加大我校研究生教育的宣传力

度，特别是非财经管理类专业的相关宣传推荐工作，适时安排走访相关行业和用人

单位，力争打开非财经管理类专业就业工作的新局面。

5.加大教育引导，继续推进研究生就业质量建设。在2011届考博情况显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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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基础上，加强对研究生的教育和引导，树立典型，宣传先进，继续下大力气营

造业已形成的好的学习风气和校园环境，鼓励广大研究生报考名校博士，国家部委

公务员和世界百强企业职位。

6.做好其他就业日常管理服务工作，做好2010届及往届毕业研究生的派遣、

改派工作。

研究生就业指导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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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届毕业研究生名单

江财学位字〔2011〕1 号

504 名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会计学(122 人)

毕 菡 陈昊旭 陈 力 陈妍伶 陈 燕 陈怡鹏 程莉萍

戴任群 邓晓峰 杜海晨 顾忠恒 郭启伦 韩 丹 何 黎

何 青 胡 丹 胡 欢 胡建波 胡丽华 胡 芹 黄丹钰

黄 强 简彦勇 江 江 蒋 佳 蒋 敏 金珍霞 巨 超

赖丽华 李达飞 李 戈 李慧娟 李文佳 廖艳佳 刘春发

刘 辉 刘文贤 刘文仲 柳 芝 卢 辉 卢琳秉 芦 州

路纪斌 罗凌云 缪筱娟 欧阳晓清 戚培钢 饶 婷 任敬怡

盛 超 舒 潼 帅 领 隋 宇 孙翠英 孙俊奇 谈紫兰

汤 锋 唐崇慧 唐丽华 童 涛 涂永红 万 蓓 万弘斌

万智玉 王 峰 王恒晖 王 华 王 晶 王 静 王 莉

危 婷 文 雯 伍兆华 谢中书 辛斌明 熊海清 熊欢欢

熊文娟 徐 凯 许荔晶 颜晓芳 阳振文 杨 峰 杨 景

杨 丽 杨小保 杨小青 叶春慧 叶 涵 叶娟芳 殷子涵

应冬云 余婉浈 吁 涵 吁雅婷 喻姝姝 袁栎洲 袁渭明

袁招兰 袁 喆 詹一萍 张红垒 张 慧 张 娟 张雷云

张礼文 张立娟 张 珑 张译超 赵书平 赵 炫 赵真真

衷 俊 周聪聪 周 莉 周棋畇 周星明 朱顺熠 朱 艳

邹 猛 马秀萍 罗 艳

二、技术经济及管理(2 人)

李欣蔧 汤 懿

三、产业经济学(15 人)

戴朝敏 付 兴 胡林香 胡雪芹 黄 欢 梁根琴 欧阳乐华

汪志敏 王经钱 徐佳佳 张耀中 张雨风 赵志成 朱灵艳

邹永兰

四、企业管理（27）

曹文峰 陈亚薇 代思卷 戴洪萍 冯章伟 胡 兵 胡君霞

胡 婷 黄志辉 贾晓英 江志国 林 晨 刘 狄 刘小鈫

卢凤霞 门俊俊 邱俊敏 孙淑芳 陶 欣 王雅琴 王 震

韦志芳 尤 倩 张 驰 张赛娥 钟 健 朱 聪

五、管理科学与工程（6 人）

李剑春 吴 群 徐 杰 薛圈圈 张慧明 郑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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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计算机软件与理论(2 人)

蔡 晋 伍 双

七、计算机应用技术（7 人）

甘 赟 卢 宇 罗桂华 王 刚 吴凌琴 吴世汉 叶金财

八、数量经济学(9 人)

邓克松 韩十甲 秦国平 宋兴达 许道林 许华斌 章辉荣

左安平 徐小丽

九、统计学(8 人)

黄 姗 李 莉 彭瑛琪 吴茂东 杨金华 余俐颖 张焕娟

朱秋燕

十、国民经济学(8 人)

黄 玲 黄歆璐 李国华 万 乐 王盼红 徐楚锟 姚 瑶

詹 青

十一、劳动经济学(1 人)

王 锐

十二、西方经济学(8 人)

何长华 黄声兰 李 偏 刘洪占 潘小娟 万华锋 王一新

周院花

十三、政治经济学（1 人）

漆 玲

十四、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1 人)

熊晓莉

十五、土地资源管理（6 人）

胡仕琴 林 宁 吴 兵 吴 健 杨志强 余 凡

十六、区域经济学（3 人）

汪 辉 袁翠仙 张志良

十七、教育技术学（1 人）

于苗苗

十八、教育经济与管理(5 人)

贺忠红 李 娟 王 燕 熊 婧 张亚梁

十九、金融学(60 人)

敖 静 蔡 芹 陈婧敏 陈式文 陈晓威 崔 鹏 邓 磊

董承勇 官 维 韩冬遥 何 剑 何立君 胡 康 黄好芝

黄小琴 江 燕 雷国华 李 冰 李晓莉 林朝权 刘 靓

刘 琪 罗嗣亮 罗 雯 马 静 马述亮 马紫昕 聂 婧

彭 江 邱礼海 邱添明 邱玉梅 邵亚琼 王 红 王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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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进 王 琼 王一平 危文婷 吴 婧 吴 颖 肖博一

肖 怡 肖 毓 熊灵云 徐 庭 颜玉霞 杨 桦 杨颖超

杨振宇 叶清芳 余小东 袁 雯 张朝洋 张 卿 张小燕

章晓伟 钟 婧 朱福敏 朱名桃

二十、刑法学(12 人)

陈 威 程 望 孔鲁亚 李沙沙 刘 强 刘永强 马慧敏

梅 卉 文 溪 夏庆庆 闫 雨 张洪晓

二十一、经济法学(39 人)

陈培培 陈新送 陈志娟 程 焱 杜方林 符 婕 傅黎明

龚小娟 龚 忻 郭冠斌 何文俊 胡 芳 康小蕊 李美中

廖吉保 刘 明 龙 潭 罗 天 毛永强 蒙承斌 聂 军

邱慧玲 沙 原 苏 倩 孙 俊 涂如兰 王帅军 邬化雨

吴立强 吴依霖 伍彦斌 徐 玲 袁 媛 詹国旗 张继元

张 帅 张 翼 张勇强 周大江

二十二、民商法学(14 人)

陈 璐 何小方 何燕妮 胡倩岚 赖凌云 李 艳 唐集圣

王 颖 谢用豪 徐 姣 严 禄 张 琼 张顺敏 喻睿之

二十三、诉讼法学(7 人)

陈辉辉 崔旖旎 王良明 王 娜 阳 珊 曾 方 朱 颖

二十四、宪法学与行政法学（4 人）

李 瑛 吴夏青 周欢秀 周 玉

二十五、财政学（20 人）

鲍少杰 鲍 文 谌 睿 丁江华 付俊珺 康宽福 匡 勇

李 琼 李生巍 刘育惠 柳 刘 麻学英 欧阳操 裴强龙

万文慧 王 慧 王 蕾 伍 悦 徐 朋 袁珊珊

二十六、社会保障（11 人）

陈 旭 李君艳 李雯婕 刘 靓 宋扎根 孙礼花 颜 园

姚发展 余 鹰 曾 超 张鸿宇

二十七、行政管理（23 人）

蔡雪彗 崔 龙 戴莉萍 邓菊根 龚朝辉 巩佳妮 侯睿夫

黄永嘉 林晶晶 刘敏卿 沈 引 孙敦振 谭 飞 王 芳

王 昊 吴剑峰 肖柳保 杨 威 袁 媚 曾治华 张德鸿

张欣瑜 张莹莹

二十八、 音乐学（4 人）

高祎蔚 郭慧芳 赵光强 周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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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传播学（12 人）

曹 雯 陈滴滴 陈光伟 黄文婷 林 丽 罗 钰 倪若拙

王 强 夏贤明 叶冰清 余 尉 张晓菲

三十、广播电视艺术学（2 人）

姜万花 张曼佳

三十一、中国古代文学（2 人）

李 可 王永炜

三十二、中共党史（2 人）

冯 凌 夏雪梅

三十三、社会学（4 人）

谌 凤 刘春红 曾淑军 张 锐

三十四、科学技术哲学（2 人）

刘 瑜 罗 云

三十五、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 人）

甘茂坤 魏 奇

三十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 人）

蒋红莲 谭玉龙

三十七、思想政治教育（1 人）

王 昕

三十八、英语语言文学（12 人）

洪 芳 黄文虹 姜志伟 林 颖 吴婷婷 向琦丽 徐丽莎

徐 娜 许祖华 袁 真 张萍萍 钟淑敏

三十九、国际贸易学（22 人）

陈 强 陈宗财 方玉霞 付毓瑞 黄 静 黄 婷 黄梓桢

姜承武 李开鹏 柳银娟 彭慧芝 盛柏科 石晶晶 宋均法

汪忠华 王珺勤 熊 雯 徐西宁 杨 栋 杨青红 余 科

袁晴星

四十、世界经济（6 人）

胡 健 黄 晖 李明荣 熊攸敏 徐 丽 阎立建

四十一、农业经济管理（2 人）

雷 瑶 王 俊

四十二、中国近现代史（1 人）

万婷婷

四十三、经济史（2 人）

史 蕾 田苗苗

四十四、旅游管理（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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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辛欣 胡 玥 邱敬琳 祝建霞

江财学位字〔2011〕9 号

337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获会计硕士学位。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硕士(2 人)

（一）数量经济学

陈文 张小路

二、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10 人）

(一)国民经济学

熊 敏 熊保良 胡文锦

(二)西方经济学

易 超

(三)政治经济学

张生山 胡雯娟

(四)管理科学与工程

洪 滔

(五)财政学

冯晓春 朱 森

(六)统计学

刘晓春

三、“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攻读硕士学位（4 人）

(一)、国际贸易学

王燕萍 王佳旎

(二)、会计学

李明玉

(三)、经济法学

林 立

四、高级工商管理硕士（55 人）

陈建钢 谢进光 叶君健 詹生华 丁成辉 沈 捷 黄 栩

李九华 梁文龙 郑 恒 黄 静 谢季军 卢天锡 周志平

罗小波 胡曙光 李志勇 李海平 陈思敏 徐 鲁 艾国福

胡国荣 杨明明 许长风 邓洪斌 陈振球 于 军 赵海兰

张志耿 陈少松 范晓龙 金 灿 郭 熙 林彬杨 陈 凡

魏颖晖 王俊华 黄宇红 辛爱华 涂 芳 唐 斌 彭 鹏

万 青 杨秀英 魏德福 程 蕙 潘安江 胡 焯 张鸿星

黄李培 范鑫轶 周晓辉 李 明 汤 喆 郭志斌

五、工商管理硕士（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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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22 人）

万 薇 周违莉 肖争华 郭昌春 黄小亭 罗龙和 阮继彪

姚亚娉 江万友 黄国强 卢 回 汤燕华 胡振琴 赵振威

程 长 胡建伟 齐玲博 高琼华 丁 晨 胡 景 汪 炜

谢丁璐莎

（二）非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73）

王小平 汪春晖 张 燕 章玉芳 施 寰 黄炎炎 孙彬彬

高 速 徐 松 万乔乔 章俊民 赵 波 王汉勇 陈 刚

杨海涛 洪志红 张奕帆 徐 红 刘章屿 雷子亮 李 俊

李国华 李海军 鲁学生 涂 辉 周 宇 吴 琼 闵 卉

章 洁 杨 瑾 陈发根 刘晓波 顾立伟 易辉亮 葛白帆

涂 璇 袁 华 李超杰 饶大驾 徐庆凯 刘 霖 夏剑阳

汪光明 王 睿 曹玉敏 丁 萍 皮惠琼 汪 亮 刘莉红

杨 燕 邝茂华 古志彬 史万莉 黄联和 薛闻聪 廖志风

邓燕玲 曾 山 谢 华 李襟远 李慧敏 陈茗芳 易爱虹

顾 玮 李 刚 徐海高 李 姝 胡 军 刘丽丽 周叶枝

胡 奕 闵华光 周利民

六、法律硕士（92 人）

（一）全日制法律硕士（1 人）

曾志刚

（二）非全日制法律硕士（91 人）

郑 莹 王 丽 刘志兰 李根梅 贾 莉 杨华军 吴润生

刘浈泽 陈锋龙 余丽萍 荆延华 林泉清 季 孟 胡耀起

曾 勇 邓晓明 曾昭志 廖红明 付云峰 桂江海 杨小宁

裘 辉 饶 然 孙 勇 李 欣 凌目新 杨忠华 朱 玲

居国屏 戴丽玲 王 俊 方昱锋 熊 鹏 王 立 温 蕾

胡凡生 李 钧 汪 玲 涂 军 陈通华 宋志红 周胜明

万长霞 万定国 赵 力 辛士俊 彭胤歆 黄 强 徐春阳

江厚平 杨 春 张 帆 李倩倩 熊丽萍 龚理华 聂裕国

肖建国 黄亨爱 黄 娟 龚 俊 肖泉军 李 慰 江 凌

颜 萍 马任洪 曾生保 廖江华 丁 燕 胡建文 万常委

尤祥国 王 璐 李 颂 左成波 衷 晟 黄云丽 丁 娟

汪 萍 田先华 朱干金 袁建萍 龚 薇 黄 睿 曹立山

陈飞剑 郝仕湖 廖蓉蓉 刘小宝 王 翔 杨婷婷 周淑琴

七、非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67 人）

李 冉 唐琳玮 吴微勋 沈利金 林 颖 胡伟儿 郭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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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兵 杨就贤 黄 迪 巢 健 梁俊辉 谢晓珊 赵筱媛

刘子建 王志强 叶炳南 张运亮 谭旖旎 张武辉 孙长浦

柯志贤 丁思峰 查 力 徐文娟 蓝剑亮 朱国林 胡唐波

傅 玲 吴英祺 胡惠煜 石晓慧 桂红枫 钟言元 肖丽芳

何 雯 周 韵 皮华清 沈雁飞 付达志 黄 芳 陈秋洪

黄 燕 黄 斌 邹旭明 赖 炜 钟宇虹 周 宇 盛 艳

胡 凯 刘冰海 邓建婷 张国平 李 微 雷菁华 熊 玺

王永涛 黄远清 吴淑萍 李文召 彭智斌 廖奇频 唐熠岱

杨 帆 王为民 余梅红 彭 波

八、非全日制会计硕士（12 人）

黄慧婵 付丽莎 唐 琳 杨春平 周 丽 廖敏霞 晏艳珍

周 慧 程应智 金 枝 彭 龙 黄 婷

江财学位字〔2011〕 7 号

授予杜文洁经济学硕士学位。

江财学位字〔2011〕 4 号

438 专业学位研究生。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全日制学术型硕士（37 人）

（一）会计学

郭燕平 吴 江 龚 勰

（二）企业管理

黄景因

（三）技术经济及管理

朱 力

（四）世界经济

李 宾 刘兰勇

（五）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立望

（六）传播学

简佳尧

（七）国际贸易学

李荣花 熊庆云 邓 莉

（八）数量经济学

黄 艳 俞丽兰 冷 毅

（九）统计学

孙祥博 刘烈辉 戴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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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民经济学

熊家财

（十一）西方经济学

许昌平 于之倩

(十二)金融学

崔皓月

(十三)经济法学

张 营 叶梦曦 张 坚

(十四)刑法学

王峰鹃

(十五)诉讼法学

吴伟生

(十六)社会保障

刘丽萍 彭 敏

(十七)行政管理

罗鑫鑫

(十八)思想政治教育

朱万晶

(十九)教育技术学

李 能

（二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万 磊

（二十一）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付佳佳 柳根水

（二十二）广播电视艺术学

邓 群

（二十三）教育经济与管理

袁昆明

二、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34 人）

(一)国民经济学

唐江月 贾 辉 姜 坚

(二)、西方经济学

徐 敏 王国冬 戴 婷

(三)政治经济学

管 政 姜玉兰

(四)管理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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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琴

(五)财政学

洪文珍 梁斌峰 陈伟光 吴荣华 杨文汉

肖 苏 甘江华 游 玮

(六)金融学

邓志军 邓永超 唐建生 杨伟东 李琛现

梁启明 许 贤 杨 城

(七)经济法学

施小蓉

(八)产业经济学

谢六英 张冶方 刘 园 黎华杰 赵 燕

(九)企业管理

袁 甜 付 艳

(十)技术经济及管理

程应鹏

三、“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攻读硕士学位（10 人）

(一)国际贸易学

张立柱 张冬霞

(二)会计学

涂艳红 刘群群 颜 乾 李 雪 黎 卉

张惠琼

(三)经济法学

欧阳建勇

(四)企业管理

喻 丹

四、工商管理硕士（187 人）

程爱萍 王学军 李 敏 万 谧 刘 琳 伍恒昌 冯 涛

周 勇 李 俊 邹玉娟 项 静 肖 琳 熊 清 周 琦

蒋慧娟 陈章伟 刘俊亮 周利战 高 碧 李为民 余建敏

赵 键 周 明 郭伟良 廖志恺 付永萍 罗红婷 彭建华

罗 鹃 张 莉 谢臣成 周志刚 刘定雄 钟向辉 赵学锋

廖鲜芹 李 景 魏红艳 夏勤喜 秦 语 舒亚维 吕 强

甘素云 陈智青 蒋 科 刘丽娟 徐莹莹 张燕雏 魏艳艳

卢 洋 熊知鸷 黄 甜 宋 伦 刘 韬 林 炜 毛 彬

刘 翔 易 茂 何剑勇 任海斌 樊丽芸 邹煌海 张 琳

黎 强 蔡维斌 傅 佳 石传发 江 维 吴姝浔 卢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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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周玉 段进红 李 丹 李 薇 张善京 郭美军 李春明

万 欣 李晓鹏 李 晖 熊攸尔 熊 盼 陶凌莹 林 茹

谢 玮 付江燕 项敦林 彭侃睿 易 均 陈 川 齐司琴

帅赟杰 黄 剑 胡轶贝 徐旻晔 衷 芸 张 弛 李雪辉

熊 瑱 程 凡 彭 亮 丁士怀 孙镇雷 成廷玉 刘世瑞

张 晶 彭 涛 姜怡毅 张俊杰 崔乃君 马书贵 田 丽

蒋明琳 雷 勇 何小杰 刘 丹 金永先 王洪东 陈鑫鑫

黄文琳 付丽琴 伍 伟 吴丽琴 张少锋 曾景文 骆宇颖

戴攸峥 王 彪 李晓舟 许光新 程 超 熊志京 唐 露

袁 伟 邓博文 涂 劼 杨 乐 曹 宏 冯春华 曹丽虹

兰 岚 王 博 黄 鹏 李雪峰 张娟娟 张晋虹 徐向春

欧阳成虎 章 亭 王文冠 朱瑞艳 唐雅丽 兰功成 胡 婧

鄢茂顶 范奏凯 熊 斌 曹建兰 舒勇胜 陈庆华 许冬来

张 彦 黄丽娟 曹 宇 刘丽萍 黄 婷 文 焱 龙 江

郦 庆 袁丽梅 李 冬 钟祥飞 陈 旻 周 彤 陈力昌

彭 华 张崇文 钱东强 吕 岩 安为民 陈 洋 曹 刚

车文泉 於丽飞 董阿林 冯月福 段 艳

五、法律硕士(95 人)

陈 丽 陈韵如 邓广能 傅赣杰 黄 琳 黄 鋆 江泰胜

江振宇 康良文 兰国良 雷朝长 李 婷 齐传楠 王 成

王世发 温东明 吴 莹 肖 琳 徐丹柯 杨 杰 杨晋平

余腾飞 曾志坚 郑 宗 代兆倩 丁 芬 丁 萍 董立国

杜正娟 樊 晓 方 蕾 郭 鑫 韩素媛 候海清 胡 丽

黄 薇 金 瑜 孔慧君 李 慧 李宽定 李甚微 李 胜

廖洪波 廖译芬 刘 华 刘枢均 刘祥琴 刘园园 柳陆青

鲁云莎 罗婷婷 罗毅玲 彭阿琴 漆泽成 丘浩宏 邱励旻

邵明月 沈 喆 孙 浩 涂宗华 王 丰 王金华 王 丽

王婷婷 王怡东 王 寅 王莹莹 吴晓菲 夏凌霄 县义平

许 凯 杨 洁 叶文娟 殷慧杰 郁 淋 袁 圆 占华勇

张隽荣 张 宁 张佩华 张 涛 周爱军 朱 敏 邹国会

邹 浩 陈荣华 冯祖跃 黄婷婷 余建新 常 琨 黄立文

钟 晖 周 彤 汪 进 魏良军

六、公共管理硕士（42 人）

王嘉华 罗旭光 周善平 叶 国 秦 松 李 蓓 王 鑫

周 婧 李 莎 田志刚 曾艳丽 余志宏 张 敏 衣同环

陈小荣 黄三忠 尹 红 张书城 乐亚华 宁 芸 林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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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璟 陈蒙腰 陈志煌 桂郦娜 洪诚武 洪妍妮 侯玉红

李海川 李宏敏 李显增 梁小挥 廖汝祥 王立立 王玄甫

肖 辉 杨丽云 叶金锡 郑其婷 蓝良纯 张 琳 李 航

七、会计硕士（33 人）

朱群辉 万 旻 盘洋华 黄慧芳 李加胜 胡 毅 黄 静

李天霞 黄文艳 叶海平 张 纬 黄 婕 闻曦燕 吴玉银

吴 江 魏春花 张雪华 胡珊珊 谭玉林 阙红艳 许 俐

陈德文 彭 琛 曾 理 张俐莹 朱文娟 齐 洁 王 英

周文涛 刘莉芳 李亚宁 伍宇冰 管良坤

江财学位字〔2011〕 3 号

25 名研究生获博士学位。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会计学

杨书怀 谭 军

二、产业经济学

梁 红 陈隆建 赖 勤 吴晓云 张保林

三、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虹来 周 萍 丁菊玲 万建香 杨 波

林晓伟 陈思华

四、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

余可发 钟 岭 李良贤

五、 西方经济学

高雪萍 张明勇

六、财政学

赖 娟 王庆皓 刘明艳

七、政治经济学

丰 羽 杨青龙 余桔云

江财学位字〔2011〕8 号

8 名研究生获博士学位。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 管理科学与工程

郑 路 钟敏娟 王根生 谢志华 左家莉

二、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

王光俊

三、 西方经济学

薛智韵

四、 财政学

汤志水

(摘自校办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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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科教育

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学院名称
专业

名称

专业

方向

专业

代码

学科

门类

首次招

生时间
备注

工商管理

学院

工商管理 110201 管理学 1978
市场营销 110202 管理学 1978

人力资源管理 110205 管理学 1999
物流管理 110210W 管理学 2003

财税与公共

管理

学院

财政学 020103 经济学 1978
行政管理 110301 管理学 2002

公共事业管理 110302 管理学 2002
劳动与社会保障 110303* 管理学 2000

税务 020110W 经济学 2006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110204 管理学 1979

会计学

会计学

110203 管理学 1978ACCA方向

注册会计师方向

国际经贸

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020102 经济学 1978
电子商务 110209W 管理学 2002

经济学院
经济学

国际经济方向
020101 经济学 1978

数量经济方向

国民经济管理 020105W 经济学 1980

金融与统计

学院

保险 020107W 经济学 2005
金融学 020104 经济学 1979

统计学 071601 经济学 1978
可授予经济

学或理学学

士学位

信息管理

学院

管理科学 110101* 管理学 20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10102 管理学 1989

信息与计算科学 070102 理学 20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605 工学 1998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080611W 工学 2002
网络工程 080613W 工学 2006

电子信息工程 080603 工学 2004
通信工程 080604 工学 2005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0606 工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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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英语 050201 文学 1999

日语 050207 文学 2003

人文学院

社会学 030301* 法学 2005

社会工作 030302 法学 2003

新闻学 050301* 文学 2005

广播电视新闻学 050302 文学 1999
汉语言文学 050101 文学 2002

广告学 050303 文学 1999
文化产业管理 110310S 管理学 2010

法学院 法学 030101 法学 1984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080303 工学 2003 我校授予文

学学士学位

音乐学 050401 文学 2003

艺术

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050408 文学 2002
数码设计方向

视觉传达方向

广告设计方向

景观设计方向

旅游与

城市管理

学院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070702 理学 2003

城市规划 080702 工学 2003
旅游管理 110206 管理学 1999
工程管理 110104 管理学 1989

房地产经营管理 110106W 管理学 2005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 040203 教育学 2003

体育产业管理 110316S 管理学 2010

国际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商务方向）
020102 经济学 2002 本科教学

改革试验班

金融学（国际金融方向） 020104 经济学 2002 本科教学

改革试验班

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 110203 管理学 2002 本科教学

改革试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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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设课程及其简介

（一）《创业模拟与实践Ⅱ》

课程代码：001A2 课程类别：选修课 学 时：32 学 分：2

适用对象: 经管类专业 3 年级以上学生，以及可以参与相关实验的相关专业学

生。选修者必须完成本专业相关实验课程学习，课程核心内容包括本专业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等前期综合性实验课程。欢迎已选修过 ERP 类课程及《创业模拟与实践 I》

课程的学生参与。

考核方式：考查`

课程简介

本课程在《创业模拟与实践 I》基础上实施，教学目的是实施多专业协作型仿

真综合实验计划，建设与完善创新创业模拟环境，培训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

新创业型人才。即，通过对已经完成创业过程，进入稳定发展期的企业运营及市场

监督机制的有效模拟，以模拟社会中的各类专业性岗位管理为基础，将各类专业管

理技能融会其中，实现多专业协作型综合实习仿真过程，开发、训练学生参与协作

以掌握企业基本业务流程与方法，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

获取知识、整合知识、创新知识的能力，强化学生的“两种精神、五种能力”。

本课程主要特色

首先，课程不再以班级形式存在，而是以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如企业）、市场

监督组织（如工商管理局\税务管理局）等形式组织所有实验者（或者是“仿真实习

者”），所有参与者以组织运行者身份出现（如总经理、会计、税务监管人员等等），

教师、经理人等以市场控制者或指导者身份出现。

其次，课程的实施过程就是各专业岗位技能的测试和评价过程，或者说该课程

的实施过程就是各专业岗位技能及专业综合素质的“通关测试”过程。

最后，课程的考评方法将采用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

课程教学方式和手段包括经理人讲座、在线自学（网络视频）、自主交流（论坛、

交流中心）、分类对抗赛、集中仿真实习等。

注意：（1）本课程教学班不限制人数，上课时根据企业经营必须的专业岗位协

作要求分组；（2）教师是一个团队，来自各个专业的教师、企业经理人等；（3）通

过“仿真实习控制中心”组织实施

（二）《性社会学》

课程代码：09C02 课程类别：选修课 学 时：32 学 分：2

课程简介

《性社会学》是大学本科层次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本课程立足于社会学的视

角，阐述性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性和社会关系，结合高校学生在特定年龄、特定阶

段的身心特点，对当代大学生的性生理、性心理、性观念、性行为、性道德、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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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性教育等进行了阐述，分析性的、性存在与性关系的区别、性的社会功能、社

会性别与男女平等及婚姻与家庭的相关问题。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大学生掌握性的历

史、性革命与性病、性健康、以及与性相关的性社会学理论知识，明白大学生性问

题的产生不仅与大学生个体的自我意识、个性特征和知结构有关。而且与家庭、社

会环境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进而树立正确的性观念、性别观念，以及正确的婚恋

观念。

本课程的重点是性生理、性心理、性观念、性行为、性道德、性法律、性教育

的专业知识；难点是正确理解和把握国外的性革命带来的危害及其积极意义。

本课程教学的目的与要求：1.要求学生了解性心理、性观念、性行为、性的社

会功能等的专业知识；2.培养学生性道德，进行性教育；3.通过教学，培养学生正

确的性观念、性别观念，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念；4.提高大学生正确处理自己与异性

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能力，正确认识性的社会功能，防止与性相关疾病的传播和

蔓延，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三）《宗教与社会》

课程代码：09C12 课程类别：选修课 学 时：32 学 分：2

课程简介

宗教是人类社会极为重要和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在当代社会仍对世界政治、

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和交流发挥着深刻影响。对宗教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不

但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当代社会的现实需求。从不同的学科领域了解和把握宗

教，成为当今大学生越来越重要的知识积累之一。本课程对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

学、宗教心理学、宗教语言学和宗教文化学等领域的经典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讨

论，并对各领域在当代的前沿发展作简要介绍，还将对宗教所涉及到的社会焦点问

题进行深入探讨，对学生理解和诠释宗教，树立理性、科学和正确的宗教观提供有

力支撑。

（四）《国际城市经济关系》

课程代码：46312 课程类别：选修课 学 时：32 学 分：2

课程简介

本课程作为国际关系、城市学的边缘学科，以经济学、社会学为基础，以国际

经济关系、城市关系的专业知识应用为主要特色的课程，其指导思想是培养学生从

“城市”、“经济”的角度“整体”认识、研究国际间城市问题，揭示国际城市关系

的发展趋势，研究提高国际规则、惯例的利用效率。

课程采用理论知识与现实分析能力培养并重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主要阐述了

城市经济、国际规则关系，尽量反映该领域内最新的实践成果，使学生了解该学科

最新的前沿发展动态和方向。

通过本课程教学，学生能够系统掌握国际城市关系的总体框架，熟悉国际城市

关系问题的特殊性，提高学生对国际社会观察能力、辩证分析能力和政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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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能力，为学生在国际问题领域、城市科学领域的研究和实际应用奠定基础，适

应中国日益国际化的进程。

教学主要内容包括：国际城市关系的历史、现实；国际经济格局与国际城市体

系；国际城市关系的物质基础；国际生产与交换；国际城市关系的思想基础；国际

城市关系的实现手段、动力；城市集团的利益与行动、影响国际城市关系的国际因

素、城市因素；国际城市经济合作与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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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届毕业生情况统计

序号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学位

人数

专升本

人数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财政学 95 95 1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5 15 1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14 14

4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50 50 1

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13 13

6 法学院 法学 66 66

7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117 117 7

8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52 52 8

9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34 34 3

10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104 103 5

11 国际经贸学院 电子商务 40 40 6

1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375 375 42

13 国际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 146 146

14 国际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 244 244

15 国际学院 金融学(国际金融) 237 237

16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161 161 28

17 会计学院 会计学 388 384 64

18 会计学院 会计学(ACCA 方向) 159 159

19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324 323 35

20 金融学院 保险 24 24

21 金融学院 金融学 482 480 15

22 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管理 22 21

23 经济学院 经济学 96 96 1

24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城市规划 19 18 1

25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房地产经营管理 2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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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22 22

27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78 77

2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15 15

29 人文学院 广告学 12 12

30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19 19

31 人文学院 新闻学 19 18

3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4 23 4

33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56 56 16

34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46 145 51

35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19 19

36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 社会体育 32 32

37 统计学院 统计学 44 44

38 外国语学院 日语 15 15

39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31 130 43

40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7 76 8

41 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5 85 8

42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64 64

43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广告设计) 28 28

44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 65 65

45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 54 54

46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数码设计) 64 64

47 艺术学院 音乐学 30 30

48 艺术学院 园林 61 61

4466 4449 348

（教务处邓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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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届就业情况总结

我校 2011 届共有普通本科和高职毕业生 5741 人，其中普通本科涵盖工商管理

等 48 个专业（含方向）4479 人（含延期至 2011 年毕业生 11 名），高职涵盖财务

管理等 14 个专业 1262 人。毕业生总数与 2010 届（5772 人）基本持平。就业任务

不减、就业压力依然。

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按照“立足校园抓就业教育、立足社会抓就业

市场”的工作理念，全校师生目标明确、齐心协力，2011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取得较

好的成绩，高职毕业生签约就业率 90.97%，普通本科签约就业率 90.02%（全省本科

平均 86.82%），排名居全省第二，常规就业率达 62.13%，居全省第一。令人欣慰的

是，常规就业率首次超过 60%，表明无论从就业数量还是就业质量上来看我们都有

显著的进步，也较圆满完成了学校对 2011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提出的“常规就业率确

保达到 60%，签约就业率达 85%以上”的目标，这是全校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晶，也为

顺利实现学校“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具体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2011 届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工作基本情况

1、毕业生数量

我校 2011 届共有各类毕业生 5741 人，其中普通本科 4479 人、高职 1262 人。

表 1：我校近五年普通本科高职毕业生人数表

年份

毕业生层次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普通本科 3988 4026 4477 4252 4479

高职 2656 1791 1327 1520 1262

全校合计 6644 5817 5804 5772 5741

2、就业率提高，就业质量提升

截止到 9 月 1 日，我校普通本科毕业生签约就业率 90.02%，全省排名第二；高

职毕业生签约就业率 90.97%。普通本科毕业生升学率 9.65%，比 2010 年（升学率

10.57%）略减。普通本科签约就业率比 2010 年提高 2.4 个百分点，达到 90%；其中

常规就业人数 2782 人，占总毕业生人数的 62.13%。

2011 年省教育厅首次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核查工作中引入了第三方核查机

制，委托国家统计局江西省调查总队对我省 2011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了全面

核查。在引入第三方核查机制的情况下，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经受住了考验，就业

率和就业质量不降反升，显示出我校毕业生的良好就业状况以及较高的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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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我校近五年普通本科高职毕业生人数对比柱形图

图 2：我校近三年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条形图

3、就业行业流向

（1）教育科研机构就业 32 人，占就业人数的 0.98%，比 2010 年（0.64%）略

有上升，但占毕业生总数仍然较小。

（2）金融机构就业 663 人，占就业人数的 20.22%，与 2010 年（20.59%）相比

基本持平。

（3）国有大中型企业就业 500 人，占就业人数的 15.25%，与 2010 年（9.63）

相比提高了 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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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军、警、医行业单位就业 178 人，占就业人数

的 5.43%，与 2010 年（5.94%）有轻微波动。

（5）民营、外资及其他企业就业 1886 人，占就业人数的 57.52%，与 2010 年

（62.58%）相比减少了近 5 个百分点。

表 2：2011 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及区域流向表

就业行业流向/地区流向 东部 西部 中部 总计 百分比

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军、警、医 67 12 99 178 5.43%

国有企业 287 32 181 500 15.25%

教育、科研机构 9 4 19 32 0.98%

金融机构 267 54 342 663 20.22%

面向基层就业 20 20 0.61%

民营、外资及其他企业 1081 54 751 1886 57.52%

总计 1711 156 1412 3279

百分比 52.18% 4.76% 43.06% ——

备注：1、本表统计数据已去除出国、升学和未就业学生。

2、东部省市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

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 12 个省市；中部省市指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

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湖南等 9个省市；西部省市指陕西，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西藏等 10 个省市。

图 3：2011 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图

4、就业地区流向

（1）东部发达省市地区就业 1711 人，占就业人数的 52.18%，与 2010 年（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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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增加了 22 个百分点。

（2）中部地区就业 1412 人，占就业人数的 43.06%，与 2010 年（62.58%）相

比减少了 19 个百分点。

（3）西部地区就业 156 人，占就业人数的 4.76%，与 2010 年（7.56%）相比减

少近 3 个百分点。

图 4：2011 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图

二、一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领导重视、齐抓共管，制度健全。

学校党委、行政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王乔校长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将就业工作纳入学校的年度工作计划和民生工程，在人、财、物等方面都给予了大

力支持，确保了就业工作的顺利进行；分管校领导王金华副书记亲历亲为、带领大

家跑市场；职能部门在各部门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进一步理清了工作思路，明确

了工作目标，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各学院以院长（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的

学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更加重视和支持，制度健全，措施有力。全校上下形成了老

师关心帮助就业、学生积极主动就业的良好氛围。

随着《江西财经大学就业工作评估实施细则》的出台和施行，加强了对就业工

作领导和考核，各学院也都普遍制定了相适应的工作制度，充分调动了广大教职员

工参与就业工作的积极性；《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奖励办法》等制度的修

订和实施，调动了各学院及毕业班班主任的工作积极性。

（二）强化工作机制，畅通信息渠道。

1、坚持例会制度，工作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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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开好每 2 周 1 次的就业工作例会，及时传达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党政相关

工作精神，传递校内外就业工作信息，通报工作进展情况，部署本阶段工作，统一

了工作进度，确保了各项工作能按计划有序推进。

2、信息畅通，及时高效。

为畅通就业信息收集与发布渠道，在对每个单位逐个进行资格查验确保真实可

靠的基础上，通过学校就业信息网、LED 显示屏、宣传海报等方式发布，基本保证

了求职信息畅通和有效。

3、推行二级管理，实时掌握动态。

自 2011 年 4 月起，招生就业处组织实施了校院二级就业工作信息系统，该系统

的实施，让学院、班主任能实时掌握毕业生的就业动态，提高了就业效率，促进了

就业工作的信息化建设。

4、实行项目管理，共享信息资源。

在就业市场开拓上继续实行项目化的运作模式，在每次就业市场拓展活动提前

做好详尽的实施方案，细化每天行程，确保就业市场拓展工作的实效性，近两年我

们加大了对浙江、江苏、福建等地的就业市场拓展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同时

各学院都能细化工作方案，充分发挥各方资源的效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对全校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实现全程化就业指导体系。

1、加强就业指导的课程建设。

学校全面开设了《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课程，对在校学生进行全程

就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课程面对大一的新生开设授课，《就业指导》针对大

四的毕业生，同时为培养创业人才需要，学校将《创业管理》课程列为全校所有本

科生的必修课公共基础课程。我们还聘请国内知名的职业生涯规划专家分校区组织

了新生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2、以职前网络学堂为抓手，做好大一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学校引进的《职前教育网络学堂》系统，采用将职前网络学堂学习卡纳入学生

的电子教材来购买，确保了大多数学生都能参与学习。自 2009 级新生起，展开了包

括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素质测评、就业能力提升等内容的科学系统的网络学习指导，

为就业指导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2、以实习实践基地为阵地，为二、三年级学生实习实践搭建平台。

①继续开设“订单班”，校企合作现双赢。学校继开设“招商银行班”、“兴

业证券班”、“泰隆银行班”后，于 2010 年下半年开设了“民生银行班”，总计约

300 名学生参加了培训，超过 150 名学生实现了“订单式”就业。“订单式”的培

养模式，既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又提前实现了高质量的就业，得到用人单

位和广大毕业生的欢迎。

②积极联络企事业单位，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践机会。近年来，校院两级重点加

强了与金融证券、会计事务所、上市公司及其他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联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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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沟通与交流，建立了更多的就业实习基地，为高年级学生的实习实践提供了机会。

3、以提升就业能力为导向，切实加强大四学生的就业指导。

①就业指导课覆盖全校毕业生，提升就业指导实效。自 2010 年上半年起，学校

将就业指导课正式纳入必修课，2010 年下半年选拔了 27 位老师讲授就业指导课程，

设置了“就业形势与就业手续”、“职场礼仪”、“求职技巧与模拟面试”、“职

业道德与职业适应”等四个模块，共 8学时。2007 级学生的就业指导课程，首次全

面覆盖了全体本毕业生。

②邀请校友为毕业生讲座，帮助指导毕业生调整就业观念。近年来，学校多次

抓住校友回校时机，举行各种形式的讲座和交流，指导和帮助毕业生就业，取到了

较好效果。校友们的言传身教让毕业生了解了社会，看到了从基层做起的希望和未

来，适时调整转变就业观念。

③继续为毕业生举办行政职业能力和申论考前辅导班。利用学校拨付资金 3 万

元和自筹资金 2 万元，聘请了省内知名的公务员培训教师，为 2011 届毕业生举办了

“2010 年度江西省公务员考前冲刺培训班”，全校 350 名毕业生参加了为期一周免

费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应对相关招聘选拔考试的能力。

④“模拟面试”，让毕业生全真模拟应聘实景。为增加就业指导的实战性，招

生就业处组织就业指导课程老师和就业专职人员，对全体 2011 届毕业生展开了“模

拟面试”考核，毕业生按照招聘单位应聘的要求，进行着装和准备求职简历，老师

模拟“面试官”，按照用人单位要求进行模拟面试，并针对每位同学的简历进行评

价以便毕业生同学做好各自求职简历，为毕业生提供了一次全真的“面试”，有力

促进了毕业生应聘、面试能力的提高。

（四）就业市场拓展工作成效显著，做细、做实校园招聘工作。

1、因势利导，把握就业市场方向，实施就业市场拓展项目负责制。东部沿海省

市是我校毕业生相对聚集的区域，银行、证券、保险等相关行业是我校毕业生相对

集中的行业。为巩固在上述区域已有的就业优势，招生就业处积极组织就业市场拓

展工作，2010 年下半年，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深圳市鹏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政府等分别组团到学校举行招聘会，为毕业生在上述地区就业提

供了直接的服务；

2011 年下半年，我们将重点联络浙江、江苏、广东三省的地方商业银行，实现

我校在浙江省就业的毕业生有较大的增长，9 月 14 日-21 日，我们已组织部分学院

同志逐一走访了浙江省内八家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台州银行、稠州商业银行等浙江

省地方城商行已明确在 10 月中下旬入校招聘毕业生。下一步，将赴江苏、广东两省

拓展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

2、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提升就业市场开拓的实效。在就业市场开拓工作中，招

生就业处进一步细化工作机制，动员和组织各学院参与就业市场拓展，详细制定好

工作计划并严格实施；有效利用校友和其他各方社会资源，提高就业市场开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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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提升了工作实效；同时与走访校友相结合，既提高了市场拓展的效果，又加

深了学校与各级校友的联系。

3、做细、做实校园专场招聘工作，为毕业生搭建低成本就业平台。校园专场招

聘会，是企业招聘和学生求职成功率较高的招聘形式，也是学生低成本的就业途径。

为搭建好企业和学生的“缘分”平台，学校从用人单位进校门始，在招聘场地布置、

宣讲面试安排、签约及离开校门等众多环节中，努力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以良好服

务吸引并留住用人单位在我校招聘毕业生。一年来，单招生就业处就邀请了 500 多

个企事业单位进校招聘，各学院也使出浑身解数，积极邀请用人单位进校招聘。

据统计，我们全年共邀请了 365 家企事业单位进校举办专场招聘会，提供就业

岗位 2 万余个，承办江西省高校 2011 届财经类毕业生专场就业洽谈会暨江西财经大

学 2011 届毕业生供需见面会，提供就业岗位 3600 个；举办 2011 届毕业生春季供需

见面会，提供就业岗位近 800 个；会计学院、金融与统计学院、国际经贸学院、职

业技术学院分别举办了会计专业专场、金融企业专场、商贸类人才专场和高职专场

招聘会，共提供就业岗位 5000 余个，其他学院也都分别举行了不同形式的招聘活动。

共计为 2011 届毕业生提供的就业岗位达 30000 余个。

4、完善用人单位信息库，建立互信、理解的良好关系。一年来，不断充实和完

善用人单位信息库，并对用人单位进行行业归类，对相关行业企业保持经常性联络，

每年定期采取向各单位寄发《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生简介》宣传手册和《邀请函》、

寄发新年贺卡、发送祝福短信等方式维护好与用人单位的关系，主动邀请用人单位

来校招聘毕业生，毕业生的良好素质及学校尽心的就业服务，使越来越多的单位把

“江财”列入校招首选高校。

（五）积极引导毕业生面向基层多渠道就业，大力关爱帮扶贫困学生就业

1、继续引导毕业生参加国家和地方项目，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努力做好

“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村官”、“士官生选

拔”、“义务兵招募”等活动的动员、选拔和后续服务工作，今年共有 15 名毕业生

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关爱特殊群体学生，关心帮扶家庭贫困学生就业。2010 年 12 月，招生就业

处组织家庭经济困难的毕业生同学参加了广州市举办的“2010 泛珠三角校企合作暨

贫困生广州专场招聘会”，各学院也都加大了对贫困毕业生和就业困难毕业生的帮

扶力度，彰显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和人文关怀，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三、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校 2011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突出的问

题，主要表现有：

1、各学院、各单位重视程度不同，成效不一，全员化的就业工作体系还需继续

改进和提高。毕业生就业不仅仅是毕业生就业部门和相关工作人员的事情，它是一

门科学，是一门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全员化的就业工作体系。近年来单纯依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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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部门和党团干部做就业工作的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进，但离全校全员化的就业

工作体系的建立还有一定的差距；毕业生就业工作特别需要全体专业老师的参与，

并结合教学环节贯穿于整个大学的培养过程。目前我校各学院、单位对就业工作重

视程度不同，成效各异，就业工作的全员化工作体系需要继续改进和提高。

2、加强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研究，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学校在人才培养方

案的制定上还需多从就业的角度进行调查研究，无论专业设置还是培养方案都应该

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建议加强对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研究、进一步加强就业市场

调研，做好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希望引进第三方调查评估系统，对我校历届毕业

生的就业状况、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评价开展一次第三方评价反馈调查，为学校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提供第一手资料。

3、加强就业指导队伍建设，提高就业指导水平。大学生就业指导是一门科学，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结合学生的整个大学阶段进行系统的引导。目前，我校的

就业指导力量比较薄弱，专业化水平不高，无法全方位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和

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学院的就业工作人员大多是兼职的党团干部，他们承担了

非常繁重的团学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就业工作中来，人员变动频繁，

队伍很不稳定，社会阅历和就业工作专业知识普遍缺乏，很难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

就业指导，特别建立常态化的、专业的职业和就业咨询制度，不能满足广大在校学

生的需求。要继续加强学校就业工作队伍建设，特别是加强对现有就业工作人员和

全体党团干部的培训工作，提高就业指导整体水平。

4、毕业生就业观念、就业期望值仍需调整。来校招聘单位多，但各单位的实际

招聘效果相差较大，面试合格后学生又不愿签约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对毕业生开

展一对一的就业指导分析还应进一步加强；我校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仍然较高，有

些甚至脱离自身的实际，择好行业、选发达地区、挑优秀单位、讲高待遇等就业观

念仍然普遍；各单位的实际招聘效果相差较大，校内有效的就业岗位浪费现象较为

突出，部分“面霸”学生一人挤占了多个单位，挤占了其他同学的就业机会。加强

对学生就业观念和就业期望值的教育指导任务仍然艰巨。

5、专业需求不平衡，非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工作难度仍然较大。专业需求不

平衡，非财经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工作难度仍然较大，非财经专业的就业市场还需大

力拓展和培育，应加强非财经专业就业与财经类岗位需求的结合度，加强对非财经

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工作，特别是加强在专业财经类高校做好非财经类专业毕业生的

调查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措施促进全校毕业生的充分就业。

6、加强就业管理，增强诚信教育。学校就业工作制度化建设是学校就业工作的

重要保障，这些年来，学校已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就业工作制度体系，但我们必须清

醒看到，当前学校的就业管理工作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个别毕业生私自借用其

他同学的协议书，同时签订 2 家以上的单位，个别毕业生签订了就业协议书既不办

理解约手续，也不去报到，这类学生虽然不多，但已经给学校造成较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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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提醒我们，在就业协议书的签订、对违约学生的调查核实、毕业生的派遣等就业

管理的各个环节，要高度重视就业管理工作，加强诚信教育。

7、避免盲目乐观，合理引导毕业生树立从基层做起、从中小企业做起的决心。

随着我国经济逐步回暖，毕业生就业形势有所缓解，但总体的就业形势并没有得到

根本改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仍将是一项

长期艰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高枕无忧的阶段，要避免盲目乐观，合理引

导毕业生从基层做起、从中、小、微企业做起，同时要切实加强对就业困难毕业生

就业的帮扶力度。

（招生就业处曾祥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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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保险专业

沈文昕 陈 飞 秦 阳 姜玉琦 刘宏杰 葛建男 蒋 淦 姜 龙 周子茜

杨文玲 詹 萌 陈 亮 谷 凯 魏明明 胡英敏 王梦垠 张千千 张 为

沈云莺 黄锦钊 林 婵 赵翔荣 汪 洁 钟方梅

财务管理专业

白志刚 肖 培 王 剑 陈 欣 蓝玉梅 唐 震 王 译 冉钰燕 陈 勇

牛辉鹏 赵梦琪 王 琮 杨东艳 叶 茵 林 晶 甘如彦 万 莹 汪 潇

罗 慧 唐新欣 熊伟伟 敖 翔 赵嘉敏 高 珑 陈颖清 戴 婧 孙婷婷

熊 然 张卿星 张 欢 刘 琳 方林盛 殷叶青 谢才洪 唐雪源 肖 娟

李 琳 刘 磊 曾 峰 钟 新 曾庆海 廖荣福 彭师诗 陈 涵 温丽娇

李声辉 谢文凤 付毛毛 裴凌云 胡心月 黎海峻 夏 璐 蒋赛丹 徐淑娟

陈保兴 钟 涛 王 婷 孟丰琴 黄 仡 晏志鹏 陶倬夫 李 莲 蒋陈诚

刘亮华 陈孝连 黄国兵 罗煜珩 谭龙筠 应 平 夏长旭 俞根兰 姚 静

王 琦 黄荣芬 夏林翠 林丽芝 汤亚男 徐 强 王青芳 欧阳梦帅 吴江民

黄智明 章文涛 周 丹 杨立辉 邓芳芳 黄春江 揭国力 郑 辉 项伟萍

陈 敏 徐细荣 张 盼 何健康 曹荣强 熊依依 朱小舟 戴小兵 殷小亮

冯召程 查文强 黄洁琼 胥保荣 王妙妍 欧阳圣策 杨卫芝 邓桃桃 葛建军

樊旭东 许洁琼 李淑鹤 樊川琪 王云云 唐楚姣 李博儒 晏 乐 陈佳蓓

王沁怡 梁 洁 黄大颂 吴 熠 徐 然 冉龙丽 王 茸 王凤缘 李奥琳

叶 青 杨 桢 韩竞仪 赵海波 王 杨 张剑凯 武晓荣 李 茅 刘如意

邹秀菁 李小燕 黄丽萍 罗潇萌 肖贱秀 金晓亮 赖 威 刘 香 陈昌艳

饶 欣 李海燕 周 思 胡 珊 黄 婷 谭运晶 饶 璐 余海峰 李 灏

贾寒晔 吴少峰 钟 俊 周 燕 张金思 江奕帆 朱晓娟 尹镰义

财政学专业

黄中浩 刘菊花 施 翔 冶发龙 王 晨 张 谦 赵美婷 杨梦竹 杨 洋

杨 洋 黄晓玲 颜婉真 殷小龙 黄 志 蔡柯达 祝 捷 黄道骏 张特黎

邓 清 罗 玛 侯文婧 邓仲玮 彭 炎 庾叔园 王 芳 李秀财 肖艳艳

黄 翔 刘 萍 易贤华 欧阳班勇 徐中辉 晏小金 简润华 杨文波 胡文骏

谢 君 黄云云 周昱舟 李亚婧 艾芬芳 张平招 曾 云 傅宗舟 肖柳香

郭 峰 李梦兰 高淑雯 肖子琼 徐福华 汤贵明 程恒森 黄振洋 陈哲玢

郑 强 王义保 周莹莹 钱秋琪 陈 云 吴 敏 方宝珠 王英英 周伟成

叶晓露 邱弋戈 蔡 鑫 张丽英 温广荣 蒋礼超 樊贵宝 吴 青 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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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佳 胡尚尚 程 珊 邵建华 黄 侨 朱雅珣 张继为 朱 凌 何礼春

叶 涛 文 欢 孙小博 谢玲玲 钟征祥 陈晓婷 王 路 陈室霖 高 洋

彭 璞 刘 昊 吴佳宝 解 雨 王丹丹

城市规划专业

王 卓 井宏达 兰树莹 张 雷 曹于飞 胡丽莉 李 丽 唐 林 颜 荀

刘昭胜 何淑欣 梁镇棠 王 渝 袁梅凤 龚贤波 肖 毅 闫清泉 余宏文

姜 占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凌加根 陈 涛 胡慧群 潘龙辉 李 军 韩 伟 吴亮青 黄 鹏 毛志军

卢 浩 李 杰 张 维 付 晟 易珊珊 周伟鹏 冯 文 符祥杰 杜史虹

陈薇薇 王小花 吕同喜 王燕宁 王增翼 彭 微

电子商务专业

袁海兵 马 贇 唐 莽 江延津 赵 娜 王 巍 张嘉奇 罗国天 黄红云

曾 群 刘 晶 刘晓晨 肖咸星 皮宇轩 涂为娜 曾爱君 高 嵩 余文茂

戈 雁 刘 微 黄淑文 朱佳璐 汪云风 夏 辉 马丽韬 曾 贵 钟 平

周 龙 李 雪 王绍和 孙 诗 刘道飞 李 静 卓 越 于 佳 徐攀科

李华芳 贾纪云 潘 华 张伟明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李权志 李 颖 商文慧 谢建锋 李永旺 邓 祥 彭文辉 聂杜娟 陈 猛

桂福阳 汪晶晶 胡彦涛 陈令军 赵亮成 马小良 毛谦华 琚 敏 严朱强

李婷婷 田 丁 陈裕庆 刘子华 吴志平 何少华 付政恺 席 鹏 徐秋连

余策军 柯于军 丁振华 谭龙德 郑世红 崔兰平 王 群 文 靖 朱宇婷

陈 刚 林 凡 李文君 沈起伟 朱恒湖 戴 宣 邱彩霞 朱 星 谢远军

饶鹏程 张 伟 欧阳林 吴润龙 罗玲燕 王扬升 李新星 罗 曦 杨燕燕

曹阳俊 邱小荣

法学专业

屈昕玥 白 梅 逯弘睿 柴婕婷 邢亚静 张 宇 赵晓丹 杨 沫 赵若冰

张庆丽 赵姝姝 王 鑫 吴重阳 李 响 应 越 吴旭婷 张婷婷 金宇强

袁 鹏 刘名辉 付成思 胡建强 刘小妮 熊 婷 杨韵芝 熊磊铭 施 诗

李萌威 刘小兰 陈美琴 甘云翔 熊光荣 吴 婷 曹 雯 肖志幸 支 媛

雷 媛 吴江荻 谢丹元 吴启昕 汪 瑜 刘 霞 朱 骏 杨照熙 李晓娇

宁明月 何忠锋 巩大振 鄢文静 房 驰 马 丽 覃宾恒 唐 嘉 唐冬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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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焕月 张小艳 冯兰龙 勾 丽 刘 瑜 张 路 刘月仙 范金萍 李睿媛

祁晓霞 贺 丽 刘金玲

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

焦 娇 冉莉莉 周 竑 李 强 马双双 海倩倩 张 莹 叶 琳 蔡 淼

潘芳芳 潘雯雯 单旦波 李 翔 石小燕 魏欣欣 周亚晶 曾 山 陈青青

刘 俊 余作明 赖天啸 梁 羽 姚 金 刘正隆 黄进锋 江 曼 赵 璇

单锦玉 李仁鹏

工程管理专业

田忠平 余治江 李方圆 张仙仙 曲 冰 李静怡 陈宇宁 李 强 曹 艳

易清兰 李林凤 肖婷婷 刘飞龙 沈明华 熊含章 邹克腾 吴 锋 戴舒扬

温羽绿 张小娅 谭 颖 杨莉莉

工商管理专业

曾 铮 尼玛坚参 次仁央宗 崔 波 王元莉 刘慧芳 李 晶 宋龙华 朱 焱

汪昭辉 付 洋 庄清萍 连玮玮 曾维星 熊小华 桂 娜 罗红军 涂言琦

熊 铮 邱小翠 黄文莉 邱伟龙 钟秀文 王 煜 黄顺来 杜丽娜 梅 堂

胡尾玉 刘文斌 陈振良 蒋文军 熊江华 陈昌盛 熊柳根 敖 荣 刘文韬

漆吕玲 黄 锟 张 翔 彭丹丹 秦丽章 曾令助 黄良琼 陈鹏杰 刘六英

钟 灵 谷志文 张尊煜 杨 帆 徐海兵 鄢 震 吴 芳 郑 佩 余 伟

徐 强 郑木标 徐玲波 官仕盼 夏昌顺 叶露阳 龚建鹏 梅文珍 杨 越

付建武 杨世瑜 刘国辉 赵 敏 谢发根 罗 华 鲁 飞 勒海彩 陈顺美

刘 斌 黄江霞 龚思骏 胡达东 周学婧 刘德豪 廖 娟 刘 辉 欧阳友萍

叶国贵 翁公羽 张然丰 胡栩诚 牛红梅 杨 坤 贾英杰 张 璐 刘 俊

邓彩明 梁斯慧 王均才 朱 健 李琦玮 符甜甜 李小娇 李元玲 刘春秀

唐 健 李 琳 张 荟 万蓉蓉 普华艳 李则余 张 静 刘明锦 宋明钊

贺晶晶 王 娇 卞永峰 付炫盛 廖智杰 刘宏建 荣 超 郭 慜 张 芳

工业设计专业

王翠茹 康国生 张文新 赵吉超 陈京华 赵轶朋 李慧慧 闫慧杰 罗晓娜

高雪瑶 耿赛群 张思盟 汤 赟 陈雷雷 沈文武 张恒智 袁万鹏 郑争明

朱 志 黄芸芸 夏露婷 黄 艳 戴志峰 秦品嵩 周啊芳 唐雪玲 蒋忠彪

施世杰 连香丽 林 琍 官 婷 刘嗣奇 魏 民 曾珍珍 汤晓杭 何 楠

周 亮 黄 琪 熊文浩 邹 超 孙新峰 李 肖 张建峰 李莹莹 黄秀民

李若冰 康庆飞 赵本强 牛振渤 孙绪曙 占 满 刘 蓉 申丽娟 杨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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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洁 凌惠萍 冯金燕 陈薪萤 王晓慧 邓 恺 罗岳芳 杜有仙 付远磊

汪文平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鲍晶飞 文 君 夏 巍 程 鸣 宋羽薇 赵天友 程传龙 金 晶 谭景文

邓柱华 李 刚 许 杰 王 瑞 张 欣 黎 弯

广告学

张景宇 姜 盼 严凌诚 付娟琴 欧阳远华 龚平平 曾朵朵 陈冬梅 闵 欣

钟显强 石芳霞 杨 媛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侯小琦 吴智超 莫宏元 王 越 贺哲聪 孙 昊 朱煜辉 梁丽军 黄 旭

郑 玮 朱思宇 张 超 李 萌 王 宇 李立会 赵龙敬 吕 洋 焦海峰

王啸飞 于 雯 邵 丹 王忠芳 刘龙霞 顾旭楚 虞晓倩 徐一灵 刘 荣

钟 静 孙春红 俞梨红 张大汇 赵浩森 黄家伟 程润丰 周海燕 陈颖娟

李 茜 涂俊玲 徐 茜 刘 骥 罗 斌 王 文 毛木龙 熊 云 万紫燕

涂序国 胡慧敏 谭丽艳 朱 海 聂 岳 夏 日 熊 芳 杨 帆 熊 国

万国珍 黄 蓉 吁 胜 方 玥 丁杨鑫和 李 立 李 珊 殷 超 熊佳楠

涂 达 吴 玮 敖璟荟 魏 佳 翁蔚哲 应雅婕 杨 洋 樊 聪 赵晨晖

马 晨 万 思 杨 屹 陈 庆 刘 清 姚佳丽 曾 琼 刘章凤 李月明

彭燕福 邱家洲 郭帮春 陈 莉 钟 青 蓝 倩 胡祖霖 温 娟 林 琳

李 珍 黄长连 钟小蓉 谢海兰 钟淑清 钟伟全 邱丁香 张继英 彭 登

彭辉明 李 谌 赖 露 庾世文 侯 娟 陈修文 杨 星 蓝元锋 彭 丹

胡 刚 钱珍珍 梁海燕 杨丽欣子 李孟姝 兰 涛 肖玉华 付 蕾 翟因兰

万茹茹 陈 聪 张广良 汪益民 孙 婧 晏 冲 孙 青 谢阳华 邓小忙

刘 晟 邓 萍 张万芬 孟惠妮 龚晓娇 刘 鑫 罗 云 况 敏 叶方舟

罗 辉 石 捷 邹 斌 叶 鹏 胡 韬 朱青辉 郑 琦 郭美佳 郭 鸿

易 微 王敏媚 王丽琼 廖雪菲 胡 婷 夏 鹏 杨 颖 胡成林 刘超鹏

谢 维 吴义民 刘玉光 刘冬梅 康莉红 王 琦 丁荷香 谢雨蕊 袁 莎

肖小锋 吴晓晓 宋 雯 汪子涵 熊韫洁 徐焱平 胡金芳 吴慧敏 何雨晨

吕振文 汪凯旋 江丽芳 程晓翠 张锦霞 汪曦敏 俞太平 周雪晴 童联振

赵寅金 黄忠强 何 坚 周丽媛 吴华锋 肖芳芳 许 静 徐娅琴 丁斌杰

陈 苹 段锦堂 蒋 鹏 陈 贤 郑 冰 胡 超 阙亚静 邱苇华 朱玲芳

吴小燕 聂啊湘 张思敏 黄道道 郑楚楚 刘建建 白旗丰 朱资莺 叶志杰

郄梦亚 陈 倩 尧 霄 陈 玲 肖 平 方新华 袁 骏 艾峰标 郑瑞娟

唐敏敏 李思伟 曾立俊 鲁 珊 李志婷 夏 丽 吴洁琼 曾丽红 余一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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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元 周 萍 陈群丽 肖鸿飞 王一炀 邹玉莹 郑燕玲 吴 挺 朱林玲

郝蓉蓉 袁文文 范国英 刘慧慧 蔡 蔷 陈红梅 石巧平 丁思超 段月林

李圣亚 屈宁杰 刘 谦 王 琳 杨 健 梁耀宇 章 凡 燕若瑜 王俊杰

王 博 李江涛 钱文忠 石 恒 方志新 刘 芳 梁 洁 黄 璐 吴 鹏

项 海 余春萍 陈 露 吴育红 韩 鹰 柳恺博 黎 艳 王 丽 贾容芳

黎玉玲 兰 希 周 黎 何 启 彭雪丹 彭 金 文希萍 彭 慧 彭小惠

赵 强 宋文高 潘 颖 朱于华 倪 莞 江颖芬 郑柳梅 刘 珊 施骏强

张莉丽 吴亮祥 方 丹 吴志鹏 曾乔俊 邓甜甜 王建祥 黄金秀 黄学梅

严 瑾 彭艳艳 邓丽娜 赵红艳 薛念东 蔡 杰 吴广涵 黄飞飞 黄 娟

罗艳卉 刘 雨 刘娟娟 谷 慧 曹 直 陈宇琦 韦红潇 陶琼雯 诸葛艳丽

吴清源 王 瑶 马隽雯 王 晓 熊 静 彭 杰 艾 娴 严雨卉 谢昕娅

李 杰 薛仲莲 李 玲 方 鑫 杜 赟 李 贇 张 骞 赵丽红 马珊珊

杨 雷 王 娟 张富昌 曾 冬 罗遂清 朱铭泽 刘志球 沈燕妹 谢芳婷

王爱华 赵 芳 黄 慧 林 娟 尹婉君 余海燕 杨 阳 皮思斯 稂文珍

曾建英 梅 强 吴庆平 朱钟桂 赵爽彤 杨雁云 钟笑鸣 王 沛 赖珍欣

李志华 王冬梅 黄 涛 陈 琪 张 葳 刘厚银 周丽娟 欧阳胜子 管虹娟

肖 芬 陈 文 胡 倩 江奕聪 刘春李 陈 玲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专业

马奕菲 肖冰育 王雪璐 周思达 黄 婧 周弋莳 潘 玉 孙小涵 丁 捷

刘慧敏 李振男 霍 达 王辰奇 张慧芳 曹 菲 周 静 胥 霆 徐一驹

翁敬贤 谭 磊 汪振东 汪 伟 王亚力 陈 星 郑思孟 许 娟 漆琳琳

邓 林 李敬秋 万 钧 胡文翔 陶云云 付那拉 李 翔 王 慧 李斯坦

欧阳帆 郭晗宇 蒋 学 勒 晔 吴琳珺 王 劼 傅千叶 石俊游 龚礼纯

李小洋 陈思冲 黄 琰 彭沛劼 胡雪莹 周瑾超 谌 洁 李天伦 陈丹琳

陈湉 胡 越 殷 明 毛云汉 欧阳伊美 廖德赟 邝 达 张筱洁 陈 珑

黎 珊 葛超颖 李丽珠 卢凌熙 汪 颖 罗 川 熊 振 傅 鹏 金泽玺

李敏媛 夏 红 刘 毅 高俊杰 肖毓婷 姚书音 周子昂 饶睿君 陈子文

余蔚萍 江琼静 万 丽 杨 帆 黄 坚 刘文琦 任思奇 万 轲 张龙昱

桂良璟 吴小玲 刘慧芳 饶文彬 胡 伊 辛陈平 黄琪琳 聂 鹏 郭仙掌

张道军 唐晓瑞 魏 薇 万一丹 查雪晨 廖相文 俞 驰 熊 洁 汪 恒

江 南 万盛旦 王尧华 饶 柬 王励容 张 璐 杨 洋 李 佳 史迪青

朱 曼 何 亭 秦嘉卉 秦秋悦 宋 怡 张丹妮 谭 路 谭致君 彭珊珊

李 鑫 彭经添 彭 丹 袁 巍 戴茚斌 黄雪倩 刘丽萍 朱 瑶 唐 月

张西蒙 昝星源 王芷蘅 郑 超 胡 鑫 田 俊 王亚菲 刘姗姗 胡博强

周 磊 晋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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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管理专业

陈 琪 李云伟 严懿嘉 元 源 王珩禹 章建富 李 斌 聂建群 贺治岗

尹 玉 李 萍 李 敏 王永亮 史延召 伍 琴 杨 美 马艳丽 向雪萍

周慧铭 汪 鑫 蔡盼盼 祝立锟

会计学专业

于鸿儒 罗霄虎 温麒楷 胡 亮 冯丹丹 于艳玲 那 宁 叶 琨 马 帅

何 秧 谢竞锋 崔汉卿 杨煜晖 刘 路 李 萍 严亿奇 龙小兰 李 珊

彭玉竹 刘兰芳 其力美格 张大蔚 邢绪超 刘 钊 张 放 张思远 贾鹏媛

荆 涛 国洪瑞 边 腾 杨 静 王梅梅 王建美 马 良 丁 婷 王 婷

王 欢 宁艳辉 王泽京 于 丹 肖 野 许嘉文 孙天奇 李雪莹 陈若愚

於 瑶 钱晓俐 倪 睿 楼 逍 陆 群 杨璐枫 吕淑媛 周 泓 朱 晖

金 鑫 尤柳菲 罗 衡 项 阳 周崇真 张宝磊 丁星源 徐晓寅 林滢灵

许昕桐 郑安琦 陈 琦 张 怡 吴晓冰 晏 敏 曾佳丽 熊雅琴 范时洪

杜文清 邓子岩 万家亮 熊有全 刘文艳 李思敏 邹 丹 何文涛 余颖捷

翁良玉 彭文竞 瞿晶晶 黄 婧 罗恒之 赵 璐 陈 若 张 韵 胡啟颜

王玉竹 陈羽茜 管 超 杨晨希 孙颖婷 谭健尧 邹艺超 曾 越 陶鸿铭

熊雪露 朱 琳 胡 敏 易 炫 刘 卉 蔡 晨 张楚骏 曾雅佳 万博书

蒋 珺 刘 颖 李云龙 毛孝琴 纪媛媛 傅 豪 戴慧婷 钟 艳 刘琳玲

刘 蕾 刘 衍 温 可 王日新 王 荟 黄燕青 廖 昊 廖 玫 廖 蔚

岳文琪 张 怡 林 曈 徐智雯 易 娜 郭思婷 余朝霞 周青斌 罗 荦

章怡俊 冯 珺 皮明鹏 罗 凡 刘 瑾 倪惠平 王美琴 戴 琳 李 鹏

聂 兴 章三思 张 婷 李向阳 卢彦珏 廖媛恬 沈立群 邹 璐 邓 丹

赵 敏 赵 腾 李 海 朱 珺 胡晓阳 喻 阳 万 昊 罗黎萍 张 韬

高 鹤 李素芬 甘 源 刘婉莎 周志清 周旻怡 张雪生 张美凤 李 燕

方 圆 曾令春 罗玉红 刘虹沁 古群芳 罗 鹏 肖世明 方惠源 龙 靖

高 屹 谭梦楚 陈建华 黄 龙 张 云 曾 璐 李彦辰 吴 琦 胡丽燕

吴 昊 朱李慧 杨瑞宏 何 翔 项 琼 邵伟超 陈志荣 徐雅群 黄鹤楼

王治豪 舒 诚 黄 盈 胡早兵 张白洁 吴乃乔 杨 薇 李模潇 许 娟

邓小芬 谢 芬 庄哲录 颜 函 程文斌 唐 诗 胡 燕 徐 弘 余 越

李江平 张金辉 谭婧雯 李 斌 任 昊 余云雨 毛亦珍 黄美花 黄志强

邓玉华 周理德 林 婷 单宇超 李 聪 乐梦华 邱园媛 余丽娟 许欢明

严 政 邹清华 张 微 邹 凯 柯秋雁 曾 秀 冷 立 朱 林 江 越

王 江 颜旗意 刘 青 刘华亮 冯上明 陈 竹 伍 欢 张理星 张 鑫

徐佳佳 邓寒凤 王泉宝 陈 唯 赵 燕 周民敏 成丽婷 戴艺苑 袁 媛

刘胜荣 汪洁玉 张东东 程明勇 王 琪 张 婷 欧阳帆 贾 璞 李 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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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勇 刘美芳 颜 坤 陈 超 徐玉晓 徐 宽 徐多锋 陶晶晶 倪 璐

黄 姗 曾绍颖 王 妙 王 蕾 张 璐 桑劲乔 郑 娇 付芋森 郝 婷

刘正芳 张 曼 熊聪琪 李桂英 古 婧 李 沁 李员峰 王泽元 戴 茜

陈雅丹 吴宇凤 曾 晖 陈 密 羊国兴 易智玮 代 琼 杜 鹃 杨秋亚

吴 方 班春风 潘倩宇 李明蔚 许 云 金 曼 许立信 惠瑞瑞 李 姣

何 颖 刘远莉 吴 龙 赵晋楠 鲍海燕 赵立巍 武玉婷 刘立飒 黄 琳

徐姗姗 陈冬珍 谢美荣 温学敏 周璘钰 张 靖 林玉溪 王 兰 付清龙

蒋 喆 周 乔 彭莉婷 蒋小花 王丽琴 陈粮文 邹 瑾 辜志倩 梁鄂婷

胡 铃 熊含熙 黄程程 魏栋栋 吕辉娟 付爱丽 倪 霆 刘春梅 苑 蓉

石天聆 张淑华 占 淳 陈川云 李 凯 邹 兴 张 建 李海燕 彭丹怡

韩青春 刘芳晨 熊丽红 梁霏霏 潘 燕 潘玲萍 龚秋萍 曾纪荃 赵 丹

张维维 陈 皓 王艳霞 邹鸿锐 冯永翰 吴越垚 文金沙 林智青 吴 畏

张琦琳 刘 珂 吴 琪 官 雪 金招云 李 军 钟雯婧 谭 洋 陈雪超

会计学(ACCA 方向)专业

甘明伟 张钰晗 王亚婷 唐 政 黄婧婧 李裕民 陈 如 张凯熙 郭 鹏

安冰玉 张海曼 丁宗平 金宇珵 刘镈源 王 铮 张照亚 朱 希 吴 凡

张竹影 余正丹 汪 蕾 李先淇 严 晨 陈晚琳 陈川林 许娉婷 邓 晶

田 也 姚欢欢 罗震宇 涂丽文 李 萱 朱雯靓 周 红 王 娟 宋 侃

闵雅琴 万文亮 陈菁华 刘佳宁 幸 丰 陈文济 张 弛 谢 骁 姚 尧

熊瑶佳 支金艳 蔡楚佳 薛 燕 陈 琛 李渊晶 卢灵珊 段亚鸣 陈寒宇

李 榕 刘 馨 钟云丽 林艳芳 胡玉婷 彭 敏 黄洋洋 陈加琪 邹 旋

文晚婷 肖敏琼 邓旻浩 罗思博 肖 诚 胡 昊 康龙彪 朱逸伊 杨书雯

陈怡颖 黄 楠 陈 偲 匡 琪 严楚楚 邱 源 韩 瑾 翁紫盈 黄瀚玉

叶瑜菡 胡昊琴 杨 曦 陈文娟 金 诚 杨 云 李 萍 邹燕青 李 兰

付 欢 陈 园 任 倓 邱志文 陈 曦 万青平 郭 筱 康有为 陈雨竹

邓继山 董玉霖 胡冬梅 陈 翩 邓后云 曾 纯 吴艺林 桂思韵 徐江南

孔嘉娴 廖益嘉 徐 昀 曾 超 周晨松 付楠楠 罗欢欢 胡丹婷 淦洁琼

肖潭梅 王 莹 黄绪宇 熊 月 查利曼 沈国番 周子鹏 杨文芳 张轩锦

张 州 余 楠 张 琳 冯上卿 李 旸 李倩云 杨文祥 李佳艺 甘桂云

谢莉莉 毛文俊 张佳男 徐 骞 陈 力 李佳宝 郭晓甜 熊 瑛 韩 漾

彭丹萍 吴 睿 王雨晨 向 蘭 涂存与 杨钰清 叶 子 张安琪 贺之梦

丁 洁 张文静 周金玲 李 昊 宋宇翔 余紫微

会计学(国际会计)专业

张 逊 费意文 李 乐 欧阳溪西 王一昕 王丽黎 田 媛 孙 玮 万 好

杨 洁 雷润庚 刘 卉 高 畅 朱晓明 徐樱蕾 白峻赫 孙恺璇 吴升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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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昊旻 齐 妍 张 搏 曹 昊 丁 一 李 胤 徐 骏 钮宇成 唐立原

邱钧君 徐 刚 朱子龙 戚加妮 孙小雯 褚芸龙 张慧超 黄碧霄 石梦晗

兰 茜 张 帆 朱丽雯 张玮玮 田 悦 郑 纯 林 娜 林 动 曾清清

吴爱兰 罗 娜 游 艺 张怡薇 陈程峰 李晨霞 周 莉 裘有盛 江婕妤

余玲玲 吕亚蔚 付艳玲 叶玫吟 欧阳铂崴 黄思佳 谢佳蓓 蔡嘉珵 罗 旭

牟小毅 吴欣然 胡辰昊 刘江燕 李萌君 赵秋源 周霄霁 陈 歆 朱玥蓉

罗 欢 张 宜 杨文盼 严 旭 王婷婷 何 欣 罗文博 刘 丹 张 卉

祝华蔚 程 昕 胡夏超 熊沈杰 黄 婕 邓皓琪 傅佳敏 危义诚 张心怡

林翰文 邬 巧 吴一章 金珊珊 朱越浦 杨荟芳 卢雨晴 钟晓煜 陈吉琼

刘新萍 杨梦涵 曹 玮 胡 愉 袁美玲 钟华先 李 欣 李小秦 朱 颖

曾 瑜 张琳琳 钟 澜 陈立群 罗 良 陈思捷 熊 煜 邹 佺 聂松松

余 玥 周助军 吴静菲 闵 翊 涂 虹 欧阳菁 彭 杰 胡 浩 吴维佳

陈 灿 杨 笛 况 瑶 熊 杨 谢昌昊 李 婵 娄澄宇 尹 珍 何家骏

李 睿 杨雅萌 袁书成 何平平 曾珊珊 曾繁林 李 婧 上官蔚云 梁芷若

兰 兴 晏文双 童 卉 胡烨梅 董彤玉 王东虹 赵天颖 占怡雯 陈哲霖

诸葛奇怡 姜亚萍 占凌波 刘 宏 吴诺璐 陈 丹 周 芬 吴曦倩 罗 珊

宋思琪 晏 晨 余若勋 陈 瑶 方丹萍 邹晨希 余慕康 陈 曦 周 超

刘璐琳 陈 凯 胡 杰 王弘毅 侯 波 吴燕琪 胡 涛 钟 晨 徐雅思

游洪燕 周琪思 吴毓朗 张梦瑶 沈 翼 余小锋 卢冬冬 徐敏乔 左 莹

李果维 张嘉鹏 阙 琪 徐明希 叶嘉莉 徐碧盈 邵思霁 夏 菲 欧阳醉文

叶秀峰 杨栗晗 周 婵 彭 雄 齐恒奕 李弘博 余 翔 王美芝 聂卉茹

张 颖 杨云燕 李 萍 宋敏杰 王哲轩 陈晓墨 杨 蓉 袁 璐 王宝鑫

张 淼 范明明 陈丹凤 张 佳 范 莉 肖 瑶 熊 静 邹 玲 袁浩一

刘周丽 刘婧琪 褚胜兰 洪甜恬 符珑菲 黄世聪 杨照寰 郭佳欣 王小雨

谢东炬 张大略 辛 欣 罗梦然 肖 彧 罗 凡 孙 婕 杨睿宇 董 浩

杨 昆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

付思祺 夏博屹 赵鑫升 姚丽颖 莉 莉 那 宁 季晓芸 李 忱 胡方舟

甘 霖 何 星 李富明 雷 慧 田 烨 徐 莉 龙 剑 刘芷愉 黄晓文

林 孔 张 然 叶慧莉 夏 青 高淑颖 姜 蓓 冀茜茹 安润芝 盖广鑫

王 超 于茜倩 王月婷 王 俊 张津铭 管 宁 侯雨薇 张舒然 杜春晨

张 浩 丁 萃 张翔瑞 孙荣伟 潘琴丽 潘思思 楼琦霞 曾 臻 张 懿

郭登薇 熊鸿儒 赵紫薇 吴 乔 付双双 罗 婷 吴方梅 万先兰 魏贞珍

梅 佳 徐沛旻 刘金晶 万 娜 罗 玮 陈丽娟 曾令云 李亚君 胡经优

徐 乐 胡 嫣 文伟智 徐 程 陈玉龙 狄 暘 贺也鸣 王元庆 李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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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琦蔚 危 露 熊 鉴 范人可 江 琳 李 燕 盛立昌 胡 迪 狄 欣

曾 婧 刘佳良 敖 佳 余野青 高俊芳 王佳珮 吴骏燕 余姝慧 徐晚君

沙沛涵 张 颖 谢基阳 王 倩 方 敏 刘玉泉 邱国香 范永新 刘福龙

林江俊 肖 伊 叶 婧 陈 涛 张品东 何辉辉 罗丽芳 甘 平 丁相恋

黄金城 袁海涛 傅国林 林 洁 谢玉芳 曾 瑜 陈龙辉 黎 成 黎梦琳

胡 芳 汤 丹 欧阳俊 易族俭 彭 玮 王家欢 龚发文 熊利娇 邬海涛

杜夏鹏 黄 丹 黄 莹 贾 奕 陈 江 陈 鑫 杨晓露 晏艳玲 卢 轲

王洪敏 聂冬晴 李昕亮 白艳玲 胡 凯 孟 莹 李 茜 彭 倩 毛盛志

刘莉萍 朱明瑾 陈小燕 陈 珍 刘 玲 裴 珊 袁 欣 戴嘉乐 郑永成

郭小华 袁 敏 曾 丽 龙 珍 熊 琪 徐婧菲 郭 滢 顾志旭 吕厚明

吴国华 杨 霞 张元芳 洪馀杰 程 健 滕 雪 吕世远 邱淑华 简玮唯

谢月婷 韩晓燕 杨 玲 黄 燕 林康艳 张坚国 何 丽 辛 洁 黄 姨

陈 萍 范伯矗 罗 琦 高 鸣 张 丽 周云鑫 黄 旻 邹海悦 彭志芳

杨丹丹 曾倩云 罗 波 朱欢欢 张 婧 伍前英 徐方亚 洪清正 邹 银

黄 海 邓 佳 吴 列 谢元萌 邓 羚 余焕章 胡志锋 刘 馨 唐 翔

封秀秀 欧阳涛 吴宝华 李升哲 何兰兰 余 潇 洪芬芬 王碧辉 刘 薇

陈淑英 彭佩佩 刘雨晨 邵尤良 石文华 徐 希 黄夏菲 徐育竹 王 田

冷 琛 张 琴 谌悦镭 彭香莲 张婷婷 罗紫君 万 婧 陈 菓 肖 攀

刘思思 邱梦馨 周 霞 朱 茜 张思军 占 宇 江 斌 周丽文 张 瑜

杨淑雯 贺 瑛 章 芳 黄 颖 谭劲松 黄 珊 彭 梅 邓 锴 窦海萌

宋丛丛 徐琳琳 井媛媛 董昱辰 王心彤 贾兰兰 邹淑均 洪 煜 陈 辰

杨 换 张少屏 湛 丽 孔令婷 熊婧芳 邢燕妮 林丽健 陈哲锋 杨璐萍

陈玉玲 胥 珊 王小英 王宗航 翟泓武 王懋硕 林 洁 康晓璇 黄丹溢

杜 姝 段 灏 杜春霞 王同富 王永洲 孔嘉晨 黄文勤 李颖蕙 鞠卓婷

徐艳莉 李永成 陈艳飞 曹 昱 台 亮 蒋文伟 段修发 马 双 冯 俏

江 鹭 洪彩辉 薛 佳 廖菊丽 王玉萍 吕甜红 黄 梅 廖诚然 查 萍

李 健 李瑞花 杨 芳 唐哲明 淑 红 吴 鹏 张 宇 刘 洋 黄 婷

张晓敏 许 芳 丁佳卉 刘 华 梁 静 明 慧 伍 逊 胡 芳 李 维

郑 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陈修奇 何迪怡 贺馨谊 赵 清 刘 浩 申 振 周宇馨 刘晓华 郭亚萍

宋 佳 陈 晶 赵欣茹 秦 哲 单瑾娴 周 倩 祝晨睿 叶建龙 郑小琴

赵银凤 胡云波 游东升 郑劼诚 邓茂林 陈观民 杨志强 谢 真 黄 浩

杨小亭 胡 凯 漆文敏 梁永茂 郭文明 何 伟 徐绍军 郭之欢 付威威

周 挺 黄 霜 周亚云 刘 辉 刘聪聪 吴 擎 吴 通 吴 达 袁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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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华 饶 丽 黄海伟 王 彪 吴新星 蔡爱平 王于强 韩 涛 牛 杰

胡 彬 彭海涛 刘金龙 汪 鹏 赵高杰 王春丽 刘 雨 张慧慧 夏 雨

张 伟 周艳萍 钟水清 蓝翠萍 刘江伟 黄月婵 彭 倩 贾超群 董园园

吴 桐 李 追 熊 燕 韩明华 徐 钢

金融学专业

陈 斌 邓 旭 殷才智 赵鑫磊 张 阳 贾 萌 王浩宇 卢 羽 蓝 田

蓝芳红 李 雪 程 泉 陈 羽 龙 淼 付 博 龙 军 龚 静 李 璇

杨 柳 马文钦 孙玉莹 谢川川 袁 梦 李丽云 韩博宇 李晓崴 石钰莹

张家华 孟 灿 冀 超 宋 晶 孙占国 康 宁 刘乐乐 王 琳 麻燕霞

田冰慧 金晓楠 张 胤 聂明皓 张容博 刘阳阳 胡欣颖 付晨婧 刘原春

刘 璐 李飞翔 李天辰 邓方俊 黄颖燕 徐 立 岳欣薇 华庭峰 庄 诞

王明明 盛振华 杨 兰 赵 璐 潘文轩 李 尧 柯 园 林敏程 许源媛

吴 思 唐文强 王成阳 胡蒋平 刘思稳 鲁良夫 周 圆 徐 涵 王孟芝

王 昆 樊丹丹 涂盼盼 熊 鸽 罗 慎 夏国妹 于旭昱 肖双武 黄飞燕

陆 宽 万志刚 徐美彩 胡昌勇 程绪越 胡小凯 陈丽珍 涂 强 杨 刚

罗亚婷 吴玉芳 夏 艺 上官云子 蒋紫文 张志杨 龙 露 吴锦钰 蒙 朦

李孟宇 陈誉宽 江佳颖 万煜堃 黎 阳 罗梦颖 欧阳天俊 徐 乐 熊嘉杰

赵亚文 付 丹 龚颖秋 陈 鸥 李 园 吴 帆 吴 刚 戴政威 欧阳磊磊

涂玉超 吴佳君 章 雪 彭 聪 王 思 万文婷 张 梦 许欣超 方 蓉

史 伟 杨 昱 尚 琦 杨高雅 黄文强 焦 凡 徐 澍 盛 楚 陆娇阳

陈 超 殷和凯 邓绍鸿 薛 椋 陈江威 郭 晨 陈 瑞 朱文婷 刘钧林

刘治丰 曾显辉 朱日菁 王 丽 张振文 蔡 毅 练益美 黄世伟 卢 健

吴 晶 黄 翔 曾敏辉 林钟远 商 姗 李珍珠 钟 瑜 李 洛 吴 珑

余梦颖 赖晓敏 刘燕然 叶 凡 吴 慧 刘 颖 杨 燕 邓生华 曾婧琳

郭 珺 郭鑫林 杨镇蔚 杨 发 钟志斌 黄 烽 杨 琳 许翠玲 汪文斌

罗春兰 梅小凤 曾 晶 许 斌 赖文斌 陈永根 袁焕强 袁 敏 刘 晨

钟晓霞 彭建亮 易 睿 袁 珍 柳娜娜 李旭垚 罗 璇 胡 珊 甘文弦

杨 晨 陈冰杰 陈 红 吴 双 汪恒晖 罗 辑 孙 文 黄春丽 黄佩露

袁本龙 刘 畅 邬振新 曾泽雯 刘凤珍 葛云鹏 余芳菲 胡 军 王 亮

刘少龙 文 塔 李丽珍 丁文姬 丁 慧 廖孟瑶 艾 涵 丁立凡 甘 甜

沈小文 易宇婷 胡 立 戴 忱 吴奕雯 金颖骥 陈 铎 邱慧琳 胡雅溪

曹 玥 许燕云 朱明慧 夏季风 许桉铭 刘淑君 彭芳秋 胡 炜 郭美秀

刘江婷 刘长青 胡梦雅 廖姣娇 徐紫艳 李 毅 李志凡 张凤华 江志华

文云飞 肖 英 刘鸿花 刘美凤 黄永强 尹梦璇 戴美兰 周晨亮 陈思杰

黄晨雨 陈 岚 郭鹏飞 戴瑛茜 林品文 董子龙 段成龙 汪小娟 周训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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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维 祝慧莹 王植炫 董 婧 王雨航 吴贞汉 康敏金 郑志良 章明芳

李有飞 乐超男 周 霞 王 翔 陈珍珍 毛建辉 柴 璟 江 敏 吴熠冰

徐 露 王 振 王文林 李小梅 谢美娇 郑 鑫 郑曙卿 何 璋 谢文静

乐淑君 罗慧俊 吴丽瑶 范晓明 黄伟轩 张 洁 吕 莉 冯亚茹 常昊婧

万志坚 何心星 熊 茵 李 睿 陈 杰 丁 翠 袁汝坤 邓奕昕 丁 岚

朱钦清 胡 姗 肖 露 徐 亮 万庆伟 廖晨星 程卫明 杨江帆 黄 攀

邬 烨 邬晶莹 李藤菲芾 张友义 罗颖安 丽 萍 涂 伟 吴天平 杨进伟

杨伟林 丁苏琴 邓倩倩 周晓红 廖蒙蒙 罗 芬 李 贤 高 婧 陈初可

彭春凤 邹 源 曾永滨 乐碧晨 鲁凤鸣 王文平 李海兰 吴 昊 过 锦

涂韵芝 周礼林 聂 倩 肖丽平 曹桢伟 王 雯 袁阳明 宋艳艳 刘恩尧

冯 梅 刘子龙 匡燕平 朱慧林 钟赛男 荣 欢 吴金玲 瞿 莱 徐 宇

王第望 何小芳 吴智烽 曹岩波 谢红燕 金 煌 曾 佳 罗 韬 何 晶

唐 江 胡杰丹 励 玮 方梦婷 周文波 王宏玮 余 蕾 余偲媛 朱清燕

王鲁彧 陈建和 荣 璟 肖化文 龚 勋 孙燕燕 王 剑 何孟东 谢求娴

王 鹏 刘 定 周 丹 张 婕 巫卫专 李 喆 李 娟 肖 淞 龙 丹

姜文渤 张希望 马浩峰 胡成楠 刘 琪 孙 杰 黄 振 熊明坤 邱桃牙

张 蓉 李颖哲 简勇红 李宗明 谢 雨 刘冰清 彭 莹 陈 铭 裴 娟

徐云风 郭玉晗 孙伟伟 胥睿哲 宋宇辉 张露洋 童 琦 范仲元 廖 昶

戴 璐 蒋树生 蒋 煜 谌思思 陈漫泓 吴智鄞 郑慜諓 蔡 龙 邓叶颖

陈 慧 伍怡明 刘小燕 苏晓燕 陈 佳 李晓姝 阳睿奕 巫 鑫 付文源

张 渊 李建芬 李佳莉 汤媛轲 白美芬 杨 娇 张春龙 刘志灿 张 帆

王君漪 杨 扬 梁龙龙 南明英 仲殊锐 汪丽莹 莫 纬 王 莉 汪伟华

万 靖 江政荣 徐明亮 周宝珍 饶志远 李 平 胡 丹 彭 儆 胡冬平

杨 钦 叶亚群 林荔颖 乐海霞 韩卫海

金融学(国际金融)专业

石其亮 李婧琦 马 欢 肖雨晨 王煜钊 陈 妮 青婷婷 周思淼 蒋 玎

曹 博 权 浩 万 一 郭 鹭 苑琬姣 李洁岚 夏诗颖 邢承智 刘翔宇

王 旸 韩 瑛 韩 蒙 王 鑫 池广新 谭 琳 姜林林 刘宏岩 扈天立

王盈欢 宋 琪 魏超逸 朱人伟 赵 昕 刘姝言 沈 锋 王启扬 虞云龙

丁文捷 肖 笛 殷 悦 邢 晨 葛 倩 卜娴艺 戴之儒 杨 梓 奚 波

柴振宇 周 同 杨 磊 王 锟 陈 鸿 王楚红 王靖靖 黄智强 叶凤婷

陈丽琪 马彦斌 谌 鹏 喻家驹 李 亮 张志加 吴少文 于 鑫 熊 珺

李 祎 李 想 熊 欢 甘晨笛 刘俊东 李 弋 王筠竹 王璐璐 姜盼盼

黄 露 汪洋浩 余骏一 雷昭明 彭源远 于艺海 曹靓仪 林靖凯 张 婕

唐雨馨 王 青 冷可君 熊雯婷 舒思威 熊忠洁 周诗韵 黄文亮 陈 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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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舜阳 胡 劲 杨 萃 伍凌骏 杨 姝 熊 峰 郭 烨 张宜伟 漆 艳

范川阳子 肖 蕾 戚 涵 郑卓娅 尹 蓉 张峻榕 王欣南 刘 璐 石妍骏

何广锋 李非常 谢玉冰 曾 慧 李畅洋 郑竞洁 潘俊义 熊旭凌 曾轶琦

喻 如 蒋 帅 邹育理 熊 升 刘祎祎 杨 湾 陈 俊 刘 岑 王宏伟

杨 舟 彭 杨 孙 茜 邓杰中 朱婷婷 刘 甜 刘 璐 张 伟 钟小鹏

吴 瑕 杨雅芸 郭训宁 钟 源 杨 晔 万 佳 张卓祺 董 航 过宇宏

夏润力 游子犎 郭轶若 周 博 朱琦成 董利捷 华焕章 车洁诚 谢皓迪

陈曦雯 季 亿 黄天晟 廖一立 杨 超 杨 迪 邓 耘 潘维维 熊萧寒

刘 桢 谢 可 丁颖梅 李滨西 邹斯璐 黄海峰 罗 丹 吴芳明 张驰昊

乐 青 柯 晟 方 恒 温周上 丁一珺 吉同龙 王 宏 邹兆丰 陈郭贤

王 茹 祝梦雅 余橙橙 柳铭开 张 章 俞敏翔 成 帅 王昭宁 朱 琳

刘江涛 曾翰宇 吴玉成 廖 晨 郭鋆辉 刘 晨 周 博 邹薇薇 简泓清

吴艺华 谢佳新 李 新 刘 峥 吴 寒 刘 霜 王 逸 唐明翔 张梦涓

熊 迟 杨迪姣 熊思诗 陈 学 黄文凯 张凯西 蔡中阳 熊 皓 肖 湘

王思答 刘方超 莫现城 吴文娟 付 航 云琦曼 叶 琪 符 尹 杜小伟

刘 然 赵入谊 李 博 潘夏琳 刁修宇 和玉杰 王雪琼 李 雷 李怡慰

余潇竹 朱 怡 刘 婕

经济学专业

和丽萍 郭 萌 何丹宁 许洋瑞 宋艳琳 于 淼 付 博 史 越 邵舒恬

汤继伟 宫婷羽 邹小鹤 杨秋凤 郎 骁 胡 筠 薛南生 吴梦娇 赵春苗

罗 凯 余兴茂 罗齐鸣 闵 瑞 邓 玥 黄 聪 蔡 尼 朱凌云 胡元镇

钟佩毅 赖燕丽 林忠仁 罗镇鸣 刘修源 潘昌华 王 军 徐志华 卢 明

张燕婷 甘文欢 周志俊 曹瑞文 龚秋芳 高 少 喻乐凤 朱建军 陈 铃

徐 甜 邓华萍 黄盛珍 杨 慧 苏文勋 周 强 余怡雯 朱净净 廖倩文

周 晨 张司平 吴志勤 章文兵 胡 珊 周慧之 王 涛 黄 浩 任鹏飞

喻佳佳 黄亮西 曾 斌 邹志强 吴志强 乐前彬 张再超 张金伍 吴伟星

江力敏 于 璐 廖文强 刘 新 段德辉 彭尧寅 田正东 刘 欢 谢芳娅

王 星 张力维 晏 欢 邹美艳 李雪洁 田 方 宋晓盟 郑 蓉 王 玥

刘光亮 禹媛媛 许 琴 李 雷 乔亚妮 郎晶晶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闫 珊 杨 曦 姚涵曦 胡振亚 李雨霏 郝明慧 李超平 王崇霞 叶之思

李 佳 唐建英 曾 媛 吴其俊 李明跃

旅游管理专业

田 欢 丁 萌 尹 航 吴 琼 张 莉 郑文君 陈 艳 许 艳 杨 帆

熊仁霞 胡 祺 徐思诗 李骁明 冯歆昕 邵忠睿 于 骏 陆蔡伟 刘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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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茜 林逸伦 邓云龙 张 强 陈梦恬 杨成玥 曾 婷 叶 帆 陈 岚

邱俊广 肖 蓉 石 晶 廖立超 危彩云 黎 扬 黄新霞 晏邱萸 丁 慧

黄鹰西 郭洪新 熊 敏 周 俊 林清羽 徐 丹 孙 媛 邱倩楠 陈少飞

郏慧芬 江 丽 项 妍 江 凌 苏晓明 周材华 曾 琨 周文娟 李浴琳

张晓浔 于开星 唐 奥 吴浩源 王晨越 熊雨芹 王明浩 肖盼盼 周 蔚

兰 梅 潘郑璐 陈 丹 丁利利 谭三妹 吴勇强 向晶锦 陈 蜀 冯孝宝

王维鹏 杨 蕾 李静睿 窦衍宁 吴巧微 张婷婷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武 颐 王 红 马建国 聂小琪 吕 扬 张 宇 王旭堃 曲世彬 王 进

陈修培 方志琴 韩 笑 何玉清 熊碧江 熊 鹰 朱文中 刘 烨 邹素虹

范 昕 洪惠玲 刘翠梅 黄慧雯 洪 晶 叶 晴 陈 娟 林菁菁 李 珊

陈 曦 康 靓 王 映 李志成 熊 锐 邵艺琪 何志涛 梁雪君 王永川

甘予涵 韩 梅 陈成璐 何 颖 李晓君 田光文 李 慧 张 帅 刘清香

邱 演 孙利云 袁 娟 李 丽 郑婷婷 程玲玲 颜 睿

日语专业

李雪莲 梁 宗 范珂龙 王秋霜 郭丽丽 胡金凤 刘莹莹 谢定宇 周蓝洁

林 巧 聂文娟 占 芸 李 莹 龙燕明 于 超

软件工程专业

杨廷弼 周瑞源 叶 迟 袁 硕 何春媚 王云戈 王子旭 刘微微 胡 迪

翁潇扬 林伟欣 叶忠景 龚梦云 张 瑜 胡 健 陶国平 熊 俊 杨 剑

熊 一 陈瑞兴 唐巧怡 周超豪 胡 涛 胡玉靓 钟燕燕 杜伟龙 邹子康

黄 曦 范鹏涛 万 振 曾 能 付伟民 王智龙 况晨谞 欧阳帆 习 丹

张 弛 刘少波 郭冰银 罗 静 康芦钧 肖银银 肖建国 何丽华 汪光明

黄 闽 王飞骏 陶 瓒 张 婷 潘自丹 谈刘霞 胡 晶 张乐端 陈 亮

吴建川 廖勇刚 徐飞仙 李 灵 章晋灏 杨 兴 徐 能 冷丽梅 张一君

罗 盛 邹坚坚 吴翊诚 范超然 樊 帆 刘晓斌 谢 婷 江 洋 蒋 腾

乐 怡 简 威 李 君 刘丽平 刘 潘 张 旭 干 宇 申雪萍 左治雄

谷 鑫 郭辉雄 徐梦梅 冼逸坚 李国艳 周雪敏 陈鸿飞 刘忠雨 张哲勐

李 敏 何泽林 高 曦 郭 剑 罗 丹 张志彬 朱少雄 丁晓晗 孔 洁

张兴科 刘春花 叶 棚 霍洋洋 董 雪 张 伟 杨先萍 钱林庆 金春燕

刘玉波 陈 蕾 陈耘光 魏龙伟 刘 昊 贺前彪 喻凌云 陈舒婷 黄以钊

李 兆 孙云帆 赵云川 秦华彬 冯阳根 罗宏振 汤菲菲 黄 磊 郭伟芳

严婷婷 丁 健 王胜波 贺 成 樊夕雨 邓益杰 周 娜 王 康 文 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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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心仪 刘 铮 邓 弋 刘 平 廖 勇 李笑容 彭耀东 李世辉 饶文冲

王永发 刘 婷

社会工作专业

史 蕾 李沁之 俞霄阳 杜 倩 潘梦颖 叶秀祥 陈 迁 丁 凡 张香莲

周 莹 李 伟 张 伟 易 芳 胡 剑 刘 澎 王 楠 汪德奇 胡海涛

李小艳

社会体育专业

江志刚 孙纪凯 张 威 姚 辉 李 杨 马 群 尤雪松 郑桂龙 孙 军

杜小英 苏铃鸿 凌 睿 方海龙 黄曼丽 黄 超 刘伟力 孙华海 邹 微

熊学敏 曾 赞 周永民 卞久辉 王玉民 杨永辉 李振华 李晓轲 姚 俊

刘巧玲 蔡笃浩 黄 冰 罗 彪 曾小波

市场营销专业

李胜哨 秦 婧 刘 畅 周楷淳 程 超 俞沁沁 刘燕玲 叶 茜 李伟峰

万 昱 万良奇 杨 婷 胡亚璇 刘杜祥 曾贤泰 刘 月 乔慧妍 耿 鑫

邓卉元 黄 标 周南明 曹文雯 谢利华 成 立 金 巧 刘 莎 钟玉圆

黄 蕾 王 钦 贾 薇 毕宝健 郭荣荣 饶永平 曾县宁

税务专业

德吉央宗 庞 羽 廖高芳 黄 超 吴 锋 迟媛媛 朱春雨 晓 雯 姚 艳

李梦雅 曾启海 黄金凤 李 林 徐 坚 陈 浩 游一帆 熊 亮 郭 清

吴 媚 许细林 刘文玲 罗军凤 曾佩雯 巫芳芳 匡丹娜 朱 慧 余瑶芬

汪淑女 陈亚光 张 静 刘 旭 刘晓波 江训涛 黄 烁 宋 薇 谭环宇

王 勇 战术恒 马 迪 杨钧宇 王必俊 李旺梅 吴志鸿 张婧瑶 杨春梅

高蕊琦 张奋飞 纪思源 吴 丹 邱 哲

通信工程专业

田龙飞 薛海龙 沈宇超 黄奇乐 陈积富 王 凯 徐超超 徐 梁 陈玉龙

涂朝琼 刘贤斌 陶 涛 谢 金 钱 浩 邓 敏 万兰剑 余常远 马丽君

陈力铭

统计学专业

熊云飞 马渊文 陈 启 杨成才 王 焕 胡晓琳 贾 飞 查振宇 沈 俊

贺 婧 官根招 张梦洁 李海鸽 喻尊星 钟志翔 谢利平 余洪鹿 刘 涛

郭礼斌 王 丹 毛必荣 刘 翔 方 巍 方 凌 徐颖颖 李振华 应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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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振华 钟旷婕 肖青云 梁 琦 毛 宁 夏元锋 许媛枫 钟昭怡 胡伊婧

黄春美 卢健华 黎思源 刘 蓉 邱 叶 钱奕帆 魏雯洁 周生斌

物流管理专业

傅辰阳 李临健 雷李思 刘 攀 何文忠 涂莎莎 黎 江 赵梦礼 李艳茹

李鹏飞 王爱国 赫彬娜 焦海丰 江 豫 侯咏梅 杨 红 廖桂华 陶 何

朱 剑 张 希 严万春 谢福春 廖 静 肖泽欣 黄华方 唐玉珍 钟文杰

严海洲 邱云林 黄童敏 周 婵 葛保春 王 沙 李 林 张成林 辜耀忠

毛欣欣 朱智薇 李 佳 朱良平 罗 杰 陈 佩 邹钱粮 龙 倩 伍文军

胡丽琴 黄 萌 陈林泉 钟 平 管艳平 李 平 洪 帅 周 玮 张 珺

涂慈航 董爱华 黄忠海 庄 涛 王灵杰 徐旺盼 吴才耀 黄 辉 黄辉忠

饶志良 袁 丽 黄志坚 何丹萍 龚 兴 熊 涛 徐兆恩 杜晓娥 曹 诚

冷玉婷 刘 杰 刘 思 周 峰 李 华 周长金 李灯灯 何淑凤 余 倍

胡浩伟 王 超 杨金山 孔俐俐 冯 冲 向 升 马恩武 凌美玲 吴源源

李鸿展 李龙荣 曾炎雪 刘泉伶 刘 海 韦云轩 陈芳芳 罗生婷 王 喆

樊秋慧 陈 菲 高 亮 肖明康 吴 娟

新闻学专业

刘宸辰 杨新磊 孙文庆 杨 洋 骆剑锋 万素雅 谢志清 聂文婷 周 欢

何顺华 黄昊婷 王月琴 周雪瑞 王承羲 欧俊英 周 洁 黄莉红 周 静

杨 龙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樊志坚 黄芬华 王 昊 吴 越 项久洪 刘嘉璐 李文萱 金 立 吴一帆

钱朝润 佘春蓉 许 惠 张静怡 王晓微 赵 彤 徐 风 陈文乐 刘亚晖

刘 辉 侯尚志 邱 晨 周 强 付小武 李先典 孙沁滢 陈标斌 王建民

王 勇 李 禄 陈慧萍 廖辰亮 陈科宇 俞 斌 胡晓日 丁铭锋 余运高

陈金枝 程 成 胡占斌 田苏平 徐鹏俊 张 睿 姚 程 周理思 凌 杰

朱 颖 谭嘉炜 余善钢 张 昊 晏勤勤 丛 琳 晁 阳 王春梅 周燕飞

曹 晨 欧阳冠 陈 丹 肖 黎 胡清泉 莫荣玲 方梓鉴 林丹婷 林春燕

谭晓敏 靳 敏 秦 榕 王强英 肖 斌 李延平 杨红红 李 嘉 李 敏

庄 洁 戴学鹏 尚桂英 齐晓滢 王少云 段小艳 余 希 肖雪梅 周国强

符思明 何 静 彭彦瑜 陈 文

行政管理专业

刘 媛 刘 习 吴焕强 周赛男 周 丹 严秀秀 桂喜平 刘 莉 汪肖霞

董利蓉 余浩鑫 张媛媛 杨凤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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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广告设计)专业

于彦娇 刘 军 牛少楠 李咏楠 林 琳 杨程皓 堵 丽 陈 实 曾 锐

戴易花 王 涛 张仕宏 张嘉豪 姚 瑶 刘 青 江美莲 李 焱 吴肖肖

梁志雷 付 姗 李 阳 刘 欢 向 汀 张玉兰 王 莉 邰 成 张梓麟

赵向一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专业

侯林爽 张建翠 景 欣 岳建杰 彭金梅 王俊超 邓云鹏 庞晓宁 李丽丽

杨 威 郑小琳 付佳威 谢春艳 姚积微 王新明 王泽伟 殷姝媛 王 璐

李 双 张 宇 赵文进 芦燕红 郑文文 刘 琪 王 超 鲁腾飞 王莹莹

李晓曼 陈冬梅 胡晓蓉 陆艳彬 李 莉 李 鑫 周婷婷 余飞虎 杨 莹

蔡伟光 黄婷婷 李舒婷 李笑楠 郑俊龙 张玉阳 李恒泰 徐伟子 岳 敏

王 帅 朱广瑶 焦飞龙 韩佩杰 王家慧 汪子琪 李 好 曹 会 杨 璨

邓竹丽 向丽华 梁舒畅 刘永强 丁海军 陈国强 李春海 张 冬 蔡 鹏

王世泰 陈志强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专业

汪 猛 张玉仙 刘月锋 李 石 刘 菲 闫李静 刘菲桐 赵 鹏 刘 璐

周 澍 李海霞 李 文 李 东 柯云燕 陈 波 张 敏 金 朵 徐小龙

蒋珊珊 柏 岚 胡 飞 王 培 张德松 钟若漪 孙 茜 陈 整 熊于桦

刘金芝 谢 琦 吴建红 郑忠华 郑 霞 胡缤尹 罗 颖 张 猛 于忠辉

苗 雨 孙婉茹 王宗艳 史园园 桑洪旗 卢志方 黄琳清 杜姗姗 李 娜

杨坚业 黄 蓓 郭志超 卢宇清 邱柔榕 林方强 张 涛 高 雄 刘 锋

艺术设计(数码设计)专业

赵娟秀 闫垒静 赵雨龙 于 苗 曹天天 李 镇 张林林 宋二风 姚 石

翟丽颖 肖丽丽 牟崇辉 门含笑 吉美娟 葛 鹏 成 博 李 岩 马 笠

孙璟卉 刘晓学 蒋 雪 周 伟 杨 旸 王中玉 李玮玮 王 洁 孔 伟

皮义洲 曾建清 黄龙辉 樊梅芳 刘 洋 陈明玥 汪小春 徐 磊 梁 霓

严 英 尹 苓 马雪芳 余 泰 黄 杰 赵翔宇 郭 倩 刘 潘 杨亚楠

方 毅 冯云云 张 鹏 范 斐 杨雪梅 郝延琴 向美艳 陈雷平 张 卫

匡娟华 龚 超 冯锡标 黄善聪 周永远 黄 月 李乐美 高 峰 陈江民

齐天荣

音乐学专业

马伟杰 郝 吉 王 莉 司云辰子 周姜子 秦维维 邹 辰 严茂椿 张明霞

彭幸子 冯 丛 赵世阳 刘 君 毛新月 刘 航 李朋笑 陈婷婷 李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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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呈真 桂祥城 袁 璐 王骥博 欧丽佳 方 帆 毛益平 陈 双 李锋丽

何雪莲 李 思 潘慧中

英语专业

朱昊翔 李晓娟 张 飞 林裕晨 周 奕 周旭君 周 琪 宋海飞 陈 佳

万新琴 刘玉峰 赖翠莹 丁玉宵 李嘉静 王 骏 戴思怡 秦海相 喻 非

万梦薇 刘香梅 刘立青 徐玉婷 钟亚琼 梁 婷 李 影 甘 露 王群兰

罗丰城 刘 群 熊 娟 李桂香 肖 蒙 张淑珍 康立伟 刘 琴 刘爱亮

杨雪芳 陈 风 曾小鹏 康丹丹 肖 薇 吕 蕾 张 琪 刘李飞 王雪韵

王新花 朱学鹏 何 珊 杨慧敏 黄 晶 郑小秋 阮笑儿 曾怡瑾 王艺蓉

张 莎 田 荟 涂丽霞 曹秀云 叶苏沁 梁 欢 袁 君 魏文昕 曹 琪

巢 楠 张斯琪 石浪琴 王林玉 吴瑕玉 甘 瑜 张佳丽 傅 莹 方 斐

陈静娴 何湘婷 刘夏蓉 彭柏香 付余佩 孙付苹 王 晶 刘礼杰 黄毅龙

张正彪 梁伟跃 赵 旭 陈 果 胡小玲 廖 然 向慧萍 杨 洁 戴 青

邹桂馨 张曲礼 许 芹 赵 娜 钟斌丽 赵会攀 陶喆喆 周丽玲 叶慧丽

曹丽蕾 杨淋淋 沈树兰 王春林 张 以 郑 菁 徐 辰 单 丹 熊薇薇

宋欣慰 戴 辉 朱 翼 上官姝彦 张 岗 邱祥虎 康海蓉 叶莉文 廖于蓝

喻 倩 兰 丽 刘 悦 贺晓玢 陈婷婷 丁 玲 曹 丽 王怀阳 刘春平

刘语秋 杨 洋 李玉玲 杨珊珊 周丽琴

园林专业

闫俊茹 李学丽 张博雅 杨 惠 刘 哲 杨晓慧 刘 超 王镱诺 张思铭

李亚亚 刘晓霞 杨 洋 陈 怡 于 越 蒋明通 杨小琴 张建婷 许 敏

陈 晓 陈 现 张继露 孙银娜 唐 妍 杜婷婷 吴春林 陈云帆 吴亦柳

熊苏爱 吴传腾 曾 炜 易振坤 刘小山 杨婧戈 王 征 周星臣 朱 娴

甘玲珑 于晨晖 郑 萌 辛桂亮 胡夏蕾 孙士斌 郑晓晓 刘 庆 史永莉

韩永超 于 洋 葛 亮 陈雅芳 雷翠文 柳 毅 赵 博 麦 穗 覃 鑫

何其锋 孙乐宁 龙 涛 王立超 谢谡飞 党涛涛 魏志强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

张熙原 姚俊旭 杜英琼 罗 涛 边施乔 邹金浪 黄正基 刘为波 周 蒙

卢 扬 黄希波 王 杨 徐彩瑶 李云龙 赵 杰

（教务处朱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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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届专科毕业生名单

08 财管专业

廖艳梅 尹英英 陈伟玉 张雪梅 吴金凤 黄文英 邓小容 毛美美 邹梅娇

曹文秀 黄冬梅 丁 婷 李 渡 刘华平 刘 芳 易晓燕 朱美玲 徐 智

蔡太剑 曹绪芳 张树根 贺文平 孙江涛 张孔星 周伟杰 曹 亮 林 森

张 鹏 罗 进 胡文玲 李铁萍 房兆骅 谢绍亮 卞冠华 钟宇飞 胡积福

林丽敏 陈丽芳 卢婷婷 刘相兰 刘 婷 刘 娇 康银香 崔延萍 余春红

肖作丹 黄丽萍 施华英 汪燕玲 洪小琴 李雅纯 林思嘉 肖 星 董慧明

沈亮亮 曾 滨 黄学群 肖世海 黄亮亮 龙 显 曾庆芳 刘少彬 刘飞龙

陈 俊 胡玉宝 邹丁丁 肖维强 邱桃根 杨嘉録 盛群翔 鄢兰萍 陈 玲

08 电商专业

符有庆 王 霞 尹燕翎 邹文成 徐小丽 张 艳 刘 芳 曾丽娟 朱云霞

洪芳兰 陈 琴 晏文娟 刘翠萍 龚 媛 尧亚婷 贺 峰 丁佳娣 张 娟

赵 欢 欧阳运 戴天云 谷 峰 赖有云 胡文庆 卢会文 廖智斌 刘 洋

吴慈发 刘 瑞 纪广平 肖冬仁 熊喜昌 刘 源 王卫华 丁 风 王亚明

冯传巍 王治辉 童建平 宋 刚 郑 杰 叶岸石 洪 敏 杨发琳 巨 洁

肖 琼 华 慧 王丽平 周美红 章建琴 吴小芸 吴 堑 程 玫 左依凡

曾海清 宛 君 伍玉凤 肖名娇 易 婷 吴淑琴 黄 彬 方 敏 董杰锋

李豪杰 王喜翔 刘礼文 黄素斐 龚 飞 黄意锋 陈骏雄 吴志鹏 刘 勇

徐江勇 彭 斌 彭迎春 喻鸿凯 陈 涛 石玉强 马华国 万笑笑 舒子建

林华锋 黄章钟 刘传前

08 国贸专业

何沅羲 蓝冬玲 蔡丽娜 许小忠 郑郁敏 汪 婷 陈 珊 刘美华 王 荣

冉艳伟 刘招娣 朱丽媛 杨兰兰 卫小丹 周珊珊 陈振珍 黄月华 伍宝玉

陈建红 汤启蒙 叶冠楠 蓝 娟 曾志群 李 星 陈利欢 罗惠芳 郑 舒

尹 艳 钱文媛 王 玢 刘海芳 黄 娇 曹丽华 黄沙岚 汤芬芬 张亚君

钟凤婷 王志琴 吴洋美 冯 婉 刘 璐 刘宇佳 李杨杨 靳 江 肖明贵

侯希尧 陈健东 严文豪 曹雪平 赵一鸣 肖善祥 方火地生 贺义龙 胡 浩

刘国仙 王文军 刘 昭 秦 龙 吴文波 梅 涛 李志泳 况鹏晖 吴志强

蓝兴传 蒋萌萌 李浩楠 陈 莹 叶艺东 刘世健 池雅燕 陈美玲 卢 玲

石胜男 欧阳秋平 朱淑芳 周颖虹 康 群 姚晓娟 伍玉玲 陈方林 向丽丽

陈嫦娥 喻冬琴 范 逸 颜紫薇 颜展鹏 武伟峰 熊小飞 王 伟 邹丽华

邱义清 吴 凌 余怀龙 蔡龙辉 杨敏达 王文玲 汤佳莉 付震冰 余鹏辉

梁建威 郑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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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会电专业

潘银娟 刘碧玲 李叶青 王婷婷 杨 珍 陈丽玲 陈红霞 严 丹 谭文婷

万连凤 魏海燕 俞科克 李福军 汪 建 汪勇良 王礼芳 邹华杰 陈隆曦

陈芳珍 杨丽珍 敖敏红 张芳梅 刘 琴 胡迎丽 叶丽娟 占满英 赵青霞

柯 秀 熊 耀 史根平 郭 飞 黄 柳 阳 勤 吴 敏 黄紫威 旷燕凤

梅 婷 许 丽 张珍珍 曾丹丹 李小梅 阮少咪 熊培雯 甘 亮 陈伟龙

宋德喜 蔡启帆 许今明 徐 英 徐 晶 严双妮 谢云珍 胡银星 吕云云

李小梅 殷为平 袁苏丹 杨 红 范文霞 朱诚华 王波勇 丁名威 江 志

汪建勇 刘春云 胡笑娟 王雪梅 杨晓凤 杨群娇 李林红 闵 芳 冯灵香

车春红 皮美俊 喻贤诀 吴星星 赖宗明 方 鹤 兰鸿璋 李 佳 王小燕

彭雪琴 涂 娟 江 玉 邹健男 徐俊英 戴 琴 张小燕 席 玲 许彭明

廖桂芳 左蔚星 程建鹏 顾兴隆

08 会计专业

邹丹丹 吴莉莎 杨 茜 肖 茵 单金露 徐金玲 陶 旭 王梦婷 王立昆

朱敏成 游细良 刘金福 谢东升 李 波 彭 洁 陈 莉 卢丽娟 李 平

汪小青 杨冬琴 李小娇 陈 静 刘 媛 计天任 杨兵兵 江 欢 卢勇伟

吴 浪 江 森 邹洁敏 姚育党 涂 晶 张 敏 周飞英 杨玉婷 朱金兰

李聪婷 王诗韦 施 娴 陈 忠 陈上埕 王兴华 程丽斌 周润泽 姜 宇

黄莉军 方素平 安凤琳 李 莎 袁 芳 廖芳娟 潘 敏 薛 洋 陈 雨

陈媛媛 黄晓薇 朱昌龙 袁卫平 张 荣 杨 平 陈昊霆 楼青瑶 朱建建

陈燕燕 王宇皎 殷玲燕 林 艳 张 垒 郑 薇 黄彩凤 张晓琳 陈 娟

肖松凯 陈 鑫 孙 欢 石 彬 张 涛 董亚文 陈聿心 陈 伟 仇冬华

吴佳丽 钟经梅 房晓丹 李媛靓 郑快乐 林 磊 韩 瑞 何 顺 伊贵平

金坤煌 郑志斌 李 峥 施青玲 张琳妮 汪丽珍 陈玉霞 何 恋 苏雄慧

左秋香 沈夏萍 金 冉 孙士伟 武 鹏 金长根 李 力 沈 珺 周翊琳

徐佳佳 季嘉伟 林芝华 袁 云 余晓玲 昌淑丽 李 丹 沈鸳鸯 吴瑕瑜

王美新 曾晓平 潘云峰 汪元晨 李 畅 张伟琳 张舸航 卢 维 袁功鑫

常念南 姜青青 宁玉婷 甘 敏 曾 艳 刘丽丽 陈佳宁 施擎宇 熊金明

杨莉平 方首宇 叶翔彬 雷 娇 黄 琼 陶佳星 曾维红 李小红 熊 玲

潘 珊 杨 艳 江 姚 蔡雪静 庄 艺 骆文冰 李 锞 徐 强 王身春

林 炜 李金肖 廖鸿堃 魏 静 刘海霞 姬 冰 刘冬青 胡珊珊 熊玉红

谢 菲 张 玲 李玲莉 赖奕楠 钟伟平 胡 轩 彭国晏 李 彦 方 洁

金 慧 李 芳 蓝瑶琴 蔡 威 郭招兰 张 念 李春艳 袁东琴 李梦嘉

林 丹 肖 瑶 曾初平 谭永武 朱远明 林夏育 徐祈承 高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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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计应专业

杨秀微 邓 睿 高 芳 欧阳平勇 张松生 李文辉 贺少龙 宋全辉 付 俊

王 成 胡 轩 易 旅 张 婷 漆勇强 祝泰林 邹庆明 纪凯平 罗 杨

陈 山 聂 伟 杨崇地 刘 建 龚惠敏 邹建海 陈 鹏 廖泽华 余 涛

董丛慰 吴乐兵 王丽雄 张雄彪 陈绍龙 蒋连枚 陈阿芳 魏兴财 叶林胜

符 杰 龚志刚 吴杨科 黄 武 孙文德 龚海燕 杨小华 陈兴旺 罗治平

吕承清 刘纬东 张 明 林武材 康宏文 姜 羿 谢永红 金佩薇 黄 力

夏小明 李洪伟 喻志福 康述龙 杨高平 陈珍文 陆沈杰

08 酒管专业

王 冕 龚雪琴 丁盛芳 叶文英 涂青霞 尹晓晓 陈梅芳 吴添添 杨彩文

陶 建 刘 聪 王 聪 刘增川 崔译文 江珊珊 鲁情秀 孙 田 邬远红

项 苑 罗 蕾 石 秀 邓定定 袁 涛 曾 杨 邱让荣 杨 戈 严俊平

李 娟 余晓娥 刘晓娟 陈微雅 陈 丹 章 莹 龚 洵 刘政洋 江凌云

王星晨 裴希雨 陈晓琪 谢志鹏 胡夏珠 颜丽泓 尹艳芬 周林凤 许淑英

程 轶 张 建 胡明华 朱经泰 谭 亮 罗 希 王 敏 蒋文娟 熊 倩

郭 露 张彩莉 邱晨蓉 廖 影 张海燕 唐晓春 李忠山 欧阳恩全 卢 昆

黄幸春 余丽花 黄小青 易 凤 何 璐 钟安宁 刘潇然 张丹凤 王文政

刘 鸿 刘 伟 易小宁 薛云灿

08 商英专业

周新尾 谢晓丹 杨 旋 章林英 朱 婷 陈晓萍 李 娟 汤 宇 杜 琪

欧阳金燕 钟 玄 王刘心 邹 婷 刘 涛 肖 刚 钱玉娟 张婵娟 楼丽霞

万 璐 夏少芸 王淼英 刘雅捷 杨有仙 李贵红 袁 婷 吴文坚 钟颖萍

国艳爽 陈 明 吴辉禅 高萍萍 谢秋香 刘桂花 潘 红 王淑琴 程文娟

张 勤 王晓玉 方 瑛 沈结群 阮贞萍 夏侯龙华 左才义 李 改 陶兰兰

劳国珍 刘灵芳 廖小青 邓湾湾 黄春红 李美华 张秋梅 汤华萍 李 乐

邱亚明 王 珊 张金平 杨继斌 林汝萍 高 翠 范文庆 万小婷 邹彬红

欧阳枫 罗凤群 吴 霞 邱信美 王忠华 邱宜兰 谢姗姗 余明章 刘志平

吴维维 刘 沛 杨 芳 袁 品 朱希希 詹小妹 李丽华 徐君峰 易水萍

汪 菲 杨梦甜 孙异军 胡兵华 邓建辉

08 市营专业

曹明霞 陈建芬 曾超琴 李珍梅 吴根兰 涂新萍 张龙威 张 潍 林 江

陈 勇 罗时文 王建甫 徐 建 吴意明 邱 蓉 谭红娇 李 莹 杨 琼

胡 丹 邹明珠 孙纯梅 叶志强 曹开启 邱湛湛 殷少强 韩 鹏 周智冰

聂文辉 陈 莎 蔡晶晶 朱彩艳 肖陶萍 尹 超 刘娟华 邓军军 邱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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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建 方志平 涂方团 钟 砚 彭 文 陈永飞 孙兰兰 肖春兰 汪珊妹

邓卫琴 黄小娟 占小凤 张佳红 曾海仲 李 慧 袁永洪 周 虎 甘津平

严龙平 黎雄平 李伟华 殷伟娜 李 婵 黄玉萍 陈慧丽 鄢淑娟 张海华

楼筱筠 谢 魏 罗良龙 刘少通 戴坤维 潘杰敏 吴家才 许 航 张志慧

徐 杨 李秋花 汪小琴 徐露露 陈阿婷 邱 芳 黄 媛 刘张明 邹成贵

赖 君 邹焕山 冯世敬 徐 祥 章亚平

08 通信专业

罗清媛 施佳佳 郭 洁 刘丽云 廖民民 黄振福 黄世凯 孔宪森 肖 斌

沈检平 占宇繁 贺小勇 麦华燕 付浩薇 陈瑜梦 丁志芳 姚宗全 邓君鹏

尹海亮 程丽明 徐绍锋 李金发 钟昌盛 左文佳 施玉霜 潘 丽 崔小林

王 坚 何 蓉 张玉东 朱丽冰 方 莹 张友金 郑星星 陈培培 曾舒霞

梁春花 刘晓娇 傅 伟 李 琼 丁应秋 李 峰 刘铭辉 严骐贤 易 翔

何俊逸 刘连英 刘 斌 刘 素 周剑香 黄宇聪 叶 超 陶 力 吴顺真

刘亚平 刘 斌 周振邦 李金成 周小娟 陆婷婷 陈乔红 马 辽 谢国强

颜中强 周小华 经小强 蔡煌石 蔡育威 邓 雄 彭淑军

08 微电专业

黄胜军 罗志琴 肖 娜 彭丽林 罗 毅 李 杰 张 强 瞿文华 游建平

朱 超 叶国芳 彭 丽 查 莉 李正财 曾 超 黄应平 曾 敏 朱小明

周 江 郑文婷 杨 翠 王淑珍 熊 瑶 祝许应 杨 峰 王 星 万 彬

陈 波 肖小梅 周 丹 张小梅 肖 莎 丁 荔 陈 增 林小云 吴 丁

皮俊青 刘 瑞 肖 亮 黄云娟 乐敏燕 谢 容 姚荣军 莫景林 吴华民

李细波 严文武 谢 鸿 程志强 周云龙 刘亚梅 赖会林 戴晨霞 徐莉萍

冯文强 李志文 龚喜胜 饶中行 陶 胜 戴文祥 练小萍

08 物流专业

麦联春 毛诚芳 杨 娜 陈 婷 赵伟麟 卢 斌 张小秋 饶运洪 邹晓军

王 剑 付钱亮 谭太平 高 杰 吴靖荣 范 欢 郭银燕 李四梅 涂平平

成弯弯 聂 超 吴 江 甘开禄 胡东海 陈景丰 桂棚辉 周靖恒 黄东奇

陈 聪 吴登途 邹凤情 刘春梅 肖刘香 佘小君 张子文 刘忠海 宋晓明

刘利源 饶云伟 陈有金 康龙翔 臧谱江 吴 波 梅洪海 熊 峰 陈 玲

管曙玲 吴 琴 徐丽娟 杨少灵 康 康 张 斌 梁 泽 周 辉 曾纪文

方 鑫 胡维洋 吴琴琴 刘 凯 周 文 甄佳丽 余丽婷 王世福 王有峰

廖 聪 赵飞飞 周 鹏 吴保林 谢俊文 袁 禄 余志奇 张金梅 黄 芬

吴梦玲 严宏斌 王 勇 王地程 缪勇平 梅建华 林炎军 方 诚

张建民 何幕萍 江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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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应电专业

张俊鹏 陈 芬 徐玉梅 于进洋 徐艳波 周中毅 候旭恒 石平峰 胡玉平

李江华 游赤勇 谢 越 赖怡榕 毛华文 邓文靖 肖懿情 陈 雲 宋灿灿

刘 兵 程 彪 谢云生 钟迪波 艾 娜 郑德春 施 理 涂伟平 张华杰

黄健旺 邓三平 范吉伟 黄飞飞 王璐璐 张 梅 刘小京 龙彬彬 夏松涛

刘小洋 罗良明 唐光华 邱海明 李志刚 钱 山 谢清云 李汉幀 刘 晴

王小荣 洪艳萍 姚丽娟 邓 杭 赵 骏 张雪勤 廖海光 孙绍平 欧阳石根

王明亮 吴峙佑 廖玉斌 刘 斌 卢华林 钟 伟 王德莉 王碧玉 任丽群

郭 力 李 洋 周 杰 汪 电 涂小毛 周佳辉 江戈龙 邵中华 刘显经

周建明 王 姑 艾芬芬 陈 飒 王见喜 王永兴 邹铤熹 谢金璋 吴全兵

万耀秋 刘路明 张 友 车彬彬 叶振东 张兵兵

08 园林专业

李 连 罗莹莹 刘文静 吴芊仪 周仪芬 侯江英 邓棚中 谢 骏 涂 轩

李 可 张之琦 郭金财 章 敏 杨 越 胡慧珺 梁 骁 冉红灿 朱妍婷

况芳颖 韩倩倩 付君怡 周聪慧 吕正涛 姜 杰 王明敏 刘嘉炜 邓江曜

何嘉炜 徐作轩 邱雅丽 鞠 翔 李 卿 吴俊妍 孙雯婷 张思思 马茹雪

张 含 华 雯 付加位 宁常山 严凌荣 郭晶晶 罗日凡 万凌宇 方 军

王涵之 张 昕 田丽群 李雅芬 曾 涵 张 宇 黄 芳 向玲玲 张 健

欧阳海龙 陈尚骏 黎 涛 吴以伦 郭建华 万 俊 黄玉祥 刘 丹 吴 强

黄 杨 熊 洁 梁 雅 吴飞昊 毛扬霞 方 玲 唐 莉 陈志平 杨泽胜

贺耀华 涂远昆 胡雁飞 叶勇祥 付 俊 罗 峻 罗 琴 陈宇杰 张剑虹

王娟娟 彭臻添 梁丹妮 赖 晓 朱 晚 胡 彬 李 曦 杨勤武 葛江泳

熊盛阳 黄江霖 万小龙 孙李莹 徐 海 陈雨薇

（职业技术学院马晓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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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学工程建设

2011 年本科教学工程项目汇总

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负责人 项目成员 立项级别 立项年度 获奖等级

1 多媒体 测量学 旅城学院 何尤刚 国家级 2011 一等奖

2 多媒体 羽毛球辅助教学网 体育学院 杨兵 国家级 2011 一等奖

3 多媒体 娱乐体育管理 体育学院 严伟 国家级 2011 二等奖

4 多媒体 英语听说 III 外语学院 杜景平 国家级 2011 二等奖

5 多媒体 《创造学》教学管理系统 工商学院 王云 国家级 2011 三等奖

6 多媒体 英语听说 III 外语学院 杜景平 省级 2011 一等奖

7 多媒体 创造学 工商学院 王云 省级 2011 二等奖

8 多媒体 影视鉴赏 人文学院 罗书俊 省级 2011 二等奖

9 多媒体 江财标准化管理课程网 工商学院 胡海波 省级 2011 二等奖

10 多媒体 娱乐体育管理 体育学院 严伟 省级 2011 三等奖

11 多媒体 旅游人类学教学网站 旅城学院 曹国新 省级 2011 三等奖

12 教学名师 会计学院 章卫东 省级 2011

13 教学名师 工商学院 胡宇 省级 2011

14 教学名师 公共学院 匡小平 省级 2011

15 教材奖 战略管理 工商学院 吴照云 省级 2011 一等奖

16 教材奖 物流经济学 工商学院 舒 辉 省级 2011 一等奖

17 教材奖 英汉互译教程 外语学院 曾剑平 司显柱 省级 2011 一等奖

18 教材奖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设计（丛书第一册） 信管学院 万常选 廖国琼、吴京慧、刘喜平 省级 2011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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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负责人 项目成员 立项级别 立项年度 获奖等级

19 教材奖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设计实验教程
（丛书第二册）

信管学院 吴京慧 刘爱红、廖国琼、刘喜平 省级 2011 一等奖

20 教材奖 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法学院 熊进光 姜红仁 省级 2011 二等奖

21 教材奖 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公共学院 李春根 李春根 省级 2011 二等奖

22 教材奖 统计学 统计学院 罗良清 朱海玲 省级 2011 二等奖

23 资源共享 创业管理 工商学院 卢福财 校级 2011

24 资源共享 管理学原理 工商学院 吴照云 校级 2011

25 资源共享 中国税制 公共学院 王乔 校级 2011

26 资源共享 财政学 公共学院 匡小平 校级 2011

27 资源共享 审计学 会计学院 张蕊 校级 2011

28 资源共享 高级财务会计 会计学院 彭晓洁 校级 2011

29 资源共享 会计学原理（双语） 国际学院 蒋经法 校级 2011

30 资源共享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 金融学院 吕江林 校级 2011

31 资源共享 货币银行学 金融学院 胡援成 校级 2011

32 资源共享 运筹学 信管学院 刘满凤 校级 2011

33 资源共享 决策理论与方法 信管学院 陶长琪 校级 2011

34 资源共享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信管学院 徐升华 校级 2011

35 资源共享 数据库系统及应用 信管学院 万常选 校级 2011

36 资源共享 上市公司财务分析 会计学院 章卫东 校级 2011

37 资源共享 西方经济学（双语） 经济学院 王小平 校级 2011

38 资源共享 国际经济学 经济学院 席小炎 校级 2011

39 资源共享 刑法学 法学院 喻晓玲 校级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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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负责人 项目成员 立项级别 立项年度 获奖等级

40 资源共享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马列学院 万绍红 校级 2011

41 资源共享 统计学 统计学院 罗良清 校级 2011

42 资源共享
国 际 商 务 谈 判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国贸学院 张曦凤 校级 2011

43 资源共享 旅游经济学(Tourism Economics) 旅城学院 邹秀清 校级 2011

44 资源共享 职业体育俱乐部管理 体育学院 易剑东 校级 2011

45 资源共享 社会学概论 人文学院 唐斌 校级 2011

46 资源共享 翻译理论与实践 外语学院 曾剑平 校级 2011

47 资源共享 ERP 理论与实践 软通学院 邓庆山 校级 2011

48 3+7+X 课程 营销战略管理(双语) 工商学院 邓玉华 陆淳鸿、李建军、张璐 校级 2011

49 3+7+X 课程 销售管理 工商学院 汪华林 柯剑春、余中东、吴忠华 校级 2011

50 3+7+X 课程 员工培训管理 工商学院 钟尉 赵映云、高日光、刘爱军 校级 2011

51 3+7+X 课程 职务管理 工商学院 杨杰 高日光、秦秀江 校级 2011

52 3+7+X 课程 物流工程 工商学院 王雪峰
李毅学、程永生、仲昇、

杨芳
校级 2011

53 3+7+X 课程 公共政策 公共学院 杨道田 曾维涛、许才明、吴军民 校级 2011

54 3+7+X 课程 税收经济学 公共学院 万莹 朱门添、邱慈孙 校级 2011

55 3+7+X 课程 社会保险学 公共学院 万谊娜
陶纪坤、张仲芳、赵万水、余

桔云
校级 2011

56 3+7+X 课程 公共组织部门财务会计 公共学院 罗晓华 肖建华、徐崇波 校级 2011

57 3+7+X 课程 公务员理论与实务 公共学院 曾维涛 吴军民、何新基、朱椿荣 校级 2011

58 3+7+X 课程 资产评估 公共学院 贾宝和 罗福根、蔡芳宏 校级 2011

59 3+7+X 课程 Financial Management 会计学院 曹玉珊 蔡吉甫、方芳 校级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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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负责人 项目成员 立项级别 立项年度 获奖等级

60 3+7+X 课程 高级财务会计 会计学院 彭晓洁
荣莉、章美珍、肖尧春、

赵伟
校级 2011

61 3+7+X 课程 P1(Governance, risk and ethics) 会计学院 李宁 余新培、高吟、张春华 校级 2011

62 3+7+X 课程 F5.Performance Management 会计学院 吉伟莉 余新培、吕晓梅 校级 2011

63 3+7+X 课程 国际财务管理 会计学院 陈瑛瑛 黄蕾、方芳 校级 2011

64 3+7+X 课程 Paper F7：Financial Reporting 会计学院 宋京津 章美珍、周冬华、刘国英 校级 2011

65 3+7+X 课程 创业财务管理 会计学院 刘剑民
袁业虎、陈剑洪、饶斌、

方芳
校级 2011

66 3+7+X 课程 F6 Taxation 会计学院 万莹 李宁、吉伟莉 校级 2011

67 3+7+X 课程 数据结构 信管学院 易 彤
李圣宏、陈思华、刘清、

黄龙玲
校级 2011

68 3+7+X 课程 管理统计学（双语） 信管学院 朱永军
盛积良、万树平万建香、

何明
校级 2011

69 3+7+X 课程 国际法 法学院 马德才
王吉文、吴德昌、阙占文、陈

凌
校级 2011

70 3+7+X 课程 产品设计及表达 艺术学院 杨 泳 罗时武 张相森 陈 翀 校级 2011

71 3+7+X 课程 产品模型设计及制作 艺术学院 况宇翔 罗时武 韩吉安 校级 2011

72 3+7+X 课程 交互设计 艺术学院 况宇翔 李民 韩吉安 校级 2011

73 3+7+X 课程 电脑 CAD 辅助设计 艺术学院 李苏云 陈敏、陈茜 校级 2011

74 3+7+X 课程 立体构成 艺术学院 张冠男
黄松涛、黄志明刘卷、

单汶静
校级 2011

75 3+7+X 课程 透视学 艺术学院 袁清
陈敏、胡颖、胡丹霞、

李苏云
校级 2011

76 3+7+X 课程 基础图案 艺术学院 袁清
黄松涛、张冠男、胡丹霞

李苏云
校级 2011

77 3+7+X 课程 中国音乐史 艺术学院 邹力宏 吴雅玲 校级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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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负责人 项目成员 立项级别 立项年度 获奖等级

78 3+7+X 课程 图形设计 艺术学院 黄松涛 张冠男、黄志明、刘卷 校级 2011

79 3+7+X 课程 景观工程招投标预决算 艺术学院 韩玉林
胡颖、汪霖、刘细燕、

陈洁敏
校级 2011

80 3+7+X 课程 外国音乐史 艺术学院 尚乐文 邹力宏、孔晓飞、吴雅玲 校级 2011

81 3+7+X 课程 和声 艺术学院 尚乐文 邹力宏、孔晓飞周菡 校级 2011

82 3+7+X 课程 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 旅城学院 殷乾亮
汤移平 陈华敏、姜薪萍

张丹
校级 2011

83 3+7+X 课程 环境影响评价 旅城学院 刘春英 黄和平 胡绵好、冷清波 校级 2011

84 3+7+X 课程 饭店管理 旅城学院 曹国新
吴志军 邹勇文、罗江波

蔡升桂等
校级 2011

85 3+7+X 课程 中外城市建设史 旅城学院 冷清波 汤移平 殷乾亮、涂小松 校级 2011

86 3+7+X 课程 工程估价 旅城学院 李明 陈红艳 缪燕燕、姜薪萍 校级 2011

87 3+7+X 课程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 旅城学院 陈拉 黄和平 谢花林 校级 2011

88 3+7+X 课程 旅城学院 何尤刚 胡绵好等 校级 2011

89 3+7+X 课程 自然地理学 旅城学院 姚冠荣
黄和平 张利国、周早弘

江民锦
校级 2011

90 3+7+X 课程 工程测量 旅城学院 何尤刚 周早弘 江民锦、季秀仙 校级 2011

91 3+7+X 课程 环境监测 旅城学院 胡绵好
黄和平 刘春英、陈 拉

姚冠荣
校级 2011

92 3+7+X 课程 宏观经济管理模型与方法 经济学院 杨飞虎 肖璐、王守坤、刘伦武 校级 2011

93 3+7+X 课程 中级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何建春
席小炎、李国民、饶晓辉、

吴涛
校级 2011

94 3+7+X 课程 中级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吴涛 饶晓辉、李国民、席小炎 校级 2011

95 3+7+X 课程 C++高级程序设计 软通学院 廖汗成 黄茂军、涂保东 校级 2011

96 3+7+X 课程 面向对象技术 软通学院 张弛 廖汗成、陈辉、汪彩霞 校级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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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3+7+X 课程 电路分析 软通学院 党建武
谢建宏、蔡鹏、朱华贵、

陈滨
校级 2011

98 3+7+X 课程 电磁场电磁波 软通学院 蔡鹏 党建武、黄坚、陈滨、谢亮 校级 2011

99 3+7+X 课程 新闻采访 人文学院 张庆胜 喻春龙 校级 2011

100 3+7+X 课程 个案工作 人文学院 唐斌
银平均、苗春凤、熊青、

袁冬华
校级 2011

101 3+7+X 课程 广告史 人文学院 宋初建 赵新华、周婧 校级 2011

102 3+7+X 课程 中外文化产业史 人文学院 艾晓玉 李旭、陈文钢 校级 2011

103 3+7+X 课程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人文学院 熊青
银平均、蒋国河、唐斌、

吴时辉
校级 2011

104 3+7+X 课程 西方社会学理论 人文学院 兰世辉
尹忠海、蒋国河、唐斌、

吴时辉
校级 2011

105 3+7+X 课程 小组工作 人文学院 苗春凤 袁冬华、秦安兰、熊青 校级 2011

106 3+7+X 课程 广告文案写作 人文学院 周婧 罗书俊、赵新华、亢学民 校级 2011

107 3+7+X 课程 财经专题报道 人文学院 文成
王玉琦、周立华、王妤彬、周

婧
校级 2011

108 3+7+X 课程 数字媒体概论 人文学院 罗书俊 亢学民、王妤彬 校级 2011

109 3+7+X 课程 新闻评论学 人文学院 王妤彬 张庆胜、王玉琦、成亚林 校级 2011

110 3+7+X 课程 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 人文学院 蒋国河 熊青、秦安兰 校级 2011

111 3+7+X 课程 英语语言学 外语学院 毛凡宇 王静、李锋 校级 2011

112 3+7+X 课程 初/高级英语视听 外语学院 史希平 黄燕红、吴冰、李莉、黄荃 校级 2011

113 3+7+X 课程 体育法学 体育学院 余文斌
余文斌、郑志强、詹新寰、严

伟
校级 2011

114 3+7+X 课程 体育管理学（双语） 体育学院 朱亚坤
朱亚坤、余岚、刘淑英、

涂传飞
校级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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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3+7+X 课程 运动训练学 体育学院 刘淑英
刘淑英、严伟、万翠琳、

顾鸿刚
校级 2011

116 3+7+X 课程 教育学 体育学院 彭志武 彭永善、詹新寰 校级 2011

117 3+7+X 课程 网络营销（双语） 国贸学院 杜江萍 张小俊、何望 校级 2011

118 3+7+X 课程 网站设计原理 国贸学院 李虹来
黎新伍、罗春香、舒剑、

袁海燕
校级 2011

119 3+7+X 课程 电子商务安全与风险管理 国贸学院 舒剑
黎新伍、罗春香、李虹来、袁

海燕
校级 2011

（教务处王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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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2011 年度江西财经大学申报各类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一览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学科类别 工作单位

1 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税收政策研究 席卫群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2
县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问题研究——以江西省

为例
汪柱旺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3
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预算改革研究——以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为例
蔡芳宏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4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镇治理能力研究——以赣、滇、

浙 3省 6镇的“中心工作”为例
欧阳静 青年项目 政治学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5 大学生村官政策与村民自治制度的整合研究 曾维涛 一般项目 管理学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6
上市公司税收遵从成本的实证研究及其在税制改革中的

应用
杨得前 一般项目 管理学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7
“十二五”时期中部地区民族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能

力建设研究
许才明 一般项目

民族问题

研究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8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研究——基

于民族文化融合的视角
吴昌南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产业经济

研究院

9 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 廖进球 重大招标
产业经济

研究院

10
促进社会和谐视角下深化我国垄断性行业改革及其规制

治理研究
陈 剑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产业经济

研究院

11
垄断性行业与公益性事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及

管理研究
张湘赣 一般项目 管理学

产业经济

研究院

12 责任与独立的平衡：人大监督司法实施制度研究 谢小剑 青年项目 法学 法学院

13
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立法规制研究——基于规范法学的

理论视角
唐健飞 青年项目 法学 法学院

14 法律冲突的适用方法研究 陈运生 青年项目 法学 法学院

15 转基因生物跨界侵权损害赔偿研究 阙占文 青年项目 法学 法学院

16 和平发展视域下的公共秩序研究 马德才 一般项目 法学 法学院

17 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中平等受偿权的法律修正 巫文勇 一般项目 法学 法学院

18 常态宪法解释与宪法运行机制的完善研究 刘国 一般项目 法学 法学院

19 儿童权利理论的新展开：以儿童权利结构为视角 吴鹏飞 一般项目 法学 法学院

20 立法权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研究 易有禄 一般项目 法学 法学院

21 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立法完善研究 王吉文 一般项目 法学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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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就业援助法律机制研究 杨德敏 一般项目 法学 法学院

23
从一元到多元：寡头的反垄断法规制——以国外典型案

例的梳理为基础
喻 玲 一般项目 法学 法学院

24 刑法适用与民意互动的实证研究 徐光华 一般项目 法学 法学院

25 商法一般条款与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研究 杨 峰 重点项目 法学 法学院

26
严而不厉——唐代受贿犯罪立法、惩治实践及其现代意

义研究
谢红星 青年项目 法学 法学院

27 实践理论范式下的大学课程思想研究 朱晓刚 一般项目 教育学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8 绿色供应链视角下食品安全控制研究 吴 群 青年项目 管理学 工商管理学院

29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民营企业成长研究 胡大立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工商管理学院

30 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供应链关键风险预警与防范研究 刘浩华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工商管理学院

31 能源企业走出去风险预警体系研究 刘劲松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工商管理学院

32
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基于产业价值链的农

产品品牌创建
李建军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工商管理学院

33 泰罗主义的理论演变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郭 英 青年项目 管理学 工商管理学院

34 竞争优势寻求导向的中国制造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 陈 琦 青年项目
国际问题

研究

国际经济贸易

学院

35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我国中小型制造企业升级研究 袁红林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国际经贸学院

36 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型研究 刘振林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国际经贸学院

37 提升中国矿产品国际定价权的规制对策研究 吴朝阳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国际经贸学院

38 中国大宗农产品价格波动外部冲击测度及对策研究 黄先明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国际经贸学院

39
中国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的地区差异与寻求型对外投资

战略选择研究
余昌龙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国际经贸学院

40 从贸易大国到贸易投资大国的转变——特征、规律与政策 郑 文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国际经贸学院

41 我国出口贸易的生产率效应——基于多元间接测度的分析 李 有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国际经贸学院

42 内、外贸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涂远芬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国际经贸学院

43 国际资源性商品市场定价格局与我国对策研究 伍世安 重大招标 国际贸易学院

44 我国“气候智能型”农业发展研究 李秀香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国际贸易学院

45
制度环境、IFRS 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中国企业会计

准则国际协调的经济后果研究
刘国英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会计学院

46 基于企业财务报告的管理层问责研究 朱星文 一般项目 管理学 会计学院

47 央企重组条件下企业集团财务控制力评价与提升研究 刘剑民 一般项目 管理学 会计学院

48 政府监管：公允价值会计与盈余管理 周冬华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会计学院

49 国有垄断企业内部治理中第三类代理成本问题研究 饶晓秋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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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大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政府作用：英、美、日、中四国的

比较研究
张进铭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江西发展

研究院

51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问题研究——基于汇率

政策目标分析
彭玉镏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金融学院

52 构建逆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研究 黄飞鸣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金融学院

53
统筹城乡发展的户籍、社会保障与土地管理制度联动机

制研究
彭新万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经济学院

54 民生改善的制度障碍及制度改进 桂林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经济学院

55 中国民间投资产权保护度的区际差异及其影响研究 袁庆明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经济学院

56
中国通货膨胀的结构动态及其成因研究：动态随机一般

均衡角度
饶晓辉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经济学院

57 产业结构升级视角下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决定因素研究 封福育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经济学院

58
分权治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

我国区域资本流动视角的研究
王守坤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经济学院

59
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基于当代化、中国化

视野的研究
许光伟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经济学院

60 我国限制开发区生态经济发展障碍及对策研究 冷清波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61 自组织网络治理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 邹勇文 一般项目 政治学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62
生态文明建设视阈下高等院校环境教育共生机制构建效

果评价研究
李文明 一般项目 教育学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63
劳动力农村就业创业的盲区与对策——以江西、四川为

研究个案
温 锐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6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公债政策研究 刘晓泉 青年项目 党史党建
马克思主义学

院

65
企业员工心理调适机制研究——以中国传统心理卫生思

想为视角
黄大建 一般项目 管理学

马克思主义学

院

66
数据库方法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成机制研究

(1919-1937)
吴通福 一般项目 马列科社

马克思主义学

院

67 匈牙利民族自治模式研究 杨友孙 青年项目
民族问题

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

院

68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维度、价值维度的实事求是当

代所指研究
张定鑫 一般项目 哲学

马克思主义学

院

69 西方共和主义公共利益理论研究 万绍红 青年项目 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学

院

70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生成逻辑与阻断机制研究 李德满 青年项目 政治学
马克思主义学

院

71
十年来西部生态建设制度与完善研究——基于西部重大

生态建设工程政策绩效的整体评价
孔凡斌 重大招标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72 中国特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研究 蒋国河 青年项目 社会学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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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网络群体事件的信息传播与组织动员机制研究 蔡前 青年项目 社会学 人文学院

74 20 世纪下半叶美国公路影像的文化与美学研究 徐文松 青年项目 外国文学 人文学院

75 广播电视制播制度改革研究 王玉琦 一般项目 新闻学 人文学院

76 应对现代性焦虑：儒家人生哲学融入现代生活研究 彭树欣 一般项目 哲学 人文学院

77 现代社会转型与中国文学的怀旧书写 周明鹃 青年项目 中国文学 人文学院

78 唐宋音乐的发展与词体嬗变研究 龙建国 一般项目 中国文学 人文学院

79 清代道光至宣统间通俗小说刊刻研究 文革红 一般项目 中国文学 人文学院

80 六朝家族文学与六朝社会研究 龚 贤 一般项目 中国文学 人文学院

81 方言与中小学语言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曾献飞 一般项目 语言学 人文学院

82 中国电视内容产业的品牌战略研究 蔡盈洲 青年项目 新闻学 人文学院

83 符号权力视角下的树典型活动研究 苗春凤 青年项目 社会学 人文学院

84 苏轼散文研究史 江 枰 青年项目 中国文学 人文学院

85 中国自媒体产业发展研究 文 成 青年项目 新闻学 人文学院

86 三网融合条件下提升中国电影影响力研究 王中云 一般项目 新闻学 人文学院

87 传播学视角下的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研究 张品良 一般项目 新闻学 人文学院

88 符号传播与话语建构——中央苏区的符号传播体系研究 林 新 一般项目 新闻学 人文学院

89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拓展研究 兰世辉 青年项目 社会学 人文学院

90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政策转型研究——基于社会融入视角 银平均 一般项目 社会学 人文学院

91 报人徐铸成研究 周立华 青年项目 新闻学 人文学院

92 中国高尔夫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 詹新寰 青年项目 体育学 体育学院

93 资源•市场•竞争：职业体育全球化研究 朱亚坤 青年项目 体育学 体育学院

94 构筑新型竞技体育伦理研究 刘淑英 青年项目 体育学 体育学院

95 全民体育强国背景下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的深度利用 余 岚 青年项目 教育学 体育学院

96
中国循环经济统计核算体系研究——基于物质流分析的

视角
平卫英 青年项目 统计学 统计学院

97 中国股市世界联动性的多时间尺度效应研究 潘文荣 一般项目 统计学 统计学院

98 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的产业集群演化模拟研究 刘小瑜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统计学院

99 诗歌叙事研究——以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为中心的考察 杨 莉 青年项目 外国文学 外国语学院

100 历史书写与主体意识——中国抗战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 熊兵娇 青年项目 语言学 外国语学院

101 异化翻译可接受性研究：以杨宪益文学翻译为例 曾剑平 一般项目 语言学 外国语学院

102 外语教学中功能互文性模式的建构与应用 杨汝福 一般项目 语言学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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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余达锦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信息管理学院

104 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环境政策驱动力研究 万建香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信息管理学院

105 制造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知识转移研究 沈 波 青年项目

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

学

信息管理学院

106 质量驱动的网络学术信息资源集成检索研究 刘喜平 青年项目

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

学

信息管理学院

107 安全、便捷的地铁空间导向识别系统设计方法的研究 李 民 一般项目 艺术学 艺术学院

108 图案的百年流变及其在艺术设计教育中的功效研究 卢世主 一般项目 教育学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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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入闱未立项项目清单

序号 课题名称 项目类别 学科分类 负责人 工作单位

1 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环境政策驱动力研究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万建香 信息管理学院

2 “十二五”时期中部地区民族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建设研究 一般项目 民族问题研究 许才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政策转型研究——基于社会融入视角 一般项目 社会学 银平均 人文学院社会学系

4 资源•市场•竞争：职业体育全球化研究 青年项目 体育学 朱亚坤 体育学院

5 中国通货膨胀的结构动态及其成因研究：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角度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饶晓辉 经济学院

6 制度环境、IFRS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经济后果研究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刘国英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7 中国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的地区差异与寻求型对外投资战略选择研究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余昌龙 国际经贸学院

8 分权治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我国区域资本流动视角的研究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王守坤 经济学院

9 历史书写与主体意识——中国抗战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 青年项目 语言学 熊兵娇 外国语学院

10 外语教学中功能互文性模式的建构与应用 一般项目 语言学 杨汝福 外国语学院

11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镇治理能力研究——以赣、滇、浙3省6镇的“中心工作”为例 青年项目 政治学 欧阳静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2 唐宋音乐的发展与词体嬗变研究 一般项目 中国文学 龙建国 人文学院

13 清代道光至宣统间通俗小说刊刻研究 一般项目 中国文学 文革红 人文学院

14 垄断性行业与公益性事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及管理研究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张湘赣 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

15 泰罗主义的理论演变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青年项目 管理学 郭 英 工商管理学院

16 中国自媒体产业发展研究 青年项目 新闻学 文 成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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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江西财经大学申报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一览表

序号 申请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报学科 所在单位

1 李志龙 随机不动点理论中的半序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数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2 余泉茂
光子转换材料的光学特性及其在太阳能光伏系

统中的应用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数理科学部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研究中心

3 杨小毛
新型汽车尾气后处理催化材料类钙钛矿钴基复

合氧化物的应用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化学科学部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研究中心

4 江绍玫
转菰 ZR1 基因水稻的抗病性及其抗性分子机理

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生命科学部 艺术学院

5 韩玉林
重金属铅（Pb）胁迫诱导植物抗性基因的差异表

达及其分子机理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生命学部 艺术学院

6 刘克春

稻谷种植大省农户耕地利用行为、驱动机制及其

对农户稻谷生产能力的影响研究——以江西省

为例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地球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7 胡海胜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庐山地区文化景观资源整理

及其演变机理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地球科学部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8 唐文跃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象征空间特征、演变及地方建

构研究——基于建成环境符号景观的视角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地球科学部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9 田逢军
城市游憩空间意象的特征、形成机制及意象空间

营造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地球科学部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0 肖文海 目标碳价的测算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地球科学部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1 李洪义
基于电磁感应仪的滨海盐土盐分三维空间变异

性研究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地球科学部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2 陈 拉
水稻种植面积遥感提取的不确定性和误差传递

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地球科学部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3 胡绵好
土著水生植物水蜈蚣对高氮水体中重金属污染

的修复效果及其机理研究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地球科学部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4 黄和平
基于 Eco-LCA 的区域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地球科学部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5 孔凡斌
基于 GIS 和元胞自动机模型的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林地利用生态安全评价与安全格局模拟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地球科学部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6 宫之君
生物质能源/生物碳的规划,生产与应用所带来

的经济与环境效益-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地球科学部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7 李向明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旅游区生态健康评价与影响

机理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地球科学部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8 黄新阳

复合硝酸盐法制备白光 LED 用红色荧光材料

Eu3+:LiRE(MoO4)2(RE=Y,Gd,

La)及性能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研究中心

19 党建武 基于分形理论的低渗透岩性油藏勘探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20 谢花林
基于生态位和多主体系统耦合的乡村景观空间

规划方法研究
面上项目

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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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万 征 异构无线网络中的跨层自适应视频传输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22 陈 滨
相空间法对混沌序列的自相关及调制自相关特

性的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信息科学部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23 蔡 鹏 平面小型化超宽带滤波器关键技术研究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信息科学部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24 钱忠胜 模型驱动的Web软件动态测试理论与方法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25 吴方君
基于数据挖掘和复杂网络的 UML 类图复杂性度

量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26 廖国琼 分布式 RFID 追踪系统数据管理关键技术 面上项目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27 杨 勇
基于人眼视觉特性的低冗余 DWFT 图像融合及其

评价新方法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28 袁里驰 基于规则与统计相结合的依存句法分析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29 谭作文 可证安全多方多因素认证密钥交换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30 万常选
基于用户反馈的 Web 数据集成中的数据质量管

理
面上项目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31 熊乃学 云计算网络中可靠自适应资源管理策略的研究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32 勒中坚
面向伪源 IP 前缀劫持的网络自治系统主动安全

防范机制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33 谢建宏
自诊断智能结构损伤检测及其传感器优化配置

方法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信息科学部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34 吴照云 中国管理思想研究 重点项目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35 程永生 多类需求下的存货配给和动态定价集成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36 蒋淑珺 具有恶化特征的新型调度问题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37 徐海云
经济变量因果性的多时间尺度效应及

因果推断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统计学院

38 肖 泉
认知视角下的创业风险识别支持模型与方法研

究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39 关爱浩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

研究
面上项目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40 方志军
多尺度多特征融合的股票高频数据风险预测及

套利分析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41 黄 涛
我国投资者偏好及其对股票价格联动和回报可

预测性的影响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金融学院

42 闵晓平
基于水平和风险双重效应的公司债券流动性溢

价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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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盛积良
基于 PBF 合同的机构投资组合策略与资产定价

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44 高日光
破坏性领导的前因及其对下属职场越轨行为的

影响：一项基于政治与权力视角的追踪研究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45 曹元坤
员工追随力的内涵、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基于

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

院

46 蔡吉甫 政府控制、法律环境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47 曹玉珊
衍生工具在中国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问题研

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48 胡援成 基于企业资金循环的债权退出风险研究 面上项目 管理科学部 金融学院

49 黄 蕾
产品市场竞争、董事会治理与企业信息

披露质量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50 袁业虎
企业演化视角下广义资本驱动价值创造的财务

管理动态机制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51 蒋尧明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虚假陈述、经济后果及其监

管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杂志社

52 廖义刚
外部审计监督、信息传导机制与投资效率：基于

投资机会集视角的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53 谢盛纹
基于签字注册会计师流动的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54 蔡文著

农产品营销中心理契约治理机制对渠道绩效影

响机理研究——基于江西省龙头企业与农户合

作的追踪调研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55 袁冬华
服务业员工情绪劳动策略的效用及其机制研究

——基于员工和顾客互动的视角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人文学院

56 徐 斌
不对称条件下纵向合作研发的动因、效应及政策

选择研究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57 郭 勇
营销与技术结合视角下移动定位服务采纳与满

意度模型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58 龚代华
基于供应链协同管理方法的赣江整体水源安全

机制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59 舒 辉 集成化物流协同管理的实现机制与策略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60 王雪峰
城乡双向物流配送系统中的定位-路径-库存问

题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61 姜 瑾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环境溢出效应研究 面上项目 管理科学部 经济学院

62 许统生
熵值法估算的实现减排目标条件下基于企业微观

层次的内需与外需协同机制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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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吕江林 新时期我国通货膨胀性质、特征与防治对策研究 面上项目 管理科学部 金融学院

64 桂荷发 资产价格泡沫的信贷解释与综合治理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金融学院

65 肖 峻
证券投资基金业绩反馈效应、道德风险与规模经

济性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金融学院

66 匡小平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问题与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67 陈雁云
稀土消费行为的时空分异及中国稀土安全战略

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

院

68 蒋悟真
基于双边市场的互联网产业竞争与政府规制研

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法学院

69 李良智 基于竞合博弈的集群内企业合作创新机制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70 孔凡斌
林业市场化进程及其绩效的评价理论与实证分

析——基于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
面上项目 管理科学部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71 胡平波
基于网络组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产业组

织创新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72 刘修礼 基于生态产业链的粮食安全管理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

院

73 张利国
食用农产品生产者道德风险发生机理及防范对

策研究-基于农户视角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74 陈富良
基于 RIA 的中国公用事业政府规制效率评价问

题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经济学院

75 刘伦武
公共基础设施对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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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经济学院

76 秦 川 江西省小额担保贷款政策评估与机制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77 邓国华 中国政府官员腐败现象研究——基于统计学视角 面上项目 管理科学部 统计学院

78 杨道田
政府绩效、政府信用与公民满意的互动机理与实

证研究——以江西 11 个地市政府为对象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79 谭光兴 基于数量模型分析的中国高等教育供需均衡研究 面上项目 管理科学部
高等教育

研究所

80 吴军民
社会网络、合作社运动与土地流转家庭生计支持

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81 陆宇海 企业节能减排支持度感知及意愿促进机理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82 张孝锋 共生治理视角下的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模式探讨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83 卢福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网络成

员企业间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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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刘 建 国际油价波动风险评估及缓冲机制研究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国际经贸学院

85 谌飞龙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路径：区域品牌结构创新研究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86 郑志强 中国赛事产业链与城市发展研究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管理科学部 体育学院

87 黄飞鸣 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关系研究
部主任

基金
管理科学部 金融学院

88 吕江林 当前我国通货膨胀走势与应对策略研究
部主任

基金
管理科学部 金融学院

89 吕江林 当前我国通货膨胀性质与走势研究
部主任

基金
管理科学部 金融学院

90 彭玉镏 我国当前综合型通货膨胀应对策略研究
部主任

基金
管理科学部 金融学院

91 伍世安 综合性通货膨胀的传导机理研究
部主任

基金
管理科学部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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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学科门类 项目分类

商事表见责任制度研究 杨 峰 法学 规划基金项目

修宪制度比较研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修宪制度的若干思考 豆星星 法学 规划基金项目

和平发展视域下的公共秩序研究 马德才 法学 规划基金项目

互联网产业的反垄断法适用问题研究 蒋岩波 法学 规划基金项目

儿童权利理论的新展开：以儿童权利结构为视角 吴鹏飞 法学 规划基金项目

常态宪法解释机制研究——兼论中国宪法解释机制的完善 刘 国 法学 规划基金项目

进退有据：行政权配置问题研究 袁明圣 法学 规划基金项目

转基因生物侵权损害赔偿研究：国际法与比较法的视角 阙占文 法学 青年基金项目

从一元到多元：寡头的反垄断法规制 喻 玲 法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旅游资源确权与旅游产业定性的旅游法立法研究 曹国新 法学 青年基金项目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非内国司法实践对我国《法律适用法》实施的

影响研究
吴德昌 法学 青年基金项目

转型时期弱势群体犯罪防控研究 郭晓红 法学 青年基金项目

传统法律文化的宪政之维：一种基于进化宪法观的诠释 谢红星 法学 青年基金项目

强制医疗中精神疾病患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周维德 法学 青年基金项目

国有垄断企业财务治理中第四类代理成本问题研究 饶晓秋 管理学 规划基金项目

企业演化视角下广义资本驱动价值创造的财务管理动态机制研究 袁业虎 管理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知识融合的区域产业创新与产业升级耦合机制研究 徐 晔 管理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文化背景下关系治理结构、形成及其效用研究--以民营企业为例 李 敏 管理学 规划基金项目

企业员工心理调适机制研究——以中国传统心理卫生思想为视角 黄大建 管理学 规划基金项目

我国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曾维涛 管理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供应链协同管理方法的赣江水源整体安全机制研究 龚代华 管理学 规划基金项目

政府部门绩效评估体系与定量方法的研究及应用 黄勇辉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制造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知识转移研究 沈 波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家长式领导行为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邢小明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央企重组条件下企业集团财务控制力评价与提升研究 刘剑民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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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管理中的衍生工具应用问题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

经验证据
曹玉珊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产品市场竞争、董事会治理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黄 蕾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创业风险识别的决策支持研究——基于认知演化的视角 肖 泉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数据挖掘方法的电子商务交易主体信用风险评价模型研究 徐 军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泰罗主义的理论演变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郭 英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区域品牌结构创新视角下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谌飞龙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钢铁企业中具有恶化特征的调度问题研究 蒋淑珺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政府控制、法律环境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 蔡吉甫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移动游戏采纳与满意度研究 郭 勇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农超对接”平台运行机制研究 杨 芳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十二五”时期我国中部地区民族乡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建设研究 许才明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服务关系中的顾客建言行为及其形成机理研究 占小军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连锁超市主导的“共生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协调机制

研究
崔爱平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旅游区生态健康管理研究 李向明 管理学 青年基金项目

当前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及其变动趋势研究 刘兴华
国际问题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思想与发展方向 罗雄飞
交叉学科/

综合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生态文明建设视阈下游客环境教育共生机制研究 李文明
交叉学科/

综合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苏轼散文研究史 江 枰
交叉学科/

综合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的潜在价值与长效利用

机制研究
余 岚

交叉学科/

综合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城市旅游意象的特征、效应及营造研究 田逢军
交叉学科/

综合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印象管理的服务业员工情绪劳动策略作用机制研究 袁冬华
交叉学科/

综合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稀疏统计模型及其在上市公司财务预警中应用研究 黄善东
交叉学科/

综合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美国公路影像研究(1969--1999) 徐文松
交叉学科/

综合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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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AHP 法烟草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以江西省为例
胡绵好

交叉学科/

综合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实践理论范式下的大学课程思想研究 朱晓刚 教育学 规划基金项目

普通高校艺术设计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江灶发 教育学 规划基金项目

我国“气候智能型”粮食安全体系建设研究 李秀香 经济学 规划基金项目

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农村户籍、土地与社会保障制度联动改革研究 彭新万 经济学 规划基金项目

促进居民消费持续扩大的税收政策研究 席卫群 经济学 规划基金项目

全球价值链视野下我国中小型制造企业升级研究 袁红林 经济学 规划基金项目

教育投入对中国社会福利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刘伦武 经济学 规划基金项目

我国产业集群“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风险及规避研究 胡大立 经济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网络组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产业组织创新研究 胡平波 经济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生态学方法的产业经济理论研究 黄欣荣 经济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熵理论的区域物流成长研究 舒 辉 经济学 规划基金项目

我国限制开发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 冷清波 经济学 规划基金项目

和谐视角下我国电力普遍服务实施机制研究 吴昌南 经济学 规划基金项目

企业高管职务犯罪的会计调查、诉讼支持及防范 张 蕊 经济学 规划基金项目

地方债务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匡小平 经济学 规划基金项目

新农保实施的宏观经济影响及完善研究 陶纪坤 经济学 规划基金项目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理论、实证与对策 封福育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民生改善的制度障碍及制度改进 桂 林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型研究 刘振林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策略研究：趋同性还是异质性 王丽娟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 宋京津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我国数字内容产业创新发展及政策支持体系研究 余可发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我国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生产率效应的比较研究 李 有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我国资本市场审计质量问题研究：基于契约与知识视角 饶 斌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的产业结构与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 王宇锋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经济动态效率检验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研究 黄飞鸣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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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油价时代我国能源消费模式转变研究 刘 建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国际生产分割视角下的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机制研究 邓 军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提升中国矿产品国际市场势力的规制对策研究 吴朝阳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排污强度下降约束条件下内需外需协同机制研究 涂远芬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政治制度对财政制度性质、财政支出效率之影响研究 雷 俊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竞争优势寻求导向的中国制造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研究 陈 琦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公允价值会计与盈余管理：基于政府监管角度 周冬华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制度环境、IFRS 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协

调的经济后果研究
刘国英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小企业集群融资信用行为及模式设计研究 曾鸿志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分权治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我国区域资本

流动视角的研究
王守坤 经济学 青年基金项目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王金华

马克思主义

理论/思想

政治教育

规划基金项目

区域文化景观演变机理及其保护利用研究--以庐山地区为例 胡海胜
民族学与文

化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特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研究 蒋国河 社会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化功能拓展研究 兰世辉 社会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镇治理能力研究——以浙、滇、赣 3省 6镇的

“中心工作”为例
欧阳静 社会学 青年基金项目

多元文化时代的树典型活动研究 苗春凤 社会学 青年基金项目

网络群体事件的信息传播与组织动员机制研究 蔡 前 社会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股市世界联动性的多时间尺度效应研究 潘文荣 统计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循环经济统计核算体系研究——基于物质流分析的视角 平卫英 统计学 青年基金项目

经济变量因果性的多尺度效应及因果推断 徐海云 统计学 青年基金项目

广播电视制播制度改革研究 王玉琦
新闻学与传

播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三网融合背景下基于文化质量认证的中国电影影响力提升研究 王中云
新闻学与传

播学
规划基金项目

报人徐铸成研究 周立华
新闻学与传

播学
青年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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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学科门类 项目分类

中国自媒体产业发展研究 文 成
新闻学与传

播学
青年基金项目

追问百年—中国图案学的价值批判 卢世主 艺术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 CLIL 的商务英语本科新专业的建设研究 陈海花 语言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杨宪益汉英文学翻译的异化可接受性研究 曾剑平 语言学 规划基金项目

政治词汇翻译的效度研究 刘莉琼 语言学 青年基金项目

技术发展的历史分期及分期依据研究 王耀德 哲学 规划基金项目

应对现代性焦虑：儒家人生哲学融入现代生活研究 彭树欣 哲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维度、价值维度的实事求是当代所指研究 张定鑫 哲学 规划基金项目

先秦道家正义思想研究：以老庄为中心 刘白明 哲学 青年基金项目

西方共和主义公共利益理论研究 万绍红 政治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增权理论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研究 杨华星 政治学 青年基金项目

群体性泄愤事件的生成逻辑及其社会管理机制研究 李德满 政治学 青年基金项目

词曲嬗变研究 龙建国 中国文学 规划基金项目

六朝家族文学与六朝社会研究 龚 贤 中国文学 规划基金项目

现代性视域下中国现代文学的怀旧写作研究 周明鹃 中国文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我国房地产税改革研究 王 乔 重大攻关项目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与安全研究 胡援成 重大攻关项目

高校新校区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王金海 教育学
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专项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体系构造及其实践逻辑——中国化、时代化、大

众化研究
许光伟 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

众化专项

高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发展研究 廖进球

马克思主义

理论/思想

政治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专项

基于认同理论的高校学生社团党建研究 阮艳平

马克思主义

理论/思想

政治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专项

新时期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基于中央苏区经验 邱贵明

马克思主义

理论/思想

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

众化专项



163

2011 年江西财经大学各类纵向课题立项汇总表

序号 课题（项目名称） 负责人 发文号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经费 单位 拟结题时间 结题形式 备注

1 商法一般条款与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研究 杨 峰 11AFX004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25 法学院 2014-6-30

专著

研究报告

2 国际资源性商品市场定价格局与我国对策研究 伍世安 11AZD035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25 国贸学院

3 反垄断法规制的国外典型案例梳理研究 喻 玲 11BFX054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法学院 2012-12-31

专著

研究报告

4 就业援助法律机制研究 杨德敏 11BFX075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法学院 2013-12-31

专著

研究报告

5 刑法适用与民意互动的实证研究 徐光华 11BFX110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法学院 2012-12-31

研究报告专题

论文集

6 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许光伟 11BJL009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经济学院 2013-12-31

专著 专题论

文集

7 我国中小型制造企业升级研究 袁红林 11BJL025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国贸学院 2014-12-30 研究报告

8 大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政府作用国际比较研究 张进铭 11BJL030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2013-12-31 研究报告

9
国有垄断企业内部治理中第三类代理成本问题

研究
饶晓秋 11BJY016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会计学院 2013-12-31

专著

研究报告

10
统筹城乡发展的户籍、社会保障与土地管理制

度联动机制研究
彭新万 11BJY050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经济学院 2013-12-30

专著

研究报告

11 我国“气候智能型”农业发展研究 李秀香 11BJY103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国贸学院 2013-12-30

专著

研究报告

12 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税收政策研究 席卫群 11BJY126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2013-6-30

专题论文集

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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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符号传播与话语建构——中央苏区的符号传播

体系研究
林 新 11BXW031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人文学院 2013-12-31 专著

1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公债政策研究 刘晓泉 11CDJ005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014-6-30 专著

15 人大监督司法实施制度研究 谢小剑 11CFX042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法学院 2013-12-10 专著

16 转基因生物跨界侵权损害赔偿研究 阙占文 11CFX072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法学院 2012-12-30

专著 专题论

文集

17 法律冲突的适用方法研究 陈运生 11CFX074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法学院 2013-12-31 专著

18
中国大宗农产品价格波动外部冲击测度及对策

研究
黄先明 11CJY065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国贸学院 2013-12-31

研究报告

专题论文集

19
产业结构升级视角下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决定因

素研究
封福育 11CJY076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经济学院 2013-12-30

专著

研究报告

20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拓展研究 兰世辉 11CSH016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人文学院 2014-5-30 研究报告

21 中国特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研究 蒋国河 11CSH079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人文学院 2013-12-30 研究报告

22 中国高尔夫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 詹新寰 11CTY017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体育学院 2013-12-31 研究报告

23 苏轼散文研究史 江 枰 11CZW034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人文学院 2013-12-31 专著

24 现代社会转型与中国文学的怀旧书写研究 周明鹃 11CZW056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人文学院 2014-6-30 专著

25 西方共和主义公共利益理论研究 万绍红 11CZZ006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5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014-6-30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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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随机不动点理论中的半序方法及

其应用研究
李志龙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1116102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51 统计学院

27
转菰 ZR1 基因水稻的抗病性及其抗性分子机理

研究
江绍玫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31160271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51 艺术学院

28
基于电磁感应仪的滨海盐土盐分三维空间变异

性研究
李洪义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4110119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25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29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象征空间特征、演变及地方建构

研究——基于建成环境符号景观的视角
唐文跃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41161026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48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30
水稻种植面积遥感提取的不确定性和误差传递

研究
陈 拉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41161064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55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31
生物质能源/生物碳的规划,生产与应用所带来

的经济与环境效益-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宫之君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4116108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45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32
异构无线网络中的跨层自适应视频传输

研究
万 征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61162009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50 信息管理学院

33
基于数据挖掘和复杂网络的 UML 类图复杂性度

量研究
吴方君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6116300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49 信息管理学院

34 可证安全多方多因素认证密钥交换研究 谭作文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61163053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51 信息管理学院

35 基于用户反馈的Web数据集成中的数据质量管理 万常选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61173146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57 信息管理学院

36 经济变量因果性的多时间尺度效应及因果推断 徐海云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71161011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8 统计学院

37
基于水平和风险双重效应的公司债券流动性溢

价研究
闵晓平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711610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8 金融学院

38
基于 PBF 合同的机构投资组合策略与资产定价

研究
盛积良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71161013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6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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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外部审计监督、信息传导机制与投资效率：基于

投资机会集视角的研究
廖义刚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71162009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7 会计学院

40
基于签字注册会计师流动的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研究
谢盛纹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7116201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6.7 会计学院

41

农产品营销中心理契约治理机制对渠道绩效影

响机理研究——基于江西省龙头企业与农户合

作的追踪调研

蔡文著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71162011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8 工商管理学院

42
城乡双向物流配送系统中的定位-路径-库存问

题研究
王雪峰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711620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2.3 工商管理学院

43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问题与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匡小平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711630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8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44
基于网络组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产业组

织创新研究
胡平波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71163013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5 信息管理学院

45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网络成

员企业间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卢福财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71163014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7 工商管理学院

46 中国赛事产业链与城市发展研究 郑志强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7116301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8 体育学院

47 基于企业资金循环的债权退出风险研究 胡援成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7117219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8 金融学院

48
林业市场化进程及其绩效的评价理论与实证分

析——基于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
孔凡斌

国科金计函

【2011】96号
7117309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43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49
基于视觉感知的双树复小波图像融合关键技术

研究
杨 勇

教技司

【2011】95号
211087

教育部科学技

术研究重点项

目

5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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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互联网产业的反垄断法适用问题研究 蒋岩波
教社科司函

【2011】213号
11YJA820030

教育部人文社科

规划项目
9 法学院

51 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思想与发展方向 罗雄飞
教社科司函

【2011】213号
11YJAZH067

教育部人文社科

规划项目
9 经济学院

52 技术发展的历史分期及分期依据研究 王耀德
教社科司函

【2011】213号
11YJA720026

教育部人文社科

规划项目
9

马克思主义学

院

53 中国股市世界联动性的多时间尺度效应研究 潘文荣
教社科司函

【2011】213号
11YJA910007

教育部人文社科

规划项目
9 统计学院

54
基于知识融合的区域产业创新与产业升级耦合

机制研究
徐 晔

教社科司函

【2011】213号
11YJA630169

教育部人文社科

规划项目
9

信息管理

学院

55 追问百年—中国图案学的价值批判 卢世主
教社科司函

【2011】213号
11YJA760047

教育部人文社科

规划项目
9 艺术学院

56 转型时期弱势群体犯罪防控研究 郭晓红
教社科司函

【2011】213号
11YJC820030

教育部人文社科

青年项目
7 法学院

57
区域品牌结构创新视角下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路

径研究
谌飞龙

教社科司函

【2011】213号
11YJC630030

教育部人文社科

青年项目
7

工商管理

学院

58 政府控制、法律环境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 蔡吉甫
教社科司函

【2011】213号
11YJC630009

教育部人文社科

青年项目
7 会计学院

59 当前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及其变动趋势研究 刘兴华
教社科司函

【2011】213号
11YJCGJW013

教育部人文社科

青年项目
7 金融学院

60
中国经济动态效率检验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研

究
黄飞鸣

教社科司函

【2011】213号
11YJC790063

教育部人文社科

青年项目
7 金融学院

61
分权治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基于我国区域资本流动视角的研究
王守坤

教社科司函

【2011】213号
11YJC790190

教育部人文社科

青年项目
7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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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区域文化景观演变机理及其保护利用研究--以

庐山地区为例
胡海胜

教社科司函

【2011】213号
11YJC850004

教育部人文社科

青年项目
7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63
中国循环经济统计核算体系研究——基于物质

流分析的视角
平卫英

教社科司函

【2011】213号
11YJC910005

教育部人文社科

青年项目
7 统计学院

64 基于认同理论的高校学生社团党建研究 阮艳平
教社科司函

【2011】204号
11JDSZ3046

教育部人文社科

思政专项
1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65
三网融合下的高速移动宽带多媒体广播电视发

展策略研究
万本庭

广办发办字

【2011】201号

广电总局社科

研究项目
3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66 我国电影行业统计指标体系的构建 罗良清
广办发办字

【2011】201号

广电总局社科

研究项目
5 统计学院

67 社会工作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 蒋国河
民科字

【2012】2 号
2012MZBBR004

民政部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

伍建设招标课

题

1 人文学院

68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研究 廖进球

赣社联字

『2011』39号

（ZD1104)

江西经济社会

发展重大招标
7

产业经济

研究院
2011.11

69 江西省旅游品牌宣传和市场营销创新研究 吴志军
赣社规字

【2011】9 号
11YJ341

省社科规划（旅游

专项）
1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70 江西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研究 曹国新
赣社规字

【2011】9 号
11YJ342

省社科规划（旅游

专项）
1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71
基于CLIL的案例教学法研究--以商务英语教学

为例
叶卫华 11WX206

2011 省社科规

划（外语专项）
1 外语学院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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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基于 CBI 的双语教学模式--以《管理学》

双语课程为例
叶卫华 11WX336

2011 省社科规

划（外语专项）
2 外语学院 2012.12

73 我国开征环境税研究 伍 红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YJ29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3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2012.12

74 我国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研究 曾维涛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GL36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2013.9

75 死刑适用与民意互动的实证研究 徐光华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FX02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5 法学院 2013.6

76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的 法律保障

创新机制研究
刘 国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FX11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3 法学院 2013.12

77 和谐社会中行政诉讼调解机制的构建 江利红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FX24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法学院 2013.8

78 核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阙占文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FX25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法学院 2013.12

79 公证法比较研究 曾荣鑫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FX26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法学院 2014.9

80 劳动服务期违约金制度研究 张志伟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FX27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法学院 2012.12

81 建设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历史的视角 朱晓刚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JY22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3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013.12

82
基于供应链协同管理方法的赣江整体水源安全

机制的研究
龚代华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YJ28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3

工商管理

学院
2014.12

83
基于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供应链金融运营控

制研究
李毅学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GL04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5

工商管理

学院
2012.12



170

序号 课题（项目名称） 负责人 发文号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经费 单位 拟结题时间 结题形式 备注

84 江西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培育与治理机制研究 许基南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GL06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5

工商管理

学院
2012.12

85
基于绿色供应链理论的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及控

制体系研究
吴 群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GL33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工商管理

学院
2013.12

86 国际油价波动冲击的缓冲机制研究 刘 建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JL07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国贸学院 2013.12

87
大宗商品国际期货定价中心形成路径研究-基

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
黄先明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YJ55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国贸学院 2012.12

88 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及其会计调查 张 蕊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YJ11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5 会计学院 2013.12

89 基于资源整合推动新三板企业转版的研究 郭小金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YJ54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会计学院 2012.12

90 政府窗口指导与 IPO 定价效率研究 邹 斌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YJ57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会计学院 2013.12

91 报人徐铸成研究 周立华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TW19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会计学院 2013.06

92
基于动态价值创造过程的企业财务管理动态机

制研究
袁业虎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GL35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会计学院 2013.12

93 构建江西区域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研究 陈雁云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YJ52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2012.12

94 全球经济失衡机理与再平衡机制构建研究 刘兴华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JL03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3 金融学院 2012.12

95 江西中小企业集群融资模式创新设计与研究 曾鸿志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GL17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3 金融学院 2013.12

96 江西省公共投资效率研究 杨飞虎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JL04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3 经济学院 2012.12



171

序号 课题（项目名称） 负责人 发文号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经费 单位 拟结题时间 结题形式 备注

97 中国产业规制政策的过程研究 陈富良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JL06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经济学院 2013.1

98
中国通货膨胀的结构动态及其成因：动态随机

一般均衡角度
饶晓辉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JL08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经济学院 2013.12

99
产业结构调整、转移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的

理论与实证
王宇锋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JL09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经济学院 2013.12

100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吴志军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YJ10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5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2013.12

101
引导大学校园网络社区中“意见领导者”言论

的有效途径
杨正德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KS03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5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013.12

1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机制研究 陈安丽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KS16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014.12

103
基层政府反腐倡廉建设水平评价研究——以江

西省为例
江水法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DJ09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3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013.9

104 马克思“人的彻底解放”问题研究 周书俊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ZX09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3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013.12

105
突发群体性事件中暴力行为的生成机制及其社

会管理
李德满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SH15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3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014.12

106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与江西农村社会变迁

研究
徐腊梅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LS06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3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013.12

107
江西赣南中央苏区矿产资源富集地带农村转型

发展模型研究
孔凡斌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YJ09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5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2013.5

108
生物碳的规划、生产与应用在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所带来的经济与环境效益
宫之君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YJ53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2013.12

109 六朝家族文学与六朝社会研究 龚 贤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SH28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人文学院 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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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基于社会化媒体的 NGO 在线筹款模式研究 刘 佳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SH29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人文学院 2013.12

111 词曲演变研究 龙建国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WX06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5 人文学院 2013.12

112 消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 李 旭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WX47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人文学院 2014.12

113
一般项目基于印象管理的服务业员工情绪劳动

策略作用机制研究
袁冬华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GL34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人文学院 2013.12

114 资源·市场·竞争：职业体育全球化研究 朱亚坤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TY18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体育学院 2013.12

115 江西省高校资助包制度构建 肖华茵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JY21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3 统计学院 2012.12

116 江西省数字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 陈香珠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TW02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5 图书馆 2014.12

117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叙事研究 杨 莉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WX07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5 外语学院 2013.12

118
养老服务业利益主体相互作用机理与政策支持

研究--基于服务供应链视角
柳 键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GL05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5

信息管理

学院
2013.12

119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低碳发展模式与政府

管理创新研究
余达锦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GL16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3

信息管理

学院
2013.12

120 一个新剧种永修丫丫戏的调查与认定 陈 红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WX21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3 艺术学院 2012.12

121
鼓励民间投资的财务报告与管理层问责

研究
朱星文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YJ56

省社科规划一

般项目
0 杂志社 2013.12

122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政策研究 王 乔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YJ01

省社科规划重

点项目
1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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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反垄断的地方执法机制研究 蒋岩波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FX01

省社科规划重

点项目
1 法学院 2012.12

124
基于集成视角的农产品物流协同管理模式构建

与策略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舒 辉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GL01

省社科规划重

点项目
1

工商管理

学院
2013.12

125
熵值法估算的实现减排目标条件下基于企业微

观层次的内需与外需协同机制研究
许统生

赣社规字

【2011】8 号
11YJ02

省社科规划重

点项目
1 国贸学院 2014.12

126
复杂环境下多特征融合的节能型智能识别数字

标牌
方志军

赣财教字

【2011】83号
2011BBE50028

科技支撑

计划
6

信息管理

学院

127
以低碳经济为主导的新兴生态产业

发展研究
邹艳芬

赣财教字

【2011】83号
2011BAA10017 软科学 1

工商管理

学院

128 培育与发展江西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 宾建成
赣财教字

【2011】83号
2011BAA10015 软科学 1 国贸学院

129 我省科技金融服务入园研究 杨玉凤
赣财教字

【2011】83号
2011BAA10026 软科学 2 金融学院

130 谢花林
赣财教字

【2011】125号
20112BCB23010

青年科学家培

养计划
6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131 黄新阳
赣财教字

【2011】125号
20112BCB23009

青年科学家培

养计划
6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132 江西省电能储存与转换重点实验室 邓梅根
赣财教字

【2011】125号
20112BCD40004

科技条件平台

建设
10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133 中国管理思想研究 吴照云
赣财教字

【2011】125号
20112BAA10043 软科学 10

工商管理

学院

134
国企重组背景下江西省省属企业集团财务控制

力评价
刘剑民

赣财教字

【2011】125号
20112BAA10028 软科学 1 会计学院

135 我省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现状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 梁 娟
赣财教字

【2011】125号
2011BAA10011 软科学 1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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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基于高频数据的资产价格突变行为研究 梁 娟
赣科基字

【2011】4 号
2011ZBAB201001

江西省自然科

学基金（第二

批）

0 金融学院

137 地区 R&D 投入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研究 易 蓉
赣科发计字

【2011】156号
2011BAA10029-4 软科学 0.3 金融学院

138 江西省 R&D 资源投入绩效评价分析 魏和清
赣科发计字

【2011】156号
2011BAA10029-3 软科学 0.3 统计学院

139 嵌入式 RFID 实时中间件研究与开发 万常选
赣财教

【2011】217号
20113BCB24008

科技厅优势科

技创新团队
20

信息管理

学院

140
图的划分问题与非凸二次规划及其在投资决策

中的应用研究
凌爱凡

赣财教

【2011】250号
20114BAB211008

江西省自然科

学基金
1.5 金融学院

141

土壤重金属污染三维空间变异性及其可视化研

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典型冶炼厂周边耕

地为例

李洪义
赣财教

【2011】250号
20114BAB213017

江西省自然科

学基金
2.5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142 相空间法对混沌序列的调制自相关特性的研究 陈 滨
赣财教

【2011】250号
20114BAB201021

江西省自然科

学基金
1.5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43 基于物联网的物体跟踪定位理论与方法研究 党建武
赣财教

【2011】250号
20114BAB201031

江西省自然科

学基金
2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44 超宽带无线通信系统中高性能带通滤波器的研究 蔡 鹏
赣财教

【2011】250号
20114BAB211011

江西省自然科

学基金
1.5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45 非接触式江河流量测验方法研究 黄 坚
赣财教

【2011】250号
20114BAB211012

江西省自然科

学基金
1.5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46 眼底视网膜图像拼接中的关键技术研究 黄淑英
赣财教

【2011】250号
20114BAB211020

江西省自然科

学基金
1.5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47
提高硅光伏系统光电转换效率的稀土光子转换

材料研究
余泉茂

赣财教

【2011】250号
20114BAB206028

江西省自然科

学基金
1.5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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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低温熔盐法制备提高硅基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

的掺稀土双金属钼酸锂盐光子转换材料及发光

机理研究

黄新阳
赣财教

【2011】250号
20114BAB206029

江西省自然科

学基金
1.5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149
基于三角直觉模糊数的动态多属性决策理论与

方法
万树平

赣财教

【2011】250号
20114BAB201012

江西省自然科

学基金
2 信息管理学院

150 具有恶化特征的新型调度问题研究 蒋淑珺
赣财教

【2011】250号
20114BAB211006

江西省自然科

学基金
2 信息管理学院

151 基于数据挖掘的开源软件的复杂网络特性研究 吴方君
赣财教

【2011】250号
20114BAB211019

江西省自然科

学基金
2 信息管理学院

152 基于云计算的智能数字标牌 方志军
赣财教

【2011】243号

教育厅高校落

地计划
100 信息管理学院

153 基于无线传感网络的远程移动生理健康监测研究 万本庭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412

教育厅科技项

目
1.5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54 基于物联网的运动物体定位技术研究 党建武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421

教育厅科技项

目
2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55 基于数据挖掘的大学生个性化健康促进研究 余 岚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091

教育厅科技项

目
1 体育学院

156
基于变尺度分析的高炉系统多变量重构建模与

优化
罗世华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419

教育厅科技项

目
1 统计学院

157
关于含间断项的随机积分方程和随机微分方程

(包含)的半序方法研究
李志龙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420

教育厅科技项

目
1 统计学院

158
产业集群内技术扩散效应测度的理论模型与实

证研究
刘满凤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019

教育厅科技项

目
3

信息管理

学院

159 交互式 XML 关键词检索技术研究 刘喜平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092

教育厅科技项

目
1

信息管理

学院

160 信息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机制研究 徐 晔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410

教育厅科技项

目
1.5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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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基于超网络的知识转移与整合的动力学

仿真
徐升华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411

教育厅科技项

目
2.5

信息管理

学院

162
基于小波分析的我国股市风险度量与预警机制

研究
方志军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413

教育厅科技项

目
2

信息管理

学院

163
基于场景切换和自适应 GOP 结构的运动时域滤

波技术研究
伍世虔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414

教育厅科技项

目
2

信息管理

学院

164
基于离散小波框架的多模态医学图像融合新方

法研究
杨 勇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415

教育厅科技项

目
1.5

信息管理

学院

165 基于Adaboost的烟雾检测及动态视频检测模型 袁非牛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416

教育厅科技项

目
1.5

信息管理

学院

166 UML 类图复杂性度量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 易 彤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417

教育厅科技项

目
1.5

信息管理

学院

167 云服务中若干安全问题研究 谭作文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418

教育厅科技项

目
1.5

信息管理

学院

168 高校数字化校园用户满意度测评体系研究 徐 峰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423

教育厅科技项

目
2

信息管理

学院

169
高校毕业生、招聘单位就业服务手机、网络互

动系统研究
曹文利

赣教高字

[2011]1 号
GJJ11422

教育厅科技项

目
1.5 学工处

170
大学生村官政策合法性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曾维涛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GL1123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3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171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研究——基于

江西省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徐崇波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JJ1111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4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172
人大财政预算监督制度研究——以宪政主义为

视角
豆星星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FX1105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4 法学院

173 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合作机制研究 王吉文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FX1106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7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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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检察机关参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公益诉讼

研究
谢小剑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FX1107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7 法学院

175 房地产开发领域环境侵权纠纷及解决机制研究 徐丽媛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FX1108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 法学院

176
基于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视角的大学课程观研

究
朱晓刚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JY1108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3

高等教育

研究所

177 “中国创造”的国家品牌形象塑造研究 谌飞龙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GL1117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4

工商管理

学院

178
高校专业教师非权力影响力对高校学生成长作

用研究
李 敏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GL1119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4

工商管理

学院

179
加快我国城镇化的体制和政策研究：基于我国

住房“准公共品化”的视角
余中东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JJ1112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3

工商管理

学院

180 提升我省中小企业吸纳劳动力研究 袁红林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JJ1113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3 国贸学院

181 南昌低碳城市建设国际比较研究 李秀香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JC1105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5 国贸学院

182 信息、代理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 蔡吉甫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GL1116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6 会计学院

183 政府驱动型企业集团财务控制力研究 刘剑民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GL1120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5 会计学院

184 江西省上市公司财务核心能力综合评价研究 张绪军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GL1124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3 会计学院

185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度量及发展

对策研究
朱丽萌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JJ1114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3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186
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费用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研究
陈春霞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JJ1108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6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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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粮食产业化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孙爱琳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JJ1110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3 金融学院

188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之路:多功能农业

发展模式及其政策安排
彭新万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JJ1109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7 经济学院

189
基于禀赋条件的江西生态工业产业体系构建及

新型工业化发展研究
万 春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JJ1115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3 经济学院

190 依托红色文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陈始发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MKS1108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5

马克思主义学

院

191 城乡一体化进程下的社会矛盾及其治理研究 李德满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ZZ1103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4

马克思主义学

院

192 江西省综合性农民组织的培育与发展研究 兰世辉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SH1103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4 人文学院

193 江西省大学生就业期望和就业指导研究 朱彬钰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SH1104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3 人文学院

194
开放型经济背景下中国电影制片业的投融资机

制创新研究
王妤彬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XW1101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5 人文学院

195 重组话语空间——自媒体与社会话语结构 徐文松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XW1102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4 人文学院

196 徐铸成与《文汇报》（1938-1957）研究 周立华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XW1103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4 人文学院

197 秦汉管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龚 贤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JC1104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5 人文学院

198 金融多元时间序列隐含模式挖掘研究 白耀辉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GL1115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4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99
以心理行为素质拓展训练为载体的大学生人格

教育研究
谢 辉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JY1107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3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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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自我评估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应用研究：方

法与影响因素
潘清华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YY1116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6 外语学院

201
企业间合作的认知差距、协调机制与网络组织

运行绩效的关系
胡平波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GL1118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3

信息管理

学院

202
代理投资 PBF 合同的激励效应及其风险约束机

制研究
盛积良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GL1121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

信息管理

学院

203 南昌“非遗”项目——文港微雕技艺研究 罗时武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YS1119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4 艺术学院

204 江西省汽车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陈 敏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JJ1116

教育厅人文社

科项目
0.8 艺术学院

205 鄱阳湖生态区的产学研战略联盟研究 王耀德
赣教社政字

【2011】2 号
GL1122

教育厅人文社科

重点项目
1.2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06
案例型教学课堂实施研究——以政府预算管理

课程为例
罗晓华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21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1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207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与法学教学改革 徐光华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28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1 法学院

208
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TMZ”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
朱晓刚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5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3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09

基于网络平台的高校第二课堂创新模式研究

——以××××大学国际学院“Voice•IS”论

坛为例

杨 慧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15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1

工商管理

学院

210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评测指标体系研究 邹艳芬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19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2

工商管理

学院

211
基于职业特质导向的国际商务谈判探究式教学

体系研究
黄先明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20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1 国贸学院

212 虚拟实验与教学应用研究——以审计学教学为例 程 琳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11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2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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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全日制MPAcc（会计专业硕士）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余新培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22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1 会计学院

214
远程网络教育系统建设与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袁 雄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7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3

继续教育

学院

215
新形势下经济学专业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
席小炎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26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3 经济学院

216 房地产人才“双证融通”培养模式研究 邹秀清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6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3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217
工程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实验室建设与实

践教学方案研究
李 明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14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2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218
基于案例教学法的《C#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

革研究
万本庭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17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1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219 《ERP 理论与实践》案例教学研究与实践 邓庆山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23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1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220
从生源结构、专业分化及就业状况探索高层次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刘小瑜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9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2 统计学院

221 基于PBL的《国民经济核算》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魏和清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10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2 统计学院

222
案例教学博弈分析与师生互动模式研究——基

于信息认知视角
郭 露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24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1 统计学院

223 基于CLIL的商务英语本科新专业的专业建设研究 陈海花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12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2 外语学院

224 商务英语专业第二课堂教学体系研究 曾剑平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18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1 外语学院

225
瞄准校本品牌专业嫁接外语通识教育课程——以

财经类院校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建设为例
张善军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27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3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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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探究式教学方法的探

索与实践
万常选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4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2

信息管理

学院

227
面向能力培养的信息系统专业（方向）实践体

系构建与实施
刘德喜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8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2

信息管理

学院

228
管理信息系统双语课程的三维教学目标研究与

实践
廖述梅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16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1

信息管理

学院

229
管理决策系列课程教学内容研究——以江西财

经大学管理科学专业为例
万建香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25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1

信息管理

学院

230
“五位一体” 实践性教学法在《CIS 设计》课

程教学中的运用
李 民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13

省级教改一般

课题
0.2 艺术学院

231 江西高校实验室建设创新研究 黄晓全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2

省级教改重点

课题
0.6 教务处

232 与创业教育相结合的就业教育模式研究 王金华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3

省级教改重点

课题
1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33
社会工作专业“五维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的实

践与探索
陈家琪

赣教高字

【2011】70号
JXJG-11-3-1

省级教改重点

课题
1 人文学院

234 江西省自学考试学生自主学习特征研究 曾维涛
赣教规办字

【2011】4 号
11ZD067

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235 中小学生远离犯罪的预防教育研究 郭晓红
赣教规办字

【2011】4 号
11YB392

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法学院

236 高校本科课程改革思想研究:基于实践理论范式 朱晓刚
赣教规办字

【2011】4 号
11ZD064

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37
实践与创新导向的高校物流本科专业综合型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
崔爱平

赣教规办字

【2011】4 号
11YB388

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工商管理学院

238 CPA 职业教育“行动导向”教学模式研究 程 琳
赣教规办字

【2011】4 号
11YB393

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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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中德高等职业教育比较与借鉴 曾晓燕
赣教规办字

【2011】4 号
11ZD068

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会计学院

240 江西省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结构研究 刘兴华
赣教规办字

【2011】4 号
11ZD066

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金融学院

241
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模式和创新绩效评价研

究
梁 威

赣教规办字

【2011】4 号
11YB390

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科研处

242
高校跨学科创新团队组织模式研究—以江西财

经大学为例
谭 琍

赣教规办字

【2011】4 号
11ZD062

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科研处

243 高校信息检索教师学科教学知识的研究 郑淑娟
赣教规办字

【2011】4 号
11ZD063

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科研处

244 大学生网络自组织及其教育引导机制研究 张品良
赣教规办字

【2011】4 号
11YB391

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人文学院

245
新专业目录下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 SEM

方法改进
郭 露

赣教规办字

【2011】4 号
11ZD065

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统计学院

246
课堂的生态学研究与生态化大学英语课堂模式

构建
吴云龙

赣教规办字

【2011】4 号
11YB394

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外语学院

247 教育服务集成平台研究 林 峰
赣教规办字

【2011】4 号
11YB395

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学工处

248
工业设计“三环节四驱动”创新型人才培养体

系研究与实践
韩吉安

赣教规办字

【2011】4 号
11YB389

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
艺术学院

249
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环境政策驱动力

研究
万建香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重点

课题
0.6

信息管理

学院

250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政策转型研究——基于社会

融入视角
银平均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重点

课题
0.6 人文学院

251
制度环境、IFRS 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经济后果研究
刘国英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重点

课题
0.6

会计发展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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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中国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的地区差异与寻求型

对外投资战略选择研究
余昌龙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重点

课题
0.6

国际经贸

学院

253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镇治理能力研究——以

赣、滇、浙3省6镇的“中心工作”为例
欧阳静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重点

课题
0.6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254 唐宋音乐的发展与词体嬗变研究 龙建国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重点

课题
0.6 人文学院

255 清代道光至宣统间通俗小说刊刻研究 文革红
江财科研字

〔2012〕 3 号

校级重点

课题
0.6 人文学院

256
垄断性行业与公益性事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形

成机制及管理研究
张湘赣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重点

课题
0.6

产业经济

研究院

257 泰罗主义的理论演变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郭 英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重点

课题
0.6

工商管理

学院

258 中国自媒体产业发展研究 文 成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重点

课题
0.6 人文学院

259
科研合作网络中的关键人员辨识研究——基于

超网络建模的视角
肖 泉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青年

课题
0.2

信息管理

学院

260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双边匹配决策理论与方法

研究
乐 琦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青年

课题
0.2

信息管理

学院

261 公允价值确定研究 管考磊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青年

课题
0.2 会计学院

262
泛在环境下基于情感知和社会过滤的个性化推

荐研究
刘启华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青年

课题
0.2

信息管理

学院

263 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理论与中国的实证 习明明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青年

课题
0.2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264 高校校园招聘会的定位思考和创新发展 肖 勇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青年

课题
0.2 招生就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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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上市公司治理溢价的存在性检验及其形成机制

研究
赵玉洁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青年

课题
0.2 金融学院

266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实证研究--以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为例
汤晓军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青年

课题
0.2

国际经贸

学院

267 土地出让制度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研究 王岳龙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青年

课题
0.2

产业经济

研究院

268 政府间土地优惠竞争关系研究 王丽娟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青年

课题
0.2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269 江西省 S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模式创新研究 黄思明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青年

课题
0.2 教务处

270 国际生产分割视角下的国际经济周期协调研究 邓 军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青年

课题
0.2

国际经贸

学院

271 财经院校图书馆科研能力综合评价分析 朱晓丽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青年

课题
0.2 图书馆

272 文化产业视阈下国产动漫发展问题的再认知 徐文松
江财科研字

〔2012〕3 号

校级青年

课题
0.2 人文学院

273 江西财经大学师资队伍分类管理办法研究 朱晓刚
校级工作

课题
0.2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74
以学院为主体的师资队伍建设及管理机制设计

研究
彭志武

校级工作

课题
0.2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75
高校教师专业技术人员职务评审和竞争上岗的

机制与模式研究
季俊杰

校级工作

课题
0.2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76 江西财经大学师资与课程配备研究 董成武
校级工作

课题
0.3 统计学院 2010 年已经备案

277 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及教育培训研究 李 霜
赣艺规

【2011】36号
YG2011146z

江西省社会科

学艺术学项目
0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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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横向课题汇总一览表

序号 课题名称 所在单位 负责人 委托单位
合同

经费

1
南丰财政结构运行分析及“十二五”财

政发展改革规划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匡小平 南丰县财政局 8

2 残疾人社会政策效果研究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吴军民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 4

3 上海佳路工贸有限公司战略规划与执行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贾宝和 上海佳路工贸有限公司 20

4
我国金融税制改革研究——以九江银行

为例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黄杰华 九江银行 3

5
共青城林森牧业有限公司员工福利体系

规划研究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万谊娜 共青城林森牧业有限公司 20

6
南昌“十二五”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实现

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匡小平 南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3

7
江西华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企业资源整

合及税收筹划研究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舒 成 江西华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3

8 提升我省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的对策研究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许才明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课题
0.5

9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财务处 范桂英 江西启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

10 浙江横店影视产业试验区十二五发展规划
产业集群与企业

发展研究中心
刘小铁 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管委会 5

11 重油市场变化趋势和价格波动研究 产业经济研究院 车圣保 上高县荣秋重油经营有限公司 20

12 南昌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产业经济研究院 廖进球 南昌市重大政策招标课题 2

13
外来物种入侵防治立法研究——国际法

与比较法的视角
法学院 阙占文 南昌佳宏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30

14 论股东权利行使中的政治参与 法学院 邓 辉 北京永道基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4

15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 法学院 张 强 江西怡衫环保有限公司 21

16 农村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法律问题研究 法学院 陈江华 江西国旺实业有限公司 20

17 华新实业公司预防经济犯罪的对策研究 法学院 郑 洁 江西华新实业有限公司 20

18 加强食品药品监管社会管理问题调研报告 法学院 王柱国 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3

19 行政法规法研究 法学院 王柱国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20 诉讼诈骗对策研究 法学院 黄华生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4

21 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薪酬体系优化 工商管理学院 钟 蔚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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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战略规划及制度完善 工商管理学院 何小兰 南昌鑫力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20

23
江西劳动力供求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发展

影响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卢福财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学会 3

24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绩效管理与薪

酬体系设计
工商管理学院 刘爱军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

25
国家体育总局社科研究项目“主持测试

和实验”部分
工商管理学院 杨 杰 华东交通大学 0.3

26 提升江西工业园区发展水平的对策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余中东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课题
0.5

27 江西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发展战略规划 国际经贸学院 袁红林
江西省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
20

28 江西省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国际经贸学院 潘 永 江西省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 0.8

29
江西雅华工业陶瓷有限公司“十二五”

期间投资战略规划研究
国贸学院 张曦凤 江西雅华工业陶瓷有限公司 20

30
特大型有色金属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

体系研究
会计学院 李 宁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31
江西省润泽科技有限公司融资方案选择

研究
会计学院 蒋 珩 江西润泽科技有限公司 8

32
南昌阳光新地置业有限公司绩效评价与

治理结构优化研究
会计学院 吕晓梅 南昌阳光新地置业有限公司 20

33 江西省金业电子贸易有限公司治理研究 会计学院 黄 蕾 江西省金业电子贸易有限公司 21

34 中小会计事务所内部控制问题研究 会计学院 周冬华 上海汇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

35
我国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模式及其应用

探讨
会计学院 袁业虎 深圳市亚华科技有限公司 12

36 皇菊生态农业成本战略管理研究 会计研究 陈明坤
江西靖安皇菊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20

37 江西省送变电建设公司战略规划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曹元坤 江西省送变电建设公司 15

38
江西公路开发总公司景鹰高速公路公司

管理咨询与人才建设发展报告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罗良清

江西公路开发总公司景鹰高速

公路公司
12

39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发展

融资规划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陈雁云 国家开发银行江西省分行 5

40
房地产调控对中国经济影响：传导机制

与效应

金融发展与风险

防范研究中心
胡援成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九江长江公路大桥A3合同段

项目经理部

32

41 质检技术机构长效发展评价体系研究
金融发展与风险

防范研究中心
王国忠 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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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南昌市“十二五”系统性融资规划 金融学院 吕江林 国家开发银行江西省分行 4

43 加快我省海外投资产业发展研究 金融学院 严 武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课题
0.5

44 加快我省海外投资产业发展研究 金融学院 吴伟军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课题
0.5

45 扩大内需背景下农村消费潜力研究 经济学院 杨 勇 深圳市云汉电子有限公司 20

46 中部地区投资环境研究 经济学院 肖 璐 江西中昌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20

47
江西省建工集团公司关于政府采购情况

调研报告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李 明 江西省建工集团公司 3

48
安徽省六安市御龙湾建设项目的景观规

划、设计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张志军 安徽省六安中诚职业有限责任公司 12

49
江西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管理规章制度

汇编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刘 旦 江西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10

50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扶持研究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邹秀清

江西省农业厅农村经济体制与经

营管理处
2

51 江西柑橘施肥体系及施肥技术调查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邹秀清 华中农业大学 4

52
南昌市湖坊镇综合文化大楼建设项目可

行性研究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胡海胜

江西湖坊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3.8

53 南昌市节水型社会制度建设研究专题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李 明 南昌市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办公室 12

54
江西共青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展

示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孔凡斌 江西省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0.5

55
分宜县申报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

实施方案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肖文海 分宜县工业园管委会 5

56 我国农村住区生态景观规划管理对策研究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谢花林 城市建设研究院 25

57 生态文化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研究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肖文海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0.5

58
中央苏区推进改革开放和区域合作体制

机制创新研究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谢花林

江西省发改委（中央苏区振兴重

大研究课题）
15

59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两区一带”分区详

细规划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孔凡斌

江西省人民政府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建设办公室
30

60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部分专项规划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孔凡斌

江西省人民政府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建设办公室
30

61
江西省循环经济试点示范案例分析及推

广模式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孔凡斌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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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央苏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资源综合

开发利用研究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孔凡斌

江西省发改委（中央苏区振兴重

大研究课题）
15

63
关于在江西建设碳交易市场的可行性研

究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孔凡斌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课题
0.5

64
江西省安全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制度安排

研究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张利国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课题
0.3

65
医药企业员工压力管理及社会工作援助

方案设计
人文学院 唐 斌 江西飞宇医药有限公司 8

66
民政部上饶市信州区城市社会工作试点

规划
人文学院 兰世辉 上饶市信州区民政局 1

67
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研究

——基于江西万载、青云谱的调查
人文学院 梁淑平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 1

68 进一步加快我省农民工市民化对策研究 人文学院 吴时辉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课题
0.5

69 完善我省农村社会保障的政策与措施研究 人文学院 蒋国河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课题
0.5

70 软件工厂实训平台的研究与示范应用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钟元生

海南科技职业

学院
10

71 移动电子商务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钟元生 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4

72 万年县国土局地籍审批软件开发与服务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张志兵 万年县国土资源局 6

73
江西省大型体育场馆赛后管理和运营对

策研究
体育学院 崔开玲 江西省体育局宣传教育法规处 10

74
中西部地区特色产业和区域创新能力评

价与分析
统计学院 魏和清 江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2

75 资源环境核算及其改革与完善 统计学院 罗良清 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14

76
江西省教育信息化规划与集成平台系统

设计

现代教育

技术中心
罗远胜 江西省教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0

77 公司治理方案研究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王妮妮 江西天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

78 西湖区桃花镇生产用地发展规划
现代商务

研究中心
黄建军 南昌市西湖区桃花镇人民政府 15

79
借鉴台湾基层农会组织经验服务江西

“三农”问题
校办 肖华茵 江西省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 1

80 建筑租赁企业经营模式与租赁产品定价 信息管理学院 盛积良 南昌市益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1

81 尚通呼叫中心系统技术 信息管理学院 狄国强 江西尚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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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智能数字广告与智能监控系统 信息管理学院 杨巨成 常州蓝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

83 江西烟草区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方案研究 信息管理学院 勒中坚 江西省烟草公司 22

84
江西省小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品牌推广

策划
艺术学院 刘 涵 江西省小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

85 国产电影《红线记》剧本策划与艺术指导 艺术学院 舒小坚 江西南国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5

86 经纬府邸门面改造装饰设计 艺术学院 李苏云 南昌洪都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20

87 景观工程施工与管理 艺术学院 周玉卿 江西景航航空锻铸有限公司 20

88 VI 设计 艺术学院 张冠男 湖口县正立艺术广告 20

89 《江西树木志》编写 艺术学院 赵九洲 江西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1.825

90 江西拓康贸易有限公司企业形象设计 艺术学院 黄志明 江西拓康贸易有限公司 20

91 江西建信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形象设计 艺术学院 陈 翀 江西建信科技有限公司 20

92 凯菲特健身音乐制作 艺术学院 吴雅玲
江西省凯菲特健身体育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

93 广昌工业园主导产业集群研究 杂志社 史言信 20

94 期货品种发展阶段研究——白糖、棉花
证券期货

研究中心
李汉国 郑州商品交易所 23

95 南昌市承接产业转移对策研究
证券期货

研究中心
李汉国

南昌市政府

参事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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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各类纵向课题结项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项目分类 项目子类 结项日期 所属单位

1 增值税转型对江西省财政收入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匡小平 杨得前、蔡芳宏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3-19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2 基于“走出去”企业现状的税收支持政策研究 伍 红
王乔、程岚、黄杰华、

罗晓华、刘骏、杨莎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01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3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 徐崇波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30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4 付税意愿的理论研究与政策设计 杨得前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1-11-18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5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财政政策研究 姚林香

肖建华、舒成、周全林、

刘操、汪柱旺、邱慈孙、

林青青、刘文琦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3-28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6 中国农村健康保障筹资问题研究 张仲芳

黄先明、陶春海、

汪柱旺、李萍、丁美东、

关爱浩、黄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1-11-23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7 大学本科社会保障专业技能与培训 赵万水
丁美东、周全林、

张进铭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30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8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研究 廖进球

孔凡斌、张利国、吴昌南、

谢花林、肖文海、黄和平、

宫之君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大招标项目 2011-12-30
产业经济

研究院

9
江西“十二五”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研究
廖进球

罗良清、吴昌南、阮敏、

杨头平、张湘赣

省发改委招标

项目
重大招标 2011-06-03

产业经济

研究院

10 中国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财政制度研究 陶春海 季萍、周俊萍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20
产业经济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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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规审查的方法研究 陈运生 朱丘祥、谢红星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1-06-23 法学院

12 法律规范冲突的适用方法研究 陈运生 刘莉琼、吴鹏飞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1-06-30 法学院

13 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规范审查制度研究 陈运生
朱丘祥、刘莉琼、

吴鹏飞、刘白明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6-18 法学院

14
中国传统法律文书的价值研究---明清以来江西地方法律

文书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龚汝富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法学院

15 江西林业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研究 姜红仁 殷乾亮、李莉、余柏英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30 法学院

16 反垄断司法制度研究 蒋岩波

喻玲、唐健飞、蒋悟真、

熊玉梅、张占江、

金善明、葛勋、杨柏国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一般项目 2011-03-09 法学院

17 反垄断法的司法制度研究 蒋岩波 喻玲、张志伟、黄刚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3-14 法学院

18 公民姓名权限制标准研究——以赵 C姓名权案为出发点 刘 国 王柱国、陈运生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09 法学院

19
法学专业实践性课程体系的构建与运行--以江西财经大学

法学特色专业建设为主线
熊进光

熊玉梅、熊红英、

姜红仁、喻晓玲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法学院

20 江西创设小额贷款公司法律问题研究 杨德敏

阙占文、吴春英、

谢红星、傅宏、漆旭、盛

丽、张颖、赖春花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11-16 法学院

21 民事程序选择权研究 易 虹 谢小剑、熊玉梅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6-30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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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地方立法体系研究 易有禄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6-30 法学院

23 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培育与应用推广机制研究 范授冶
谭光兴、郑淑娟、邓伟、

史湘琳、谭琍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2011-12-20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4 基于创业教育理念的毕业论文改革 季俊杰 周秀阳、刘汉朝 校级科研项目 其他校级课题 2011-10-10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5 基于创业教育理念的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改革 季俊杰 谭光兴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6 江西省学生资助反周期供给机制构建 季俊杰
谭光兴、朱晓刚、

彭志武、汪光华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25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7 江西省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研究 谭光兴
彭志武、汪光华、

朱晓刚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12-16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8 江西省继续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汪光华
朱晓刚、谭光兴、

彭志武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12-16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9 基于国际化背景的创业型人才培养研究 朱晓刚 白云 校级科研项目 其他校级课题 2011-11-10
高等教育

研究所

30
农产品营销中农户心理契约与农户纵向合作行为关系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蔡文著

余焕新、周萍、陈静茹、

刘爱军、吴忠华、钟岭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31

工商管理

学院

31 扩展-稀释"效应作用下的品牌价值计量模型改进 谌飞龙 吴群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1-09-13
工商管理

学院

32 基于流域协同的供水安全机制研究 龚代华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6-22
工商管理

学院

33 江西省服务业就业增长潜力分析 黄彬云 赖勤、林岚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2-20

工商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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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职业教育与人才需求匹配机制研究 黄彬云 赖勤、甘国华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06-22
工商管理

学院

35 基于中国电子农务供应链的农产品网络营销研究 黄丽娟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
特别资助项目 2011-05-18

工商管理

学院

36 基于职业生涯规划的大学生就要能力提升研究 李胜兰
叶清、赵映云、

陈亚薇、朱聪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工商管理

学院

37 江西特色产业集群研究 刘爱军

余焕新、李细建、

胡宇辰、徐星龙、

余可发、吴昌南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招标

项目

2011-12-22
工商管理

学院

38 国家经济与军事安全视角下的国防工业供应链风险研究 刘浩华
李毅学、潘文荣、

刘芳、李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7-07

工商管理

学院

39
扶持政策对创业型中小农业龙头企业创业绩效影响的作用

机理与政策优化研究
刘克春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项目 2011-06-16

工商管理

学院

40 江西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化研究 刘小铁 胡宇辰、刘彪文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招标

项目

2011-12-30
工商管理

学院

41 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构建 潘淑清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2-03
工商管理

学院

42 知识管理在新产品开发上应用研究 汪华林
付国军、钟叶飞、

余中东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2-12

工商管理

学院

43 江西省绿色农产品封闭供应链体系研究 王雪峰
刘浩华、杨芳、李毅学、

杨头平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03

工商管理

学院

44 集群供应链网络治理研究——以江西陶瓷产业集群为例 吴 群
涂淑丽、傅岚、胡宇辰、

胡大立、谌飞龙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青年项目 2011-06-20

工商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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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建设现代农业问题研究——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创建 许基南
李建军、赵星、柯剑春、

邓玉华、胡婷、刘小鈫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一般项目 2011-04-18

工商管理

学院

46 大学生创新人格培养研究 叶 清 朱佳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7-06
工商管理

学院

47 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产业结构演化效应研究 余中东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6-30

工商管理

学院

48 财经大学背景下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黎新伍
杜江萍、张曦凤、张小俊、

叶晗堃、尤后兴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15

国际经贸

学院

49 南昌低碳城市建设国际比较研究 李秀香

王善论、曹絜、黄先明、

梁红、赵越、章萌、

程颖、简如洁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1

国际经贸

学院

50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省科技进步的影响及其绩效评估 刘振林

刘爱文、王蓉蓉、

刘爱华、郑欢、周玉婷、

李坚、徐敏、幸莉莉、方

艳红、冷迎娅、程黎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国际经贸

学院

51 江西省资源开发有效补偿机制研究 王万山
李有、谢六英、伍世安、

吴朝阳、梁红、廖卫东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6

国际经贸

学院

52 江西开放型经济研究 王万山

郑文、谢六英、吴朝阳、

姚仕萍、毕占天、

王树柏、李学荣、徐沙、

徐丽、石晶晶、宋均法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02-26
国际经贸

学院

53 和谐世界视野下中国参与 FTA 的战略研究 吴朝阳 王善论、陈琦、汪颖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1-05-23
国际经贸

学院

54
全球不平衡背景下中国外贸顺差的原因、经济与生态环境

效应、政策措施
许统生

涂远芬、陈蔼莲、

薛智韵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3-08

国际经贸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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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国际贸易专业立体式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张曦凤 刘振林、陈琦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05
国际经贸

学院

56 江西财经大学双语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的构建 肖 珑 肖珑、刘慎河、谢波 校级科研项目 其他校级课题 2011-11-10 国际学院

57 高职教育质量管理研究：基于会计学专业视角 曾晓燕 程琳、付家柏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22 会计学院

58 我国 MPAcc 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程 琳
曾晓燕、付家柏、

邓新红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06-22 会计学院

59 基于资源整合的江西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研究 郭小金
宋京津、袁庆洲、

熊凌去、胡煜熙、孙翰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9 会计学院

60 白颈长尾雉栖息地保护技术研究 黄晓凤
顾署生、廖为明、汪玉如、

欧阳勋志、宋玉赞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
一般计划 2011-11-13 会计学院

61 政府驱动型企业集团财务控制力研究 刘剑民 张绪军、饶晓秋、汤慧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19 会计学院

62 江西高校优势学科发展研究--一江西财大会计学科为例 刘 骏

应一华、王宏、李庆、叶

舟、贺庆、熊歆、龚 珈、

胡亦可、陈安、马峻、孙

锶、胡佳、郭潞琴、叶靖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09-26 会计学院

63 农村学生学习与就业权益保护研究 彭晓洁
师华、刘淑华、杨晓宇、
乔琳雁、姚青、杨娜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会计学院

64 信息含量导向下的资本市场审计契约研究 饶 斌 胡丹霞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1-10-25 会计学院

65 中国证券审计市场规制及效果研究 荣 莉
张蕊、周贵文、肖世浩、
谢国忠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招标

项目
2011-06-27 会计学院

66 内部控制信息强制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 宋京津
袁园、江泓、张羚辉、毛

盛琦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2-21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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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治理环境、注册会计师行业专门化与管理层代理成本 谢盛纹
潘素秋、章琳一、

孙俊奇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2-21 会计学院

68 精益成本管理在电子产业的应用研究 袁 园
宋京津、胡欢、程琳、

赵美萍、周颜卿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30 会计学院

69 R&D 投入产出效益研究 张春华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3 会计学院

70
CPA 专业审计课程特色化教学的研究与实践-基于江西财经

大学的视角
张其镇 何燕芳、唐磊雯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5-24 会计学院

71
审计学本科教学团队建设与实践问题研究----以江西财经

大学为例
张 蕊

谢盛纹、张其镇、

廖义刚、章琳一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30 会计学院

72 定向增发、资产收购与利益输送问题研究 章卫东

邹斌、周子剑、杨秀英、

吕晓梅、王珏伟、章涛、

郑文钰、吴霞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一般项目 2011-10-18 会计学院

73 江西省上市公司财务核心能力综合评价研究 张绪军
刘剑民、徐翔、宋卫、章

丽萍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30 会计学院

74 江西省“十二五”科技大开放发展战略研究 陈雁云
朱丽萌、刘镇、姜宝华、

余中东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05

江西经济发

展研究院

75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传统农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与

对策研究
刘修礼

刘元秀、刘艳芳、张利国、

黄颉、潘燕萍、查大元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20

江西经济发

展研究院

76 “十二五”期间江西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与政策取向研究 刘 镇
朱丽萌、姜宝华、

张志良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江西经济发

展研究院

77 鄱阳湖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空间耦合研究 朱丽萌
姜宝华、陈雁云、

刘镇、熊雅丽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4-30

江西经济发

展研究院

78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度量及发展对策研究 朱丽萌
吴雁、姜宝华、

刘镇、刘萍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江西经济发

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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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江西“十二五”空间发展战略研究 朱丽萌
陈茜、吴雁、刘镇、

陈雁云、熊雅丽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12-20

江西经济发

展研究院

80 江西财经大学本科生教学质量调查——基于学生视角 黄晓全
王云、黄思明、雷发斌、

吴志斌
校级科研项目 其他校级课题 2011-11-10 教务处

81 企业债务风险的识别与防范 胡援成
康鸿、吴江涛、付志鸿、

付强、卢月根、张文君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招标

项目

2011-12-31 金融学院

82 中国经济动态无效与扩大消费需求研究 黄飞鸣
邹朋飞、段景辉、

胡源源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1-08 金融学院

83 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融资问题研究 李汉国 杨荣、刘泽民、鞠双妹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2-25 金融学院

84 当前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及其变动趋势研究 刘兴华 胡芳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金融学院

85 《资产定价理论》课程建设与教学方法研究 吕江林
吴恒煜、闵晓平、肖峻、

凌爱凡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金融学院

86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原因、对我国的影响与应对 吕江林

彭玉镏、刘兴华、曾鹏、

潘文荣、伍红、凌爱凡、

王磊、赖娟、王庆皓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3-09 金融学院

87 公司债券流动性溢价存在性及其定价机理研究 闵晓平 严武、吴俊、邹朋飞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金融学院

88 政府救助国有商业银行研究—基于美国经验思考 彭玉镏
车圣保、邹玲、吴艳艳、

徐惠莲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25 金融学院

89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粮食产业化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孙爱琳

邓慧萍、钟小林、

王辉、侯菲、胡秀堃、

黄友文、蔡芹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4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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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我国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协同学的分析 吴伟军

胡援成、杨荣、涂颖清、

黄先明、邹朋飞、康鸿、

周云峰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招标

项目

2011-12-28 金融学院

91 股票融资与中国产业增长及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严 武 陈式文、王辉、李佳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25 金融学院

92 江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研究 严 武 王辉、刘斌斌、陈熹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重点项目 2011-12-20 金融学院

93 高校教学与科研融合机制研究 严 武
梁威、郑淑娟、金欣、王

云、王自力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12-06 金融学院

94 完善高校科研管理机制与评价体系研究 严 武
梁威、刘满凤、王自力、

郑淑娟、吴小珊、金欣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3-10 金融学院

95 外资入股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与监管研究 邹朋飞

喻国平、阮敏、王海南、

谢凤鸣、李毅学、

闵晓平、刘朝阳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1-11-01 金融学院

96 规制重构研究：一个理论与政策框架 陈富良 李波、徐涛、廖鹏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招标

项目

2011-12-15 经济学院

97 食品公共安全规制与食品贸易：制度与政策研究 廖卫东

何笑、时洪洋、史言信、

李秀香、王自力、黄广平、

陶然、万仁甫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青年项目 2011-06-30 经济学院

98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建设研究 刘伦武 黄素娟、郑哲、付梦琪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1-12 经济学院

99 高校学分制条件下的师生关系研究 陆长平 邓伟、何金伟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06-22 经济学院

100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农业发展之路：多功能农业发展模式

及其政策安排
彭新万

张进铭、陶然、封福育、

陈海丹、龚淑珍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2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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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中外食品安全规制变迁的比较制度研究 时洪洋
廖卫东、薛晓、易辉亮、

文林、朱若凯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1-03-21 经济学院

102 理论经济学科实验教学研究 杨飞虎
席小炎、毕正华、

余红斌、刘晓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06 经济学院

103 公共投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研究 杨飞虎

刘伦武、蔡吉甫、周全林、

常进、黄素娟、郑勇、熊

家财、邱旺满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青年项目 2011-05-04 经济学院

104 百年江西农村金融市场研究 杨 勇. 汪忠列、熊艳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06 经济学院

105 江西高校科研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策略研究 梁 威
刘满凤、王敏、郑淑娟、

吴小珊、谭琍、吴俊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科研处

106 高校科研项目管理中的监控机制研究 梁 威
刘满凤、郑淑娟、

吴小珊、谭琍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15 科研处

107 流程管理视角的电子政务绩效实现机制研究 吴小珊 胡玲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2-27 科研处

108
本科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基于经

济全球化的视角
庄东泉

李向明、曹里萍、

吴志军、易忠祥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8 老干处

109
旅游管理本科“模拟实训”教学环节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

的研究和实践
曹国新

夏德根、陈小亮、

邹勇文、汪忠列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2011-06-30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10 测量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何尤刚 季秀仙、周早弘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20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11 高校世界遗产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 胡海胜
江民锦、郑艳萍、

李向明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15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12 高校校级领导民主评议制度研究 胡建华 陈建南、雷迎春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重点项目 2011-06-16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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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江西旅游业竞争力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李向明
邹秀清、陈小亮、

唐继刚、李大晖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1-12-15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14 旅游管理专业“参与式”教学案例研究 唐文跃
童巧珍、庄东泉、

曹国新、唐继刚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24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15 江西革命传统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整合开发研究 吴志军 庄东泉、李向明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16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16
区域旅游业竞争力的评价系统模型构建与提升策略研究

——以江西为例
吴志军

李向明、庄东泉、

李文明、邹秀清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18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17
嬗变与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若干问题研究——以

江西瑞金市沙洲坝村为例
邹勇文

杨华星、邵丹、

汤慧、刘文斌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招标

项目

2011-06-01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18 基于复杂性科学的复杂性方法研究 黄欣荣

周书俊、夏德根、吴通福、

鲍克伟、张福运、

刘文莲、王英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一般项目 2011-03-15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19 西方生态主义政治理念研究 金纬亘
曾良盛、唐书麟、胡南、

万绍红、徐腊梅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一般项目 2011-12-3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20 欧阳健传 李立娥
黎建军、刘晓泉、

豆星星、郭清彬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9-09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21
赣江流域水资源补偿机制研究（申报立项单位省人大环境

资源委员会）
温 锐

刘世强、刑九生、

廖志娟、刘促根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5-0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22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与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孔凡斌
张利国、刘克春、杜丽、

王晶、雷瑶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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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谢花林
王鹏、陈拉、胡静、

彭小琳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6-30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24 基于生态安全评价的土地利用优化模式研究 谢花林 胡海胜、王鹏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30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25 赣南红壤丘陵区土地利用安全格局情景模拟研究 谢花林
王鹏、陈华敏、孔凡斌、

王金政、邹金浪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1-05-18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26 江西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机制研究 张利国
孔凡斌、许桂芳、王慧芳、

孙挥、周早弘、何尤刚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27 农产品供应链垂直协作关系研究——从农户角度 张利国

孔凡斌、王慧芳、王凯、

邹秀清、但承龙、

刘修礼、戴迎春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01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28 普通高等学校院系党组织书记胜任力模型研究 陈建南
庄东泉、徐翔、胡玥、蒋

萃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5

人事处、

组织部

129 对话型问题教学模式在大学本科专题类课程的运用 蔡盈洲 付凤莲、林靖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25 人文学院

130 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傅家柏 李莉、程琳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22 人文学院

131 产业转型背景下江西民工子女返乡就学问题研究 蒋国河 孙萍、银平均、袁冬华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05 人文学院

132 国学教育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关系研究 骆 兵 王中云、骆嘉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2-29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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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研究 苗春凤 杨正德、秦安兰、徐佳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1-10-14 人文学院

134 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短板研究 徐文松 文成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1-12-06 人文学院

135 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学研究 张品良 陈小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
专项项目 2011-12-08 人文学院

136
网络新媒体和网络新媒体融合对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影

响及对策研究
张品良

张庆胜、陈县英、

胡文烽、周泽锋、

文成、魏丽艳、匡琳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
专项项目 2011-12-15 人文学院

137 庶民权利与社会公正：当代网络舆情现状与走向研究 张庆胜 周立华、周东林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15 人文学院

138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以电子信息类专业为例 党建武
王瑞玲、廖汉程、李刚、

陈滨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39 超高频水文及河道船只监测多普勒雷达研究 黄 坚
蔡鹏、朱华贵、陈滨、

张勇、黄国强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5-1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40 基于视觉感知和复数小波变换的图像融合方法研究 黄淑英 杨勇、易彤、魏文明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青年项目 2011-06-03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41 网络环境下的协作学习评价模型研究 李华旸
彭洁、康鸿、涂保东、张

萍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42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研究 李华旸 彭洁、李剑萱、严武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43 案例教学法在网络类课程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李普聪
钟元生、万本庭、黄茂军、

张驰、刘细发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24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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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高频谱效率 CDMA 系统中的关键技术研究 廖汉程 冯丽洁、尧文元、孙建成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6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45 大学创新力评价研究 刘细发
梅国平、邓庆山、郭跃、

王胜华、冯弋江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6-12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46 提升学生软件项目开发能力的教学模式与方法研究 毛澄映

钟元生、夏家莉、刘细发、

李华旸、黄茂军、

万本庭、熊碧舟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2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47 黎曼流形上的线性分类算法研究 孙建成
罗建国、黄淑英、

廖汉程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48 损伤自诊断智能结构关键技术研究 谢建宏
朱华贵、陈滨、谢亮、

徐雪春、肖大雪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49 求解柔性工件车间调度问题的拟物拟人算法研究 尹爱华
夏家莉、汪靖、胡冬萍、

毛澄映、周海燕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50 虚拟社区信任管理及其应用研究 钟元生
李普聪、熊建英、张驰、

黄茂军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01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51 人文奥运理念指导下的高校人文体育教育研究 谢 辉 吕新、谭军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6-03 体育学院

152 和谐社会构建和社会事业发展思路研究 易剑东

蒋国河、陈家琪、尹忠海、

唐斌、银平均、吴时辉、

王志国、高宏、张祖平

省发改委招标

项目
重大招标 2011-05-12 体育学院

153 2011年第七届南昌城市运动会运营研究 易剑东
刘鹰、邹敏琴、邹勇文、

刘淑英、严伟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

学社会科学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3 体育学院

154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理念的研究与应用——体育赛事组织与

运营课程改革的研究实践
郑志强

陈华敏、崔开玲、

顾鸿刚、严伟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20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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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能源效率及对环境影响研究 曹俊文

罗良清、魏和清、

何建春、刘小林、

吴家宇、杨昌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一般项目 2011-03-09 统计学院

156 几类不确定混合型灰色多属性决策方法研究 陈孝新
刘满凤、任俊柏、

毛小兵、涂保东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22 统计学院

157
关于含间断项的随机积分方程和随机微分方程(包含)的半

序方法研究
李志龙

蒋淑珺、任俊柏、

邹玉仁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统计学院

158 随机非连续算子随机不动点及其应用研究 李志龙 蒋淑珺、邹玉仁、华蓉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05 统计学院

159 基于多目标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江西省服务业研究 刘小瑜 张保林、朱剑、胡美注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3-30 统计学院

160 基于 DEA 方法的中国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评价研究 刘小瑜 陶春海、刘霖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14 统计学院

161 无模型复杂工业过程的非线性特征辨识与应用研究 罗世华
刘满凤、何朝盛、黄健、

曾九孙、徐于青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6 统计学院

162 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对微积分学习的影响比较研究 王平平
柳键、杨瑞桂、袁捷敏、

邹玉仁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20 统计学院

163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江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绩效分析 魏和清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3-01 统计学院

164 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及其翻译研究 曾剑平
杨莉、李会学、樊萍、

钟达祥、曾光湖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4-08 外国语学院

165
以策略训练为基础的大学生课外自主学习英语能力的培养

研究
胡琳瑜

史湘琳、张建丽、

吴碧宇、戴丽华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5 外国语学院



205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项目分类 项目子类 结项日期 所属单位

166
自我评估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应用研究：方法与影响因

素
潘清华 徐惠莲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11 外国语学院

167 信息时代的商务英语翻译教材的建设 王建国
张萍萍、吴碧宇、廖佳、

董玮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外国语学院

168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英语时态习得模式研究 王 静
毛凡宇、袁慧玲、

冯德兵、李会学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06 外国语学院

169 拜伦叙事诗研究 杨 莉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9-13 外国语学院

170 模拟电路系统化实验教学的研究 方 勤
陈滨、邓海、周忠保、李

喜军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20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171 超级电容器高性能活性炭的双电层特性及其制备研究 方 勤
邓梅根、王仁清、

冯义红、胡光辉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3-18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172 基于多小波神经网络预测的金融拨动分析 费风长

方志军、朱丽、李帅、

付丽琴、章琳、曹菁、张

婷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1-06-29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173 独立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管理研究 钱卫红 徐国荣、章蕙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174 应用型本科《离散数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徐 军
周辉、易志洪、夏芸、武

心莹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175 江西旅游目的地品牌化动力机制与运作模式研究 占 佳 胡海胜、肖慜 校级科研项目 2011-05-18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176 高性能纽扣式超级电容器研发 邓梅根

方勤、冯义红、王仁清、

胡光辉、余泉茂、陈英放、

丁晓鸿、李建辉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5-25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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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类钙钛矿 C0 基稀土复合催化材料的制备性能 杨小毛
国家其它部委

项目
人事部 2011-12-22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178 纳米无机发光材料有机“笼”模板法制备及形貌控制研究 余泉茂
李小侠、荆西平、

王仁清、熊新强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5-18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179 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教学质量调查 方志军
王萍、毛小兵、谭亮、高

永彬
校级科研项目 其他校级课题 2011-11-10

信息管理

学院

180 基于小波分析的股市波动分析与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方志军
杨波、杨水红、费风长、

赵静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0

信息管理

学院

181 基于小波分析的股票市场异常检测与知识发现 方志军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项目 2011-11-17

信息管理

学院

182
江西省青年科学家培养对象项目(自适应提升多小波图像

编码技术研究)
方志军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01

信息管理

学院

183 基于多小波的自适应数字水印技术研究 方志军
李润午、吕腮菊、谭亮、

罗桂华、刘心韵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2-18

信息管理

学院

184 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胡平波
邹秀清、尹朝华、黎荆、

肖建文、金艳清、李晓伟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06

信息管理

学院

185 高校学生评教指标体系及模型构建研究 胡平波

甘国华、黎荆、凌和良、

袁细兰、肖建文、黎莉、

夏艳辉、李明坚

全国教育科学教育部

规划课题
重点项目 2011-12-31

信息管理

学院

186 江西省文化及创意产业科学技术创新规划 勒中坚 郭勇 3、杨波 3、周萍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
一般计划 2011-12-04

信息管理

学院

187 江西省十二五现代服务业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 勒中坚
杨波 3、郭勇 3、周萍、丁

菊玲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
一般计划 2011-12-04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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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高校网络舆情预警指标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勒中坚
丁菊玲、王根生、周萍、

杨波 3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
自筹计划 2011-12-04

信息管理

学院

189 一种抗攻击的面向 P2P 电子商务应用的信任管理模型研究 勒中坚
杨波 3、郭勇 3、周萍、丁

菊玲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
自筹计划 2011-12-04

信息管理

学院

190 基于电子商务网络交易的信任安全控制技术研究 勒中坚
杨波 3、郭勇 3、周萍、丁

菊玲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
自筹计划 2011-12-04

信息管理

学院

191 基于层次的用户行为和内容的 WEB 挖掘研究 勒中坚 罗远胜、陆旭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2-04

信息管理

学院

192 基于混杂 M2M 的 3G 流媒体分发网络技术研究 李钟华
钱忠胜、李季、勒中坚、

丁菊玲、李鹏宇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青年项目 2011-12-12

信息管理

学院

193 基于传输补偿的副本差异自组织交换算法研究 李钟华
勒中坚、万征、谭作文、

吴方君、丁菊玲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信息管理

学院

194 基于实时日志的嵌入式移动实时数据库动态恢复研究 廖国琼
狄国强、何春燕、邓琨、

熊安晋、杨小亭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5

信息管理

学院

195 XML文本摘要中的主题群落分析研究 刘德喜
万常选、刘喜平、焦贤沛、
钟敏娟、江腾蛟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01
信息管理
学院

196 高技术产业集群内的知识溢出机制与溢出效应研究 刘满凤
邓咏梅、唐厚兴、李圣宏、
吴卓贤、周吉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6
信息管理
学院

197 我省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评价与提高对策研究 刘满凤
胡大立、郑淑娟、谭琍、
王新长、郑会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15
信息管理
学院

198 大学科技园区运行机制与建设问题研究 刘满凤 梁威、柯国刚、陈文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20

信息管理
学院

199 基于语义的 XML 检索结果优化技术研究 刘喜平
刘德喜、江腾蛟、
钟敏娟、万常选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2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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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互动机理与协同发展研究 柳 键
邱国斌、李杰、帅国让、
肖依依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6-16
信息管理
学院

201 面向模型的 Web 应用测试用例生成方法的研究 钱忠胜
李钟华、邹俊、万征、

万树平、杨波 3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青年项目 2011-06-09

信息管理

学院

202 网络平台下“编译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钱忠胜
狄国强、邹俊、方志军、

焦贤沛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15

信息管理

学院

203 基于 PBF 合同的代理投资与金融危机 盛积良
万树平、朱永军、何明、

李妙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1-12-01

信息管理

学院

204 推进我省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支持体系与战略研究 陶长琪 徐晔、陈伟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5-15

信息管理

学院

205
我国中部地区信息产业空间结构、企业间契约关系对技术

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研究
陶长琪

陈思华、徐晔、齐亚伟、

冷毅、彭莉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04-20

信息管理

学院

206 基于融合的信息产业的自主创新体系与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陶长琪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
一般 2011-06-10

信息管理

学院

207 XML信息检索系统查询处理技术研究 万常选
刘德喜、刘喜平、钟敏娟、

江腾蛟、李国林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6

信息管理

学院

208 XML 信息检索的关键技术研究 万常选
刘喜平、刘德喜、江腾蛟、

赖新峰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3

信息管理

学院

209 基于隐式反馈和伪反馈的 XML 文本文档检索技术研究 万常选

刘喜平、刘德喜、陈雷、

钟敏娟、江腾蛟、鲁远、

余宏、王芳、赖新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地区项目 2011-05-06

信息管理

学院

210 基于Vague集的模糊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方法的研究 万树平

董九英、朱永军、盛积良、

王正友、熊红英、张小路、

房连伟、蔡菁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青年项目 2011-05-17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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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财经院校计算机网络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研究 万 征
凌传繁、刘谦、李钟华、

杨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信息管理

学院

212 多小波视频无线传输的动态 QoS 研究 万 征
方志军、狄国强、杨寿渊、

费风长、余岚、谭亮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信息管理

学院

213 大学数学研究性课堂教学实施研究——以高等数学课程为例 王翠霞
丁雄、邹玉仁、罗春林、

邓咏梅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信息管理

学院

214 社会经济复杂系统动态结构和政策作用机制研究 王翠霞
丁雄、柳键、王平平、

盛积良、严淑梅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18

信息管理

学院

215 数据集中分布环境下的隐私保护不确定数据挖掘 吴方君 万常选、吴方刚、易彤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信息管理

学院

216
数据挖掘技术在推行完全学分制高校教学活动中的研究和

应用
吴方君 易彤、杨勇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06-30

信息管理

学院

217 个性化搜索引擎中的聚类技术研究 吴京慧
刘德喜、钟敏娟、余珊珊、

刘强、魏伟华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01

信息管理

学院

218 虚拟企业知识转移机制与效用研究 徐升华

杨波、方志军、芦亮、廖

述梅、沈波、潘颖慧、柳

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9-23

信息管理

学院

219 基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校企知识转移理论与实证研究 徐升华

廖述梅、陶长琪、沈波、

刘炜、陶志超、王翠霞、

敖国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地区项目 2011-04-22

信息管理

学院

220
城市圈产业关联发展风险传导.控制与对策研究－以环鄱

阳湖城市群为例
徐 晔

陶长琪、邱玲、万敏、黎

祥、丁晖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4-20

信息管理

学院

221
多 生 物 特 征 图 像 处 理 （ Multimodal Biometrics

Processing）
杨巨成 Dongsun Park 国际合作项目 2011-12-08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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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自适应小波和非规则的理论及应用 杨寿渊

谭作文、徐慧植、万树平、

章琳、罗世华、李志龙、

费风长、李润午、韦礼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2011-04-22

信息管理

学院

223 基于离散小波框架的多模态医学图像融合新方法研究 杨 勇 黄淑英、孙建成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9

信息管理

学院

224 生态文明视角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体系发展研究 余达锦
华长生、杨淑玲、

陈思华、何明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信息管理

学院

225 基于融合的数字人真实感三维可视化研究 袁非牛
李红娣、方志军、

李钟华、朱懿敏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2-28

信息管理

学院

226 语音识别隐马尔科夫模型的改进研究 袁里驰 吴京慧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01

信息管理

学院

227 江西省 R&D 资源省际比较分析 钟友明 万玲、张家琦、孙亚非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0-20

信息管理

学院

228 中小学生厌学问题的对策——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 冯丽洁
廖汉程、邹心平、

郝海涛、钟洪涛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22 宣传部

229 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鉴定机制的构建 蒋尧明 吉伟莉、李宁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20 学编部

230
知识管理视角下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以江西

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为例
蒋尧明

章丽萍、姜海花、张伟峰、

罗立、孙丹、张薇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2011-12-30 学编部

231 科学发展观下的教师资源城乡统筹研究 肖文燕 张宏卿、肖海、刘晓泉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24 学编部

232
江西高等学校经济管理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建设与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朱星文

王展祥、徐鸣、熊汉梅、

胡玉可、刘伟伟、鲍玲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31 学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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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经济国际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的企业会计信用评级制度研究 朱星文
谢盛纹、蔡吉甫、廖义刚、

胡玉可、刘伟伟、汪元华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30 学编部

234 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研究 刘菊华 郭海峰、叶清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16
学工处、团

委

235 江西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王金海 李霜、徐聪颖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30

学工处、团

委

236
高等院校创业型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研究－以江西财经大

学为例
王金海

李霜、习金文、汪光华、

付艳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30

学工处、团

委

237 近代报刊与近代文学关系研究 包礼祥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08 艺术学院

238 高校创意新思维教育模式研究 陈永维
余兆欣、金欣、熊云皓、

胡新辰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06 艺术学院

239 高校音乐学本科学生独唱音乐会形式创新研究 韩玉澎 李珺、王中云、吴雅玲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5-26 艺术学院

240 菰抗病基因候选 TAC 克隆的功能鉴定及其相关基因分离 江绍玫
涂艺声、杨庆凯、李庚花、

江绍琳、宋成丽、刘小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地区项目 2011-04-22 艺术学院

241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江灶发
孔凡斌、陶翠玉、夏国华、

殷乾亮、周玉卿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06-22 艺术学院

242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设计本科教学体系比较研究 况宇翔
韩吉安、柳献忠、

张相森、吴昌松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29 艺术学院

243
江西财经大学 VIS 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及校园色彩、雕塑规

划设计
李 民

徐津、张冠男、贺三宝、

黄松涛、刘卷、胡丹霞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1-06-07 艺术学院

244 城市导向标识系统的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李 民 舒小坚、温强、胡新辰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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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汉字创意设计教育研究 刘 卷
卢世主、黄彦、刘晶、郑

钢、温强、周立新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艺术学院

246 20 世纪江西余江民间木雕艺术传承与创新研究 柳献忠
况宇翔、陈卓、张相森、

韩吉安、陈翀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艺术学院

247 艺术设计课程体系改革与立体化教材建设 卢世主
廖美英、刘卷、尹晖、陈

敏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5-08 艺术学院

248 新生活运动的生活艺术化研究 卢世主
王庆、韩玉澎、龙建国、

温强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6-30 艺术学院

249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恢复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研究 魏 峥
魏绪英、周早弘、舒洪岚、

万敏、谢菲芬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3 艺术学院

250 鄱阳湖周边小流域景观格局与生态恢复研究 魏 峥

魏绪英、汤移平、周早弘、

舒洪岚、邹宽生、

唐文跃、陈拉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03 艺术学院

251 江西名贵野生国兰迁地保护与产业化配套技术体系研究 赵九洲 周玉卿、陈洁敏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
一般计划 2011-12-19 艺术学院

252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黎 毅
罗侃、项文彪、陈鹰、

于海燕、付遥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招标

项目

2011-06-27 外单位

253 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与对策 王 坚
艾炎、王坚、朱晓、

冷淑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25 外单位

254 普通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服务的价值体系研究 曹永臻

朱亚坤、汪静、王志斌、

陈荣、胡昕、邓卫权、李

梁华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外单位



213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项目分类 项目子类 结项日期 所属单位

255 国防行政法研究 曾志平
易有禄、周健、张艳、

赵淑燕、常璇、吴健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23 外单位

256 发展低碳经济，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陈双溪
李秀香、于龙江、

陈泽水、冯登洪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4-06 外单位

257 社会工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应用研究 戴利朝
蒋国河、王章华、仇玲飞、

卢晓慧、刘露芳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2011-05-04 外单位

258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效能比较研究 韩景倜
韩景倜、陈晓和、陆阿坤、

李周平、何立阳、姚晓军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2011-03-09 外单位

259 PAR 平台支撑的基于构件的软件体系结构求精方法研究 胡启敏
夏芸、游珍、郑宇军、

石海鹤、钟林辉、揭安全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01 外单位

260 融资结构、资源结构与公司治理：以控制权为视角的研究 胡 焱
郑江绥、马智胜、刘晓薇、

李连英、周军霞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外单位

261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科学配置与监管制约 康 诚

陈美玲、谢小剑、康凯、

王新有、张国轩、

宋智勇、张阳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6-03 外单位

262 灾区旅游用地流转模式创新研究 李志勇 邢芳、赵秀芳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9-15 外单位

263 学校教育中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对策研究 廖萍蓉 薛芳、许静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7-26 外单位

264 刑事诉讼领域人保障的障碍及其对策研究 廖萍蓉 许静、廖莉蓉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外单位

265 江西高校外语专业的跨学科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探索 刘春燕

刘川、李行亮、钟志贤、

廖晓冲、方红、张友香、

张建社、曾夏昀、陈颖、

李昕、黄惠、刘小萍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7-01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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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推进网络反腐倡廉的制度化研究 毛蔚兰
张箭、林新、袁宏伟、

孟俊红、苏如娟
其它课题 自筹课题 2011-09-07 外单位

267 入市后金融开放对货币政策稳定价格目标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邱崇明
黄飞鸣、卢宝梅、李雅丽、

潘再见、肖本华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一般项目 2011-09-23 外单位

26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技术效率及其测度研究 唐天伟
许才明、汪柱旺、曾斌、

余青、李棕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3-14 外单位

269 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权力制约机制研究 涂明辉
巫文勇、秦守勤、

周慧琴、尹志贤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16 外单位

270
中国组织情境下公仆型领导的测量及其对下属业绩表现的

作用机制研究
王碧英

高日光、范丽群、张敬文、

周海燕、姚岳军、朱笑虹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30 外单位

271 资源管理中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良好衔接研究 王万山
李有、谢六英、徐斌、

吴朝阳、张湘赣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01 外单位

272 江西省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能力研究 校外人员

蒋尧明、校外人员、

校外人员、卢锦、支芳、

钟华、钟雯婧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15 外单位

273 基于 Agent 技术的网络教学管理平台的研究 喻国平

黄丽娟、外校人员、

外校人员、外校人员、喻

国平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外单位

274 构建江西省和谐农村金融生态长效机制研究 周才云
陶然、史焕平、韩士专、

高雪萍、迟颖、张毓卿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0 外单位

275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社会学研究--以河北定州为例 杨发祥
徐腊梅、赵方社、刘仲翔、

闵慧、林敏琪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1-10-30 外单位



215

各类横向课题结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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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赣州管理中心人

力资源管理
彭 元

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赣州管理中心
2011-12-21 20 MBA 学院

2 中联环集团有限公司 2011-2013 年战略发展规划 彭 元 厦门中联环有限责任公司 2011-12-20 10 MBA 学院

3 上海佳路工贸有限公司战略规划与执行 贾宝和 黄杰华 上海佳路工贸有限公司 2011-12-20 20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4 江西农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战略研究 蒋金法 陈春霞、舒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
2011-12-12 15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5 江西省开征环境保护税试点方案研究 匡小平
席卫群、伍云峰、

张仲芳、李春根
江西省地方税务局 2011-05-23 3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
江西华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企业资源整合及纳税筹

划研究
舒 成 万军、王薇

江西华能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
2011-12-02 23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7 共青城林森牧业有限公司员工福利体系规划研究 万谊娜
陈少平、张林兰、

朱林韬
共青城林森牧业有限公司 2011-11-30 20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8 加入GPA对南昌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研究 王 乔

张仲芳、陈雁云、

席卫群、汪柱旺、

陈荣、李萍

南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1-12-07 10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9 江西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税收筹划方案规划 王 乔
席卫群、姚林香、

汪柱旺、张仲芳

江西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2011-05-31 3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10 残疾人社会政策效果研究 吴军民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 2011-12-31 4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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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江西启源科技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内部控制

研究
范桂英 余红斌

江西启源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2011-12-30 20 财务处

12 重油市场趋势和价格波动研究 车圣保
上高荣秋重油经营

有限公司
2011-11-18 20

产业经济

研究院

13 农村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法律问题研究 陈江华 喻晓玲、郭鑫 江西国旺实业有限公司 2011-11-30 20 法学院

14 论股东权利行使中的政治参与 邓 辉 张满洋
北京永道基业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2011-11-30 24 法学院

15 诉讼诈骗对策研究 黄华生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2011-12-31 4 法学院

16 涉法涉诉信访与申诉终结机制研究 刘烁玲 豆星星、陈凌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1-06-20 10 法学院

17 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规制研究 秦小红 南昌市民族园林建筑工程公司 2011-11-22 8 法学院

18
外来物种入侵防治立法研究：国际法与比较法的视

角
阙占文

南昌佳宏环境工程服务

有限公司
2011-05-31 30 法学院

19 加强食品药品监管社会管理问题调研报告 王柱国 刘白明、吴鹏飞 江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1-12-30 5 法学院

20 著名商标保护地方立法问题研究 谢志红 吴萍、袁明圣
江西三星气龙股份有限公司防火分

公司
2011-12-30 20 法学院

2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 张 强 江西怡杉环保有限公司 2011-12-20 21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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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华新实业公司预防经济犯罪的对策研究 郑 洁 刘孝敏、熊进光 江西华新实业有限公司 2011-10-25 20 法学院

23
关于南昌地区供配电网络终端推广成套实用节能技

术的可行性研究
陈 明 熊小斌、秦秀江 南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1-12-05 10

工商管理

学院

24 南昌鑫力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战略规划及制度完善 何小兰
杨晓玲、钟岭、

赵映云

南昌鑫力耐磨材料

有限公司
2011-12-02 20

工商管理

学院

25
江西省盐业集团“十二五”规划暨人力资源管理体

系优化项目
胡宇辰

胡海波、蔡文著、

邢小明、刘爱军
江西省盐业集团公司 2011-11-30 25

工商管理

学院

26 江西恒昌公司项目可行性研究 柯剑春
江西省东寰进出口有限

责任公司
2011-04-30 8

工商管理

学院

27
新形势下的江西太奇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的发展战略

规划
李良贤

黎世光、陈小锋、

景进安、陈卓雷

江西太奇教育发展

有限公司
2011-07-10 33

工商管理

学院

28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薪酬与绩效体系优化 刘爱军 杨成、邹素虹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 2011-09-30 4.8
工商管理

学院

29 集团物资采购与配送管理方案设计 舒 辉
林晓伟、李建军、陈

明

合肥国建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2011-05-01 8

工商管理

学院

30
我国食盐专营制度改革趋势与江西盐业的应对措施

研究
宋丽丽 尹懿、刘凯、王莹 江西省盐务局 2011-12-18 10.2

工商管理

学院

31 江西晶昊盐化有限公司竞争力提升研究 宋丽丽
邢小明、曹文峰、

尹懿、程璐
江西晶昊盐化有限公司 2011-03-15 8

工商管理

学院

32 关于南昌烟草物流作业全程信息化验收及持续提升 涂淑丽
王雪峰、刘志华、

崔爱平、刘浩华

江西省烟草公司

南昌市公司
2011-07-04 20

工商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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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南昌建材大市场石材加工厂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熊小斌 秦秀江 南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1-11-30 4
工商管理

学院

34
江西必特翻译公司员工心理契约、工作满意度、组

织承诺及其关系研究
徐 斌 江西必特翻译有限公司 2011-06-30 20

工商管理

学院

35 德兴市城市商业网点规划 2010-2020 黄建军
邹全胜、吴小珊、

吴朝阳、吴晓东
德兴市商业总公司 2011-07-01 20

国际经贸

学院

36 井冈山市陶瓷工业发展前景及其对策 刘振林 王蓉蓉
井冈山市工业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2011-02-24 3

国际经贸

学院

37 江西游客赴东盟旅游的市场潜力与营销策略 吴朝阳 黄先明 江西国泰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1-06-28 25
国际经贸

学院

38
江西雅华工业陶瓷有限公司“十二五”期间投资战

略规划研究
张曦凤

江西雅华工业陶瓷

有限公司
2011-06-30 20

国际经贸

学院

39 江西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财务管理研究 曹玉珊 江西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 2011-04-30 10 会计学院

40 皇菊生态农业成本战略管理研究 陈明坤
程淑珍、严真红、

吴志斌、范桂英
江西靖安皇菊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1-11-28 20 会计学院

41 江西省金业电子贸易有限公司公司治理研究 黄 蕾
江西省金业电子贸易

有限公司
2011-12-31 21 会计学院

42 江西省润泽科技有限公司融资方案选择研究 蒋 珩 顾署生 江西省润泽科技有限公司 2011-12-01 8 会计学院

43 内部审计控制制度设计 刘剑民 萍乡市明兴纸品有限公司 2011-12-10 20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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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南昌阳光新地置业有限公司绩效评价与加强内部控

制研究
吕晓梅 王文群

南昌阳光新地置业

有限公司
2011-12-18 20 会计学院

45 我国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模式及其应用探讨 袁业虎 舒海棠 深圳市亚华科技有限公司 2011-12-10 12 会计学院

46
江中药业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防范及内控手册研究

设计
章卫东

刘卫权、吴霞、

邹斌、李斯蕾、

杜莹、饶颖、唐群、

孙一凡、傅子滢、

赵安琪、张雅婷

江中药业股份公司 2011-12-07 10 会计学院

47 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控制研究 周冬华
上海汇亚联合会计师

事务所
2011-12-20 20 会计学院

48 机载任务信息终端系统 黄玉波

熊斐、王迪宏、

贺冬风、张欣艳、

符强

江西航天海虹测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11-06-30 50 技术中心

49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发展融资规划 陈雁云
彭玉镏、朱丽萌、

范桂英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

分行
2011-12-15 5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50 山江湖工程“十二五”规划 朱丽萌
陈雁云、刘镇、

姜宝华

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

室
2011-09-01 3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51 铅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朱丽萌 刘镇、陈雁云 铅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1-03-15 6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52 上犹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朱丽萌 刘镇、陈雁云 上犹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1-03-21 5.4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53 大余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朱丽萌 陈雁云、刘镇 大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1-03-15 6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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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永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朱丽萌
陈雁云、刘镇、

刘修礼
永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1-03-17 5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55 井冈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朱丽萌 陈雁云、刘镇
井冈山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011-06-15 4.5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56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南昌经济新一轮

更好更快发展研究
朱丽萌

谢闽、曹元坤、何琦、

余志强、曾琳、

杜文洁、张帅

南昌市委政策

研究室
2011-11-25 3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57 龙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朱丽萌 刘镇、陈雁云 龙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1-03-15 6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58 遂川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朱丽萌 陈雁云、刘镇 遂川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1-03-15 9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59 广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朱丽萌 刘镇、陈雁云 广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1-03-15 3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60 中国企业的债务风险：成因、识别及防范 胡援成

卢月根、刘明艳、

张文君、康鸿、

吴江涛、张朝阳、刘

启明、艾洁兵

北京恒荣焱兴管理顾问

有限公司
2011-06-10 11 金融学院

61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薪酬方案设计 李汉国 吴照云、郭亚雄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

有限公司
2011-11-21 50 金融学院

62
南昌市青云谱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
陈富良

席小炎、李国民、

黄文华、胡德龙、

万春、吴涛、王守坤

南昌市青云谱区发改委 2011-11-28 11 经济学院

63 推进江西省排污权交易研究 李国民 肖文海、刘厚莲 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2011-10-15 0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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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鄱阳湖流域污水排放权有偿交易分析 席小炎 民盟江西省委 2011-01-03 0 经济学院

65 中部地区投资环境研究 肖 璐 陈红艳、张荭 江西中昌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2011-12-23 20 经济学院

66 扩大内需背景下农村消费潜力研究 杨 勇 深圳市云汉电子有限公司 2011-05-25 20 经济学院

67
江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中土地利用重大问题

研究综合报告
但承龙 周玉珍 江西省国土勘测规划院 2011-06-07 20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68 南昌市湖坊镇综合文化大楼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胡海胜
江西湖坊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2011-12-12 3.8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69 江西省建工集团关于政府采购情况的调研报告 李 明 吴志军 江西省建工集团公司 2011-10-20 3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70 江西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管理规章制度汇编 刘 旦 江西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2011-11-30 10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71
新余市渝水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

规划纲要
吴志军 罗丽、刘劲松

新余市渝水区发展和

改革局
2011-08-31 8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72 庐山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战略规划 吴志军

邹勇文、胡海胜、

曹国新、田逢军、

汪忠列、李文明

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2011-06-10 10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73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十二

五发展战略规划
吴志军

徐健、梅小安、

刘旦
南昌市政公用集团 2011-07-13 13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74 云南省曲靖烟草包装厂形象策划与市场营销方案 杨华星 云南曲靖烟草包装厂 2011-06-18 23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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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安徽省六安市御龙湾建设项目的景观规划、设计 张志军
安徽省六安中诚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
2011-12-18 12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76 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问题研究 刘晓根 江西省委组织部 2011-02-10 0 马克思主义学院

77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展示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
孔凡斌 张利国、何尤刚

江西省城镇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2011-06-01 10.5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78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减少贫困问题研究”成果

推广项目
孔凡斌 张利国、何尤刚

江西省农业利用外资

办公室
2011-06-01 25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79 中国集体林产权改革相关问题研究子项目 孔凡斌 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2011-08-13 36.93219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80
民政部上饶市信州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规

划研究
兰世辉 蔡前、唐斌、袁冬华 上饶市信州区民政局 2011-11-10 1 人文学院

81 重生行动社会心理支持试点服务研究 秦安兰 陈家琪、袁冬华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2011-07-30 0.75 人文学院

82
员工协助方案（EAP）在企业新进员工培训中的应用
研究

唐 斌
南京信好电气科技

有限公司
2011-07-10 8.1 人文学院

83 医药企业员工压力管理及社会工作援助方案设计 唐 斌
江西飞宇医药
有限公司

2011-06-10 8 人文学院

84
煤矿专用防爆工业以太环网语音调度功能的研究与
实现

黄 坚
蔡鹏、陈滨、朱华贵、

刘素卿、谢亮
江西联创通信
有限公司

2011-12-31 25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85 九江长江大桥（公铁两用）结构健康监测系统 夏家莉
陈辉、曹重华、

涂保东、王文乐、
蔡晋

江西省交通运输创新中心 2011-11-30 45.12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23

序号 合同名称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甲方名称 终止日期 到帐经费 承接单位

86 江西省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罗良清
杨头平、董成武、
阮敏、平卫英、袁岗

江西省发改委 2011-07-08 24.14 统计学院

87 借鉴台湾基层农会组织经验服务江西“三农”问题 肖华茵
肖慜、李跃林、
马伟伟、兰世辉

江西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所办公室 2011-12-19 1 统计学院

88 赣台旅游合作问题研究 肖华茵
肖慜、李跃林、

马伟伟
江西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2011-02-25 1 统计学院

89 德兴市黄金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杨头平 江西省冶金设计院 2011-05-12 20 统计学院

90 江西天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治理规划方案 王妮妮 张志伟、易虹
江西天同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2011-12-12 20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91 南昌市吉美乐科技有限公司协同办公平台建设研究 熊红英 孙青玥、黄瑶妮
南昌市吉美乐科技

有限公司
2011-04-20 8 校办公室

92 计算机电话集成中间件软件研究 狄国强
章继涛、丁菊玲、
杨波3、廖国琼、

朱新英
南昌市科技局 2011-11-20 4

信息管理
学院

93 江西烟草区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方案研究 勒中坚
郭勇 3、周萍、杨波

3、丁菊玲
江西省烟草公司 2011-08-15 22

信息管理

学院

94 建筑租赁企业经营模式与租赁产品定价 盛积良
南昌市益建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
2011-12-28 21

信息管理

学院

95 广昌产业园区主导产业集群研究 史言信
刘劲松、郭亚雄、涂

淑丽、邹玲、范桂英
广昌县政府 2011-11-29 20 杂志社

96 文化产业创意运行机制研究 韩玉澎
鄱阳湖文化传播发展

有限公司
2011-07-10 20 艺术学院

97 江西拓康贸易有限公司企业形象设计 黄志明 单汶静、黄晓薇 江西拓康贸易有限公司 2011-12-12 20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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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九江金色年代滨江店精品馆装潢设计 李 民
胡新辰、罗时武、

谭军

九江市金色年代健康

服务公司
2011-05-01 26 艺术学院

99 经纬府邸门面改造装饰设计技术开发合同 李苏云
南昌洪都工程实业

有限公司
2011-12-10 20 艺术学院

100 江西省小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品牌推广策划 刘 涵 张冠男
江西省小洲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2011-08-10 20 艺术学院

101 国产电影《红线记》剧本策划与艺术指导 舒小坚
江西南国影视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2011-11-19 25 艺术学院

102 江西景航航空锻铸有限公司景观工程施工管理与监理 周玉卿
赵九洲、舒洪岚、陈

洁敏、陈祎、汪霖

江西景航航空锻铸

有限公司
2011-12-12 20 艺术学院

103 江西建信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形象设计 陈 翀 江西建信科技有限公司 2011-12-31 20 艺术学院

104 凯菲特健身音乐制作 吴雅玲
江西省凯菲特健身体育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011-12-31 20 艺术学院

105 江西省大型体育场馆赛后管理和运营对策研究 崔开玲
詹新寰,严伟,

余文斌,龚友金

江西省体育局
2011-12-31 10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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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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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省新农保制度调研及完善对策--来自新建、修水两县

的田野调查
李春根

魏雅红(学)、

张仲芳、陶纪坤
2011-10-21 财政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2 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的策略主义逻辑 欧阳静 2011-05-03
经济社会

体制比较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3 资源缺乏、目标多维条件下的乡镇政权运作 欧阳静 2011-04-23 改革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4
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由税收累进性和平均税

率观察
万 莹 2011-03-15 改革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5 我国税收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 汪柱旺 2011-12-01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6
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的异质性研究--基于空间计

量的实证分析
王丽娟 2011-09-10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7 “十二五”时期税制改革之我见 王 乔 陈 荣 2011-10-15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8 中国流通税收贡献的实证分析 王 乔
席卫群、汪柱旺、

张仲芳
2011-01-27 经济评论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9
影响中小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税制因素---来自跨国研究

的经验证据
杨得前 2011-10-06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0 居民收入差距与财政政策的关联度 姚林香 2011-03-15 改革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1 论垄断行业改革的理论基础 张昕竹 2011-03-10
经济社会体

制比较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产业经济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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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从 LCD 面板案看我国规制横向卡特尔制度的完善 邓 辉 喻 玲 2011-03-20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法学院

13 我国预算法修订的规范分析 蒋悟真 2011-03-20 法学研究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 法学院

14 反垄断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 蒋悟真 2011-1-15 新华文摘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法学院

15 现代反垄断执法中的协商程序机制 蒋岩波 张 坚(学) 2011-01-21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法学院

16 浅议我国税收代位权诉讼中的相关问题 杨 峰 2011-06-01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法学院

17 关于我国车船税立法目的的思考 易有禄 2011-01-15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法学院

18
考虑品牌延伸“强化—稀释”效应的品牌价值计量模型

与实证研究
谌飞龙 2011-07-01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工商管理学院

19 物流金融中季节性存货质押融资质押率决策 李毅学
汪寿阳(外)、

冯耕中(外)
2011-11-15

管理科学

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工商管理学院

20 委托监管下存货质押融资的关键风险控制指标 李毅学
冯耕中(外)、

张媛媛(外)
2011-04-15

系统工程理

论与实践

EI检索期刊（CSCD 核

心库）论文,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工商管理学院

21
多元化非农经营战略对农业龙头企业产出绩效影响的实

证分析--基于江西省农业龙头企业的经验数据
刘克春

张明林（外）、

包丽
2011-12-15

中国农村

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工商管理学院

22 用服务科学解析价值链 吴照云 余长春(学) 2011-04-17
中国工业

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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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企业节能减排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节能减排支持

度感知角度
邹艳芬 2011-09-16 资源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工商管理学院

24 欧美“再工业化”趋势分析及政策建议 宾建成 2011-02-20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25
生产分割、空间异质性与空间依存关系——对东亚生产

网络的考察
邓 军 2011-03-10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26 制造业的生产分割与工资收入差距：16个行业证据 邓 军 2011-01-15 改革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27 基于李嘉图模型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的一个修正 何 昌 2011-09-05
数量经济技

术经济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28 农产品贸易的气候变化风险及其应对 李秀香
赵 越(外)、

程 颖(学)
2011-11-20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29 发明对未来美国社会组织的影响（译文 0.8） 李 有 2011-01-10
经济社会体

制比较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30 强安全的基于身份认证密钥协商协议 舒 剑 2011-04-18
小型微型计

算机系统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31 质量可伸缩编码中增强层的帧内快速算法 汪大勇 舒 剑 2011-12-18 通信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32 适宜于质量可伸缩帧间编码的快速算法 汪大勇 舒 剑 2011-06-18 通信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33 小世界效应的网络舆情演化迁移元胞模型 王根生 勒中坚 2011-12-01
小型微型计

算机系统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34 迁移元胞自动机网络舆情演化模型（M2CA） 王根生

勒中坚、陆旭、

黄玉波、丁菊玲、

杨 波 3

2011-06-01 情报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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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资源性商品国际定价格局演化趋势与中国的对策 吴朝阳 吴朝阳 2011-12-18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36 中国—东盟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及对策思考 吴朝阳 2011-03-20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37
深化能源资源价格改革：从市场、政府分轨到“市场+

政府”合轨
伍世安 2011-05-02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38 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的测度 许统生
陈 瑾(外)、

薛智韵(学)
2011-07-01

中国工业

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39 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袁红林 刘 建 2011-07-01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40 对外投资与母国服务业水平--理论分析与政策启示 郑 文 2011-06-10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国际经贸学院

41 基于动力能力观的母子公司财务控制结构的改进研究 刘剑民 蒋尧明 2011-05-04 财政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42
政府管制变迁与审计意见监管有用性——基于我国 SEO

管制变迁的实证研究
王良成

廖义刚、

曹强(外)
2011-04-20 经济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43
最终控制人性质、审计行业专门性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

——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谢盛纹 2011-05-28 审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44 政府资金支持、企业多元化经营与地区经济发展 张 纯 高 吟 2011-07-05 财政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45 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会计调查及防范 张 蕊 2011-11-15 会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46 我国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机理研究 张 蕊 2011-10-15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229

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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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定向增发股份解锁后机构投资者减持行为与盈余管理

——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解锁的经验数据
章卫东 邹 斌、廖义刚 2011-12-15 会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48 定向增发与公开增发新股融资股东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 邹 斌
章卫东、周冬华、

王珏伟(学)
2011-11-15 经济评论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49 产业发展、城市集聚耦合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 陈雁云 2011-04-21 改革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50 契约、承诺与制度：来自中国股改的证据 桂荷发

蔡明超(外)、

石劲、

汪勇祥(外)

2011-11-01 经济研究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 金融学院

51 一个新视角：资金循环条件下的企业债务风险考察 胡援成 卢月根(学) 2011-11-01 财政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金融学院

52 中国上手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面板数据分析 胡援成 刘明艳(学) 2011-02-01 管理世界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 金融学院

53 具有联合椭圆不确定集与概率约束的鲁棒投资组合选择 凌爱凡 吕江林 2011-04-06 控制与决策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金融学院

54 有限周期内具有习惯形成与财富偏好的消费与储蓄问题 凌爱凡 吕江林 2011-01-31
系统工程理

论与实践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金融学院

55
Information, Execution Quality and Order Routing on

Nasdaq
吴 飞 Ryan Garvey(外) 2011-07-01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金融学院

56
基金业绩与资金流量：我国基金市场存在“赎回异象”

吗？
肖 峻 石 劲 2011-01-20 经济研究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 金融学院

57 基于非线性定价的消费量陷阱模型及其扩展 陈富良 徐 涛(学) 2011-08-15
中国工业

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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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中国转型过程中财政分权的特征事实:历程与评价 王守坤 2011-03-15
中国经济史

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经济学院

59 宏观经济学与方法论（译文0.8计分） 王宇锋 2011-12-11
经济社会体

制比较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经济学院

60
社会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再市政化了吗?——欧洲国家的

经验及其对转型国家的启示（译文 0.8）
王宇锋 2011-08-10

经济社会

体制比较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经济学院

61 劳动价值论的构图－一种马克思主义整体解读观 许光伟 2011-01-15 经济评论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经济学院

62
公共投资中的腐败问题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

1980-2008 年的实证分析
杨飞虎 2011-08-16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经济学院

63 自然旅游资源价值的来源、构成及其实现途径 李向明 2011-10-14 林业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64 南京夫子庙游憩者地方感特征及其规划意义 唐文跃 2011-07-15 资源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65 主城区居民评价性游憩空间认知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田逢军 2011-06-15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66 城市游憩意象评价研究-- 以南昌市为例 田逢军 2011-05-15 资源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67
合作创新还是自主常新？——个扩展的 AJ 模型及其在

中国互联网产业中的应用研究
吴志军 赵立昌(学) 2011-12-15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68
财富与剥削在苏维埃革命阶级划分中的演变与启示--以中

央苏区为例
杨丽琼 2011-11-15

中共党史

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69
财产权利权能理论新拓展：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当前集

体农地权利体系的合理解释
邹秀清 熊玉梅、尹朝华 2011-06-17

中国土地

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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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九十年党群关系的历史嬗变及启示---以公民社会为视

角
刘晓根 2011-12-10

当代世界与

社会主义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马克思主义

学院

71 实用主义“另一面” 张定鑫 2011-09-15
国外社会

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马克思主义

学院

72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滨湖地区农村贫困特征及扶贫资金需求

供给分析
孔凡斌 2011-11-09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73
基于收入结构差异化的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分析--以江西

为例
孔凡斌 廖文梅(外) 2011-10-08

中国农村

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74
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区域生态用地演变影响因素

分析——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谢花林 2011-11-10 资源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75
基于景观结构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空间特征分析-以江西

兴国县为例
谢花林 2011-04-16

中国环境

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76
基于 GIS 的农村住区生态重要性空间评价及其分区管制

-以兴国县长冈乡为例
谢花林 李秀彬(外) 2011-01-15 生态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77 基于 GIS 的区域关键性生态用地空间结构识别方法探讨 谢花林 李秀彬(外) 2011-01-01 资源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78 我国区域粮食安全演变：1949-2008 张利国 2011-05-10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79 宋代书会与词体的发展 龙建国 2011-07-15 文学遗产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人文学院

80 论唐声诗与词的关系及词体的形成 龙建国 2011-03-19 文学评论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 人文学院

81 浮华忧思——透视中国动漫产业发展中的“短板”问题 徐文松 2011-03-10 中国电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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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Assess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 of chaotic sequences using a phase

space

陈 滨 2011-12-05 中国科学 国内著名权威 A+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83 类别约束下自适应主题建模的图像场景分类 唐颖军 2011-06-01
小型微型计

算机系统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84 功能替代实时事务模型的二重调度算法 夏家莉 陈 辉 2011-04-15
小型微型计

算机系统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85 隔网对抗性项群竞赛规则发展演变的共性特征 杜立群 刘淑英 2011-06-10
北京体育

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体育学院

86
高校公共体育选项教学的开设条件剖析--以江西财经大

学为例
刘淑英 2011-04-04

北京体育

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体育学院

87 体育新闻失实现象研究 谢 辉 2011-01-15
北京体育

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体育学院

88 公共治理理论视域下中国职业足球的危机及其应对 易剑东 郑志强 2011-12-09
北京体育

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体育学院

89 大型体育赛事的成本收益分析 詹新寰 2011-11-15
北京体育

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体育学院

90 大型体育设施供给 PPP 模式的合作博弈分析 郑志强 陶长琪、冷毅(学) 2011-05-01 体育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体育学院

91
江西省产业部门碳排放特征及减排途径-基于1992-2007

年投入产出分析
曹俊文 2011-12-01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统计学院

92 一种基于证据推理的混合型灰色多属性群决策方法 陈孝新 2011-06-25 控制与决策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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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Fixed point theorems in partially ordered complete

metric spaces
李志龙 2011-07-01

Mathematica

l and

Computer

Modelling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统计学院

94
Maximal and minimal point theorems and Caristi

fixed point theorem
李志龙 蒋淑珺 2011-12-4

fixed point

theory and

applicatio

ns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统计学院

95 电视媒体品牌个性的塑造与赞助营销 战 飚 2011-03-03
中国广播电

视学刊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96 江西省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文化生态机理 胡平波 2011-09-20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信息管理学院

97 面向自治系统间前缀劫持的一种无证书安全防范机制 勒中坚 杨 波 3 2011-12-01
小型微型计

算机系统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信息管理学院

98 高校研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分析 廖述梅 2011-06-20 科研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信息管理学院

99 组织间知识溢出吸收模型与仿真研究 刘满凤 唐厚兴(外) 2011-09-20 科研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信息管理学院

100
Returning Clustered Results for Keyword Search on

XML Documents
刘喜平

万常选、

陈雷(外)
2011-12-01

IEEE T

Knowledge &

Data

Engineerin

g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信息管理学院

101 风险厌恶因子不确定的二阶供应链定价与订货策略 罗春林
柳 键、

李 杰
2011-01-15 控制与决策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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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随机前沿方法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陶长琪 王志平(外) 2011-11-05
数量经济技

术经济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信息管理学院

103 中国区域技术相对效率的时空演变分析 陶长琪 齐亚伟(学) 2011-05-15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信息管理学院

104 基于区间直觉梯形模糊数的多属性决策方法 万树平 2011-06-25 控制与决策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信息管理学院

105 一种具有区间数信息的多属性大群体决策方法 万树平 2011-06-20
模式识别与

人工智能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信息管理学院

106 基于相对排队延时的无线视频传输研究 万 征
方志军、

王正友(外)
2011-05-16

中国图象图

形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信息管理学院

107 调和耦合混沌系统及其在伪随机数发生器中的应用 伍 琦 谭作文、万常选 2011-04-08
小型微型计

算机系统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信息管理学院

108 西域风情 陈 敏 2011-04-10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109 景观设计 陈 茜 2011-03-15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110 室内设计 胡 颖 2011-10-18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111 艺术设计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胡 颖 2011-10-15 新美术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112 标识设计 黄松涛 2011-03-10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113 荷风竹影-古猗园影集品牌设计 黄志明 2011-09-22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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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公益平面设计 黄志明 2011-02-25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115 室内设计 李民 2011-03-10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116 物流中心环境设计 卢世主 2011-04-06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117 秋山草堂图 罗时武 2011-09-10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118 欢乐的密码系列之一《嬉戏》 彭建斌 2011-09-15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119 《较量》 汪翠芳 2011-11-28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120 《异度空间—对话》 汪翠芳 2011-05-26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121 “正”的构想 张冠男 2011-03-30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122 劳动关系的现状、困境与影响因素分析 章辉美 洪泸敏 2011-10-15 新华文摘 国内著作权威 A 外单位

123 我国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质量的评估 傅元海 王展祥 2011-03-10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外单位

124 基于频繁标引格的移动内容推荐方法研究 蔡淑琴
张宇(外)、

胡慕海(外)、肖泉
2011-07-01 情报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外单位

125 基于3D视角的机遇发现路径图式与演化研究 蔡淑琴 肖泉、徐升华 2011-07-01 科研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外单位

12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给周期波动特征 向书坚 徐海云 2011-03-18 统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外单位

127 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研究 杨京钟
吕庆华(外)、

易剑东
2011-03-25

北京体育

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外单位

128

H tracing-based decentralized hybrid adaptive

output feedback fuzzy control for a class of

large-sca

黄益绍

肖东升(外)、

陈孝新、朱启心(外)、

郑五王(外)

2011-08-01
Fuzzy Set

System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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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从态度的构成预测赞助效益的实证分析——以中国体育

品牌赞助广州亚运会为例
吴延年 万翠琳 2011-09-05 体育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外单位

130 现代奥林匹克理论的缺陷与中国体育文化的补位 王润斌
李志向(外)、

涂传飞
2011-04-10

北京体育

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外单位

131
城市居民对大型主题公园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以

芜湖市方特欢乐世界为例
校外人员

杨兴柱(外)、

唐文跃
2011-08-15 旅游学刊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外单位

132 并购审查中的安全港规则：一种非参数方法 黄 坤 张昕竹 2011-09-15
中国工业

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外单位

133 非线性定价下的移动通信需求行为 马 源 张昕竹 2011-10-15
数量经济技

术经济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外单位

134 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电信行业增长：1994-2007 郑世林 张昕竹 2011-10-21 经济研究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 外单位

135 集成化物流资源整合的协同框架分析 林晓伟 舒辉、陈明 2011-02-01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外单位

136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变化 裴长洪 郑文 2011-11-10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外单位

137 国家特定优势：国际投资理论的补充解释 裴长洪 郑文 2011-11-20 经济研究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 外单位

138 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经验实证与理论分析 裴长洪 彭磊(外)、郑文 2011-01-10
中国社会

科学
国内著名权威 A+ 外单位

139

Heterogeneous Investors’Reaction to Exchange Rate

Movements:New Evidence from a Unique Emerging

Market

Sung .c

Bae
李名胜、石劲 2011-01-11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

Trade

国际一般权威期刊 外单位

140 公允价值会计能否放大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刘红忠
赵玉洁(外)、

周冬华
2011-04-01 金融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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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上市公司 MBO 与股东财富及经营绩效关系

研究
彭 元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05-25 MBA 学院

2 公务员理论与实务 曾维涛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12-16 康静萍,何新基(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3 政府绩效相关的定量评价方法及应用研究 黄勇辉 专著
江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11-06-01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4 自主创新软环境系统研究 廖少纲 专著 江西科学技术 2011-12-21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5 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 欧阳静 专著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1-09-23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 资产价格泡沫与财税、货币政策 万 军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03-01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7 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特征研究 王丽娟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1-30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8 政府非税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王 乔 专著 科学出版社 2011-11-05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9 我国税收风险研究 伍云峰 专著 江西科技出版社 2011-06-01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10
公民满意度指数研究——基于市级政府绩效的

视角
杨道田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12-01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11 鄱阳湖生态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 廖进球 编著
中国环境科学

出版社
2011-01-08 肖文海,张利国,谢花林,孔凡斌

产业经济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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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效率视角下的自然垄断规制研究 车圣保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1-25
产业经济

研究院

13
竞争、规制与发展——基于中国公用事业改革的

考察
陈 剑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1-30

产业经济

研究院

14 经济特区进一步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陈卓雷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07-13 黎世光
产业经济

研究院

15
企业研发策略--基于代理人、非利润最大化目标

研究
阮 敏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05-01

产业经济

研究院

16 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评价研究 陶春海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11-10
产业经济

研究院

17
中国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评价研究---基于 DEA 和

SFA 方法的组合研究
陶春海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0-21

产业经济

研究院

18
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研究-基于电力普遍服务实

施机制的视角
吴昌南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10-17

产业经济

研究院

19 当代老年犯罪研究 郭晓红 专著
中国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1-05-01 法学院

20
转基因生物越境转移损害责任问题研究：以《生

物安全议定书》
阙占文 专著 法律出版社 2011-05-01 法学院

21 期货与期货市场法律制度研究 巫文勇 专著 法律出版社 2011-04-30 法学院

22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法律功能研究 吴德昌 专著 法律出版社 2011-09-15 法学院

23 唐代受贿罪研究——基于现代刑法的视角 谢红星 专著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1-10-10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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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动产登记制度研究 熊玉梅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06-30 法学院

25 论商标的符号表彰功能 徐聪颖 专著 法律出版社 2011-11-01 法学院

26 立法权正当行使的控制机制研究 易有禄 专著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1-05-31 法学院

27 高等职业教育学制研究 彭志武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1-08-01
高等教育

研究所

28 创业计划 胡海波 编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11-20
工商管理

学院

29 中央企业公司治理报告 卢福财 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09-22
袁业虎,张怡超,周冬华,黄 蕾,

吉伟莉

工商管理

学院

30 为生活而工作 陶永进 编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11-03-01
工商管理

学院

31 杜绝一切浪费 陶永进 编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11-03-01
工商管理

学院

32 数字学习力网络时代伴学工具 杨 杰 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12-22 梁晓睿(外)
工商管理

学院

33 公司组织与管理 钟运动 编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11-16 宋丽丽,胡海波,余焕新,胡 坤(学)
工商管理

学院

34
渠道关系治理方式对农户行为影响机理研究——

基于农户与龙头企业间关系的视角
蔡文著 专著

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
2011-01-17

工商管理

学院

35 物流服务供应链能力优化与协调：理论与模型 崔爱平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0-01
工商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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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及其评价研究 胡海波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11-20
工商管理

学院

37 带队伍-中基层管理者胜任力法则 胡海波 专著
北京理工大学

出版社
2011-07-01

工商管理

学院

38 职业教育与技能需求的匹配研究 赖 勤 专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06-15
工商管理

学院

39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关系研究 李良贤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09-10 李良智
工商管理

学院

40 基于共生理论的中小企业竞合成长研究 李良贤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04-15
工商管理

学院

41
同事关系、人际信任对个体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

研究
李 敏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11-20

工商管理

学院

42 快递业物流金融创新：网购时代的新金融 李毅学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2-02
工商管理

学院

43 资源“走出去”与中国石油产业安全研究 刘劲松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08-05 李孟刚(外)
工商管理
学院

44 城市文化与现代物流的融合研究 涂淑丽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06-16
工商管理
学院

45 知识员工组织公平感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汪新艳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06-14
工商管理
学院

46 集群供应链网络组织共治研究 吴 群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11-20
工商管理
学院

47 中国煤电纵向关系研究--冲突机理与协调机制 徐 斌 专著
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2011-06-10

工商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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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家族企业的组织学习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杨建锋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07-01
工商管理
学院

49 善横与包容安徽东向发展人才支撑的研究与思考 杨 杰 专著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出版社

2011-09-15
工商管理
学院

50 顾客心理契约对品牌忠诚作用机理实证研究 余可发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12-15
工商管理
学院

51
服务员工工作满意度对服务质量的作用机理研

究
占小军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0-15

工商管理

学院

52 基于工业园区视角的江西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张孝锋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11-28 胡宇辰
工商管理

学院

53 中国贸易成本及其效应的经济分析 涂远芬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0-14
国际经贸

学院

54 会计与审计案例分析——基于资本市场 饶 斌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07-01 喻小明 会计学院

55 财务报表阅读与分析：从入门到精通 杨书怀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04-11 会计学院

56 审计中的领导力--你需要的专业和领导力技巧 陈 青 译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09-01 会计学院

57 会计和审计中的判断与决策 谢盛纹 译著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1-06-15

卢懿(学),闫焕民(学),

梅雨(学),邓永辉(学),

杨扬(学),毕兴沅(学),章琳一,

陈希敏(学),汪卉(学)

会计学院

58 内部控制设计：提升企业价值的战略过程 谢盛纹 译著 大连出版社 2011-01-15

梅雨(学),袁丹如(学),闫焕民(学),

彭瑶(学),胡苗苗(学),潘素秋,

毕心沅(学)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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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宋代管理思想 方宝璋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08-25 会计学院

60 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 黄 蕾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1-22 会计学院

61
会计准则制度变迁问题研究——基于演化博弈

的视角
李 宁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2-25 会计学院

62
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

研究
刘国英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1-24 会计学院

63 政府驱动型企业集团财务控制力研究 刘剑民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10-20 会计学院

64 江西省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刘剑民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05-04 会计学院

65
独立审计合约论——一个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

架
饶 斌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05-01 会计学院

66
中国国有垄断企业财务监督体制中第四类代理

成本问题研究
饶晓秋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09-01 关爱浩 会计学院

67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理论框架研究 宋京津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1-06-15 会计学院

68 循环经济下的企业战略经营业绩评价问题研究 张 蕊 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2011-07-15

黎毅(外),荣莉,陈鹰(外),

陈剑洪,周贵文
会计学院

69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资产收购与利益输送 章卫东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2-07 邹斌,周子剑,杨秀英(外) 会计学院

70
中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会计研究―基于新旧会

计准则比较
周冬华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2-19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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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政府窗口指导、询价制与 IPO 抑价 邹 斌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1-01 会计学院

72 足迹 30 年 袁 雄 编著
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1-11-19 蔡利农

继续教育

学院

73 成人高等教育管理理论与实务 袁 雄 编著
天津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11-02-01 邓慧萍,蔡利农,万莉,沈蓓

继续教育

学院

74 江西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跟踪研究 2011 曹元坤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09-15
朱丽萌,刘镇,刘修礼,陈雁云,

孔凡斌,黄颉,谢闽,姜宝华等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75 中国产业集群与城市群耦合发展研究 陈雁云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10-26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76 城市化与江西县域经济发展 朱丽萌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09-01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77 南昌融入流动空间的战略研究 朱丽萌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09-01 陈雁云,曹元坤,姜宝华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78 资产风险信息不对称与公司融资政策 曾鸿志 专著 2011-05-29 金融学院

79 金融亲周期性与货币政策调控新框架研究 黄飞鸣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1-01 金融学院

80 东盟汇率安排研究 刘兴华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05-15 金融学院

81 美国次贷危机原因、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 吕江林 专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2-01
彭玉镏,刘兴华,潘文荣,伍红,

凌爱凡等
金融学院

82 中国农产品期货基差动态调整过程及策略分析 易 蓉 专著 中国科学出版社 2011-01-13 汪寿阳(外)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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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 康静萍 编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08-01 李国民,饶晓辉,封福育 经济学院

84 学分制管理理论与实践指南（第二版） 陆长平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12-09

许基南,王自力,黄晓全,邓伟,

何金伟,雷发斌,王云,朱敬,

杨兵,邓智,熊炜,谢宁,刘传林,

王薇

经济学院

85 经济学通论 彭新万 编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06-01 杨勇.,陶然,万春 经济学院

86 契约经济学理论和应用 王小平 译著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1-01-10 李国民,李胜兰 经济学院

87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 何建春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11-15 经济学院

88 食品公共安全规制：制度与政策研究 廖卫东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06-21
何笑(外),时洪洋(外),

王云平(外)
经济学院

89 我国资本市场研究 邵国华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05-16 经济学院

90 中国式分权、政府竞争与经济绩效 王守坤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07-01 经济学院

91 节约环保型生态农业规划理论与实践 王小平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2-30
黄和平,李洪义,吴志军,李胜兰,

李国民,王一新(学)
经济学院

92 公共投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研究 杨飞虎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1-11 经济学院

93 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研究 喻国平 专著
江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11-09-01 喻国平 经济学院



245

序号 著作名称 第一作者 著作类别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参编作者 所属单位

94 崛起中的革命老区新镇 杨丽琼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11-12-07 王振中(外),武力(外)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95 文化景观变迁理论与实证研究 胡海胜 专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1-06-15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96 城市游憩意象研究 田逢军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05-11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97
灌区生态旅游规划研究——以江西廖坊灌区为

例
吴志军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2-21 胡海胜,曹国新,汪忠列,史言信等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98 汉代专卖制度研究 杨华星 专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1-06-18 缪坤和(外)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99 小城镇低碳生态研究：评价、规划与实证 殷乾亮 专著 气象出版社 2011-12-01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00 江西森林公园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张 红 专著 气象出版社 2011-12-10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01 江西省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综合生产能力研究 周早弘 专著 气象出版社 2011-12-30 黄和平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02 四千年科学史 黄欣荣 译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12-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3 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研究 胡颖峰 专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03-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4 现代西方技术哲学 黄欣荣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12-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 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第 2版） 黄欣荣 专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12-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 复杂性科学方法及其应用 黄欣荣 专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12-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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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政治哲学的现代危机和古代出路——施特劳斯

思想研究
黎世光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11-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8 先秦管理思想中的人性假设 周书俊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08-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9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工业发展问题研究 肖文海 编著
中国环境科学

出版社
2011-12-15

张宠平,刘厚莲(学),陈海丹(学),吴

佐文(学),熊凯(学),

朱品润(学),刘茜(学)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110 食品安全知识问答 张利国 工具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10-01

钟丽平(学),王慧芳,常建峰(学),玉革

(学),王凯(学),帅国让(学),

房连伟(学),吴建龙(学)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111 节水型农业复合生态系统规划研究 黄和平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2-01
冷清波,周早弘,姚冠荣,江民锦,

刘春英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112 中国林业市场化进程评价：理论、方法与实证 孔凡斌 专著
中国环境科学

出版社
2011-09-20 杜丽(外)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113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与生态扶贫问题研

究
孔凡斌 专著

中国环境科学

出版社
2011-01-06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114 区域生态用地的演变机制与调控研究 谢花林 专著
中国环境科学

出版社
2011-11-10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115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应研究 谢花林 专著
中国环境科学

出版社
2011-01-10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116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 张利国 专著
中国环境科学

出版社
2011-06-01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117 农户农产品供应链垂直协作关系研究 张利国 专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03-01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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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应用文教程 付家柏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1-09-18

胡丽萍,阳伟,龚清,曾爱蓉,

艾晓玉,黎爱萍,江枰,舒小坚
人文学院

119 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校补（全四册） 付 琼 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09-15 人文学院

120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龚 贤 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世界

图书出版公司
2011-12-15 人文学院

121 《论语》今读 龚 贤 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06-15 人文学院

122 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想象 付 琼 译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01-15 人文学院

123 台湾农会的人类学考察 兰世辉 专著
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
2011-12-20 人文学院

124 Google Android 开发技术 张 勇 编著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出版社
2011-10-15 夏家莉,陈滨,蔡鹏,黄坚,张志兵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125 超宽带带通滤波器的设计理论及其小型化研究 蔡 鹏 专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1-03-01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126
混沌波形的相关性--相空间轨迹与混沌序列自

相关特性
陈 滨 专著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出版社
2011-12-25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127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虚假财务报告识别研究 邓庆山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1-05-18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128 雷达与干扰一体化系统及其共享信号 张 勇 专著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2011-06-01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129 空间数据挖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张志兵 专著
华中科技大学

大学出版社
2011-10-26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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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 涂传飞 专著
北京体育大学

出版社
2011-02-10 体育学院

131 中国能源消费及环境影响投入产出分析 曹俊文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12-01 统计学院

132 QFII 及 QDII 制度下中国股市世界联动性研究 潘文荣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2-15 统计学院

133 中国KIBS核算理论、方法及经济绩效分析 魏和清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2-15 统计学院

134 我国货币供给与宏观经济的时频分析 徐海云 专著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1-04-28 统计学院

135 企业物流成本控制与优化 杨头平 专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01-30 统计学院

136 英语时文阅读（英汉对照） 陈润平 编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1-04-01 赵占香(外) 外国语学院

137 卧底中情局——一个间谍的自供状 季大方 译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11-12-30 刘勇军(外) 外国语学院

138 奥巴马经济学 杨 莉 译著 海天出版社 2011-04-11
彭军(学),刘旭妍(学),汪玉兰,

彭枚(外)
外国语学院

139 钴基稀土复合材料应用研究 杨小毛 专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1-12-20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140 大学计算机基础实验教程 刘 谦 编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1-02-09 刘德喜
信息管理

学院

141 财经管理信息系统 徐升华 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02-08 沈波,舒蔚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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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State of the Art in Biometrics 杨巨成 编著 Intech 2011-07-01 Loris Nanni(外)
信息管理

学院

143 Recent Application in Biometrics 杨巨成 编著 Intech 2011-07-01 Norman Poh(外)
信息管理

学院

144 Biometrics 杨巨成 编著 Intech 2011-06-01
信息管理

学院

145 知识溢出机制与溢出效应研究 刘满凤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06-21 唐厚兴(外)
信息管理

学院

146 机遇发现的决策支持技术及其系统的研究 肖 泉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1-23
信息管理

学院

147 虚拟企业知识转移机制与效用研究 杨 波 专著 现代教育出版社 2011-12-01
信息管理

学院

148
基于生态文明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城镇化

发展研究
余达锦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07-01

信息管理

学院

149 公共艺术雕塑与城市景观艺术雕塑 陈 敏 编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1-09-01 艺术学院

150 声乐理论与技能训练 韩玉澎 编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08-18 王桂芳(外),刘卫防(外) 艺术学院

151 城市形象与城市特色研究 卢世主 编著
西南交通大学

出版社
2011-05-08 卢世主 艺术学院

152
美学与艺术--论康德、叔本华、尼采美学思想对

艺术的影响
陈 敏 专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1-12-01 艺术学院

153 室内环境设计的人文价值与美学视角 陈 茜 专著
哈尔滨地图

出版社
2011-12-28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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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现代意象图形创意与应用 黄志明 专著
哈尔滨地图

出版社
2011-10-22 艺术学院

155 余江木雕艺术研究 柳献忠 专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1-12-10 艺术学院

156 从图案到设计 卢世主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06-25 艺术学院

157 中国民族舞蹈教学理论与实践 罗 敏 专著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2011-08-10 艺术学院

158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艺术思维 舒小坚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06-02 艺术学院

159 鬼谷子与当下生活 王 庆 专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1-07-01 艺术学院

160
中国特色观赏和药用植物－石蒜属植物分类及

其研究
袁菊红 专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1-04-25 艺术学院

161 家庭自疗速查手册 带津良一 编著
广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11-06-06 肖燕(外),严新平,李赞英(外) 外单位

162 腰痛——正确治疗与生活调养 伊藤达雄 编著
广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11-11-08 严新平 外单位

163 赣鄱壮举——辛亥革命在江西 张宏卿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10-01 肖文燕 外单位

164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企业价值评估和定价研究 赵立新 专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07-31

刘萍(外),岳公侠(外),范永武(外),

李挺伟(外),高琳(外),韩立英(外),

杨志明(外),王子林(外),吴健敏(外),

徐翌成(外),沈琦(外),朱军(外),赵

强(外),施超(外),鲁杰钢(外),陈洁

(外),余炳文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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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不动产经济学 陈龙高 编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05-10
但承龙,杨小艳(外),

周天建(外),钟太洋(外),尚贵华(外)
外单位

166 刑法修改研究 李希慧 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10-20
姚龙兵(外),谢治东(外),

王宏伟(外),徐光华,刘净(外)
外单位

167 职业教育概论 路海萍 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2011-04-01

汤广全(外),潘建华(外),董玮,

郭岚(外)
外单位

168 历代珍稀司法文献（四册） 孙家红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1-12-29 龚汝富 外单位

169 比较国际会计（第十一版） 薛清梅 译著
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2011-06-16 曹玉珊,吴迅捷(外) 外单位

170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马海涛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01-13 姜爱华(外),程岚,赵国春(外) 外单位

171 循环经济统计核算问题研究 向书坚 专著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04-04 平卫英 外单位

172 体育教学新概 罗 林 编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1-09-29
贺新奇(外),谢辉,黎霞芳(外),

乐肇伟(外),王亚奇(外)
外单位

173 人力资本先导和技术赶超 校外人员 专著 科学出版社 2011-05-01 校外人员(外),胡德龙 外单位

174 资源管理中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良好衔接研究 王万山 专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1-11-01 李有,谢六英 外单位

175 民事诉讼法学 肖建华 编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03-15
李轩(外),李晓丽(外),张丽霞(外),

相庆梅(外),周斌
外单位

176
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问题研究——以北

京市为主要例证
朱力宇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1-04-15

易有禄,李红勃(外),

孙晓东(外),李雅琴(外),彭君(外)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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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农村中介组织网络解析与构建 徐顽强 专著 科学出版社 2011-06-30
李华君(外),熊小刚,杨宏银(外),

胡艺(外),汪健(外)
外单位

178 2011 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 陈 凤 专著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集团
2011-10-01 杨道田 外单位

179 世界主要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概况 陈传宏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06-30
邹大挺(外),徐顽强(外),张木(外),

姚昆仑(外),滕跃(外),熊小刚
外单位

180
科技园区创新性品格——高新区体制机制创新

研究
但长春 编著 人民出版社 2011-06-30

刘志辉(外),徐晓林(外),王健群(外),

吴永保(外),徐顽强(外),熊小刚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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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教材一览表

序号 著作名称 第一作者 著作类别 出版单位 总字数 出版时间 参编作者 所属单位

1 财政学（第 2 版） 匡小平 一般教材 清华大学出版社 62.4 2011-10-20

肖建华,徐旭川,杨得前,王丽娟,

万军,徐崇波,罗晓华,蔡芳宏,程岚,

汪柱旺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2 政府采购 肖建华 一般教材
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22 2011-12-29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3 社会保障学 赵万水 一般教材
北京交通大学

出版社
32.5 2011-11-13

余桔云,伍先斌,万谊娜,舒成,

肖迎春(外)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4 商业模式：创业的视角 陈 明 一般教材
厦门大学院

出版社
53.8 2011-12-05

余来文(外),刘克春,吴昌南,蔡文著,饶

文军,付志鸿(学),殷功力(学),周萌

萌(学),钟亚玲(学),温著彬(学),彭

柳林(学),桑培光(学),陈水生(学),

蔡辉(外),封智勇(外),孟鹰(外),

张鲲(外),杜耘(外)

工商管理学院

5 仓储管理 涂淑丽 一般教材 江西人民出版社 30 2011-06-15 工商管理学院

6 管理学（第六版） 吴照云 一般教材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58.8 2011-02-16

胡海波,刘克春,柳振群,钟尉,

徐健,宋丽丽,余焕新,夏锦文
工商管理学院

7 市场营销学（第三版） 杨 慧 一般教材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5.12 2011-02-16

李建军,吴忠华,韩晓明,柯剑春,

王晓春,汪华林,吴登开,朱文敏
工商管理学院

8 国际投资学理论与实训教程 刘振林 一般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450 2011-10-01 国际经贸学院

9 国际经济合作 吴朝阳 一般教材
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39 2011-07-26 何昌,汪颖,杨青龙(外),王蕾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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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初级会计电算化 吕晓梅 一般教材
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15 2011-06-15 吴志斌,胡玲 会计学院

11 审计学（第二版） 谢盛纹 一般教材
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40.4 2011-08-15 廖义刚,曹菁 会计学院

12 成本会计学 余新培 一般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6 2011-03-01 李金泉 会计学院

13 审计学（2011 版） 张 蕊 一般教材 科学出版社 47 2011-01-21 谢盛纹,张其镇,廖义刚 会计学院

14 货币银行学（第四版） 胡援成 一般教材
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62.5 2011-01-01

杨荣,邹玲,彭玉镏,陈春霞,杨玉凤,李

英,舒海棠,王金佑,邹朋飞,孙爱琳,

吴艳艳,曾莉华

金融学院

15 微观经济学（第四版） 王小平 一般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71 2011-08-01 经济学院

16 新制度经济学教程 袁庆明 一般教材 中国发展出版社 60 2011-01-01 经济学院

17 高级财务会计（第四版） 裘宗舜 一般教材
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46.6 2011-08-19 裘宗舜 其他

18 大学语文（新） 骆 兵 一般教材
江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69.9 2011-07-22

龚贤,李旭,周明鹃,江枰,文革红,尹

春娇,叶慧,艾晓玉,孙萍,严伟华,张细

珍,阳伟,胡丽萍,夏刚,龚清,彭树欣,

曾爱蓉,黎爱萍

人文学院

19 财经管理应用文写作 骆 兵 一般教材 江西高校出版社 39 2011-07-16 王中云 人文学院

20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程 肖 勇 一般教材
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
50.4 2011-08-01

胡小铁,马龙生(外),刘赣平,

张国良,陈丰收(外),黄建军(外),

李昌卫,郝海涛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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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大学公共体育理论与实践 易剑东 一般教材
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
53 2011-06-29

彭永善,朱亚坤,谭刚,万翠琳,曹清,

吕卫华,廖毅彬,谢辉,

赵建强,屈丽萍,吴光军,李强,

彭澄升,刘世健,余岚,詹新寰,

余文斌,严伟,吕新

体育学院

22 统计学(2011 版) 罗良清 一般教材
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46.2 2011-07-01

魏和清,蔡定萍,王拓,李海东,

潘文荣,万兆泉,李燕辉,邓国华,曹俊

文,詹国华,董成武

统计学院

23 统计学（第二版） 罗良清 一般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44.7 2011-06-01

蔡定萍,李海东,漆莉莉,李志强,万兆

泉,李燕辉,邓国华,魏和清,詹国华,

曹俊文,董成武

统计学院

24 实用统计学 魏和清 一般教材
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38.1 2011-07-01

罗良清,蔡定萍,王拓,李海东,

潘文荣,刘小林,郭露,詹国华,傅岚
统计学院

25 金融统计学 詹国华 一般教材 江西人民出版社 50 2011-09-10 统计学院

26
全新版大学实用英语 听说教

程教师用书 01
曹久平 一般教材

江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56 2011-02-01 赵春芳(外) 外国语学院

27 写译教程 曾剑平 一般教材 江西高校出版社 408 2011-08-01

廖昌盛(外),黄荃,陈学斌(外),

傅晓恒(外),林敏华(外),李侦(外),

陈称福(外),凌乐祥(外),涂雨晨,曾

论萍,熊兵娇

外国语学院

28
大学英语教程学习指导

(本科)
何小琴 一般教材

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6.8 2011-11-02 熊琴(外) 外国语学院

29 Access 数据库应用与 VBA 编程 黎升洪 一般教材 中国铁道出版社 37 2011-01-06 信息管理学院



256

序号 著作名称 第一作者 著作类别 出版单位 总字数 出版时间 参编作者 所属单位

30 计量经济学（省精品课程教材） 陶长琪 一般教材
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48.5 2011-02-05 徐晔,万建香,朱永军 信息管理学院

31 风景园林工程 韩玉林 一般教材 重庆大学出版社 40 2011-08-24
张万荣(外),肖瑞龙(外),

赵春仙(外),李强(外),周兵(外)
艺术学院

32 风景园林写生 罗时武 一般教材 重庆大学出版社 21.2 2011-07-25
张相森,孙勇(外),周恒(外),

文泊汀(外)
艺术学院

33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熊义志 一般教材
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

书出版公司
6 2011-05-10

韩威(外),王少浪(外),李伊涵(外),

张红梅(外),王玉杰,崔磊(外)
外单位

34 网络营销与策划 陈向军
教育部统编

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40 2011-08-20

谌飞龙,雷莉(外),徐姗姗(外),

陈向军(外),刘兵(外)
外单位

35 物流配送中心规划与设计 冯耕中
国家级规划

教材

西安交通大学

出版社
47 2011-07-15 李毅学,华国伟(外) 外单位

36 国际私法（第二版） 金彭年
国家级规划

教材
浙江大学出版社 57.4 2011-08-15

汪江连(外),许颖(外),吴德昌,

吴红列(外),严飞(外)
外单位

37 体育经济学 靳英华
国家级规划

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42 2011-06-01

郑志强,孙忠利(外),原玉杰(外),杨

越(外),鲍芳芳(外),张凤彪(外),阎

昊(外),詹新寰,孙利忠(外),朱亚坤,

张慧峰(外)

外单位

38 旅游地理学 冯淑华 一般教材
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社
41.8 2011-12-15

田逢军,钟海燕(外),汪希芸(外),罗

悦(外),张彦儒(外),杨茜(外)
外单位

39 刑事诉讼法 梁玉霞 一般教材 厦门大学出版社 0 2011-12-15 谢小剑 外单位

40 新编英汉互译教程（第三版） 谭卫国 一般教材
华东理工大学

出版社
59.5 2011-06-23

蔡龙权(外),余民顺(外),金辉(外),

程杰(外),王一清(外),吴江华(外),

戴祥萍(外),袁志美,戴方方(外)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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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新概念研究生英语读写教程

（财经类非英语专业）
肖 辉 一般教材 东南大学出版社 28 2011-06-23

孙勇彬(外),叶卫华,陈芙蓉(外),邵

怡(外),王海盟(外)
外单位

42 园林工程招投标与概预算 黄 凯 一般教材 重庆大学出版社 46.2 2011-03-17

郑强(外),舒美英(外),李良(外),

雷绍宇(外),金煜(外),韩玉林,

杨艳(外),赵群(外)

外单位

43 工程项目经济分析 王永祥 一般教材
北京理工大学

出版社
41 2011-10-06

陈进(外),李明,王虹(外),

李慧英(外),韩国平(外)
外单位

44 现代企业管理 周海娟 一般教材 中国发展出版社 35.9 2011-02-01
胡海波,黄嘉敏(外),刘国生(外),汪

银芳(外)
外单位

45
《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学习与

实训指导书
博 迪 一般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5.4 2011-05-07

王为民(外),罗晓华,李敏(外),

吴涛(外)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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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科研成果获奖汇总表

序号 获奖者 合作者 获奖成果名称 形式
发表出版

单位、时间
获得奖项 等级 单位

1 孙建成
白耀辉 罗建国 张雪

娥 戴利云 罗翠兰

基于信息几何的时间序列表达、回归及预测

研究
研究报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09．12

2009-2010 年度江西

省高校科技成果奖
一等奖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2 党建武 王瑞玲 井口压力温度测量仪研制
新产品

研发
江西财经大学；2009．12

2009-2010 年度江西

省高校科技成果奖
一等奖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3 徐升华
廖述梅 沈波 杨波 芦

亮 陶志超
校企知识转移扩散建模与仿真研究 专著 现代教育出版社，2011．12

2009-2010 年度江西

省高校科技成果奖
一等奖

信息管理

学院

4 万常选
刘喜平 刘德喜

钟敏娟
基于语义的 XML 文本文档检索技术研究

系列论文、

专著

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清华

大学出版社，2009-2010．

2009-2010 年度江西

省高校科技成果奖
一等奖

信息管理

学院

5 杨勇 黄淑英 杨巨成
基于小波变换的多模态医学图像融合新方

法研究
论文 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2010．5

2009-2010 年度江西

省高校科技成果奖
二等奖

信息管理

学院

6 廖国琼
万常选 狄国强

邓琨 李晶
RFID 实时数据处理中间件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报告

江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2010．6

2009-2010 年度江西

省高校科技成果奖
二等奖

信息管理

学院

7 方志军
李润午 章琳

谭亮 袁嘉晟
图像的多小波稀疏表示及其应用 专著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1

2009-2010 年度江西

省高校科技成果奖
二等奖

信息管理

学院

8 罗世华
基于多分辨分析的高炉铁水含硅量波动多

重分形辨识
论文 物理学报，2009．

2009-2010 年度江西

省高校科技成果奖
三等奖

信息管理

学院

9 钱忠胜 基于规格说明的若干逻辑覆盖测试准则 论文 软件学报，2010．7
2009-2010 年度江西

省高校科技成果奖
三等奖

信息管理

学院

10 吕江林 我国城市住房市场泡沫水平的度量 论文 经济研究 2010 年第 6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金融学院

11 唐健飞 国际人权公约与和谐人权观 著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

4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法学院



259

序号 获奖者 合作者 获奖成果名称 形式
发表出版

单位、时间
获得奖项 等级 单位

12 高日光
破坏性领导会是组织的害群之马吗？——

中国组织情境中的破坏性领导行为研究
论文 管理世界 2009 年第 9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工商管理

学院

13 陶长琪
基于融合的信息产业自主创新与产业成长

的协同机制
著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1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信息管理

学院

14 温 锐 杨丽琼
中央苏区平分土地政策与农民权益保障的

再认识
论文 中共党史研究 2010 年第 5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5 周书俊
马克思对黑格尔二元论的克服与新世界观

的创立
论文 哲学研究 2009 年第 2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6 陈始发 多维视野下的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研究 著作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0 年

12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7 章卫东
定向增发新股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证

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论文

管理世界 2010

第 1 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会计学院

18 廖进球 吴昌南
我国电力产业运营模式变迁下电力普遍服

务的主体及补贴机制
论文 财贸经济 2009 年第 10 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产业经济

研究院

19 胡援成 周珺
财务危机成本、赎回失败与可转债最优赎回

决策
论文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9 年

第 11 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金融学院

20 易 蓉 基于预期理论框架的农产品期货基差行为 论文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0 年

第 11 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金融学院

21 严 武
刘兴华、桂荷发、彭

玉镏
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安全与监管研究 著作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10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金融学院

22 蒋悟真 反垄断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 论文 中外法学 2010 年第 4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法学院

23 谢小剑 公诉权制约制度研究 著作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 2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法学院

24 蒋国河
社会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需求、角色与功

能
论文 中国农村经济 2010 年第 5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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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唐 斌 禁毒非营利组织及其运作机制研究 著作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人文学院

26 方宝璋 民国审计思想史 著作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4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会计学院

27 吴 可

文学翻译思维中所指网上的舞蹈——亨利.

詹姆斯的代表作《一位女士的画像》译后联

想

论文 中国翻译 2009 年第 6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外国语学院

28 张品良 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学研究 论文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 年第 2

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人文学院

29 龙建国 中国古代音乐管理研究 著作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人文学院

30 卢福财 何炜
一个分析网络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框

架
论文 当代财经 2009 年第 11 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工商管理

学院

31 万树平
Optimal portfolio model under compound

jump processes
论文

Kybernetes

Vol.38No.3/4,2009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信息管理

学院

32 李毅学
张媛媛 汪寿阳

冯耕中

物流与供应链金融创新——存货质押融资

风险管理
著作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8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工商管理

学院

33 廖卫东
解决我国食品公共安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

建议
论文

中共中央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成果要报》2010年第56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经济学院

34 李秀香
节能减排市场化运作与政府规制双效作用

研究
论文 调研报告 2009 年 12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国际经贸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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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刘克春
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

为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分析
论文 中国农村经济 2010 年第 2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工商管理

学院

36 周全林
从税收公平角度看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全

面性改革
论文 当代财经 2010 年第 11 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37 徐 晔
金融支持与电子通讯产业发展——基于中

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论文

ICMeCG

2009 年 9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信息管理

学院

38 邹 玲
风险管理模式下确定外汇做市商报价点差

的策略分析
论文 金融研究 2010 年第 2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金融学院

39 吴志军 我国旅游景区类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 论文 经济管理 2010 年第 4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40 李春根
贺三宝 陈凡师

赵伟 邓俊
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就业创业问题研究 著作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12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41 黄丽娟

A study of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Based on the SCOR-model and

the BP Neural Network

论文

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putational Science

2009.1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工商管理

学院

42 孔凡斌 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理论、实践与政策设计 著作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7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43 尹忠海 权贵与土地——马其顿王朝社会解析 著作 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7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人文学院

44 许统生 合理经济开放：理论与证据 著作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年

5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国际经贸

学院

45 易有禄 正当立法程序研究 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10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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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豆星星
修宪权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宪法良性化

之若干思考
著作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法学院

47 许才明
论民族乡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意蕴、偏差

与纠偏
著作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10 年第

5 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48 胡 颖 对艺术设计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思考 论文 文艺争鸣 2010 年 12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艺术学院

49 师 华 我国发行巨灾债券的相关问题探讨 论文 江西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8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会计学院

50 郑志强 职业体育组织形态与制度安排 著作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年

12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体育学院

51 王妤彬 开放型经济中的国有电影制片业发展对策 论文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9 年第

5 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人文学院

52 周立华 “孤岛”时期的《文汇报》研究 著作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人文学院

53 卢世主 基督教的传播对中国艺术设计的影响 论文 文艺研究 2010 年第 6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艺术学院

54 徐升华 杨波
基于小世界网络模型的知识转移网络特性

分析
论文 情报学报 2010 年第 5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信息管理

学院

55 刘满凤 唐厚兴
基于社会网络模型的知识溢出传导过程研

究
论文 当代财经 2010 年第 5期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信息管理

学院

56 张仲芳 中国农村健康保障的筹资问题研究 著作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9 月
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57 豆星星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的完善 论文 南昌大学学报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一等奖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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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陶长琪
基于融合的信息产业系统演进与协同机制

研究
著作

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一等奖
信息管理

学院

59 尹忠海 权贵与土地 著作 人民出版社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一等奖 人文学院

60 桂 林 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与治理结构 论文 经济研究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一等奖 经济学院

61 许统生 合理经济开放：理论与证据 著作 中国财经出版社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一等奖
国际经贸

学院

62 柳献忠 现代美式古典风格家具研究 著作 中国林业出版社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一等奖 艺术学院

63 周书俊
马克思对黑格尔二元论的克服与新世界观

的创立
论文 哲学研究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一等奖
马克思主义

学院

64 喻 玲
运用声誉激励机制破解卡特尔的稳定性

——完善宽恕制度的一条路径
论文 法商研究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二等奖 法学院

65 谢小剑 公诉权制约制度研究 著作 法律出版社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二等奖 法学院

66 卢福财 何炜 一个分析网络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框架 论文 当代财经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二等奖
工商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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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蒋尧明 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鉴定机制的构建 论文 会计研究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二等奖
当代财经杂

志社

68 蔡 前 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研究 著作 江西人民出版社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二等奖 人文学院

69 章卫东 李海川
定向增发新股、资产注入类型与上市公司绩

效的关系
论文 会计研究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二等奖 会计学院

70 杨飞虎 公共投资腐败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论文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二等奖 经济学院

71 严 武 金涛
我国股价和汇率的关联：基于 VAR-MGARCH

模型的研究
论文 财贸经济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二等奖 金融学院

72 张昕竹 冯永晟、马源 中国电网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著作 江西人民出版社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二等奖
产业经济

研究院

73 姚林香

李安泽、汪柱旺、李

春根、徐旭川、舒成、

李银珠

基层财政与农民增收关联研究 著作 经济科学出版社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二等奖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74 卢世主 20世纪中国设计艺术概念的嬗变与定位调整 论文 江西社会科学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二等奖 艺术学院

75 万绍红 美国宪法中的共和主义 著作 人民出版社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二等奖
马克思主义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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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高日光 孙健敏，周备 中国大学生创业动机的模型建构与测量研究 论文 中国人口科学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二等奖
工商管理

学院

77 徐光华
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

范围
论文 法学杂志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三等奖 法学院

78 巫文勇
中国金融业监管制度改革研究——基于金

融混业经营视角的重新思索
著作

西南交通大学

出版社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三等奖 法学院

79 曹国新 旅游软实力初论 论文 旅游科学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三等奖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80 程 琳 中国 CPA 审计制度目前存在的四大问题 论文 河北学刊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三等奖 会计学院

81 刘 骏 财务会计理论研究 著作 江西科技出版社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三等奖 会计学院

82 杨 莉
论诗歌叙事中的空间标识——以拜伦的叙

事诗《唐璜》为例
论文 社会科学辑刊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三等奖 外国语学院

83 李春根

贺三宝、肖立新、马

衍伟、邓竣、

孙霞、徐光耀

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 研究报告 农业部

第十二届江西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

三等奖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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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检索汇总表

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刊物类型 字数 所属单位

1 The Golden Tax Project: A review of
problems and solution 蔡芳宏 Advances in Electronic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文）

EI检索会议论文
0.3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2 The Properties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and
Anti-monopoly Control 蒋岩波

JDC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EI检索期刊（外国）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

1 法学院

3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tion algorithm
and application of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谌飞龙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8 工商管理

学院

4
Capability Coordination with
Option-contract Based on Leader-follower
Game

崔爱平 MASS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8 工商管理

学院

5 Empirical study on Chinese car enterprise
upgrading based on global value chain 何 炜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8 工商管理

学院

6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ew rural
e-commerce platform and its key
technologies research based on dou

黄丽娟
骆巧巧(学),余 鹏(学),外
校人员(外) IEEE Computer Society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1 工商管理

学院

7
Designing and Planning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Traceability System Based on
Modern RFID Technology

黄丽娟
骆巧巧(学),余 鹏(学),喻
国平(外)

Mechatronic Science, Electric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1 工商管理

学院

8 Analysis on E-consumers’ Purchasing
Behavior Based on Data-driving Model 黄丽娟 Journal of Network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EI检索期刊（外国）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

1 工商管理

学院

9 study on harmonious Marketing 柯剑春
Advanced Research on
Industry,Information System
and Material Engineering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6 工商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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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刊物类型 字数 所属单位

10 The Motivation of Minor Enterprises
Competition,Cooperation and Symbiosis 李良贤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Science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1.6 工商管理

学院

11
A Relationship Study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Supporting O

李良贤

Recent Trends in Materials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Mechatronics and
Automation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1.8 工商管理

学院

12 The Deep Meaning of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刘小铁 Computation Materials Science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55 工商管理

学院

13
On industrial cluster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arks:A case study of Jiangxi
province in china

刘小铁 2011 ICRTMME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1.2 工商管理

学院

14 The inspiration of Buddhist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the Emptiness of Nature 柳振群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Engineering

ISTP 国际会议论文集（中

文）,ISTP 0.6 工商管理

学院

15 Stratetgic network design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ogistics 王雪峰 ICEE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6 工商管理

学院

16 Cluster Supply Chain Risk and Its
Government 吴 群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8 工商管理

学院

17
Cluster Supply Chain Self-organization
Evolution Based on Cross-chain
Co-oprtition Game

吴 群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8 工商管理

学院

18
Research on Operation Mode of Jiangxi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s Closed Supply
Chain

杨 芳 ICAE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6 工商管理

学院

19 Research on Regional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杨 芳 ICAE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 工商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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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刊物类型 字数 所属单位

20 Study onAgricultural Industry Cluster
Technical Innovation Network 杨 芳 ICIME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 工商管理

学院

21
Forein Exchange Risk Management by
Using the Theory of Exchange Rates
Proposed by Samulson

何 昌
第三届（2011）金融风险与公

司金融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ISTP ISTP,国际会议论文集 0.6 国际经贸

学院

22 ANew Color Correction Algorithm for
Color Printed Image 黎新伍

Journal of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0 国际经贸

学院

23
ANew Volume Segmentation Algorithm for
Medical Image Based on Improved
K_means

黎新伍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1.5 国际经贸

学院

24 ANew Color Correction Model for Based
on BP Neural Network 黎新伍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Service Science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1.2 国际经贸

学院

25
An approach for supplier selection based on
information axiom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尤后兴
The 3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telligent System and
Applications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5 国际经贸

学院

26 Evolution and thinking of the accounting
supervision mode of China 郭亚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1.5 会计学院

27 Optimal management of multi-campus
University: A case in Jiangxi 郭亚雄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2 会计学院

28 An evolua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hidden
rules on accounting standard change 李 宁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Management and Service
Science,MASS 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1 会计学院

29
the main strategic management problem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countermeasurees at
present

赵 伟 AIMSEC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7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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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刊物类型 字数 所属单位

30 Tracking error portfolio problem with
WCPLM1 and weights constraints 凌爱凡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Management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6 金融学院

31 Active Portfolio Management Problems
with Multiple Weights Constraints 凌爱凡

Asia-Pacific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 Conference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6 金融学院

32
An Empirical Study on Identification of
Fals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of Listed
Conpanies

关爱浩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Science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8

经济管理与

创业模拟实

验中心

33 Financial Evaluation of Investment Projects
from the Angle of Ecology 万 春

201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ISTP,ISSH
P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ISSHP,ISTP 1 经济学院

34
China`s Corruption in Public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Analysis
Framework

杨飞虎 黄素娟,伍琴(学) 2011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IMSEC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8 经济学院

35
Heavy metal speciation of sewage sludge
and its phytotoxic effects on the
germination of three plant

胡绵好 袁菊红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8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36 Three-dimensional Visualization of Soil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Variation by VRML 李洪义 CCTA2010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6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37
Construction of real estate market
confidence index for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metho

王雪峰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 and
E-Government, ICEE2011 -
Proceedings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6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38 Ecological Evaluation of Qingshan Lake
Based onAHPMethod 周早弘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Volume 422)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6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39 Study on the Risk of Big-Scale Sports
Events 周早弘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6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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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刊物类型 字数 所属单位

40 peak and crisis of modernity analysis on
stauss modernity third wave 黎世光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science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41 Rethinking China’s GDP 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刘晓泉 AIMSEC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42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Local
Bond Issuing System 刘晓泉 ICEE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43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otional Tendencies of Web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the Fina

边海容
万常选,李国林(学),杨丽

(学)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e-commerce
and e-government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44
Full-wave analysis of a microwave
rectifying circuit using finite difference
time domain algorithm

蔡 鹏
Xue-Xia Yang(外),黄坚,
张勇,陈滨,官雪辉(外)

Microwave and Optical
Technology Letters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45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Hopfield Hyperchaos Sequence Based on
APAS Theorem

陈 滨 Adcances in Computer Science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EI检索期刊（外国）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

1.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46
Improvement of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 of OCML Spatiotemporal
chaotic sequence based on APAS the

陈 滨
2011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ural
Computation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1.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47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CML Hyperchaos Sequence based on
APAS Theorem

陈 滨

2011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
Auto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1.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48
Improving RFM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 of Tent Sequence and holding
its good autocorrelation perf

陈 滨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Service System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1.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49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Kawakami Hyperchaos Sequence based
on APAS Theorem

陈 滨

2011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Automation
Engineering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1.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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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Improving Autocorrelation and RFM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 of Skew Tent
Sequence

陈 滨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twork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1.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51
Improving Autocorrelation and RFM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 of TD-ERCS
Sequence

陈 滨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 and
E-Government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1.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52 Improving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 of
Henon Sequence based on APAS Theorem 陈 滨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 and
E-Government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1.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53
Improving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 of
Skew Tent Sequence based on APAS
Theorem

陈 滨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ic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1.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54 高频地波雷达电离层杂波抑制研究 黄 坚 钟志峰(外) 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

EI检索期

刊（CSCD
核心库）论

文

EI检索期刊（CSCD核心

库）论文,CSCD核心库,
核心期刊

0.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55
Quantum Fisher Information of
Superposition of Many-Body GHZ-Class
State and W State

黄 坚 黄国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8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56 Dense Coding with Extended GHZ-W State
via Local Measurements 黄 坚 黄国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6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57 AFOD Regularization for Super-resolution
Reconstruction 黄淑英 杨勇,王国宇(外) Procedia Engineering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8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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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基于四阶偏微分方程正则化的多幅图像

超分辨重建方法
黄淑英 杨勇,王国宇(外) 中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EI检索期

刊（CSCD
核心库）

论文

EI检索期刊（CSCD核心

库）论文,CSCD核心库
8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59 Towards a Data Complexity Metric Set for
Web Service Composition 毛澄映

Proc. of the 11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IT’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6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0
Scaling the Kernel Function based on the
Separating Region in Input Space: A
Data-dependent Way to I

孙建成
李小和(外),杨勇,罗建国,
白耀辉

Information Science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EI检索期刊（外国）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

0.8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1 The variant of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for
natural scene classification 唐颖军 Computing and Informatics SCI检索期

刊论文

SCI检索期刊论文,国(境)外
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

0.8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2
The Maximum Lifetim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Linea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Based on Mobile Sink

万本庭
Joural of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0.8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3 在 GPU上求解大规模优化问题的反策略

的 PSO算法
汪 靖 吴志健(外) 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 CSSCI核心库 1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4
A novel particle swarm algorithm for
solving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problems
on graphics hardware

汪 靖 吴志健(外),王晖(外) Int. J. Comput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0.6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5
On Performance of Combining Methods for
Three-Node Half-Duplex Cooperative
Diversity Network

尧文元 ICECE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4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6
Comments on “An image encryption
scheme with a pseudorandom permutation
based on chaotic maps”

张 勇

2011 Cross Strait
Quad-Regional Radio Science
and Wireless Technology
Conference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1.2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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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Image encryption with logistic map and
cheat image 张 勇

Proceedings of 2011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1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8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a Short Message
Platform of University Employment 赵晓平 万本庭 TMEI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9 Measuring Feedback Credibility by
Customer Value in C2C Trust Model 钟元生 熊建英(学),姚岳磊(外)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ournal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1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70
Practical Research on Undergraduate Sports
Education Reform of jina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

谭 刚
Education Engineering in
Sports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45 体育学院

71
Research on Customers Behavior in
Socialized Service of Gymnasiums and
Stadiums in Universities and

朱亚坤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EI会议

收录,国际会议论文集

（外文）

1.5 体育学院

72
Hybrid Grey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making Method with Partial
Weight Information

陈孝新 罗春林
2011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SIS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8 统计学院

73
Silicon contrnt prediction using the hybrid
model by fuzzy C-means clutering and
artificial neural n

罗世华 贾莉 Adv.Inf.Sci,Serv,Sci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EI检索期刊（外国）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

0.6 统计学院

74
Identification of the Optimal Control Center
for Blast Furnace Thermal State Based on
the Fuzzy C-me

罗世华
黄健,曾九孙(外),张倩生

(外) ISIJINTERNATIONAL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7 统计学院

75 Splitting Quantum Information with
Five-Atom Cluster State in Cavity QED 黄国强 罗翠兰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ntum Information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8 现代经济管
理学院

76 Polarized spectral analysis of Er3+ ions in
Er3+:LiGd(MoO4)2 crystal 黄新阳

赵旺(外),王国富(外),李
小侠,余泉茂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509 (2011)
6578–6584

SCI检索期
刊论文

SCI检索期刊论文,国(境)外
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

2.4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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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Growth,Structure,and Spectroscopi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d(3+):LiGd(WO(4))(2)Crystal

黄新阳 王富国(外) 结构化学
SCI检索期

刊论文

SCI检索期刊论文,国(境)外
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

1.5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78 Ethyl 2-(1H-1,2,3-benzotriazol-1-yl)
acetate 李小侠 陈忠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7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79 Tb3+ doped CaMgSi2O6-based green
phosphor 王仁清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7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80 长余辉蓝色荧光粉 SrSiO3：Eu2+，Dy3+
的制备与发光性能研究

王仁清 光电子·激光

EI检索期

刊（CSCD
核心库）论

文

EI检索期刊（CSCD核心

库）论文,CSCD核心库
0.7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81
Surface Oxidation Modific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Activated Carbon electrode
material

王仁清 邓梅根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7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82 The Preparation of CaMgSi2O6：Eu3+,Li+
Red Phosphor 王仁清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8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83
Structures and Catalytic Activities of
LaSrCoO4 and LaSrCoO3.6F0.4 mixed
oxides

杨小毛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1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84
Empirical Research on Knowledge
Integration Improving Innovation Ability of
IT Enterprise-- Based on

陈思华
Information An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SCI检索期

刊论文

SCI检索期刊论文,国(境)外
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

0.8 信息管理

学院

85
Interpolation-Based Direction-Adaptive
Lifting DWT and Modified SPIHT for
Image Compression in Multi

方志军

熊乃学(外),Laurence T.
Yang(外),Xingming
Sun(外),Yan Yang(外)

IEEE Systems Journal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1.5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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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Study on Case-Based Teaching for
Project-Driven and Object-Oriented
Development Course

甘小红 论文集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6 信息管理

学院

87 Analysis and design of web system of new
countryside informatization 甘小红 论文集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6 信息管理

学院

88 Research on Third _party E_business
Model of Small-and-Medium Enterprises 胡秋梅 ICEE 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5 信息管理

学院

89
Empirical reaserch on enterpriose
technology alliance knowledge transfo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o

黄寒燕 李立旺(外) MASS 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1 信息管理

学院

90
Evaluation model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s knowledge management whith
2-tuple linguistic informati

黄寒燕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servie science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EI检索期刊（外国）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

1 信息管理

学院

91 A RFID mixed coding scheme based on
Huffman algorithm 蒋 剑

廖国琼,王浩(学),万其志

(学)

Proceedings of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e-Commerce
and e-Government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2 信息管理

学院

92
SC-OA:a Secure & Efficient Scheme for
Origin Authentication of Interdomain
Routing

勒中坚
熊乃学(外),杨波 3,周悦

芝(外) IEEE Computer Society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8 信息管理

学院

93
A Practice Probability Frequent Pattern
Mining Method over Transactional
Uncertain Data Streams

廖国琼
吴凌琴(学),万常选,熊乃

学(外)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1.2 信息管理

学院

94 ANovel Approach for Performance
Assessment in Mobile Commerce 刘 炜 EMS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8 信息管理

学院

95 Pricing Strategies for coustom-designed
product with multiple quality levels 柳 键 李杰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e-Commerce and
e-Government,ICmeCG 2010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7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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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Towards Testing Web Applications: a
PFSM-based Approach 钱忠胜 缪淮扣(外)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5 信息管理

学院

97 Research on Web Navigations 钱忠胜
Research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EI检索期刊（外国）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

1 信息管理

学院

98 Towards Testing Web Applications Using
Functioinal Components 钱忠胜 Journal of Software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EI检索期刊（外国）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

0.8 信息管理

学院

99
Research on double main body interactive
teaching based on web 2.0 with scientific
teaching material

沈 波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Computer Science,
Environment, Ecoinformatics,
and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6 信息管理

学院

100 Efficient Identity-based Authenticated
Multiple Key Exchange Protocol 谭作文 Comp. and Electrical Eng. SCI检索期

刊论文

SCI检索期刊论文,国(境)
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

0.45 信息管理

学院

101
An Authentication and Key Agreement
Scheme with Key Confirmation and
Privacy-preservation for Multi-

谭作文 Journal of Computer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1 信息管理

学院

102 Comments on a threshold authenticated
encryption scheme 谭作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s and Application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0.5 信息管理

学院

103
Efficient Identity-based authenticated
multiple key exchange protocol based on
Elliptic Curve Pairi

谭作文 ICIC Express Letter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0.45 信息管理

学院

104
Cryptanalyses of A Two-factor User
Authentication Scheme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谭作文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Service Sci.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0.45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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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Improvement on A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Scheme for Multi-server Environments 谭作文

Journal of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0.5 信息管理

学院

106
Cryptanalysis of Two ID based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Schemes for Multi-server
Environments

谭作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0.5 信息管理

学院

107 An Offline Electronic cash Scheme Based
on Proxy blind Signature 谭作文 Computer Journal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5 信息管理

学院

108
A Provably Secure Identity-based
Authentication Multiple Key Agreement
Protocol

谭作文 China Communications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4 信息管理

学院

109 Method of Improved Bayes Discriminant
for Multi-sensors Data Fusion 万树平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Express Letter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1 信息管理

学院

110 Variable Weight Method for Fuzzy Sensor
Data Fusion 万树平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0 信息管理

学院

111 Applying Triangular Fuzzy Number for
Multi-sensor Object Recognition 万树平 Kybernetes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1.2 信息管理

学院

112 Applying Interval-value Vague Set for
Multi-sensor Target Recognition 万树平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1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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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Adaptive Scheduling for Wireless Video
Transmission in High-Speed Networks 万 征

熊乃学(外),Ghani
Nasir(外),Peng
Min(外),Vasilakos
Ahtanasios V(外),周亮

(外)

IEEE INFOCOM论文集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52 信息管理

学院

114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Object-Oriented
Metrics on NASA for Fault Prediction 吴方君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6 信息管理

学院

115 Empirical Tests of Scale-free Geometry in
NASADATA 吴方君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 信息管理

学院

116 ANewApproach for Fingerprint Image
Enhancement in Frequency Domain 杨巨成

ICIC Express Letters, Part B:
Application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EI检索期刊（外国）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

5 信息管理

学院

117 Fingerprint Matching Using Multiple Sets
of Invariant Moments 杨巨成 ICIC Express Letter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5 信息管理

学院

118
A Fingerprint Recognition Scheme based
on Assembling Invariant Moments for
Cloud Computing Communica

杨巨成

naixue xiong(外),
Athanasios V.
Vasilakos(外),
方志军,dongsun
park(外),xue
jiang(外),sook
yoon(外),shanjuan
xie(外),杨勇

IEEE Systems Journal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1.2 信息管理

学院



279

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刊物类型 字数 所属单位

119
AHigh-Capacity CDMAWatermarking
Scheme Based on Orthogonal
Pseudorandom Sequence Subspace Projec

杨寿渊
宋占杰(外),Jong Hyuk
Park(外)

2011 Fifth FTR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and
Ubiquitous Engineering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1 信息管理

学院

120 ANovel DWT Based Multi-focus Image
Fusion Method 杨 勇 Procedia Engineering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会议收录,国际会议论

文集（外文）,EI检索会议

论文

1 信息管理

学院

121 Performing Wavelet Based Image Fusion
Through Different Integration Schemes 杨 勇

Journal of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9 信息管理

学院

122
Multiresolution Image Fusion Based on
Wavelet Transform By Using a Novel
Technique for Selection Coe

杨 勇 Journal of Multimedia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8 信息管理

学院

123 Wavelet Transform with a Novel Integration
Technique for Image Fusion 杨 勇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7 信息管理

学院

124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and Government Behavior Under
the New Eco-urbanization

余达锦

Proceedings of 2011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Science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6 信息管理

学院

125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industry
in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 余达锦 华长生,严淑梅 proceeding of the RSETE 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6 信息管理

学院

126
Study on the Econometric Model for Cost
of Regional Eco-urbanization of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

余达锦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5 信息管理

学院

127
Video-based smoke detection with
histogram sequence of LBP and LBPV
pyramids

袁非牛 Fire Safety Journal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2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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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Vari-gram Language Model Based On
Category 袁里驰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6 信息管理

学院

129 基于词聚类的依存句法分析 袁里驰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EI检索期

刊（CSCD
核心库）论

文

EI检索期刊（CSCD核心

库）论文,CSCD核心库
0.6 信息管理

学院

130 Preventing Recommendation Attack in
Trust-based Recommender Systems 张富国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报

SCI检索期

刊论文

SCI检索期刊论文,一般刊

物
0.6 信息管理

学院

131
Analyzing Allocation Strategies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Using
System Dynamic Feedback Ar

周 萍 勒中坚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2011,5(1):296-30
4

EI检索期

刊（外国）

论文

EI检索期刊（外国）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

6.2 信息管理

学院

132

THE EFFECT OF LEADAND COPPER
ON THE GROWTH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 OF
WATER FLOWER Iris pseudaco

黄苏珍
韩玉林,于世龙(学),顾继

光(外),张丽丽(学)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SCI检索期

刊论文

SCI检索期刊论文,国(境)外
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

0.5 艺术学院

133
Research into the design methods of city
sign system proceeding from the idea of
universal design

李 民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ISTP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文）, 0.8 艺术学院

134
A Research into The Simulation of Urban
Land Evolution Based on Improved
Cellular Automata Model

吴昌松 高春梅(外)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tronic
Science,Electric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1 艺术学院

135 Specula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newable Energy and Economic Growth 杨瑞桂 王平平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1 艺术学院

136
3-Methyl-4-{[(3-{[(3-methyl-5-oxo-1-phen
yl-4,5-dihydro-1H-pyrazol-4-ylidene)(phen
yl)methyl]aminometh

Hong-Xin
Cai

Wei-Na Wu(外),
李小侠,Yuan Wang(外)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6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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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刊物类型 字数 所属单位

137 2-Chloro-N-methyl-N-phenylacetamide Li-Hua Zhi
Wei-Na Wu(外),
李小侠,Yan-Wei
Li(外),Yuan Wang(外)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6 外单位

138
Crystal structure of ethyl
5-((2-hydroxylbenzoylaminoimino)methyl)-
3,4-dimethyl-1H-pyrrole-2-carboxy

Wei-Na Wu Jian-Chao Shi(外),李小

侠,Bao-Feng Qin(外) Z. Kristallogr. NCS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4 外单位

139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Ba2LiB5O10:Dy3+ phosphor Yufeng Liu 杨志平(外),余泉茂,李旭

(外),杨言民(外) Materials Letters SCI检索期

刊论文

SCI检索期刊论文,国(境)外
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

0.5 外单位

140 Preparation and its luminescent properties
of AlPO4:Eu3+ phosphor for

Yu-feng
Liua 杨志平(外),余泉茂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SCI检索期

刊论文

SCI检索期刊论文,国(境)外
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

0.5 外单位

141 Ethyl 5-methyl-1H-pyrrole-2-carboxylate Zhao-Po
Zhang

Yuan Wang(外),
李小侠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7 外单位

142
(E,E)-3,30-Dinethy1-1,10-dipheny1-4,4-{[3
-azapentane-1,5-diylbis(asanediyl)]bis(phen
ylmethylidyne)}d

Zhao-Po
Zhang

Yuan Wang(外),
李小侠,Yan-Wei Li(外)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7 外单位

143 Online process monitoring based on
incremental LPP 曾九孙

郜传厚(外),罗世华,李启

会(外)
Proceedings of the 30th
Chinese Control Conference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4 外单位

144
Innovative Study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raining Modes: TRIZ
Behavior Perspective

戴志敏 郭露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1 外单位

145
Diffusion Theory and Behavior in Industry
Concentration Degree Correlation A Case
Study of Scenic Sp

戴志敏 郭露 ICSSSM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 外单位

146
Model of the Thermal State Change of Blast
Furnace Hearth With Suppor Vector
Machines

郜传厚 凌建(外),罗世华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7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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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刊物类型 字数 所属单位

147 Can industry returns predict country
indices? Evidence from emerging markets? 郭 岩

曲文州(外),Udomsak
Wongchoti(外),吴飞

Actu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SCI检索会

议论文

SC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 外单位

148
Analysis o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defense spend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韩景倜 罗春香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 and Service
Science ,MASS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2.1 外单位

149
Mixture model and Markov random
field-based remote sensing image
unsupervised clustering method

侯一名
杨勇,Rao N(外),
Lun X(外),Lan J(外) Opto-Electronics Review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10 外单位

150

STUDY ONADSORPTIVE
DESULFURIZATION IN MODEL
GASOLINES CONTAINING
THIOPHENE OVER MODIFIED NaY
ZEOLIT

黎先财
郭伟(外),杨小毛,
杨一峰(外),曾小芳(外) Phosphorus, Sulfur, and Silicon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1 外单位

151
Nitrogen Level Chang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a Native ( Scirpus triqueter) and an
Exotic Species

李红丽

雷光春(外),应彪志(外),
安书清(外),
黄和平

PLoS ONE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1.1 外单位

152
the effect and strategy research of the
secure E-commerce by the application of
P2P

李明彪

li mingbiao(外),han
wenlin(外),park jh(外),熊
乃学(外),李钟华

mathematical and computer
modelling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7 外单位

153 Research on track fitting of big frame
intersection line seams 苗新钢

王肃(外),李小华(外),万
本庭

Robotic Welding, Intelligence
and Automation, RWIA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6 外单位

154
Wetland Monitor for 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Region Based on
Landsat-7 Sensing Data

邱晓红 邱晓平

2011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anagement
Sciencee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AIMSEC]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6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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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刊物类型 字数 所属单位

155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
using automatic thesaurus construction 宋 魏

杨巨成,licheng
hua(外),suncool park(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eral
Systems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6 外单位

156 适宜于粗粒度质量可伸缩的帧间编码的

快速算法
汪大勇 舒剑 光电子·激光

EI检索期

刊（CSCD
核心库）

论文

CSCD核心库,EI检索期刊

（CSCD核心库）论文
0.98 外单位

157 Cooperative Learning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魏翰添 王芙蓉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 外单位

158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Based on Trust
Network 魏翰添 王芙蓉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 外单位

159 A novel infrared face recognition based on
local binary pattern 谢志华

刘国栋(外),江西科技师

范学院(外),方志军
ICWAPR 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6 外单位

160 Scene Categorization with Classified
Codebook Model 杨 旭

徐德(外),封松鹤(外),唐颖

军,刘书言(外)

IEIC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AND
SYSTEMS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10 外单位

161 Controlled Dense Coding with Six-Qubit
Cluster State 易小洁 黄建明(外),黄国强 Int J Theor Phys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8 外单位

162 Infrared face recognition based on
compressive sensing and PCA 章 琳

Zhang, Wenrui(外),Sun,
Li(外),方志军

CSAE 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集（外

文）,EI检索会议论文
0.8 外单位

163
Performance of a simplified
amplify-and-forward relaying with adaptive
modulation over Rayleigh-f

张永亮
常永宇(外),戴利云,杨大

成(外) ICT 2011 EI检索会

议论文

EI检索会议论文,国际会

议论文集（外文）
0.6 外单位

164
The Fractal Multiscale Trend
Decomposition of Silicon Content in Blast
Furnace Hot Metal

周 莉

郜传厚(外),曾九孙(外),
刘祥官(外),周刚(外),
罗世华

ISIJ International SCI检索期

刊论文

国(境)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期刊,SCI检索期刊论文
0.6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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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术专著出版资助项目一览表

序号 申请项目名称 作者 资助类别 申请单位

1 金融亲周期性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研究 黄飞鸣
学术文库
全额资助

金融与统计学院

2
基于生态文明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城镇
化发展研究

余达锦
学术文库
全额资助

信息管理学院

3 中国贸易成本及其效应的经验分析 涂远芬
学术文库
全额资助

国际经贸学院

4 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特征研究 王丽娟
学术文库
全额资助

财税与公共学院

5
竞争、规制与发展——基于中国公用事业改革
的考察

陈 剑
学术文库
全额资助

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

6
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
系研究

刘国英
学术文库
全额资助

会计学院

7 中国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评价研究- 陶春海
学术文库
全额资助

产业经济研究院

8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研究 李文明
学术文库
全额资助

城市与旅游

9 机遇发现的决策支持技术及其系统的研究 肖 泉
学术文库
全额资助

信息管理学院

10 复杂性科学方法研究 黄欣荣
学术文库
全额资助

马列学院

11 中国式分权、政府竞争与经济绩效 王守坤
学术文库
部分资助

经济学院

12
国有垄断企业财务监督体制中第四类代理成
本问题研究

饶晓秋、
关爱浩

学术文库
部分资助

会计学院

13 DFII及QDII制度下中国股市世界联动性研究 潘文荣
学术文库
部分资助

金融与统计学院

14
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核算方法及经济绩效
研究

魏和清
学术文库
部分资助

金融与统计学院

15 公共投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研究 杨飞虎
学术文库
部分资助

经济学院

16 物流服务供应链能力优化与协调：理论与模型 崔爱平
学术文库
部分资助

工商学院

17 家族企业的组织学习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杨建锋
学术文库
部分资助

工商学院

18 基于共生理论的中小企业竞合成长研究 李良贤
学术文库
部分资助

工商学院

19
服务员工工作满意度对服务质量的作用机理
研究

占小军
学术文库
部分资助

工商学院

20
台湾农会研究及其启示——以台湾桃园县芦
竹乡农会为例

兰世辉
学术文库
部分资助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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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课题立项一览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类别
资助经

费（元）
所属单位

1
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环境政策驱动力

研究
万建香 重点课题 6000

信息管理

学院

2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政策转型研究——基于社会

融入视角
银平均 重点课题 6000 人文学院

3
制度环境、IFRS 与公司财务报告质量——中国企

业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经济后果研究
刘国英 重点课题 6000

会计发展研

究中心

4
中国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的地区差异与寻求型

对外投资战略选择研究
余昌龙 重点课题 6000

国际经贸

学院

5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镇治理能力研究——以

赣、滇、浙 3省 6镇的“中心工作”为例
欧阳静 重点课题 6000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6 唐宋音乐的发展与词体嬗变研究 龙建国 重点课题 6000 人文学院

7 清代道光至宣统间通俗小说刊刻研究 文革红 重点课题 6000 人文学院

8
垄断性行业与公益性事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形

成机制及管理研究
张湘赣 重点课题 6000

产业经济

研究院

9 泰罗主义的理论演变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郭 英 重点课题 6000
工商管理

学院

10 中国自媒体产业发展研究 文 成 重点课题 6000 人文学院

11
科研合作网络中的关键人员辨识研究——基于

超网络建模的视角
肖 泉 青年课题 2000

信息管理

学院

12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双边匹配决策理论与方法

研究
乐 琦 青年课题 2000

信息管理

学院

13 公允价值确定研究 管考磊 青年课题 2000 会计学院

14
泛在环境下基于情感知和社会过滤的个性化推

荐研究
刘启华 青年课题 2000

信息管理

学院

15 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理论与中国的实证 习明明 青年课题 2000
江西经济发

展研究院

16 高校校园招聘会的定位思考和创新发展 肖 勇 青年课题 2000 招生就业处

17
上市公司治理溢价的存在性检验及其形成机制

研究
赵玉洁 青年课题 2000 金融学院

18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实证研究--以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为例
汤晓军 青年课题 2000

国际经贸

学院

19 土地出让制度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研究 王岳龙 青年课题 2000
产业经济

研究院

20 政府间土地优惠竞争关系研究 王丽娟 青年课题 2000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21 江西省 S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模式创新研究 黄思明 青年课题 2000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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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类别
资助经

费（元）
所属单位

22 国际生产分割视角下的国际经济周期协调研究 邓 军 青年课题 2000
国际经贸

学院

23 财经院校图书馆科研能力综合评价分析 朱晓丽 青年课题 2000 图书馆

24 文化产业视阈下国产动漫发展问题的再认知 徐文松 青年课题 2000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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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教学改革立项课题汇总表

课题编号
课 题
主持人

承担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资助金
额（元）

结题要求 备 注

Jxcdjg1101 刘淑波
创业教育
研究指导
中心

创业型人才培养工程实施效果研究 重点课题 5000
研究报告 1份，核心期刊学术论
文 1篇

Jxcdjg1102 朱长河
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

衡量高校办学国际化水平主要指标研究 重点课题 5000
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或CSSCI期
刊论文 1篇，研究报告 1份

Jxcdjg1103 龚美君
校长校办
公室

江西财经大学核心竞争力提升研究 重点课题 5000
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或CSSCI期
刊论文 1篇，研究报告 1份

Jxcdjg1104 谭光兴 高教所 江西财经大学创业学生学习状况调查研究 重点课题 5000
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或CSSCI期
刊论文 1篇，研究报告 1份

Jxcdjg1105 孙斐斐
外国语
学院

提高创业型人才英语交际能力的途径——
《英语听说》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3000
教育类期刊或本科大学学报及
以上期刊论文 1篇

本研究在《英语听说》教学
实践中必须有创业素材，选
材时要特别注意。

Jxcdjg1106 吴忠华 工商学院
创业型人才培养的体验式教学模式研究
——以《市场营销学》教学实践为例

一般课题 3000
教育类期刊或本科大学学报及
以上期刊论文 1篇

Jxcdjg1107 张绪军 会计学院
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公司高级财务》
案例教学法研究

一般课题 3000
教育类期刊或本科大学学报及
以上期刊论文 1篇

本研究须突出“如何以《公
司高级财务》案例教学法激
发学生创业意识、提升学生
创业精神”这一研究重点。

Jxcdjg1108 余文斌 体育学院
《素质拓展》作为我校创业教育必修课的可
行性方案设计研究

一般课题 3000
教育类期刊或本科大学学报及
以上期刊论文 1篇，可行性具体
方案 1份

本研究须围绕“方案的必要
性、可行性和具体操作方
法”进行研究。

Jxcdjg1109 张怡超 法学院
法律硕士就业状况调查与法律硕士教学质
量提升研究——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一般课题 3000
教育类期刊或本科大学学报及
以上期刊论文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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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立项一览表

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课题类别 资助经费（元） 所属单位

1
大学生优秀共产党员培养

模式研究
陈建南 重点课题 1.4 万 组织部

2
高校青年教师思想行为特

点和基层组织建设
欧阳康 一般课题 1 万 宣传部

3
社会管理导向下的高校基

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研究
欧阳素华 一般课题 1 万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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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目编号 主持人 项 目 名 称

学历

层次

经费

(元)

1 YC2011-B018 谢 品 基于模块化生产的江西汽车产业升级研究 博士 4000

2 YC2011-B019 张毓卿 我国本地市场一体化程度测度—基于边界效应模型分析 博士 4000

3 YC2011-B020 聂爱云
节能减排、技术进步与工业低碳发展转型—以江西省为

例的实证研究
博士 4000

4 YC2011-B021 时洪洋 食品安全规制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 博士 4000

5 YC2011-B022 王忠诚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博士 4000

6 YC2011-B023 张文君 基于风险调整的上市公司价值评估 博士 4000

7 YC2011-B024 谢娟娟
限购政策下的江西省房地产市场效应初探---基于 SVAR

模型的运用
博士 4000

8 YC2011-B025 聂 倩 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方式研究 博士 4000

9 YC2011-B026 刘臻晖 基于 AQIP 的高校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研究 博士 4000

10 YC2011-B027 罗青林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博士 4000

11 YC2011-B028 何文章 基于价值创造的江西稀土产业价值链整合研究 博士 4000

12 YC2011-S066 刘厚莲 区域排污权交易总量控制与分配机制研究 硕士 3000

13 YC2011-S067 吴艳君 便携式集成脉象检测仪的开发 硕士 4000

14 YC2011-S068 陈 伟
基于环境管制背景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工业化实现

路径的研究
硕士 3000

15 YC2011-S069 肖 佳
“十二五”时期我省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研究—基于

10 个乡镇的个案调查
硕士 3000

16 YC2011-S070 熊凌云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风险投资基金的建立及运用模式研究 硕士 3000

17 YC2011-S071 吴卓贤 基于空间知识溢出的集群区位优化研究 硕士 3000

18 YC2011-S072 郭 曼
我国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我

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角度
硕士 3000

19 YC2011-S073 王跃清 市场环境、社会关系与企业股票融资 硕士 3000

20 YC2011-S074 曹 璐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做实地三种模式对比及江西省的

路径选择
硕士 3000

21 YC2011-S075 高伟洪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教育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硕士 3000

22 YC2011-S076 胡 勇 论诽谤罪条款的滥用及其立法对策 硕士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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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学生科研课题立项一览表

重点项目：20项

序号 姓名 学院 课题名称 类别

1 高文贤 经济学院 西北五省（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8—2010 重点

2 安 媛 旅城学院 基于 GIS 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用地演变特征研究 重点

3 吴一章 国际学院 由光伏产业引发的思考——谈南昌市低碳城市的建设 重点

4 丁文捷 国际学院 开放式基金分拆前后营销能力变化的实证分析 重点

5 李琳琳 艺术学院 豆科植物对铜尾矿污染土壤的修复研究 重点

6 邓永民 法学院 企业生态环境责任研究 重点

7 刘水展 人文学院 城郊型与农村型留守儿童行为偏差比较研究 重点

8 程 颖 研究生部 借鉴国际经验，打造“水都-南昌” 重点

9 蒋 慧 研究生部 中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重点

10 李国林 研究生部 WEB 数据挖掘及其金融风险管理应用研究 重点

11 舒 丹 研究生部 引入境外投资者对我国上市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重点

12 王跃清 研究生部 政治关系对我国企业股票融资的影响研究 重点

13 吴卓贤 研究生部 我国高新区创新能力绩效比较研究 重点

14 周 翀 研究生部 服务型政府网站建设潜能的探究 重点

15 宋 昆 会计学院 浅析 XBRL 财务报告的新风险及其对审计鉴证的影响 重点

16 殷成韵 会计学院 独立审计与投资者保护：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 重点

17 万慧彬 会计学院 沿海地区民营进出口企业财务风险控制问题的探讨 重点

18 陈 潇 国贸学院 中国出口贸易中的灰色规则陷阱问题研究 重点

19 吴国咸 工商学院 基于资源整合的南昌物流发展对策研究 重点

20 黄 虎 工商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与循环经济发展研究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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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120 项

序号 姓名 学院 课题名称 类别

1 付晓雨 法学院 企业环境责任立法问题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一般

2 周倩月 法学院 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量刑实证研究 一般

3 姚文君 法学院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法律对策研究--以“瘦肉精”事件为例 一般

4 朱荷根
工商

学院
关于江西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及因果的研究 一般

5 余洁
工商

学院
南昌市出租车行业生存现状调查研究 一般

6 黄涛
工商

学院
零售业连锁经营标准化管理案例比较研究 一般

7 钟贞
工商

学院
江西县域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以江西茶产品为例 一般

8 陈跃华
工商

学院
江西省客家文化旅游——以赣州市为例 一般

9 蔡建芬
工商

学院
基于网络营销情境的消费者购物决策研究 一般

10 李晓佩
工商

学院

基于绿色供应链分析的生鲜农产品物流创新模式研究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猪为例
一般

11 郑雄伟
工商

学院
基于供应链组织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研究 一般

12 李小兵
工商

学院
工业园区与物流园区的联动发展模式及其协调度实证分析 一般

13 滕一
工商

学院
南昌市单位电电煤供应成本优化研究 一般

14 刘岩超
工商

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纺织业的转型与升级 一般

15 陈林祥
公管

学院

支持低碳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路径选择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为例
一般

16 许娴婷
公管

学院
房产税征收对城镇居民购房意愿影响研究 一般

17 周皎洁
公管

学院
财经类大学毕业生就业调查分析——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一般

18 孙可
国际

学院
国际碳金融市场状况及我国碳金融发展障碍及政策 一般

19 杨丹
国际

学院
南昌市休闲旅游业的现状及发展——以宝葫芦为例 一般

20 徐祥灿
国际

学院
江西省消费者新能源汽车的支付意愿 一般

21 代国吉
国际

学院
关于江西省高校开展具有国际化趋势的“三个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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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课题名称 类别

22 文静
国际

学院
校企人才对接“一站式”运营平台研究——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一般

23 雷昕玥
国际

学院

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欠发达地区地主高校国际化教育的思考－以江西

财经大学为例
一般

24 黄雪倩
国际

学院
ECFA 早期收获安排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影响——以九江市为例 一般

25 李祎
国际

学院
财经类大学生留学成本与收益分析 一般

26 叶玫吟
国际

学院

创业板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研究——基于美国创业板市场

的成功经验
一般

27 陈丹
国际

学院
中国铁矿石进口定价权问题研究 一般

28 汪洋浩
国际

学院
污染型企业生态税收制度研究——以江西矿业企业为例 一般

29 游璐
国际

学院
江西高校后勤外包模式下的权利让渡和风险管理 一般

30 邹骞辉
国际

学院
探究中西部轻工业灾后重建之路——以绵阳市轻纺织业为例 一般

31 代雨薇
国贸

学院
江西稀土的出口价格稳定与资源保护机制研究 一般

32 舒瑜
国贸

学院
警惕校园杀手——校园交通安全问题研究 一般

33 谢志雄
国贸

学院
搭建江西财经大学校园电子商务平台的理论分析与实际操作 一般

34 胡莉
国贸

学院
调整个人所得税对各阶层的影响 一般

35 杨达
国贸

学院
赣南脐橙走出去战略对中小农产品企业发展的启示 一般

36 张敏
国贸

学院
鄱阳湖候鸟区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研究 一般

37 彭莹
国贸

学院
中国资源类产品出口政策优化政策的研究 一般

38 吴薇
会计

学院
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与对策研究 一般

39 曾招钦
会计

学院
以江西省鄱阳农信社为例探讨农信社内部控制失效问题 一般

40 李丽
会计

学院
我国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审计问题探讨 一般

41 邹雪垚
会计

学院
环境成本管理基于江西铜业集团的考虑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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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课题名称 类别

42 潘婷
会计

学院
企业组织成本控制探讨 一般

43 胡强
会计

学院
论民营银行对国有银行的冲击及其各自的发展趋势 一般

44 李新
会计

学院
对江西省保障房建设资金运作与控制问题的研究 一般

45 林耀东
会计

学院
加强内控制度建设管理好人民财政——析鄱阳财政局案 一般

46 阳芬
会计

学院
基于公司治理角度的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上市公司为例 一般

47 谢慕廷
会计

学院
关于大学生理财的现状分析及合理规划研究 一般

48 申妙云
会计

学院
对证券中介机构监管问题的探讨——由“绿大地”造假引发的思考 一般

49 李琤
会计

学院
网络会计的诞生与发展及其对现行会计体制的冲击 一般

50 黄泽群
会计

学院
IPv6 带来的全球互联网飞跃性革命研究 一般

51 廖慧
会计

学院
“新国十条”后国家强势调控之下的房地产行业的资金管理探析 一般

52 张婷
会计

学院
我国会计代理行生存情况调查 一般

53 王卓然
金统

学院
南昌市廉租房供需与使用状况的调查 一般

54 黄友文
金统

学院
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助学贷款中的应用研究 一般

55 杨意
经济

学院
房产税对房价短期波动影响分析 一般

56 李红珊
经济

学院
大学生厌学的成本效益分析及建议 一般

57 王爱兰
经济

学院
著名景区边缘地带民生状况改善——以江西与安徽为例 一般

58 彭圆圆
经济

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污水排放权交易实践条件和制度研究 一般

59 王玉瑢
经济

学院
三江源经济维稳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一般

60 黄毓
旅城

学院
鄱阳湖周边地区生态旅游承载力研究——以九江地区为例 一般

61 江松华
旅城

学院
江西出境旅游市场生态位调查与角色关系网优化研究 一般

62 李怡
旅城

学院
基于体验经济背景下的游客体验满意度评价研究 一般

63 栗琦越
旅城

学院
校园室内甲醛污染现状调查与评价——以江西财经大学麦庐园为例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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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课题名称 类别

64 马家瑞
旅城

学院
南昌商务会展业与旅游服务业的双向互动研究 一般

65 易红全
旅城

学院
高铁时代旅游目的地发展模式创新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一般

66 潘丽娟
人文

学院

社会遗弃少年社会适应问题的社工介入研究——以南昌三联特殊教

育学校聋哑少年为例
一般

67 吴亮
软通

学院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研究 一般

68 刘明韬
体育

学院
大学体育赛事赞助效果调查——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一般

69 张轲
体育

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体育联赛运行效应研究 一般

70 刘睿娉
外语

学院
弱社会支持外语类大学生就业期望调查 一般

71 赵智慧
外语

学院
中日家族文化比较研究 一般

72 周发忠
外语

学院
《荒原》多个中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一般

73 赵世豪
现经管

学院
产品质量成本控制的研究 一般

74 张红山
现经管

学院
国内外旅游电子商务研究 一般

75 糜霞
现经管

学院
大学生手机消费情况调研与分析 一般

76 陈恩青
信息

学院
基于 VaR 模型的流动性风险度量 一般

77 姜珊
信息

学院
基于 TAM 模型的移动网游采纳研究 一般

78 赖昆锌
信息

学院
基于泛内容的图像检索技术研究 一般

79 李建军
信息

学院

基于钻石模型的区域物流竞争力评价模型与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为

例
一般

80 凌鸿程
信息
学院

基于知识流的创新网络演化分析 一般

81 余雅琪
信息
学院

本科大学毕业生创业成功的社会因素分析 一般

82 艾秋英
研究
生部

后经济危机时期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研究——以广东、陕西
省为例

一般

83 陈妨
研究
生部

基于中低端客户的商业银行‘主银行’消费信贷模式创新 一般

84 陈伟
研究
生部

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区域产业创新体系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 一般

85 陈鑫
研究
生部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盈余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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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课题名称 类别

86 邓宝义
研究
生部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困境与破解对策研究——基于南昌市服务业问卷
调查

一般

87 樊恒希
研究
生部

江西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因素与实证研究 一般

88 高山
研究
生部

论我国企业预算管理实施中存在问题与对策——基于行为科学角度 一般

89 高永彬
研究
生部

遮挡物下肤色与 Gabor 特征分层匹配的人脸检测方法 一般

90 韩帅
研究
生部

中小企业融资与中小金融机构发展 一般

91 胡港云
研究
生部

彭湃农民教育思想研究 一般

92 黄宁平
研究
生部

网络环境下江西政府形象构建研究 一般

93 金东迪
研究
生部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审计意见、审计费用的变化对审计质量影
响的实证研究

一般

94 李妍
研究
生部

差别准备金制度对商业银行经营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般

95 刘厚莲
研究
生部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江西排污权交易运行机制研究 一般

96 刘永高
研究
生部

股市周期、融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分析 一般

97 卢倩
研究
生部

地下空间权法律探析 一般

98 罗焕
研究
生部

江西省南昌市流浪乞讨儿童救助情况调查及政策改进 一般

99 罗青林
研究
生部

构建社区福利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基于财大周边社区的分析 一般

100 骆巧巧
研究
生部

新农村电子商务平台规划及其物流模式研究——以全国“蜜橘之
乡”南丰县为例

一般

101 帅远华
研究
生部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实证研
究

一般

102 孙洪伟
研究
生部

经管类高校精品课程投资政策和应用情况调查 一般

103 涂琛
研究
生部

关于统一我国男女退休年龄的可行性探究 一般

104 王冰
研究
生部

应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创业企业财务管理策略的研究 一般

105 王平
研究
生部

促进我国微型企业创业的财政政策研究 一般

106 王东昊
研究
生部

基于居民地方依恋的古村落旅游资源保护研究——以江西婺源为例 一般

107 董华凌
研究
生部

江西财经大学创业学生学习状况调查研究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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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课题名称 类别

108 文洁
研究
生部

“新农保政策”风险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一般

109 肖泽干
研究
生部

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意愿、行为选择及其激励机制设计——以南昌
市新建县为例

一般

110 谢娟娟
研究
生部

低碳经济视角下江西省产业生态化绩效评价 一般

111 熊凯
研究
生部

南昌企业信心指数调查问卷 一般

112 熊安晋
研究
生部

移动 Adhoc 网络环境下的检验点恢复策略 一般

113 熊凌云
研究
生部

我国新三板企业融资渠道探析 一般

114 闫京京
研究
生部

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公共政策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一般

115 喻恩源
研究
生部

基于能值分析的城市物质代谢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模拟研究——以
鹰潭市为例

一般

116 张小路
研究
生部

基于博弈的直觉梯形模糊数多属性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 一般

117 张毓卿
研究
生部

边界效应与本地偏好—基于江西省对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实证分
析

一般

118 郑思思 研究生部江西赣南稀土产业在 WTO 规则下的有序出口战略研究 一般

119 周玉伟
研究
生部

江西省赣南稀土矿集中区土地复垦潜力研究 一般

120 周星
艺术
学院

城市绿化优良乡土树种——山矾种苗繁育技术研究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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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型人才培养工程特色项目立项一览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资助经费

（万元）
所属单位

1 《经济管理类专业数学分级教学改革》 华长生 万长选 1 信息管理学院

2
《以拓展创业型人才素养为导向的计算机基

础课程教学改革》
刘 谦 万长选 1 信息管理学院

3 《〈创业财务管理〉教学模式创新》 袁业虎 章卫东 2 会计学院

4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财务管理）

创业试验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张曦凤 袁红林 5*3 国际经贸学院

5
《“专业”+“个性”分类培养的能力复合型

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匡小平 肖建华 2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6
《图像传播时代的影视素养教育

——〈影视鉴赏〉课程的立体化教学改革
罗书俊 陈家琪 2 人文学院

7
《高职经管类专业学生网上创业孵化基地建

设探索》
黄泽友 2 职业技术学院

8
《创业（创新）型人才培养视角下的政治理论

课教学创新》
江水法 陈始发 2

马克思主义学

院

9 市场营销创业教育实验班培养模式探索 胡宇辰 陈 明 5*3 工商管理学院

10
《创业型人才培养网络模拟实训中心建设与

推广》
关爱浩 查大元 2

经济管理与创业

模拟实验中心

11 《“软件工厂”实践教学实验》 钟元生 夏家莉 2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2 “创新艺术人才培养工作室”建设》 罗时武 包礼祥 2 艺术学院

13
《〈发展经济学〉课程“三个课堂”联动教学模

式》
肖 璐 陈富良 2 经济学院

14

《创业型人才的培养与大学英语教学改

---“双功能+两阶段+多互动”的大学英语教

学模式》

叶卫华 1 外国语学院

15 《法学（法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邓 辉 5*3 法学院

16 《房地产人才“双证融通”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 邹秀清 吴志军 2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17 《“三植三自”导学模式的深化与推广》 吕江林 1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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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资助经费

（万元）
所属单位

18
创业型人才培养视角下的学院教学质量分析

报告（白皮书）
黄晓泉 2 教务处

19 《基于中国运动竞赛业实践的行业知识教育》 易剑东 朱亚坤 1 体育学院

20 《独立学院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徐国荣 自筹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21 《“三三制”环境模拟交易支持体系建设》 肖文海 陈富良 1 经济学院

22 国际化高端人才特色班培养模式探索
杨 慧 陈卫东

夏贤锋
1 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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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思想道德建设校级课题一览表

序号 主持人 成员 承担单位 课题名称 类别
资助经费

（元）

1 杨正德 刘白明
马克思主义学

院
教师师德建设与师德评价体系研究 重点 3000

2 王金海
陈志平、刘志蓉、

李大晖

学工部(处)、

团委

我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机制与无

意识化研究
重点 3000

3 陈建南 雷迎春、曾爱英 组织部
推进我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保持

党组织的先进性
重点 3000

4 欧阳康

胡文烽、刘 灵、

蔡盈洲、万永和、

廖勇勇、郝海涛、

钟洪涛、孙爱霞

宣传部 江财文化名片工程研究 重点 3000

5 郭 勇
席小炎、刘志蓉、

曹 雯
经济学院

发挥我校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作用的机制研究
一般 800

6 罗福根 赵 磊、黄雨虹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发挥我校专业课老师在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中作用的机制研究
一般 800

7 凃向新 李 援、吴智杨
职业技术

学院
我校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创新路径探究 一般 800

8 丁智慧 王金海、黄雨虹
学工部(处)、

团委

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我校学生宿舍文化

建设的创新研究
一般 800

9 彭清宁

唐磊雯、陈光秀、

饶开明、黄文德、

娄 玮、肖 洁

会计学院 “本硕联动”育人模式的实践和探索 一般 800

10 方 勤

万灵娟、张艳春、纪

春福、孙 瑛、

朱烈民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素质提升的培养机制 一般 800

11 胡 馨
何 洁、文 君、李

慧泽、王丹心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我校主要学生干部成长路径问题研究

学生

课题
500

12 王震南
孙碧琦、易红全、徐

武伟、赖思伍
国际学院

创新我校志愿服务活动的体制、机制问

题研究

学生

课题
500

13 陈倩敏
赵 军、付庆平、

蔡智嘉、邓泳希
人文学院

我校同学人际关系现状、成因及对策问

题研究

学生

课题
500

14 彭小琳
胡海燕、吴小敏、刘

培林、夏文轩、刘 婷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畅通我校学生信息渠道问题研究

学生

课题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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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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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高端论坛2011 2011.10.16 科研处 全国性

2 名师谈教学与科研系列活动—2011年全国高校物流专业教学与科研高级研讨会 2011.5.6 工商管理学院 全国性

3 第三届CFO高端论坛 2011.11.19 会计学院 全国性

4 收入分配与扩大内需专题研讨会 2011.5.27-29 经济学院 全国性

5 全国高校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研讨会 2011.6.17 经济学院 全国性

6 青年学者“经济学前沿研讨会” 2011.9.24 经济学院 全国性

7 中国发展模式与农地制度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10.26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国际性

8 规制与竞争政策国际研讨会 2011.12.3 产经与规制中心 国际性

9 全国财经类院校外语教学研究会 2011.6 外语学院 全国性

10 中国适度普惠福利社会与国际经验研究论坛 2011.7.24 人文学院 国际性

11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 2011.11.1. 法学院 全国性

12 第二届艺术与设计高端论坛 2011.10.21 艺术学院 全国性

13 中国社会学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 2011.7.22 体育学院 全国性

14 期货高端论坛 2011.11.26 证券期货研究中心 全国性

15 全国高等财经院校图书馆馆长2011年年会 2011.5.13 图书馆 全国性

16 第十届中国数量经济学年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暨学术报告会 2011.4.15 信息管理学院 全国性

17 第十六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CIES2011) 2011.11.11 信息管理学院 全国性

18 第五届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管理国际会议(ICMeCG2011) 2011.11.5 信息管理学院 国际性

19 第十三届全国计算机模拟与信息技术学术会议 2011.7.15-17 信息管理学院 全国性

20 第六届中国企业运筹学学术年会 2011.5.6-8 信息管理学院 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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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邀请校外专家讲学一览表

序号 主讲人姓名 主讲人单位 职称/职务 讲学题目 讲学时间 邀请单位

1 高 闯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教授 比较管理研究的困境与发展 2011.4.8. 工商学院

2 刘 新 深圳移动视讯有限公司 博士
企业经营管理基本原则在新媒体的运用——深

圳视讯有限公司成功案例分析
2011.5.28 工商学院

3 马士华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
供应链管理：外包、整合与风险——“分”与

“合”的辩证发展
2011.4.22 工商学院

4 孙丽华 正邦集团 博士 人力资源管理者企业角色 2011.6.27 工商学院

5 王 璞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 教授 商业模式 2011.5.20 工商学院

6 肖鸣政 北京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 教授 谈人力资源管理的趋势与未来 2011.4.2 工商学院

7 李振基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院 教授 亲近自然 2011.10.29 工商学院

8 郭任远 江西江铃出口有限公司 博士 一百年以后 2011.11.17 工商学院

9
罗 飞
张龙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研究生学位论文有关问题讨论 2011.6.10 会计学院

10 甘成久 江西铜业
高级

会计师
江铜套期保值实例分析 2011.6.10 会计学院

11 刘国洋 江西省国资委 副处长 IPO实务以及近年被否否情况分析 2011.10.21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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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讲人姓名 主讲人单位 职称/职务 讲学题目 讲学时间 邀请单位

12 杨高宇 深圳市长城会计师事务所
高级

会计师
企业成本管理与控制 2011.4.19 会计学院

13 王化成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教授 中国会计指数编制研究 2011.11.4 会计学院

14 孔祥云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副行长、高
级会计师

银根紧缩下的民间借贷问题 2011.11.19 会计学院

15 杨 宇 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 分行行长 中国银行业经营现状改革路径分析 2011.11.19 会计学院

16 俞雪花
广东省江门市人力资源和

社保局
局长 从企业的文化视角下谈内部控制 2011.11.19 会计学院

17 张洪刚 兴业证券 总经理 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知识介绍 2011.11.19 会计学院

18 毛鞍宁 中注协、香港注协协会 经理 内部控制和监管环境的最新发展 2011.11.19 会计学院

19 丁 莉 大华会计事务所
高级

会计师

穿行测试案例分析—3000 万元现金是怎样被套

取的
2011.11.19 会计学院

20 乔彦军 深圳市深投教育有限公司
财务部

部长
千秋基业内控造—看《潜伏》话内控 2011.11.19 会计学院

21 秦荣生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党委书记、

教授
我国当前财政经济形势及其走势 2011.11.24 会计学院

22 马衍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博士 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及财政货币政策走向 2011.11.7
财税与公管

学院

23 黄代放 泰豪集团
董事长/高

级经济师
企业发展的环境选择和制度安排 2011.10.17

财税与公管

学院

24 郑庆昌 福建农林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院长/博

导、教授

海峡两岸经济建设及其中部地区的互动发展--兼

谈战略与规划
2011.10.14.

财税与公管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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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讲人姓名 主讲人单位 职称/职务 讲学题目 讲学时间 邀请单位

25 叶 青 湖北省统计局
副局长/博

导、教授
微博，车改与中三角 2011.9.6

财税与公管

学院

26 丛树海 上海财经大学
副校长、教

授、博导
和谐社会与社会保障建设 2011.3.4

财税与公管

学院

27 徐清军
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政策

研究室
博士

《“碳关税、碳标签、碳认证”对国际贸易的影

响及应对策略》
2011.4.9 国贸学院

28 伍世安 江西省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 教授 《围绕问题、两点一框》 2011.4.20 国贸学院

29 赵玉敏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
研究员 《有关初级产品定价机制改革的若干问题》 2011.5.25 国贸学院

30 盛 斌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的挑战》
2011.6.1 国贸学院

31
Prof.Ian

Barnes
林肯大学 教授

“The Economic Crisis in the Eurozone—the

problem of Sovereign debt contagion”
2011.6.19 国贸学院

32 宋 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

研究所
教授 《流通经济前沿问题》 2011.10.16 国贸学院

33 依绍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

研究所
副研究员 《国外流通业比较与借鉴》 2011.10.16 国贸学院

34 张群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

研究所
教授 《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研究》 2011.10.16 国贸学院

35

Philip

Alexander

Crawford

新西兰北方理工学院 教授
“Doing business in the west—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2011.11.04 国贸学院

36 王佳宁 改革杂志社 编审 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与区域差距 2011.5.27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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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杨宜勇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教授 关于当前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问题 2011.5.27 经济学院

38 孟 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及其经济后果 2011.5.27 经济学院

39 葛 扬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中国房地产发展的特殊路径及其问题分析 2011.5.27 经济学院

40 杨宜勇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十二五收入分配的改革理念和工具选择 2011.5.27 经济学院

41 李仁贵 中国社科院经研所 研究员 诺贝尔经济学奖纵横谈 2011.6.8 经济学院

42 刘 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博导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低碳化 2011.6.16 经济学院

43 刘 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博导 为中国国民经济学科的规范化而奋斗 2011.6.17 经济学院

44 金乐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国民经济管理案例教学探讨 2011.6.17 经济学院

45 张 静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博导 国民经济管理专业见中的经验与体会 2011.6.17 经济学院

46 江 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关于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建设的设想 2011.6.17 经济学院

47 霍国成 《经济管理》杂志社 主任 如何提高经济管理类论文投稿命中率 2011.6.19 经济学院

48 黄晓龙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 副巡视员 全球失衡与国际金融危机 2011.10.15 经济学院

49 方 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

济研究部
主任 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2011.10.22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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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Dr Clive

Reynoldson

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会

计，金融与经济学院院长
Professor 世界经济危机的反思 2011.10.26 经济学院

51 王玉宝 江西省社科规划办 副主任 社科开题 2011.10.27 经济学院

52 黄新建 南昌大学 教授 社科开题 2011.10.27 经济学院

53 吴 萨
国务院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地方规划处
处长、博士 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理念与政策解析 2010.10.29 经济学院

54 阎 波 中国保监会研究局
副局长、

博士
保险业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2011.11.26 经济学院

55 熊利平 中国银监会研究局
研究员、

博士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改革与监管 2011.11.26 经济学院

56 涂斌华 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处
副处长、

博士
中国证券业与证券公司的改革发展 2011.11.26 经济学院

57 刘玉平 中央财经大学 教授、博导 资产评估前沿与经济发展 2011.12.10 经济学院

58
Steve

Jewell
英国考文垂大学 高级讲师

Maximising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 art

of reflective writing-Making sense of

critical incidences

2011.11.17 经济学院

59
Marie

Hardie
英国考文垂大学

MBA 课程

主管

The need to be critical in today's turbulent

world-The biscuit exercise
2011.11.17 经济学院

60 蔡继明 清华大学 教授、博导 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 2011.11.22 经济学院

61 郭 熙 江西农大国土学院 副教授 农大国土学院实验室目前建设情况 2011.3.30 旅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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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汪玉奇 江西省社科院 研究员 庐山旅游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2011.4.27 旅城学院

63 郑 翔 庐山管理局 党委书记
庐山旅游文化

发展战略
2011.4.27 旅城学院

64 黄细嘉 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 庐山旅游文化解析 2011.4.27 旅城学院

65 曾宜富 江西省旅游局 巡视员 庐山古代文化评析 2011.4.27 旅城学院

66 杜 侦 江西省教育厅高教处 副处长
科研课题的分类及《申报书》

填写技术
2011.5.25 旅城学院

67 汪立夏 江西省教育厅社政处 处长 从组织策划的角度谈成长、成事和成功 2011.5.26 旅城学院

68 李 勇 南昌市规划局 副局长 城乡规划法规体系 2011.5.26 旅城学院

69 黎 云 鹰潭市旅游局 局长 鹰潭旅游文化产业 2011.11.4 旅城学院

70 胡振鹏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教授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简介 2011.9.1 旅城学院

71 龙登高 清华大学 教授
地权市场与资源配置——制度遗产及当前土地

改革启示
2011.11.25 旅城学院

72 陆忠云 民生银行香港分行筹备组组长
经济学博士、
著名校友

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 2011.4.25 金融学院

73 肖小和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票据部 副总经理 关于我国央行票据 2011.5.4 金融学院

74 丁剑平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所 教授、博导 2011年中国金融复杂性问题分析 2011.6.9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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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刘蔚林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教授
Designing Optimal Contracts to Incentivize

Portfolio Managers
2011.6.8 金融学院

76 向国成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院长、教
授、博导

分工与农业发展 2011.6.10 金融学院

77 朱孟楠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副院长、教
授、博导

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货币：历史责任与未来发展 2011.6.8 金融学院

78 陈 敏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

研究院
副院长、博
导研究员

金融市场资产选择与配置策略研究 2011.10.24 金融学院

79 何德旭 中国社科院 研究员 2012 年社科基金项目指南 2011.10.17 金融学院

80 王朝阳 中国社科院 副研究员 《财贸经济》投稿指南 2011.10.17 金融学院

81 刘红忠 复旦大学

金融研究
院副院长、
系主任、博
导、教授

关于完善货币政策框架的思考 2011.12.9 金融学院

82 江尧民 台湾政治大学金融系
系主任、
博士

Mortgage Contract Choice Decision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Balloon

Mortgage
2011.12.15 金融学院

83
Michael

Faure
荷兰 Maastricht大学法学院 教授 金融危机的保险问题 2011.3.18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84
Michael

Faure
荷兰 Maastricht大学法学院 教授

Towards an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the Chinese

anti-monopoly law?

2011.12.2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85 Beth Farmer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教授 反垄断法下的民事诉讼 2011.12.3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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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Niels

Philipsen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教授 欧洲的竞争倡导和判例法：自由职业的案例 2011.12.3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87 Hila Nevo 以色列 教授 市场界定：欧洲视角 2011.12.3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88 Sharon Oded 荷兰鹿特丹法律与经济研究所 教授 宽松与合规 2011.12.3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89
Stefan

Weishaar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教授 从欧洲视角看竞争法规和市场一体化 2011.12.3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90 Mel Marquis 意大利科学院 教授 欧盟反垄断原理与政府干预 2011.12.3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91 Yariv Ilan 以色列 教授 高技术产业的排他性实践 2011.12.3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92 林 平 香港岭南大学 教授 香港竞争法案：近期进展 2011.12.3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93 张艳华 美国全球经济分析公司 经济师 中国并购控制政策的新进展 2011.12.3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94 高世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副部长
一个为电力系统变化设计的进化的监管制度：它

能持续吗
2011.12.4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95 于良春 山东大学 教授 中国产业行政垄断的效果和影响研究 2011.12.3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96 吴 涛 中央财经大学 教授 网络产业中垄断案件的市场界定 2011.12.3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97 张 晓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环境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解 2011.12.4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98 郑世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教授 电信改革对中国生产率的影响 2011.12.4
产业经济与

规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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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沈 卫 江西省科技厅 副处长 科技计划体系及有关计划申报 2011.1.5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100 钟荷花 江西省科技厅 研究员 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及申报 2011.1.5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101 卢 荣 江西省科技厅 副处长 科技平台建设与发展 2011.3.9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102 王 萍 江西省科技厅 副处长 江西省科技奖励及申报 2011.5.11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103 丁晓鸿 深圳振华富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科技创新与企业发展 2011.4.12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104 杨邦朝 电子科技大学 教授、博导 新能源产业发展及前景分析 2011.10.28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105 陈坚林 上海外国语大学 教授 外语教学研究与研究方法 2011.4.13 外语学院

106 谢宗兴 台湾实践大学 教授 国际贸易的付款条件 2011.11.11 外语学院

107 熊跃根 北京大学 教授博导 社会工作理论 2011.12.2 人文学院

108 李 季 清华大学
博士

副教授
用发展的眼光展望中国文化产业 2011.11.30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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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翟 量 江西电视台 无 走出木讷无文的窘境，踏上言志传神的坦途 2011.10.20 人文学院

110 许正林 上海大学 教授 新闻专业主义理想与现实难度 2011.6.8 人文学院

111 徐子方 东南大学 教授博导 关于关汉卿戏曲艺术 2011.5.10 人文学院

112 郁德芬 香港基督教青年会 总经理 社会企业 2011.3.17～19 人文学院

113 刘孚威 省委宣传部 研究员 协调社会矛盾，加强社会管理 2011.4.14 人文学院

114 肖建华
加拿大多伦多市政府的社会

发展部
监查员 社会服务行政与管理 2011.11.17、18 人文学院

115 邹婉怡 加拿大孟善老人院 无 加拿大养老问题及长者社会服务的发展 2011.11.17、18 人文学院

116 张春朗 深圳广电集团 处长 新形势下广电传媒的突围之路 2011.12.9 人文学院

117 Nicolai 美国凤凰城大学 教授 Linux and the law 2011.4.11 法学院

118 王全兴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教授、博导 社会若干热点问题探讨 2011.4.18 法学院

119 单飞跃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教授、博导 法律文化与中国经济法 2011.4.18 法学院

120 陶广峰
南京财经

大学
教授、博导 司法改革与中国经济法的实现 2011.4.18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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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刘仁山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博导 中国涉外民商事法制的建设问题 2011.4.22 法学院

122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博导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情况报告 2011.4.29 法学院

123 于志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教授、博导 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及其对策 2011.5.20 法学院

124 赵万一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博导 中国民商事立法----回顾与展望 2011.5.23 法学院

125 孙宪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教授、博导 民法前沿问题 2011.6.30 法学院

126 张世明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博导 企业法律形态：国家与公司的同构性 2011.9.22 法学院

127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博导 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途径 2011.10.11 法学院

128 謝祖松 臺灣銘傳大學 副教授 臺灣專利法制介紹 2011.10.28 法学院

129 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法治与发展、改革、创新的关系 2011.11.01 法学院

130 应松年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教授、博导 行政强制法的热点问题 2011.11.01 法学院

131 江必新 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 行政诉讼法修改若干问题 2011.11.01 法学院

132 胡建淼 国家行政法学院 教授、博导 关于构建法律适用学的几个问题 2011.11.02 法学院

133 叶必丰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博导 行政裁决：地方政府的制度推力 2011.11.02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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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刘凯湘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人格权的宪法意义与民法表述 2011.11.6 法学院

135 许明月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博导 经济社会化与经济法 2011.11.24 法学院

136 徐子方 东南大学 教授、博导 漫谈关汉卿的戏曲艺术 2011.5.10 艺术学院

137 卢善芬 江西省设计委员会 教授 追随设计——设计与审美 2011.5.20 艺术学院

138 徐希茅 江西师范大学音乐系 教授 《幸福家园步步高》作品讲解及合唱队作品指导 2011.5.27 艺术学院

139
Nir

Sadovnik
纽约大学音乐与表演系教授 教授 美国音乐教育及爵士钢琴音乐 2011.7.4 艺术学院

140 李立新 南京艺术学院 教授、博导 设计哲学——一个草根的理论 2011.10.22 艺术学院

141 李砚祖 清华大学 教授、博导 中国传统造物的现代转换 2011.10.22 艺术学院

142 陈汗青 武汉理工大学 教授、博导 艺术创新思维——设计携手行 2011.10.23 艺术学院

143 赵小源 江西省舞蹈家协会
国家一级
导演

舞蹈演员舞台表演工基本要求 2011.10.31 艺术学院

144 盛凤麟 江西省音乐家协会
名誉

副主席
声乐艺术发展与现状 2011.10.13 艺术学院

145 黄玉英 江西科院音乐学院 教授
中国民歌兴国山歌的演唱特色——客家山歌的

演唱特点
2011.11.17 艺术学院

146 森田昌嗣 日本九州大学 教授 九州大学感性设计教育计划的发展 2011.8.11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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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秦 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 教授/博导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深化 2011.11.21 艺术学院

148 杜亚雄 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博导 中国乐理的十个基本概念 2011.11.19 艺术学院

149 杜亚雄 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博导 音乐学研究生培养及论文写作 2011.11.21 艺术学院

150 谭广鑫 华南师范大学 编辑 体育科研论文的发表与撰写 2011.10.10 体育学院

151 郭德宏 中共中央党校
原党史教
研部主任

党史研究的前沿与热点 2011.2.27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52 汪世荣 西北政法大学 校长助理 如何运用司法档案进行法学研究 2011.2.27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53 严书翰 中共中央党校
中国科学社
会主义教研
部主任

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几点看法 2011.4.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54 牛先锋 中共中央党校

中国科学
社会主义
教研部副
主任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几点解读 2011.4.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55 张翼星 北京大学
哲学系博
士生导师

西南联大哲学名师
的风采

2011.4.1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56 张雷声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
义学院
党委书记

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 2011.11.10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57 林桂杰 美国加州大学 教授
A Real-Time Service-Oriented Framework to

Support Sustainable Systems
2011.05.16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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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卢 苇 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博士

生导师
软件工程科研团队建设的思考 2011.04.07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59 罗军舟 东南大学
教授，博士

生导师
网络可信可控模式研究 2011.07.19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60 于 戈 东北大学
教授，博士

生导师
物联网应用问题与挑战 2011.07.1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61 金 海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博士

生导师
云计算的过去、现在、将来 2011.06.22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62 孙茂松 清华大学
教授，博士

生导师
人工智能在软件项目风险管理分析中的应用 2011.08.18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63 傅育熙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博士

生导师
软件设计形式化方法与验证 2011.08.16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64 欧阳丹彤 吉林大学
教授，博士

生导师
基于模型诊断最新研究报告 2011.08.12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65 冯 玲 清华大学 教授 情境感知的数据管理与服务模式研究 2011.07.29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66 李建民 清华大学
教授，博士

生导师
机器学习在视频检索中的应用 2011.08.10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67 卢 苇 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博导 开拓创新，建设高水平国际软件学院 2011.09.24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68 卢 苇 北京交通大学软件学院 教授、博导 以就业为导向，强化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 2011.09.24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69 李 彤 云南大学软件学院 教授、博导 关于软件学院管理的若干思考和实践 2011.5.5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70 吴国琛 省山江湖办 研究员 鄱阳湖流域绿色发展与创新 2011.1.9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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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李 周 中国社科院 研究员 生态经济学科前沿 2011.3.20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72 陈劲松 中国社科院 研究员 中国三农问题出路 2011.4.2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73 吕新业 中国农科院 研究员 转基因大豆安全问题 2011.3.18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74 李秀彬 中国地理学会 副理事长 土地利用转型假说的理论解释及其推论 2011.4.28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75 刘 兵
江西省人民政府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建设办公室
副主任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和实施情况 2011.5.16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76 沈月琴 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配套问题研究 2011.8.9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77 喻方圆 南京林业大学 教授博导 森林生态学动态 2011.11.10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78 吴志峰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院长教授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低碳生态城市建设问题与思

考
2011.11.12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79 毕 军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博导 转型期环境政策的使命与挑战 2011.11.27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80 程应智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企业财务工作流程与决策 2011.11.07

经济管理与

创业模拟实

验中心

181 张光海 江西荣格智能化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创业思维 2011.03.16

经济管理与

创业模拟实

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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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陈 雷 香港科技大学 教授 Web数据管理新热点问题 2011.7.9
信息管理

学院

183 陈文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海军兵种

指挥学院
教授 计算机软件进化规律的知识挖掘 2011.10.13

信息管理

学院

184 贺志胜 江西省科技厅 处长 江西省优势科技创新团队建设 2011.9.16
信息管理

学院

185 霍晓明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教授

《Modeling with (Possibly Financial) Time

Series》《Detectability Theory and Image

Processing》

2011.7.4
信息管理

学院

186 贾仁安 南昌大学 教授/博导 反馈系统发展仿真分析 2011.5.12
信息管理

学院

187 李雪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教授/博导 中国“十二五”时期的机遇、挑战与发展战略 2011.4.6
信息管理

学院

188 李子奈 清华大学 教授/博导 关于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思考与创新 2011.4.6
信息管理

学院

189 梁丽萍 香港岭南大学
博士/助理

教授
库存管理中的服务水平协议设计 2011.6.23

信息管理

学院

190 毛基业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博导 实证研究的理论贡献 2011.9.22
信息管理

学院

191 孟小峰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博导 《CCF走进高校》报告——Web数据海洋中的方舟 2011.9.1
信息管理

学院

192 孟小峰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博导 数据管理研究新视角 2011.9.2
信息管理

学院

193 盛昭瀚 南京大学 教授 复杂管理问题研究——方法论创新与重大工程研究 2011.11.30
信息管理

学院

194 盛昭瀚 南京大学 教授 关于学院科学研究工作组织 2011.11.30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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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涂序彦 北京科技大学 教授 智能化与信息化 2011.6.15
信息管理

学院

196 汪同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教授/博导 通货膨胀成因分析 2011.4.6
信息管理

学院

197 王 俊 江西省教育厅 调研员 如何做大做强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 2011.10.13
信息管理

学院

198 乌家培 国家信息中心 教授/博导 物联网产业及其发展 2011.6.10
信息管理

学院

199 徐永南
美国Transaction Network

Services公司

系统

架构师
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现状和发展 2011.11.3

信息管理

学院

200 叶 强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授 电子商务中的在线服务挽回 2011.11.4
信息管理

学院

201 张屹山 吉林大学 教授/博导 企业内部权力结构与企业绩效 2011.4.6
信息管理

学院

202 钟荷花
江西省

科技厅
研究员 江西省优势科技创新团队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申报 2011.9.16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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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江西财经大学聘任客座教授一览表

聘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聘任专业 聘任日期 聘任单位

2011001
许祺利 KOH
Kee Lee

1958 年 12 月 Business Development/Director
E.Mation Technologies

Pte Ltd
6596790311 市场营销 2011.1.21

经济管理与创业模
拟实验中心

2011002 余承萱 1955 年 1 月
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高级经济师
江西省华景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8108228 工程管理 2011.3.3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2011003 郑 翔 1960 年 3 月 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 庐山管理局 无 旅游管理 2011..3.3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2011004 刘 新 1965 年 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深圳市移动视讯有限公司 无 企业管理 2011.5.5 工商管理学院

2011005 胡世平 1965 年 10月 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江西省盐业集团公司 0791-6373768 企业管理 2011.5.5 工商管理学院

2011006 王 璞 1968 年 总裁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 86-021-63916999 企业管理 2011.5.11 工商管理学院

2011007 霍晓明 1971 年 9 月 研究生项目副主任
AssociateProfessor
(tenured)副教授

（404）385-0354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2011.6.18 信息管理学院

2011008 胡淑珠 1963 年 8 月 省高院副院长/一级高级法官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13870992677 法学 2011.6.18 法学院

2011009 倪百祥 无 行长/高级经济师 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 无 金融学 无 金融学院

2011010 孟小峰 1964 年 5 月 副院长/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18601352392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2011.9.1 信息管理学院

2011011 森田昌嗣 1954 年 1 月 院长/教授 九州大学综合新领域学院 +81925534533 艺术设计 2011.9.8 艺术学院

2011012
FORMICAPie

rre-Alain
1952 年 10月 设计总监/高级建筑设计师

FormicaArchitectureOff

ice
0041 22 786 04 83

建筑与环境

艺术设计
2011.9.13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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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3 周 毅 1963 年 8 月
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高级工

程师
中国移动江西公司 13803510111 企业管理 2011.9.29 工商管理学院

2011014 张邦辉 1953 年 11月 副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郑州商品交易所 无 金融学 2011.9.27 金融学院

2011015 管 涛 1970 年 11月 副司长/副研究员 国家外汇管理局 无 金融学 2011.9.27 金融学院

2011016 刘 兵 1966 年 11月 副主任/研究员
江西省人民政府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建设办公室

86232988，
13607005365

生态经济 2011.10.16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2011019 钟健尧 1960 年 8 月 高级经理/高级研究员
美国国际商业机器股份有
限公司 美国华生研究中

心（IBM）
1-914-945-3422

管理科学与
工程

2011.10.25 信息管理学院

2011020 郁德芬 1951 年 11月 会长 香港社会企业总会 852-9308-9896 社会工作 2011.10.24 人文学院

2011021 张雷声 1954 年 2 月 书记/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1365124375

马克思主义
理论

2011.11.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1022 胡志勇 1965 年 3 月 总审计师/高级审计师 江西省审计厅 13870666199 审计 2011.11.17 会计学院

2011023 邵智宝 1962 年 6 月
党委书记兼行长
/高级会计师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东省
分行

020-38186633 金融学 2011.11.18 金融学院

2011024 仝允桓 1950 年 1 月 主任/教授、博导
清华大学绿色跨越研究中

心主任
86-10-62789946 企业管理 2011.5.11 工商管理学院

2011025
FORMICA-LA
VANCHY

Catherine
1958 年 6 月 总经理/高级建筑设计师

FormicaArchitectureOff
ice

0041 22 786 04 83
建筑与环境
艺术设计

2011.9.13 艺术学院

2011026 胡 强 1962 年 3 月 厅长/教授 江西省财政厅 079187287696
国民经济计
划与管理

2011.12.6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2011027 刘上洋 1951 年 8 月 省委宣传部部长 江西省委宣传部 无 文化产业 2011.12.8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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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出国（境）人员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出访地区 出访日期 出访内容

1 罗书俊 日本 2011/01/05—4/01 参加日本电通公司培训（公派留学）

2 桂荷发 新加坡 2011/01—2012/01 新加坡国立大学（公派留学）

3
杨建峰、邱慈孙、杨丽琳、

胡德龙、王海南、沈 波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

校区
2011/02/05—8/04 参加教师培训

4 徐旭川 美国 2011/02/06—12 美国费城阿卡迪亚大学访问学者

5 匡小平、杨得前 日本 2011/02/12—02/17 赴日本立命馆大学参加国际会议

6 汪 洋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2011/02—06 访问学者（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赞助）

7 李 民 日本九州大学 2011/03/03 第六届感性工学会国际会议

8 杨巨成 韩国 2011/03—06 韩国国立全北大学访学（国家公派）

9 勒中坚、杨 波 美国 2011/05/13—05/22 第 25届国际并行与分布式处理会议

10
廖进球、李良智、蔡升桂、

刘志华
英国、芬兰、瑞典 2011/05/23—6/03

学术访问伦敦城市大学、埃塞克斯大学、南安普顿大学、奥卢大学、

卡尔斯坦的大学。

11 罗福根、丁美东、吴军民 越南 2011/06/22—6/28 越南国立大学—经济贸易大学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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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出访地区 出访日期 出访内容

12
林冰红、汪玉兰、黄荃、

黄燕红、蓝青、缪丽、

朱林韬、肖锐

英国 2011/07—08 前往英国考文垂大学参加师资培训

13 李文明 英国 2011/07—2012/02 英国考文垂大学访问学者

14 张维刚 英国 2011/07/05—7/09 第 16届东亚音乐和乐器研讨会

15 曹玉珊 英国 2011/07/17—8/01 英国伦敦 ACCA总部培训

16 周 玫、吴良平 美国 2011/07/21—08/01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学术访问考察

17 陈县英 澳大利亚 2011/07—08 埃迪斯科文大学考察

18 吕腮菊 周矿先 英国 2011/07—2012/08 暑期夏令营领队

19 卢福财 美国 2011/08/02—08/14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访问讲学

20
王自力、陶 然、王雪峰、

罗世华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2011/08/26—2012/02 参加教师培训

21 张富国 瑞士 2011/08—2012/07 瑞士弗里堡大学交流访问学者

22 王 乔 俄罗斯、捷克、匈牙利 2011/09/13—9/25 随省教育厅组团出访教育交流

23 高杨松 比利时、丹麦、瑞典 2011/09/13—09/25 随教育部组团出访，教育交流访问



322

序号 姓名 出访地区 出访日期 出访内容

24 王金华 彭清宁肖 珑 加拿大 2011/09/24—29 教育交流访问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等四所大学

25 唐颖军 美国 2011/10—2012/09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访问学者

26 吴时辉 美国 2011/10—2012/08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访问研究

27 温 瑞 丹麦、芬兰、瑞典 2011/10/13—10/22 随省人大组团出访考察低碳经济

28
易剑东、黄泽友

蒋岩波

奥地利、

德国
2011/10/19—28

赴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维也纳新城应用经济与科技大学、德国

柏林应用科技大学、杜塞尔多夫应用科技大学等四所大学进行教育

交流访问

29 廖国琼 英国 2011/10/24—28 参加第 20届 ACM信息和知识管理国际会议

30 马 珂 美国 2011/10/25—30
赴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参加全球大学生交换平台(ISEP)项目主

管培训会议

31 肖华茵 肖明辉、朱小红 日本、韩国 2011/10/30—11/08
赴日本冈山商科大学、冈山外语学院、韩国亚洲大学、庆熙大学教

育交流访问

32 蔡升桂 南非 2011/10/30—11/08 赴南非纳塔尔大学教育交流访问

33
王 乔 陆 旭、陈始发

潘 莹
美国 2011/11/29—12/04 赴美国 NYIT,加州富乐顿校区、米勒索维尔等大学教育交流访问

34 吴照云 毕珍华、廖卫东 澳大利亚 2011/12/6—11 赴澳大利亚合作院校教育交流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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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出访地区 出访日期 出访内容

35 王金海 香港、澳门 2011/12/12 随省教育厅组团出访

36 伍世安 埃塞俄比亚、南非、土耳其 2011/12/29 随省人大组团出访

37 伍世安 罗 锐
台湾实践

大学
2011/03/25—30 参加校庆庆典

38 胡 玲 吕晓梅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 2011/06/09—16 研讨会

39 涂艳、王明华等 30人
台湾实践

大学
2011/07/11—25 专业课程研习及学术访问

40 杨翎逸
台湾实践

大学
2011/09/08—2012/01 交换学习

41 程淑珍、吴志斌
台湾政治

大学
2011/09/14—2012/01 学术交流与研习

42 曹文利 台湾 2011/10/31—11/7 访问考察

43 肖华茵 台湾 2011/10/25—29 台湾李国鼎数位知识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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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1 年度“科研十强”排行榜

一

李志龙 1977年出生，统计学院教授、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非线性泛函分析研究、数理金融研究

2011 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Maximal and minimal point theorems and Caristi'sfixed point theorem，

Fixed Poi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2．论文： Fixed point theorems in partially ordered complete metric spaces，

Mathematical and Computer Modelling
3．论文：二阶非线性变系数奇异微分方程的周期解，数学进展

二

蒋悟真 1972 年出生，法学院教授、博导。

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研究。

2011 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我国预算法修订的规范分析，法学研究

2.论文：反垄断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中外法学，第二届“中国法学优秀

成果奖”二等奖

3.论文：经济法总论研究之检视，法学评论

三

万树平 1974年出生，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决策分析、信息融合、金融工程

2011 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Applying Triangular Fuzzy Number for Multi-sensor Object Recognition[J].
Kybernetes

2.论文：Applying Interval-value Vague Set for Multi-sensor Target Recogni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IJICIC)

3.论文：基于区间直觉梯形模糊数的多属性决策方法[J]. 控制与决策

四

陈 滨 1971年出生，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讲师，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混沌及其在雷达和通信的应用、射频电路。

2011 年主要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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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 Assess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 of chaotic
sequences using a phase space method.中国科学

2. 论 文 ：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Hopfield Hyperchaos
Sequence Based on APAS Theorem.Advances in Intelligent and Soft Computing

3.专著：混沌波形的相关性—相空间轨迹与混沌序列自相关特性，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出版社

五

黄欣荣 1962年出生，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复杂性科学方法论、技术哲学。

2011 年主要科研成果：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复杂性科学的复杂性方法研究

2.专著：复杂性科学方法及其应用，重庆大学出版社

3.专著：现代西方技术哲学，江西人民出版社

六

杨飞虎 1972 年出生，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管理系主任、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投资经济理论。

2011 年主要科研成果：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共投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研究

2.研究报告：预防和治理我国公共投资领域腐败的建议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

3.论文：公共投资中的腐败问题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 1980-2008 年的实证分

析，经济管理

七

谢花林 1979 年出生，鄱阳湖生态研究院教授，博导。

主要研究方向：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生态系统管理。

2011 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基于 GIS 的区域关键性生态用地空间结构识别方法探讨，资源科学

2、专著：区域生态用地的演变机制与调控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3、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生态安全评价的赣南红壤丘陵区土地利用优

化模式研究

八

孔凡斌 1967 年出生，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主要研究方向：生态经济理论与政策、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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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滨湖地区农村贫困特征及扶贫资金需求供给分析，经

济地理

2．论文：基于收入结构差异化的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分析--以江西为例，中国农

村经济

3．专著：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与生态扶贫问题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九

曹俊文 1962 年出生，统计学院教授，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应用统计分析；资源环境统计与分析。

2011 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江西省产业部门碳排放特征及减排途径，经济地理

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投入产出技术能源消费效率及对环境影响研究

3.专著：中国能源消费及环境影响投入产出分析，江西人民出版社

十

陶长琪 1967 年出生，数量经济学专业首席教授，博导。

主要研究方向：数量经济理论。

2011 年主要科研成果：

1、专著：基于融合的信息产业自主创新与产业成长的协同机制，第十四届江西

省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2、专著：基于融合的信息产业系统演进与协同机制，第十二届江西省高校人文

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3、论文：随机前沿方法的研究进展与展望，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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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1 年度青年老师“科研五强”简介

一

张利国 1977 年生，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生态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教授，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农产品安全。

2011 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我国区域粮食安全演变：1949-2008，经济地理

2．论文：农户从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行为研究，农业技术经济

3．专著：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二

欧阳静 1982 年出生，财税与公管学院讲师，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政府管理和基层治理。

2011 年主要科研成果：

1．专著：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论文：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的策略主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3．论文：资源匮乏、多维目标条件下的乡镇政府运作，改革

三

刘喜平 1981 年出生，信息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Web 数据管理、信息检索的研究。

2011 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Returning Clustered Results for Keyword Search on XML Documents.

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2．课题：基于语义的 XML 检索结果优化技术研究，省教育厅科技术项目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隐式反馈和伪反馈的XML文本文档检索技术研究

四

吴朝阳 1975 年出生，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大宗商品国际价格 区域经济一体化

2011 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资源性商品国际定价格局演化趋势与中国的对策，国际贸易

2．论文：中国大宗进口商品国际定价权缺失原因及优化，现代经济探讨

3．论文：中国—东盟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及对策思考，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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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李毅学 1974 年出生，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金融

2011 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委托监管下存货质押融资的关键风险控制指标[J]．系统工程理论与

实践

2．论文：物流金融中季节性存货质押融资质押率决策[J]．管理科学学报

3．专著：快递业物流金融创新：网购时代的新金融，经济科学出版社

（科研处提供）

教职工

博士生导师新增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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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研教字〔2011〕12 号

姓 名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孔凡斌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谢花林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陈始发 0201Z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周书俊 0201Z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姚林香 020203 财政学

席卫群 020203 财政学

汪 洋 020204 金融学

邹 玲 020204 金融学

邓 辉 0202Z1 法律经济学

蒋悟真 0202Z1 法律经济学

蒋岩波 0202Z1 法律经济学

杨 峰 0202Z1 法律经济学

易剑东 1201Z2 公共经济与管理

李春根 1201Z2 公共经济与管理

章卫东 120201 会计学

谢盛纹 120201 会计学

张孝锋 120202 企业管理

黄丽娟 120204 技术经济与管理

（校公文系统）

职务任免情况

江财党字〔2011〕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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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盈洲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涂艳任校团委副书记（副处级）；

韩国玉任信息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免去张军的信息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1〕 49 号

陈荣任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卢建华任正处级辅导员；

毛细荣任正处级辅导员；

唐海燕任副处级辅导员；

鲁决斌任副处级辅导员；

车友财任副处级辅导员；

李 援任副处级辅导员；

罗福根同志任调研员；

王珂琍同志任副调研员；

免去罗福根的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1〕 29 号

龚美君任党委办公室秘书科科长；

郑威任党委办公室秘书科秘书（正科级）。

免去郑威的党委办公室调研科副科长职务。

江财党字〔2011〕 54 号

胡雪琴任党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廖勇勇任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

匡琳任党委宣传部网络信息管理办公室主任；

郝海涛任党委宣传部校报编辑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钟洪涛任党委宣传部宣传教育科副科长（主持工作）；

肖慜任党委宣传部影视科副科长；

郭海峰任党委学工部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正科级）；

远翠平任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干事（正科级）；

唐磊雯任会计学院党总支干事（副科级）；

邱晓平任金融学院党总支干事（正科级）；

周洪任金融学院正科级辅导员；

涂远武任统计学院党总支干事（正科级）；

张雅娟任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党总支干事（副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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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华任国际学院分团委书记；

赵磊任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

魏丽艳任人文学院分团委书记；

娄玮任会计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匡仁相任国际经贸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张毅任金融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顾勇任统计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陶志超任信息管理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王昊任法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免去：

鲁决斌的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职务；

陈继华的党委组织部副科级组织员职务；

廖勇勇的党委宣传部宣传教育科副科长职务；

郝海涛的党委宣传部影视科副科长职务；

汤晓军的研究生部团总支书记职务（自 2011 年 9 月起解聘）；

黄文德的会计学院分团委书记职务；

唐磊雯的会计学院副科级辅导员职务；

黄先明的国际经贸学院分团委副书记职务（自 2011 年 9 月起解聘）；

邱晓平的金融与统计学院分团委书记职务；

周洪的金融与统计学院党总支干事（正科级）职务；

涂远武的金融与统计学院党总支干事（正科级）职务；

韩国玉的信息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职务；

吴永卫的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党总支干事（正科级）职务。

江财党字〔2011〕 34 号

刘小瑜任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

段远鸿任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

黄文德任会计学院副处级组织员。

免去：

刘小瑜的研究生部党总支书记职务；

段远鸿的研究生部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江财字〔2011〕109 号

方志军为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邹秀清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黄茂军为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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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为法学院副院长；

詹新寰为体育学院副院长。

免去：

万常选的信息管理学院院长职务；

陈荣的财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职务；

王珂琍的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职务。

江财字〔2011〕 42 号

胡建国任金融学院党总支书记；

毛小兵任统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邹春发任金融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免去：

胡建国同志的金融与统计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

邹春发同志的金融与统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江财字〔2011〕 94 号

罗良清为统计学院院长；

魏和清为统计学院副院长；

罗世华为统计学院副院长；

潘文荣为统计学院副院长；

汪洋为金融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桂荷发为金融学院副院长；

解聘：

罗良清同志的产业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职务；

王拓同志的金融与统计学院副院长职务；

王金佑同志的金融与统计学院副院长职务；

汪洋同志的金融与统计学院副院长职务；

桂荷发同志的金融与统计学院副院长职务；

魏和清同志的金融与统计学院副院长职务；

毛小兵同志的研究生部副主任职务。

江财字〔2011〕76 号

肖兴富为基建办主任兼校产处副处长；

刘小瑜为研究生部副主任（兼）；



333

潘桦为麦庐园校区综合办主任（兼）；

邢小明为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免去肖兴富的麦庐园校区综合办主任职务。

江财字〔2011〕97 号

杨荣、刘兴华为金融学院副院长。

免去邹勇文的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职务；

免去吴家宇的法学院副院长职务。

江财字〔2011〕82 号

郑志强为体育学院院长。

免去易剑东兼任的体育学院院长职务；

免去吕江林的金融与统计学院院长职务，由汪洋副院长主持金融与统计学院工作。

江财人事字〔2010〕 37 号

蔡前为社会学系主任。

职务聘期自 2010 年 12 月 27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解聘银平均的社会学系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1〕24 号

胡雪琴为人事处办公室主任；

陈继华为人事处师资科科长；

何金伟为教务处教学建设科科长；

宋丽萍为财务处会计一科副科长；

徐志国为后勤保障处办公室副主任；

刘裔为后勤保障处质量监督科副科长；

李彦敏为校产处(基建办)造价管理科科长；

单建海为校产处(基建办)房产管理科副科长（主持工作）；

邹亮为校产处(基建办)基建管理科副科长；

秦建兵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办公室主任；

吕腮菊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留学生科科长；

宋卫为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办公室主任；

刘剑玲为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秘书（正科级）；

王婷君为档案馆办公室主任；

杨旻为档案馆人事档案科科长；

宗云为经济管理与创业实验中心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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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为国际学院国际涉外事务科科长；

程春凤为国际学院办公室副主任；

沈蓓为继续教育学院教学管理科科长；

杨燕为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纪江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办公室主任；

黄天发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肖安生为会计学院办公室主任；

潘素秋为会计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舒长青为金融学院办公室主任；

闵霞为金融学院办公室副主任；

施小蓉为金融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刘芳为统计学院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张莉为统计学院教学秘书（副科级）；

金晓凌为外国语学院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温华为外国语学院办公室副主任；

文晓玲为法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王萍为高等教育研究所办公室主任；

罗珏为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所办公室主任；

刘方为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办公室主任；

刘丽芳为校医院办公室主任。

解聘宗云的后勤保障处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解聘胡跃的后勤保障处质量监督科副科长职务（自 2011 年 9 月起解聘，保留副

科级待遇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解聘李彦敏的校产处房产管理科科长职务；

解聘朱建斌的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办公室主任职务（自 2011 年 9 月起

解聘）；

解聘肖安生的会计学院行政秘书（正科级）职务；

解聘舒长青的金融与统计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解聘闵霞的金融与统计学院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解聘刘细发的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培训中心主任职务（自 2011 年 9 月起解聘）。

江财人事字〔2011〕31 号

李忠民为法学实验中心副主任；

徐光华为法学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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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徐丽媛的法学系副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1〕 30 号

刘旦为房产与土地管理系主任；

李洪义为房产与土地管理系副主任；

周早弘为资源环境系主任。

解聘邹秀清的房产与土地管理系主任职务；

解聘黄和平的资源环境系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1〕25 号

刘克春为企业管理系主任；

宋丽丽为企业管理系副主任；

解聘邢小明的企业管理系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1〕35 号

毛澄映为软件工程系主任。

解聘黄茂军的软件工程系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1〕34 号

彭澄升为综合教研室主任；

彭永善为体育理论教研室副主任。

解聘詹新寰的体育理论教研室副主任职务；

解聘邹飞鹏的综合教研室副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0〕 38 号

饶晓辉为国际经济系主任；

胡德龙为经济学系副主任。

解聘李国民的国际经济系主任职务。

聘任：

王国忠为货币银行系主任；

彭玉镏为国际金融系主任；

李英为国际金融系副主任；

邹朋飞为货币银行系副主任；

闵晓平为证券投资系主任；

钟小林为证券投资系副主任；

刘紫云为保险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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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邓为保险系副主任；

解聘：

杨荣的金融与统计学院货币银行系主任职务；

舒海棠的金融与统计学院货币银行系副主任职务；

刘兴华的金融与统计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职务；

彭玉镏的金融与统计学院国际金融系副主任职务；

闵晓平的金融与统计学院证券投资系主任职务；

钟小林的金融与统计学院证券投资系副主任职务；

刘紫云的金融与统计学院保险系主任职务；

曹邓的金融与统计学院保险系副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0〕 36 号

聘任：

熊景群为人事处人事科科长；

李晓锋为幼儿园园长（正科级）；

张步云为保卫处办公室主任；

罗威为保卫处麦庐园保卫科副科长；

刘峰为国际学院涉外事务科副科长；

彭敏为信息管理学院办公室主任；

赵筱嫒为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秘书（副科级）；

程星为体育学院教学秘书（副科级）。

解聘：

孙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办公室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1〕32 号

聘任：

熊青为教学实验中心副主任。

解聘：

蔡盈洲的传播系主任职务；

李旭的中文系副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1〕26 号

聘任：

徐崇波为财政系主任；

吴军民为公共事业管理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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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道田为行政管理系主任。

解聘：

肖建华的财政系主任职务；

吴军民的行政与公共事业管理系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1〕28 号

聘任：

徐慧植为数理统计系主任；

任俊柏为数理统计系副主任；

杨头平为经济统计系主任；

平卫英为经济统计系副主任。

解聘：

潘文荣的金融与统计学院统计系主任职务；

李燕辉的金融与统计学院统计系副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1〕29 号

聘任：

杨波为实验中心主任；

胡平波为数学与数量经济系主任；

万建香为数学与数量经济系副主任。

解聘：

罗世华的数学与决策科学系主任职务；

胡平波的数学与决策科学系副主任职务；

邓琨的实验中心副主任职务。

（校公文系统）

职称评聘情况

江财职称字〔2011〕4 号

聘任 68 位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教授（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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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星星 王柱国 杨得前 刘彪文 刘克春 杨晓玲 吴昌南 刘振林

郭亚雄 袁业虎 詹国华 杨飞虎 杨友孙 付 琼 文革红 杨 莉

袁非牛 陈 红 彭建斌 陈 明 郑志强 彭玉镏 吴 飞

以上同志聘期从 2010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0 月。

二、副教授（37 人）

陈 凌 徐光华 徐聪颖 蔡芳宏 万谊娜 李建军 宁 亮 邱文华

徐 健 杨丽琳 吉伟莉 蒋 珩 邹朋飞 封福育 罗昌瀚 李洪义

李 明 邹勇文 胡绵好 刘 炜 张富国 万建香 蔡盈洲 蒋国河

陈文钢 贾 莉 钟达祥 温 强 林 莉 刘世健 余文斌 徐腊梅

刘晓泉 廖汗成 陈 辉 李小侠 喻 玲

以上同志聘期从 2010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0 月。

三、研究员（2 人）

袁 雄 史言信

以上同志聘期从 2010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

四、副研究员（3 人）

陶春海 吴小珊 姜海花

以上同志聘期从 2010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

五、高级工程师（2 人）

肖清雷 季小刚

以上同志聘期从 2010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0 月。

六、高级经济师（1 人）

王 芳。聘期从 2010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0 月。

以上 68 位同志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者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1〕 8 号

聘任 8 位同志担任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高级会计师（1 人）

郭爱武

二、工程师（7 人）

熊 斐 王 炜 王 昊 邓桢俊 邹万平 谢 放 肖晓梅

江财职称字〔2011〕 2 号

聘任 93 位同志担任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副教授(2 人)

黄飞鸣 汤 慧

以上同志的聘期：黄飞鸣从 2010 年 8 月至 2013 年 7 月;汤慧从 2010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

二、副研究员（1 人）

许光伟

聘期从 2010 年 8 月至 201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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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讲师 (38 人)

占 佳 费风长 徐 军 周 辉 袁 立 刘爱文 黄 娟 刘接忠

韩吉安 伍云峰 欧阳静 程卫丽 朱亚坤 肖 泉 杨 芳 郭 英

吴 涛 高 吟 王宇锋 王守坤 黄 涛 郭 露 曾光湖 蒋淑珺

张细珍 余昌龙 刘 健 朱文强 刘 玥 周冬华 徐文松 陈 剑

刘国英 平卫英 徐海云 涂雄苓 涂远芬 郭 勇（信息管理学院）

以上同志的聘期：费风长、袁立、黄娟、郭勇、黄涛从 2010 年 3 月至 2013 年

2 月；郭露、曾光湖、程卫丽、余昌龙、从 2010 年 6 月至 2013 年 5 月；郭英、占

佳、徐军、周辉、刘接忠、韩吉安、伍云峰、杨芳、徐文松、刘国英从 2010 年 7 月

至 2013 年 6 月；张细珍、朱文强、蒋淑珺、陈 剑从 2010 年 8 月至 2013 年 7 月；

平卫英、徐海云、涂雄苓、涂远芬从 2010 年 9 月至 2013 年 8 月；欧阳静、肖泉、

刘爱文、王宇锋、王守坤、刘健、刘玥、朱亚坤、高吟从 2010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吴涛、周冬华从 2010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0 月。

四、助理研究员 (10 人)

邹 俊 汤晓军 朱 敬 龚美君 阮艳平 冯丽洁 梁 威 罗清胜

戴丽华 秦建兵

以上同志的聘期：朱敬、邹俊从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梁威从 2010 年

3 月至 2013 年 2 月；罗清胜从 2010 年 4 月至 2013 年 3 月；龚美君、阮艳平、冯丽

洁、戴丽华从 2010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秦建兵从 2010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

汤晓军从 2010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0 月。

五、工程师 (3 人)

张华伟 胡丽平 郝海涛

以上同志的聘期：张华伟、胡丽平从 2010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郝海涛从 2010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1 月。

六、会计师（1 人）

章 蕙

聘期从 2010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0 月。

七、主治医师（1 人）

王国华

聘期从 2010 年 6 月至 2013 年 5 月。

八、助教 (3 人)

刘 凌 李翃楠 赵 磊（思政）

以上同志的聘期：刘凌从 2010 年 3 月至 2013 年 2 月；李翃楠 2010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赵磊从 2010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

九、研究实习员 (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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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波 崔 磊 熊璐尉 周 勤 杨 柳 刘丽芳 包 丽 朱晶佳

潘燕萍 王慧芳 孙爱霞 刘传林 柳 晨 叶申玲 尹刚炜 顾予峰

姜 锐 胡源源 刘 佳 刘小春 潘 莹 郑 威 夏贤锋 林 青

童巧珍 郭 勇（经济学院）

以上同志的聘期：刘佳从 2010 年 3 月至 2013 年 2 月；顾予峰从 2010 年 6 月至

2013 年 5 月；潘燕萍、尹刚炜、郑威、夏贤锋从 2010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包丽

从 2010 年 9 月至 2013 年 8 月；姜锐、林青、胡源源、童巧珍从 2010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孙爱霞从 2010 年 12 月至 2013 年 11 月；其他同志从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

十、助理工程师 (3 人)

郭 毅 万山青 陈谷申

以上同志的聘期：郭毅从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万山青、陈谷申从 2010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

十一、助理馆员 (2 人)

张绍萍 蒋 蕾

以上同志的聘期：张绍萍从 2010 年 9 月至 2013 年 8 月；蒋蕾从 2010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

十二、护师 (1 人)

陈晓勤

聘期从 2010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

十三、图书管理员 (2 人)

刘文莲 程小燕

聘期从 2010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

江财职称字〔2011〕6 号

聘任 19 位同志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讲师（6 人）

赖维玮 吴艳艳 肖秀娟 汪 霖 陈 翀 吴昌松

二、实验师（2 人）

刘 军 王仁清

三、助理研究员（7 人）

胡 芳 张宠平 黄广平 黄杰华 谢六英 程 琴 吕腮菊

四、会计师（1 人）

唐艳平

五、主管护师（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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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萍萍

六、馆员（2 人）

袁 峰 万 杪

以上受聘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19 位同志中的胡芳、张宠平、黄广平、黄杰华、

谢六英、程琴、吕腮菊 7 人聘期从 2010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其他同志聘期从

2010 年 9 月至 2013 年 8 月。

江财职称字〔2011〕9 号

我校 26 人已取得江西省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资格。具体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排

列）：

万常选 王小平 王 乔 孔凡斌 方宝璋 史忠良 许统生

龙建国 卢福财 吕江林 伍世安 严 武 陈始发 陈富良

张 蕊 易剑东 姚林香 胡援成 徐升华 陶长琪 勒中坚

龚汝富 蒋尧明 蒋金法 温 锐 廖进球

经研究，决定聘用以上 26 位同志担任我校教授二级岗位专业技术职务。聘期从

2011 年 10 月起至 2014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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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办法及内容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江财职称字〔2011〕3 号

68 位同志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教授资格人员（23 人，赣人社字〔2010〕529 号）

豆星星 王柱国 杨得前 刘彪文 刘克春 杨晓玲 吴昌南 刘振林

郭亚雄 袁业虎 詹国华 杨飞虎 杨友孙 付 琼 文革红 杨 莉

袁非牛 陈 红 彭建斌 陈 明 郑志强 彭玉镏 吴 飞

以上同志任职资格从 2010 年 11 月 19 日起算。

二、具备副教授资格人员(37 人，赣人社字〔2010〕529 号)

陈 凌 徐光华 徐聪颖 蔡芳宏 万谊娜 李建军 宁 亮 邱文华

徐 健 杨丽琳 吉伟莉 蒋 珩 邹朋飞 封福育 罗昌瀚 李洪义

李 明 邹勇文 胡绵好 刘 炜 张富国 万建香 蔡盈洲 蒋国河

陈文钢 贾 莉 钟达祥 温 强 林 莉 刘世健 余文斌 徐腊梅

刘晓泉 廖汗成 陈 辉 李小侠 喻 玲

以上同志任职资格从 2010 年 11 月 19 日起算。

三、具备研究员资格人员（2 人,赣人社字〔2010〕537 号）

袁 雄 史言信

以上同志任职资格从 2010 年 10 月 30 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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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备副研究员资格人员(3 人,赣人社字〔2010〕537 号)

陶春海 吴小珊 姜海花

以上同志任职资格从 2010 年 10 月 30 日起算。

五、具备高级工程师资格人员（2 人，赣人社字〔2010〕498 号）

肖清雷 季小刚

以上同志任职资格从 2010 年 11 月 19 日起算。

六、具备高级经济师资格人员（1 人，赣人社字〔2010〕490 号）

王 芳

其任职资格从 2010 年 11 月 12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1〕 7 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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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高级会计师资格人员（1 人）（赣人社字〔2011〕12 号）

郭爱武

任职资格从 2010 年 12 月 19 日起算。

二、具备工程师资格人员（7 人）（赣工信人职〔2010〕02 号）

熊 斐 王 炜 王 昊 邓桢俊 邹万平 谢 放 肖晓梅

以上 7 位同志任职资格从 2010 年 12 月 28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1〕5 号

19 位同志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讲师资格人员（6人）

赖维玮 吴艳艳 肖秀娟 汪 霖 陈 翀 吴昌松

二、具备实验师资格人员（2 人）

刘 军 王仁清

三、具备助理研究员资格人员(7 人,赣社职字〔2010〕3 号)

胡 芳 张宠平 黄广平 黄杰华 谢六英 程 琴

吕腮菊

四、具备会计师资格人员（1 人）

唐艳平

五、具备主管护师资格人员（1 人）

刘萍萍

六、具备馆员资格人员（2 人）

袁 峰 万 杪

以上 19 位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同志中的胡芳、张宠平、黄广平、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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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华、谢六英、程琴、吕腮菊 7人任职资格从 2010 年 10 月 22 日起算，其他同志的

任职资格从 2010 年 9 月 19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1〕 1 号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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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讲师资格人员(31 人)

占 佳 费风长 徐 军 周 辉 袁 立 刘爱文 黄 娟 刘接忠

韩吉安 伍云峰 欧阳静 程卫丽 朱亚坤 肖 泉 杨 芳 郭 英

吴 涛 高 吟 王宇锋 王守坤 黄 涛 郭 露 曾光湖 蒋淑珺

张细珍 余昌龙 刘 健 朱文强 刘 玥 周冬华 郭 勇（信息管理学院）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费风长、袁立、黄娟、郭勇、黄涛从 2010 年 3 月

15 日起算；郭露、曾光湖、程卫丽、余昌龙、从 2010 年 6 月 15 日起算；郭英、占

佳、徐军、周辉、刘接忠、韩吉安、伍云峰、杨芳从 2010 年 7 月 15 日起算；张细

珍、朱文强、蒋淑珺从 2010 年 8 月 15 日起算；欧阳静、肖泉、刘爱文、王宇锋、

王守坤、刘健、刘玥、朱亚坤、高吟从 2010 年 10 月 15 日起算；吴涛、周冬华从

2010 年 11 月 15 日起算。

二、具备助理研究员资格人员(10 人)

邹 俊 汤晓军 朱 敬 龚美君 阮艳平 冯丽洁 梁 威 罗清胜

戴丽华 秦建兵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朱敬、邹俊从 2010 年 1 月 15 日起算；梁威从 2010

年 3 月 15 日起算；罗清胜从 2010 年 4 月 15 日起算；龚美君、阮艳平、冯丽洁、

戴丽华从 2010 年 7 月 15 日起算；秦建兵从 2010 年 10 月 15 日起算；汤

晓军从 2010 年 11 月 15 日起算。

三、具备工程师资格人员(3 人)

张华伟 胡丽平 郝海涛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张华伟、胡丽平从 2010 年 7 月 15 日起算；郝海涛

从 2010 年 12 月 15 日起算。

四、具备助教资格人员(2 人)

刘 凌 赵 磊（思政）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刘凌从 2010 年 3 月 15 日起算；赵磊从 2010 年 7 月

15 日起算。

五、具备研究实习员资格人员(25 人)

杨 波 崔 磊 熊璐尉 周 勤 杨 柳 刘丽芳 包 丽 朱晶佳

潘燕萍 王慧芳 孙爱霞 刘传林 柳 晨 叶申玲 尹刚炜 顾予峰

姜 锐 胡源源 刘 佳 刘小春 潘 莹 郑 威 夏贤锋 林 青

郭 勇（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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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刘小春从 2010 年 1 月 30 日起算；刘佳从 2010 年 3

月 30 日起算；顾予峰从 2010 年 6 月 15 日起算；潘燕萍、尹刚炜、郑威、夏贤锋从

2010 年 7 月 15 日起算；包丽从 2010 年 9 月 15 日起算；姜锐、林青、胡源源从 2010

年 10 月 15 日起算；孙爱霞从 2010 年 12 月 15 日起算；其他同志从 2010 年 1 月 15

日起算。

六、具备助理工程师资格人员(3 人)

郭 毅 万山青 陈谷申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郭毅从 2010 年 1 月 30 日起算；万山青、陈谷申从

2010 年 7 月 15 日起算。

七、具备助理馆员资格人员(2 人)

张绍萍 蒋 蕾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张绍萍从 2010 年 9 月 30 日起算；蒋蕾从 2010 年 7

月 15 日起算。

八、具备护师资格人员(1 人)

陈晓勤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0 年 10 月 15 日起算。

九、具备图书管理员资格人员(2 人)

刘文莲 程小燕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0 年 7 月 15 日起算。

（校公文系统）

2011 离退休工作情况

截止 2011 年底，我校有离退休职工 781 人（内退 8），去世 22 人，服务对象

高达 803 人，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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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过去的工作，我们在校党政的领导下，在各部门的支持下，以提高执行力

和服务满意度为主题，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特点，促进和谐为主线，坚持

求真务实的作风，做到了组织覆盖、制度完善、活动经常、作用凸显，谱写了为老

工作新的篇章。

一、以德为先修品格，热心服务老干部

一年来，我们遵照全面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的要求，本着“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的做法，从打造过硬的队伍入手，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老干部

工作队伍，展示了“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的新风采，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是加强学习，提高素质

我们遵照学校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开展“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的工作要求，

开展了学习身边的典型人物事迹活动，组织大家学习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

五”规划》，学习了老干部工作方针政策，强化政策观念和做强服务的意识，把江

财的为老工作，放在全国老龄事业发展的大格局中去比较、去分析、去考量、去定

位，努力在整合资源中凸显特色，从紧扣特色中铸造精品，于围绕精品中形成体系。

通过学习，大家深刻的认识到：发挥老同志作用，就是发挥党的资源优势；落

实好老干部政策，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好老同志，就是服务党的事业。尊重

老同志，就是尊重党的光荣历史；爱护老同志，就是爱护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重

视老同志，就是重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资源。

我们为策应学校的文化建设，集思广益，制订了《江西财大离退休工作处服务

接待守则》，同时我们还编辑了《知福惜福文化》《养生文化》文化，让“人活一

世，心境要好，钱多钱少，都有烦恼，知足长乐，心宽气少，平安是福，自由是宝。”

的文化深入人心，致力于将“服务、惜福和养生”文化，“内化与心，外化与行，

固化于制” 用文化力量助推服务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二是努力帮扶，提升质量

一年来，全处工作同志，忧民之所愁，思民之所急，惠民之所需，利民之所益，

就像亲生子女一样对待老同志的所需，所盼，倾尽所能，为老同志办了许多事实，

解了许多难事。如科长熊艳春同志，坚持多年如一日，为精神病患者杨伊健转钱、

结算、购买和送生活用品。

又如倪飞同志在敬老院安度晚年，两度搬迁，黄和平科长和闵建辉同志总是不

厌其烦的为他多出寻找合适的住所。

再如熊汉绵、乔柏生、罗淑英、邓华明等同志均在半夜病故，家属第一个电话

就是打给黄和平，他总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联络殡仪馆，策划后事安排，给家属

送去安慰，时常是“赶在太阳前面，走在月亮后面”。罗淑英的丈夫张才生感激的

称道：“黄和平，反应迅速，工作到位，解了我们的难事！的确，黄和平同志是老

干处的一面旗帜，他照顾倪飞多年，扶危济困无数，仅为已故的同志办理丧事，就

达 100 多桩，从无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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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事迹被广泛颂扬， 被省委老干部局评为“全省先进老干部工作者”。一年

来，他们尽其所能地帮助老同志解决了大量的急事、难事、忧心事。他们爱岗敬业，

延展爱心，时刻不忘老人的冷暖安危，他们就像是老马，没有驰骋千里，却一步一

步地迈向善良的峰顶。

三是走访慰问，全心关怀

我们坚持用真情、用行动，按政策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实现了“失能的必访，

住院的必访，离休的必访”。持续开展了“冬送暖，夏送凉”走访慰问活动，走访

慰问了 60 多人次，送上了学校的关爱！全年我们慰问患病的老同志达 100 多人次，

有的传递的是临终关怀。我们还走访慰问了离休干部 120 多人次，把党和国家的关

怀及时送到老革命的心中！

四是料理后事，解人之忧

2011 年度，我校有 22 位老同志去世，平均年龄 79.14 岁，比去年多 2 人，平

均年龄比去年多 4 岁，每当此时，我们及时发讣告、组队伍，告知并牵头相关部门，

深入家中悼念，协助办理火化、墓地等后事。把家属的“所急、所盼”作为我们的

“所干、所办”。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办理去世老同志后事中，财税与公

共管理学院、后勤管理处、经济学院、人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 10 多个部门，

都及时前往家中慰问，送上慰问金，传递了组织的关怀；有的家属需要举行告别仪

式的，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等部门都认真准备，诚心对待，在去世 22 位

老人的悼念活动中，没有一个部门推诿，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证明，各部门执行党

委的《江西财经大学离退休工作若干规定》的态度是坚决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风范

是高尚的。正如逝者的家属所言，“在动听的语言，都无法形容大家诚意的付出和

组织的关爱！ ”

五是健全机制，体系完善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规范学校关工委工作，在我们的建议下，党委制定了《江西

财经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若干规定》，有效地推进了我校老干部发挥作

用的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受到了教育厅党组史蓉蓉书记的赞扬。

我们坚持不断总结老干部工作成功经验，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制度建设

为基础、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实干精神为保证，形成了老干部工作的六个体系。

按照一个要求：十七大要求：“全面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遵循两个规律：

规律之一：“志向衰落，生命‘萎缩’”规律之二：“常锻炼，老得慢”；围绕一

个目标:幸福、安宁、和谐、充满色彩、富有尊严。针对四个问题：落实政治待遇，

落实生活待遇，搞好阵地建设，发挥老人作用。制定两个机制：《离退休工作若干

规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若干规定》。落实六个体系：㈠思政建设体

系：三会两课；㈡文体建设体系：三会两游；㈢党建工作体系：三会两评；㈣精神

慰藉体系：三问两送；㈤综治工作体系：畅通信息，处理信访，排查隐患，化解矛

盾，周密安排，制定预案。㈥发挥作用体系：抓住三个契机，利用两个平台，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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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开展工作。

这一切表明，我校的老干部工作，气象一新！

二、创先争优润和谐，党旗辉映夕阳红

实践表明，对部分老同志而言，运用激励和约束的办法效果甚微，没有考核和

晋升的压力，因此，“超我”元素少了，“自我”和“本我”的元素多了，“人格

的冰山”日益浮出水面，这给我们做好老干部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基于这一认

识，我们紧扣“创先争优”主旋律，突出以德为先的主题，大力强化党支部和思想

政治“两项建设”载体，全面提升和展示老干部昂扬向上的风貌。

出现了“政治学习不误点，思想认识不掉队，紧跟时代不落伍，光荣传统不退

色，文体活动不缺席，发挥作用不落后，关怀老友不空挡，综合治理不缺位。”的喜

人局面。

一是老干部思想常新

我们围绕“以德为先”，不断深化创先争优活动。积极参加学校“十二五”规

划建言献策活动，老书记老教授积极献言；举办了老同志骨干培训，三月开展了学

习“两会”精神活动 ，十月开展了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活动；开展了

学习“杨善洲”事迹活动；传达学校 “双代”会精神。

以庆为契机，举办了《红歌颂党》活动，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

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举办了诗歌朗诵会。通过主题为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朗诵活动，讴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热爱改革开放的深厚感情；举办了座谈会，缅怀党的革命历程，畅谈党

的丰功伟绩，由衷的感谢党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 考

察了“红船 ”，再走了“小平小道”。

认真开展了以德为先为主题的创先争优评议评比活动，七一，表彰了一批先进

集体和个人；七一，举办了庆祝建党 90 周年书画展；

年终扎实开展了创建经验交流活动，开展了“五好老人”等评选活动，用典型

引路，用正气助推，使大家天天向上。

二是老干部平安稳定

我们常学综治之法，多做化解之事，切实把接待来访的过程变成团结群众、凝

聚民心、提高工作水平、增进群众感情的过程。妥善处理老同志关于生活补贴、房

贴问题信访 10 多起，召开座谈会 4 次，达 60 多人次，及时将老同志的诉求向有关

领导和相关部门书面报告 7 次，对解决问题作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学校领导班子认真解读了老同志关于生活补贴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认真解决

了补发房贴后的派生问题，对双肩挑的退休职工，其生活补贴就高不就低，对内聘

职称的同志给同等待遇，对合同制工人给予正式工同等待遇；解决了内聘高职称房

帖补差问题；在重阳节和春节为老同志分别发放慰问金。对此老同志非常感激，并

向党委致以了感谢信，感谢党委对老同志“高看一等，厚爱一层”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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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处理住房漏水等问题信访 10 多起，针对老同志的“火箭能上天，马桶会

漏水”的抱怨，我们向校领导提交了 8 千字的调研报告，学校将将“青山园”职工

住房漏水维修作为民生工程办理。

所有这一切，都疏导了情绪、化解了矛盾起，起到了解决小问题，促进大和谐

的效果。许多老同志表示：“一千、两千不算多，只要发了就暖心窝”。我们还针

对个别老同志不理解、不如意、不满意的现象，积极倡导大家“记着党委的好处，

想着党委的难处，看着领导的长处。”

我们继续严格管理集体出游活动，送回迷途者，帮教违纪者，说服限制者，为

了安全起见，我们安排 80 岁以上的老同志就近活动，处领导陪行、陪玩、陪吃，送

礼物，硬件不足软件补，软件不足感情补。全年大型外出活动达千余人次，平安和

谐，正如老同志所言，老同志队伍稳定的局面得益于“天帮忙，党关怀，人努力”。

三是老干部作用突出

我们积极组织老同志参加中组织部老干部局举办的“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征文活动，有 60 多位老同志积极投稿，张波老师荣获全国征文活动一等奖；

83 岁高龄的老教授王鸿远不顾年老体迈，著了 43 万字《经济人的精神世界》

（2011.8）；91 岁高龄的成圣树教授、81 岁的金祖均老教授合作在《江西财经大学

学报》（2011.4）上发表论文《从民国时期的三次币制变革看当时的通货膨胀》；

匡萃坚老教授在《炎黄春秋》（2011.9）《重新评估三民主义的价值》。

老教授们，淡淡地生活，静静地思考，执着地进取，直进到智慧高地，自由地

驾驭规律，而永葆一种理性的美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我们持续开展了“大手牵小手，快乐促成长”交流活动；创建了以退休教授张

波、谢新力、朱美娥等为主讲的《老教授·关爱讲坛》，围绕做人、学习等主题，

深入各学院开讲，关心下一代成长。

全年共开展各类活动 100 余次，受众学生达 3000 多人次，活动使同学们深受教

育，使老同志焕发了青春，朱美娥教授还将讲演文稿写成专著出版。

老教授们有多年教学科研工作经验和有多年的高校管理经历，丰富的社会阅历

和人生体验，通过言传身教，能够大开学生的眼界和思路；慈爱的长者风范和德高

望重，通过谆谆教诲，能够起到在职教师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他们主动作为，在

全国教育系统唱响了《老教授·关爱讲坛》的品牌，为此，我校也获得了“全国关

心下一代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在全国唱响了“青春之歌”！

章嘉树同志评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胡长城同志被评为“全国教

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广大老同志人虽然老了，不能售其貌，不能呈其力，

不能用其技，但他们达于理，用其智，志更坚，党性强，在“以德为先”主题教育

活动中，展示了光辉形象，在“做强学校”中起到了协力推动作用，在党建中起到

了示范促进作用，在关心下一代中起到了教育引导作用。为此，我校获得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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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工作先进单位”，在全省唱响了青春之歌！

一个人的伟大 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他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二是他的人格和精

神。对老教授们来说，这两方面他们都具备，而且超群绝伦，他们科研不功利，工

作不浮躁，用事求是，超尘脱俗，用全部的青春、信念和生命，探求规律，服务群

众，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三、创办活动出新招，文化生活放异彩

我们遵循“常锻炼，老得慢”规律，开动脑子，营造项目，满足需求，呈现出

“周周有活动，天天都快乐，‘风景这边独好’的气象”。我们不仅把活动阵地建

好来，而且使老同志活起来；不仅使红歌唱起来，而且使人类共认的精神内涵凸出

来；不仅使作品推出来，而且使作品走出去；不仅使当年情景现出来，而且使文体

活动火起来。

一是老年合唱团歌声嘹亮；二是参观“红船”激情飞扬；三是春秋游活动兴高

采烈，我们组织了 360 多名老同志到动物园开展春游活动，组织了 380 多名老同志

赴“仙女湖”开展秋游活动；四是文化之旅兴致勃勃，组织书协的 30 名老同志到汤

显祖王安石纪念馆采风；五是书画展丰富多彩，刘文俊获全国银奖。六是老同志迎

新会其乐融融。我们为 25 位新退休的职工，举办了迎新会，开创了增添归属感，生

发幸福感的先河，明年将有 51 位新退休的职工加盟老干处，我们翘首以盼。七是老

年运动会圆满成功，有 400 多名老同志积极参加了第八届老年健身运动会。许多挂

靠在我校的老同志（子女是我校教师），称赞我校老同志“活动丰富，有滋有味，

全省少有”。

以上事实表明，我校的老干部工作，又上了新台阶！

悠悠岁月铭记着老同志们奋斗的足迹，辉煌历史映射出老同志们不朽的功绩。

尊重老同志，就是尊重党的光荣历史；爱护老同志，就是爱护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重视老同志，就是重视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资源。让我们携手并肩继续努力，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实干精神为保证，

努力开创老干部工作新局面。（2011-12-26）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宋卫提供）

2011 年离退休人员名单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工作
时间

退休
时间

职 务 职 称 政治面貌 单位名称

万丽霞 女 1956.1 1974.5 2011.1 助理研究员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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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和潮 女 1956.1 1975.3 2011.1 副 处 副教授 招生就业处

沈正一 男 1951.1 1968.7 2011.1 正 科 后勤保障处

陈修林 男 1951.1 1968.10 2011.1 高级工 医院

邓凤香 女 1961.2 1983.12 2011.2 高级工 后勤保障处

黄会秀 女 1956.5 1980.10 2011.5 正 科 中共党员 信息管理学院

柯诗明 男 1951.6 1968.12 201 1.6 高级工 后勤保障处

王择和 男 1951.6 1969.7 2011.6 教 授 中共党员 体育学院

何 侃 女 1961.6 1982.4 2011.6 初级工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胡莲香 女 1961.7 1980.1 2011.7 小学高级 附属中学

殷光磊 男 1951.8 1968.10 2011.8 中级工 宣传部

胡江华 女 1961.8 1981.1 2011.8 医（护）师 医院

曹一川 男 1951.9 1968.8 2011.9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玉娥 女 1956.9 1974.11 2011.9 助理工程师 中共党员 当代财经杂志社

蔡秋萍 女 1956.9 1974.11 2011.9 正 科 助理馆员 中共党员 信息管理学院

饶菊英 女 1956.10 1971.11 2011.10 科 员 中共党员 保卫处

贺香妹 女 1956.10 1980.12 2011.10 副研究馆员 中共党员 研究生部

黄小玲2 女 1956.10 1975.11 2011.10 科 员 助理会计师 财务处

姜明华 男 1951.10 1969.2 2011.10 副 科 中共党员 后勤保障处

郭鹏升 男 1951.11 1972.12 2011.11 正 处 工程师 中共党员
纪检、监察、审计

处

曾 毅 男 1951.11 1970.1 2011.11 助理经济师 中共党员 金融与统计学院

陆福利 男 1951.11 1970.4 2011.11 高级工 中共党员 图书馆

何群英 女 1956.11 1975.12 2011.11 主管护师 中共党员 医院

龚亦平 男 1951.12 1968.8 2011.12 小学一级 中共党员 校产处

汤小兰 女 1963.1 1984.7 2011.9 助理研究员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宋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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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合作交流

国际合作交流处 2011 年大事记

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总类别 活动类型 内容

1 2011-1-5 2011-11-4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国(境)
学术交流

罗书俊参加日本电通公司培训

2 2011-1-6 2011-1-9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工作交流 高杨松赴北京出席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中外合作教育交流论坛

3 2011-1-6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工作交流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科研处处长邓小洋、发展规划处处长唐庆银
一行 4人来我处调研交流

4 2011-1-13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会议 校考评小组我处考评 2010 年工作

5 2011-1-14 来访 来访 台湾回音谷国际交流学校执行长詹秋娴博士一行5人访问我校

6 2011-1-14 来访 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 UK)商学院教授 John Nankervise 来
校讲学

7 2011-1-17
来华留学生

工作
来华
留学生

本学期留学生离校

8 2011-1-21 来访 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 UK)商学院院长 Michael Sherer 来访

9 2011-2-5 2011-11-12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国(境)
学术交流

杨建峰、邱慈孙、杨丽琳、胡德龙、王海南、沈波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校
区参加教师培训

10 2011-2-6 2011-11-12
出国(境)
学术交流

访问学者 徐旭川赴美国费城阿卡迪亚大学访问学者

11 2011-2-11 2011-2-17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国际会议 匡小平、杨得前赴日本立命馆大学参加国际会议

12 2011-2-21 2011-2-23 来华留学生工作 来华留学生 春季来华留学生 Anna 等人到校

13 2011-2-24 2011-2-25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合作关系 高杨松赴广州出席加拿大驻广州领馆举办的 Biritish Colombia 省教育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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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总类别 活动类型 内容

14 2011-2-24 2011-2-25 来访 来访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学学院高级讲师 Mark Cranshaw、当代中国中心主任、教

授陆懋祖来访

15 2011-2-25
来华留学生

工作
来华留学生 组织留学生南昌市参观浏览

16 2011-2-25 来访
学生出国

留学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陆懋祖教授来校做入学说明会

17 2011-2 2011-6
出国(境)

学术交流
汪洋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赞助）

18 2011-3-3 2011-3-6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国(境)

艺术学院副院长李民博士应邀参加日本九州大学举行的“日本感性工学会·第 6

届国际学术交流大会”

19 2011-3-3 来访 来访 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松野周治来访

20 2011-3-8 来访 来访 加拿大雷吉纳大学商学院院长 Anne Lavack 来访

21 2011-3-9 来访 来访 法国雷恩高商上海代表处主任朱军晖等 3人来访

22 2011-3-10 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 我校与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23 2011-3-16 来访 来访 伦敦会计学院吴高波老师等一行 2人来访，并举行学术讲座

24 2011-3-17 来访 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代表 Michael Long 来访并举行推介会

25 2011-3-17
学生出国

留学

学生出国

留学
金百灵来我处开展美国签证知识讲座,留学科全体人员参加

26 2011-3-18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来访 华东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赵小晶来我处交流工作

27 2011-3-22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会议

王乔校长率副校长蒋金法、人事处处长汪业军、教务处处长陆长平、财务处处长

李法贵、保卫处处长许明喜、后勤保障处处长余飒、国际学院院长杨慧等来我处

调研指导工作

28 2011-3-23 来访 会议 英国伦敦城市大学中国项目主管李斌来校访问，并举行推介会

29 2011-3-24 2011-3-25 来访 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Don Finlay，国际办公室副主任裘知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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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总类别 活动类型 内容

30 2011-3-25 2011-3-30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境访问 伍世安和罗锐赴台湾实践大学参加校庆庆典

31 2011-3-27 外教工作 外教活动 国际处组织外教赴石门涧参观考察

32 2011-3-31 来访 来访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学生注册办公室主任 Kathlen Kielly、中国项目协调人

Jerry Wang 来访

33 2011-4-10 2011-4-11 来访 来访

莫斯科市师范大学东方语系主任、外语学院副院长库尔久莫夫.弗拉基米尔、莫

斯科州国立社会人文大学语方学和跨文化交流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奥萨娜·奥布

霍娃

34 2011-4-12 来访 来访 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 Kevin Smeaton 来访

35 2011-4-13 来访 来访 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赵铁博士、陈国玲老师来访

36 2011-4-15 来访 来访 日本冈山外语学院廖娟老师来访

37 2011-4-17 2011-4-20 来访 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 UK)Andrew Wood 博士、Cecilia

Cassinger 讲师来校讲学

38 2011-4-21 来访 来访 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一行 6人访问我校

39 2011-4-21 来访 来访 加拿大 Laurentian University 亚洲区域主管梁进来访

40 2011-4-26 2011-4-27 来访 来访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 MBA 项目副主管 Tony Muscia、国际办公室副主任 Janice Finn

等一行 4人来访

41 2011-4-26 2011-4-27 来访 来访 南安普顿大学学生项目主管刘沛来访

42 2011-5-3 来访 来访 台湾大仁科技大学董事长黄国庆、校长区善惠等一行 6人来访

43 2011-5-4 2011-5-5 来访 来访 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安东·埃格夫妇来访

44 2011-5-9 来访 来访 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副校长托尼·沃特森和中国代表处主任赵铁来访

45 2011-5-13 来访 来访 澳大利亚联世文化公司总裁、校友 Helen 一行 4人来访

45 2011-5-13 2011-5-22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学术会议 勒中坚、杨波赴美国第 25届国际并行与分布式处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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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总类别 活动类型 内容

46 2011-5-16 来访 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教授 Paul Jackson 来校讲学，国际处会见

47 2011-5-19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思想学习

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始发院长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纲要》为主题的报告，

下午处长蔡升桂同志的带领下奔赴位于南昌市东湖区下沙窝的方志敏爱国事迹

陈列馆和方志敏广场吊唁革命先烈

48 2011-5-20 来访 来访 台湾实践大学谢宗兴校长，刘弘景主任来访

49 2011-5-23 2011-6-2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国(境)

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李良智、蔡升桂、刘志华一行赴英国、芬兰、瑞典进行友好

访问

50 2011-5-26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会议 与工商管理学院召开协调会，讨论与美国东北大学开展合作项目事宜

51 2011-5-26 来华留学生工作 来华留学生 组织留学生参观煌上煌养殖基地

52 2011-6-9 2011-6-16
出国(境)

学术交流
研讨会 胡玲、吕晓梅赴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参加研讨会

53 2011-6-10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业务学习 档案馆对我处员工进行档案及保密工作专题讲座

54 2011-6-15 外教工作 外教活动 国际处举行外教聚会

55 2011-6-19 2011-6-23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国(境)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组织赴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越南经贸大学进行学术

交流

56 2011-6-20 来访 来访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校区鲁维丽老师一行 2人来访

57 2011-6-22 2011-6-28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访 罗福根、丁美东、吴军民越南国立大学—经济贸易大学访问

58 2011-6-28 2011-6-30 来访 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来访

59 2011-6-30 2011-7-5 来华留学生工作 来华留学生 留学生离校回国

60 2011-6-30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国际处召开学生出国留学行前教育会，邀请教务处等部门领导出席

61 2011-7-4 来访 来访 美国纽约大学 Nir Sadovnik 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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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11-7-4 2011-8-6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我校 3位同学赴韩国亚洲大学参加夏令营

63 2011-7-5 来华留学生工作 来华留学生 国际处召开协调会，落实下学期来校留学生住宿、教学等各项准备情况

64 2011-7-5 2011-7-9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国际研讨会 张维刚赴英国第 16届东亚音乐和乐器研讨会

65 2011-7-11 来访 来访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 1人来访

66 2011-7-11 2011-7-25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国(境) 涂艳、王明华等30人赴台湾实践大学专业课程研习及学术访问

67 2011-7-13 2011-8-1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师资培训 曹玉珊赴英国伦敦 ACCA 总部培训

68 2011-7-14 2011-8-11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学生出国（境）

项目
校第四届短期国际文化交流项目-2011 年英国夏令营（周矿先、吕腮菊带队）

69 2011-7-15 2011-8-4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我校 15位同学赴英国考文垂大学参加夏令营

70 2011-7-21 2011-8-1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学生出国（境）

项目
我校首批 EMBA 学员一行 17 人赴美进行海外游学（周玫、吴良平带队）

71 2011-7 2011-8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师资培训

林冰红、汪玉兰、黄荃、黄燕红、蓝青、缪丽、朱林韬、肖锐前往英国考文垂大

学参加师资培训

72 2011-7 2011-8
出国(境)

学术交流
考察 陈县英赴埃迪斯科文大学考察

73 2011-7 2012-2
出国(境)

学术交流
访问学者 李文明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访问学者

74 2011-8-2 2011-8-14
出国(境)

学术交流
访问讲学 卢福财美国纽约理工大学访问讲学

75 2011-8-9 来访 来访
美国米勒斯维尔大学 Vilas A Prabhu 教授、DouglasZander 博士、郭恩扬教授

一行 3人来访

76 2011-8-11 来访 来访 日本九州大学综合新领域学院院长森田昌嗣一行 12人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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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2011-8-20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国(境) 我校参加 ISEP 项目的七位同学赴目的国留学

78 2011-8-20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我校李艺兰同学赴韩国亚洲大学留学一年

79 2011-8-20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我校2011年赴英国兰卡斯特留学项目的学生获得签证并出发

80 2011-8-24 来访 来访
江西财经大学与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联合举办“2011 年夏季大学十周小型集

会”5位境外来宾参加

81 2011-8-25 来华留学生工作 来华留学生 国际处留学科会同校招待所检查整理留学生楼，准备留学生入住

82 2011-8-26 2012-2-29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师资培训 王自力、陶然、王雪峰、罗世华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参加教师培训

83 2011-8-28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我校 7位同学赴法国雷恩高商留学

84 2011-8-29 2011-9-3 来华留学生工作 来华留学生 秋季来华留学 20人到校

85 2011-8-30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我校 2位同学赴德国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留学

86 2011-8 2012-7
出国(境)

学术交流
访问学者 张富国瑞士弗里堡大学交流访问学者

87 2011-9-1
来华留学生

工作
来华留学生 来华留学生新生入学教育和校园参观

88 2011-9-1
举办国际（地区）

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

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日本亚洲现代经济研究所联合主

办的“环境保护与区域发展及中日比较”座谈会

89 2011-9-2 来华留学生工作 来华留学生 组织留学生南昌市参观浏览

90 2011-9-2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我校 7位同学赴芬兰奥卢大学留学

91 2011-9-2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我校 2011 赴奥地利维也纳新城应用科学大学交换的学生领到签证出发

92 2011-9-8 2012-1-18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赴台学习 杨翎逸赴台湾实践大学交换学习

93 2011-9-10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我校 4位同学赴德国柏林应用科技大学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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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2011-9-13 2011-9-25
出国(境)

学术交流
教育交流 王乔随省教育厅组团赴俄罗斯、捷克、匈牙利出访教育交流

95 2011-9-13 2011-9-24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出国(境) 高杨松随教育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代表团出访欧洲并参加 EAIE 教育展

96 2011-9-13 2011-9-14 来访 来访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陆懋祖教授、高级讲师 Jan Podivinsky

博士、John Airicidich 博士来访

97 2011-9-13 2011-9-15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在我校举行新生入学教育

98 2011-9-14 2012-1-14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国(境) 程淑珍、吴志斌赴台湾政治大学学术交流与研习

99 2011-9-19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我校 2011 赴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交换的学生领到签证出发

100 2011-9-24 2011-9-29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国(境)

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 彭清宁、肖珑访问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渥太华大

学、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四所大学

101 2011-9-24 2011-9-25 来华留学生工作 来华留学生 组织留学生三清山文化考察

102 2011-9-25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我校 3位同学赴德国杜塞尔多夫应用科技大学留学

103 2011-9-26 学生出国留学 出国(境) 我校 35位同学赴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留学

104 2011-9-27 来访 来访 高杨松、周矿先会见英国伦敦城市大学高级讲师 Michelle Gelaci

105 2011-9-27 来访 来访 美国肯塔基教育协议 lavack Luo 女士一行来访

106 2011-9-28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我校 4位同学赴德国维尔兹堡应用科技大学留学

107 2011-9-29 外教工作 外教活动 我校七名外教与两名留学生参加了国庆 62周年招待会

108 2011-10-8 2011-10-10 来访 来访 奥地利维也纳应用科学大学 Walter Egger 教授来访

109 2011-10-11 来访 来访 ISEP 项目亚太区域主管 Derek Bradley 来访

110 2011-10-15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国际处举办江财留学项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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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2011-10-17 来访 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Don Finlay，国际办公室副主任裘知来访

112 2011-10-19 2011-10-28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国(境)

副校长易剑东、黄泽友 、蒋岩波赴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奥地利维也纳新城

应用经济与科技大学、德国柏林应用科技大学、德国杜塞尔多夫应用科技大学访

问

113 2011-10-20 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 蔡升桂处长参加中澳合作 MBA 项目开学典礼

114 2011-10-20 来访 来访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国际商业研究院 MBA 课程总监 Bob Gilliver 博士来我校参加

2011 级中澳 MBA 开学典礼

115 2011-10-20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来访 井冈山大学国际处肖处长率副处长傅小丹、杜晨等一行 4人来处交流工作

116 2011-10-21 2011-10-23
来华留学生

工作
来华留学生 组织留学生参加校运会

117 2011-10-21 来华留学生工作 来华留学生 国际处组织留学生代表队参加校运会开幕式

118 2011-10-22 来华留学生工作 来华留学生 部分留学生参加校运会项目，志愿者提供后勤服务

119 2011-10-23 外教工作 会议 国际处召开外教会议，会后赴安义参观考察

120 2011-10-25 2011-10-30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出国(境) 马珂赴美国 ISEP 总部参加协调人培训会

121 2011-10-25 2011-10-27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会议 高杨松、吕腮菊参加省教育厅全省教育系统外事工作会议

122 2011-10-25
出国(境)

学术交流
肖华茵赴台湾参加李国鼎数位知识促进会

123 2011-10-26 2011-10-27 来访 来访
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商法学院会计、经济和金融系主任 Clive Reynoldson

教授、中国项目主任赵铁博士来访

124 2011-10-27 2011-10-29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国(境) 法学院江红利副教授参加第七届中日公法研讨会

125 2011-10-28 来访 来访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 Sally Kok, 吕大新等一行 3人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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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2011-10-30 2011-11-6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国(境)

副校长肖华茵、肖明辉 、朱小红教授率团赴韩国对韩国亚洲大学和庆熙大学进

行学术访问

127 2011-10-30 2011-11-8
出国(境)

学术交流
交流访问 蔡升桂赴南非纳塔尔大学教育交流访问

128 2011-10-30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向全校下发通知，启动芬兰奥卢大学 GS3D 硕士项目学生选拔工作

129 2011-10 2012-9
出国(境)

学术交流
访问学者 唐颖军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访问学者

130 2011-10 2012-8
出国(境)

学术交流
访问学者 吴时辉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访问研究

131 2011-10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境访问 曹文利随省教育厅组团赴台湾出访考察

132 2011-11-1 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 我校与日本冈山商科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133 2011-11-1 外教工作 会议 国际处召开外教合作老师工作会

134 2011-11-2 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 我校与日本冈山外语学院签订合作协议

135 2011-11-5 2011-11-7 来访 来访 新西兰北方理工学院校方代表 Philip Alexander-Crawford 高级讲师来访

136 2011-11-9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会议 我处召开全校外事秘书工作会

137 2011-11-9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会议 易剑东副校长召集会议布置出访奥地利德国后续工作落实

138 2011-11-9 2011-11-11 来访 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 Bob Wilkinson 来访并讲学

139 2011-11-14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会议 高杨松副处长陪同肖华茵副校长会见经开区公安分局领导

140 2011-11-16 2011-11-17 来访 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 MBA 课程主管 Marie Hardie、高级讲师 Steve Jewell 来校讲学

141 2011-11-16 来华留学生工作 来华留学生 向全校招聘英语授文化类和专业类课教师



360

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总类别 活动类型 内容

142 2011-11-17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办公室 协助校档案馆整理、标注 2010 年外事图片档案

143 2011-11-17 外教工作 来华留学生 组织外教留学生进行消防演习

144 2011-11-18 来访 来访
英国林肯大学副校长 Ieuan Owen 教授、中国项目主管 Ian Barnes 等一行 5人来

访

145 2011-11-18 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出国留学 留学科举行赴奥卢大学 GS3D 项目学生面试初试

146 2011-11-21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港澳台 高杨松副处长参加全省教育系统涉台工作会

147 2011-11-22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合作关系 蔡升桂处长参加意大利使馆酒会

148 2011-11-23 来访 来访
加拿大魁北克省教育局副局长 Cosmo Della Rocca, 议员 Ellie Israel 等一行 5

人来访

149 2011-11-24 来华留学生工作 来华留学生 组织留学生参观南昌知名企业清华泰豪科技公司

150 2011-11-26 来华留学生工作 来华留学生 组织外教留学生赴鄱阳湖考察

151 2011-11-29 2011-12-4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访

王乔、 陆旭、陈始发、 潘莹赴美国 NYIT,加州富乐顿校区、米勒索维尔等大学

教育交流访问

152 2011-11 2012-10
出国(境)

学术交流
访问学者 孔凡斌美国密执安大学访问研究

153 2011-11 2012-10
出国(境)

学术交流
访问学者 谢花林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访问研究

154 2012-12-2 2012-12-2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综治考评 肖华茵副校长带队对我处综治工作进行考评

155 2012-12-3 2012-12-4
举办国际（地区）

学术会议
国际会议 “规制与竞争政策国际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156 2011-12-9
工作检查、培训

与交流
来访 福州大学王健副校长携国际处处长程玉敏等一行来校调研外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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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2011-12-13 2011-12-13 来访 来访 美国托力多大学陈光忠教授来访

158 2011-12-13 2012-12-13 来访 来访 美国蒙东娜大学副栟长 Ernest i. Nolan 教授,化学系主任田奇教授来访

159 2011-12-14 2011-12-14 来访 来访 美国中佛罗理达大学外语学院 Patrick D. Murphy 教授来访

160 2011-12-14 2012-12-14
学生出国

留学
学生出国 我处邀请光大银行南昌分行为我校 ISEP 项目学生作“出国金融知识讲座”

161 2011-12-14 2011-12-14 来访 来访 英国伦敦城市大学中国项目主管李斌来校访问，并举行推介会

162 2011-12-15 2011-12-15
来华留学生

工作
留学生工作 留学生工作总结座谈会

163 2011-12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境访问 王金海随省教育厅组团赴香港、澳门出访

164 2011-12
出国(境)

学术交流
出访 伍世安随省人大组团赴埃塞俄比亚、南非、土耳其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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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合作院校、机构一览表

（2011 年底，85 所，新增 5 所）

序号 学校、机构名称 中文名 国别 主要合作形式

1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iener
Neustadt, Austria

维也纳新城应用科学

大学
奥地利 交换学生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2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Bussiness Administration (The
Wirtschaftsuniversitat Wien (WU))

维也纳经济大学 奥地利
交换学生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科研合作

3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 接收访问学者，合作科研

4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中昆士兰大学 澳大利亚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管理人员培训

项目

5 Edith Cowan University 埃迪斯科文大学 澳大利亚 人员往来，学生项目，科研合作

6 James Cook University Brisbane 詹姆斯库克大学

(布里斯班）
澳大利亚 硕士项目，本科项目，人员往来

7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纽卡索大学 澳大利亚 硕士教育项目

8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南澳大学 澳大利亚

MBA合作项目，科研合作，学生留

学项目，老师培训与交流项目，接收

访问学者

9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悉尼科技大学 澳大利亚 科研合作，人员往来

10
Fachhochschule Duesselorf ,
Universityof Applied Sciences,
Duesseldorf, Germany

杜塞尔多夫应用科学

大学
德国

交换学生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科研合作

11 Fachhochschule Frankfurt AM Mai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Frankfurt) 法兰克福应用科学大学 德国 交换学生项目

12 Fachhochschule Fur Technik und
Wirtschaft Berlin 柏林应用科学大学 德国 交换学生项目

13 Fachhochschule fur Wirtschaft 一 Ber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柏林经济法律大学 德国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科研合作,硕士

教育项目

14
Fachhochschule Wurzburg 一 Schweinfur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ermany
(FHWS)

维尔茨堡应用科学大学 德国
交换学生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科研合作,学生实习

15 Ecole Supérieure de Commerce de Rennes
（ESC） 雷恩高等商学院 法国 学生留学项目

16 Institut De Management Europe-Asie 欧亚高等管理学院 法国 人员往来，学生项目

17 KAJAANI UNIVERSITY CONSORTIUM 凯亚尼联合大学 芬兰 交换学生项目，联合科研

18 Kajaani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Finland 凯亚尼应用科学大学 芬兰 交换学生项目，教师培训交流项目

19 University of Oulu,Finland 奥卢大学 芬兰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科研合作

20 Ajou University 亚洲大学 韩国 教学交流、学生项目、科研合作

21 Pusan University 釜山大学 韩国 人员往来，教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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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机构名称 中文名 国别 主要合作形式

22 Sogang University 西江大学 韩国 交换学生项目,硕士教育项目

23 HESAmsterdam School of Business 阿姆斯特丹经济商学院 荷兰 交换学生项目,硕士教育项目

24 Inlet Education Group Canada 英莱德（INLET）教育

集团
加拿大 人员往来

25 University of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 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NBC) 加拿大 硕士项目，人员往来

26 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 爱德华王子岛大学 加拿大 学生留学项目

27 University of Regina 雷吉纳大学 加拿大 硕士生项目，本科生项目

28 Arcadia University 阿卡迪亚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人员往来

29 Ashland University USA 爱西兰大学 美国 人员往来

30 Bridgeport University 布里奇波特大学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31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

校区
美国 科研合作，教师进修

32 University of Rohode Island 罗德岛大学 美国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管理人员培训,
博士教育项目

33 Concordia University Wisconsin,USA 肯卡迪亚大学 美国 MBA项目

34 Duquesne University 杜肯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

35 Indiana University South Bend
USA(IUSB)

印地安娜大学南本德

分校
美国 硕士教育项目

36 Internantion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ISEP) 全球大学生交换平台 美国 学生项目

37 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 肯尼索州立大学 美国 人员往来

38 Kent State University 肯特州立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人员往来

39 Millersville University 米勒斯维尔大学 美国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人员往来

40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USA 纽约理工学院 美国 MBA项目，科研合作

41 Saint Vincent College 圣文生大学(SVC) 美国 硕士项目，本科项目，人员往来

42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旧金山州立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科研合作，人员往来

43 Shenandoah University 雪兰渡大学 美国 人员往来

44 Southern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 南新罕布什尔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人员往来

45 University of Toledo 托力多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

46 We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西卡罗莱那大学 美国 科研合作

47 Madonna University 蒙东那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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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机构名称 中文名 国别 主要合作形式

48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 日本 人员往来

49 Miyazaki Municipal University 宫崎公立大学 日本 人员往来

50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东京经济大学 日本 人员往来

51 冈山商科大学 日本 合作研究，学生项目

52 冈山外语学院 日本 学生项目

53 日本留学中国网 日本 留学项目合作，教师招聘

54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Prague 布拉格经济大学 捷克 研究生交换项目

55 karlstad University 卡尔斯坦德大学 瑞典 科研合作

56 East Asia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东亚管理学院 新加坡 本科生短期留学项目，交换学生项目

57 Massey University 梅西大学 新西兰 学生留学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58 Northland Polytechnic 一 New Zealand
(NP) 北地理工学院 新西兰 学生留学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59 Cardiff University 卡迪夫大学 英国 学生项目

60 Coventry University 考文垂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61 Lancaster University 兰卡斯特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62 London College of Business
&Accountancy(LCBA) 伦敦商务会计学院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

63 London Guildhall University 伦敦市政大学(MLU) 英国 人员往来

64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伦敦城市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

65 Plymouth University 普利茅斯大学 英国 人员往来

66 The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格林威治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

67 The University of Wales, Aberystwyth 威尔士大学阿伯斯维

思学院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

68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中兰开夏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

69 University of Essex 埃塞克斯大学 英国 学生留生项目，人员往来

70 University of Lincoln 林肯大学 英国 人员往来

71 University of Salford ,United Kingdom 索尔福得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硕士教育项目

72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南安普顿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73 University of Sussex 萨塞克斯大学 英国 学生留生项目，人员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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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机构名称 中文名 国别 主要合作形式

74 University of Swansea, UK 斯旺西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75 York St John University 约克圣约翰大学 英国 硕士生项目，本科生项目，人员往来

76 City University London 伦敦城市大学(City) 英国 硕士生项目

77 College of Economics,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越南国家大学经济大学 越南 交换学生项目，人员往来

78 Vietnam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y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

研究所
越南 科研合作，人员往来

79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台湾中山大学 中国台湾 人员往来

80 Shih Chien University 台湾实践大学 中国台湾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科研合作，讲

学

81 Soochow University 台湾东吴大学 中国台湾 人员往来

82 Tamkang University 台湾淡江大学 中国台湾 人员往来

83 台湾大仁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人员交流，学生交换项目等

84 台湾元培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人员往来

85 港京人才交流中心 中国香港 学生短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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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机构国别（地区）分布情况

美国 20 英国 18 澳大利亚 7 德国 5

加拿大 4 日本 6 中国台湾 6 芬兰 3

韩国 3 奥地利 2 法国 2 新西兰 2

越南 2 荷兰 1 瑞典 1 新加坡 1

捷克 1 中国香港 1

新增 5 所境外合作院校或机构

院校名称 国别/地区 主要合作内容

1 布拉格经济大学 捷克 研究生交换项目

2 冈山商科大学 日本 合作研究，学生项目等

3 冈山外语学院 日本 学生项目

4 米勒斯维尔大学 美国 合作研究，学生项目等

5 伦敦城市大学(City)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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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学生出国交换、留学项目情况

出国交换、留学项目情况（9 项）

序
号

合作学校
名
额

接受报名学生 入学要求 学校网址

1 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 5 二、三年级本科生
需雅思成绩，会计类专
业优先

www.wu-wien.ac.at

2 奥地利维也纳新城应用科
学大学

2 二、三年级本科生 www.fhwn.ac.at

3 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 2 二、三年级本科生
需雅思成绩，最低雅思
6.5均 6 www.ecu.edu.au

4 英国林肯大学 2 二、三年级本科生
需雅思成绩，仅交换一
学期

www.lincoln.ac.uk

5 德国柏林应用科学大学 4 二、三年级本科生 www.fhtw-berlin.de

6 德国杜塞尔多夫应用科学
大学

3 二、三年级本科生 www.fh-duesseldorf.de

7 芬兰奥卢大学 3 二、三年级本科生 需雅思成绩 www.oulu.fi

8 芬兰卡亚尼应用科学大学 5 二、三年级本科生、
高职学生

雅思 6.0， 或参加对方
学校的入学考试

www.kajak.fi

9 韩国亚洲大学 2 二、三年级本科生 www.ajou.ac.kr/chinese

10 全球大学生交换平台
(ISEP)项目

25

一、二、三年级本
科生

二、二年级高职生
三、二年级研究生

托福或雅思成绩 www.isep.org

短期文化交流项目情况（4 项）

序

号
项目名称 要点 备注

1
2012年美国夏令营

项目

分别赴美国杜肯大学、阿卡迪亚大学和纽约理工学院等

合作院校，另开展美国东西海岸文化之旅
2012 年 7 月出发，为期 25 天

2 2012年英国夏令营
在英国考文垂大学完成语言和专业课（一周），开展英

国北方 5日、伦敦 4日文化之旅
2012 年 7 月出发，为期 3 周

3
暑期赴美工作旅游

项目

体验美国文化，提高英语实用能力，与美国同事并肩工

作，有一定收入，工作之余自助旅游

2012 年 6 月或 7 月出发，为

期 60至 90 天不等

4 韩国夏令营
费用低廉。依托韩国亚洲大学，三门专业课学习、初

级韩语学习，体验韩国文化，济州岛一周旅游

2012 年 7 月中旬出发，为期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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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学生自费出国留学项目（67 项）

序号 合作学校 项目名称 参与学生 入学要求 学校网址 备注

1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3+1单学位 三年级学生
雅思6.5均6，四周免费语言，

加权 85
www.lancs.ac.uk

我校名额 10人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雅思 7.0均 6，加权 85，金融

/会计与金融管理专业要求
GMAT 600

数量金融专业/货币银行和

金融专业无需 GMAT

2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3+1单学位 三年级学生 雅思 6.0

www.soton.ac.uk 四级 500分以上且过六级可

接受报名，但建议考雅思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雅思 6.5，数学较好，加权 80

3 英国卡迪夫大学

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雅思 6.5均 6，加权 80

www.cardiff.ac.uk

经济学，商务经济学，银行

与金融，经济与金融，经济

与管理3+1单学位 三年级学生 雅思 6.5均 6，加权 80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雅思 6.5均 6，加权 80 国际经济学，银行和金融，

金融经济学

4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雅思 6.5（会计、金融、经济

专业 6.0另加一周语言）

www.essex.ac.uk 一周免费英语写作培训，所

有专业加权 783+1单学位 三年级学生 雅思 6.5（会计、金融、经济

专业 6.0另加一周语言）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1+1硕士
大四转专业

高职毕业生
雅思 5.0，加权 80 wyxy.jxufe.cn 每年 9月初在江财开学

5 英国伦敦城市大学
(City)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雅思 6.5均 6，加权 85 www.city.ac.uk 一周免费英语写作培训

6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

学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托福 92，加权 80 www.fsu.edu 商科排名美国 68

http://www.soton.ac.uk/
http://www.cardiff.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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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作学校 项目名称 参与学生 入学要求 学校网址 备注

7 英国考文垂大学

2+1+1专升本 高职二年级
雅思 6.0，4周免费语言，加

权 75

www.coventry.ac.uk 加权 85以上可获 1000镑奖

学金

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雅思 6.0，4周免费语言，加

权 753+1双学位 三年级学生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8 英国伯明翰大学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加权 85，雅思 6.5均 6，数学

科目较好
www.bham.ac.uk 一周免费英语写作培训

9 英国林肯大学

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雅思 6.0 www.lincoln.ac.uk3+1双学位 三年级学生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0.5+1硕士

项目

10 英国伦敦城市大学
(LMU)

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雅思 6.0 www.londonmet.ac.uk3+1双学位 三年级学生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11 英国伦敦会计学院

ACCA培训

项目
各年级学生

雅思 6.0 www.londoncollege.
org.uk

学费优惠，达到要求可获

ACCA证书及牛津布鲁克

斯大学学位
3+1.5项目 三年级学生

2+2项目 二年级学生

http://www.coventry
http://www.bham
http://www.lincoln
http://www.londonmet.ac.uk/
http://www.london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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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作学校 项目名称 参与学生 入学要求 学校网址 备注

12 英国斯望西大学

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商科雅思6.5均5.5或托福88；
其他专业雅思 6.0 www.swansea.ac.uk 可享受合作院校奖学金3+2硕士 三年级学生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13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雅思 6.5均 6， 加权 80， 免

费 4周语言；
www.sussex.ac.uk

14 加拿大

爱德华王子岛大学

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雅思 6.0,加权 75
www.upei.ca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雅思 6.0,加权 80

15 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

学

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雅思 6.0或托福 80 www.usask.ca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16 加拿大汤姆森河大学
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雅思 6.5 www.truworld.ca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17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

1+3双学位 一年级学生
托福 70或雅思 6.0

www.arcadia.edu
（英文），
china.arcadia.edu
（中文

奖学金 10000美元/年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托福 80或雅思 6.5

3+2 MBA 二年级学生

3+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托福 70或雅思 6.0

http://www.swansea.ac.uk/
http://www.sussex.ac.uk/
http://www.upei
http://www.usask
http://www.truworld
http://www.arca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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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作学校 项目名称 参与学生 入学要求 学校网址 备注

18 美国杜肯大学

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雅思 6.0,加权 75
www.oip.duq.edu3+1+1MBA 三年级学生

3+1单学位 三年级学生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雅思 6.5或等同，加权 80

19 美国托力多大学

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托福 500或雅思 5.5
www.utoledo.edu3+1单学位 三年级学生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托福 80或雅思 6.5

20 法国雷恩高商
3+1.5硕士

4+1.5硕士

已经修满学

分的三学生、

毕业生

托福 80分 或托业 750分或雅

思 6.5分 www.esc-rennes.fr 本科毕业半年后获硕士学

位，有国外实习机会

21 澳大利亚

埃迪斯科文大学

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雅思 6.0均 6
www.ecu.edu.au

3+1.5双学位 三年级学生

3+2专升硕

高职三年级

或已毕业的

申专业会计

硕士(MPA)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雅思 6.5均 6

22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

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雅思 6.0,加权 75

www.unisa.edu.au3+1.5双学位 三年级学生 雅思 6.0,加权 75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雅思 6.0,加权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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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作学校 项目名称 参与学生 入学要求 学校网址 备注

23 澳大利亚

詹姆斯·库克大学

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雅思 6.0，加权 75

www.jcu.edu.au
在读期间可安排每周不超

过 20小时兼职工作；毕业

后可介绍就业机会

3+1单学位 三年级学生 雅思 6.0，加权 75

3+2专升硕 高职毕业生 雅思 6.0，加权 75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雅思 6.5，加权 80

24 澳大利亚

麦考瑞大学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雅思 6.5均 6， 加权 80 www.mq.edu.au

25 新西兰梅西大学

2+2双学位 二年级学生
托福 80（写作不低于 19）或

雅思 6.0均 5.5
www.massey.ac.nz

学费优惠 10%
3+1单学位 三年级学生

硕士项目 本科毕业生
托福90（写作不低于20）或雅

思6.5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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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出国访问交流人员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出访地区 出访日期 出访内容

1 罗书俊 日本 11/01/05—11/04 参加日本电通公司培训（公派留学）

2 桂荷发 新加坡 11/01-12/01 新加坡国立大学（公派留学）

3
杨建峰、邱慈孙、杨丽琳、

胡德龙、王海南、沈波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富乐顿校区
11/02/05---11/08/04 参加教师培训

4 徐旭川 美国
11/02/06

---11/12
美国费城阿卡迪亚大学访问学者

5 匡小平、杨得前 日本
11/02/12

---02/17
赴日本立命馆大学参加国际会议

6 汪洋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11/02---06 访问学者（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赞助）

7 李民 日本九州大学 11/03/03—03/04 第六届感性工学会国际会议

8 杨巨成 韩国 11/03-11/06 韩国国立全北大学访学（国家公派）

9 勒中坚、杨波 美国 11/05/13—11/05/22 第 25 届国际并行与分布式处理会议

10
廖进球、李良智、蔡升桂、

刘志华
英国、芬兰、瑞典 11/05/23—06/03

学术访问伦敦城市大学、埃塞克斯大学、南安普顿大学、

奥卢大学、卡尔斯坦的大学。

11 罗福根、丁美东、吴军民 越南 11/06/22---06/28 越南国立大学—经济贸易大学访问

12

林冰红、汪玉兰、黄荃、

黄燕红、蓝青、缪丽、

朱林韬、肖锐

英国 11/07--08 前往英国考文垂大学参加师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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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出访地区 出访日期 出访内容

13 李文明 英国 11/07—12/02 英国考文垂大学访问学者

14 张维刚 英国
11/07/05

—07/09
第 16 届东亚音乐和乐器研讨会

15 曹玉珊 英国
11/07/17

—08/01
英国伦敦 ACCA 总部培训

16 周 玫、吴良平 美国 07/21- 08/01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学术访问考察

17 陈县英 澳大利亚 11/07--08 埃迪斯科文大学考察

18 吕腮菊 周矿先 英国
2011.7．

12-8.4
暑期夏令营领队

19 卢福财 美国
11/08/02

---08/14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访问讲学

20
王自力、陶然、王雪峰、

罗世华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11/08/26

---12/02/29
参加教师培训

21 张富国 瑞士 11/08—12/07 瑞士弗里堡大学交流访问学者

22 王乔
俄罗斯、捷克、匈

牙利

11/09/13

---09/25
随省教育厅组团出访教育交流

23 高杨松
比利时、丹麦、瑞

典

11/09/13

—09/25
随教育部组团出访，教育交流访问

24 王金华 彭清宁 肖珑 加拿大 09.24-29 教育交流访问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等四所大学

25 唐颖军 美国
2011.10-

2012.09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访问学者

26 吴时辉 美国 2011.10-2012.08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访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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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出访地区 出访日期 出访内容

27 温瑞 丹麦、芬兰、瑞典 10.13-10.22 随省人大组团出访考察低碳经济

28 易剑东、黄泽友 蒋岩波 奥地利、德国
10 月 19 日—10 月 28

日

赴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维也纳新城应用经济与科技
大学、德国柏林应用科技大学、杜塞尔多夫应用科技大
学等四所大学进行教育交流访问

29 廖国琼 英国 10月24日-28日 参加第 20 届 ACM 信息和知识管理国际会议

30 马珂 美国 10 月 25 日-10 月 30
赴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参加全球大学生交换平台
(ISEP)项目主管培训会议

31 肖华茵 肖明辉 朱小红 日本、韩国 10.30-11.08
赴日本冈山商科大学、冈山外语学院、韩国亚洲大学、
庆熙大学教育交流访问

32 蔡升桂 南非 10.30-11.08 赴南非纳塔尔大学教育交流访问

33 王乔 陆旭 陈始发 潘莹 美国 11.29-12.4
赴美国 NYIT,加州富乐顿校区、米勒索维尔等大学教育

交流访问

34 吴照云 毕珍华 廖卫东 澳大利亚
12 月 6日—12 月 11

日

赴澳大利亚合作院校教育交流

访问

35 王金海 香港、澳门 12 月 12 日 随省教育厅组团出访

36 伍世安
埃塞俄比亚、

南非、土耳其
2011.12.29 随省人大组团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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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外事来访情况统计表

序号 时间 来访情况 来宾人数

1 2011-1-14 台湾回音谷国际交流学校执行长詹秋娴博士一行 5人访问我校 5

2 2011-1-14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 UK)商学院教授 John Nankervise来校讲学 1

3 2011-1-21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 UK)商学院院长Michael Sherer来访 1

4 2011-2-24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学学院高级讲师Mark Cranshaw、当代中国中心主任、教授
陆懋祖来访

2

5 2011-3-3 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松野周治来访 1

6 2011-3-8 加拿大雷吉纳大学商学院院长 Anne Lavack来访 1

7 2011-3-9 法国雷恩高商上海代表处主任朱军晖等 3人来访 3

8 2011-3-16 伦敦会计学院吴高波老师等一行 2人来访，并举行学术讲座 2

9 2011-3-17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代表Michael Long来访并举行推介会 1

10 2011-3-23 英国伦敦城市大学中国项目主管李斌来校访问，并举行推介会 1

11 2011-3-24 英国考文垂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Don Finlay，国际办公室副主任裘知来访 2

12 2011-3-31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学生注册办公室主任Kathlen Kielly、中国项目协调人 Jerry
Wang 来访

2

13 2011-4-10
莫斯科市师范大学东方语系主任、外语学院副院长库尔久莫夫.弗拉基米尔、莫斯
科州国立社会人文大学语方学和跨文化交流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奥萨娜·奥布霍娃
等来访

3

14 2011-4-12 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 Kevin Smeaton来访 1

15 2011-4-13 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赵铁博士、陈国玲老师来访 2

16 2011-4-15 日本冈山外语学院廖娟老师来访 1

17 2011-4-17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 UK)AndrewWood博士、Cecilia Cassinger 讲
师来校讲学

2

18 2011-4-21 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一行 6人访问我校 6

19 2011-4-21 加拿大 Laurentian University亚洲区域主管梁进等来访 2

20 2011-4-26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 MBA项目副主管 Tony Muscia、国际办公室副主任 Janice Finn
等一行 4人来访

4

21 2011-4-26 南安普顿大学学生项目主管刘沛来访 1

22 2011-5-3 台湾大仁科技大学董事长黄国庆、校长区善惠等一行 6人来访 6

23 2011-5-4 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安东·埃格夫妇来访 2

24 2011-5-9 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副校长托尼·沃特森和中国代表处主任赵铁来访 2

25 2011-5-13 澳大利亚联世文化公司总裁、校友 Helen一行 4人来访 4

26 2011-5-16 英国考文垂大学教授 Paul Jackson来校讲学，国际处会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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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来访情况 来宾人数

27 2011-5-20 台湾实践大学谢宗兴校长，刘弘景主任来访 2

28 2011-6-20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校区鲁维丽老师一行 2人来访 2

29 2011-6-28 英国考文垂大学来访 1

30 2011-7-4 美国纽约大学 Nir Sadovnik来访 1

31 2011-7-11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 1人来访 1

32 2011-8-9 美国米勒斯维尔大学 Vilas A Prabhu教授、DouglasZander博士、郭恩扬教授一行
3人来访

3

33 2011-8-11 日本九州大学综合新领域学院院长森田昌嗣一行 12人来访 12

34 2011-8-24 江西财经大学与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联合举办“2011年夏季大学十周小型集会”5
位境外来宾参加

5

35 2011-9-13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陆懋祖教授、高级讲师 Jan Podivinsky博
士、John Airicidich博士来访等

4

36 2011-9-27 高杨松、周矿先会见英国伦敦城市大学高级讲师Michelle Gelaci 1

37 2011-9-27 美国肯塔基教育协议 lavack Luo女士一行来访 2

38 2011-10-8 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Walter Egger 教授来访 1

39 2011-10-11 ISEP项目亚太区域主管 Derek Bradley来访 1

40 2011-10-17英国考文垂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Don Finlay，国际办公室副主任裘知来访 2

41 2011-10-20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国际商业研究院 MBA 课程总监 Bob Gilliver 博士来我校参加
2011级中澳MBA开学典礼

1

42 2011-10-26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商法学院会计、经济和金融系主任 Clive Reynoldson教授、
中国项目主任赵铁博士来访

2

43 2011-10-28澳大利亚南澳大学 Sally Kok, 吕大新等一行 3人来访 3

44 2011-11-5 新西兰北方理工学院校方代表 Philip Alexander-Crawford高级讲师来访 1

45 2011-11-9 英国考文垂大学 BobWilkinson来访并讲学 1

46 2011-11-16英国考文垂大学MBA课程主管Marie Hardie、高级讲师 Steve Jewell 来校讲学 2

47 2011-11-18英国林肯大学副校长 Ieuan Owen教授、中国项目主管 Ian Barnes等一行 5人来访 5

48 2011-11-23加拿大魁北克省教育局副局长 Cosmo Della Rocca, 议员 Ellie Israel等一行 5人来访 5

49 2011-12-13美国托力多大学陈光忠教授来访 1

50 2011-12-13美国蒙东娜大学副校长 Ernest i. Nolan 教授,化学系主任田奇教授来访 2

51 2011-12-14美国中佛罗理达大学外语学院 Patrick D. Murphy 教授来访 1

52 2011-12-14英国伦敦城市大学中国项目主管李斌来校访问，并举行推介会 1

合计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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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重要外宾来访情况统计表

序号 时 间 来访情况

1 2011-1-21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 UK)商学院院长Michael Sherer来访

2 2011-2-24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学学院高级讲师Mark Cranshaw、当代中国中心主任、教授陆懋祖来访

3 2011-3-8 加拿大雷吉纳大学商学院院长 Anne Lavack来访

4 2011-4-21 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 François Rivest 一行 6人访问我校

5 2011-5-3 台湾大仁科技大学董事长黄国庆、校长区善惠等一行 6人来访

6 2011-5-4 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安东·埃格夫妇来访

7 2011-5-9 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副校长托尼·沃特森和中国代表处主任赵铁来访

8 2011-5-20 台湾实践大学谢宗兴校长，刘弘景主任来访

9 2011-8-9 美国米勒斯维尔大学 Vilas A Prabhu教授、DouglasZander博士、郭恩扬教授一行 3人来访

10 2011-8-11 日本九州大学综合新领域学院院长森田昌嗣一行 12人来访

11 2011-10-8 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Walter Egger教授来访

12 2011-10-20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国际商业研究院MBA课程总监 Bob Gilliver博士来我校参加 2011级中澳

MBA开学典礼

13 2011-11-18 英国林肯大学副校长 IeuanOwen教授、中国项目主管 IanBarnes等一行5人来访

14 2011-11-23 加拿大魁北克省教育局副局长CosmoDellaRocca, 议员Ellie Israel等一行5人来访

15 2011-12-13 美国蒙东娜大学副校长 Ernest i. Nolan 教授,化学系主任田奇教授来访

16 2011-12-14 美国中佛罗理达大学外语学院 Patrick D. Murphy 教授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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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1 年来华留学生信息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在校时间 国别

1 Dominik Schuessler 男 2011.2-2011.6 奥地利

2 Antti Veikko Piirainen 男 2011.2-2011.6 芬兰

3 Ludwig Schwarzmayr 男 2011.2-2011.6 奥地利

4 Anna Jane Bloom 女 2011.2-2011.6 英国

5 Choi Jiwoong 男 2011.9-2012.6 韩国

6 Asseff Mora, Lizeth 女 2011.9-2012.6 哥伦比亚

7 Childress, Nathan
Andrew 男 2011.9-2012.6 美国

8 Erickson, Charles Jeremy 男 2011.9-2012.1 美国

9 Juarez Gonzalez,
Lizebeth 女 2011.9-2012.1 墨西哥

10 Kita Kazuo 男 2011.9-2012.1 日本

11 PIERRE, Jeff Francois 男 2011.9-2012.1 美国

12 Mei Zhen Chen 女 2011.9-2012.1 奥地利

13 Minying Xiao 女 2011.9-2012.1 奥地利

14 IBRAHIMAyman
Khaled 男 2011.9-2012.1 黎巴嫩

15 Dedic Alexandra 女 2011.9-2012.1 奥地利

16 Blau Carla 女 2011.9-2012.1 奥地利

17 Ketonen Matias Kristian 男 2011.9-2012.1 芬兰

18 Kokkonen Annukka 女 2011.9-2012.1 芬兰

19 Pulkkinen Timo Juhani 男 2011.9-2012.1 芬兰

20 Veki Lauri Emil 男 2011.9-2012.1 芬兰

21 Roh Eun Ho 男 2011.9-2012.1 韩国

22 Palk Yoon Jin 女 2011.9-2012.1 韩国

23 Park Hui Ah 女 2011.9-2012.1 韩国

24 Jo Bo Ram 女 2011.9-2012.6 韩国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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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工作

财 务

2011 年财务处围绕学校年度工作重点，坚持“依法理财、规范管理、合理保障、

优质服务”的工作理念，积极增收节支，强化预算管理，加强会计核算，加强内部

控制，为学校各项事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财力保障，开展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工作

效率、提高师生员工满意度的“三提高”活动，为师生员工提供优质服务，取得了

较好的工作成绩。财务处获得“江西省十一五期间教育系统财务工作先进单位”、“江

西省住房公积金缴存诚信单位”、“江西财经大学综治工作先进单位”、“江西财经大

学网站建设示范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先进单位”等荣

誉。

1、积极增收节支，保障学校事业发展

财务处遵循稳健理财，保障学校事业健康发展的工作思路，积极增收节支，为

学校事业快速发展提供财力保障。一方面广开财源，多渠道筹集资金，挖掘新的收

入增长点，做到应收尽收；另一方面提倡勤俭节约，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控制

公务支出特别是“三公”经费增长，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全年实现各项收入 60608

万元，收入首次突破6亿元，总收入较上年增加 4379万元，增长7.79%。总支出 58489

万元，其中事业经费支出 50402 万元，核销自筹基建支出 8087 万元，总支出较上

年增加 5283 万元，增长 9.92%。学校财务运行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低，财务保障

有力。

2、强化预算管理，保证重点工作投入

根据学校发展思路和年度工作要点，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突出重点、

兼顾一般”、“稳定增长教职工收入”、“支持教学科研质量提升”、“调整支出结构，

控制公务费用”的预算原则，财务处科学合理编制学校 2011 年度事业经费预算。把

保证人员经费，稳定增长教职工收入和民生工程放在首位，同时继续向教学科研倾

斜，加大了教学设备购置及维修、科研配套、图书资料、教学质量工程、人才引进、

师资培训、学科建设等经费的投入，新增了国际化办学、研究生教学质量工程、文

化建设工程等经费计 600 万元。全年收入预算完成 109%，支出预算完成 92%，预算

执行情况良好。

3、规范支出管理，努力做好财务服务工作

财务处全年接待服务师生员工 3 万余人次，审核各项经费支出 5 亿多元，编制

记账凭证 2 万余份，审核原始凭证 30 余万份，整理装订会计凭证、账簿 780 余本。

在繁重的工作任务中，一方面按严格财务规章制度办事，另一方面要全力做好为各

单位及师生员工的服务工作。2011 年财务处以学校“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为契

机，结合工作实际，在全处开展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师生员工满意

度的“三提高”活动，致力于规范、简化财务手续，改善服务态度，取得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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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效。财务处在加强会计核算的同时,注重开展财务分析工作，每月向学校提供财

务报告，为校领导及时了解学校财务状况，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依据。

4、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做好学生缴费和充值工作

财务处加大对学生欠费的管理和催缴力度，坚持落实学费统计月报和欠费统计

周报制。通过收缴考核激励制度、不断完善收费系统、提供优质服务等手段，努力

提高学费收缴率。全校学年学费收缴率达 98.52%，参与考核的 17 个本科学院学年

学费收缴率均超过 90%，超额完成了年初计划目标。全年追回毕业生欠费 98.5 万元。

全力做好较园卡充值结算工作，全年现金充值 17 万人次，金额达 2,185 万元，圈存

充值 19 万人次，金额达 1,990 万元，占充值总额的 48%。

5、认真落实民生工程,为师生谋取福利

2011 年财务处负责学校两项民生工程:提高教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提高

教职工“三节”福利发放标准。为了将好事办好办实，财务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研

究，形成具体方案，报学校审批，将民生工程落实到位。据统计，教职工住房公积

金月均缴存款较上年增加了 314 元，在增加公积金的同时，又实现了合理避税。教

职工“三节”福利发放标准由原来的 600 元提高至 1000 元。我处还与离退休工作处

一道向学校建议提高了离退休干部公用经费和活动经费，与研究生部一道向学校建

议适当提高研究生生活补助标准。

6、加强内部控制，保证资金安全

2011 年，根据上级有关部门关于防范资金风险的通知要求，财务处进一步加强

了内部控制和监督检查。成立了资金安全检查小组，集中开展资金安全大检查，对

学校本级及二级单位各类资金账户进行拉网式排查，检查结果表明，我校的资金管

理是安全有效的。针对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建立健全了各项财务规章制度和内部控

制制度，同时对一些重点岗位、重要环节实施重点监控和检查，堵塞漏洞，消除隐患，

确保学校资金财产的安全与完整。

7、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

我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顺利完成独立学院后勤管理、MBA 管理、研究生二

级管理等体制转换财务配套的相关工作，为学校的改革提供决策依据和经费保障。

先后到 6 个学院、4 个管理部门进行财务调研，就财务预算、财务服务等充分征求

意见和建议，在调研的基础上，向学校建议对招生人数较少的新增专业硕士学位点

收入分配实行优惠扶持政策。还先后到省内外一些高校调研、交流，了解外校预算

管理、信息化建设等情况，为我校提升财务管理和服务水平提供参考借鉴。

8、加强对外交流，积极为学校争取利益

财务处加强与上级有关部门的沟通与交流，特别是同财政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联

系，及时掌握有关信息，积极争取有利于我校的财政政策，以大幅提高生均经费拨

款（生均拨款 8000 元以上）、高校化债资金（获取 9965 万元化债资金）及中央财政

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获批 7 个专项，争取到中央财政资金 1600 万元），为

学校争取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我处还多次和省发改委就研究生收费、本科生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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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等问题进行沟通协调，为学校争取利益，通过努力获批 12 个专业硕士学位收费

项目和标准。

9、加强信息化建设，提供优质服务

在多校区财务网络一体化管理的基础上，财务处不断完善缴费系统、网上缴费

查询系统、会计核算系统，建立往来款管理系统；去年开始，财务处正式开通了财

务综合查询系统，为教职员工及单位领导随时了解个人财务和部门财务信息提供了

一个便利的平台，年点击量达 17650 多人次，目前系统运行情况良好。同时改版了

财务处网页，增加了后台管理模块，及时上传各种数据和信息，真正做到了高效、

方便、快捷、安全、优质地为师生员工服务。

（财务处章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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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产

根据学校工作需要成立了基建办公室，挂靠校产处，二块牌子一套人马。校产

处、基建办设有 5 个科室，工作人员 27 人。其中处领导班子成员 4人，办公室 6人，

招标管理科 4 人，基建管理科 7 人，物资设备科 4 人，房产管理科 2 人。主要承担

着校区基本建设、维修改造、物资设备采购、资产管理、住房补贴、周转房管理等

工作任务。

2011 年，完成基建、维修项目 64 项，新建建筑面积 15000 余平方米，改造面

积 11000 余平方米；落实民生工程 16 项；组织各类招标 154 次；安排 14 位新调入

教师和引进博士住房，发放 3242 位职工住房补贴；新入库固定资产 11730 台件，价

值 21747 万元。

（一）基建工作

1、新建工程项目

（1）新建了蛟桥园北区留学生公寓，建筑面积13960平方米，2011年 4月竣工；

（2）麦庐园荟庐实验室扩建工程，建筑面积 1284 平方米，2011 年 4 月底竣工；

（3）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会议室，建筑面积600平方米，计划2012年 6月竣工。

（4）新建招待所 1#贵宾楼，建筑面积 360 平方米，计划 2012 年 6 月竣工。

2、维修改造项目

改造了蛟桥园原 6#学生宿舍为办公楼，建筑面积 3500 平方米）；12#学生宿舍，

建筑面积3120平方米；19#学生宿舍，建筑面积3550平方米；麦庐园研究生教室8间。

全年完成维修工程57项，其中教学设施25项，办公设施14项，生活设施18项。

3、做好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报批、规划、设计工作。

4、推进新校区建设

（1）开工建设麦庐园北区 3#、4#、8#学生公寓工程，建筑面积 19242 平方米，

以及道路、排水、供水供电等室外基础配套设施工程。

（2）为扩大办学空间，开辟共青城校区，新购土地 1068 亩。

5、工程决算与报建工作

（1）全年完成维修改造工程决算审核 99 项，初审金额 14236728.02 元，复审

金额 11682039.18 万元，核减金额 2554688.84 元。

（2）完成基建、维修工程招投标 50 项，其中在南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的

项目有 6 项。完成麦庐园 C 区学生公寓等 4 个项目的城建备案工作，基建档案立卷

300 余卷。

（二）民生工程

（1）落实学校民生工程：

①麦庐园群庐旁候车亭工程；

②蛟桥园北区跳舞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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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校医院办公楼维修工程；

④幼儿园室内维修工程；

⑤幼儿园操场铺设塑胶地面工程。

（2）加强教工及学生宿舍维修力度工程：

①青山园教工宿舍楼道粉刷工程

②麦庐园 4#教工宿舍屋面防水工程

③青山路小区教工宿舍屋面防水工程

④蛟桥园北区 9#、14#、22#教工宿舍屋面防水工程

⑤蛟桥园北区 5 栋教工宿舍楼梯间、走廊维修工程

⑥枫林园 6#、7#教工宿舍墙面、屋面防水工程

⑦青山园 3#教工宿舍屋面防水工程

⑧枫林园 2#学生公寓屋面防水维修工程

⑨蛟桥园 12#学生宿舍安装热水器工程

（3）落实职代会提案民生工程

①蛟桥园南北校区地下通道防滑斜坡安装扶手工程

②蛟桥园北区北湖西边挡土墙安装花坛工程

（三）设备采购工作

1、全年共完成招标采购项目 104 项，合同金额达 1770.03 万元。其中一般设备

经费 333.39 万元、教学设备经费 351.04 万元、省部共建经费 716.92 万元、基建配

套和大型维修经费 142.49 万元、各单位专项经费（含现代经管院）226.19 万元。

政府公开招标 18 次，政府协议采购 42 次，询价采购 18 次，商务谈判 10 次，学校

公开或邀请招标 36 次。

2、完成了蛟桥园 12 栋学生公寓组合床具，留学生公寓的电视机、床上用品、

厨房设备，固定课桌椅486套，原6#宿舍改办公楼配电设备、电缆，日贷项目的发电

机组、电梯等。

3、改建多媒体教室 74 间，麦庐园校区研究生专业教室 8 间、新建实验室 4 个

（现代经管院经管类实验室、旅城学院工程管理与规划设计实验室、信息学院图形

图像处理实验室和技术中心校园网安全设备和教学平台实验室），语音室 1个，幼儿

园添置 4 台钢琴、采购医院进口彩超 1 台，采购电脑 800 台等。

（四）房产管理工作

1、为 14 位新调入教师安排了周转房，其中引进博士 10 人。

2、完成第一批 2456 职工住房补贴发放工作，发放总金额 69260290.90 元。完

成 760 位无房职工 2009 年 1 月-2011 年 12 月的住房补贴发放工作。

3、完成第二批 37 位职工住房补贴申报工作，做好第三批住房补贴申报、审核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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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产管理工作

校产处狠抓资产管理，深入各单位进行资产清查，确保资产管理督查、清查工

作常态化，提高资产的完好率和使用效率。

1、全年新增固定资产 11730 台件，价值 21747 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 11 处，

仪器仪表 275 台件，机电设备 515 台件，电子设备 2652 台件，印刷机械、卫生医疗

器械 10 台件，文体设备 147 台件，标本模型、文物陈列品 7 台件，行政办公设备

309 台件，，家具 7800 件。

2、为全校各部门办理了 36320 台件，价值 3122 万元设备调剂工作。

3、清理待报废资产设备 3423 台件，价值 4820746.87 元，办理报损报废固定资

产 4188 台件，价值 1072 万元。

4、处置报废设备 6 批次，为学校收回残值 75248.8 元。

校产处 2011 年度大事记

1、江西财经大学蛟桥园留学生公寓工程于 2010 年元月开工建设，2011 年 4 月

29 日竣工验收。建设用地 5500 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13906 平方米，九层框架结构，

单人间，可安排 235 人住宿。

2、2011 年 11 月 9 日下午，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教授在副校长易小明教授的陪同

下冒雨视察了蛟桥园原 6#学生宿舍改办公用房施工现场。同时了解了麦庐园北区建

设和招待所专家楼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要求加大力度推进项目建设。

3、2011 年 5 月 11 日下午，易小明副校长主持召开了后勤口信息化建设工作专

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校产处、后勤保障处、医院等部门主要

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4、2011 年 6 月 21 日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在纪委副书记邹传教、副处长董惠英等

相关人员陪同下到校产处调研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校产处班子成员及各科室负

责人参加了调研会。

5、根据省直房改办的统一部署，为加快我校教工住房补贴工作，抽调了相关人

员集中办公，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工作，对 2400 多位教职工住房补贴申报的材料按

要求进行了全面核对、整理。通过审核、公示、报批等程序，2011 年 4 月份 2456

位教职工领取了住房补贴银行卡。

6、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校区建设，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基建办公室，挂靠校产处，

肖兴富同志担任基建办公室主任，兼校产处副处长。2011 年 6 月 28 日，易小明副

校长、陈建南部长代表学校到校产处宣布了校党委的决定。

7、近几年来，随着我校教学科研水平以及办学声誉的提高，现有的发展空间受

到制约，为进一步拓宽办学空间，改善办学条件，校党委决定在共青城市购置土地

1068 亩，作为我校第五个校区—共青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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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1 年 2 月 28 日，在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召开了昌北片四所高校资产管理工

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华东交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

财经大学负责设备采购、资产管理负责人及相关人员。会议就设备招标采购、资产

日常管理、设备仪器为社会服务、设备报废与处置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9、2011 年 3 月 10 日校产处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观看《土地之殇》教育片。

10、2011 年 2 月 20 日，杨尚勇处长陪同易小明副校长视察了蛟桥园留学生公

寓工地。

11、2011 年 7 月 11 日上午召开了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会议，会议由肖兴富主

任主持。会议就施工质量、施工进度和安全文明施工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12、2011 年 12 月 1 日召开了麦庐园北区建设工作会议，副校长易小明教授亲

临了会场，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由杨尚勇处长主持，监察审计处、后勤保障处、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校产处、基建办等部门相关人员出席了会

议。会议明确了项目部工作人员分工和工作职责。

13、2011 年 11 月 29 日，肖华茵副校长在综治考评组的陪同下到校产处检查指

导综合治理工作。

14、2011 年 11 月 28 日，在江西省南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召开麦庐园北区 3#、

4#、8#学生公寓工程开标大会，会议由基建办主任肖兴富主持，出席开标大会的有

江西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校纪检监察处、工会、财务处、校产处、基建办

相关人员及施工单位代表 160 余人。该项目分为二个标段，大会按照招标程序进行

开标，经专家评审，确定一标段第一中标候选人为江西中煤建设集团公司，投标报

价为 8702931.07 元；二标段第一中标候选人为江西宏发路桥建筑工程公司，投标报

价为 18016224.03 元，整个开标过程历经八个小时。

15、2011 年 3 月份我处被学校授予“廉政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16、2011 年 7 月 19 日，在江西省南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蛟桥园原 6#学生

宿舍改扩工程开标会，经开标、评标，确定江西国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蛟桥园原

6#学生宿舍扩建会议室工程中标单位，中标价为 625763.03 元。吉安市五建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为蛟桥园原6#学生宿舍改办公用房工程中标单位，中标价为1535805.08元。

17、我校蛟桥园学生宿舍改造工程委托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进行公开

招投标。2011 年 3 月 24 日 9：30 分在江西省南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四开标室开

标，经评标委员会评审，确定蛟桥园 12#学生宿舍改造工程由吉安驼洋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中标，中标价为 1017049.94 元；蛟桥园 19#学生宿舍改造工程由江西昌泰建

筑工程公司中标，中标价为 417586.28 元。

18、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批准，同意校产处成立造价管理科。

19、经个人述职，全处人员评选，黄斌、刘威同志被学校评为2011年度先进个人。

20、2011 年 4 月 2 日上午，校产处召开了处长办公会议，会议对三月份工作落

实情况进行了通报，并对下一阶段工作做了布置和安排。易小明副校长到会作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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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11 年校产处完成了五大项民生工程，即：麦庐园群庐旁候车亭工程、蛟

桥园北区跳舞场工程、8 栋宿舍维修工程、蛟桥园南北校区地下通道防滑斜坡安装

扶手工程、蛟桥园北区北湖西边挡土墙安装花坛工程

22、2011 年 4 月 1 日上午，校管理服务督导组来我处就房屋、水电设施维修，

园林景观维护及零星维修等方面进行了调研。

23、2012 年 1 月 11 日下午，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易小明在审计处处长

邹传教、校产处处长杨尚勇、基建办主任肖兴富、副处长姜瑜陪同下，深入建设工

地施工现场，实地查看了正在施工的麦庐园北区学生公寓工程，并听取了肖兴富主

任对施工进展情况的介绍。

24、2011 年 1 月 20 日下午 4：00 召开了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议由党支部

书记杨尚勇处长主持，副校长易小明、副处长刘仁彪、副处长姜瑜、支委委员汪国

超、李跃林、邹亮出席了会议，各科室负责人列席了本次民主生活会。

25、2011 年 4 月 24 日组织党员干部参观江西省党风廉政建设图片展。

（校产处汪国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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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概况

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中央与地方共建，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法、工、文、

理、农、教育、哲学、历史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其前身为 1923

年秋创办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1958 年成立江西财经学院，1978 年复校，1996 年

更名为江西财经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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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历史沿革

江西财经大学图书馆正式建馆于 1978 年，前身为 1958 年的江西财经学院图书

室。1993 年，图书馆新馆落成；2006 年麦园校区图文信息中心楼竣工，馆舍面积达

到 45754 平方米。

（2）图书馆馆藏特色

江西财经大学图书馆由蛟桥园校区馆和麦庐园校区馆组成，馆藏文献量达 491

余万册（其中纸质图书 300 万册，电子图书 191 万册），以财经、管理类文献为重点，

人文、政法、电子信息、社科类文献为基础，覆盖部分其它专业。年均订购中文期

刊 2081 种，中文报纸 266 种，外文期刊 91 种。引进中外文数据库 42 个，自建《江

西财经大学博硕论文》、《教研参考》、《江西经济发展》、《鄱阳湖生态经济》等特色

数据库，数据条目取得一定规模。已基本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和较为完备的为教学、

科研以及地方经济服务的区域性文献保障体系。

（3）图书馆读者服务

江西财经大学图书馆一贯坚持“以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的信息保障与服务为宗旨，以读者为中心”的办馆理念，紧紧围绕建设“师生

满意、省内一流，同行先进”的图书馆目标，将提高读者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置于

各项工作的首位。

2006 年，图书馆实行了以人为本的“大流通、大开放、人性化、全天候”一站

式开放模式，所有一线服务窗口全部实行从早上 8：00 到晚上 9：30 连续开放，周

开放时间增加到 91 小时。年接待读者量 200 万人次；年借还图书 70 万册。

2010 年 3 月 19 日，成立“昌北高校图书馆数字联盟”，实现了昌北地区高校

之间、江西省高校之间乃至全国高校之间文献资源最大化的协作和有效共享，使江

西财经大学图书馆成为重要的区域性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昌北高校图书馆数字联盟”的成立，是对江西省省委书记苏荣同志在省政协

十届三次会议联组讨论会上“整合教育资源，建设数字化图书馆”批示精神的积极

响应，也是对年初江西昌北四所高校联谊活动中江西财经大学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同

志提出的“构建校际之间的图书及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服务机制”倡议精神的具体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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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局域网是学校校园网的主交换结点之一，采用千兆光纤接入，各校区分

馆依托校园网千兆光纤主干相连，电子资源 7*24 小时全天候不间断服务。2009 年

实现了跨校区通借通还，引进了“电子资源校外访问系统”，实现了教师在校外访

问电子资源，并对所有下载用户进行流量监控与统计；2010 年无线网覆盖全馆，图

书馆数字资源集成管理系统和“昌北高校图书馆数字联盟”平台实现了对馆内以及

全省高校图书馆各类资源的 “一站式 ”检索。

图书馆自 1998 年开始进行二次文献的深层次开发与加工，定期出刊《经济管理

信息》、《中外文新书报道》等教学参考资料。2001 年设立“学科馆员”，2004 自建

特色数据库、学科导航，其经验一度在江西省内高校图书馆作为先进经验推广学习。，

图书馆还先后推出了代检代查、学科服务、虚拟参考咨询、文献传递、馆际互借等

各类咨询服务，参考咨询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4）图书馆发展方向

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密切结合学校“十二五”发展总体规划，主动适应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趋势，积极适应数字图书馆发展新趋向，坚持“以读者为中

心”，围绕“数字图书馆”建设，以服务教学、科研和地方经济发展为宗旨，以科

学管理为手段，以资源建设为保障，以技术条件为支撑，不断创新图书馆的资源建

设、读者服务、管理运行机制，不断改善读者学习和研究环境，在文献资源的保障

水平、数字化程度和服务张力上整体向国内标杆高校图书馆看齐，为早日实现从传

统型图书馆向富有特色的、与江西财经大学学科建设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相配套的现

代教学研究型图书馆的战略目标而不懈奋斗，为学校建设“做强”、“优质”和“特

色”的办学目标做出贡献。

2011 年度采编加工图书 12 万多册，完成 80 余种外文、2200 种中文期刊和报纸

的订购业务。

数字图书馆的数据库由36增至 42个，引进万德、Wisebook外文原版电子书等高

端资源。

2011 年接待读者 1720774 人次，借还图书 81 万册。

1、昌北高校联盟队伍由 3-4-5-7 扩大，增加了地质工程，医药和艺术资源保障。

2、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全年文献传递请求近 11 万篇，95%以上得到满意回复；

全年馆际互借纸质图书 545 册。从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的使用规模来看，该联盟已

成为我国第四大图书馆联盟。

3、我校读者年度利用联盟提交文献传递请求 28584 次（其中中文期刊 4236 篇，

外文期刊 3977 篇，中文学位论文 2482 篇，图书 1655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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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2011 年度大事记

1、我校 2010 年数字文献资源建设专家组会议在图书馆召开

2011 年 1 月 5日召开数字资源建设暨数字资源采购专家组会议，针对我馆 2011

年所需购的电子资源进行论证和谈价。校长助理王小平参与会议。

2、2011 年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总结大会在图书馆召开

2011 年 1 月 21 日召开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总结会。江西农业大学上官新晨副

校长、华东交通大学张坚副校长、江西财经大学王小平校长助理及四校图书馆馆长

书记参加。

3、我馆召开首次学科馆员动员大会

2011 年 2 月 25 日下午我馆召开首次学科馆员动员大会。

4、我馆召开财经管理类特色书库建设会议。

2011 年 2 月 25 日下午我馆召开财经管理类特色书库建设会议。

5、党委组织部和图书馆在图书馆报告厅联合举行2011年图书馆员工素养培训班开班

典礼。

4月 8日下午，党委组织部和图书馆在图书馆报告厅联合举行 2011 年图书馆员

工素养培训班开班典礼。副校长吴照云、校长助理王小平、高教研究所所所长谭光

兴、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处长汪业军、图书馆党政领导出席典礼，图书馆当日不

值班员工 80 余人参加了开班典礼。典礼仪式由图书馆馆长蒋岩波主持。典礼仪式结

束后，校高教研究所所所长谭光兴教授作了《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挑战》专

题讲座。谭教授从三个方面对去年我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进行了重点解读。

6、校工会和图书馆联合举办，图书馆员工岗位技能竞赛活动。

2011 年 4 月 15 日下午我馆开展员工岗位技能竞赛活动，此项活动是由校工会

和图书馆联合举办，竞赛项目 1、图书排序；2、查找图书。

7、图书馆开展 2011 年“世界读书日”系列纪念活动

图书馆 2011 年“世界读书日”系列纪念活动纪实 2011 年 4 月 23 日是第十六

个“世界读书日”，图书馆 4 月份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读书月大型活动，早在一个

月前，图书馆就开始了精心策划和准备，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系列活动。活动主要

分四个主题展开，1、即以“《占座—在图书馆》、《我心中的文明读者》、《假如我是

图书馆馆员》”为主题的征文活动；2、以进馆借阅为指标的 “优秀读者” 评选活

动；3、以“《读书与修身》、《读书让生活更美丽》、《以书为友》”为主题的演讲比

赛活动；4、以“信息改变人生，搜索创造未来”为主题的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首届

“知网杯”搜索竞赛活动。

8、上海财大图书馆馆长李笑野为图书馆员工作专题报告

4月 29 日下午，图书馆在馆报告厅举行了一场专题报告会。报告会特邀上海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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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大学图书馆馆长李笑野教授作“大学图书馆馆员 队伍建设与服务创新”的主题

讲座。图书馆党政领导和当日不值班的员工聆听了专题报告。蒋岩波馆长主持了专

题报告会。

9、全国高等财经院校图书馆馆长 2011 年年会在我馆举行

5月 13 至 14 日，全国高等财经院校图书馆馆长 2011 年年会暨全国高等财经院

校图书资料协作委员会年会在江西财经大学图书馆四楼报告厅举行。来自上海财经

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全国 36 所高等财经院校的图书馆馆长和代表

共计 70 余人参加了会议。我校副校长吴照云到会致辞。大会开幕式由我校校长助理

王小平主持。

10、图书馆 2011 年 10 月 10 日开始蛟桥园馆实行延长开放时间

2011年10月10日开始图书馆蛟桥园馆开放时间由原来8：00—22：00延长至23:00

时。

11、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首届学术研讨会在图书馆召开。

为了倡导馆员的学术研究之风，2011 年 11 月 17 日，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在我

校图书馆四楼报告厅召开了昌北联盟首届学术研讨会。联盟五馆馆领导、业务骨干

等馆员近百人参加了大会，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大会，并为论文一、二等奖获得者

颁奖。

12、江西财经大学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暨文献资源建设专家组会议在图书馆召开

2011 年 12 月 15 日下午，江西财经大学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暨文献资源建设专

家组会议在图书馆报告厅召开。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校图书

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文献资源建设专家组成员、校图书馆、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

心相关人员共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图书馆副馆长季小刚主持。

2011 年图书馆科研及获奖统计一览表

一、课题立项：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2011 年）规划项目

作者：陈香珠

《江西省数字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

二、论文获奖

1、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图书资料协作委员会 2011 年年会《学

科化背景下图书馆核心用户服务体系研究》

作者：生修雯 一等奖

2、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图书资料协作委员会 2011 年年会《财

经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共建共享问题初探》

作者：喻 樟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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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图书资料协作委员会 2011 年年会《全

国主要财经类高校图书馆外文数字资源建设情况调查研究》

作者：宋苹 二等奖

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图书资料协作委员会 2011 年年会《高

校图书馆馆藏建设与使用成效分析研究：以江西财经大学图书馆为例》

作者：陈香珠 喻樟 周子剑 二等奖

5、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图书资料协作委员会 2011 年年会《区

域图书馆联盟建设的现状分析：以我馆加盟北京财经类院校资源共享平台为例》

作者：吴晓波 二等奖

6、江西省高校文献课 2011 年学术研讨会《构建移动图书馆--开创信息服务新

途径》

作者：吴晓波 一等奖

7、江西省高校文献课 2011 年学术研讨会《基于信息素养培养的研究生文献检

索课教学研究》

作者：朱晓丽 一等奖

8、江西省高校文献课 2011 年学术研讨会《网络化时代条件下经济学文献检索

若干问题思考》

作者：张绍萍 二等奖

9、首届江西省高校图书馆图书情报学术研讨会《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与嵌入式

学科服务探讨》

作者：陈香珠 一等奖

10、首届江西省高校图书馆图书情报学术研讨会《构建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体

系的路径选择》

作者：生修雯 一等奖

11、首届江西省高校图书馆图书情报学术研讨会《图书馆开展学科馆员服务的

思考》

作者：翟娟娟 一等奖

12、首届江西省高校图书馆图书情报学术研讨会《江西省高校图书馆联盟服务

体系研究》

作者：喻樟 二等奖

13、首届江西省高校图书馆图书情报学术研讨会《知识组织模式比较研究》

作者：周红卫 二等奖

14、2011 年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学术研讨会《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区域图书馆

联盟文献传递优化策略探讨——以 CB 高校图书馆联盟为例》

作者：周子剑 二等奖

15、2011年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学术研讨会《江西高校图书馆联盟的现实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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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喻樟 二等奖

16、2011 年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学术研讨会《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绩效评估的

实践及其思考》

作者：陈香珠 三等奖

17、2011 年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学术研讨会《管理问题与图书馆联盟绩效的交

互关系分析》

作者：生修雯 三等奖

18、2011 年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学术研讨会《关于共建江西省主要高校图书馆

电子资源的构想》

作者：宋苹 三等奖

19、2011 年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学术研讨会《我国《资本论》研究的文献检索

与分析》

作者：张绍萍 三等奖

20、2011 年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学术研讨会《做好学科馆员工作 服务教学与

科研》

作者：柯玉莲 三等奖

三、调研报告

《江西财经大学图书馆纸质文献馆藏结构及改善对策》

作者：蒋岩波 胡新 欧阳锋 朱晓丽

（图书馆周穗提供）



394

档 案

高校档案是高校发展记忆的基石，是高校历史的原始记录。安全是高校档案工

作的生命线，服务是档案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2011 年，我馆在校党委、校行政的

重视和校属各部门的支持下，牢记使命，务实敬业，努力巩固去年“省特级”单位

的各项管理，积极推进档案“四化”建设（概括为“四重四化”），业务建设进一

步规范，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具体汇报如下：

一、重收集源头，档案资源结构更加多元化

收集是档案工作的源头和根本。为确保档案资料齐全完整，力求全面真实反映

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活动，反映全体教工、学生工作和学习情况，我馆通

过多年的努力，制定规章、明确职责、沟通协调、布置落实，使全校归档部门达到

并保持 100%。资源更丰富了，但是，几乎所有高校普遍存在的馆藏结构“五多五少”

现象我馆也明显存在，“五多五少”即“常规性”档案多,“个性化”档案少;纸质档

案多,音像档案少;档案资料多,实物档案少;文书档案多,珍贵资料少;“历史”档案

多,现行文件少。针对这种现象，为进一步优化馆藏，实现档案资源结构多元化、个

性化，今年，我馆在做好常规收收集归档同时，着力探索并开展人物档案、重大活

动档案的收集归档工作。

首先，抢救建立百岁老教工档案。卓有建树的知名老教授是学校的宝贵财富，

是学校辉煌历史的见证及组成。今年我馆已开始对学校 90 岁以上的老教工如裘宗

舜、成圣树、孙传煃、乔闻政、蒋谦、史家琪等 10 多人个人史料进行发掘收集，通

过多次上门拜访、恳谈宣讲、全过程跟踪协助、随时上门接收等形式，取得老人及

其家人的肯定与支持。目前，收集、整理、归档含书籍、文件、证书、照片、光盘、

实物等共 19 盒 367 件。

第二，着手建立全国名师档案。全国教学名师是教学战线极高的荣誉，也是我

校的光荣。今年我馆从不同渠道用不同方式已收集、整理、归档胡援成、张蕊两位

教授的全国名师档案共 6 盒 128 件。

第三，及时跟踪随时收集重大活动档案。已收集毕业 50（60 级贸经班）、30、

20 周年校友回校联谊活动、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10 周年院庆、继续教育学院 30 年周

年院庆等档案资料共 125 件。

二、重数字馆建设，档案信息基本数字化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按照学校要求，我馆认真制定了《江西财经

大学数字档案馆建设规划方案》，《方案》对规范标准、基础设施、网络环境、服

务器及存储设备、系统软件环境、机房及辅助设施、档案库房、人才队伍、应用系

统、数字档案采集平台、数字档案管理系统、数字档案利用发布平台、安全体系、

档案数字资源建设等内容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计划到 2015 年分三阶段完成建

设。数字档案馆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数字化是其中的基础和关键。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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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档案数字化工作进展迅速，成绩明显。重要珍贵档案如全日制本科生学籍、成

教生学籍、科研等档案已实现 100%数字化，文书、实物、人物等其它类别档案已完

成 50%数字化。

三、重综合治理，档案管理日趋制度化

档案安全，重于泰山，安全管理，人人有责。为做好我馆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全馆上下统一认识，高度重视。年初 3 月 11 日，召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暨安

全稳定工作动员会议，将综治工作作为年度工作主要内容，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将

综治目标责任纳入年终考评体系，实行年度评优评先一票否决。年终 11 月 23 日，

召开综治工作总结会议，从思想上、材料里、馆库现场中查漏补缺，发现校史馆玻

璃外 QIANG 几处碎裂、档案馆一楼库房无视频监控等大问题及时上报校综治委、分

管校领导及相关校领导，报告校保卫处、校产处，提出侦探、维修、配置等意见，

使所有问题一一得到整改、完善、解决。

立足日常工作，抓好重点防范。建立场馆责任区安全管理制度，如档案库房安

全管理制度、电子信息安全管理制度、重要设施设备使用保管制度等，划分防盗防

火安全责任区，建立以综合治理机构、责任科室为主体的“人防”网络，责任到科、

任务到人。开展消防安全实地演习，演习活动要求人人参与，个个动手，做到重要

部位处处有灭火器，灭火器使用人人知晓个个会用。引导职工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

各种有益活动及社团，如摄影协会、舞蹈协会，女科联、九三学社等，营造积极向

上的工作和生活氛围。

四、重开发利用，服务工作走向社会化

档案馆校史馆是学校档案安全保管场所，是档案信息服务中心，也是爱校教育

基地和对外宣传窗口。随着江财事业的快速发展及档案资源的完全整合，档案服务

范围已快速从校内向校外延伸，服务工作社会化势不可挡。学术研究、考研及出国、

解决经济纠纷、落实政策、购房办证、工作调动、劳动保险、学籍认证、毕业生档

案政审等等。变革传统模式，把握发展脉络，做好校内外利用服务工作是我馆近年

来，尤其是今年面临的课题和挑战。

1、为国家统计局查档。6 月 8 日，国家统计局资料管理中心编研处杨青林处长

一行三人在肖华茵副校长的陪同下来到我馆查看复印 1954 年 9 月至 1958 年 5 月我

校前身原国家统计局南昌统计学校的历史资料。 为做好此次查档工作，按照肖校长

指示，我馆不仅对馆藏所有相关档案进行了全面检索、复印、分析，还先后派出周

冬梅、张宠平、邹心平等多人 3 次到省档案馆查找、复印相关档案材料。国家统计

局资料管理中心编研处杨青林处长一行对我馆丰富的馆藏、规范的管理及热情的服

务大加赞赏。

2、接待各界参观。接待 2011 级各类新生、入党积极分子、50、30、20、10 周

年回校毕业生、“校园开放日”活动、省委教育工委党校 20、21、22 期处级干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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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班学员、省综治检查组、重大会议代表、重要来宾等来馆参观 6700 多人，给校内

外、社会各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3、完成 2011 届毕业生档案整理转递。6 月 28 日到 7月 12 日，全馆人员齐上阵，

整整 2 周时间，朝 7 晚 7，无午休周末，圆满完成了全校 2011 届共计 7100 多位毕

业生档案的整理和机要转递工作，量大、有序、快速、高效，为我校 11 届毕业生工

作划上一个圆满句号。

4、为毕业生出国留学制发中英文成绩单和学籍证明。这项服务工作量大、要求

高，难度大，经过长期摸索，我馆在建构中英文对照的课程名称库及制作好各类成

绩模版的基础上逐步开展起来，并已得到广大学生的肯定及申报院校的认可。鉴于

目前学校学分制管理系统的重新开发及完善，我们建议从档案管理平台上开发相应

接口软件，与学校学分制管理系统关联起来，自动生成中英文配套成绩单，以便更

方便、快捷地为学生及社会各方面提供更优质、网络化的档案信息服务。

5、4 月，学校开展二级教授评选，全校申报老师到档案馆查阅科研档案近 200

卷，复印 1000 多份。5 月，全省实施公车专项治理工作，档案馆组织专人配合全校

各部门为所有车辆查找财务凭证将近 600 卷，复印发票 230 多张；10 月，为学校拟

报废车辆查找财务凭证 1500 多卷（因为有的车辆几经转手，年度、校区不明，反复

排查），复印发票 40 多张；为住房货币化第二、三批人员查找复印房产、履历资料

1130 多份，为学校合同制聘用工人查找工资档案，涉及华财、原林校、电校、管院

几个校区前后三十多年财务凭证，配合人事处劳资科申请新近 105 位教工编制工作，

用一周时间将馆藏新近人员档案材料全部清理一遍，将散材料一一装订成册。

6、送档上门，为校属单位排忧解难或锦上添花。为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大课题研

究需要，李金云到省档案馆购买《中国当代革命史文件资料汇编》全套 11 本书籍，

为图书馆图书文化建设需要，转赠著名画家彭友善先生作品、校友赠送礼品等 2件，

为离退休处装修布置场所需要，转赠校庆大花瓶 2 个。

7、编印 2010 年度《江西财经大学年鉴》，并发到校属各单位。

8、为省教育厅后勤服务中心指导、整理档案 420 多卷 13890 多份。

2011 年取得的成绩和荣誉：

获省直单位档案工作先进单位，全省高校档案工作先进单位，全省优秀档案编

研成果二等奖，在省直单位档案工作经验交流会、档案征集与编研工作经验交流会

上发言， 《江西档案》2011 年第二期“局馆一览”专题报道。

（档案馆王婷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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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下设办公室、网络管理部、计算机管理部、软件技术务部、

远程教学管理部、校园卡管理部、信息管理部、电化教学部八个部门。现有工作人

员 54 人，其中高级职称 10 人，中级职称 35 人；博士 2 人 ，3 人正在攻读博士学

位，硕士 31 人。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20 余项，省教育厅教改项目 20 余项，荣

获省部级奖项 3 项。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承担的主要任务有：开展数字化校园建设的网络基础服务研

究，为数字化校园的建设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负责学校信息化建设标准的制定，

管理信息系统的规划、设计、开发，弱电工程的规划与建设，对已运行系统提供技

术支持与服务；负责学校校园网、校园卡系统的建设，保障校园网的正常运行，为

全校师生提供网络服务；承担学校网络教学和远程教育系统研究、设计开发、技术

支持与服务，学校教师教育技术的培训工作；负责计算机基础实验室的日常管理与

运行服务承担学校各类电教设备、多媒体设备及空调的技术支持、维护和维修。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2011 年完成的主要工作：

（一）、信息化建设规划工作

1、学校信息化建设“十二五”规划工作：撰写《江西财经大学信息化建设十二

五规划（2011-2015 年）》，举办六次专题工作和专家会议，外出考察北大、上海交

大等 10 余所高校信息化建设，邀请杭州正方、上海金仕达等 6 家公司来校进行技术

交流和规划论证工作。

2、论证分析、设计规划新版《本科学分制教务管理信息系统》，经校长办公会

审议并批准立项。

（二）、校园网运行与维护工作

1、校园网出口带宽升级工作：带宽由 3.1G 新增到 3.9G，同比增长 26%，人均

带宽位居全省高校之首和全国财经类院校前列。

2、网络建设、规划和改造工作：完成留学生楼弱电工程、校园无线网络系统规

划、麦庐园北区学生宿舍弱电规划等 7 项工程

3、完善网络服务工作：为学校 98 个网站提供虚拟主机服务，新增 PHP 虚拟主

机服务，改造 VPN 服务。

4、专项项目建设工作：完成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校园网

安全防范与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建设工作，改造了网络教学平台的硬件环境，推动

了数据中心、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校园网门户系统、学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三）、软件应用系统建设情况

1、软件应用系统的引进和二次开发工作：引进和二次开发迎新系统，制作电子

版校园地图；升级和二次开发教工邮箱，升级 1700 余教工用户，对接统一身份认证

系统，新增自助开通邮箱和反垃圾网关模块，监控发送垃圾邮件邮箱用户，垃圾邮

件拦截率达 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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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应用软件研发工作：研发体育选课系统、本科教学工作状态常态监控系

统（统计分析 67 项基本指标）、教学工作量网上核对系统、研究生教材管理子系统

（承载 319841 本教材信息）、新校友天地系统二期（用户由 2010 年的 380 人增加到

8657 人），改造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本科学分制系统毕业资格审核子系统，共完

成代码 20 余万行。

（四）、网络教学服务与数字化资源建设

1、制定 1 项网络教学管理制度和修订 1 项建设指标，上传 1438 套数字化教学

资源。

2、网络教学平台使用：用户由 2010 年的 21319 人增加到 2011 年的 29000 人；

开课 5430 班次，开展 6 期平台培训工作。

3、网络教学推广和交流：召开一次全校网络教学与示范性网络课程建设工作会

议，联合教务处举办学校网络教学优秀教师评选活动，承办全国高校教育技术创新

研讨会暨 2011 年赛尔毕博系统管理员培训交流会。

二、日常服务工作

（一）、机房教学管理与服务：各校区的 29 间机房、2246 台计算机的日常维护

工作；机房做到每周检测一次、半月全部检修、完好率 95%；全年机房多媒体教室

分别承担 11564 课时和 5760 课时的教学任务，机房平均使用率超过 110%。

（二）、网络设备、软件的运行与维护

1、网络运行日常维护：日常维护 21 台核心网络设备、36 台汇聚层交换机，核

心设备全年无故障运行；四校区 1072 台接入层交换机、35568 个信息点的日常维护

与管理工作，全年外出维修出勤 1520 人次。

2、为本科学分制系统、研究生管理系统和 OA 系统等 10 余套系统提供日常技术

支持与运行维护工作；选课系统全年累计实选 24185 人、课程 151312 门次；OA 系

统较 2010 年，发文增加 1倍，登录人次增加 2.5 倍，邮件量增加 3 倍，提升了校务

管理效率。

（三）、校园卡事务工作

1、整理、制作卡工作：全年整理、清分、制作校园卡 22876 张；为新进教工制

作 49 张工作证，115 名学生校园卡延期，8883 名新生拍照和照片资料整理；设计和

修改校友卡版面，为 7581 名校友整理照片、核对基本信息。

2、校园卡系统全年承载了 6780 万元资金流通，圈存金额 2150 万元，较 2010

年增长 33.4%，维护维修设备 399 机次，同比增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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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大事记

1、2011 年 1 月 14 日-1 月 21 日，中心举行软件开发技术研讨和培训会。

2、2011 年 1 月 21 日，我校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了本年度第一次工作会议，讨

论了《江西财经大学信息化建设十二五规划》初稿。

3、2011 年 3 月 7 日，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 11 楼第 1 会议室召开 2011 年信息

化建设“十二五”规划编制研讨会。

4、3 月 24 日下午，在蛟桥园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北区机房 G304 举办毕博网络教

学平台专场培训。

5、2011 年 3 月 30 日下午 3 点半，在蛟桥园一楼会议室召开中心范围内的“以

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动员大会。

6、2011 年 4 月份，根据校综治办要求，在中心内部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活动。

7、2011 年 4 月 7日下午 3 点半，中心全体人员在 G203 教室观看反腐倡廉片《土

地之殇》和《杨善洲》先进事迹报告。

8、4月 14 日，成立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网站建设领导小组。

9、4 月 19 日，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软件部设计开发的《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

教学成果经学校专家评审，确定为我校推荐项目，将参加首届江西省高等学校研究

生教学成果奖的评选。

10、2011 年 4 月 22 日对蛟桥园第四教学楼教室墙面进行维修。

11、4 月 24 日下午，我中心副主任肖清雷带领各部门党员干部代表一行和校属

其他部门一起赴江西省艺术中心，参加“法治与责任—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

职侵权犯罪展览”江西巡展活动。

12、2011 年 4 月，中心完成江西财经大学职工新版工作证的制做工作，新版工

作证正式宣告使用。

13、4 月 25 日下发《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2011 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

案》。

14、4 月 29 日，召开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作为本次教代会的一项重要议程，陆旭主任与下属各科科长签订

了综合治理责任状。

15、5 月 5 日至 5 月 6 日，蛟桥园北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一楼议室召开了学工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研讨会。

16、 2011 年 5 月 14 日-5 月 15 日在南昌市湾里区恒茂森林海举行中等职业学

校师资培养研讨会。

17、2011 年 5 月 31 日上午，在蛟桥园北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一楼会议室，我

中心领导和相关技术人员，与来自南昌航空学院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的喻金科主任及

随行的技术人员，共同进行了一次有关现代数字化校园三大基础平台的调研结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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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与技术研讨会。

18、2011 年 5 月，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开展了多形式的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19、2011 年 6 月，中心各部门对重要设备的安全进行了检查工作，中心领导亲

自到各个校区，进行暑期安全部署工作，对一些重点设备的安全、重要数据的备份

进行了工作安排。

20、2011 年 6 月，中心报学校批准，撤销了电化教学一部的建制，组建信息管

理部。

21、中心办公室喜获 2010 年度学校办公室工作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

22、2011 年 7 月上旬，在校保卫处的例行综合治理安全检查中，现代教育技术

中心积极配合校保卫处规范消防设施的标准化管理，对大楼内部所有的消防栓进行

了操作图张贴。并利用展示牌积极宣传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标准。

23、技术中心“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从7月至9月进入查摆问题的第二阶段，

开展了互评互议和“个人与学校和谐发展”为主题的大讨论活动。

24、2011 年 8 月，完成省教育厅暑假中职双师型教师培训班的培训工作。

25、2011 年 8 月，对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中央空调进行了大修。

26、2011 年 8 月底，为确保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心各科室对暑期过后的设

备、数据、网络的安全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

27、2011 年 8 月 28 日，由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开发的体育课网上公开选课的系

统正式投入使用。

28、2011 年 8 月 28 日，由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开发的迎新网（hello.jxufe.cn）

正式开启，成为今年迎新工作的“先锋”。

29、2011 年 9 月，中心圆满完成 2011 年迎新工作。

30、2011 年 9 月，中心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签订《麦

庐园校园合作建设协议》。

31、2011 年 9 月 22 日，江西省教育厅安全稳定工作评估组来我中心进行安全

稳定工作检查。

32、2011 年 10 月 27 日，现代教育技术中心邀请校保卫处易润水副处长在第四

教学楼 4102 教室为中心职工进行综合治理安全知识教育培训。

33、2011 年 11 月，中心各部门对重点部位、重要数据进行全面检查、维护。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江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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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两刊概况

2011 年，在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在编委会主任和主编的直接领导下，

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热情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当代财经杂志社按照学

校做强做优的发展方略，紧紧围绕质量建设这个中心，朝着提升刊物学术品位、争

创一流学术期刊的目标，通过杂志社全体同仁的勤奋、踏实工作和科学管理，我们

不仅圆满完成了较为繁重的编辑出版任务，而且两刊所发文章的质量不断提升，刊

物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

一、2011 年的工作及主要成绩

1. 《当代财经》“理论经济”栏目成功入选教育部名栏工程

“理论经济”是《当代财经》的传统栏目，本栏目秉承《当代财经》“求实、

创新、争鸣、服务”的办刊宗旨，遵循“立足当代，服务财经”的办刊理念，积极

实施精品战略，精心累积，与时俱进，不断凝炼栏目特色，塑造栏目灵魂，逐步形

成“前沿与热点、创新与争鸣”的栏目宗旨。即“理论经济”栏目特别关注理论经

济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追踪经济学学术前沿，紧扣理论与民

生热点；同时，“理论经济”栏目特别重视理论研究的创新性，鼓励百家争鸣、百花

齐放，持续关注理论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自 1988 年设置本栏目以来，推出了一大

批在理论经济领域堪称高质量和高水平的论文，栏目刊发文章的转载率达 24.1%，

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充分展现了“理论经济”栏目良好的学术发展前景。在

教育部今年启动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工程中，《当代财经》“理论经济”

栏目入选教育部名栏建设工程。《当代财经》是这次入选的 24 家刊物中唯一一家财

经类刊物，也是江西省唯一入选的刊物，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当代财经》的学术声

誉和社会影响。

2.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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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选，教育部社科司同意，《当代财经》、《江西财

经大学学报》分别荣获“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和“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

称号。《当代财经》是江西省唯一获得“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 称号的学术期

刊。同时，在江西省新闻出版局组织的首届名刊工程评选中，《当代财经》脱颖而出，

名列全省第一，是江西省唯一入选的高校社科类学术期刊。另据北京大学图书馆2011

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评选机构提供的数据，《当代财经》在经济学综合学科中名列第三

（前二位是《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在全国高校主办的所有财经类学术刊

物中排名第一位，充分显示了《当代财经》的学术影响力及在财经类学术期刊中的

重要地位（见表 1）。目前，《当代财经》的机构用户已达 4527 家（2010 年 2884 家），

分布在 23 个国家和地区；个人读者分布在 28 个国家和地区（据中国知网提供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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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同时，《当代财经》被龙源期刊网、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全球中文电子期刊

协会评为 2011 年度中文期刊网络传播海外阅读排行 TOP100 期刊。

表 1 北京大学图书馆 2011 年版中文核心期刊排名（节选）

期刊名称 隶属度 名次

经济研究 0.9338 1

经济学动态 0.2366 2

当代财经 0.1991 3

财经科学 0.1788 4

经济科学 0.1787 5

经济学家 0.1759 6

经济评论 0.1589 7

经济管理 0.1380 8

注：隶属度根据被摘量、被摘率、被引量、影响因子等综合计算得到。

3.两刊的转载、复印率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1 年 11 月，《当代财经》、《江西财经大学学报》所发表

的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

印报刊资料》等复印转载刊物转载、复印的文章有 58 篇次，其中被《新华文摘》、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三大刊转载的文章达 11 篇。另据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 2011 年 4 月提供的数据，《当代

财经》在“应用经济学”学术期刊全文转载排名中，转载量位列第 5 名；在“经济

学”学术期刊全文转载排名中，转载量位列第 5 名。《当代财经》已连续多年在全国

财经类院校主办的期刊中排名第一，成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见表 2）。另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检索中心 2011 年 4 月提供的数

据，《当代财经》2010 年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摘的数量在全国经济类院

校学报中排名第一。

表 2 （1）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应用经济学”学术期刊排名（节选）

期刊名称 转载数 名次

财贸经济 39 1

中国工业经济 35 2

经济学动态 34 3

证券市场导报 29 4

当代财经 2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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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学术期刊排名（节选）

期刊名称 转载数 名次

经济学动态 61 1

经济研究 41 2

财贸经济 39 3

中国工业经济 38 4

当代财经 31 5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9 6

证券市场导报 29 6

经济学家 29 6

改革 28 9

管理世界 27 10

4. 两刊的引用率继续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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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2 月 2 日提供的数据，《当代财经》2010-2011 年度发表文献的被引频次为 288

篇，《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2011 年度发表文献的被引频次为 163 篇，其中《当

代财经》被引用频次明显高于兄弟院校的刊物（见表 3），《江西财经大学学报》也

首次超过了《财经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当代经济科学》、《上海财经

大学学报》等兄弟院校的刊物，充分展示了《学报》强劲的发展势头。

表 3 两刊及兄弟院校刊物发表文献的被引频次

序

号
刊名 年份 总被引频次 年份

被引

频次
年份

被引

频次

1 当代财经 历年 32006 2010-2011 288 2011 22

2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历年 7793 2010-2011 163 2011 12

3 财经问题研究 历年 28330 2010-2011 283 2011 19

4 财经研究 历年 30564 2010-2011 102 2011 8

5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历年 18727 2010-2011 181 2011 9

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历年 14230 2010-2011 123 2011 7

7 当代经济科学 历年 16407 2010-2011 105 2011 6

8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历年 5854 2010-2011 70 2011 5

数据来源：中国引文数据库 http://ref.cnki.net/knsref/RefStat.aspx?kind=3
查询时间：2011年 12月 2日 15：15

http://ref.cnki.net/knsref/RefStat.aspx?kin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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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两刊的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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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1 月 21 日提供的数据，《当代财经》2010 年复合影响因子为 1.468，影响因子学

科排序 8/147（这是在综合性经济学科中的排序），基金论文比为 0.62，WEB 下载量

27.85 万次；《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 年的复合影响因子为 0.872、影响因子学科

排序 47/147（这是在综合性经济学科中的排序），基金论文比 0.57，WEB 下载量 8.22

万次，均比 2009 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见表 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西财经大

学学报》2010 年的各项技术指标的提升幅度尤为明显，如影响因子学科排序由 2009

年的59位提升到2010年47位，基金论文比由2009年的0.49提升到2010年的0.57，

被引期刊数由 2009 年的 343 家提升到 2010 年的 410 家，WEB 即年下载率由 2009 年

的 59 提升到 2010 年的 87，WEB 下载量由 2009 年的 6.99 万次提升到 2010 年的 8.22

万次，显示了学报较快的发展势头。

表 4（1） 当代财经 2010 影响因子（JIF）

影响因子种类 即年指标 影响因子 他引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学科排序

复合 JIF 0.179 1.468 1.380 8/147

期刊综合 JIF 0.138 0.799 0.711 8/92

人文社科 JIF 0.138 0.766 0.678 7/92

表 4（2） 当代财经 2010 其他参考指标

基金

论文比

引用

半衰期

引用

期刊数

被引

半衰期

被引

期刊数

他引

总引比

互引

指数

WEB 即年

下载率

WEB 下载量

/万次

0.62 7.0 285 4.6 727 0.95 68/47 128 27.85

表 4（3）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0 影响因子（JIF）

影响因子种类 即年指标 影响因子 他引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学科排序

复合 JIF 0.163 0.872 0.840 47/147

期刊综合 JIF 0.163 0.502 0.470 26/92

人文社科 JIF 0.163 0.456 0.423 27/92

表 4（4）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0 其他参考指标

基金

论文比

引用

半衰期

引用

期刊数

被引

半衰期

被引

期刊数

他引

总引比

互引

指数

WEB 即年

下载率

WEB 下载量

/万次

0.57 7.4 312 4.4 410 0.92 48/47 87 8.22

6.圆满、超额地完成编校任务，确保两刊按时发行

2011 年当代财经杂志社全体同仁共审读来稿 10098 篇，编发稿 件 280 篇，编

辑出版发行《当代财经》12 期，《江西财经大学学报》6 期，《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成人教育专刊 2 期。与省内外同行相比，我们承担的稿件审读量、编发稿件量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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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量都是非常繁重的。但我们依然严格按照编辑工作规范要求做好各环节的工

作，严格执行匿名审稿制度、三审制度和三校两读一改制度，全年的审读、编辑、

出版、发行没有出现明显差错，每期编校差错率均严格控制在国家规定的万分之一

的标准之内，受到了江西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表扬。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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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1 月 26 日，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

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等单位共同举办的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年度盛

会。当代财经杂志社又一次与《经济研究》一起共同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的

学术媒体支持单位，并成功地约到了许多著名学者的演讲稿（见表 5）。这些稿件将

在《当代财经》2012 年第 1-2 期刊出。以此为基础，当代财经杂志社进一步扩大与

学校教学学院的合作，成为“规制与竞争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经济学院承办，

2011.12.）、“2011 年收入分配与扩大内需全国学术研讨会”（经济学院承办，

2011.5.）等的学术媒体支持单位，努力把《当代财经》打造成为多形式的高端学术

平台。

表 5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组稿一览表

姓名 职 务 论文题目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如何缩小城乡制度差距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郑新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经济学家如何为延长快速增长期做出贡献

孙志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基层的改革

马建堂 国家统计局局长 我国的统计改革

辜胜阻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民建中央副主席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和环境营造

陈继勇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欧洲债务危机探讨

曹和平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欧美经济周期大调整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解读价格双轨制的核心——增量改革

华 生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双轨制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意义

张维迎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 市场经济可以避免无知导致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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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善制度，科学管理，为持续提升办刊质量提供保证

一年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我们进一步完善、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使

杂志社的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合理化。

（1）进一步完善了“三校两读一改”工作流程，确保按时出刊

（2）进一步完善了编辑学习制度

（3）进一步完善了匿名审稿制度

（4）进一步加强栏目负责制

（5）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和学术规范

（6）重新制定了引文奖励办法

（7）重新修订了科研奖励办法

9.培养与引进并举，努力构建学者型编辑队伍

目前，杂志社有专职编辑 11 人，其中正高 6 人，占编辑总人数的 54.5%；高级

职称人员占编辑总人数的 81.82%；博士 6 人，占编辑总人数的 54.5%。两刊共有栏

目 14 个（常设栏目/期），高级职称人员所主持栏目数占总栏目数的 85.71%。应该

说，杂志社编辑队伍的职称、学历、专业结构都是比较合理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团队（见表 6、表 7）。副主编魏琳编审被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授予“优秀主编”

称号，王展祥、肖文燕二位博士被江西省高校学报研究会授予“优秀编辑”称号。

表 6 杂志社编辑队伍

姓 名 学位 职称 年龄 负责人
学术

梯队
建设规划

蒋尧明 博士 教授 46 常务副社长 博导
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

才、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周全林 博士 教授 45 副社长 硕导 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魏 琳 学士 编审 48 副社长

史言信 博士 研究员 40 社长助理

编辑室主任

吴书锋 硕士 副教授 45 编辑室主任

徐 鸣 学士 研究员 55 硕导

朱星文 博士 教授 49 硕导

肖蔚群 硕士 工程师 40 发展部主任

王展祥 博士 副研究员 32 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肖文燕 博士 讲师 36
黄 晗 学士 副研究员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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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杂志社现有编辑人员的结构情况

总人数 正 高 副 高 中 级 博 士 硕 士
学科

带头人

骨干

教师

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第一、二层次

两刊常设

栏目/期

11 6 3 2 6 2 2 1 1 14

100% 54.5% 27.3% 18.2% 54.5% 18.2% 18.2% 9.1% 9.1%
高级职称占

85.7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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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共获得省级

优秀成果奖 2 项，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 2 项，在国家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 2篇，在

CSSCI 刊物上发表论文 21 篇（见表 8），每位教授、博士都至少作了一次学术讲座，

科研总分 558 分，人均 51 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1 年杂志社有二位教授（蒋

尧明、周全林）被评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初步形成了编辑与研究工作

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表 8 杂志社 2011 年代表性科研成果

作者 论文 原发期刊 获奖名称 排名

获

奖

蒋尧明 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鉴定机制的构建 会计研究

江西省高校人

文社科优秀成

果二等奖

独著

周全林
从税收公平角度看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

全面性改革
当代财经

江西省第十四

次社科优秀成

果三等奖

独著

课

题

蒋尧明 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鉴定机制的构建
省高校人文社科

课题

主持

结题

朱星文
江西高等学校经济管理优势学科与特色

专业及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研究

省教育科学“十一五”

规划课题

主持

结题

论

文

蒋尧明
有限责任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民事责任

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财务与会计 2011（1） 独著

蒋尧明
基于动力能力观的母子公司财务控制结

构的改进研究
财政研究 2011（5） 2/2

蒋尧明
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的真实性与虚假

陈述研究
当代财经 2011（11） 独著

蒋尧明
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的真实性与虚假

陈述研究
高校文科学术文摘 2011（6） 独著

周全林
从税收公平角度看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

全面性改革
财政与税务 2011（3） 独著

周全林
从税收公平角度看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

全面性改革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2011（1） 独著

魏 琳 江西珍珠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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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星文 论以诚信为本的企业信用重塑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6） 独著

史言信
我国各地区利用 FDI质量的评估与比较：
1999-2008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10） 2/2

史言信 制度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质量 经济经纬 2011（6） 2/2

史言信
“十二五”规划期间绿色物流产业合作博

弈关系的发展研究
当代财经 2011（11） 2/2

徐 鸣
现代企业理论的演变：从生产属性、交易

属性到内生成长
当代财经 2011（11） 独著

徐 鸣
从实体资本到虚拟资本：现代企业理论演

变之“道”
财经科学 2011（12） 独著

黄 晗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标准的测算

与分析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5） 独著

肖文燕
华侨与近代侨乡教育变迁——以广东梅

州为例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1/2

肖文燕
“边缘化战略”：中共动员与中央苏区民众

的基本利益、社会感情
开放时代 2011（8） 2/2

王展祥
去工业化的动因与影响研究——一个文

献综述
经济问题探讨 2011（1） 1/3

王展祥 论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结构的优化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4） 1/2

王展祥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债券计划及其启示 经济纵横 2011（5） 独著

王展祥 我国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质量的评估 财贸经济 2011（3） 2/2

11.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特色鲜明

一年来，杂志社领导班子精诚团结，勤政廉洁，以身作则，开拓进取，充分发

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编辑的模范带头作用，加强全社职工的政治理论学

习和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科学的办刊指导思想，严把用稿的政治质量关，两刊从未

出现任何政治错误或违纪违法现象，很好地发挥了办刊育人、繁荣与发展财经科学

的功能，在学校组织的“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中，发挥了

模范带头作用。

二、2011 年工作存在的不足

1.组稿力度有待加强，名家力作与我们的期望值相比尚有差距

2.《学报》的栏目设置尚待完善，刊物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3.两刊的引文率和下载量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4.对外联系和宣传工作特别是网站建设有待加强

三、2012 年的主要工作思路及任务

1.继续加大名家力作的组稿力度，突出组稿的主题和重点，努力把《当代财经》

办成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期刊和多形式的高端学术平台。

2.全力打造《当代财经》“经济聚焦”栏目，力争用 5 年时间把“经济聚焦”栏

目办成名牌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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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拓宽《当代财经》国际化办刊思路，积极组织海外优质稿源，与中国知网合

作，扩大《当代财经》光盘版在海外的发行量，同时积极准备出版 1 期《当代财经》

英文版论文精粹。

4.优化《学报》的栏目资源配置，进一步提升《学报》经济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努力提升《学报》在 CSSCI 经济学科中的地位。同时，开设“赣鄱经济”栏目，加

大为江西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力度。

5.紧紧围绕学校发展大局和人才培养办好两刊，使两刊成为学校优秀青年教师

的培养平台，成为学校优秀原创性成果发表的园地。

6.继续花大力气稳步提高两刊的引文率和下载量。

7.继续鼓励全体编辑人员苦练“内功”，建设学者型编辑队伍。

8.加强两刊的对外宣传，强化杂志社的网站建设

（杂志社郭向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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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刊学术顾问

《当代财经》学术顾问（按汉语拼音排序）

陈佳贵 邓子基 洪银兴 李京文 廖进球 刘志彪 吕 政 芮明杰 史忠良

宋醒民 苏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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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叔莲 黄 达 裘宗舜 戴园晨

两刊编委会

《当代财经》编委会成员

主任委员：王 乔

副主任委员：吴照云 卢福财 王小平（常务）

委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曹元坤 胡援成 黄建军 蒋尧明 罗良清 李秀香 李良智 石 劲 陶长琪

魏 琳 许统生 叶龙森 杨 慧 杨德前 严 武 张昕竹 张进铭 张 蕊

周 玫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编委会成员】

主任委员：王 乔

副主任委员：梅国平 易剑东 王小平（常务）

委 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包礼祥 方宝璋 龚汝富 胡大立 蒋尧明 蒋岩波 孔凡斌 龙建国 谭光兴

王 拓 温 锐 袁 雄 熊进光 徐国荣 徐升华 曾剑平 周书俊 周全林

（杂志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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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单位

医 院

一、医院基本情况。

江西财经大学医院是一所以卫生保障为主要职能的“一级甲等”综合性高校医

院，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江西省人民医院协作医院，也是南昌市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定点医院，服务区域覆盖四个校区及其周边社区。

医院本部位于蛟桥园校区，设有住院部、内科、外科、儿科、皮肤科、眼耳鼻

咽喉科、口腔科、妇科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医科、康复理疗科、体检科、公共

卫生科等专业科室，拥有菲利浦直接数字化 X 光机（DR）、美国 GE 实时四维彩色多

普勒超声诊断仪、心电工作站、Holter 心电图、瑞士席勒 24 小时动态血压仪、生

命监护仪、日本光电心脏除颤仪、日本阿洛卡 B超、瑞士洁牙机、日本希森美康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与血细胞分析仪、尿液分析仪、多功能颈腰椎智能牵引床、多功能

全身麻醉机、电动洗胃机、光谱治疗仪等现代化诊疗设备。可开展普外，泌尿，骨

科及肛肠科等手术。医院以病人为中心，竭诚为广大师生员工提供优质的医疗保健

服务。

医院现有正式职工 64 人，临时聘用人员 26 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人员 7 人，

中级职称人员 32 人，开放病床 40 张，医院主要担负学校基本医疗保健、公共卫生、

健康体检、公费医疗、大学生医保、计划生育、健康教育等服务与管理职能。

二、2011 年的主要工作成绩和亮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年门诊量 62050 人次，其中，住院人数 59 人次，大小型手术共 60 余例。

全年业务总收入 728.91 万元，其中药品收入 562.34 万元，医疗收入 166.57 万元。

2、全年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项体检工作，其中新生体检 7350 余人，全校

在职教工体检共 1368 人，其中男性 689 人，女性 679 人；离退休教工体检共 319 人，

其中男性 141 人，女性 178 人；妇科检查共 733 人。

3、做好健康教育和食品卫生监督工作。为防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好食品卫

生监督工作，汇同后勤保障处对学校食堂卫生、饮用水开展了 4 次卫生大检查，并

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书面整改意见建议，督促其改正，促进了学校食堂饮食卫生

安全。

4、做好爱国卫生工作，春、秋两季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灭鼠、灭蚊、灭蝇、灭

蟑螂活动 3 次，投放药物 2000 余元，有效降低了“四害”的密度。利用板报，网络、

电视对常见多发病、传染病进行知识宣传。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我校被评为“2011

年度南昌市爱国卫生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5、较好地完成了公医审核报销工作。2011 年学校公费医疗经费预算为 750 万

元，全年公费医疗发生额共 1059 万元。审核报销门诊收据 3251 人次，住院收据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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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审批病人借支 100 余人次；审去了非公费医疗报销范围费用共计 160 万元；

组织完成 291 名在职正处以上干部、教授、177 名离退休老同志的健康检查工作。

6、组织完成了我校 30237 名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保险及 6479 名大学生的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填表、报盘工作。承办学生疾病保险赔付 536 人次，保险赔付

额共计 80 余万元，其中南昌市医保局赔付 62 万元，保险公司赔付 19 万元；完成学

生门诊报销 2145 人次，报销金额共计 30 余万元。

7、计生管理人员在管理服务中不断完善管理机制，推动计生优质服务工作发展，

全年办理准生证 37 份，独生子女证 40 份，独生子女下册 70 人。发放计生用品 500

余盒。

8、开设《常见急救知识》选修课程，为 900 余名选修此课程的学生开展常见急

救知识与健康知识的教育，在救护培训、医疗保健、开展红十字会活动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2011 年我校被授予“江西省红十字会示范校”，并已申报“全国红十

字会示范校”。

9、做好迎新、新生军训、校园开放日、全省外语教学大赛、省委第二巡视组进

驻我校为期一个月巡视考察、老干部春游、大学生素质拓展训练等 20 余次大、小型

活动的医疗保健工作，保证了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

10、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我院今年引进 1 名儿科专业医生和 1 名数据库管

理专业的实用性人才，并先后派出 4 名医务人员去省级医院进修。

11、通过开展“星级护士”和“优秀医生”“平安科室”、“先进科室”评选

活动，树立典型，激励先进，极大地提高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并牢固树立以

病人为中心的观念，规范服务行为，改善服务态度，以质量为核心，确保医疗安全。

（医院刘丽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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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中

江西财经大学附属中学以“明志致远，知行博雅”为校训，以“优良品德+学业

素养+发展潜力+创新精神”为育人目标；借大学附中“考、学并重，博、雅兼容”

优势优点，确立了建设现代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名校的奋斗目标。历经艰

辛，几经拼搏，附中已迅速崛起为本地“初中教育的一面旗帜”，中考成绩有目共

睹，校风学风有口皆碑。

附中拥有一支师德优、素质好、业务精、学历高、教学强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其中省、市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9 人，硕士研究生 20 人，更有一大批学高身正、

敬业爱岗、富有敬业激情和事业诗意的优秀教师，还有一个富具有敬业、勤业、创

业精神的领导班子。全校教职员工上下一心，团结务实，开拓进取。

附中以“优质大学附中，中等规模完中，精致特色小学”为办学定位，从严治

校，从谨治教，制度管理，人性管教，以实效为生命，视质量为灵魂，勤抓教学环

节，严把考核关卡，全心全意帮助学生求进步，一心一意培养教师图发展，一大批

优秀学生脱颖而出，一连串集体荣誉接踵而来。学校每年中考成绩皆全市领先，重

点上线率超出 60%，2010 年南昌市中考状元花落我家；高考升学率近年屡屡攀升，

许多同学被本科高校录取，高中生源数量、质量状况逐年改善。

近年来，附中获得过全省教育系统“规范管理年”先进集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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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造学会创造教育实验基地、南昌市中小学校卫生工作先进单位、南昌市

网上家庭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等 10 多项先进荣誉称号。学校实验性、示范性、先进性

不断彰显，影响力不断扩展，知名度不断提升。

2011 年主要工作

在财大党委、行政和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的正确领导下，附中 2011 年脚踏实地，

锐意进取，质量强校，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并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良好景象。

一、突出中心，提升质量，工作绩效稳步提升

(一)落实“为学而教”，教学质量结硕果。关注学生、学习、学法，促使学生

爱学、会学、学好，教学质量突破了计划目标。附中 2011 年中考上省重点线 115 人，

重点上线率 65.34%（排名全市第三，紧跟南昌外国语学校和二中之后）；低分率获

市教研室目标管理奖，受到通报表扬。高考取得进步，二本、三本、大专共上线 48

人，升学率 78%。申请转进的学生数创历史最高，生源进一步优化。

（二）落实“实践与创新”，素质教育显成效。开设了校本课程，启动了“专

家讲坛”；开展了八项大型活动：素质教育月、艺术节、运动会、“三文明”教育、

庆“六一”、“十星”评选等；打造了六个特色项目：小记者站有 19 篇文章在《南

昌晚报》发表，引人瞩目；经典诵读、鼓号队、合唱团、集体舞、课本剧等，成为

学校的形象窗口。学生参加校外竞赛 146 人次获奖，其中全国奖 7人次，全省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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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市级奖 116 人次，为校争了光。

迎接了南昌市实施素质教育工作督导评估，被授予南昌市实施素质教育示范学

校（示范学校比例为全市中小学的 5%）。2011 年还被评为南昌市“素质教育月”活

动先进单位、南昌市网上家庭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三）落实师资与经费缺口，想方设法求保障。附中现有学生 1830 余人，师资

与经费缺口压力大。为此，广泛动员教职工尽可能加大工作量，同时自聘了 37 名编

外教师；通过捐资助学自筹 259 万元，争取财政拨款 99 万元，保障了工作的开展。

二、做好规划，注重内涵，内部管理规范有序

（一）制定发展规划，明确定位目标。完成了《财大附中“十二五”发展规划》

起草，内容包括学校基础、指导思想、发展定位、具体目标、主要措施等。

（二）狠抓两项常规，教育教学扎实推进。抓养成教育为重点的德育常规管理，

抓教学质量为核心的教学常规管理，保证了科学扎实有效的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三）坚持依法治校，内部管理严格。通过执行 82 项规章制度、30 个岗位职

责来全面规范管理工作，工作有计划、有落实、有考核，完善了激励和约束机制，

劳动纪律严明，财、物管理严格，整洁的校园逐步成为常态化。

（四）实行人本管理，提升管理水平。努力实现人文管理和制度约束的和谐统一。

召开了附中二届一次教代会，实施民主管理。

（五）推进文化立校，提升发展动力。注重内涵发展，推进了四个校园文化建

设项目。注重媒体宣传展示，发文 53 篇，其中校外 29 篇。

（六）落实安全第一，改善硬件设施。通过细致有效的工作，杜绝了安全事故

的发生。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维护和进一步改善了硬件设施，争取到了 4.3

万元的校园安保中央补助资金。

三、以德为先，建设队伍，全员育人展现新貌

(一) 强班子，重教育，炼队伍。着力建设领导班子，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性，

起到了服务保证作用。“以德为先”主题教育的做法受到校党委通报肯定；李萍老

师热心公益、助人为乐的事迹，受到通报表扬。落实《财大附中师德规范行为“十

不准”》，并经常教育教职工树立全局意识、中心意识、服务意识。2011 年举办了“教

学开放日”活动，组织了“家长问卷评教”，完善了家长网校平台，服务方式创新有

效，赢得了教职工的更加满意。

（二）抓引领，搭平台，强师资。以提升教师“教学力”、班主任“亲和力”和

学生“学习力”为核心，组织了 31 节公开课；举办了“班级管理艺术”研讨会、初

中教育实验十周年总结会、青年教师培训班；教师参加培训、研修 108 人次，参加

省、市业务竞赛 17 人次获奖，新增省级骨干教师 3 人，“江财附中运芳工作室”成

为有影响的省名师工作站之一。

（三）重人本，办实事，凝人心。创建并评为财大“模范职工之家”，获财大教工

广播体操比赛第二名，获市教师合唱赛二等奖。关心和稳定外聘教师，如办理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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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入会、公平引进等；不忘关心退休教师，元月安排了座谈慰问，4 月组织了参

观游览。

江西财经大学附中将秉承“让每个学生闪光，让每名教师成功，让每位家长满

意，实现学生、教师、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办学宗旨，发扬“民主与开放，务实与

创新，大爱与大气”的治学精神，以思想引领，以文化浸染，以师资支撑，以特色

彰显，狠抓“四个提升”，推进“五项工程”，努力把财大附中建设成一所教学质

量上乘，办学特色鲜明，现代化水平高，学府化氛围浓的品牌名校。

（附中严云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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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榜

2011 年度校属单位受上级有关部门表彰情况

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所获荣誉

党办、校办、校友办 省教育厅 2010 年全省教育系统信息报送工作先进单位

统战部 省委统战部
2010-2011 年度全省统战工作重点目标管理考

核服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先进单位

宣传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 2006-2010 年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

省教育厅、省普法办 江西省依法治校示范校

省教育厅 江西省属在昌高校“五五”普法先进单位

学工处、团委

团省委 2011年度全省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

省教育厅
2011 年全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评估优

秀单位

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团省委等
2011 年度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时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江西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组委会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优秀组织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

执委会
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志愿者工作组织奖

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志愿者指挥部
深圳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志愿服务

工作优秀组织奖

中国版权协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华商标协会

中国大学生创意创业大赛暨知识产权教育活动

2011年度中国大学生创意创业先进单位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版权协会

中国大学生创意创业大赛暨知识产权教育活动协

办单位

中国创业实习网 中国创业实习网大学生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第七届江西大学生艺术展演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 江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培训基地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文学艺术节联合会

“党在我心中”江西省首届大学生合唱比赛优秀

组织奖

中国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江西省教育厅
第二届青少年才艺术大赛本科院校组团体三等奖

中国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优秀组织奖

中国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江西省教育厅
首届大学生才艺大赛优秀组织奖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中共江西省委教

育工委

“颂歌献给党 爱我新江西”建党90周年优秀组

织工作奖

共青团江西省委
（《党建带团建 构建“五位一体”创先争优工作

模式》）党建带团建创造争优视频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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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第11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组织奖

科研处
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1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工作先进单位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和社会科学司 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工作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财务处
省教育厅 江西省“十一五”期间教育财务工作先进单位

江西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授予 住房公积金缴存诚信单位

保卫处

省教育厅 江西省高校2011年平安校园创建先进单位

省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2011年度省直先进国家安全小组

江西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 2011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先进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2011年度江西省高校安全稳定先进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2011年度全省高校安全教育知识竞赛活动团体优

秀组织奖

经开区消防大队 2011年度消防安全工作先进单位

经开区综治办公室 2011区综合先进单位

后勤保障处

省水利厅、省教育厅 江西省节水型高校

南昌市水务局 2010年南昌市节约用水工作先进集体

南昌饭店业协会 2011年度先进单位

江西省高校后勤协会、

江西省高校学生工作研究会
2010年度江西省高校学生宿舍管理先进单位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后勤管理分会、全国

高校节能联盟
2010年度全国高校节能管理先进院校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中共江西省委老干部局 2011年全省老干部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江西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2011年度全省因公出国（境）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及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2011年度江西省教育国际交流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档案馆

江西省档案局 省直单位档案工作先进单位

江西省档案局 全省优秀档案编研成果二等奖

江西省教育厅 全省高校档案工作先进单位

继续教育学院
南昌市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委员会 2010年度全市自学考试优秀考点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进集体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团省委学校部 2011年度江西非省属本科院校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

省教育厅 2011年全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评估优秀单位

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团省委等
2011年度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时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先进单位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外
语教学研究会

2011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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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MBA20 年高层论坛暨2011 第七届
MBA“成就奖”评委会

2011年MBA特色院校

省委教育工委 江西省高校基层党组织第二批党建工作示范点

会计学院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2011年度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教学质量评估A类
院校

省委教育工委 江西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

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江西省“思政工作先进集体

国际经贸学院

省委教育工委 江西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

江西省教育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省2011年大学生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竞赛
创意电子商务赛（本科组）江西财经大学 团体

第一名
江西省教育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省2011年大学生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竞赛
优秀组织奖

信息管理学院 大赛组委会
2011年“国信蓝点杯”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计与
开发大赛优秀组织奖

体育学院
中国网球协会

2011年梅赛德斯-奔驰“青春网球校园行”优秀
组织奖

七城会组委会 “七城会”优秀工作集体

高等教育研究所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第三届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附 中

南昌市教育局 南昌市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工作示范学校

南昌市教育局 南昌市中小学“素质教育月”活动先进单位

南昌市教育局 南昌市网上家庭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医 院 南昌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2011年度全市爱国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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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先进单位

法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 会计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党办、校办、校友办 组织部、人事处、党校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宣传部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2011 年度综治工作先进单位

党办、校办、校友办 纪委、监察、审计处 宣传部 学工处、团 委 工 会

财务处保卫处、人武部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国际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会计学院

外国语学院法学院 附 中

2011 年度“教学十佳”

工商学院：李建军 杨建锋 徐 健

国贸学院：黎新伍

信管学院：刘德喜 何 明 杨 勇

旅城学院：曹国新

艺术学院：陈 翀

体育学院: 谢 辉

2011 年度“科研十强”

李志龙（统计学院） 蒋悟真（法学院） 万树平（信息管理学院）

陈滨（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黄欣荣（马克思主义学院）杨飞虎（经济学院）

谢花林（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孔凡斌（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曹俊文（统计学院） 陶长琪（信息管理学院）

2011 年度“服务十优”

肖建文 曾爱英 黄晓红 翟 娥 龚美君

李大晖 杨 燕 梁 威 闵建辉 饶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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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廉政文化建设先进单位

党委宣传部 学生工作部（处）、团委 科研处 财务处 附 中 工商管理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学院 国际学院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2011 年度“主干课程金牌主讲教师”

工商学院： 李建军 杨建锋 徐 健

会计学院：严真红 郭小金 周冬华 彭晓洁

国贸学院：黎新伍

经济学院：何建春

金融学院：王海南 曹 邓

信管学院：刘德喜 何 明 余达锦 杨 勇

旅城学院：李 明 曹国新

软通学院：黄茂军

外语学院：吴春英 杜景平 樊萍

人文学院：艾晓玉 江 枰 周 婧

法学院:杨德敏

艺术学院:陈 翀 矫芙蓉 雷 敏

体育学院:刘春来 谢 辉

马列学院:刘晓根 李德满

经管实验中心:关爱浩

2011 年度“青年教师科研五强”

张利国（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欧阳静（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刘喜平（信息管理学院） 吴朝阳（国际经贸学院） 李毅学（工商管理学院）

2011 年度“青年教师教学奖”

杨勇（信息管理学院）严伟（体育学院）

吴雅玲（艺术学院）李德满（马克思主义学院）阙占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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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国家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申报组织

工作先进单位”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体育学院

（摘自校 OA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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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一月

5日，校 2011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蛟桥园北区大礼堂举行。

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王金华 ，副校长肖华茵、吴

照云、梅国平、易小明、卢福财、蒋金法、易剑东，校长助理王小平等出席了毕业

典礼，毕业典礼由副校长肖华茵主持。

9 日，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吴国琛研究员应邀来我校鄱阳湖生

态经济研究院作了题为“鄱阳湖流域绿色发展与创新”的学术报告。

14 日，我校召开 2011 年团学工作暨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

15 日，我校 MBA 第六届新春年会在省委滨江宾馆举行。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陈东有，南昌市副市长罗慧芳，厦门大学校长助理魏明海，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

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副校长肖华茵、梅国平、卢福财、蒋金法，校长

助理王小平出席大会。

18 日，肖华茵副校长应邀出席第九届两岸关系研讨会。

20 日，在蛟桥园北区学术报告厅召开 2011 年中层干部会议。校党委书记廖进

球，校长王乔，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王金华，副校长易小明、卢福财、蒋金法、易

剑东，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会议；学校副处级以上干部、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参加

了会议。会议由校长王乔主持。

21 日，王乔校长亲切会见了来访的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 UK)

商学院院长 Michael Sherer 教授。蒋金法副校长出席了相关活动。

二月

1 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党

办校办、宣传部、学工部、后勤保障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学院院长或党总支

书记带着学校的关爱，一同看望慰问了春节留校学生，并与同学们共吃团年饭。

14—16 日，全国高等财经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座谈会在我校举行，来自全国 10

余所财经院校的代表齐聚我校，就我国财经院校的发展进行交流和磋商。校长王乔、

副校长肖华茵、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了座谈会并和与会代表进行了亲切交谈。

21 日，省委组织部干部四处副处长陈琰、省委教育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静俭来

到我校，宣读了我校新任纪委书记杨建林同志的任职令。全体校领导出席会议。会

议由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

22 日，副校长肖华茵参加了 2011 年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暨信访工作会议，

并就我校大学生安全教育进课堂工作作了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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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副校长肖华茵、易小明、卢福财分成三个小组分别对校园安全状况进行

了检查。

24 日，学校安全形势分析研判例会在南区综合楼 11 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会议

由副校长肖华茵主持。

24 日，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在北京拜会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

原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先生。

25 日，“江西生态法律研究中心”在我校正式挂牌成立。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魏小琴，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沈亚平、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锐，副主任夏

宏根、韩军，省社联吴永明副主席，省政府法制办立法一处处长刘晨华，省环境保

护厅法规处处长林文，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副校长卢福财出席揭牌仪式。

27 日，由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始发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

题“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会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 11 楼第三

会议室举行。

28 日，卢福财副校长到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调研和指导工作，为经管

实验中心的建设与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

三月

3 日，省教育纪工委书记傅鹏鹏一行来我校调研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省教育厅监察室车之棠副主任、邹金彪等同志随同调研。

3 日，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松野周治教授对我校进行了友好访问。校长王

乔亲切会见了松野教授，简要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情况和国际化办学的进程，对两校

间的合作前景充满希望。

7 日，校纪委书记杨建林率纪委、监察处人员深入金融与统计学院、国际经贸

学院、后勤保障处、MBA 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五个单位就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

调研，以了解各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征求对校纪检工作的建议和意见。

10 日，副校长易小明，学工部长、校团委书记王金海，后勤保障处处长余飒，

校团委副书记习金文，部分教师和国际学院 09 国会二班学生共同参加了蛟桥园植树

活动，为靓丽如画的江财校园再添新绿。

16 日，在大学生活动中心 D101，江西华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余承萱博士

受聘为我校工程管理专业客座教授。

18 日，我校 2011 年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十一楼第二会议室

召开。

17 日—19 日，应人文学院邀请，香港社会企业总会会长郁德芬博士为我校首届

社会工作硕士班的同学讲授《社会企业》课程。

19 日，我校博士后联谊会新学期交流会暨 2011 年首期博学论坛在蛟桥园北区

综合办公楼 10 楼博士后管理办公室会议室举行。



424

22 日，王乔校长来到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就我校国际化办学问题展开工作调

研。

23 日，我校党委中心组扩大会在蛟桥园北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全国人大代表、

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传达了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精神，

并对国家十二五规划进行了详细解读。

25，我校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蛟桥园北区

国际学术交流报告厅隆重开幕。

28 日，在蛟桥园北区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行闭幕式。校党委书记廖进球，

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吴照云、易小明、卢福

财、蒋金法、易剑东，纪委书记杨建林、校长助理王小平及全体主席团成员出席大

会闭幕式。闭幕式由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主持。第八届教代会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

参加了大会闭幕式。

30 日，台湾淡江大学、亚洲大学前校长张紘炬教授、台湾企业管理交流学会秘

书长周希炯等一行四人到我校进行学术交流访问。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

副校长吴照云、蒋金法会晤了张紘炬教授一行。

四月

1 日，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虞国庆一行专程前来我校调研，委厅

领导杨慧文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刘润保、胡军、聂威、吕玉琪、胡新明等随同

调研。

7 日，江西省台办巡视员黄祖降、江西省台联会会长何大欣等一行 5 人来我校

调研。副校长肖华茵与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蔡升桂等陪同。

8日，校党委中心组在蛟桥园南区第二会议室召开 2011 年度第三次集体学习扩

大会，传达学习全省高校第十八次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全省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工作

座谈会精神。

8 日，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第二十一期团校结业典礼暨第四期大学生骨

干培训班开班仪式在蛟桥园大学生活动中心 103 高雅艺术欣赏厅举行。

9日，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教授为会计学院第 28 期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带来了题

为“大学生骨干要努力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专题讲座，300 多名党校学员

聆听了讲座。

10 日，我校第七届综治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蛟桥园北区崛起广场举行。

11 日，莫斯科市师范大学东方语系主任、外语学院副院长，著名汉学家库尔久

莫夫.弗拉基米尔（中文名：耿华）教授、莫斯科州国立社会人文大学语言学和跨文

化交流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奥萨娜·奥布霍娃女士来我校进行学术访问。

12 日，档案馆馆长李金云等一行三人走访看望了裘宗舜、成圣树两位老教授，

以及已故史家琪老教授亲属，向他们诚恳表达了征集相关史料实物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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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省党建工作项目化发展调研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史蓉蓉一行来

我校调研党建工作。

14 日，校长王乔来到校财务处，就财务管理工作进行细致的工作调研。

17 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家组一行 5 人来到我校对 CPA（注册会计师）专

业方向教学质量开展实地评估工作。

19 日，浙江财经学院党委书记韩翼祥一行来我校访问。

20 日，王乔校长来到学生工作部（处）、团委进行工作调研。

20 日，我校“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建设工作会议”在南区

综合楼 11 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副校长蒋金法出席会议并讲话。

21 日，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博士后管理办公室主办、江西财经大学

承办的江西省首届博士后流动站与工作站对接会在我校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三会议

室隆重召开。

21 日，我校 2011 年综合治理工作大会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二会议室召开。

23 日，在蛟桥园校区崛起广场，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化节”开幕式精彩上映。

23 日，江西财经大学中美合作培养 MBA 项目第十期毕业典礼在蛟桥园研究生部一楼

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江西、上海、深圳共 91 名不同岗位的 MBA 学员顺利完成学业，

如期毕业。

26 日，我校联合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南昌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在研究生教学大楼

前，开展尊崇学术道德，尊重知识产权—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绿书签行动 2011”

活动。

26 日，王乔校长来到高等教育研究所进行工作调研。

27 日，我校举行党委中心组第四次集体学习扩大会，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教授应邀来校，作了题为“对 21 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思考”的讲座。

27 日，由我校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和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江西省旅游文化研究所协办的庐山旅游论坛会——“东方净土，奇秀庐山”在蛟桥

校区成功举办。

28 日，我校召开 2011 年度科研工作会议。

五月

3 日，台湾大仁科技大学董事长黄国庆、 校长欧善惠、推广教育中心主任陈正

川一行访问我校，我校校长王乔在南区综合楼迎宾厅亲切会见了客人。

4日，我校在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 92 周年座谈会。

5 日，我校召开“十二五”时期人才工作座谈会。校长王乔，副校长吴照云、

易剑东出席会议。

6 日，我校学位点申报表彰大会暨推进“两个工程”工作动员大会在蛟桥园北

区国际学术交流报告厅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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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我校隆重举行 2011 年“校园开放日”活动，这也是我校首次举办此类活

动。

7日，中国企业运筹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在我校隆重召开。

7日，我校 2010—2011 年度五四表彰大会在蛟桥园北区大礼堂隆重举行。

9 日，校长王乔亲切会见了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副校长托尼·沃特森及中

国代表处主任赵铁博士一行。

10 日，我校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 2011 年重大招标课题选题专家评审会在鄱阳

湖生态经济研究院举行。

12 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我校与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联合承办的“发展中

国家财经管理研修班”在我校举行开班仪式。

20 日，台湾实践大学谢宗兴校长、两岸事务执行长刘弘景教授等一行访问我校。

22 日，江西省高校第三届“外教社杯”大学英语教学大赛在我校隆重举行。

19 -21 日，校长助理王小平率江西财经大学 MBA 校友会理事成员一行 20 余人，赴

厦门学习考察。

22 日，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王金华为职业技术学院第七期分党校入党积极分

子作讲座。

24 日，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教授为我校思政干部及 2011 年青干班学员作题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与方法”的专题讲座。

25 日，省教育厅社政处处长汪立夏率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督导组一

行六人来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教育教学评估。

26 日，第三届“泰隆之星”奖学金评选大赛及颁奖仪式在蛟桥园南区大学生活

动中心举行。

27 日，由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改革》杂志社和《当代财经》杂志社联合

主办的“收入分配与扩大内需”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我校蛟桥园北区图书馆四楼学术

报告厅举行。

30 日，由教育部、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主办的 2011 年“高雅艺术进校园”中

央芭蕾舞团专场演出在我校麦庐园大礼堂隆重上演，这也是该团在江西省高校的首

场演出。

31 日，青干班在校第三会议室举行了结业典礼。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出席结业

典礼并讲话。

六月

1 日，校党委王金华副书记做客“旅城思政大讲堂”，为 100 余名旅城学子带

来了一场题为“学好党章 ，坚定理想信念”的主题讲座。

5日，我校与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合作培养 MBA 项目 2011 届毕业典礼在蛟桥园研

究生楼学术报告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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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民进省委会副主委、江西师范大学校长

梅国平来我校参加校民进的组织生活会，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校党委统战部长郭

朝华应邀出席会议。

8号，副校长卢福财教授到艺术学院调研人才培养工作。

9 日，中山大学团委学习考察团来我校参观访问，与我校团委有关人员进行了

座谈。

10 日，应我校邀请，江西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厅社政处处长汪立夏

在蛟桥园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103 作了题为《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艺术》的讲

座。

10 日，国家统计局杨青林处长一行来我校调研。

10 日，校第二会议室气氛热烈，我校 2011 年度第一期中青年教师英语听说培

训班结业典礼在此隆重举行。

10 日,应我校高教所邀请,江西省学位办王俊主任为高教所师生作了一场题为

《江西省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与展望》的学术讲座。

11 -12 日，由教育部发展规化司、国家节能中心、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住建部

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司联合举办，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主办的“全国高校节能联盟年会”上，我校获得首批“全国高校节能管理

先进院校”荣誉称号。

12 日，主题为“07 的情感故事”的 2011 届毕业生晚会在蛟桥园大礼堂倾情上

演。

17 日，我校新增审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家评审会在蛟桥园南区十一楼第三

会议室召开。

19 日，校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邹传教同志荣获“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

作者”称号。

21 日，校党委中心组（扩大）第六次集体学习分别在蛟桥园南区第二、第三会

议室举行。

21 日，校纪委书记杨建林来到校产处，就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进行调研。

22 日午，我校港澳台学生联谊会成立大会在蛟桥园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22 日，我校档案馆李金云馆长当选省高校档案工作研究会副会长。

24 日，江西财经大学 2011 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暨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

仪式在蛟桥园校区崛起广场举行。

26 日，我校 2011 届学生毕业典礼在蛟桥园北区大礼堂隆重举行。校长王乔，

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吴照云，易小明、卢福财、蒋金法、

易建东，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及各部门、各学院主要负责人出席了典礼仪式。

29 日，校长助理王小平到会计学院就学院行政管理、校友工作等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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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党总支在校工会礼堂隆重举办庆祝建党 90 周年表彰

先进暨“红歌会”。副校长肖华茵，组织部、财务处、学工处等单位负责人应邀出

席。

29 日，我校召开全校统一战线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重温历史、同心

同行”座谈会。

30 日，我校在麦庐园大礼堂隆重集会，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集中表彰一批在党建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共

产党员。

七月

1 日，我校师生积极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1日，校团委开展“在光荣的旗帜下——党员团员话成长”座谈会。

3 日，产业经济研究院在南区综合楼九楼会议室召开第三次研究生学习交流汇

报会。

4日，我校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 2011 年重大招标课题专家评审会召开。

8日，我校荣获 2006-2010 年全国法制教育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16 日，以上海市教卫党委思研会常务副秘书长卢天琳为团长的上海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教师考察团一行 15 人来我校进行了考察交流。

16 日，由中国优选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计算机模拟分会主办，江西财经大

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西省电子商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办，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报》、华中科技大学现代信息管理研究中心、江西省计算机

学会协办的“第十三届全国计算机模拟与信息技术学术会议”在我校隆重召开。

24 日，由我校人文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

作与社会政策系、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共同主办的中国适度

普惠福利社会与国际经验研究论坛在昌召开。

29 日上午，江西省 2011 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欢送座谈会在我校蛟桥园

南区综合楼第三会议室隆重举行，热烈欢送我省即将出征的 2011 年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志愿者。

八月

9 日，副校长蒋金法教授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迎宾厅亲切会见了美国米勒斯维

尔大学(Millersville University)副校长 Vilas A. Prabhu 教授、Douglas Zander

博士、郭恩扬教授一行。

17 日，开放视野强队伍 科学发展新跨越——我校 2011 年度领导干部培训班在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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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在圆满结束领导干部培训活动后，我校 2011 年度暑期工作会议在厦门

国家会计学院胜利召开。会议旨在围绕江南名校发展目标，分析当前面临的新形势，

明确下一步学校工作的主要任务和举措。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校党委副

书记胡建华、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吴照云、易小明、卢福财、蒋金法、易剑东，

纪委书记杨建林，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会议。校属各单位党政负责人和民主党派代

表一百余人参加了会议。

23 日，我校 2011 年度暑期教学工作研讨会在昌召开。卢福财副校长到会并发

表讲话。各学院教学副院长、学工处、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同志和教务处科级以

上干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26 日，我校与赛尔毕博公司共同举办的“全国高校教育技术创新研讨会暨 2011

年赛尔毕博系统管理员培训交流会”在南昌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民航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 80 余所大学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参加了大会。

副校长肖华茵，赛尔毕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胡水出席会议。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负责同志参加了大会。

27 日，副校长肖华茵带领保卫处、后勤保障处、校产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对我校

蛟桥园校区进行全面细致的校园安全大检查。

27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来到新成立的金融学院进行工作调研，看望学院教职

员工，并作了重要讲话。组织部部长陈建南等随同调研。学院党总支书记胡建国主

持了调研会。

28 日，省委决定易剑东同志任我校党委委员。

29 日，新学期开课第一天，副校长卢福财在教务处负责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教

学一线进行了教学情况检查，并现场解决了相关问题。

30 日，我校迎新工作会在蛟桥园校区南区综合楼第三会议室召开。校党委副书

记王金华，副校长易小明、卢福财出席会议。党办校办、宣传部、学工部、财务处、

研工部、保卫处、现代教育中心、校产处、后勤保障处、招生就业处等职能部门负

责人、各学院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及分团委书记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学工部部长王

金海主持。

31 日，MBA 学院在学院三楼会议室召开教职工大会，全面部署新学期工作。副

校长卢福财到会并发表讲话。

九月

1 日，由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日本亚洲现代经济研究

所联合主办的“环境保护与区域发展及中日比较”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2 日，新学期伊始，我校召开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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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我校迎来了 GRE 首场网考。副校长蒋金法来到位于麦庐园校区图文信息

楼的 GRE 考场，现场检查了网考工作。

5 日，蛟桥园北区田径场上国歌嘹亮，2011 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

这里举行。

5日，我校 2011 级研究生入学教育大会在蛟桥园北区大礼堂举行。副校长卢福

财出席大会并致辞。

8 日，江西财经大学 MBA 联合会办公室在青山园校区揭牌。副校长卢福财出席

仪式并为 MBA 联合会办公室揭牌。

8日，副校长肖华茵带队参观全国安全警示教育展。

9日，我校党外人士喜迎教师节、中秋节茶话会暨情况通报会在南区综合楼 11

楼第一会议室举行。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出席会议。学校侨联、

党外处级干部、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约 40 余人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校统战部部长郭朝华主持。

9日，副校长易小明来到学校食堂，就食品安全工作进行工作调研。 后勤保障

处负责同志随同调研。

12 日，江西财经大学庆国庆、迎中秋座谈会在蛟桥园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召开。

13—14 日，英国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UK) 当代中国研

究中心主任陆懋祖教授、高级讲师 Jan Podivinsky 博士、John Alridich 博士等一

行四人来我校访问，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教授、副校长蒋金法教授热情接待了友校客

人一行，双方总结了两校多年来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就今后如何加强合作，进

一步发展新项目交换了意见。

13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江西财经大学教学督导管理办法》（修

订稿），审定了学校第十二届教学督导人员聘任名单。

22 日，由江西省教育厅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检查组组长、东华理工大学副校长徐

跃进带队的“全省安全稳定工作”检查组一行五人莅临我校，就我校 2010 至 2011

学年安全稳定工作进行检查评估。

23 日，蛟桥园田径场上雄声震天，我校 2011 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在这里隆重

举行。

24 日，我校学生学分制改革本科学生座谈会在蛟桥园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1

室召开。副校长卢福财出席会议。

24 日，我校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江西省现代中国研究学会联合主办

的“辛亥百年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蛟桥园北区翼轸楼会议室召开。

25 日，副校长蒋金法对话 2011 级国际学院新生 畅谈大学生启航与未来之路。

29 日，校纪委书记杨建林来到信息管理学院进行工作调研，校纪委副书记、监

察处、审计处处长邹传教等一行 5 人随同调研，学院领导和部分科室人员参加调研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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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到法学院调研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校纪委副书记、监

察处、审计处处长邹传教等随同调研。

十月

2 日，我校 500 余位 87 级贸经、物价、外贸等 14 个班级的本科校友重返母校，

他们走进校园，与老师、同学、朋友握手拥抱，并在教学楼和学生公寓之间寻找当

年学习生活的印迹，回忆大学青春往事，共叙浓浓真心友情。

11 日，蛟桥园大学生活动中心高雅艺术厅团旗飘扬，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第八

届委员会、江西财经大学第十六届学生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此隆重召开。

11 日，我校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 11 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2011 年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组长、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副组长、校长王乔及领导小组全

体成员参加了会议。

13 日，我校在南区综合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布置“七城会”期间学校安全稳定

工作。副校长肖华茵主持会议。

14 日，张蕊教授当选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会长。

15 日，由江西财经大学主办、江西财经大学浙江校友会承办的第五届校友论坛

暨第一届房产论坛在杭州隆重开幕。

16 日，由江西财经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与技术经

济研究所联合主办，江西财经大学承办的“财经高端论坛 2011”在蛟桥园学术报告

厅隆重举行。

17 日，我校“资深教授”荣誉授予暨“首席教授”聘任仪式在校第一会议室隆

重举行。金融学院胡援成教授被授予江西财经大学“资深教授”荣誉称号；陶长琪、

许统生、张蕊、方宝璋、徐升华、温锐、万常选、吕江林共 8 位教授被聘为新一轮

“首席教授”。

17 日，我校 60 贸经班 22 位校友从全国各地汇聚母校。

18 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我校与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联合实施的“发展中

国家财经管理研修班”在我校举行开班仪式。

18 日，英国林肯大学副校长 Ieuan Owen 教授、中国项目主管 Ian Barnes

（林肯大学终身教授）等一行四人访问我校。蒋金法副校长亲切会见了林肯大

学副校长一行。

20 日，我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团南昌市委志工部长阎志强，及校团委相关负

责人冒雨来到位于南昌市国体中心网球馆的志愿者之家，亲切看望和慰问正在服务

“七城会”的我校 102 名志愿者。

21 日，我校第三十一届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蛟桥园田径场隆重举行。校长王乔，

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易小明、卢福财、蒋金法，纪委书

记杨建林出席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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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由江西师大副校长赵明教授、省教育厅社政处处长助理曹腾觉、江西师

大王敬群教授、江西科技师范学院袁建勤教授、江西农大黄华古教授组成的江西省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评估专家组莅临我校检查指导。王乔校长在第一会议

室接见了评估组专家一行。

22—23 日，由艺术学院主办的“共创共享”——第二届艺术与设计高端论坛在

蛟桥园南区隆重举行。

25 日，校党委中心组举行本年度第十次集体学习会，专题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精神。

26 日，江西日报邀请省党代会代表做客直播室，就“富裕和谐秀美江西建设”

发表看法，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应邀出席。

26 日，我校举行客座教授礼聘仪式，聘请江西移动总经理周毅为学校客座教授，

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为周毅总经理颁发了聘书。

27 日，副校长肖华茵教授出访港台地区。

27 日，“江财一家亲”座谈会在蛟桥园大学生活动中心 201 会议室顺利举行。

28 日，我校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 2011 年重大招标课题开题报告会在鄱阳湖生

态经济研究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报告会由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生态农业与农村发

展研究所所长张利国教授主持，各课题组组长及主要成员、校科研处负责人、院部

分专兼职研究员和研究生等约 30 余人出席会议。

28 日，副校长肖华茵教授访问台湾部分组织和高校。

26—29 日，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西财经大学生态

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日本亚洲现代经济研究所、江西省现代中国研究会共同

主办，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发展模式与农地制度

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蛟桥园南区大楼第三会议室召开。

29 日，第二十二届学生学术节在蛟桥园北区大礼堂拉开序幕。校党委副书记王

金华教授出席开幕式。

30 日，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学工处处长、校团委书记王金海分别为会计学院

第 29 期入党积极分子上党课。

31 日，在江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闭幕之际，我校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三

会议室召开会议，传达我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十一月

1日，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2011 年年会开幕式在江西财经大学隆重召开。

2 日，校长王乔来到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进行工作调研。副校长卢福

财，教务处处长陆长平、副处长黄晓全随同调研。

2 日，由会计学院主办、会院研究生分会承办的第九期“会研讲坛”，在国际

学术交流中心报告厅举行。副校长蒋金法教授担任主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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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我校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十楼贵宾厅举行客座教授礼聘仪式，聘请江西

省人民政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刘兵博士为我校生态经济学专业客

座教授。校长王乔教授为刘兵博士颁发了聘书。

3 日，传统文化研究社成立仪式在蛟桥园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校党委副书记

王金华，校团委书记、学工处处长王金海，校学工处副处长黄雨虹，校团委副书记

习金文以及首席教授温锐博士等领导出席成立仪式。

4 日，斯图特基金会主席彼得·高奇先生一行 6 人访问我校并出席“香港斯图

特助学金”颁发仪式。

4日，副校长易剑东到经济学院调研科研工作，科研处处长严武随同调研。

4 日，副校长易剑东教授到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进行工作调研，科研处处长严

武教授随同调研。

5 日，副校长肖华茵教授率团赴韩国首尔，分别对韩国亚洲大学和庆熙大学进

行学术访问，进一步深化与韩国亚洲大学的校际合作关系，推动与韩国庆熙大学建

立起校际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5日，我校 81 计划班近 30 位校友回到母校，参加“入校 30 周年”联谊活动。

校长王乔在南区第三会议与校友们进行了座谈。副校长易小明，校长助理王小平，

党办校办校友办主任阙善栋，经济学院院长陈富良以及 81 计划班班主任熊俊老师等

出席座谈会。

6 日，我校第八届心协委员培训暨第五届心理情景剧大赛启动仪式在蛟桥园大

礼堂隆重举行。

7日，我校与日本冈山商科大学等院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7 日，副校长易剑东教授到会计学院调研科研工作，科研处处长严武教授随同

调研。

9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来到蛟桥园原 6#学生宿舍改办公用房施工现场，就施

工情况进行调研。副校长易小明随同调研。

10 日，第七届泛珠大会、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江财志愿者表彰大会在蛟桥南

区大学生活动中心高雅艺术厅召开。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学工处处长、团委书记

王金海出席活动。

10 日，蛟桥园校区大礼堂内洋溢着喜庆气氛，我校 2010—2011 学年度学生先

进表彰大会在此隆重举行，学校对 2010—2011 学年度本、专科学生以及研究生先进

集体、先进个人进行了颁奖表彰。

10 日，我校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十一楼第一会议室举行客座教授礼聘仪式，聘

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张雷声

教授为我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客座教授。校长王乔教授为张雷声教授颁发了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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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日，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主办，江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承办，江西

省计算机学会、江西省电子商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协办的“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2011

年学术年会暨博士生论坛”在我校隆重召开。

14 日，江西省委第二巡视组与我校领导班子见面会在蛟桥园北区国际学术交流

中心举行。

15 日，学工处、团委在蛟桥园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2 会议室组织召开学生工

作情况通报会。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出席会议。

16 日，副校长肖华茵走访了经开区人民政府。经开区党委书记罗蜀强和副校长

肖华茵进行了交流与沟通，双方本着“互相合作、共同发展、积极交流、互利互惠”

的原则开展了校地合作交流。

16 日，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教授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一会议室会见了北京银

行南昌分行行长胡宝全一行。

16 日，由全球环境基金（GEF）委托世界银行管理的“全球环境基金赠款省级

能源效率项目” 中子项目“江西省促进节能的价格和财税政策研究”中标结果日

前揭晓，以校长王乔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申报的项目，经过资格审查、专家评审、

世行审核等程序，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中标，项目经费 18 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 115 万元。

17 日，我校蛟桥园国际学术交流中心掌声不断，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报告会在这里举行。报告会由校长、校党委副书记王乔主持。

18 日，省综治考评组成员许秀奎、叶世清、谢早贵、胡青平、黄小荣一行来到

我校进行 2011 年综治工作考评。考评汇报会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 11 楼第三会议室

举行。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吴照云、易小明、卢福财、

蒋金法、易剑东，校纪委书记杨建林，校长助理王小平及校属综治责任单位综治负

责人参加了考评汇报会。会议由副校长肖华茵主持。

19 日，我校第二十二届学术节在各大校区正式启动。

19 日，由会计学院、会计发展研究中心、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主办的江西财经大

学第三届 CFO 高端论坛暨会计专业校园专场招聘会在蛟桥园北区召开。

19 日，三十载光阴荏苒 三十年春华秋实——我校隆重举行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举办 30 周年庆典。

20 日，王乔教授主持承担的南昌市委托课题《南昌市加入〈政府采购协议〉GPA

研究》项目成果评审会在我校举行。

20 日，校第二十二届学生学术节集中展示在蛟桥园、麦庐园、枫林园三个校区

同时拉开序幕。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吴照云、卢福财、蒋金法、

易剑东分别出席了各校区学术节开幕式。

23 日，校长王乔到后勤保障处就园林绿化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副校长易小明随

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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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2011 年度“曹样根爱心助学金”颁发仪式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二会议

室举行，副校长肖华茵出席仪式。

25 日，江西省非公有制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MBA 毕业典礼在我校青山园校区报告

厅隆重举行。

25 日，我校第二期班主任（辅导员）骨干培训班开班仪式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

第二会议室举行。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出席仪式。

26 日，由我校主办、人文学院承办的江西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高峰论坛在我校蛟

桥园招待所会议厅举办。

26 日，在江西省社科院院长汪玉奇的陪同下，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院长魏国基

教授一行三人来我校访问。校长王乔教授在学校迎宾厅会见了魏国基院长一行。

28 日，副校长卢福财来到马克思主义学院调研大学生思政课教育教学工作。教

务处处长陆长平、校团委书记王金海和校督导组组长江建强等随同调研。马克思主

义学院全体教职工参加了座谈会。

28 日，“第三届中澳研究生金融与统计论坛暨江西财经大学金融管理国际研究

院揭牌仪式”在我校隆重举行。

29 日，联邦集团和我校联合举行博士后开题报告会。

十二月

2 日，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三会议室召开了科研工作座谈会。副校长易剑东

出席会议，会议由科研处处长严武主持。

2日，首席教授徐升华率队出席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第四届学术年会。

3 日，我校中美合作培养 MBA 项目第十二期开学典礼在蛟桥园研究生部学术报

告厅隆重举行。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幕僚长 Dr.Peter Kinney 教授，纽约理工学院管

理学院副院长刘贤方教授，我校副校长卢福财教授、蒋金法教授出席了开学典礼。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日，为进一步深化与拓宽国际交流与合作，王乔校长赴美

国纽约理工学院（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米勒斯维尔大学

(Millersville University)、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进行友好访问。我校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陆旭、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陈始发等随同出访。

3 日，在“百岛之市”、“幸福之城”的珠海，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珠海分会

正式成立大会隆重举行。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校长助理王小平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一行 7 人到会祝贺。

3—4日，“规制与竞争政策国际研讨会：新进展与实证证据”在我校招待所四

楼会议室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江西财经大学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办，产业经济

研究院和经济学院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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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MBA 校友会成立三周年新年酒会在红谷滩举行。副校长卢福财，美国纽约

理工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刘贤方，MBA 学院院长周玫等出席了活动。

4 日，2011 十大才子暨超级星同学 REAL ME NOW 总决赛晚会在麦庐大礼堂拉开

帷幕。我校副校长肖华茵出席晚会。

4 日，在学校的高度重视和教务处的精心组织安排下，我校第二届主干课程金

牌主讲教师评选复赛在蛟桥园第五教学楼隆重举行。

5日，“2011—2012 CUBA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江西赛区）”在蛟桥园体育馆

举行开幕式，省体育局局长刘鹰，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副处长许智毅，我校校长王乔，

副校长卢福财、易剑东出席了本次开幕式。

5 日，由会计学院主办的鄱阳湖生态文化研究社启动仪式暨“中华魂”演讲比

赛在蛟桥园研究生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

6 日，江西财经大学第二十二届学术节闭幕式在我校麦庐园校区大礼堂隆重举

行。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卢福财，学工部、校团委负责人以及各

学院党总支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仪式。

7 日，校长王乔到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调研工作。副校长易剑东，科研

处处长严武随同调研。

7 日，中共江西省委第二巡视组莅临我校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和法学院指导

工作。

8 日，由我校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主办的首届大学生创业基金答辩会，在蛟桥

园拉开帷幕。

9 日，由我校承办的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青年英语人才高校脱产培训班在国际

经贸学院举行结业典礼。

10 日，第二十二期团干培训结业典礼暨第五期“江财之星”大骨班开班仪式在

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11 日，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当代青年学生树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我

校第二十七届合唱艺术节暨 12·9 大合唱比赛在蛟桥大礼堂隆重举行。校党委副书

记、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卢福财、蒋金法，

校长助理王小平，以及校属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席了本次活动。

12 日，我校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十楼迎宾厅举行客座教授礼聘仪式，江西省审

计厅总审计师胡志勇博士被聘为我校客座教授。王乔校长为胡志勇总审计师颁发了

客座教授聘书。

12 日，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商学院 Keith Hooper 教授一行访问我校。王乔

校长亲切会见了 Keith Hooper 教授和 Hedy Huang 博士一行。

12 日，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商学院的 Hooper 教授访问我校会计学院，Hooper

教授是该学院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财务会计与金融，他为师生带来关于国际

会计准则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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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在恒大高新会议室，我校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与江西恒大高新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联合培养的博士后开题报告会顺利举行。校长王乔，副

校长蒋金法，国际学院院长杨慧教授以及江西恒大高新朱星河董事长、江西恒大高

新站长段智副总经理、江西恒大高新战略发展部经理向霆等 10 位专家应邀作为此次

答辩会的评审委员。

14 日，MBA 学院举行 2009—2010 级 EMBA 班启航祝福宴会。

14 日，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的帕特里克·墨

菲（Patrick D. Murphy）教授应邀来我校访问，副校长蒋金法亲切会见了客人。

14 日，《当代财经》、《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年度编委会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

第三会议室隆重召开。编委会主任、校长王乔教授，副校长吴照云教授、卢福财教

授、蒋金法教授出席会议；两刊顾问、原校长史忠良教授应邀出席会议；两刊编委、

部分特邀代表及杂志社全体成员等 50 多人参加了会议。

14 日，艺术学院学子勇夺东莞杯国际工业设计大赛金奖两项。

15 日，我校荣获“江西省节水型高校”称号

15—19 日，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出席 2011 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网球分会年

会暨第四届六次常委会。

20 日，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发布了《2011 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研究

报告》，报告公布了第三届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名单，我校张蕊教授入选中国

大学杰出人文社会科（管理学）学家名单。

20 日，校纪委书记杨建林，监察审计处处长邹传教一行来到工商管理学院，进

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调研。

21 日，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学工部（处）长、校团委书记王金海，校团委副

书记习金文等一行来到我校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首家孵出企业、江西诺斯戴尔家具

实业有限公司调研。

23 日，民建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在校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三会议室，召开民建

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学习报告会暨新年茶话会。

23 日，以省教育厅国际处副处长郭文华、省外办涉外处副处长黄美玲、省公安

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谢本琼以及江西师范大学、南昌航空航天大学专家等组成的

江西省来华留学工作检查考评组一行 6 人来我校检查指导来华留学工作。

24 日，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林晖教授应邀来旅游与城

市管理学院讲学。

28 日，应 MBA 学院邀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创始人李月庆做客学院学习讲坛，

作了题为《学习力与商学院事业》的主题讲座。MBA 学院院长周玫，学院各项目负

责人，EDP 中心成员共 50 余人聆听了讲座。讲座由 MBA 学院副院长彭元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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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江西财经大学 2012 年“研苑新气象”研究生迎新文艺汇演在蛟桥园北

区大礼堂隆重上演。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易小明、卢福财、蒋金

法观看了演出，并为 2011 年度获省级以上奖励的研究生颁奖。

29 日，我校一年一度的党外人士新年联欢会在在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举行。联

欢会由党委统战部、民建财大委员会承办。各民主党派、侨联、高级知识分子联谊

会、无党派人士代表及学院总支负责人约百余人欢聚一堂，喜迎新年。校党委副书

记胡建华出席晚会。

29 日，国家教育部社科司规划处徐青森处长一行莅临我校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

院指导工作。副校长易剑东教授代表学校接待了徐青森处长一行。

30 日，我校 2011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蛟桥园北区学术报告厅

隆重举行。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卢福财、蒋

金法，校纪委书记杨建林，校长助理王小平等校领导出席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由副

校长肖华茵主持。

30 日，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胡雪梅、省委宣传部干部管理处处长曾建华、

正处级纪检员张丽一行来到我校考察慰问高层次人才代表，为他们送上新年的祝福。

校领导王乔，胡建华，吴照云、卢福财、蒋金法、易剑东，王小平会见了考察组一

行。

（ 档案馆俞晓明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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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学校发文目录

江财党发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1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江财党发字[2011]1 号

2 江西财经大学2011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点 江财党发字[2011]2 号

江财党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免去程见界等同志职务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1 号

2 关于推荐梅国平同志提拔交流使用的请示 江财党字[2011]2 号

3 关于校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3 号

3 关于同意徐升华同志辞去我校党委委员职务的请示 江财党字[2011]3 号

4 关于免去曾六妹等同志职务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4 号

5 关于免去邹心平同志职务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5 号

6 空号

7 空号

8 关于伍世安同志赴台政审的请示 江财党字[2011]8 号

9 关于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开展“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 江财党字[2011]9 号

10 关于表彰 2010 年度综治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江财党字[2011]10 号

11 关于表彰廉政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的决定 江财党字[2011]11 号

12 关于表彰 2010 年度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江财党字[2011]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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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第八届工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人选的请示 江财党字[2011]13 号

14 关于表彰 2010 年度先进单位的决定 江财党字[2011]14 号

15 空号

16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方案》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16 号

17 关于调整 MBA 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17 号

18 关于蔡盈洲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18 号

19 关于表彰 2010 年度优秀学生党员和先进学生党员的决定 江财党字[2011]19 号

20 关于陈荣同志免职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20 号

21 空号

22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1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

分工表》通知
江财党字[2011]22 号

23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若干规定》

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23 号

24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

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评选办法》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24 号

25 关于表彰第三届“正元绿盾奖”先进个人的决定 江财党字[2011]25 号

26
关于在“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中推进“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年

活动”的实施意见
江财党字[2011]26 号

27
关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工作优秀案例和辅导员优秀论文评选

活动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27 号

28 关于龚美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29 号

29 空号

30 关于设立江西财经大学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30 号

31
关于授予方宝璋等 10 位教师江西财经大学第四届师德标兵称号

的决定
江财党字[2011]31 号

32
关于表彰 2009—2010 年度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

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决定
江财党字[2011]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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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于校内部分机构调整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33 号

34 关于刘小瑜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34 号

35
关于印发党委书记廖进球在纪念建党 90 周年暨党内先进表彰大

会上讲话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35 号

36 关于成立党委组织部筹备工作小组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36 号

37 关于下发《研究生教育二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37 号

38 关于印发党委书记廖进球在2011年学校工作会议上讲话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38 号

39
关于校领导定点联系学院、基层党支部、民主党派、统战社团和

代表性人物分工安排调整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39 号

40 关于调整部分非常设机构及组成人员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40 号

41
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总支部委员会及中国

共产党江西财经大学党委组织部总支部委员会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41 号

42 关于胡建国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42 号

43 关于表彰2011级新生军训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江财党字[2011]43 号

44 关于肖华茵同志赴台政审的请示 江财党字[2011]44 号

45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贯彻落实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的报告 江财党字[2011]45 号

46 关于在我校推进基层党建工作项目化发展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46 号

47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1 年度考评方案》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47 号

48 江西财经大学 2011 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考核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48 号

49 关于陈荣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49 号

50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江财党字[2011]50 号

51 空号

52 关于确定我校 2011 年党建工作项目立项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52 号

53 关于胡雪琴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1]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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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2010 届部分未上网的专升本毕业

生毕业信息补注册的请示
江财字[2011]1 号

2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财字[2011]2 号

5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视频监控系统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江财字[2011]5 号

8 关于购买进口网络产品实验设备的请示 江财字[2011]8 号

9
关于我校学分制管理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提前毕业的请

示
江财字[2011]9 号

10 关于表彰 2010 年引进海归人才先进单位的决定 江财字[2011]10 号

11 关于解聘徐旭川同志职务的决定 江财字[2011]11 号

12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请发放职工住房补贴的报告 江财字[2011]12 号

13 关于化解我校日元贷款债务的请示 江财字[2011]13 号

14 关于我校新建专业学位教育综合大楼的请示 江财字[2011]14 号

15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债务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财字[2011]15 号

16 江西财经大学资金安全检查工作自查报告 江财字[2011]16 号

17
关于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开展“出行文明倡风尚，交通安全在江

财”宣传教育的实施意见
江财字[2011]17 号

18 关于表彰 2010 年度“科研十强”的决定 江财字[2011]18 号

19 关于给予党办校办校友办等25歌单位通报表扬的决定 江财字[2011]19 号

20 关于启用继续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培训中心等机构印章的通知 江财字[2011]20 号

21
关于增加我校与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合作培养MBA项目招生人数

的请示
江财字[2011]21 号

22 关于授予万春花等 10 人 2010 年度“服务十优”称号的决定 江财字[2011]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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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胡海波等同志职务任免的同志 江财字[2011]23 号

24 关于胡宇辰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字[2011]24 号

25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推荐优秀学生干部免试攻读硕士学位并留

校从事辅导员工作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字[2011]25 号

26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绩效工资分配的办法》的通知 江财字[2011]26 号

27 关于推荐我校研究生教学成果奖评选项目的报告 江财字[2011]27 号

28 关于申请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请示 江财字[2011]28 号

29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南昌陆军学院教学部的通知 江财字[2011]29 号

30 关于启用 MBA 教育中心等机构印章的通知 江财字[2011]30 号

31 关于同意我校 2011 年进人计划的请示 江财字[2011]31 号

33 关于印发 2010 年度《学校工作报告》的通知 江财字[2011]33 号

34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校园开放日”活动实施办法》的通知 江财字[2011]34 号

35 江西财经大学 2011 年民生工程安排意见 江财字[2011]35 号

36
关于对“3.5”交通事故中表现突出的单位给予通报表扬的决

定
江财字[2011]36 号

38 关于同意我校在超编情况下引进高层次人才及配偶的请示 江财字[2011]38 号

39 关于解聘吕兴栋同志职务的通知 江财字[2011]39 号

40 关于申请我校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请示 江财字[2011]40 号

41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第四期“结对帮扶工程”工作方案》

的通知
江财字[2011]41 号

42 关于表彰 2010 年度学科建设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决定 江财字[2011]42 号

43 关于更改我校 2009 届毕业生程雪学历电子注册信息的请示 江财字[2011]43 号

43 关于李国民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字[2011]43 号

44 关于撤销重复学历的报告 江财字[2011]44 号

46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的通知 江财字[2011]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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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更正毕业信息的报告 江财字[2011]48 号

57
关于邀请省领导出席全省高校第三届“外教社杯”大学英语教

学比赛颁奖晚会的通知
江财字[2011]57 号

59 关于补报、修改我校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授予信息的通知 江财字[2011]59 号

60 关于授予成人教育本科毕业生李硕等735名学生学士学位的请示 江财字[2011]60 号

62 关于我校 2011 级新生学杂费收费标准的的报告 江财字[2011]62 号

63 关于申请处置我校青山园校区三栋闲置旧楼房的请示 江财字[2011]63 号

64 关于申请审计硕士学位授权点的请示 江财字[2011]64 号

66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陈莲等六位学生学籍信息补注册

的请示
江财字[2011]66 号

67 关于同意我校 2008 级本科学生杨坤等三人提前毕业的请示 江财字[2011]67 号

69 关于财政部专员办对我校日贷人才培养项目检查情况报告的说明 江财字[2011]69 号

70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2011届普通本科毕业生情况的通知 江财字[2011]70 号

72 关于补注册我校往届普通本科毕业生舒畅等三人毕业资格的请示 江财字[2011]72 号

73 江西财经大学“十一五”省重点学科验收工作报告 江财字[2011]73 号

74 关于申报省“十二五”重点学科的报告 江财字[2011]74 号

75 关于申报省“十二五“示范性硕士点的报告 江财字[2011]75 号

76 关于肖兴福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字[2011]76 号

78 关于我校部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补学籍注册的请示 江财字[2011]78 号

79
关于报送我校 2011 年节第一批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情况的通报高
江财字[2011]79 号

80 关于申请发放第二批职工住房补贴的报告 江财字[2011]80 号

81
关于周书俊等三位教师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评审问题的

请示
江财字[2011]81 号

82 关于郑志强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字[2011]82 号

83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的通知 江财字[2011]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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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关于申请增加我校部分高职超录计划的请示 江财字[2011]84 号

85 关于我校公务用车处置的请示 江财字[2011]85 号

86 关于举办2011年规制与竞争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请示 江财字[2011]86 号

90 关于申报 2012 年度援外培训项目的请示 江财字[2011]90 号

91 关于罗良青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字[2011]91 号

93 关于申请网络教育项目专项经费的请示 江财字[2011]93 号

94 关于罗良青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字[2011]94 号

95
关于继续举办江西财经大学与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合作培养 MBA

项目并增加招生人数的请示
江财字[2011]95 号

97 关于杨荣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字[2011]97 号

98 关于购买进口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的请示 江财字[2011]98 号

99 关于申请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请示 江财字[2011]99 号

100 关于申请我校资产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项目专项经费的请示 江财字[2011]100 号

101 关于授予我校胡援成同志为我校”资深教授“荣誉称号的决定 江财字[2011]101 号

102
关于邀请凌成兴副省长出席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 2011 年

年会的请示
江财字[2011]102 号

103 关于同意我校出售公有住房的请示 江财字[2011]103 号

104 关于开展学校房屋资产使用清查工作的实施方案 江财字[2011]104 号

105 关于我校部分设备报废处置的请示 江财字[2011]105 号

106 关于我校部分家具设备报废处置的请示 江财字[2011]106 号

107
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专科学生 2011 年学籍电子注册工作情况

报告
江财字[2011]107 号

108 关于核定我校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收费标准的请示 江财字[2011]108 号

109 关于方志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字[2011]109 号

110 关于证明我校科研情况的请示 江财字[2011]1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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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管理服务督导管理办法（2011 年修

订）》的通知
江财字[2011]111 号

113 关于石劲松同志职务任聘的通知 江财字[2011]113 号

114 关于调整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请示 江财字[2011]114 号

115
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韦人甲等 399

名学生学士学位的请示
江财字[2011]115 号

116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高职 2008 级园林技术专业学生万小龙退伍

复学安排的请示
江财字[2011]116 号

117
关于表彰”心怀梦想、青春飞扬“全省大学生博文大赛先进集

体和个人的请示
江财字[2011]117 号

119
关于我校往届本科毕业生赵鑫升等 18 人学历电子注册信息补

注册的请示
江财字[2011]119 号

120
关于我校 2005 届本科毕业生黄艳琴学历电子注册信息补注册

的请示
江财字[2011]120 号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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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财字[2011]121 号

122 关于我校日元贷款人才培养项目整改情况反馈的报告 江财字[2011]122 号

123 关于要求调整我校工商管理硕士（MBA）收费标准的请示 江财字[2011]123 号

124 关于调整我校普通本科招生规模的请示 江财字[2011]124 号

125 关于申请追加一个正高（教授）指标的请示 江财字[2011]125 号

126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师资博士后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江财字[2011]126 号

江财教务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表彰 2010 年度“青年教师教学奖”获奖教师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 号

2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1]2 号

3 江西财经大学探究式教学课程立项与建设管理办法 江财教务字[2011]3 号

4
关于给予软件与工程学院 2010 级学生陈泽昊留校察看一年处分

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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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8 级学生刘楠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5 号

6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8 级学生韦玮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6 号

7 关于给予金融与统计学院 2009 级学生胡瑜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7 号

8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8 级学生周炜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8 号

9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8 级学生董言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9 号

10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8 级学生张玲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0 号

11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8 级学生陈腾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1 号

12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8 级学生姜曦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2 号

13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8 级学生傅晗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3 号

14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8 级学生焦寒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4 号

15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8 级学生王闻邦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5 号

16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8 级学生张果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6 号

17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8 级学生王子军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7 号

18 关于给予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学生贺昔梅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8 号

19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2008级学生谢川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9 号

20 关于给予金融与统计学院 2009 级学生熊心岚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20 号

21
关于给予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08 级学生黄津、王小凤留校察

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21 号

22 关于给予艺术学院 2008 级学生范凯逸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22 号

23 关于给予人文学院 2009 级学生张大伟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23 号

24 关于给予经济学院 2008 级学生罗序幕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24 号

25 关于给予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2010级学生邹紫洋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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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2009级学生郑璐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26 号

27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 2009 级学生陈婧婧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27 号

28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9 级学生薛平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28 号

29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9 级学生周竞业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29 号

30 关于给予法学院 2008 级学生吴俊芬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30 号

31
关于给予金融与统计学院 2008 级学生徐碧霞留校察看一年处分

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31 号

32 关于给予法学院 2007 级学生尹迪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32 号

33 关于给予法学院 2007 级学生麦建芳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33 号

35
关于重新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考试违纪处理

规定》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1]35 号

35
关于重新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考试违纪处理

规定》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1]35 号

36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8 级学生徐艺溱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36 号

37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2007级学生蒲鸾飞、郑翔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37 号

38 关于重新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学督导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1]38 号

39 关于聘请我校第十二届教学督导组成员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1]39 号

40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主干课程“金牌主讲教师”与“教学十

佳”评选及管理办法（修订稿）》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1]40 号

41
关于给予 2008 级工商管理学院肖娟、会计学院副婷开除学籍处

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41 号

42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科优秀毕业生论文（设计）评选

实施办法》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1]42 号

43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科学生学分是管理实施办法（修

订稿）》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1]43 号

44 关于给予 2005 级邓永川等 47 名学生肄业处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44 号

45 关于给予体育学院 2008 级学生陈韬记过处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45 号

46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 2009 级学生陈婧婧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

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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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 2009 级学生邹彩霞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47 号

48 关于给予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学生夏振雄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48 号

49
关于给予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09 级学生陈俊屹留校察看一年

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49 号

50
关于给予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0 级学生尼哈提·纳孜穆记过

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50 号

51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7 级学生方林盛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51 号

52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9 级学生丁璟琨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52 号

53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9 级学生杨瑜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53 号

54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9 级学生刘晋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54 号

55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8 级学生刘维洁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55 号

56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8 级学生李方菲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56 号

57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10 级学生韩玉大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57 号

58 关于给予金融学院 2009 级学生张熙凡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58 号

59 关于给予经济学院 2010 级学生古昌银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59 号

60 关于给予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09 级学生李博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60 号

61 关于给予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09 级学生俞晗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61 号

62 关于给予人文学院 2007 级学生胡剑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62 号

63 关于给予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09 级学生杨林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63 号

64 关于给予统计学院 2008 级学生魏江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64 号

65 关于给予统计学院 2008 级学生朱元文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65 号

66 关于给予统计学院 2010 级学生邹烈樑记过处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66 号

67 关于给予外国语学院 2008 级学生刘欢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67 号

68 关于给予信息管理学院2010级学生刘宇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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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关于给予信息管理学院 2010 级学生张荣真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

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69 号

70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夏诗雯留校察看一年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70 号

71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2009级学生乐谦留校察看一年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71 号

72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夏浔星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72 号

73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杨令野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73 号

74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金石川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74 号

75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占丰城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75 号

76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丁浚源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76 号

77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胡育东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77 号

78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苏琦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78 号

79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徐晶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79 号

80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刘玉芬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80 号

81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辜依云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81 号

82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邱博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82 号

83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罗志强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83 号

84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李韶蕾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84 号

85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夏张梁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85 号

86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陈玫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86 号

87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康梦颖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87 号

88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王博艺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88 号

89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刘晗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89 号

90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9 级学生李强胜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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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关于给予国际经贸学院 2009 级学生雄文文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91 号

92 关于给予国际经贸学院2009级学生胡莹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92 号

93 关于给予国际经贸学院2009级学生李秦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93 号

94 关于关于艺术学院 2009 级学生杨玉梅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94 号

95 关于关于艺术学院2009级学生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95 号

96 关于给予艺术学院 2009 级学生凌蔚文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96 号

97 关于关于艺术学院 2009 级学生张茜茜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97 号

98 关于关于艺术学院 2009 级学生戴宗华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98 号

99 关于给予艺术学院 2009 级学生毛仔怡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99 号

100 关于关于艺术学院 2010 级学生司妍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00 号

101 关于关于艺术学院 2010 级学生王伯川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01 号

102 关于关于艺术学院 2010 级学生钟秀娟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02 号

103 关于关于艺术学院 2008 级学生赵晨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03 号

104 关于关于艺术学院 2008 级学生贾青青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04 号

105 关于关于艺术学院 2008 级学生李博涵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05 号

106 关于关于艺术学院 2009 级学生武超波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06 号

107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10 级学生郑静怡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07 号

108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8 级学生胡国荣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08 号

109 公寓关于统计学院 2008 级学生万俊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09 号

110 关于给予国际学院 2008 级学生刘慧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10 号

111 关于给予国际经贸学院2009级学生李剑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11 号

112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8 级学生朱新江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12 号

113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8 级学生陈蒙梦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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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9 级学生陈小丽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14 号

115 关于给予信息管理学院2008级学生赵鑫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15 号

116 关于给予信息管理学院 2008 级学生陈潇雅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16 号

117 关于给予信息管理学院2008级学生钱思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17 号

118
关于给予信息管理学院 2008 级学生涂志强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

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18 号

119 关于关于艺术学院 2009 级学生蒋帅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19 号

120 关于关于艺术学院 2008 级学生唐阳阳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20 号

121 关于关于艺术学院 2007 级学生覃鑫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21 号

122 关于关于工商管理学院2008级学生江欢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22 号

123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 2008 级学生彭树森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23 号

124 关于关于工商管理学院2008级学生马鹏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24 号

125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2008级学生史伟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25 号

126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 2009 级学生刘嘉颖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26 号

127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 2009 级学生黎真通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27 号

128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 2009 级学生刘方卿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28 号

129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 2009 级学生周铁力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29 号

130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 2009 级学生王安邦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30 号

131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 2009 级学生徐潇剑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31 号

132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 2009 级学生吴永冰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32 号

133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 2008 级学生邱翠霞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33 号

134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2009级学生刘樂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34 号

135 关于给予财税与公管学院 2009 级学生唐静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35 号

136
关于给予财税与公管学院 2009 级学生王丹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

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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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关于给予财税与公管学院 2009 级学生赵昊文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37 号

138 关于给予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学生曾秀红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38 号

139 关于关于金融学院 2009 级学生崔雄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39 号

140 关于关于金融学院 2009 级学生尚博达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40 号

141 关于关于金融学院 2008 级学生杜倩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41 号

142 关于关于金融学院 2008 级学生孙也茹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42 号

143 关于关于金融学院 2008 级学生程梅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43 号

144 关于给予经济学院 2008 级学生余豪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44 号

145 关于给予经济学院 2008 级学生翟艳雯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45 号

146 关于给予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08 级学生胡伟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46 号

147 关于给予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2009级学生黄嘉辉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47 号

148 关于给予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08 级学生刘畅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48 号

149 关于给予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2008级学生韩观榕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49 号

150 关于给予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2008级学生郑兴林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50 号

151 关于给予体育学院 2008 级学生王仙超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51 号

152 关于给予体育学院 2008 级学生任腾达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52 号

153 关于给予体育学院 2008 级学生刘军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53 号

154 关于给予体育学院 2008 级学生肖建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1]154 号

155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国家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申报组织

工作先进（优秀）单位评选业奖励办法（修订稿）》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1]155 号

156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双语教学认定办法（修订稿）》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1]156 号

157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巡考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1]157 号

158 关于对学生考试违纪处理规定有关条款进行补充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1]158 号

159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国家级普通本科考试监考规则（修订

稿）》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1]15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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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校办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 1 次学校办公室主任会议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1]1 号

2
关于转发省教育厅《关于印发《近期信息报送要点》的通知》的

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1]2 号

3 关于开展全校办公用房调查工作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1]3 号

4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会议室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1]4 号

5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个性化智能办公系统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1]5 号

6 关于做好学校近期灾害性天气防范工作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1]6 号

7 关于表彰 2010 年度办公室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江财校办字[2011]7 号

8 关于举行 2011 届毕业典礼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1]8 号

11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1 年迎新工作方案》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1]11 号

12 关于召开 2011 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1]12 号

13 关于学校大客车运行体制调整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1]13 号

14 关于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运行事项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1]14 号

15 关于做好学校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1]15 号

江财人事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1 年进人计划》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1]1 号

2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培训中心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1]2 号

3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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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社会体育综合实验教学中心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1]4 号

5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职工奖惩办法》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1]5 号

6 关于对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蒋文晖同志作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 江财人事字[2011]6 号

7 关于表彰 2010 年度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江财人事字[2011]7 号

8 关于同意人文学院增设人文教学实验中心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1]8 号

9 关于对胡大力同志说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江财人事字[2011]9 号

11 关于庄凯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1]11 号

12 关于邢小明同志职务聘任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1]12 号

13 关于对黄敏等 3 位长期离岗人员作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 江财人事字[2011]13 号

14 关于龚美君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1]14 号

18
关于在工商管理学院等 4 个教学学院设立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的

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1]18 号

19 关于聘任李敏等 46 人为校级中青年骨干教师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1]19 号

20
关于2008年校级中青年骨干教师延期考核人员及2007年校级中

青年骨干教师第二聘期考核情况的通报

江财人事字[2011]20 号

22 关于聘任万常选等同志为我校专业（学科）首席教授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1]22 号

23 关于部分单位内设机构调整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1]23 号

24 关于胡雪琴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1]24 号

25 关于刘克春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1]25 号

26 关于徐崇波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1]26 号

27 关于王国忠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1]27 号

28 关于徐慧植同志等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1]28 号

29 关于杨波同志等职务任务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1]29 号

30 关于刘旦等同志职务任务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1]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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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于李忠民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1]31 号

32 关于熊青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132 号

33 关于黄志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1]33 号

34 关于彭澄升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1]34 号

35 关于毛澄映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1]35 号

江财监察字

1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开展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江财监察字[2011]1 号

3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防治“小金库”实施办法》的通知 江财监察字[2011]3 号

江财学工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同意解除国际经贸学院 2007 级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王建祥留

校察看处分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1 号

2
关于同意工商管理学院 2005 级市场营销学专业学生钱彬退学的

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2 号

3 关于同意会计学院 2007 级会计学专业学生杜唯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3 号

4
关于同意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09 级财政学专业学生周雅洁退

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4 号

5 关于同意外国语学院 2007 级英语专业学生徐远鹏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5 号

6 关于同意艺术学院 2007 级视觉传达专业学生梁绍宏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6 号

7 关于同意艺术学院 2009 级音乐学专业学生翁丹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7 号

8
关于同意对艺术学院 2007 级视觉传达专业学生陈学良作退学处

理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8 号

9
关于同意对艺术学院 2009 级视觉传达专业学生陈燕舞作退学处

理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9 号

11 关于印发《第六届大学生创业技能竞赛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1]11 号

12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 2008 级市场营销专业学生芦建锋记过处

分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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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重新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违纪处分办法》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1]13 号

14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09 级会计专业 2 班学生李琦留校察看处分

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14 号

16
关于表彰“江西财经大学第六届创业技能竞赛月”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16 号

17 关于重新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1]17 号

18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学生住宿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1]18 号

19 关于表彰 2011 届本专科毕业生先进个人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19 号

21 关于表彰2011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21 号

22 关于表彰 2010—2011 学年度先进集体标兵和先进班集体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22 号

23 关于表彰 2010 —2011 学年度学生先进个人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23 号

24 关于表彰 2010—2011 学年度“科瑞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24 号

25 关于表彰 2010—2011 学年度“鼎汉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25 号

26
关于表彰 2010—2011 学年度“洪银兴经济学奖学金”获奖学生

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26 号

27
关于表彰 2010—2011 学年度“岳向东奖学助学金”获奖学生的

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27 号

28 关于表彰2010—2011学年度“兴业证券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28 号

29
关于表彰 2010—2011 学年度“上海校友会奖学金”获奖学生的

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29 号

30 关于表彰2010—2011学年度“用友奖学助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30 号

31
关于表彰 2010—2011 学年度‘深圳校友会奖学金”获奖学生的

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31 号

32 关于表彰2010—2011学年度‘移动之心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32 号

33 关于表彰2010—2011学年度‘九江银行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33 号

34 关于同意国际学院 2011 级国际商务专业学生王高原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34 号

35
关于同意工商管理学院 2010 级工商管理专业学生李真荣退学的

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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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关于同意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09 级城市规划专业学生易翔退

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36 号

37
关于给予国际经贸学院 2009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三班学生李秦、

胡莹纪律处分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37 号

江财外事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我校教师伍世安、罗锐两人应邀赴台湾加实践大学 53 周年

校庆活动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1]1 号

2 关于接收韩国留学生卢恩浩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1]2 号

3 关于我校聘请台湾籍博士宫之君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1]3 号

4 关于我校教师胡玲、吕晓梅应邀赴进行学术交流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1]4 号

6
关于我校国际学院涂艳等 32 名师生应邀赴台进行课程研习与学

术访问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1]6 号

7 关于我校续聘维多利业亚等十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 江财外事字[2011]7 号

9
关于接收 ASSeff Mora Lizeth 等十六位国际交换学生来我校学

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1]9 号

10 关于接收日本留学生北和男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1]10 号

11 关于我校聘请弗兰克等五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1]11 号

12 关于我校程淑珍教授等两人应邀赴台进行学术交流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1]12 号

13
关于我校聘请伍森等五位外籍教师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1]13 号

14 关于我校杨翎逸同学应邀赴台交换学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1]14 号

15 关于我校聘请林登等两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1]15 号

17 关于我校副校长肖华茵教授应邀赴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字[2011]17 号

19 关于接收朴熙娥等三名韩国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江财学工字[2011]19 号

20 关于我校聘请查尔斯等两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江财学工字[2011]20 号

21 关于我校聘请乔治安娜等两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江财学工字[2011]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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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接收Allison Derrick等十一位国际交换学生来我校学习的

请示
江财学工字[2011]22 号

23 关于我校续聘请外国文教专家杰卫德的请示 江财学工字[2011]23 号

24 关于我校聘请马修等两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江财学工字[2011]24 号

25 关于我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迪尔穆德的请示 江财学工字[2011]25 号

26 关于接收 Ryan Michael Diaz 等七位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求 江财学工字[2011]26 号

江财综合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做好 2010 年度文件材料归档工作的通知 江财综合字[2011]1 号

2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文件归档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综合字[2011]2 号

3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实物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综合字[2011]3 号

4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著名人物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综合字[2011]4 号

5 关于做好我校 2011 年教育事业统计年报工作的通知 江财综合字[2011]5 号

6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材选用及采购供应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综合字[2011]6 号

江财研教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管理办法》的通知江财研教字[2011]1 号

2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的通

知

江财学工字[2011]2 号

4 关于加强学位论文规范汇度建设的若干意见 江财学工字[2011]4 号

5
关于表彰江西财经大学 2011 届全日制专业学位优秀毕业研究生

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5 号

6 关于印发《研究生“三助”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1]6 号

8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办法（修订

稿）》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1]8 号

10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学术行为规范（修订稿）》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1]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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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空生学籍管理办法（修订稿）>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1]11 号

13
关于表彰江西财经大学2010-2011学年研究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13 号

14 关于优秀研究生教材立项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1]14 号

15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

个人评选办法》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1]15 号

16 关于表彰 2011 年优秀研究生导师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1]16 号

江财学位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授予毕菡等2011届全日制统招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1]1 号

2 关于同意授予成人高等教育（自考）本科毕业生李颀等 江财学位字[2011]2 号

3 关于授予杨书怀等 2011 届研究生博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1]3 号

4 关于授予郭燕平等 2011 届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1]4 号

5
关于授予2011届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生肖娟等4449人学士学位

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1]5 号

6
关于授予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2011 届全日制本科毕

业生 1377 人学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1]6 号

7 关于授予杜文洁 2011 届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1]7 号

8 关于授予郑路等 2011 届研究生博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1]8 号

9 关于授予陈文等 2011 届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1]9 号

10
关于同意授予成人高等教育（自考）本科毕业生韦人甲等 399 名

学生学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1]10 号

江财职教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0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钟涛退学的

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1 号

2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09 级商务英语专业学生赵无瑕记过处

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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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09 级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张礼胜记过处

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3 号

4 无 江财职教字[2011]4 号

5
关于同意对职业技术学院 2010 级财务管理专业学生陈晓霞作退

学处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5 号

6
关于同意对职业技术学院 2010 级微电子技术专业学生刘丹作退

学处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6 号

7
关于同意对职业技术学院 2010 级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俞高飞作退

学处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7 号

8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09 级园林技术专业学生肖训蒿退学的

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8 号

9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09 级园林技术专业学生胡丽芳退学处

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9 号

10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0 级电子商务专业冷芳婷同学退学的

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10 号

11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09 级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罗茹记过处分

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11 号

12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2009级会计专业学生谢英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12 号

13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09 级微电子技术专业学生高德锋记过

处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13 号

14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0 级财务管理专业吴美玲同学退学的

决定
江财职教字[2001]14 号

15 关于表彰职业技术学院 2011 年度军训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15 号

16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09 级通信技术专业蔡振同学退学处理

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16 号

17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09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李洪宝同学

退学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17 号

18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2009级园林技术专业叶蜜同学退学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18 号

19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10 级电子商务专业郭启刚同学退学处

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19 号

20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1999 级会计专业谢荣同学退学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1]20 号

江财科研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公布 2010 年度校级课题立项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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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重新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1]2 号

3
关于重新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重要研究项目经费配套资助管理办

法》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1]3 号

4 关于重新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1]4 号

5 关于成立中英国际商务联合研究中心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1]5 号

6 关于组建第三批校级学术创新团队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1]6 号

7 关于公布第二批优秀青年学术人才支持计划入选名单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1]7 号

8 关于公布优秀科研团队合作奖获奖名单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1]8 号

9
关于公布 2011 年江西财经大学学术专著出版资助项目评审结果

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1]9 号

10 关于公布2011年服务江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专项项目立项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1]10 号

11 关于成立江西食品药品法律研究中心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1]11 号

12
关于公布我校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 2011 年度重大招标课题立项

名单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1]12 号

13 关于修改几项科研成果积分标准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1]13 号

16 关于公布非实体研究机构名单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1]16 号

17
关于表彰 2011 年度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优秀单位和先进进单

位的决定
江财科研字[2011]17 号

江财职称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确定占佳等 79 位同志具备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的通知
江财职称字[2011]1 号

2
关于聘任黄飞鸣等 93 名同志担任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

通知
江财职称字[2011]2 号

3
关于确定豆星星等 68 位同志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

通知
江财职称字[2011]3 号

4 关于聘任豆星星等 68 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江财职称字[2011]4 号

5
关于确定赖维玮等 19 位财政同志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的通知
江财职称字[201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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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聘任赖维玮等19位同志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江财职称字[2011]6 号

7
关于确定郭爱武等 8 位同志具备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的通知
江财职称字[2011]7 号

8 关于聘任郭爱武等 8 位同志担任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江财职称字[2011]8 号

9
关于聘用万常选等 26 位同志担任教授二级岗位专业技术职务的

通知
江财职称字[2011]9 号

10 关于确定胡名芙等 11 位同志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通知 江财职称字[2011]10 号

11
关于确定曾荣鑫等 57 位同志具备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

通知
江财职称字[2011]11 号

12 关于聘任胡名芙等11位同志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江财职称字[2011]12 号

13 关于聘任曾荣鑫等 59 位同志担任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江财职称字[2011]13 号

江财函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合作培养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的函 江财函字[2011]1 号

2 关于恳请将我校普通本科列入贵区本科一批层次招生的函 江财函字[2011]2 号

3 关于恳请将我校普通本科列入贵区本科一批层次招生的函 江财函字[2011]3 号

4 关于规范我校周边交通秩序的函 江财函字[2011]4 号

5 关于请求改善我校蛟桥园校外交通环境的报告 江财函字[2011]5 号

6 关于我校蛟桥园老 6#学生宿舍改扩建立项的函 江财函字[2011]6 号

7 关于修建我校蛟桥园北区西面围墙挡土墙的函 江财函字[2011]7 号

8
关于我校自筹资金新建麦庐园北校区学生公寓等七个项目立项

的函
江财函字[2011]8 号

9 关于设立福州市闽江学院函授教育辅导站的函 江财函字[2011]9 号

10 关于我校青山园校区沿街建筑综合改造说明的函 江财函字[2011]10 号

11
关于将我校厦门波特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转由福建省中天技术

学校举办的函
江财函字[2011]11 号

12
关于请求将我校列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业

江西省主考学校的函
江财函字[2011]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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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我校自筹资金新建麦庐园北校区学生公寓项目立项的函 江财函字[2011]13 号

14
关于建议将“中国管理思想研究”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

究项目的函
江财函字[2011]14 号

15 官员接收 2011 年度城镇退役兵来我校工作的复函 江财函字[2011]15 号

16
关于办理我校蛟桥园原 6#学生宿舍改扩办公楼工程规划许可证

的函
江财函字[2011]16 号

17 关于申请办理专业学位教育综合大楼建设规划的函 江财函字[2011]17 号

18
关于我校自筹资金新建麦庐园北区学生公寓和垃圾收集站项目

核准的函
江财函字[2011]18 号

19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 2011 年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

项目免费指标分配的函
江财函字[2011]19 号

20 关于恳请将我校普通本科列入贵区本科一批层次招生的函 江财函字[2011]20 号

21 关于恳请将我校普通本科列入贵区本科一批层次招生的函 江财函字[2011]21 号

22
关于邀请江西省法制办领导出席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2011 年年会的函
江财函字[2011]22 号

24 关于我校不能接收安置 2011 年度城镇退役士兵的函 江财函字[2011]24 号

25 关于请求对我校第 22 栋学生公寓工程建筑质量验收的函 江财函字[2011]25 号

26 关于申请在我校北区临建贵宾楼的函 江财函字[2011]26 号

27 关于我校蛟桥园 16#学生宿舍维修改造项目的函 江财函字[2011]27 号

28
关于申请变更《江西财经大学新建麦庐园北区学生公寓项目立项

的批复》的函
江财函字[2011]28 号

30
关于申请办理我校麦庐园北区 7#学生公寓和垃圾站工程项目规

划许可证的函
江财函字[2011]30 号

31
关于申请追加我校麦庐园北区 7#学生公寓和垃圾站工程项目投

资额的函
江财函字[2011]31 号

32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 2011 年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

项目免费指标分配的函
江财函字[2011]32 号

无号关于申请设立英语专业四、八级口语考试的函 无号

无号关于维修市青山路公用排污管道的函 无号

（校办秘书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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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在校党委、校行政的重视下，在校长助理王小平的关心指导下，我们组织编写

了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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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本。本《年鉴》所反映的内

容时间上除有特殊说明外，均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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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档案馆馆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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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得到了学校党办校办、纪委、组织部、统战部、

校工会、招生就业处、教务处、研究生部、科研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当代财经

杂志社、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工商管理学院、国际经贸学院、外国语学院、职业技

术学院、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财务处，校产处、图书馆、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医院、

附中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二○一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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