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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以经济、管理类学

科为主，法、工、文、理、农、教育、哲学、历史、艺术等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财经

学府。2008 年 2 月 6 日，温家宝总理与江西财大师生共度除夕，发表了重要讲话，

并称赞说：“你们学校是所很好的学校”，激励着学校永葆奋斗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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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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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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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由江西省主管，2012 年成为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2、办学特色：办 学以来，学校秉承 “信、敏、廉、毅”的校训和“敬业乐群、

臻于至善”的大学精神，形成了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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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鲜明

的高水平财经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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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地面积共 3300 余亩，建筑面积 90 余万平方米，馆藏各类图书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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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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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独立设置科研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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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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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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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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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学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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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个一级学科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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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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个本科专业；1998 年获批江西省首家 MBA 办学权，2009 年获批江

西省首家 EMBA 办学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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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为全国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

目学校、大学生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学校和教育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迄

今我校国家质量工程项目总计 29 项（含教学成果奖 2 项）。拥有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

室 42 个，拥有省级示范中心达 8 个。获批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1门。学校于 1994 年

（全国较早）实行弹性学分制，学生可以选修双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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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了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

易、经济学、法务会计实验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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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 28 项，第 15 次位居江西第一，

在全国高校排第 16 位，在全国财经类高校排第 3 名。近三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招标项目 3 项，重点项目 4 项；共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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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29 项，在财经类高

校中列第 3 名。教师近 6 年来立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66 项，在金融、计算机等学

科领域国际一流刊物，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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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 547 篇，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42 项。

现有江西省首批“2011 协同创新中心”1个，江西省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平台 1个，

江西省重点实验室 1 个、江西省工程中心 1 个、江西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1 个、省重点

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5 个。主办的《当代财经》（月刊）入选“全国三十佳社科学报”

和“新闻出版署百强优秀期刊”，“理论经济”栏目入选教育部名栏建设工程；《江西

财经大学学报》（双月刊）入选“全国优秀社科学报”，两刊均为 CSSCI 来源期刊。

8、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 2261 人，专任教师 1567 人，其中有教授 246 人、副

教授 431 人；博士 504 人；外教 91 人；博士生导师 69 人、硕士生导师 427 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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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专业学位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 人，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人选 20 人，

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75 人，江西省高校骨干教师 45 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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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个省份一本招生。2012 年录取分超出省一本线 40 分以

上的省份科类达 20 个，最高超出 87 分。江西省文理科投档分数分别高出一本线 14

分和 21 分，投档线和录取平均分均创我校省内一本招生历史新高，居全省高校第一。

其他各层次招生录取线都呈现上升的良好态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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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千余人。就业工作保持良

好态势，2012 年硕士研究生、普通本科、专科初次就业率居江西省第一，其他层次

均居省高校前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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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学校被教育部评为首批“全国就业典型经

验高校”（50 所）。2012 年获得国务院表彰的“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称号（15 所

高校）。近五年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先后 4 次报道学校人才培养及就业工作。

10、国际办学：学校坚持开放办学，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

溪分校、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兰卡斯特大学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 85 所学校建立了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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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开始，学校先后获批中美合作培养 MBA、中澳合作培养 MBA 等研究生项目。2010 年正

式成为国际交换生组织中国大陆首家成员大学，自 2011 年起我校学生有机会进入全

球 4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所大学（其中美国 155 所大学）进行交换学习与交流。

学校获批为全国托福考点、GRE 考点、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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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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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化办

学特色。自 2003 年以来，有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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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余名学生毕业后赴牛津大学、剑桥

大学等排名世界前 100 名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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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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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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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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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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

称号。2012 年《中国大学评价》排名中，我校管理学排名第 39 名、经济学排第 26

名、法学排第 68 名、人文社会科学排第 59 名，研究生教育在全国文法类高校中排第

8 名。

学校办学以来，已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 10 余万人，多数学生现已成为所 在单位

的业务骨干和中坚力量，甚至成为商界、政界、学界的精英。毕业生中涌现了全国工

商联原副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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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江西省副省长谢茹、胡幼桃、姚木根，甘肃省副 省长李荣灿，

山东省人大副主任柏继民，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志雄，福建省人

大原副主任马潞生等大批优秀党政领导干部，著名经济学家、人民大学吴晓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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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中

国造富大学排行榜第 37 名，中国大学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第 60 名，中国大学

校友捐赠排行榜第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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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 月，摘自校园网）

http://www.jxufe.edu.cn/xqzl/xxjj.html
http://www.jxufe.edu.cn/xqzl/xxj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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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共建

教育部领导在省部共建江西财经大学签约仪式上的讲话

教育部部长 袁贵仁

（2012 年 5 月 15 日）

尊敬的心社省长，朱虹副省长，少春副部长，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在教育部、财政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江西财大学协议签署之际，我

代表教育部向江西财经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财政部、江西省委省政

府和各有关方面给予高等教育事业的热忱关心，以及对教育部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

心的感谢！

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史称文章节义之邦，自古就十分重视教育、崇尚文化。

长期以来，江西省委、省政府切实加强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使江西的高等教育呈现出

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高校发展步伐较快，民办高等教育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

教育部历来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江西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通过多种方式对江西高

等教育给予了必要的支持。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深入推进中西部地

区高等教育振兴战略、大力促进高等财经教育协调发展和提高质量，教育部决定和财

政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作为办学历史悠久、人才培养特色鲜明的一所财经高等院校，在长

期的办学进程中，秉承“信敏廉毅”校训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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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大批对社会卓有贡献的高素质人才，取得了众多高水平成

果，为促进国家和江西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为加快国家和江西的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教育部和财政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江西财经大学，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既

有利于江西财经大学的品牌建设和综合实力的迅速持续提升，又有利于提高江西高等

教育的发展建设水平，也有利于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在财政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中的支

撑作用，为推动财政系统和财经行业科学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此次共建协议的签署，必将为江西财经大学的改革发展搭建一个更为广阔的平

台。希望江西财经大学抓住机遇，深入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认真谋划学校的发展。

在这里，我提几点希望：

一是要紧紧抓住共建机遇促进学校科学发展。学校根据高等教育和自身实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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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坚持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深入教育改革，坚定不移地走以质量

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二是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学校要倾注更大热情，付出加倍努力，采

取有效举措，积极培育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既熟悉中国国情又通晓国

际规则的高素质财经人才，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三是要努力提高服务社会贡献度。学校要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

大力提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水平， 以财政系统和财经行业的重大需求为导向，努

力推出一批有价值、有份量的成果，为推动国家和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我相信，在财政部、江西省和教育部的共同支持下，江西财经大学全体师生员工

努力奋斗，一定能够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为国家和江西的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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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领导在省部共建江西财经大学签约仪式上的致辞

财政部副部长 张少春

2012 年 5 月 15 日

尊敬的贵仁部长，心社省长，朱虹副省长，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财政部与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在这里签署共建江西财经大学协议，这

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举措，对于进一步深化部

省合作，促进财经高教事业创新，推动财政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喜庆、庄

严的时刻，我谨代表财政部，向江西财经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致以热烈的祝贺！向为学

校建设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领导、老专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对教育部、江西省人

民政府多年来给予财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江西财经大学不仅办学历史悠久，也是 1978 年国内第一批恢复高等财经教育的

高校之一。作为一所在红土地上孕育成长起来的高校，江西财经大学始终继承和弘扬

井冈山精神，竭力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西财经

大学找准发展时机，集中力量、发挥优势，加强学科建设，实施“人才强校”战略，

提升教育质量，产生了一大批有深远影响的科研成果，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创业型

人才。我们欣喜地看到，江西财经大学近年来已经发展成为江西有明显优势、全国有

重要影响的财经学府，为我国高等财经教育事业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作

出了重大贡献。

财政部历任领导都十分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在财政部管理期间，学校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办学格局、壮大了办学规模、确立了办学优势、突出了办

学特色。2000 年，学校调整为江西省管理以后，财政部仍然关注着学校的发展与进

步。今后，财政部将借助“共建”这个平台，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江西财经大学，

保持、发展江西财经大学与财政系统和财经行业的深度联系与文化传承，为学校发展

提供有力的支撑。希望江西财经大学大力弘扬“信敏廉毅”的校训精神，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等

职能，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希望江西财经大学在培养财经管理类

人才、开展财经科学研究、提供财经决策咨询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我国财政改

革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最后，衷心祝愿江西财经大学在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进程中不断

创造新的辉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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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政府领导在省部共建江西财经大学签约仪式上的讲话

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 鹿心社

2012 年 5 月 15 日

尊敬的贵仁部长，少春副部长，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江西财经大学

协议签字仪式，充分体现了财政部、教育部对江西的关心关爱、对江西人民的深情厚

意。在此，我受省委书记的委托，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长期以来关注、支持江西发展

的财政部、教育部的各位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江西财经大学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丰硕的办学成果和优良的办学声誉，在财经

教育方面拥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政界、商界和学界精英，是江西

高校的一张名片，是全国财经高校的一颗明珠。本次共建协议的签署，对于把江西财

经大学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促进江西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在教育部、财政部

的支持下，努力为江西财经大学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支持江西财经大学加快建设特

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的步伐。

高等教育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和“助推器”。加快江西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是我省实施科教兴赣和人才强省战略的必然举措，也是江西实现在中部地

区崛起的内在要求。目前，我省吹响了“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

的号角，加快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同时主动融入国家和区域发展大格局，进一步

强化与长珠闽地区的对接合作，加强与海西经济区、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

江城市带等区域的联系互动。在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的伟大征程中，高等教育作用

重要、责任重大、大有可为。

教育部、财政部与江西省共建江西财经大学，是江西财经大学实现跨越发展的重

要机遇，希望江西财经大学抓住良机，促进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第一，努力提高办学水平。以“2011 计划”、卓越人才培养计划、重点学科申报、

学位授权点申报等项目为抓手，提升教育质量，提高办学水平，增强学校核心竞争力，

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大智力支撑，

为我省高等教育在全国进位赶超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大力构筑人才高地。学校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引进和培养大师、名师，营造

高层次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省政府可以在待遇要求、安置政策、编制职称、

人才遴选等方面对学校引进的高端人才给予适度的政策支持，以进一步推进学校人才

队伍、师资队伍建设，构建我省人文社科领域的人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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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强化科研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学校要充分依托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智力

优势，紧密联系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聚焦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与建设重大现实

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管理部门提供具有重大决策参考价值

的研究成果，真正发挥“智囊团”与“思想库”的作用，省政府将对若干重大项目予

以配套资金支持。

第四，扩大国际化办学影响。尽管我省地域因素对国际化办学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江西财大具备实力推进并扩大国际化办学。因此，学校要有一批高水平的国外合

作院校，鼓励青年教师到国外留学和进修，扩大留学生规模，开创我省高等教育领域

国际化办学的新格局。

我们将以这次协议的签署为契机、为动力，进一步加强与教育部、财政部的合作

与交流，及时沟通情况，研究重大问题，加强省部共建，推动江西高等教育事业更好

发展。我们深信，在财政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江西高等教育事业必将迈上新台

阶，财政部、教育部与江西省的合作必将取得更加出色的成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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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在省部共建江西财经大学协议签字仪式上的致辞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廖进球

2012 年 5 月 15 日

尊敬的袁部长、尊敬的鹿省长、尊敬的张副部长、朱副省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

今天，是一个让江财人永远铭记的日子。在我们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清

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奋

力推进学校“做强”战略的关键时期，我们迎来了财政部、教育部和江西省人民政府

共建江西财经大学的大喜事，江西财经大学的办学历史从此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此时

此刻，每一个江财人无不激动万分，无不欢欣鼓舞！值此喜庆之际，我谨代表江西财

经大学师生员工，向一直关怀和支持江西财经大学发展的财政部、教育部和江西省委

省政府领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出席仪式的财政部、教育部有关部门领导、省委省政

府有关部门领导、各位来宾和社会各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江西财经大学作为一所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以培养创业型人才为特色的大

学，学校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而艰辛的历程，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风雨岁月。

学校前身是 1923 年成立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新中国成立后，1958 年成立了江西历

史上第一所本科财经院校——江西财政经济学院，1965 年改为江西省财贸干部学校，

1978 年恢复江西财经学院；1980 年转为财政部部属院校，1996 年与江南财经管理干

部学院合并，更名江西财经大学。2000 年学校管理体制由财政部主管转变为由江西

省主管。2002 年和 2003 年南昌林业学校和江西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相继并入。长期以

来，学校始终坚持主动适应社会需求，自觉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努力培养具有“信敏

廉毅”素质的创业型人才，学校的教育质量不断提高，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社会声誉

全面提升，初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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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财政部、教育部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在这里签署共建协议，为江西财经大学

今后更快更好的发展搭建起了更加宽广的平台，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江西财经大

学的极大关怀，体现了教育部、财政部和江西省对江西财经大学的关怀。稍后，袁部

长、张副部长和鹿省长还将分别作重要讲话，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指示、

提出殷切期望。在今后的办学过程中，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领导的讲话精神，以省部

共建为新的起点，充分利用财政部、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为学校提供的各项有利条

件，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秉承“信敏廉毅”的校训和“敬业乐群、臻于至善”的大

学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做强”战略，继续深化教育改革，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人

才培养水平，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以实际行动为实现将学校建设成为“鲜

明特色的高水平财经大学”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富裕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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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美江西再立新功！

我们相信，有财政部、教育部的亲切关怀，有江西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有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有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江西财经大学一定会在未来的征

程中谱写出更加辉煌壮丽的篇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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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财政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江西财经大学协议签字

仪式出席的领导和嘉宾

教育部

袁贵仁 部长

陈 舜 部长助理

贾德永 直属高校工作司副司长

范海林 直属高校工作司处长

财政部：

张少春 副部长

余蔚平 部长助理

嵇 明 办公厅副主任

汪义达 综合司副司长

李 承 预算司副司长

吴国生 教科文司副司长

张 猛 人事教育司副司长

张建刚 人事教育司处长

江西省人民政府

鹿心社 省委副书记、省长

尚 勇 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

胡幼桃 副省长

朱 虹 副省长

谭晓林 省政府党组成员、省政府秘书长

肖亻毛根 省政府副秘书长

虞国庆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

胡 强 省财政厅厅长

严淑琴 财政部驻江西专员办专员

犹王莹 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毛祖逊 省财政厅副厅长

彭世东 省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副厅长

刘润保 省教育厅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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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廖进球 党委书记

王 乔 校长

胡建华 党委副书记

王金华 党委副书记

肖华茵 副校长

吴照云 副校长

易小明 副校长

卢福财 副校长

易剑东 副校长

杨建林 纪委书记

王小平 校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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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12 年工作要点

2012 年学校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江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以省部共建为契机，以内涵建设为

重点，以服务社会为突破口，以文化建设为抓手，推动学校为实现“一流多科性教学

研究型大学”的“做强”战略目标迈出坚实步伐，以优异成绩为今年党的十八大和明

年建校 90 周年献礼。

一、以省部共建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

省部共建是学校发展新的重要机遇期。加强与相关方面沟通，争取示范签订财政

部、教育部和江西省政府共建江西财经大学协议，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办学平

台和空间。

1.努力争取省部支持我校进入“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积极申报“高等学

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 计划”）和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

2.积极参与国家财政经济领域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和咨询工作，与全国财政系统

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和输送、干部培训、科学研究、对外交流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3.利用共建平台，加强与其他省部共建财经高校和国家会计学院的合作。同时，

提高与境外院校合作层次和水平，拓展对外合作交流的空间。

二、以内涵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夯实“做强”基础

学校“做强”新阶段要练好内功，重点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实现

“做强”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一）重点加强学科申报，力争学科建设新突破

1.为国家重点学科申报做好冲刺准备。以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理论经

济学、工商管理等学科为龙头，以申报“特色重点学科项目”为抓手，加强学科内涵

建设，做好与学位办和专家的沟通联络工作，力争申报再获新丰收。

2.做好“中国高质量 MBA 认证”的前期准备工作。以 MBA 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学院、信息管理学院为基础，组建认证工作筹备小组，全面启动认证各项准备工

作。

3.进一步加强现有学科平台建设。改变重申报轻建设的观念，完善学科建设经费

的管理机制，强化考核和验收工作，总结和推广建设典型经验。

（二）重点优化师资结构，力争师资队伍上层次

1.调整人才引进政策。完善人才引进程序和制度，更加注重引进人才的影响力和

质量，围绕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团队、重要课程和重点研究方向引进人才，以金融管

理国际研究院和师资博士后为试验区，力争引进若干学科领军人才、18 名海归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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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3 名国内优秀博士。

2.加强现有师资队伍培训，提升教学、研究、服务社会、国际交往等方面能力。

师资培训应着眼于国际化，着眼于教学、科研质量提升，着眼于青年教师成长，着眼

于人才培养应具备的核心能力建设。

3.扩大学院在师资管理上的自主权。着眼于二级管理架构的形成与建立，着眼于

教学科研管理队伍中骨干人员的培养，着眼于激发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试点探索师资队伍的分类管理、分类考核和分类激励机制。探索和改进职称评审办法。

（三）重点加强教学工作，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1.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借新增博士点、硕士点契机，组织对全校所有学科研究

生培养方案进行全面修订。提高公费生比例，改革现有奖助体系，提高研究生待遇，

吸引优质生源。大力开展学术创新活动，全面实施研究生学术创新项目。抓好导师队

伍建设，强化导师培训和考核。优化师资，创新教学方法，凝练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特色。加强研究生工作队伍建设，完善研究生工作体系和机制。

2.突出抓好本科教育质量。按照教育部要求，根据新颁发的本科专业目录和社会

需要进一步调整专业结构，扎实推进“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申报与建设工作，启动实

施“卓越法律人才”、 “卓越工程师”等“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继续加强“探究式

教学课程”和“3+7+x”主干课程建设。总结“创新实验班”经验，在保证质量的前

提下适当推广。制定 2012 级学生人才培养方案。以特色专业建设为核心，集成人才

培养模式实验区、教学团队、精品课程与教材、实验室与实习基地等项目的建设，迎

接教育部的项目复核认定工作。继续做好自编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力争入选国家“十

二五”规划教材。

3.按照教育部 26 号令《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独立学院

教育工作评估指标体系》（第五稿）的要求，做好迎评工作，以评促建，全面提高独

立学院的整体办学水平。

4.做好新形势下高职教育的改革与管理工作，利用与南昌陆军学院合作办学优

势，进一步探索“军地”共办高职教育的新模式。

5.进一步推进学校继续教育提高层次、拓展领域，优化继续教育结构，扩大对地

方经济建设服务的范围。

（四）重点突出研究特色，力争科研成果出精品

1.全面部署和逐步实施高等学校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九大体系建设相关工作。继续

做好国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组织和研究管理工作，积极准备和重点

抓好 20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重大奖项的申报，针对性地组织人员和

选题申报 20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继续做好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和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申报工作，全力推

动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3.加强与国家社科规划办、教育部社科司的联系，做好信息报送工作，重点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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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提高国际学术对话能力、高校名师大讲堂等系列活动。

4.明确各研究院所的定位和重点研究领域，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围绕着学校的重

大战略布置开展重点研究领域的设计。

5.加强院校研究，跟踪国际前沿，通过对大学排名的分析研究科研工作在学校整

体工作中的地位与贡献。

（五）重点扩大对外交流，力争国际化办学上规模

1.继续夯实学校国际化办学的基础。加强学校中青年教师的英文培训力度,选派

15-20 名老师作为双语老师赴国外培训;启动新一轮外国语学院日语老师赴日本研修

项目；选派 10-15 教师出国留学深造或与国外大学教授进行合作科研；加大力度鼓励

教师以文赴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2.进一步拓展国际化合作办学空间。力争开拓 1-2 个新国家或地区的 3 所以上高

校为新的合作院校，并在与国际著名大学合作办学上有新突破。

3.努力扩大国际交换学生和其他留学生规模，力争全年来校留学学生的人数达到

50 人以上，初步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留学生教学队伍和相对独立的留学生教学体系。

4.继续鼓励和促进学院为主体的国际化教学体系的形成，力争形成学院国际化办

学的一整套考核制度，选择有条件的学院建立英文网站，加大学院国际化办学的资金

投入力度。举办国际学院办学十周年回顾与总结活动。

5.继续加强学校国际化教育的基础平台建设。引进 GMT 考试中心；进一步加强学

校英文网站建设，加强与国外高校之间的信息沟通。

（六）重点加强党团工作，力争党团建设再创佳绩

1.加强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实施领导干部能力建设工程，强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做好“创先争优”活动总结表彰工作，

迎接省高校党建与思政工作评估。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加强网站建设与管理。坚持

法德治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推进民主管理。进一步优化干部选任

机制，促使青年干部脱颖而出。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抓好两课建设，加强思政队伍建设，积极创新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增强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加强团学工作。扎实做好大学生日常教育及管理工作，以品德教育和素质教育

为重点，继续巩固和鼓励创新团学特色活动，大力开展社会实践和创业孵化活动，着

力提升学生素质能力。

三、以服务地方为突破口，进一步提高社会贡献度

江西进入了 GDP 总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过万亿的新时期，我校应发挥学科和

人才优势，着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1.发挥研究机构和学院服务地方的主力军作用。科研机构要组建专门科研团队，

凝练研究方向。教学学院要成立服务地方机构，拟定工作思路，出台激励政策。各院

所每年至少要有 1-2 个面向江西的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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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重点项目攻关。要重点围绕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目标，围绕“龙头

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战略思路，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建设，加大研究力度,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3.大力搭建服务平台。加强与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的合作，积极开展产业

振兴、财税政策等咨询项目。继续办好《江西经济分析》，争取获得更多领导批示。

积极推进校市合作，重点帮助完善地市发展战略规划。举办“财经高端论坛”、“江

西发展高端论坛”、“企业高管论坛”等论坛,搭建校企交流平台。《当代财经》打造

“经济聚焦”名栏栏目，《学报》开设“赣鄱经济”栏目，进一步提升服务地方学术

影响力。

4.形成服务地方品牌和特色。重点推出若干独特的动态研究指数，增强学校学术

话语权。做优经济管理类人才培训班项目，为地方人才培养服务。重点培养若干“名

嘴”，扩大媒体影响力。

四、以文化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大力加强文化建设，让江财校训精神和价值观深入每个人心，渗透到各个工作环

节，从而提高管理服务水平，更好地推动学校快速健康发展。

（一）扎实推进文化建设

1.以筹备建校 90 周年校庆为契机，完善学校文化建设。重点加强顶层设计，形

成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相配套的完整体系。

2.推进校园文化应用工程，全面导入学校 VI（形象识别）设计，完善校园建筑

色彩规划和景观建设，启动江财文化产品开发推广工作。

3.成立建校 90 周年校庆筹备组，做好校庆相关准备工作。

4.加快形成各具特色的学院文化，促进学院特色发展、个性发展和创新发展，凸

显基层的文化活力。

5.加强校友文化建设。促进各地各专业校友会建设，组建校友工作者协会、《江

财人》杂志理事会，出版《校友创业风采录》，筹备成立校友基金会。

（二）着力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1.进一步完善教职工奖惩机制，重点探索和改革职称聘任机制和教职工退休机

制，为青年教工成长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

2.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认真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增强服务意识和奉献意识。进

一步加强劳动纪律管理，严格考勤，加强岗位教育，提高职业能力水准。扎实开展机

关作风评议活动，加强管理督导和工作评价，防止“职务疲劳”和“懒政”现象。

3.积极推进科学管理。加强财务管理，科学安排预算，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

出规模。优化固定资产管理,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监察审计作用，提

高办学综合效益。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实现校园无线网络全覆盖，建立统一认证系

统和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研发新版学分制系统、学生管理系统、校情分析系统，提高

工作效率。

http://jiangxi.jxnews.com.cn/system/2012/02/02/011887323.shtml
http://jiangxi.jxnews.com.cn/system/2012/02/02/0118873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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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努力提升服务水平。加强“节能型校园”建设，加大后勤社会化改革力度，积

极推进后勤服务精细化，规范用工管理。探索学校医疗保障改革，努力提高医疗服务

水平。提高图书采购质量，加大文献资源建设力度，优化馆藏结构。做好校园基础设

施建设，积极推进共青城校区建设规划，按时完成麦庐园北校区一期“三通一平”、

四栋学生宿舍建设以及一批维修改造和美化亮化工程项目。

（三）努力建设和谐校园

1.大力加强综合治理和平安校园建设，遵循新时期校园稳定的规律和特点，推动

人防、物防、技防工作，建立稳定工作长效机制，为师生提供安全放心的工作、学习

和生活环境。

2.积极落实“民生工程”。广泛征求师生意见，切实解决一批关系师生员工切身

利益的问题、难题，推进建设青年教师公租房 400 套、开放更多自习室等“民生工程”，

让广大师生共享学校教育事业进步的成果。

3.突出抓好就业工作。确保常规就业率不低于 60%，一次性就业率不低于 88%，

保持在全省的就业优势。

4.继续做好统战、老干部、附中、医院、幼儿园等工作。关心学校特殊群体师生，

体现人文关怀，努力营造和谐校园氛围。

（校办、党办郑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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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届二次教代会暨工代会上的讲话

校党委书记 廖进球

同志们：

这次双代会召开的很成功。各位代表认真行使民主权力，对学校工作报告进行了

认真审议，对校领导班子、领导成员作了客观评价，表彰了先进，通过了一系列决议，

向校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颁发了综治责任状。下面，我谈四点意见。

一、传达上级会议精神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省委十三

届三次全会精神，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全身心投入到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去。

（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会议精神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我们党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

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立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对新形势下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全面部

署，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

文件。根据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央中央《决定》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我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一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的战略目标。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重要论断。

三是提出了党在发展先进文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四是提出了推进我国文化改

革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五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六是提出

了推进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七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

求。八是提出了我国到 2020 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九是提出了我国文化改革

发展的基本方针。十是提出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

（二）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精神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历时 9 天半，主要议程有：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和批准计划报告，审查和批准预算报告，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审议十二

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审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选举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两个办法草案，听取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

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3 月 5 日上午，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过去的一年，面

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我国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巩固和扩大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实

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温总理指出，成绩来之不易，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顽强拼

搏的结果。温总理指出，全面做好今年的工作，必须坚持突出主题、贯穿主线、统筹

兼顾、协调推进，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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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报告从九个方面阐述了 2012 年的主要任务：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

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

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报告还就民族、宗教和侨

务工作，国防和军队建设，香港、澳门发展和两岸关系，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作了阐

述。

（三）中共江西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

3 月 23 日，中共江西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南昌举行。全会的主

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及李长春

同志在我省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加快我省文化体制改革工作，进一步发

展繁荣文化事业，为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全会总

结了我省文化改革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认为，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坚持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省文化改革发展取

得显著成绩。全会指出，《中共江西省委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我省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政策举措。

要围绕建设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文化大省的总目标，把握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

求，顺应当今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兴起新一轮文化建设热潮。当前，我省文化体制改

革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我们要按照中央确定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抓

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全力以赴打好这场改革攻坚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我省文化

生产力。

二、明确目标和要求，认真做好 2012 年的重点工作

（一）关于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

我们学校在“十一五”期间就提出，要建设一流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我们是

按照“高水平大学”来定位的，在签署省部共建协议文本的时候，我们把建设目标表

述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王校长在会上做了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

教育部回馈我们的文本里面，财政部属六所财经类高校的落脚都是“高水平财经大

学”。我们根据办学历史和发展方向，确定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它的

含义与一流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发展优势学科，

同时也要发展其他学科。没有多学科的支撑，财经学科就会成为一个光棍学科，不可

能有广泛的视野，学校就可能办成了示范性高职。必须要与其他学科充分地融合，才

能真正成为一个“高水平的财经大学”。所以，多学科是必然的，但是不同学科在整

个发展中的定位不一样，有的是全面发展，有的是特色发展，偏重于我这个大学里的

某一方面，同时跟财经有关学科相结合、交叉渗透，从而体现出它的鲜明特色。

我们曾经对“一流”的目标作出明确解释，现在对“高水平”这一目标如何解释

呢？最近我也在想，高水平大学到底有些什么要求？我们该如何做？我想至少五个方

面做好了才叫“高水平”：

第一，优势学科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先进都不行，必须是领先的，在这个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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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至少是领先之一。如果你不领先，谈不上高水平大学。只有达到同行中的先进水

平，才可以提向高水平大学迈进。我们要有几个学科在全国叫得响、顶呱呱，否则有

损于“高水平”的名誉，是一句空话。

第二，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社会广泛认为这个学校培养的人才好，

素质高，上手快，尤其是后劲足。仅仅“上手快”还不够，那是高职院校的要求；更

要“后劲足”，厚积薄发才是高水平大学。换而言之，就是学生的基础扎实、功底深，

自学理念清晰，学习能力很强，素质好、有德行，业务水平高、合作精神强，这样才

称得上“高水平”。

第三，科研成果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在专业研究领域中，碰到什么问题就提

到某某某的观点，那就叫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或者你的主张转化为改革发展的某一

个实践，变成了政策建议，在全国或区域推行产生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同样叫

有影响。

第四，学科团队在同行中高度认同。比如，山东搞的《产业评论》，在专业领域

内得到充分认同。总是有一个团队的几个人，同行高度认同，其中带头的都是大师级

的老师，在同行业中有地位。一讲起某一个同行的学会要你来领头，这个才叫有影响，

能在你的领域里面能发挥作用。

第五，在你所在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要做到“有地位”、“高水

平”，具体来说：一讲起具体工作、推进改革，就想到江西财大；今天想研究一个专

题，对方会想到江西财大要来几个人；想举行什么论坛、探讨一些观点，江西财大要

来几个人，但是我们离“高水平财经大学”还有较大差距，需要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

力。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智力发挥水平，也可以说是科学研究水平、人才结构的整

体水平，它制约着前面优势学科、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学术团队四个方面。只有科

学水平高、人才结构好的团队集结在这个高地，才会产生高水平。所以说我们要“做

强”，要向高水平大学迈进，科学研究水平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标杆，就是有一批高水

平的人才，有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没有这个标杆，充其量只能说是一般的、普通

的大学，更确切的说是高水平的职业院校。要成为高水平的大学，必须要高举科研的

大旗。

（二）关于 2012 年主要工作

首先，今年学校工作要点中提到以“省部共建”为契机，因为我校从 2000 年的

下放到今天的回归，共建工作在我校办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学校创造了更

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校属各单位现在就要研究，共建之后的财务、税务、

监察、科研、后勤等工作如何实现对接。要加大对应用型科研项目的关注度，不能等

项目源源不断的时候，我们的教师看不见、接不住、抢不过，江财的形象将大打折扣，

势必影响后续的发展。从学校层面来看，我校要力争进入“西部教育振兴计划”，加

大对产、学、研、应用四项目的研究。

其次，内涵建设是“做强”的主题，工作要点中从六个方面提出了要求，在此我

不展开。

第三，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提高到重要地位，原因有二：第一，当前江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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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到现阶段，GDP 进了万亿元俱乐部，固定资产投资过了一万亿元，投资市场在

哪里？配套资源在哪里？受到什么因素的制约？各地市“十二五”计划中制定的 GDP

和财政收入翻番的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上述问题，非常需要经济管理类专家学

者的支持，我们要摒弃过去科研中又大又空、妄定目标的风气，而要放低姿态主动帮

助政府机关分析发展中可能遇到的现实问题，摸索科研项目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新的研究范式，指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不足以及应对策略，如江西 GDP

过万亿元之后会遇到什么问题？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会给江西的发展带来

什么问题？在研究项目上我们要“阳春白雪”，更需要“下里巴人”。第二，从学校在

江西的地位来看，我校的实际地位并不如预期那么理想，面对激烈的竞争，我们还存

在着工科方面突出的“短腿”。江西农大培养出一个院士，学校地位迅速攀升。因此，

我们要一手抓国家级科研项目，一手抓江西经济社会发展项目，尤其是各个院系、研

究机构要把眼光从全国范围收回到江西来，组建若干个科研团队深入江西各地，切实

发挥智囊作用。将来我们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部署这项工作，在此我不展开。

第四，文化建设工程亟需推进落实，为校庆 90 周年献礼。我校四个校区不太可

能大兴土木新建校舍，因此要把现有的资源整合，统一 VI 设计，体现江财文化特色，

力争在一年里有较大改观，让广大师生感觉到环境更加舒适优美。更重要的是，我们

要以校园文化蕴含的人文价值理念为指导，提高管理水平、服务水平，尤其是服务态

度和服务水准。

三、认真对待省委巡视组反馈意见，切实做好整改工作

2011 年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12 日，省委第二巡视组（以下简称巡视组）对我校

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巡视工作。2012 年 3 月 16 日，巡视组向我校领导班子反馈巡视

意见。意见反馈后学校高度重视，学校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了整改措施。现根据省

委巡视办的要求、反馈意见和建议，围绕学校“做强”目标和事业发展需要，结合《江

西财经大学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工作方案》，依靠群众、

发扬民主，加深认识，全面深入开展整改活动，切实解决干部作风建设、精细化管理、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引进拔尖、领军人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推动学校事

业科学发展。

（一）促进干部作风建设，树立干部队伍新形象

始终立足欠发达地区办高水平大学的实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

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讲操守，重品行，注重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培养健康的生活情

趣，取信于群众。一是深入基层，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二是积极营造学习氛围，

切实加强学风建设。三是着眼解决突出问题，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四是注重标本兼治，

狠抓生活作风建设。五是注重工作实效，全面督查履职情况。

（二）巩固人才强校理念，优化人才工作机制

围绕学校“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目标定位，全面提升人才队伍的质量和

人才工作水平，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强化人才

强校理念。二是调整引进重心，加大引进力度，包括：系统搭建领军式的学科带头人

和海归博士引进平台，加大引进力度，加速人才储备；围绕重点学科、重要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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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课程引进人才；充分利用博士后流动站资源，积极探索博士后制度与师资队伍建

设有机结合的新模式；设立“流动编制”，加强和规范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三是完善

人才管理机制，激发人才活力。

（三）贴近江西实际，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

服务社会是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学校将在全校范围内进行服务江西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大讨论，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一是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服务

地方积极性。二是充实合作平台，增强服务地方的契合度。三是突出专项研究和应用，

提升科研服务社会贡献率。四是提升文化竞争力，服务江西精神文明建设。

（四）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针对管理服务部门存在的工作作风和服务质量问题，由肖华茵副校长、纪委杨建

林书记牵头，对机关、后勤、教辅部门的服务质量进行专题调研，摸清现状，找出原

因，提出整改措施报学校审批后执行。一是开展技能培训，提高服务能力。二是完善

监管体系，提高服务质量。三是落实安全责任制，确保校园平安。

（五）加强综合协调，降低办学成本

学校将广泛通过多种渠道筹措办学经费,加快现有办学资金的周转速度,提高现

有办学资金的利用率, 从而实现办学资金的良性运转。同时，学校将严格成本核算,

想方设法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整个学校的办学效益。一是完善信息化管理网络，降低

多校区运行成本。二是加大党务、校务公开力度，提升综合协调水平。

四、关于推进工作的几点要求

为了推进上述工作，在此提出四点要求：

（一）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有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主动思考工

作的方向和要点。要从思想上全面克服职务疲劳和懒惰，保持工作中精神抖擞、神采

奕奕，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二）居安思危，发现机遇，开拓创新。学校各部门运转流畅、稳定，因此更需

要居安思危、开拓创新，不要“年年岁岁花相似”，要每年都有新思路、新招数，才

能团结团队、带领团队开创新局面。

（三）加强学习，严格要求，乐于奉献。我们要大胆派出干部、教师外出学习，

不学习就会落后，落后就被淘汰。个别老师为了一点眼前利益而不愿意外出学习，典

型地“丢了西瓜拣芝麻”，试想你科研水平提高之后，产出几篇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怎么可能赚不回失去的那点利益？在座的各位要带头学习，做好典范，严于律己，发

挥奉献精神，树立大局意识。

（四）突出重点，求真务实，舍得放弃。落实学校的工作要点，但是不要追求工

作中样样都争第一，即工作中要突出重点，把重点做好、做到一流，这也正是“臻于

至善”精神的内在要求。

同志们，新的机遇与平台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希望大家振奋精神，勤奋敬业，

积极进取，开创学校工作新局面，为校庆九十周年尤其是为党的十八大献礼！

谢谢。

（校办、党办郑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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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工 作 报 告

——2012 年 3 月 24 日在江西财经大学八届二次教代会上

校长 王 乔

各位代表，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学校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各位特邀代表和列席代表

提出意见。

一、2011 年工作回顾

过去的一年，学校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入开展“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

大力推进内涵建设，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各项事业取得了显著进展，实现了“十二

五”时期良好开局。一年来，我们主要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有：

（一）学科特色和影响力进一步彰显，是学科建设跨越式发展的一年。

学校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抢抓机遇，积极争取，着力打好“申博申硕”战役，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新增了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统计学等 4 个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新增了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

艺术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统计学、软件工程、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等

11 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以及 8 个专业学位硕士类别和工程硕士的 2 个专业领域，

实现了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至此，学校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基本覆盖了经济管

理类所有学科门类。

此外，学校还获批 7 个江西省高校“十二五”重点学科和 3 个江西省高校“十二

五”示范性硕士点。学科建设的成效为我校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奠定了坚实基

础。

（二）创业型人才培养工程顺利推进，是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升的一年。

继续加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获批 2 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积极探索

人才培养新模式，开设了法学（法务会计）和经济学创新实验班，开展了“卓越人才

培养计划”改革试点。继续推进精品课程建设，获批 4门省级精品课程。启动了探究

式教学方法课程立项建设工作。加强了教学质量监控，开发了本科教学工作常态监控

数据系统，加大教学督察评教力度，全年开展多层次评教活动 1600 余次。加强多媒

体教学建设，新建多媒体教室 23 间，学校多媒体教室总数达到 302 间，确保了教学

需求。2011 年，在“第十一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中，我校获得 2项一等奖、2 项

二等奖以及“大赛组织奖”。

推进了研究生管理体制改革，由原来学校集中管理为主向以院（所）管理为主转

变。在全面开展研究生学位论文反抄袭系统检测的同时，引入万分之五的差错率一票

否决机制，努力提升学位论文质量。重视研究生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研究生教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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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研究。2011 年，立项“江西省研究生优质课程”3 门；立项“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6 项；3项教学成果获得首届江西省高校研究生教学成果二

等奖。

（三）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是科研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

重大科研项目和成果稳中有升。2011 年学校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5 项，其中

重点项目 2 项，资助经费 395 万元，立项数在全国高校中立项数排第 18 位，在全国

财经高校排名第 2名，第 14 次名列全省第一；两项最终成果首次入选《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3 项，获得资助经费 967 万元。

两类国家基金立项数和资助额均再次创我校历史新纪录。教研人员在著名权威刊物发

表论文 11 篇，一般权威刊物 91 篇。

“两刊”办刊质量进一步提升。《当代财经》“理论经济”栏目入选教育部名栏建

设工程，并获评为“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江西财经大学学报》获“全国高校

优秀社科期刊”称号。两刊的转载、复印率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高层次学术活动品牌效应逐步凸显。学校举办“规制与竞争政策国际研讨会”、

“财经高端论坛 2011”、校友房地产、财政论坛等大型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20 多个。

其中，财经高端论坛、MBA 高管论坛、校友论坛等一批独具江财特色的学术活动的影

响力日益提升，提升了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四）深度对接江西经济发展，是学校服务社会出实效的一年。

发挥优势，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组织专家赴赣州开展“2011 大城崛起”系

列专家团队服务活动，为赣州区域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与共青城市举行合作项目签字

仪式，支持共青城文化产业发展。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围绕“江西省生态产业体系

构建”这一主题在省内开展专题调研，为江西省有关职能部门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学

校获评“江西省服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先进单位”。

以横向课题为载体，切实发挥智力库作用。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承担的 8个县市

十二五规划项目顺利完成。学校中标江西省社会经济发展重大招标课题 1 项，江西省

发展研究中心招标课题 8 项，南昌市重大政策研究课题 1 项，世界银行课题 1 项。主

办的《江西经济分析》获 2 位副省长批示。1 位教授的政策建议被教育部社科司评为

2011 年度优秀咨询报告。

（五）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加大，是“人才强校”战略实施取得明显成效的一年。

师资队伍建设进展顺利。全年引进博士 24 人，另有 32 位本校教师取得博士学位，

截至目前拥有博士学位教师已达 478 人，博士和在读博士占专任教师比例达 45%。顺

利完成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11 人晋升教授职称，28 人晋升副高级职称。新

增博士生导师 21 人。1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 人获准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2 人新增为全国专业学位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3人获批为“江西省

教学名师”，10 人入选首批“赣鄱英才 555 工程”。

大力实施中青年教师培养计划。举办了 2011 年青年科级干部培训班、两期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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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师英语听说培训班，选派了 50 余名青年骨干教师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等国外院

校进行培训或访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六）对外交流精彩纷呈，是国际化办学进程加快推进的一年。

2011 年，学校先后与英国伦敦城市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等 5 所境外高校建立

了友好合作关系。全年接待来访外宾 70 余批 200 余人次；同时，学校组团分别对英

国、芬兰等 10 个国家的合作院校进行了友好访问，进一步加强了与港澳台地区的交

流合作，全年共派出各类出国（境）人员 110 余人次，有力地推进了我校对外合作与

交流工作。

学生中共有 400 余人赴国（境）外留学，其中有 7名同学被英国剑桥大学等全球

前十位大学录取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95 名同学取得全球前百位大学硕士研究生入

学资格。全年聘请外教 18 名，外教麦迪德（Mehrdad）获江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庐

山友谊奖”。成立了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探索国际化办学新路径。学校对外合作交

流工作成效突出，获 “全省因公出国(境)管理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七）“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开展，是党建思政工作成效再上新台阶的

一年。

围绕“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学校先后组织开展了 30 余项全校性活动，师

生参与达 8 万多人次，进一步激发了师生爱校兴校的热情，取得了良好效果。学生获

得美国（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多元领导能力大赛冠军等国

家级学科比赛特等奖 7 项、一等奖 23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15 项。进一步加大了

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力度，奖助金额达 4715 万元，较去年增加了 828.2 万元，增幅达

21.3%。针对政情、社情敏感期，及时做好教育引导工作，避免学生群体性事件发生，

确保校园稳定。全年在校外各大媒体发稿 300 余篇（条），其中在中央电视台、新华

社、中国教育报等中央媒体刊播 8 篇（条），在江西日报、江西电视台刊播 62 篇（条）。

招生就业工作成效明显。2011 年学校本科招生在所有省份一志愿录满，在 26 个

一本层次招生的省份中，文、理科分别有 18 和 21 个省份最低录取线比当地一本线高

出 15 分以上。普通本科常规就业率居江西省第一；独立学院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

88.05%，在全省 13 所独立学院中位列第一；高职生就业率 91%，硕士研究生就业率

94.7%，博士研究生就业率 97.9%，均居全省前列。

（八）管理改革不断深化，是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的一年。

稳步推进后勤社会化改革，引进社会专业公司托管校内物业、园林服务，实施了

用电经费货币化改革，推行水电经费包干新体制，节约型校园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学

校获得“全国高校节能管理先进院校”荣誉称号。校产基建部门实施项目责任制，完

成了留学生公寓建设，启动了麦庐园北校区的建设项目。信息化校园建设力度加大，

制定出台了校园信息化建设“十二五”规划，学校特色数据库内容不断充实、完善，

档案信息数字化工作基本完成。以文化建设工程为契机，校园美化、亮化、绿化、净

化工作成效明显，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改善，校园环境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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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收入稳步增长。学校全年实现各项收入 6.06 亿元，总支出 5.84 亿元，收入

预算完成 106%，支出预算完成 90%。学年学费缴费率达 98.75％，超额完成计划目标。

获取政府化债资金 9965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1 亿元，学校财务运行安全稳定。

（九）民生工程如期完成，是学校和谐发展进一步体现的一年。

全面完成了 2011 年初学校确定的民生工程项目。购置了一批先进的医疗设备，

提高了师生员工的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实施了绩效工资改革，提高了公积金缴存额

度和“三节”福利发放标准，教职工收入进一步提高。落实了离退休人员的政治和生

活待遇，改善离退休人员活动场地和条件，增拨活动经费，为他们“老有所乐”提供

一定的条件，同时为每位离退休人员增发 3200 元的重阳节和春节慰问金，让他们共

享学校改革发展的成果，进一步凝聚了人心。

认真做好校区及周边的综合治理工作。开展各类整治活动 50 余次，综治和安全

稳定工作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学校荣获江西省高校 2011 年度平安校园创建“先

进单位”，位列全省高校第一。加强了学校大门管理，争取交管部门在蛟桥园南北校

区间设立交通信号灯，为师生交通安全增添了一道屏障。

此外，学校继续教育、附属中学、离退休工作、档案管理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为学校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一年来，学校获得“全国法制教育先进集体”、“第二次

全国 R&D 资源清查先进单位”、“全国高校节能管理先进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

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进集体”、“江西省社会科学工作先进

单位”等多项荣誉。

各位代表，同志们，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校各单位、各部门求真务实、扎实工

作的结果，是全校教职员工团结一心、努力拼搏的结果，是广大离退休老同志一如既

往关心、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学校向所有为学校发展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崇

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总结这些可喜的成绩，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坚定了我们的信念。但是，面对取得

的成绩，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更要客观认识到学校还存在有许多不容忽视的问

题需要去解决，存在有许多薄弱环节需要去加强。具体表现在：一是学科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但制约学校向上发展的瓶颈依然存在，学科高峰尚未形成，重点学科、重点

研究基地建设有待突破；二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有了新探索，但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

能力不强的问题仍然存在；三是师资队伍建设取得新成效，但高端人才严重匮乏，学

科梯队和创新团队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但仍缺乏

对学校未来事业发展的强力支撑，服务保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五是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有了新提升，但与江西的契合度仍然较低，对江西的贡献度有待进一

步增强；六是对外交流合作有了新发展，但国际化人才培养格局尚未形成，国际合作

水平相对不高，合作内容、形式有待进一步创新和拓展。

二、2012 年的主要任务

2012 年学校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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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江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以省部共建为契机，以内涵建设为

重点，以服务社会为突破口，以文化建设为抓手，为实现“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

学”的战略目标迈出坚实的步伐，以优异成绩为今年党的十八大和明年 90 周年校庆

献礼。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2012 年学校要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以省部共建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

省部共建是学校发展新的重要机遇。加强与相关方面沟通，争取示范签订财政部、

教育部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江西财经大学协议，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办学平

台和空间。

努力争取省部支持我校进入“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积极申报“高等学校

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和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

积极参与国家财政经济领域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和咨询工作，加强与全国财政系

统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和输送、干部培训、科学研究、对外交流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二）以内涵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夯实“做强”基础

1.重点加强学科申报，力争学科建设新突破

扎实做好国家重点学科申报的准备工作。以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理论

经济学、工商管理等学科为龙头，以申报“特色重点学科项目”为抓手，从建设目标、

学术团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条件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总结，客观分

析形势，突出优势与特色，认真制定计划，扎实工作，加强学科内涵建设，做好与学

位办和专家的沟通联络工作，力争申报再获新丰收。

提前做好“中国高质量 MBA 认证”的准备工作。以 MBA 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会

计学院、信息管理学院为基础，组建认证工作筹备小组，全面启动认证各项准备工作。

加强现有学科平台建设，改变重申报轻建设的观念，完善学科建设经费的管理机

制，强化考核和验收工作，总结和推广建设典型经验。

2.重点优化师资结构，力争师资队伍上层次

调整人才引进政策。完善人才引进程序和制度，更加注重引进人才的影响力和质

量，围绕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团队、重要课程和重点研究方向引进人才，以金融管理

国际研究院和师资博士后为试验区，力争引进若干学科领军人才、18 名海归博士和

33 名国内优秀博士。

加强现有人才队伍培训，提升教学、研究、服务社会、国际交往等方面能力。继

续举办领导干部暑期培训班和青年科级干部培训班，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合作继续开

设干部远程教育培训平台，力求培训出实效，认真做好青年教师成长，着眼于人才培

养应具备的核心能力建设。同时，进一步扩大学院在师资管理上的自主权。试点探索

师资队伍的分类管理、分类考核和分类激励机制。探索和改进职称评审办法。

3.重点加强教学工作，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要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通过不断完善学校研究生“推免生”政策，提高公



29

费生比例，改革现有奖助办法，提高研究生待遇，吸引优质生源。组织对全校所有学

科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全面修订。大力开展学术创新活动，全面实施研究生学术创新

项目。通过完善中期考核、教学督导、论文外审、检查等监督机制，防止学术腐败，

杜绝各种不正之风，为研究生培养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加强专业学位教育建设与管理工作。召开专业学位建设与教育研讨会议，切实解

决专业学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专业学位教育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提高专业

学位教育质量，逐步形成专业学位教育建设与管理的特色模式。

加强导师队伍管理工作，强化导师培训和考核，逐步建立与学校学位和研究生教

育规模相适应的高水平导师队伍。加强研究生工作队伍建设，完善研究生工作体系和

机制。

要着力抓好本科教学质量。按照教育部要求，根据新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和社会

需要进一步调整专业结构，扎实推进“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申报与建设工作，启动实

施“卓越法律人才”、“卓越工程师”等“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继续加强“探究式教

学课程”和“3+7+x”主干课程建设。总结“创新实验班”经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适当推广，逐步探索出符合江财培养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以特色专业建设为核心，

加强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教学团队、精品课程与教材、实验室与实习基地等项目的

建设，迎接教育部的项目复核认定工作。继续做好自编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努力形

成我校有特色高水平的系列品牌教材，力争有若干部教材入选国家“十二五”规划教

材。

按照教育部要求，认真做好独立学院的迎评工作，以评促建，全面提高独立学院

的整体办学水平。同时继续做好新形势下的高职教育和继续教育工作。

4.重点突出研究特色，力争科研成果出精品

全面部署和逐步实施高等学校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九大体系建设相关工作。继续做

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组织和研究管理工作，积极准备和重

点抓好 20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重大奖项的申报，针对性地组织人员

申报 20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继续做好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和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申报工作，全力推动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加强与国家社科规划办、教育部社科司的联系，做好信息报送工作，重点对接教

育部提高国际学术对话能力、高校名师大讲堂等系列活动。

明确各研究院（所）的定位和重点研究领域，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围绕着学校的

重大战略布置开展重点研究领域的设计。高教研究所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院校研

究，跟踪国际前沿，通过对大学排名的分析，研究学科、教学、科研等工作在学校整

体工作中的地位与贡献，为学校发展服务。

5.重点扩大对外交流，力争国际化办学上规模

继续夯实学校国际化办学的基础。加强学校中青年教师的英文培训力度,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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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名老师作为双语老师赴国外培训。启动新一轮外国语学院日语老师赴日本研修

项目。选派 10-15 名教师出国留学深造或与国外大学教授进行合作科研。鼓励教师以

文赴会参加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加大与国外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力争开拓 1-2 个新国家或地区的 3 所以上高校为

新的合作院校，并在与国际著名大学合作办学上有新突破。努力扩大国际交换学生和

其他留学生规模，力争全年来校留学学生的人数达到 50 人以上，初步建立一支相对

稳定的留学生教学队伍和相对独立的留学生教学体系。

继续加强学校国际化教育的基础平台建设。引进 GMT 考试中心。办好学校英文网

站，加强与国外高校之间的信息沟通。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促进学院为主体的国际化

教学体系的形成，力争形成学院国际化办学的一整套考核制度，选择有条件的学院建

立英文网站，加大学院国际化办学的资金投入力度。

6.重点加强党团工作，力争党团建设再创佳绩

加强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实施领导干部能力建设工程，强化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推进“创新基层组织”建设，总结表彰“创先争优”活动，迎接

省高校党建与思政工作评估。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加强网站建设与管理。坚持法德

治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推进民主管理。进一步优化干部选任机制，

促使青年干部脱颖而出。

加强思政队伍建设。定期开展辅导员和班主任培训，积极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途径和方法，增强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扎实做好大学生日常教育及管理

工作，以品德教育和素质教育为重点，继续巩固和鼓励创新团学特色活动，大力开展

社会实践和创业孵化活动，着力提升学生素质能力。

（三）以服务地方为突破口，进一步提高社会贡献度

加强重点项目攻关。围绕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目标，围绕“龙头昂起、两

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战略思路，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建设，加大研究力度,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科研机构要组建专门科研团

队，凝练研究方向。教学学院要成立服务地方机构，拟定工作思路，出台激励政策。

各院（所）每年至少要有 1-2 个面向江西的研究项目。

大力搭建服务平台。加强与江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省市部门的合作，积极开

展产业振兴、财税政策等咨询项目。继续办好《江西经济分析》，提高刊物的影响力。

举办“财经高端论坛”、“江西发展高端论坛”、“企业高管论坛”等一批具有江财特色

的论坛,搭建校企交流平台。在《当代财经》打造“经济聚焦”名栏栏目，《江西财经

大学学报》开设“赣鄱经济”栏目，进一步提升服务地方学术影响力。同时重点推出

若干独特的动态研究指数，增强学校学术话语权。做优经济管理类人才培训班项目，

为地方人才培养服务。

（四）以文化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扎实推进文化建设。以筹备 90 周年校庆为契机，完善学校文化建设。重点加强

http://jiangxi.jxnews.com.cn/system/2012/02/02/011887323.shtml
http://jiangxi.jxnews.com.cn/system/2012/02/02/0118873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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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形成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相配套的完整体系。推进

校园文化应用工程，全面导入学校 VI（形象识别）设计，完善校园建筑色彩规划和

景观建设，启动江财文化产品开发推广工作。重新设计、改造校史馆，筹建有财经特

色的博物馆。加快形成各具特色的学院文化，促进学院特色发展、个性发展和创新发

展，凸显基层的文化活力。加强校友文化建设，进一步增强校友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促进各地各专业校友会建设，组建校友工作者协会、《江财人》杂志理事会，出版《校

友创业风采录》，筹备成立校友基金会，拟建设校友主题馆。

着力提高管理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教职工奖惩机制，重点探索和改革职称聘任

机制和教职工退休机制，为青年教工成长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

提升服务效能。扎实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增强服务意识和奉献意识。进一步加强劳动

纪律管理，严格考勤，加强岗位教育，提高职业能力水准。扎实开展机关作风评议活

动，加强管理督导和工作评价，防止“职务疲劳”和“懒政”现象。进一步加强财务

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规模。优化固定资产管

理,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监察审计作用，提高办学综合效益。加大信

息化建设力度，实现校园无线网络全覆盖，建立统一认证系统和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研发新版学分制系统、学生管理系统、校情分析系统，提高工作效能。

进一步完善学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强“节能型校园”建设，加大后勤社会化

改革力度，积极推进后勤服务规范化、精细化，规范用工管理。探索学校医疗保障改

革，努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图书采购质量，加大文献资源建设力度，优化馆藏

结构。做好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共青城校区建设规划，按时完成麦庐园北校区一

期“三通一平”、四栋学生宿舍建设以及一批维修改造和美化亮化工程项目。

努力建设和谐校园。大力加强综合治理和平安校园建设，遵循新时期校园稳定的

规律和特点，推动人防、物防、技防工作，建立稳定工作长效机制，为师生提供安全

放心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继续抓好民生工程，2012 年要认真落实开工建设青

年教师公租房 400 套、建立教职工重大疾病互助基金、提高帮扶困难职工补助标准、

添置 2 台教职工上下班交通车、做好蛟桥园礼堂和教工俱乐部的维修与改造、在麦庐

园校区建立热水供应系统、在蛟桥园和麦庐园食堂设立教工窗口和用餐专门场地、加

大校区师生公共设施维修改造力度、改善附属中学办学条件、对体育场馆设施维修改

造等十项民生工程，为广大师生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要抓好各类毕业

生的就业工作，确保常规就业率不低于 60%，一次性就业率不低于 88%，继续保持我

校在全省的就业优势。

同时继续做好统战、离退休、附中、医院、幼儿园等工作。关心学校特殊群体师

生，体现人文关怀，努力营造和谐校园氛围。

各位代表、同志们，新的一年，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我们要坚持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秉承“信敏廉毅”校训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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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更加昂扬的斗志，团结一致，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努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

水平财经大学”，为党的十八大召开和 90 周年校庆交上满意的答卷！

谢谢大家！

（工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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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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进球 王 乔 胡建华 王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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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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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委秦建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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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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办 王小平 校长助理 教授 1982.07

党办、校办、校友联络

办公室
阙善栋 党办、校办、校友联络办主任 副研究员 1988.07

校办、驻京办 郭庆丰
校办副主任、驻京办主任

（正处级）
副研究员 1975.09

党办、校办 贺三宝 党办、校办副主任 助理研究员 1996.07

校办、校友联络办公

室、麦庐园综合办
潘 桦

校办副主任、校友联络办副主任、

麦庐园综合办主任
副教授 1988.07

党办、校办 章 蓉 党办、校办副主任 助理研究员 19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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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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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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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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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处、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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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迎
组织部、人事处副部

（处）长
工程师 1990.03

组织部、人事处 徐李全
组织部、人事处副部

（处）长
讲师 1984.07

组织部 雷迎春 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 讲师 1994.07

组织部 徐 翔 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 实习研究员 2003.07

宣传部 欧阳康 宣传部部长 教授 19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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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工作部（处）、

团委
王金海

学生工作部（处）部（处）长、

团委书记
副教授 199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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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职称
参加

工作时间

学生工作部（处） 黄雨虹
学生工作部（处）副部

（处）长
助教 1994.07

学生工作处，学生自主

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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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委 习金文 团委副书记 讲师 2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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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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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1988.07

教务处 徐旭川 教务处副处长 副教授 1996.07

科研处、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严 武

科研处处长、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兼）
教授 1975.09

科研处 李志强 科研处副处长 教授 1987.07

科研处 史言信 科研处副处长 研究员 19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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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院 李良智 研究生院院长 教授 1987.07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段远鸿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 副教授 1988.07

研究生院 李春根 研究生院副院长 研究员 1996.07

研究生院 陶春海 研究生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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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教育中心、港澳台事

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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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19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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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职称
参加

工作时间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海

外教育中心、港澳台事

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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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09

后勤保障处 余 飒 后勤保障处处长 副教授 19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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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07

后勤保障处 金建军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助教 1984.07

资产管理处 杨尚勇 资产管理处处长 副教授 1989.09

资产管理处 刘仁彪 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编辑 1990.08

校园建设处 肖兴富 校园建设处处长 讲师 1986.08

校园建设处 姜 瑜 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工程师 198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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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黄和平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副处长 19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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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院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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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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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1989.06

国际学院 肖 珑 国际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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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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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职称
参加

工作时间

职业技术学院 涂向新 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讲师 198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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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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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 1990.07

继续教育学院 陈丽萍 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19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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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教育学院 饶菁伟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助理工程师 19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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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书记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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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罗庆辉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处级组织员 三级摄影师 19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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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肖清雷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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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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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工程师 1990.07

图书馆 胡 新 图书馆副馆长 副研究馆员 1985.07

图书馆 童 霞 图书馆副馆长 馆员 19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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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职称
参加

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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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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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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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04

工商管理学院 陈明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90.07

工商管理学院 刘浩华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88.07

工商管理学院、MBA
教育中心

宁亮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兼MBA教育

中心副主任
副教授 1994.09

工商管理学院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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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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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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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19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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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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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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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19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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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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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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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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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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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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学院 汪洋 金融学院院长 教授 1993.07

金融学院 胡建国 金融学院党总支书记 助理研究员 1991.07

金融学院 邹春发 金融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讲师 1993.07

金融学院 刘兴华 金融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94.07

金融学院 桂荷发 金融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91.07

金融学院 杨荣 金融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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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副教授 1997.07

统计学院 魏和清 统计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85.07

统计学院 罗世华 统计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2001.07

统计学院 潘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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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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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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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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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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1987.07

信息管理学院 廖国琼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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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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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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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何晓勤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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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莉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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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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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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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研究员 1982.09

法学院 左家盛 法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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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198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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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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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小英 艺术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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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1998.10

体育学院 郑志强 体育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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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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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1996.09

体育学院 詹新寰 体育学院副院长 讲师 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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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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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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经济研究院常务、

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
王自力

产业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正

处）、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1992.07

产业经济研究院、协同

创新中心
吴昌南

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协同创新

中心政策决策研究部主任（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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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处

许基南
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创业教育研

究指导中心主任、教务处副处长
教授 19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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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1996.07

现代商务研究中心 黄建军 现代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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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教授 19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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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与生态经

济研究院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生态

文明与生态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兼）

教授 1987.08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李秀香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正处级）
教授 19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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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

院生态农业与农村发

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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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资源利用与生态安

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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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循环经济与生态工

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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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01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

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

生态经济研究院

温锐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

任、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研究院副

院长（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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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澳亚太资本市场研

究中心、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吴飞

中澳亚太资本市场研究中心副主

任、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副院长

（兼）

教授 1994.07

协同创新中心 刘满凤 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教授 1990.03

协同创新中心数据统

计处理部
杨头平

协同创新中心数据统计处理部主任

（副处级）
副教授 2004.04

协同创新中心监测预

警仿真部
万本庭

协同创新中心监测预警仿真部主任

（副处级）
副教授 199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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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07

医院 张立军 医院党支部书记（副处级） 副主任医师 19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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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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定 1974.09 副调研员 主治医师

2 周 星 1976.06 调研员 教授

3 罗顺祥 1970.12 副调研员 研究实习员

4 殷洪生 1974.04 助理调研员 编辑

5 杜 坚 1984.07 调研员 讲师

6 张国良 1974.12 调研员

7 严军亮 1984.07 副调研员 副主任医师

8 车 玲 1974.08 副调研员 助理研究员

9 王珂琍 1977.02 副调研员 助理研究员

10 罗福根 1972.12 调研员 教授

（组织部廖勇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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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领导小组及委员会情况

江财党字【2012】2 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校长、党委副书记

副组长：胡建华 党委副书记

杨建林 纪委书记（常务副组长）

成 员：王金华 党委副书记

肖华茵 副校长

易小明 副校长

阙善栋 党办校办主任

陈建南 组织部部长

邹传教 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

李法贵 财务处处长

欧阳康 宣传部部长

王金海 学工处处长、团委书记

整治活动办公室挂靠党办校办，主任由党办校办主任阙善栋同志兼任，副主任分

别由组织部长陈建南、纪委副书记邹传教兼任。

江财党字【2012】26 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章程修订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王乔

副组长：胡建华 王金华 肖华茵 吴照云 易小明

卢福财 蒋金法 易剑东 杨建林 王小平

成 员：阙善栋 邹传教 郭朝华 陈建南 欧阳康

王金海 肖明辉 陆长平 严 武 李法贵

李良智 许明喜 余 飒 杨尚勇 庄东泉

陆 旭 曹文利 蔡升桂 王耀德 蒋岩波

周 玫 杨 慧 黄泽友 袁 雄 徐国荣

胡宇辰 匡小平 章卫东 袁红林 陈富良

汪 洋 罗良清 方志军 吴志军 夏家莉

叶卫华 陈家琪 邓 辉 包礼祥 郑志强

陈始发 胡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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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下设章程修订工作组，由王小平兼任组长，阙善栋、贺三宝任副组长，

成员由党办校办、宣传部、高等教育研究所等单位的相关人员组成，具体负责章程文

本的修订工作。

江财党字【2012】45 号

成立党建工作评估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副组长：王 乔 胡建华（常务） 王金华

成 员：肖华茵 吴照云 易小明 卢福财 蒋经法

易剑东 杨建林 王小平 阙善栋 陈建南

汪业军 邹传教 郭朝华 欧阳康 王金海

肖明辉 邹国辉 许秀胜 庄东泉 罗明芳

伍先斌 郑 赟 朱海琴 陈丽萍 方 勤

熊绍辉 陈 荣 彭清宁 刘金凤 毕正华

胡建国 毛小兵 夏国华 王 琪 李新海

项 震 张品良 姜红仁 张维刚 刘赣平

江水法 段远鸿 邓必礼

评估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迎评工作办公室，挂靠组织部。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胡建华

副主任：阙善栋 陈建南 汪业军 欧阳康 王金海

成 员：贺三宝 雷迎春 胡文烽 刘 灵 习金文

郑 威 吴 斌 曾爱英 廖勇勇 陈志平

钟洪涛 李大晖 万春花 李梅兰

江财校办字【2012】4 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校史馆建设办公室，具体成员名单如下：

主 任：欧阳康

副主任：李金云、包礼祥、胡文烽、刘 灵

成 员：万永和、汪国超（工作协调）

邹心平、王婷君、周冬梅（实物收集与整理）

罗庆辉、匡琳、钟洪涛、肖慜（图片、影像资料收集与整理、影像制作）

廖勇勇、郝海涛、孙爱霞、谢行焱（文字编撰、脚本编理）

黄瑶妮（内容收集）

艺术学院教师 5-10 名（设计、绘画、动漫）；

人文学院教师 2 名（文字提炼）；

国际合作交流处和外语学院教师各 1 名（外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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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校办字【2012】5 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校史馆建设工作专家组，具体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王金华

副组长：王小平

成 员：欧阳康（策划组织）

李金云（史料提供）

包礼祥（艺术创作组织）

严 武（咨询指导）

熊绍辉（咨询指导）

张品良（咨询指导）

谭光兴（咨询指导）

张 波（咨询指导）

徐国荣（咨询指导）

胡文烽（文字编审）

刘 灵（方案采集）

肖兴富（工程建设）

肖蔚群（布展指导）

陈 敏（艺术指导）

江财字【2012】3 号

成立干部结构调整工作小组、人事（职数编制）调整工作小组和校庆筹备工作领

导小组：

一、干部结构调整工作小组

组 长：胡建华

副组长：陈建南

成 员：邹传教 汪业军 雷迎春

二、人事（职数编制）调整工作小组

组 长：王金华

副组长：吴照云 卢福财

成 员：陈建南 汪业军 陆长平 严 武 徐国荣 胡援成

三、校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王 乔

副组长：王金华 肖华茵 易小明 易剑东 王小平

成 员：阙善栋 欧阳康 王金海 肖明辉 严 武 李良智 许明喜

余 飒 杨尚勇 曹文利 蔡升桂 黄泽友 袁 雄 徐国荣

潘 桦 肖兴富 李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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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字【2012】12 号

成立统计学博士后流动站增设申报暨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确认申报工作领

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校长

副组长：吴照云 副校长

卢福财 副校长

成 员：罗良清 统计学院院长

王耀德 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主任

毛小兵 统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方志军 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汪 洋 金融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王自力 教务处副处长

杨得前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秘 书：刘剑玲

江财字【2012】49 号

调整江西财经大学招生领导小组成员，调整后的具体名单如下：

组 长：王 乔 校长

常务副组长：王金华 党委副书记

副 组 长：吴照云 副校长

卢福财 副校长

杨建林 纪委书记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曹文利 招生就业处处长

徐国荣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陆长平 教务处处长

陆 旭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

邹传教 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

许明喜 保卫处处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曹文利兼任。

江财字【2012】71 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迎接省人大 2013 年部门预算重点审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蒋经法



49

成 员：李法贵 邹传教 陈建南 阙善栋 陆长平

严 武 肖明辉 杨尚勇 余 飒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财务处。

江财字【2012】77 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王 乔

副组长：胡建华 王金华 吴照云 卢福财 蒋金法

成 员：阙善栋 谭光兴 陆长平 严 武 陈建南 李良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办校办，主任由阙善栋兼任。

江财字【2012】103 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的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蒋金法 杨建林

成 员：李法贵 邹传教 阙善栋 陈建南 肖明辉

杨尚勇 肖兴富 陆长平 余 飒 汪宗亮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财务处，主任由李法贵兼任。

江财学工字【2012】19 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及评审委员会，具体名单如

下：

一、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奖助学金（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

组 长：王金华 党委副书记

副组长：杨建林 纪委书记

成 员：邹传教 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

王金海 党委学工部部长、学工处处长

李法贵 财务处处长

刘菊华 学工处副处长、学生资助中心主任

二、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奖助学金（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

主 任：王金华

副主任：杨建林

委 员：邹传教 王金海 陆长平 李法贵 朱海琴 段远鸿 刘菊华

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具体负责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审

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刘菊华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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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研教字【2012】 17 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理论经济学等 16 个一级学科委员会，具体名单如下：

一、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富良

副主任委员：孔凡斌

委 员：王小平 温 锐 廖卫东 陆长平

二、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委员会

主任委员： 卢福财

副主任委员：李良智

委 员：匡小平 王自力 汪 洋 袁红林 陶长琪 朱丽萌 廖卫东

三、法学一级学科委员会

主任委员： 邓 辉

副主任委员：杨 峰

委 员：黄华生 蒋悟真 袁明圣 喻晓玲 马德才

四、政治学一级学科委员会

主任委员： 曾良盛

委 员： 陈始发 许 静 杨友孙

五、社会学一级学科委员会

主任委员： 尹忠海

委 员： 银平均 陈家琪 蒋国河 唐 斌

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始发

委 员： 温 锐 周书俊 张定鑫 黎建军

七、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委员会

主任委员：叶卫华

委 员：曾剑平 杨 莉 李春长 陈海花

八、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品良

副主任委员：包礼祥

委 员：王玉琦 王中云 张庆胜 林 新

九、统计学一级学科委员会

主任委员： 罗良清

副主任委员：李志龙

委 员：刘小瑜 李志强 魏和清 陈孝新 曹俊文

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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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 万常选

委 员： 方志军 廖国琼 谭作文 刘德喜

十一、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委员会

主任委员： 夏家莉

委 员： 尹爱华 毛澄映 张 驰 陈 辉 李华旸

十二、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委员会

主任委员： 徐升华

委 员： 方志军 勒中坚 万常选 柳 键

十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委员会

主任委员： 吴照云

副主任委员：张 蕊

委 员：胡宇辰 章卫东 舒 辉 吴志军

十四、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委员会

主任委员： 易剑东

副主任委员：李春根

委 员：谭光兴 杨得前 曾维涛 但承龙 郑志强

十五、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 红

副主任委员：邹力宏

委 员：张维刚 王 玲 李 霜 樊凤龙

十六、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玉琦

委 员： 骆 兵 陈文钢 蔡盈洲

（学校办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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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

江西财经大学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十二届江西省人大代表名单

2012.11—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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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

廖进球 校长、博导 男 汉 江西信丰 1958.02 中共 博士研究生 教授 1976.05
省人大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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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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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第十一届江西省政协委员名单

2012.11—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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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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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秀香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副院长（正处） 女 汉
黑龙江

德都
1964.02 民建 1998.00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90.06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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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晓梅 会计学院 女 汉 湖北鄂洲 1971.01 农工 2001.01
博士

研究生
副教授 1991.06

郑志强 体育学院院长 男 汉 福建浦田 1971.05 农工 2011.11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9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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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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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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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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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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浦田 1971.05 农工 2011.12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96.07 2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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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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李秀香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副

院长（正处）
女 汉

黑龙江

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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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中心主任
男 汉 广西陆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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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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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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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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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副主任工副主席

(兼职)

男 汉 湖南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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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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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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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乐平 1966.03 九三 1995.07 本科 教授 1987.07 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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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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潘文荣 统计学院副院长 男 汉 江西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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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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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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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出

27 杨 峰 法学院副院长 男 汉 江西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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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杨 莉 外语学院副院长 女 汉 江西进贤 1973.03 无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94.07 2012.06

30 史言信 科研处副处长 女 汉 江西 1971.04 无
博士

研究生
教授 1993.07 2012.11

31 万本庭
协助创新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汉 1976.02 无

博士

研究生
副教授 1997.08 2012.11



57

2012 年统战工作总结

2012 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

分调动和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积极围绕“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服务地方和学校

中心工作，为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和学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一、传达落实全省统战部长会议精神

2012 年全省统战部长会议、全省民族宗教工作会议结束后，统战部及时向校党

委传达了省委副书记尚勇在全省统战部长会议上的讲话、蔡晓明部长所作的统战工

作报告和省委常委蔡晓明在全省民族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会议精神。

二、组织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发 4 号文件，召开座谈会

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后，学校部分民主党派、统战团体组织学习十八大精神和

进行座谈。今年 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

（中发【2012】4 号，以下简称《意见》）。统战部就学习贯彻《意见》精神进行了

研究和部署，召开了民主党派、统战团体负责人会议，组织学习中发 4 号文件。配

合省委统战部调研组来我校进行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专题调研，并向调研组汇

报了学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情况和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建议意

见，还组织召开了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

三、切实做好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

1.积极推荐党外领导干部人选

为切实做好党外干部的选拔使用工作，加强党外代表人士的实职安排，统战部

积极建议党委向省委举荐党外人才。经校党委会议研究同意，向省委推荐了 5 位优

秀党外人士为副厅级干部人选，并将党委推荐意见向人选所在党派省委会进行了通

报。

2.认真做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荐工作

为了切实做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推荐工作，我们

于 10 月就提出了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换届建议推荐酝酿名单》，并

经校党委会酝酿讨论。根据省人大政府政协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和政策规定，统战部

就推荐酝酿人选分别征求并听取了学校各民主党派、知联会及校纪检监察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的意见。还与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省委统战部有关处室进行了多次协商与

沟通。陪同校领导向省委统战部的领导就党外拟推荐人选情况做了汇报和说明，做

了大量的具体细致的工作，按时推荐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及省十二届人大代表、省

十一届政协委员人选 22 人，其中党外人士 20 人。另推荐了 2 名省政府参事人选。

3. 协助指导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换届搞好政治交接

一是配合做好省级民主党派组织换届工作。2012 年是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的换届

年，我们积极协助做好民主党派省级组织有关领导班子人选、省委委员的协商和人

事考察等工作，为我省民主党派换届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是协助指导学校民主党派、统战性团体组织换届工作。加强了对学校民主党

派、统战性团体组织换届工作的指导，切实做好民主党派、统战性团体组织领导班

子人选的建议和协商工作。2012 年，协助指导学校民盟、农工党和党外知识分子联

谊会顺利进行了换届工作。确保了学校民主党派、统战性团体换届工作的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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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交接。

三是成立校留学人员联谊会。根据省委统战部的要求，拟在 12 月底成立留学人

员联谊会，为留学归国人员搭建起了增进友谊、沟通信息、交流学术、开展协作、

整合资源，充分发挥留学人员在促进科教兴赣、人才强校中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

的平台。

四、服务地方、参政议政成绩显著

积极引导统战成员立足本职，充分发挥学校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

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学校广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参

加各类课题调研和考察调研活动，主动服务社会取得了优异成绩，社会影响很大。

例如：

省政协常委、民建会员朱丽萌研究员在《江西经济分析》2012 年第 11 期上发

表的论文：《“中三角”与三大片区发展定位及江西融入“中三角”发展定位的四点

建议》，获省朱虹副省长重要批示。。

人民日报主办的《内部参阅》于 2012 年第 32 期（2012 年 8 月 17 日）的“决

策参考”栏目，发表了省人大常委、民盟盟员温锐教授题为“重构水资源权责制度

实现可持续发展”论文。该论文是温锐教授为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承担的“赣江

流域水资源补偿机制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省政府已拨出经费，由省人大

环境资源委员会牵头在袁河流域进行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试点工作。

五、统战实践创新总结

根据省委统战部的部署，我们对学校统战实践创新工作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总

结，形成了《充分调动党外知识分子开展调研的积极性》专题报告上报省委统战部。

报告对学校党委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从照顾同盟者利益出发，

从机制和制度上鼓励民主党派组织及成员参与统战性课题调研活动做法进行大力宣传。

六、统战工作研究和宣传取得新成绩

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研讨。2012 年省委统战部在统一战线开展了社会管理

创新工作的研讨。我们对统一战线在服务社会管理创新中，如何发挥统一战线的独

特优势和重要作用进行了研究探讨。发表了《发挥高校统战优势 服务社会管理创

新》、《高校统一战线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论文被省委统战部和华东地区高校

统战工作研讨会分别编入《凝心聚力促和谐》、《实践与探索》两书中正式出版。

全年在省委统战部《心桥网》发布统战工作信息 20 余篇。

七、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1、积极配合做好学校少数民族工作。统战部支持、配合校团委做好学校少数民

族学生工作，参加了第五届民族文化节和其它活动。

2、认真做好宗教工作。注意重点做好防范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和在校园内非法传

教的工作，狠抓 “四个严禁”的落实。加强与校内外相关部门的联系与沟通，互通

信息，为维护社会和校园稳定履行了应有的职责。

八、工作绩效

统战部连续十年在全省统战部长会议上受到表彰，2012 年又荣获了“服务鄱阳

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主要不足：统战干部工作创新意识、能力还不强。

（统战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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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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纪委
校友联络办公室、

共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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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管理中心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党委宣传部 教务处
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

验教学中心
协同创新中心

党委学工部 科研处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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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与生

态经济研究院）

团委 学生工作处 现代商务研究中心

工会 研究生院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

人武部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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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建设处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资产管理处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离退休人员

工作处
教育技术研究所

招生就业处 证券期货研究中心

博士后流动站管

理办公室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所

东方管理研究中心

江西财经大学科技金融研究中心

财税研究中心

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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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i.jxufe.cn/
http://lib.jxufe.edu.cn/
http://jrzx.jxufe.cn/
http://tzb.jxufe.cn/
http://qyzx.jxufe.edu.cn/
http://rsc.jxufe.cn/
http://rsc.jxufe.cn/
http://rsc.jxufe.cn/
http://dag.jxufe.edu.cn/
http://stzg.jxufe.cn/
http://news.jxufe.cn/xcb/index.htm
http://jwc3.jxufe.cn/web/
http://emlab.jxufe.cn/index.asp
http://emlab.jxufe.cn/index.asp
http://xtcxzx.jxufe.edu.cn/
http://tw.jxufe.cn/
http://kyc.jxufe.cn/
http://metc.jxufe.cn/
http://cwc.jxufe.edu.cn/
http://pyhee.jxufe.cn/
http://pyhee.jxufe.cn/
http://tw.jxufe.cn/
http://tw.jxufe.cn/
http://gh.jxufe.cn/
http://grs.jxu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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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js.jxufe.cn/
http://jjys.jxufe.cn/yjy/
http://zcgl.jxufe.cn/
http://iifs.jxufe.cn/IIFFS/index.html
http://iet.jxufe.cn/
http://zsjy.jxufe.edu.cn/
http://zqzx.jxufe.edu.cn/
http://bogb.jxufe.cn/
http://bogb.jxufe.cn/
http://iirm.jxufe.cn/
http://kjjr.jxufe.edu.cn/
http://csyjzx.jxufe.cn/
http://csyjz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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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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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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科研机构

（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中英国际商务联合研究中心、东方管理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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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工商管理)，1个一

级学科博士点(工商管理)，2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企业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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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市场营销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工商

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为江西省特色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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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人，其中专任教师 87人，校内兼职教

师 11人，其中教授 25人，副教授 35人，博士生导师 11人，硕士生导师 49人，博

士（含在读）63人，全国“新世纪百千万人才”1 人，全国模范教师 1人，全国优秀

教师 1 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2人，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7人，江西省中青年骨

干教师 5人。

学院在科研工作中实行精品战略，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近 3年来，学

院获省级以上立项课题 43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 8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5项、教

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10项、省级立项课题 31项，横向课题 48项（其中 29项视

同国家级,6项视同省级）。 近 5年，学院出版专著 56部，教材 28部，在 SSCI发
表论文 3篇，国家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篇 48篇，EI检索 79篇，CSSCI论文 38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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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活动等都取得了较好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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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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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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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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学院林岚提供）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办学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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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机构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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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硕士（MT）教育中心、公务员培

训中心等 6个科研教育培训机构，建立了完整的教研管理体系。

3、师资队伍。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55名，其中专任教师 45
名。具有博士学位者 38人，教授 21人，副教授 16人，博士生导师 6人，硕士生导

师 37人，享受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贴、江西省赣鄱人才 555工程人选、江西省百千万

工程人才、江西省教学名师、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江西省高校骨干教师、江

西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江西省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等 21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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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学科建设。学院学科建设成果显著。拥有 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财政学、公

共经济与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 1个（公共管理），二级学科硕士点 3个（财政

学、行政管理、社会保障）；专业硕士学位点 2个（公共管理硕士（MPA）、税务

硕士（M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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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科研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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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研究中心获批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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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服务经济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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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内涵发展，质量提升，争创特色鲜明

的高水平学院”的发展战略，努力培养具有“信敏廉毅，慎独尚公”素质和具有国际视

野的创业型人才；着力加强财税学科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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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管学院纪江提供）

会计学院

会计学院是我校最大一个教学学院，会计学科是国家第二类特色专业，江西省

“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学科，工商管理学科（含会计学科）为江西省重点学

科培养单位。1985年获会计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被江西省教育厅评为示范性

硕士点，2006年获会计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取得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办

学权，2011年取得了审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办学权，2009年开始在工商管理一级

学科下招收会计学方向博士后。会计学（含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财务管理为江西

省品牌专业，CPA专业方向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教学质量评估 A类（第三名）

院校，2010年以来 CPA专业方向学生境外选拔赛连续三年全国第一名。学院还拥有

《审计学》国家级教学团队，《审计学》课程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学院师资力量雄厚，

现有教专任教师 91 人，教授 29 人、副教授 31 人，博士生导师 6 人、硕士生导师

46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国务院政府津贴享有者 3 人、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人才”3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6人、江西省高校教学名师 4人；江西省

百千万第一、二层次人才 3人，财政部首届全国领军人才（学术类） 1人。还有老

一辈资深的会计、审计学家裘宗舜、成圣树教授。学院名誉院长为我国著名会计学

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郭道扬教授，学院还聘任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著名青年审计

学专家秦荣生教授和中山大学副校长著名青年会计学专家魏明海教授等一批校外兼

职教授。

近年来，会计学院在会计基本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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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审计史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在国内较有影响的科研成果，

承担国家自然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14项，省部级课题 130多项，承担企、事业

单位横向课题 100余项；出版学术论著 50多部；在《管理世界》、《会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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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研究》、《新华文摘》等著名权威刊物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250余篇，获得省

部级科研成果奖励 30余项。学院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有著名企业家

用友软件公司总裁王文京、北京鼎汉技术股份公司董事长顾庆伟等，还有著名学者

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商学院院长刘贤方教授、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夏冬林教授、中山

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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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荣灿先生、河北省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董茂生先

生、江西省财政厅副厅长辜华荣先生、江西省审计厅副厅长章丁万先生。近年来，

会计学院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学科排名不断晋位前移，《中国考研网》

将我校会计学科排第 25位、《中国教育网》排 13位、《百度网文库》排名 12位、《中

国科教网》排 11位。

（会计学院肖安生提供）

国际经贸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的前身为江西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始建于 1958
年，1995 年更名为国际贸易系，1998 年 7 月组建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2009 年 6
月更名为国际经贸学院。学院与现代商务研究中心合署办公，设有国际贸易系和电

子商务系两个教学机构，拥有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国贸职业特质训练与测评

实验室，设置大宗商品国际价格研究、贸易成本与环境友好型贸易发展研究、企业

国际化与开放型经济研究和低碳经济国际比较研究四个科研团队。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 60人，其中专任教师 46人。专任教师中有教

授 8人、副教授 19人；博士 28人、在读博士 7人；博士生导师 2人、硕士生导师

20人、全国模范教师 1人、国务院政府津贴享有者 1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

头人 3 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1人；江西省百千万第一、二层次人才 1人，已经形成

了一支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学院学科建设历史悠久，成绩斐然。现有博士点 1个（国际贸易学）、硕士点

3个（国际贸易学、世界经济和国际商务硕士，其中国际商务为专业硕士）、本科

专业 2个（国际经济与贸易和电子商务），其中国际贸易学是江西省“十五”、“十

一五”期间重点学科，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教育部国家管理专业和江西省高等学

校品牌专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2007年获准立项教育部“以职业特质为

导向的三三制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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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商务谈判》省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获得省级教

学成果 1等奖 1项。

学院科研成果丰硕。2005-2012年，学院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国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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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基金课题 8项（含重点课题 1项），部省级课题 40余项；出版学术著作 40余部；

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动态》、《改革》、

《国际贸易》、《财贸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权威杂志发表论文近

50篇。目前，学院在大宗商品国际价格、国际贸易成本测度、贸易与环境、低碳经

济国际比较、企业国际化、服务贸易等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在国内较有影响的科研成

果，其中大宗商品国际价格和国际贸易成本测度两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同行中具有较

强影响。

学院党建、思想教育和学生管理坚持以人为本，务实创新，成绩显著。先后被

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分团委、省师德师风建设先进单位、省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单位、

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省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先进示范点、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先进集体、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等 20余项省级以

上荣誉。此外，院工会被授予江西财经大学模范教工之家称号。

建院 50多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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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学院累计培养各类毕业生近 6000人，近五年本科生

一次性就业率在 90%以上，研究生常规就业率达到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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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积极参加学科竞赛，

成效显著，曾先后荣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全

国电子商务三创赛、全国电子商务创业大赛、省创意电子商务大赛等省级以上学科

竞赛奖励 30余项。

学院国际化办学影响进一步扩大。目前已与英国、美国、澳大利等国家大学建

立合作关系，在办学、科研和师生交流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已有 30多位教师出国

留学或访学，100多位同学出国留学，为发展中国培训财经官员 200余人。

学院服务社会成果显著。完地方政府商业规划、企业发展对策咨询等方面横向

课题 30余项，为企业和政府举办各类短训班 20余期，承办了省大学生创意电子商

务大赛，与政府、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学院将秉承我校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的总体目标，凝聚全院力

量，整合社会资源，以培养创业型经贸人才为目标，求实创新，锐意进取，为创建

全国一流的国际经贸学院而努力奋斗。

（国贸学院张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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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

院训：立志创业 经世济民

经济学院前身为 1984 年成立的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系，1999 年组建江西财经大

学经济学院。学院设有 3 个系：经济学系、国民经济管理系和国际经济系；2个科

研机构：“资本论”与当代经济研究所、制度经济研究所。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学风浓郁，拥有一支教学经验丰富、学术造诣较高、富有

发展潜力的教师队伍和学术梯队。现有教职工 55人，专职教师 44人，其中博士生

导师 12人、教授 12人、副教授 14人，教师中有博士学位 31人，海归博士 2人。

现有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个；理论经

济学一级学科、国民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 7个硕士点及资产评估专业硕士点，其

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为江西省“十一五”重点学科；学院理论经济

学一级学科为江西省重中之重学科。学院设有 2个本科专业：经济学（含国际经济

和数理经济两个方向）、国民经济管理（含投资经济方向），其中经济学和国民经

济管理专业为江西省“品牌”专业，“西方经济学”荣获教育部“国家级双语示范

课程”。

自建院以来，我们从风雨和阳光中走过了 26年的艰辛创业史。回顾过去，倍感

鼓舞。展望未来，任重道远。为努力适应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倾力造就一批符合

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我们将遵循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师资队

伍建设为保障、以课程建设为重点、以网络建设为平台、以质量建设为根本的战略

思路，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稳步推进本科生教育，努力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为

将我院办成全国一流的经济学院而努力奋斗。

（经济学院熊璐尉提供）

金融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成立于 200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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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两个校级研究机构——科技金融研究中心和证券期货研究中心，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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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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专任教师 49人，其中

教授 15人、副教授 15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比达到 50%。在学院师资队伍中，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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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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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

教学科研工作积累，学院形成了一支知识结构、职称结构、学缘结构和年龄结构较

为合理的优秀师资队伍。近年来，学院加大高层次以及海外人才引进力度，合理优

化教师资源配置，已经建成一支以胡援成、吕江林、严武、汪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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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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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余人。金融学院以质量建设为工作重点，高度关注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金

融学”专业主干课程《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成为了国家级精品课程，《货币银行

学》、《国际金融》、《证券投资学》、《国际金融实务》等课程是省级优质课程；

同时还建成中央与地方共建项目“开放式综合金融实验室”。

学院秉承“信敏廉毅”校训，重视金融学的科学研究与学术创新，逐步凝练出

货币银行理论与实务、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资本市场与风险管理、公司金融理论

与政策等极具特色和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先后涌现出一大批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成

果；学院积极与学界同行沟通交流，近年来先后承办了各种类型的国际国内会议；

学院教师为地方经济建设献计献策，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咨询、企业经营咨询和各级

各类人员培训等活动，得到良好的赞誉和广泛的社会认可；学院还同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建立广泛而密

切的学术交流和教育合作关系，国际化办学程度正在不断提高。

今后，学院将继续发扬优良学术传统，锐意改革创新，彰显专业特色，提高教

研质量，努力建设厚重翔实、特色鲜明、国际化水平高的金融学院。

（摘自校园网）

统计学院

1、办学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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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是学校自 1978年复校以来最早开设的四大专业之一，属于我校传统优势专业。

2、办学特色：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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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受到政府、各大银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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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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师资队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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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现有师资 49人，其中教授 15人；博士生导 6人、硕士

生导师 21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工程人选 2 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3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2 人；中

央财经大学原党委书记，长江学者邱东教授受聘我院名誉院长；国内外 20余知名学

者、专家和企业家受聘为我院兼职硕士生导师。

4、机构设置：学院设有数理统计系、经济统计系、金融统计系、管理统计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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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学科专业：统计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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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为我国首批江西省唯一的统计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

予单位，2012年，学院获批我国首批江西省唯一的统计学博士后流动站，成为我省

唯一统计学学科建设全覆盖的教研单位，为学校学院的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几代

江财统计人的夙愿终于实现。

6、教学科研工作：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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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实验室；拥有 2门省级精品课

程、1门省级双语示范教学课程、1个省级教学团队，与江西省统计科研所合作成立

的研究生教育基地获批全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迄今我院获各级质量工程项目达

10余项。学院实行弹性学分制，学生可以选修双专业（学位）。学院为培养“厚基

础、宽口径、强数理”的学术后备型和创新创业型人才，开设了统计拔尖人才实验

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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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学院在教学、科研和为地方经济服务等方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承

担了国家级、省部级和各类其他课题共 60余项。在国际国内权威刊物及各类核心期

刊发表论文 120余篇，各类教学科研成果获达 20余项。

7、招生就业：统计学是一门从事数据的采集、整理、显示、分析和解释的方法

论方面的学科。信息化建设的日新月异，为统计学专业学生的就业与发展提供了更

加宽广的前景与空间。设有经济统计学（授经济学学士学位、含统计拔尖人才实验

班、会统核算方向、金融统计等方向）、应用统计学（授理学学士学位）等两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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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专业。

学院视人才培养质量为生命，大力加强学风建设，形成了“学术氛围育学风、

严格管理正学风、榜样示范带学风、调查大赛促学风、素质拓展活学风”五环联动

的学风建设新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统计学专业就业工作以"三高"（就业质量

高、就业率高、考研录取率高）的鲜明特色，获得广泛赞誉，囊括了学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的全部奖项。新华网以"江西财经大学就业服务推行五化工程"为题，《中国

教育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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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后以"江西财大掀起学生就业总动员"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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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开放办学：学院坚持开放式办学，积极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不定期举办

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到学院进行学术交流与讲座等形式，向学生传授相

关学科的前沿动态，拓宽学生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

铿教授；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中央财大原党委书记邱东教授、西南财经大学

原校长庞皓教授、东北财大统计学院院长蒋萍教授、山东大学孙经先教授、厦门大

学曾五一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徐国祥教授、北京大学耿直教授、中国科学院王启华

教授等统计名家先后到学院进行讲学。

9、党建团学工作：学院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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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坚持“国旗日日升、好事月月评、红歌年年唱”。学院

注重学生课堂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通过学生社团、暑期三下乡以及各种文体活

动，学院先后在江西省统计局、国家调查总队江西分队等地建立实习实训基地，为

广大统计学子历练成才提供广阔平台，取得了广泛好评。多次在全国“挑战杯”大

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全国商科院校市场调查分析技

能大赛中获奖。

10、杰出校友：办学以来，统计校友人才辈出，多数毕业生已成为所在单位的

业务骨干和中坚力量，甚至成为学界、政界、商界的精英。毕业生中涌现出中国人

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晓求、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何维达、宜春学院院长肖华茵、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贝政新、暨南

大学博士生导师熊剑、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援成、严武、吴照云、王小平、

刘小瑜等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江西省副省长姚木

根、国家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虞列贵、江西省财政厅厅长胡强、江西省交通厅长朱希、

省地税局长王平、上饶市长潘东军、景德镇市市长颜赣辉、天津市河北区区长苑广

睿等大批党政干部；国家有色金属材料总公司原总经理何黎明、中国储备粮管理集

团湖南公司总经理周毅、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赖小明、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副总

经理张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易桂安、广东羊城会计师事务所佛山分所

所长王乐栋等大批优秀企业家。

（统计学院刘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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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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总支书记姜红仁，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万常选教授，副院长

沈波副教授（分管学科与研究生工作）、副院长杨勇教授（分管科研工作）、副院

长万建香副教授（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曹小英（分管行政工作），党总支副书

记肖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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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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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省级科研机构和创新团队包含：江西省电

子商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省高校高水平工程研究中心）、江西省数字媒体重

点实验室、数据与知识工程江西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江西省公共安全视频技术研究

中心、数据工程与数字媒体江西省首批优势科技创新团队、Web 跨媒体搜索与商务

智能江西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等。学院还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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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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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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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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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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人，其中全职教师 92 人、柔性特聘教授 3 人、行政人员

13人。教师中，博士生导师 12人（含外聘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 42人，教授

23人（其中，校首席教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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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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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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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人、在读博士 12人。

近年来，学院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2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2项，立项主持省部级课题 120余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省部级自然

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和社科优秀成果奖 20余项；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 200余篇，被

SCI收录 70余篇、EI收录论文 18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 40余部。学院与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 10余所大学有着广泛的交流和合作，有 20余名教

师前往国外学习、研究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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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办学思路：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和国家

的教育方针。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教育创新为动力；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师资

建设为关键；以专业建设为核心，以课程建设为基础。努力培养厚基础、宽口径、

强能力、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信息管理与信息技术人才。

学院建设目标： 紧紧围绕学校创建一流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依

托学校多学科交融的办学平台，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苦练内

功，充实内涵，突出特色，科学发展，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在同类高校中领先、在

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高水平信息管理学院。

学院人才培养理念： 以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以素质提升为本，以能力培养为

纲，以知识传授为目，以技能训练为用；以教学创新为体，以兴趣激发为源，开发

学生潜能，增强竞争优势，培养懂管理的信息技术人才和懂信息技术的管理人才。

（摘自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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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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管理、工程管理、城市规划、资源环境与城乡

规划管理 5个本科专业，旅游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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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12月，学院有教职工 52人，其中教授 4人，

副教授 22人，博士生导师 1人，硕士生导师 17人，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4人。

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25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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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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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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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成立于 2002年 6月，现有

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电子工程、通信工程和物联网工程等五个本科专业，以及软

件工程一级学科和教育技术学二级学科两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学院现有教职工 61
人，其中教师 48人。教师中，博士 35人，占比达 77%，15%的教师有出国进修经

历，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人数近 1400人。

人才培养卓有成效。我院成功获批“卓越工程师”项目支持。学院下属的“ERP
实验中心”和“电工电子实验中心”为江西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院积极推行开

门办学，在国外、台、港地区以及境内多个知名企业建立了实习、实训基地。我院

学生在 ERP 创业设计、ACM 国际程序设计、电子设计、嵌入式系统设计、手机软

件设计等全国及省级大赛中多次获奖。在教育部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中，我院学生

作品连续 3年代表我校参加全国展出。本科毕业生的考研录取率名列全校前茅，且

大部分录取高校是 985和有影响力的 211高校。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居全省同类专业

之首，就业质量好。

科研精品层出不穷。学院组建了数据处理与商务智能、可信软件理论与技术、

软件决策与决策管理、财经信息服务与工程、教育技术等五个科研团队。近年来，

我院教师在《Information Sciences》、《IEEE Trans. Neural Network》、《中国科学》、

《计算机学报》、《电子与信息学报》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七项。

学生工作成绩斐然。学院坚持以文化建设贯穿团学工作的始终，形成了学院独

特的创新文化、励志文化、干部团队文化、活动文化；以人才培养作为团学工作的

目标，围绕课堂抓学风，围绕竞赛促学风，围绕专业搞活动，全面服务学生成才成

长；以服务社会实现团学工作的拓展，积极发挥团学工作的社会服务功能，提高团

学活动的公益性，扩大学院学生影响力。

学院通过高位嫁接、内请外聘、名师授课，优化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学

科建设，不断提升科研档次，走教研结合之路，将学院建设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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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成新型软、硬件

人才教育基地。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曹建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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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原商务英语系的基础于 2000年建制成立，下设 4个
系（部）（大学英语教学一部、大学英语教学二部、商务英语系和亚欧语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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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现有教职工 121人，专任教师 107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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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省高

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人，校级中青年骨干教师 3人。

学科建设在省内高校同学科领域中居于领先位置。2005 年英语语言文学学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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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院在论文发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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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翻译》、《翻译季刊》、《外语与外语

教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学刊》、《外语研究》、《外语教学》、

《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科技翻译》等外语类核心期刊及其他人文核心刊物上发

表论文 20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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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学校之一， 2008年顺利通过教育部中期评估；大学英语教学实验中心获批省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大学英语四、六级通过率连续多年名列江西省前茅。

国际化办学稳步推进。在师资建设上，近年共有 43名教师以访问学者、进修、

暑期短训等形式前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日本等国家的大学学习；在

学术交流上，邀请了来自美国、英国等大学多名专家及国内知名专家开设专题讲座；

在专业发展上，和日本冈山商科大学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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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工作以凝练团队文化为基础，以“塑品牌出精品”为目标，坚持传承与创

新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特色活动。“寸光阴”晨读活动夯实了学

生专业基础；英文主持人风采大赛、英文趣味比赛、模拟联合国大会、演讲辩论赛

等活动检验了学生的学识、增长了学生的见识、锤炼了学生的胆识。近年来，学生

的就业率与考研率稳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认同。

学院将切实贯彻学校关于内涵式发展的战略方针，开拓进取，锐意创新，争取

在外语教育事业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争取在外语教育事业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争取

在外语教育事业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外语学院金晓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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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成立于 2002 年，2009年原艺术与传播学院的部分专业

与原人文学院的社会学系整合成新人文学院，原艺术与传播学院的前身可追溯到

1995年 3月成立的经济文化传播系，学院现设新闻与传播学系、社会学系、中文系、

文化产业管理系、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五个系所。

学院现有教职工 70人，其中教授 11人，副教授 15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5人，

省级中青年骨干教师 4人；30位教师具有博士学位，24人为硕士生导师。

目前，学院拥有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三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中国古代文学二级学科硕士点、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硕士点（MSW），其中社会学是江

西省重点建设学科，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为全国首批 33家具备办学资格的单位。

学院现招收经济新闻、社会工作、广告学、文化产业管理等四个本科专业学生。

学院拥有良好的教学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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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实验室、心理咨询中心、线性编辑室等完整配套、国内一流的

教学设施。

学院重视科学研究，2009年-2013 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数多年名列

学校前茅，其中在研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16 项，省部共建项目一项，各部委课题 15
项，省级重大招标课题 2项，省级课题 34项，省部级及国家级学会奖项等 20多项，

含一等奖一项。

近三年来，人文学院教师在《中国文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文学

遗产》、《当代传播》、《世界历史》等报刊上公开发表各种学术文章 900多篇，

出版专著 26部。

学院重视国际化办学，目前与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在本科、硕士和博士

三个层面展开合作办学，合作项目包括传播学、社会学的本科生“2+2”和“3+1.5”
交换项目，社会学硕士“2+1”项目以及博士“4+1+3”项目。同时与国内外大学等

建立了稳定的学术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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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举办“中国产业哲学学术研讨会”、“近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实践

研讨会”、“中国社会工作年会”、“中国大学语文年会”、“词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 “中国适度普惠福利社会与国际经验研究论坛” “江西省文化产业高峰论

坛”等学术活动。

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学院毕业的学生先后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美国圣

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外名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也涌现了如

翼虎网总裁冠岳公司董副总经理吴家荣、旗智传媒执行董事栗源、色影无忌首席运

营官王媛、新华社江西分社副总编辑李兴文、斯图特基金会驻大陆唯一代表杜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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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大批优秀校友。

学院围绕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努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不断加大教学投入，

彰显办学特色，强化内涵建设，推进创新发展，学院各项工作正焕发出蓬勃生机与

活力。

（人文学院曹里萍提供）

法学院

1、 办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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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办学特色：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为国家级实践教育基地，“多向融通式”
应用型财经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为省级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法学综合实

验中心为江西省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法学院另有 1 个国家级全国首批卓越法律

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 个省级大学生社会实践示范基地、3门省级精品课程。“江西

财经大学法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和“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也是我

省唯一获批的两个基地。

我院通过反复探索与调研，倡导以国家司法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公务员考

试为导向，以法学特色专业建设为平台，狠抓本科教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牢固

树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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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这一人

才培养模式，学院通过一系列教学改革举措，打造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特色：一是通

过“双师教学”、“全真案例教学”、“亲历教学”和“网络虚拟实验教学”等形式，实现了

课堂教学的互动化，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此形成了师生学习共同体。二是通

过建立全真教学案例库和构建网络虚拟实验平台，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可共享的法学

教育全真案例库，收集了 477份原生态司法案卷，为法学教学和研究提供丰富的案

例资源。三是通过“讲、辩、写、练”等教学环节的重构，使教学流程得到了有效的

质量控制，实现了教学环节的交融化，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四是通过“模拟演

练”、“亲历体验”等课程实训、实习活动的有效开展，使第一课堂教学向第二课堂教

学和第三课堂教学延伸，有效地实现了三个课堂之间的融通。五是通过多元化考核

评价体系的实施，解决了重考试成绩、轻全面发展的问题，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

全面提高。逐渐形成了以“讲、辩、写、练”教学法为主导的专业培养特色，建立了

国内首创的全真案例库，一系列教学成果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3、办学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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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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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办公大楼，多媒体教室、模拟法庭、图书资料室、电子阅览室等设施完整配套，

国内一流。

4、机构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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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教学系和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江西生态法律研究中心、江西食

品药品法律研究中心、江西检察理论研究基地、江西网络侵权研究中心、江西知识

产权侵权研究中心、经济法研究所等十一个研究机构，以及院办公室、法律硕士（JM）

教育中心、法学综合实验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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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学科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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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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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全国

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和法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是江西省唯一获此殊荣的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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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教学工作：目前在校本科生 465人，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428人。在校硕士研

究生 623人，其中法学硕士研究生 230人，法律硕士研究生 376人（其中全日制法

律硕士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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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科研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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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行政法学年会、2013年第四届中国财税

法前沿问题高端论坛及“竞争法实施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国际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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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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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客座教授，邀请了江平、王家福、陈光中、马克昌、赵秉志、杨紫煊、梁慧星、

江必新、黄敬、马怀德、李林、瑞克•萨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前来法学院讲学。

8、师资队伍：法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51人，已具有博士学位的有 35人、其中海

归博士 3人，在读博士 7人，博士和在读博士占专任教师的 82%；教授 16人，副教

授 19人，教授和副教授占专任教师的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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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博士生导师 4人，硕士生导师 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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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生教育为补充的办学格局，面向全国招生。法学院现有在读本科、硕士、博士

生共一千余人，全日制本科生有近五百人，各类研究生五百余人。全日制在校生八

百余人。就业工作保持良好态势，自 2005 年以来，本科生就业率连年攀升，2011
年和 2012年连续两年名列全校第一，并获得学校 2011、2012年“就业工作目标奖”、
“就业工作单项奖”、“就业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10、国际办学：法学院与澳大利亚James Cook University（JCU） 正式签署合作

办学协议，提升了我院开展海外合作办学的空间。邀请法国著名法学家、巴黎第二

大学Michel Grimaldi教授访问我校，并就中法合作项目达成初步意见。同时，与美

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院就中美国际商法合作办学项目已经签订合作协议。

11、党建团学工作：院分团委获得“全国五四红旗团总支”和“全省五四红旗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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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社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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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院欧阳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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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

设计（含广告设计、数码设计方向)、环境艺术设计(含景观设计方向)、工业设计学

（产品设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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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副教授 18 人，博士（含博士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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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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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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条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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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家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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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

工作室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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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学院曲晓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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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管理硕士生和社会体育本科生。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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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秉承“健康体育、快乐体育、个性体育、终身体育”的教学理念，

除传统项目外，开设了网球、轮滑、跆拳道、瑜珈、攀岩和击剑等多个新兴公共体

育课程，选项教学模式日臻成熟。网球为我院特色项目，成绩斐然，高水平运动队

于 2011年获准招生。

我校运动场馆资源丰富，目前生均运动场馆达 8平方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学院下辖的体育场馆中心负责管理学校各类运动场所，各场馆坚持常年开放，为全

校师生的健身休闲提供服务。丰富的比赛资源为参加、承接高水平赛事提供保障。

建院以来多次承办大型赛事，借助学院专业师资队伍，组织的赛事内容丰富，形式

活泼，受到中央电视台、体坛周报等国内权威媒体报道。体院师生积极参加了 2011
年南昌第七届城市运动会和 2013年沈阳全国运动会的裁判、科研、组织和后勤保障

工作，受到好评。

依托我校经济管理优势学科，体育产业是我院学科和科研主导方向。体育学院

近年获得 10项国家级课题（其中一项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获批资助金额超过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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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在同类高校体育学院中名列前茅。国际体育产业研究所和英国考文垂大学、法

国巴黎商学院联合申请的欧盟项目“体育无国界”正在密切合作之中，有望取得创

新性研究成果。

体育是培养优秀公民最实用、最有效、最有趣的手段。体育的终极目标，不单

是夺得锦标，更在于健全人格。不仅是为了个人锻炼，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协作精神。

体育学院师生员工将继续秉承“完全人格、首在体育”院训，发扬自强不息，永争

第一的体育精神，充实内涵，凸显特色，服务于全校师生的身心健康，服务于学校

“做强”目标的最终实现。

（体育学院严磊提供）

国际学院

国际学院成立于 2002年。学院依托我校会计、金融、国贸三个省级品牌专业优

势，设立国际会计、国际金融、国际商务和注册金融分析师四个专业方向，在校学

生 2200余人。

国际会计专业方向培养掌握管理、经济、会计学方面的知识技能，能够熟练运

用国际通用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法规，从事会计实务以及科研工作的国际化人才。

国际金融专业方向培养具有经济、管理、财务和金融学方面的知识技能，从事融资、

投资、国际结算等涉外理财活动以及相关财务工作的国际化人才。国际商务专业方

向培养具备经济、贸易、商务等方面的知识技能，从事国际商务经营、管理、咨询、

策划等工作的国际化人才。注册金融分析师专业方向以 CFA课程与资格证书考试大

纲为教学蓝本，着力培养通晓金融投资管理和资本运作的高级金融人才。

国际学院秉承“教学相长、中西合璧、外引内联、高位嫁接”的办学理念，吸

纳优质生源，优化人才培养顶层设计，培养学生做学习主人，“身在校园，心系天

下”，营造“不出国门也留学”的国际化教育氛围，通过国际化的师资、国际化的

教学、国际化的交流和国际化的环境，着力培养忠于祖国、胸怀全球、具有“信敏

廉毅”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管理人才。

江财国际是学校国际化办学的一大窗口和教育品牌，“中西合璧” 高度凝炼了

学院国际化办学的理念和特色。国际学院借鉴国外名校教育培养方案，采用国际通

用的全英文教材，汇聚了一支以学校双语教学名师为主、外聘海外教授为辅的国际

化师资队伍，为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创新人才，努力拓展求质量、上层次和强管理

的国际化办学，形成了日渐浓郁的国际教育氛围。

十多年来，学院历经风雨砥砺，耕耘不缀，教学质量日渐提升，办学特色日臻

显著。江财国际学子在全国乃至国际英语和专业知识技能大赛中，顽强拼搏，摘金

夺银，捷报频传，攘括了全国大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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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华杯全国股王争霸赛冠军、香港AIA国际双语求职王语文大赛等重大奖项数十项，

屡获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有关高校最高或全额奖学金和全球 ETS托业奖学金等殊荣。

学院常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连续多年在全校乃至全省名列前茅。迄今为止，国

际学院共有毕业生八届 3198人，其中近 40%的学生出国留学深造，或攻读硕博士学

位，其中 300多名学子才俊进入牛津、剑桥、帝国理工、伦敦政经、霍普金斯、澳

洲国立和苏黎世等全球百强名校深造；有 45%左右的学生在国内外从事金融服务业

或进驻商务领域，500余名毕业生世界 500强企业，有的直接就业于纽约华尔街等

国际知名金融机构或跨国公司。20余名出类拔萃的国际学子仍在海外知名高校攻读

博士学位。众多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后任职于国家外交部、税务总局、海关等国家

公务员岗位，不少毕业生考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

名高校攻读硕士生。

目前，国际学院正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增强与世界高校和

国际社会更加密切的合作交流，共同致力于践行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和发展创新！

（国际学院朱长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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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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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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孙霄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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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整合原南昌无线电工业

学校、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分院、江西省电子职工中专学校、江西省南

昌林业学校等相关专业，目前涵盖了财经类、电子信息类、文化教育类、旅游管理

类等专业。其中，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为国家教育部专业教学改革试点专业，会计、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江西省高职高专示范性专业。

学院始终坚持以育人工作为中心，注重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学生管理三大体

系建设，重视学生个性潜能的挖掘和素质的全面提高。依托江西财经大学雄厚的办

学实力，学院大力推行产教结合、校企结合，将顶岗实习、工学结合等实践环节纳

入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计划，历年毕业生就业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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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荣誉称号。

学院将着力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和水平，瞄准国际职业教育的办学方

向，进一步拓展中外合作办学渠道，积极主动与行业企业合作，努力为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多样化人才服务。

办学理念：育人为本 面向社会 求真务实

发展方略：质量立院 特色强院 产学结合

育人标准：德才兼备 知行合一 身心健康

院训：勤而精业 敬而立身 正而养气 和而悦事

院风：正直 开明 大气 包容

学风：乐学 践行 严谨 创新

（职业技术学院万春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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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学院

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创办于 1981 年，2009年 7 月，成人教育学院更名为继

续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设在青山园校区，位于南昌市青山南路 596号，占地约

105亩，另有南昌市朱湖路 145号继续教育学院分部，占地 3.5亩。学院承担了学校

函授、夜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训教育等管理任务。形成了以学历教育为主

体，融自学考试、非学历培训、国际合作办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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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如下：

1. 组织机构。学院设 7个科、室：即院办公室、教务科、学籍科、培训中心（国

际教育培训中心）、信息中心、自学考试办公室、南昌函授站（夜大学）；学院党

总支下设 2个党支部，并设有分工会。

2. 管理人员。我院有在岗职工 35 人，其中院领导 4 人，副调研员 2 人，科级

干部 8人，职工 21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 5人，中级职称 18人。

3. 管理任务。我院承担了学校函授、夜大学、自学考试、培训等教育管理工作

及青山园校区综合治理工作。

4. 办学情况。我院开设了 50余个本、专科专业；办学形式有函授、夜大学、

自学考试；在广东、福建、浙江、海南、云南、贵州等 8省、区设有 29个函授教学

站，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在校学生 1万余人，每年承担干部培训近 1000人。

5.办学特色。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创办于 1981 年，经过 30多年的奋斗，已

经形成了以下办学特色。 ① 办学思路明确：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以

成人教育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教学与管理改革为动力，适度追求量的扩充和切实

注重质的提高，把学校的成教事业做大（办学规模）、做强（办学质量和办学名气）、

做美（办学环境）； ②办学规模较大：现有在校成人教育学生。1981年以来，已

为国家培养了成人教育本、专科毕业生 5.4万余人；③ 办学地域宽广：我校成人高

等学历教育函授教学站覆盖江西省各地（市），并在广东、福建、浙江、海南、云

南、贵州、河南等省（市、区）设有函授教学站；④ 办学形式多样：具有函授、夜

大学、自学考试等多种形式，是江西省高教自考经济、管理类主考院校；⑤ 办学层

次丰富：现有专升本、高达本、高达专等办学层次；⑥ 专业设置齐全：现设有经济、

管理、法、工、文、理等学科类专业共计 50多个；⑦办学特点鲜明：南昌函授站（夜

大学）自 1994年起实行的学分制管理已日趋完善，为成教同仁所瞩目；自主研制开

发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高效便捷；管理规范、质量至上的江财成教品牌赢得了社

会赞誉。

学校于 1991 年顺利通过教育部对成人教育的合格评估验收；1996年在财政部

部属院校函授、夜大学教育评估中，取得优秀成绩。多次被国家财政部、国家考委、

江西省教育厅授予教学管理、自考主考、招生工作的“先进集体”。

学院一贯秉承“信敏廉毅”校训，以“以生为本”为办学理念，以“育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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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以质量和特色为生命线，以精细化管理和优质服务为特

点，在校党委和行政的正确领导下，脚踏实地，奋勇开拓，努力朝着一流继续教育

学院的建设目标奋进，开创性的把学校继续教育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继续教育学院易慧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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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夏德根、唐书麟、刘晓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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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哲学研究中心、行政能力培训与测试中心、文化产业

发展与政策研究所、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所等 6个非实体研究机构。

学院现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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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马

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2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思想政治教育”、“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政治学理论”、

“中外政治制度”等 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另外还有“科学技术哲学”、 “中国近

现代史”等 2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十二五”省级重

点一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省级精品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校级精

品课程。

学院现有教工 51人，其中，专职教师 44人，教授 12人，副教授 18人，讲师

13人；博士（含在读博士）31人，硕士 17人；博士生导师 4人，硕士生导师 26人；

省级思政教学名师 2人，省部级学术学科带头人 3人，省级科研学术骨干 1人，江

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1 人，“赣鄱英才 555工程人选”2人，享受国务院与江西省

政府特殊津贴人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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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学院潘燕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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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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枫林大道，占地面积 503亩，教学、生

活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学院依托江西财经大学雄厚的教育资源和优势学科，坚持

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成才为本，走“质量立院”之路。学院教师主体来自江西财

经大学，现有教师 380余人，其中副高职称以上教师占 53％，硕士以上学历的教师

占 71%。学院配备有电子阅览室、多媒体教室、语音室和会计、金融、物流等专业

实验室；拥有各类图书 67万册，建有塑胶田径运动场、室内体育馆等运动场地。

学院于 2001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学制四年，现有在校学生 6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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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财务

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管理、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旅游管理、法学、物流管理、英语、新闻学、产

品设计、保险学等 17个专业。2013年面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四川、贵州、云南、上海、内蒙古、陕西、黑龙江、重庆、甘肃、宁夏等 28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招生。

学院实行学年学分制。学院对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颁发《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

济管理学院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可授予江西财经大学现代

经济管理学院学士学位。

近年来，学院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成果。先后获“全省教育系统‘创新发展年’

活动先进单位”；“全省教育系统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优秀单位”； “全省

五四红旗团委”；“全省学生资助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学院坚持“以学生

成才为本，走质量立院之路”的办学理念，注重“专通结合、就业导向，因材施教、

分类培养”的育人特色。我院学生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英语演

讲竞赛、全国电子商务竞赛等大赛中多次获奖。招生情况、毕业生就业工作连年保

持良好态势，就业率在全省同类院校名列前茅。近三届毕业生中有 350余人分别考

取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东政法大

学、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江西财经大学等 50余所高校硕士研究生，有一批毕业生考

取公务员，有的出国留学深造，绝大多数毕业生顺利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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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坚持教学型大学的发展方略，坚持做强做大的发展思路，坚持立足江西、

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方向，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一所高水平、有特色、省内一

流、全国知名的财经类独立学院，为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信、

敏、廉、毅”素质的应用技术型、复合型、创业型人才。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肖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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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情况

研究生教育

2012年，校党委、校行政提出加快研究生质量提升进程，作为学校着力推进的

两大重点工作之一。研究生院以此为目标，以研究生培养质量为主线和中心工作，

坚持“观念、机制、行动”三位一体，依托和调动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各学科点、各

导师组、全体导师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齐心协力抓质量，锐意创新谋发展，圆

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丰硕的工作成果。研究生院 2012年所做的主要工作

总结如下：

一、抓学科建设，研究生内涵建设迈出新步子

学科建设由申报为主向内涵建设转型，围绕学校提出的“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

财经大学”目标，以管理运行机制建立为重点，大力加强学位授权点内涵建设。

2012年，为了适应国家学位授权点管理由二级学科向一级学科转变的趋势，研

究生院制定并实施《一级学科委员会管理办法》和《导师组管理办法》，建立了学校、

一级学科委员会、二级学科导师组、导师四级管理模式，推动学位授权点的健康发

展。同时，加强学科管理，对我校五个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进行终期验收、顺

利接受省教育厅对我校进行的省高水平学科中期检查工作，获得很高评价，为下一

阶段国家重点学科的申报打下基础。同时召开“强学科、强学院”座谈会，邀请北京

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延平教授交流指导，汲取著名高校学科建设的先进经

验。

根据《中国大学评价》排名，2012年我校经济学学科排名前移至全国 26名，

管理学学科排名前移至全国 39 名（分别前移 2 位），朝着学校提出的“2020 年力争

经济学学科排名进入全国前 20名，管理学进入前 30名”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二、抓教学培养，研究生教学质量采取新举措

研究生教育由数量向质量提升转型，以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改革为抓手，努力

提升研究生教学质量。

2012年，研究生院积极组织各学科点修订了研究生培养方案和硕士研究生课程

教学大纲，要求各学科点在制订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时，硕士生课程要注重基

础性和应用性,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培养；博士生课程要注重前瞻性和科学

研究性,加强科技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从而规范课程内容，使本科、硕士、博士

课程在内容上、教学方法上能够有效区分，形成层次性和递进性。

积极开展研究生教育创新工作，顺利完成省教育厅对我校进行的“十一五”研究

生教育创新计划实施情况检查评估，获专家一致好评。同时积极实施“十二五”研究

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今年，在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上，我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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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7 项省研究生教改项目，9项省研究生教改项目顺利结题；在江西省研究生创新

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中， 23个项目获得立项，共获得资助经费 10.5万元，立项数和

资助经费列名列全省前茅。在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项目上，我校 4个基地顺利接

受省教育厅评审。一年来，我校研究生共获“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比赛”等省部级以

上奖励 26人次。

三、抓学位管理，学位授予质量有了较大提升

2012年是研究生院扎扎实实地开展学位管理工作的一年。一年来，研究生院严

把出口关，狠抓学位论文质量，共完成博士 40余人次，学术型硕士 550余人次，专

业型硕士 900余人次的学位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

在学位论文复制率检测环节上，全面开展研究生电子论文检测机制，对 2012年
毕业的博士、硕士（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了 100%共 2000多篇次检测，

并对文字复制比超过规定比率的学位论文按有关规定进行责令修改、延期毕业等处

理，共有 24研究生为此延期毕业。

在论文送审环节上，采取随机抽样、现场核对、现场公布结果的方式，抽检硕

士生学位论文 400余篇（20%学校抽检），博士学位论文 40余篇（100%送审）。论文

均送至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重点高校进行双盲审，

严把论文评审关。

在论文答辩环节上，出台《关于组织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统一答辩的试行意见》，

从拟授学位的研究生中按 5%的比例随机抽取参加学校统一安排的学位论文集中答

辩，邀请省内外同行专家组成答辩委员会，2012年度共有 16位硕士研究生参加统

一答辩，其中 2人答辩未通过。在学校内外产生重大反响，大江网专门报道。

在学位论文差错率检查环节上，推进学位论文差错率“一票否决”制度。组织认

真负责的督导专家、老教授、老编审对所有通过答辩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的 20%进行

随机抽查。2012年度共抽查各类博、硕士论文 250 余篇，其中 15人未通过抽查，

延期上会。

在硕士生申请学位论文提前开题工作中，出台《关于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申请学

位论文提前开题的若干规定》，要求拟申请提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二年级必须申请

提前开题，否则不能提前毕业。2012年度共有 37 人申请提前开题，其中 2 人申请

未通过。

通过以上系列措施的实施，我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和拟毕业研究生对研究生学

位论文的重视有了显著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整体上有了明显改善。

四、抓招生就业，研究生生源、就业质量保持优势

在招生工作中，研究生院全年完成 57 名博士研究生、1141名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298名在职硕士研究生的录取工作。同时，以优化生源结构、提升生源质量为

重点，推出多项举措。如，给予各专业初试成绩优秀的考生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

对于相应学科实力排名靠前的 985、211学校的优秀学生，全部享受公费待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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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宣传力度，先后 4次组织人员赴全国各地进行招生宣传工作，并在中国考研网、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发布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2012 年，报考我校 2013 年硕士

研究生人数达到 6206 人，与招生计划比例达到 5.6：1，报考人数逐年增加（2008
年 2510人，2009年 3327人，2010年 3910人，2011年 4331人，2012年 5704，2013
年 6206人），在省内具有明显优势。同时，由于措施得力，2012年我校共招收推免

生 133人，招收来自 985、211学校学生共计 140多人，有效地提升了研究生生源质

量，改善了生源结构。

在就业工作中，全年组织校园招聘 50余场，联系用人单位 130余家，协调各院

（所）组织针对各专业研究生招聘会 40余场，组织研究生参加“宁波高层次人才洽

谈会”等省外招聘会 10多次。全年完成博士毕业生 50人、硕士毕业生 1023人的就

业派遣工作，博士生就业率为 100%，硕士生就业率为 97.12%（6月上旬），就业率

全省第一。

五、抓队伍建设，研究生管理队伍素质显著提高

2012年，研究生院紧紧抓住和依靠研究生导师队伍、研究生工作队伍、学生干

部队伍，将三支队伍贯穿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全过程中，努力打造一支团结、务实、

高效的研究生教育管理队伍。

在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上，以导师培训与交流为重点，举办了新增博士、硕士

研究生导师岗前培训班；邀请全国优博论文指导教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杨瑞龙教授来校为研究生导师作培训讲座，提升研究生导师业务水平。精心编印研

究生导师工作手册，发放至每一位导师，使得导师管理进入制度化、科学化轨道。

有 4 位导师被评为江西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其中李春根同志代表全省优秀导师

在省教师节表彰大会上发言，受到省委苏荣书记的高度评价。同时,在广大研究生生

中，开展首届我最喜爱的导师评选活动,有 10位导师被评选为 2012年我最喜爱的导

师。

在研究生工作队伍建设上，研究生教育二级管理体制改革实施一年多来，研究

生党委工作部一方面加强与各学院研工干部的沟通，了解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

困难，组织各院所研究生工作负责人外出考察，学习吸收其他高校的先进做法；另

一方面，坚持定期召开研究生工作例会，规范统一全校研究生管理工作，全校各研

究生培养单位二级管理体制改革实施一年多来，运行平稳，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在学生干部队伍建设上，以研究生会为抓手，以培养研究生干部领导能力为主

要目标，为研究生干部举行培训讲座，组织优秀研究生分会的评选，顺利完成研究

生会的换届工作，加强研究生干部的执行力和领导才能，全方位提高研究生干部素

质。

同时，研究生院在院内干部队伍的建设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坚持分工协作，

坚持勤政廉政，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加强院内管理，树立“服务建院”的理念，建立

全院职工每天上下班签到考勤、定期例会等制度。在接受上级评估检查、研究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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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考试等工作任务中，全员动员、分工合作，体现了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显示了

很强的战斗力。目前，研究生院 18人中，有博士生导师 3人，正高职称 3人，副高

职称 3人；有博士学位 4人，硕士学位 8人。高级职称占总人数的 33%、硕士以上

学位占总人数的 69%，高级职称比率、研究生以上学位比率是我校党政机关和管理

单位中比例较高的。

六、抓调查研究，研究生管理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一年来，研究生院组织相关校外调研活动 3次，校内调研活动 3次，深入基层，

了解和掌握研究生教育和管理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了工作质量提升。

开展研究生教育二级管理体制工作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学院、深入学

生中调研等形式，广泛征求师生的意见和建议；同时，组织各院所研究生管理工作

负责人到南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已经实施研究生二级管理的高校开展调研

活动，学习吸收其他高校的先进作法。形成了《研究生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和《南

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研究生管理工作调研报告》，了解和掌握我校研究生教

育二级管理体制改革实施以来的具体情况。

开展学位授予工作调研。为了进一步提升我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生院先后

到省外部分高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进行调研，

制订了《关于组织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统一答辩的试行意见》等制度，进一步推进

了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提升。

开展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调研活动。2012 年 11月，研究生院组织了全院

科级以上人员到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会计学院、金融学院、经济学院调研学科建

设、研究生教学和课程体系建设、学位论文质量和教风学风等方面的问题，听取学

院意见和建议，了解和掌握我校研究生教育和管理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下一阶段，

我们将对其他校属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进行调研，并根据调研情况制订和推出相关措

施。

七、抓体制机制创新，研究生质量保障的长效机制逐步建立

体制机制是保证研究生工作有效推进的根本保证。研究生院围绕研究生培养质

量这条主线，在学位点管理上，建立四级管理运行机制；在研究生教学管理上，建

立学生评教、中期考核、教学督导等系列机制；在学位授予管理上，建立学位论文

100%复制率检测、论文双盲审（博士 100%，硕士 50%抽检），论文统一答辩（5%
抽取）、论文差错率“一票否决”（20%抽检）等制度。同时加强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督

导，2012年成立研究生培养督导组，制订《研究生培养督导工作管理办法》，对研

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课堂教学和考试，中期考核，学位论文开题、预答辩、评审、

答辩）进行检查和评价，督导组全年听课 52节，参与学位论文预答辩、答辩 20次，

抽查中期考核评价 55份，抽查学位论文评阅 40篇，抽查万分之五差错率评阅 20篇。

（研究生院提供）



91

2012 届毕业研究生名单

江财学位字〔2012〕1 号

24 名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政治经济学

王志铭 万兆泉 黄 娟 杜宏宇 曾耀辉

二、西方经济学

姚仕萍 毕占天

三、财政学

蔡芳宏 卢小祁 曾 鹏

四、产业经济学

刘爱军 赖政兵 袁 岗 姜晓川 王文祥

杨 群

五、管理学科与工程

罗贤东 邱国斌 杨 波 齐亚伟

六、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

陈小锋 程月明 陶晓红 李俊华

524 名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万文彦等 37 名“高等学校教师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人员”硕士学位,授予桑椹等 4 名“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

士学位人员”硕士学位，授予曹菁等 201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授

予曹钰等 74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学位，授予王丽贤等 25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

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授予艾昕等 195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会计硕士学位，授予戴海云

等 26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社会工作硕士学位。

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硕士（524 人）

（一）会计学

包翠华 蔡嵚博 陈 乐 陈 磊 陈晓丹 程 安 邓永辉

丁 培 董 磊 樊晓丽 付翔丽 宫晓飞 龚 珈 顾佳璐

官万森 贵银球 郭华军 韩雯婷 何双一 贺 佳 胡昆会

胡苗苗 胡晓芸 胡亦可 黄 婧 黄 璐 黄梦雨 黄雅菲

纪文倩 季 文 贾伟强 江雪梅 蒋 璐 孔文举 稂燕屏

乐 莹 雷丽玲 李 慧 李亮亮 李苗苗 李敏鑫 李 薇

林 琳 刘华珍 刘 艳 刘振晶 卢 方 鲁婉琼 罗 蓉

梅 雨 彭 瑶 乔琳雁 饶思颀 沈 伟 孙水昌 谭 帅

汤 敏 唐衍军 田艳霞 王姣姣 王 睿 王苏婷 王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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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艳 王 玉 吴 丹 吴蔚婷 席伟明 夏敏敏 夏 茜

肖 睿 谢 蕾 熊惊勇 熊康颖 熊 珂 熊 歆 徐 慧

徐鹏丽 徐 雯 徐 颖 许 岚 许 艳 闫焕民 杨方平

杨海青 杨晶晶 杨 微 杨新新 姚夏薇 叶 舟 尹贤平

余传高 余 燕 喻青玲 袁丹如 岳贤婷 詹 巍 占旭琼

张 晨 张 丽 张蓉星 赵春艳 周 璐 周 璐 周 庆

周彦卿 周 燕 朱 磊 朱 盈 邹 超 邹文涛 成志策

刘旭妍 刘珍秀 罗文波 汪 柯

（二）产业经济学

冯 薛 付 俊 郭芳鸳 胡小强 李 勇 李志波 刘俊仁

倪 雷 聂园英 涂云飞 王 建 王开敏 温著彬 严凌志

杨 波 余志强 曾耀明 张 帅 赵立昌 周灵美 屈 军

（三）企业管理

艾秋英 陈乐泉 程 璐 邓 晶 丁 帅 胡 坤 江 颖

刘 萍 刘 莹 吕丽娟 马 涛 梅和双 彭少华 皮垚卉

谢 芳 许 丽 杨桃平 张 诚 赵丽娟 郑灿灿

（四）技术经济及管理

彭明芳

（五）国民经济学

高海明 邱旺满 李梦君

（六）西方经济学

陈慧玲 唐立平 万 芬 温志伟 杨贤才

（七）政治经济学

方 涛 朱吉江

（八）国际贸易学

艾建华 陈娅兰 冯 韫 傅 伟 简如洁 刘 超 刘 芳

刘 俊 刘 艳 裴思远 石志勍 王 珲 吴 彦 谢金荣

熊雅琳 熊雅璐 张 益 章 萌 郑亚玲 周玉婷 邹旭美

（九）世界经济

龚 靓 柳逢春 王 凯 叶淑虹

（十）区域经济学

刘 杰 刘艳芳 熊雅丽

（十一）教育经济与管理

陈巧芬 黄爱珍 李 郁 谢丽丽 周绣阳 祖 灿

（十二)金融学

艾洁兵 曹梦瑶 陈 妨 陈圣霖 程金金 程 明 崔文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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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福金 邓美萍 冯 易 付彦琪 何大喜 侯斌峰 贾 洁

蒋 慧 鞠双妹 雷 钊 李海泉 李小平 廖 茜 林 凡

凌 峰 刘 冬 刘 凯 刘 亮 刘启明 刘 薇 刘小溪

刘玉敏 卢蓉蓉 罗 超 苗翠琴 苗子清 欧阳明 彭书会

史建楠 史 璇 舒 丹 谭 钰 唐广华 唐学敏 童卫华

王剑琦 王 可 王祥云 王 勇 王 宇 吴洁晶 夏友亮

徐然然 徐 翔 杨 立 余 玢 袁 珏 曾德华 曾 锴

曾 琳 曾 睿 曾玉芬 曾 震 张 槟 张 宁 张雅雯

赵传刚 郑丽莎 郑 龙

（十三）统计学

陈平平 方 艳 方 智 黄 雯 江丽钒 李 文 吕震国

王 佳 温 婷 吴海滨 吴娟娟 徐周睿 赵西超 朱 剑

蔡 伟 刘 霖 彭 刚

（十四）经济法学

陈 迪 陈 洁 邓 青 冯慧东 付珊露 干 婧 郭 昕

何岱杰 何 婷 江 涛 揭 鹏 乐 媛 梁耀中 廖雅婧

刘长青 刘先良 罗永兴 邱 晗 王 萍 王 蔚 王雪莲

吴 浩 习文昭 熊 佳 徐旺龙 杨玉欣 袁淑静 岳晓云

章俊棋 朱 亮 邹丽龙 杨浩楠

（十五）民商法学

陈素洁 陈婉菁 胡 菲 胡泽远 黄婧菲 黄修启 姜 薇

姜云峰 焦梦云 马玮艳 梅 虹 魏丽萍 熊振华 徐子涵

杨静华 余 婷 於骁冬

（十六）诉讼法学

林 昌 龙 沁 苏婷婷 朱庆荣

（十七）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胡 明 刘国清 汪晓东

（十八）刑法学

陈定胜 黄海文 黄 恺 李 敏 彭灿火 舒 芳 王 飞

杨群杉 易 婷 张建军 张乐涛

（十九）管理科学与工程

黄兴旺 李 敏 李鹏宇 潘崇霞 饶良良 余 杰 曾华艺

张兆年

（二十）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国林 李振兴

（二十一）数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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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喜华 房连伟 龚志伟 华 蓉 姜佳佳 蒋 春 柯国刚

李 帅 李 颖 刘 波 刘汪卉尧 刘小宝 彭 莉 邱 玲

舒 健 帅国让 万 敏 肖依依 杨 阳 赵 轩

（二十二）教育技术学

李 冰 张 萍

（二十三）旅游管理

蒋 萃 王 凯

（二十四）农业经济管理

郑云青 钟丽平

（二十五）土地管理

常建锋 李玉革 刘 野 王金政 王紫琼 尹朝华 张新宇

周玉伟

（二十六）传播学

范升建 傅砂砂 郭诗琪 何小文 卢燕蔷 马晓晓 孙 煦

谈 勇 王彦红 徐雪艳 占 敏 张立刚 张 琳 张诗婷

周 丽

（二十七）广播电视艺术学

宋菲菲 邹必华

（二十八）社会学

刘亚芳 彭玉峰 王 丽 王 迅 曾全声

（二十九） 中国古代文学

王 薇

（三十）科学技术哲学

金绪广

（三十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傅李琦 叶春英

（三十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胡 煜

（三十三）思想政治教育

胡港云 胡 蓉 涂海根

（三十四）中共党史

单 超 袁振宇

（三十五）英语语言文学

安 珂 程 曼 黄 佳 李 静 李 迅 李泽明 刘 琪

卢万军 彭 军 汪 君 王旭华 徐瑞敏 曾文丽 张根华

杨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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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音乐学

刘金明 茅 迪

（三十七）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张丽丽

（三十八）财政学

程 楠 窦晓冉 郭 宇 侯 峥 黄菊萍 李 佳 梁 婷

马银垒 邱天祥 王春雪 曾 荟 郑建平 朱义红 黄 凌

（三十九）社会保障

丁庆华 郭晓婉 郭正华 李政春 刘 颉 刘文艳 娄康怡

饶 凯 苏 莹 孙 霞 汪勇勇 王超明 王雯秀 王晓惠

文 洁 吴 毓 肖美蓉 谢婧聪 杨以东 曾 晶 张乔娜

赵 卓 曹 璐

（四十）行政管理

陈 玲 董国红 方 丽 龚 柯 过 静 何新基 黄金花

简琪瑶 姜志能 金秋容 乐 彬 李 佳 李 昆 李 敏

刘文婕 卢蓓蓓 罗 通 马威威 马伟伟 裴顺飞 邱雯雯

孙 婧 谭淑文 汤文婷 王迪晨 吴建龙 吴 涛 肖梦云

许丽文 余 锐 余燕婷 苑 珺 曾 琼 张 莎 郑慧涛

周寰辰 周路长 周书域 徐 悦

（四十一）理论经济学

刘厚莲 熊 凯

二、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37 人）

（一）产业经济学

万文彦 李秀敏 陈 嫱 龚鹏腾 程 炜

（二）经济法学

郭俊峰 邓瑞娟

（三）企业管理

罗 锐 魏 巍 杜 欣 贺燕雄 张晨光 仇 凯 储苏凯

（四）会计学

冯丽娟 刘为权

（五）金融学（含保险）

蔡 爽 涂 赟 刘哲明 陈英翔

（六）国民经济学

吴 科 杨 宁 魏 群 袁 旭 李 徽 薛雁群 唐国华

（七）政治经济学

郭佩怡 毛海东 孙 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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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西方经济学

张 俊 罗惠妍 梁 平

（九）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 威 黄新炳 凌 余 白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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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 椹

（二）金融学

张春风 胡 洁 蔡丽珍

四、工商管理硕士（201 人）

曹 菁 余 影 王颖婷 朱正揆 欧阳春 王炫力 万卫珍

刘 斌 毛 芳 郑 娟 陈立宏 余珊珊 占珩婕 章 泺

张 旭 汪美萍 邓小勇 陶恒凤 付 歆 杨又铭 汪艳红

鲍慧芳 周华瑜 谭小华 郭淑霞 黄琦华 陈剑蓉 牛国良

金 刚 周栋章 何 琳 王梓臣 汤卓昕 艾 玮 吴珍岚

江 柳 段振华 田 华 王小宁 杜凡非 陈美君 张小娓

李辉东 王 芳 付 明 华秋根 李江南 林 俊 李云韬

罗 珺 闵艳霞 张 娟 吴细敏 余经华 方建军 李吉雄

刘雄杰 张 俊 胡思民 谢玲玲 聂海燕 潘红丽 邓姗姗

郑佳乐 苏 宇 罗 璇 张丽红 王 佩 管 婷 葛 佳

谌 兵 黄 勋 卜 一 林 惜 陈智俊 李欣海 郑承志

汪周平 徐红丹 熊 丽 洪 冬 朱海峰 陆智娟 吴超鹏

张丁丁 周 俪 樊慧琼 刘云锋 刘 颖 陈爱华 陈洪章

彭利华 胡辛欣 徐艳旻 兀柳燕 虞赞华 李 军 孙伟霞

汤文娟 谭海云 刘 炎 缪金生 周祚勇 杜江萍 肖妮娜

叶丽盼 赖正峰 陈 婷 叶 婷 苏勤峰 邓惠兰 熊丹强

万亚玫 赖继红 邹 健 罗海艳 唐 瓅 娄耕铭 方 宽

樊 胜 王红宇 罗 杰 万洪才 罗 敏 谭 卉 燕 杨

杨洁芸 罗茜菲 罗玉婷 李艳琴 程 梅 周 欢 张丽贞

谢建国 程安祥 刘洪浪 尚龙海 林美君 郑跃华 晏背兰

叶小兰 刘家欢 王 达 吴 菊 占 静 张远鑫 樊雪刚

胡尚荣 杜晓松 熊 攀 徐 胜 李 静 肖 平 杨小刚

谈 威 熊 师 王小三 邓志刚 周小军 王雨思 阮宏毅

郭春光 柯 林 符 光 李祝华 黄思明 李辉华 姚 玲

陈芳萍 胡 强 揭建刚 左 铃 秦 娟 樊春娟 王 冀

檀 涛 董晓勤 桑家礼 龚小宝 孙 娟 李 海 王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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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云 陈云志 辛福安 徐 奕 应一辉 谢永建 王喜丰

卢成泽 曹方林 尹彬蔚 李文华 蔡智芳 戈蓓蕾 肖福荣

尉海平 余鸿莺 何碧红 雷和林 高苗苗

五、法律硕士（74 人）

曹 钰 何丽安 胡青林 金佳谊 李彬昕 李俊文 李 越

聂少春 谈小青 万 昊 王志龙 徐 鹏 闫 晶 余雅玢

章文娣 陈 晶 陈少华 程 才 付丽丽 韩 权 何金峰

贾艳峰 江 龙 康 洋 冷芬文 黎晓东 刘 城 刘恩茂

刘凡星 刘 鑫 吕志斌 潘拥军 秦 晨 邵慧亮 师先超

宋康康 田文广 项方亮 许 平 臧德禄 朱书淋 查菲菲

常晓晓 陈晓磊 黄佳莹 霍玉玲 鞠慧颖 黎超男 李 琦

李 瑶 刘少廷 牛 琳 桑成明 孙 婧 汪虎生 王 飞

王 琳 魏 易 徐明慧 闫前前 严剑冰 于彭飞 周慧琳

廖 爽 邓文科 李 波 李舒峰 肖科亮 熊忠瑜 雷云淼

夏涵涵 刘育本 洪 俊 张 超

六、公共管理硕士（25 人）

王丽贤 陈 辉 李园生 王美玲 陈继东 吴巧玲 李金环

钱 明 伍燕华 杨丽琴 邬 昌 罗 赣 肖祖坤 危敬钰

王怀之 欧阳静 陈华云 王家翠 林艺立 张 鸿 冯维峰

陈亚红 林 颖 陈秀琼 谢卫民

七、会计硕士（195 人）

艾 昕 柏恩伟 包孝涵 毕兴沅 蔡国栋 曹 巍 陈 骋

陈海龙 陈晶亮 陈培依 陈颖贞 程晋李 程开雨 储 萍

崔建春 邓 洁 董启良 方云玲 高俊琴 葛振雨 龚莉丽

郭潞芩 郭 瑜 贺 兰 贺 庆 侯 敏 侯源凯 胡 佳

胡 俭 胡俊玲 黄 帆 黄 茜 黄 琼 金勤勤 金声卿

金苏闽 匡思源 赖振华 雷如玉 黎 光 李 慧 李娜娜

李钱明 李蓉蓉 李瑞婷 李 珊 李少伟 李亦男 李 竹

林文珊 刘 当 刘梦盈 刘 奇 刘 庆 刘 蓉 刘 雯

刘 艳 刘 莹 卢 宏 陆 纯 陆海丽 罗 丹 罗 昕

罗忠彦 马 峻 毛金凤 孟宁宁 缪丹华 彭亲肪 彭 群

饶 声 沈彩霞 沈 芳 沈炎娜 石 娜 石永勇 宋剑玉

宋颖佳 孙 锶 孙伟元 汤有为 唐文舒 童 晶 涂 莉

万 磊 汪 卉 王春玲 王 辉 王 婧 王珏玮 王明星

王秋生 王 硕 王文平 王秀太 王彦婷 王艳芳 王 燕

王跃华 韦佳丽 魏 莉 吴 昊 吴金昀 吴玲玲 鲜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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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凡 肖金亮 肖 鹰 熊 涛 熊 珍 徐 俊 徐俊鸿

徐 莉 徐路斐 许 翔 严晨曦 杨 娜 杨树磊 杨晓宇

姚 青 叶 丹 叶方圆 叶 靖 原 晓 曾 珈 张莉娟

张 懿 张玉霞 赵永承 郑莉芬 钟 旦 钟辉华 钟 声

周路远 周 萌 周沛澄 周庆怡 周 炎 周 云 朱慧娟

祝 勇 邹 徽 邹兰兰 熊凌云 张 文 赵安琪 张梓凌

吴贤华 周雅静 黄千红 甘素芳 李昕玮 刘丽波 王 玮

吴 迎 陈潮敏 汤文俊 王 芳 谭文浩 邓游珺 贾士林

王 彩 李梓玉 刘娇娆 何绍娟 吴凌娟 王 楠 陶迎春

高智林 罗军远 张建华 郑 峰 熊志伟 张丽晨 潘丽丽

熊明明 欧阳丽 邓思敏 饶 隽 王梦嫦 黄 晖 胡 伟

吴红生 冯西儒 罗新宇 李子轩 沈 莉 汪 彦 钟高秀

阳正发 曾 波 朱 飞 王 静 樊浩晟 丁 洁

八、社会工作硕士（26 人）

戴海云 樊 洁 樊徐娣 胡玮杰 华 玥 金 辉 梁淑平

刘冬冬 卢玲玲 邱 艳 宋雅娟 苏 霓 汪鸿波 王辰辰

王 佳 王 琳 王若男 王 伟 王晓乐 吴丽娟 杨圣楠

曾 君 张 琴 张晓利 张 秀 宗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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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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工程 080611W 工学 2002

网络工程 080613W 工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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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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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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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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新开设课程及其简介

（一）《综合数学 I、II（理工）》及《综合数学 I、II（财经）》

课程代码：《综合数学 I（财经）》33243，《综合数学 II（财经）》33253
《综合数学 I（理工）》33263，《综合数学 II（财经）》33273

课程类别：选修课

学 时：48
学 分：3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提高大学高年级学学生的综合数学能力。在学习高等数学、线性代

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之后，学生在将不同章节、不同课程的内容联系起来

解决综合问题的能力方面有所欠缺。开设本课程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大学

数学中一些重要知识点、方法、技巧等的理解、掌握程度，加强不同章节、不同方

法、不同学科的串联，提高综合解题能力，为学生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作准备。本

课程的内容包括多元函数的积分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二）体育提高课程

课程代码：男子足球（40012），男子篮球（40022），女子篮球（40032）
乒乓球（40042），羽毛球（40052），网球（40062）

课程类别：选修课

学 时：32
学 分：2
课程简介

体育教育历来受到古今中外教育家、哲学家的推崇。在古希腊时期的雅典教育

体系中，体育就与音乐、算术等科目并列为青少年必修之科目。近代我国大教育家

蔡元培先生又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对体育在人格塑型中的作用推崇备至。

可以说，体育在青少年的教育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参加体育活动能够让我们的青

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为此，体育学院设立了体育选项提高班，一则以满足同学们对运动技能提高之

要求，二则在全校倡导体育活动，以形成良好体育文化氛围，繁荣校园文化。

开班对象

已修满体育 1-4所有体育学分的同学，对体育运动具有浓厚兴趣者优先。

（三）《节能管理概论》

课程代码：49492
课程类别：选修课

学 时：32
学 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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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为适应国家节能战略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设置了能源

管理师、能源审计师、节能评估师等职业，很多大中型企业内部增设了能源管理内

审员岗位，各省市成立了节能服务公司，合同能源管理公司等相关能源管理公司。

这些岗位都面临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能源人才的缺乏。目前能源管理人才稀缺，

建议在全校中开设《节能管理概论》课程，满足市场对能源人才的需求。

（四）《国际金融市场与机构学（双语）》

课程代码：31282
课程类别：选修课

学 时：32
学 分：2
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学习，具有一定的分析国际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现象的能力，了解

国际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发展的现状及主要问题。理解存款性金融机构的业务特点，

风险来源，以及金融监管的方法。理解投资基金的种类、结构以及主要热点问题的

解释：如基金表现，封闭性基金折价等。理解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以及主要市场现

象，如 IPO抑价、股价支持，声誉资本等。解释金融市场的组织与微观结构，如股

票发行过程，交易市场的结构，做市商制度与竞价制度等从市场结构角度分析基本

的市场操纵现象，如专营商非法获利，做市商报价问题等。提高伦理意识。解释中

央银行是如何介入金融市场的。明显提高口头与书面分析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问题

的能力。

（五）《税收学原理（双语）》

课程代码：45322
课程类别：选修课

学 时：32
学 分：2
课程简介

《税收学原理》是从《财政学》、《公共经济学》中独立出来专门介绍税收基本

原理、税收对经济影响效应、税收制度基础理论的一门学科。该课程的任务是帮助

学生掌握什么是税收、政府为什么要征税、政府应按什么原则征税、征税对经济会

产生什么影响以及税收种类、税制结构设计相关理论知识。本课程采用双语教学，

帮助税收专业的学生掌握税收学专业英语术语，提高学生阅读税收相关英文资料能

力。

本课程内容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征税的依据，介绍税收的概念、课税依据、

市场失灵与政府课税。第二部分是征税的原则，介绍税收原则、税收效率、税收公

平。第三部分是征税的影响，介绍税负转嫁及归宿理论、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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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是税制设计，包括最优税收理论、税制结构理论以及商品税、所得税、财产

税等具体税制及其原理。

（六）《中国四大古典名著鉴赏》

课程代码：09C22
课程类别：选修课

学 时：32
学 分：2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是对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的鉴赏，通过对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的系统讲授，使学生全面了

解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的基本内容和艺术特征，加深学生对四大古典名著的认识和理

解，进而掌握明清文学在小说方面的巨大成就，其发生发展、衰退的历程、特点，

从而为今后的文学鉴赏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七）《中国哲学与文化导论》

课程代码：39A02
课程类别：选修课

学 时：32
学 分：2
课程简介

本课程着重探讨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对于传统文化的

范畴与影响，从文化的观念层面来认识传统中国文化的特色以及这种特色在科学技

术、经济、社会结构、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方面的显著表征；并通过传统中

国的文化心灵对于现代文化的回应过程的回顾与探讨，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

术、制度以及观念系统的关系问题。希望通过本课程，帮助选修者形成对于中国者

需及传统中国文化各层面的基础知识，并初步认识、分析文化系统与变迁以及哲学

观念体系的基本方法，从而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有一些基本认识。

（教务处邓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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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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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91 1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1 11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15 15

4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115 114

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15 15

6 法学院 法学 114 114

7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168 167 3

8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92 92 1

9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88 88 2

10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 45 45

11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104 103 11

12 国际经贸学院 电子商务 34 34 2

13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9 169 24

14 国际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 121 121

15 国际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 225 224

16 国际学院 金融学(国际金融) 205 205

17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145 145 26

18 会计学院 会计学 323 317 76

19 会计学院 会计学(ACCA 方向) 113 159

20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395 394 40

21 金融学院 保险 41 40

22 金融学院 金融学 381 376 29

23 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管理 24 24

24 经济学院 经济学 106 104 1

25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城市规划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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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学位

人数

专升本

人数

2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房地产经营管理 34 34

27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40 40

2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86 86

29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27 27

30 人文学院 广告学 24 24

31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17 17

32 人文学院 新闻学 23 23

33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6 16

34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1 30

35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40 37

36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42 140 48

37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42 42 8

38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 31 31

39 统计学院 统计学 127 127

40 外国语学院 日语 36 35

41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21 121 39

42 信息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39 39 3

43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5 91 17

44 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03 103 18

45 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33 33 1

46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76 76

47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 64 64

48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 64 64

49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数码设计) 67 67

50 艺术学院 音乐学 54 54

51 艺术学院 园林 68 68

合计 4658 4628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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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届就业情况总结

我校 2012届共有普通本科和高职毕业生 5654人，其中普通本科共 49个专业（含

方向）98个行政班共 4700人（含延期至 2012年毕业生 27名），新增市场营销（国

际市场营销）专业首届毕业生 45人，高职涵盖财务管理等 14个专业 954人。毕业

生人数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就业任务依然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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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高职毕业生初次就

业率 92.66%（全省平均 85.37%），普通本科初次就业率 90.51%（全省平均 86.33%），

排名均居全省第一，普通本科常规就业率达 56.83%，居全省第一。这也是我校“十

一五”以来就业率全省排名最好的一年。为了在稳定就业率的同时不断提高毕业生

就业质量和就业层次，今年出台了新的《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实施办法》，

规范了就业率的统计工作，特别是对常规就业率的统计工作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常

规就业率比去年略有下降，但基本完成学校 “常规就业率确保达到 60%，初次就业

率达 88%以上”的目标，这是全校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晶，更是各基层学院辛勤工作

的结果，为顺利实现学校“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令人欣喜的是，我校就业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肯定。7月 17日，国务院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就业创业工作表彰大会，我校喜获“全国就业先进工作

单位”称号。在受表彰的 238个单位中，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及

我校等 15所高等院校。9月 20日，201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总结宣传工作现场

交流会在湖南长沙举行。党委书记廖进球代表学校作了题为《固本疏源，重基求新，

以培养“创业型人才”促进就业工作》的主题发言。阐述了我校的就业工作理念，

和“以培养创业型人才促进就业，坚持‘两手抓’、落实好‘五化’”的就业工作路

径，我校的做法和取得的成绩得到了与会同志的高度认同。

一、2012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数量

我校 2012届共有各类毕业生 5654人，其中普通本科 4700人、高职 954人。

表 1：我校近六年普通本科、高职毕业生人数

年份

毕业生层次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普通本科 3988 4026 4477 4252 4479 4700
高职 2656 1791 1327 1520 1262 954

全校合计 6644 5817 5804 5772 5741 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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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我校近六年普通本科高职毕业生人数柱形图

（二）就业率稳中有升，就业质量较高

截止到 9月 1日，我校普通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0.51%；高职毕业生初次就

业率 92.66%，本专科毕业生就业率均排名全省第一，普通本科毕业生升学率 9.91%，

与 2011年（升学率 9.65%）有所提高。普通本科一次性就业率比 2011年提高 0.49
个百分点；其中常规就业人数 2667人，占总毕业生人数的 56.83%。

今年江西省教育厅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核查工作中，仍然委托第三方核查机

构——国家统计局江西省调查总队对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核查。我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经受住了考验，初次就业率由 2011年 90.02%排名全省第二，跃居至全

省第一位，达 90.51%，是唯一就业率超过 90%的本科高校，进一步彰显了我校毕业

生的良好就业状况以及较高的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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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我校近四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条形图

（三）就业行业流向

据统计，在我校 2012届 4700名普通本科毕业生中，考研升学 466人，出国 296
人，签约就业 3492名，暂未统计就业的 446人，其中：

（1）升学的毕业生 466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9.91%；

（2）出国的毕业生 296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6.30%；

（3）银行业就业 761人，占毕业生就业人数的 1/5以上，达 21.79%；

（4）会计行业就业 174人，占毕业生就业人数的 4.98%；

（5）保险行业就业 65人，占毕业生就业人数的 1.86%；

（6）公务员、教育行业、国家或地方基层、证券行业、部队就业人数分别为

39人、38人、33人、13人和 4人，占比分别为 1.12%、1.09%、0.95%、0.37%、0.11%；

（7）其他行业就业 2365人，占毕业生就业人数的 68%；

（8）暂未统计就业毕业生 446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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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2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图

（四）就业区域流向

据统计，在我校 2012届在正常签约就业的 3492名毕业生中，其中：

（1）江西省内就业 1207人，占就业人数的 34.56%；

（2）广东省就业 949人，占就业人数的 27.18%；

（3）浙江省就业 202人，占就业人数的 5.78%；

（4）上海市就业 173人，占就业人数的 4.95%；

（5）福建省就业 128人，占就业人数的 3.67%；

（6）江苏省就业 113人，占就业人数的 3.24 %；

（7）山东省就业 71人，占就业人数的 2.03 %。

（8）其他省市就业 649人，占就业人数的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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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12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区域流向图

在广东省内就业的 949人中，其中深圳市就业 454人，广州市就业 216人，佛

山、东莞、惠州、珠海、江门、中山分别就业 74人、65人、28人、21人、19人和

16人，占比分别为 47.84%、22.76%、7.8%、6.85%、2.95%、2.21%、2%、1.69%，

广东省内其他地市就业 56人，占比 5.9%。

图 5：2012 届本科毕业生广东省内地市区域分布图

在浙江省内就业的 202人中，其中杭州市就业 87人，宁波市就业 31人，温州

市就业 28人，占比分别为 43.07%、15.35%、13.86%，浙江省内其他地市就业 56人，

占比 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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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12 届本科毕业生浙江省内地市区域分布图

在福建省内就业的 128人中，其中福州市就业 55人，厦门市就业 48人，占比

分别为 42.97%、37.5%，福建省内其他地市就业 25人，占比 19.53%。

图 7：2012 届本科毕业生福建省内地市区域分布图

（五）考研升学区域流向

据统计，在我校 2012届考研升学的 466名毕业生中，其中：

（1）考取江西省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生 191人，占升学人数的 40.99%。

（2）考取北京市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生 50人，占升学人数的 10.73%。

（3）考取广东省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生 48人，占升学人数的 10.30%。

（4）考取上海市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生 44人，占升学人数的 9.44%。

（5）考取湖北省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生 34人，占升学人数的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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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考取四川省、福建省、浙江省、辽宁省、天津市、江苏省、湖南省等省市

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生分别为 17人、11人、11人、11人、8人、7人、6人，占比

分别为 3.65%、2.36%、2.36%、2.36%、1.72%、1.50%、1.29%，考取其他省市高校

或科研机构研究生 28人，占比 6.01%。

图 8：2012 届本科毕业生升学区域流向图

二、一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校院两级共同落实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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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亲为、带领就

业工作同志开拓就业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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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第一责任人的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更加重视和支持就业，健全相关制度，出台有力

举措。校、院两级“一把手”工程得到了更好的落实，就业目标更加清晰，工作职

责更加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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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实施办法》和《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生就业工

作奖励办法》等制度的修订，进一步调动了广大教职员工，特别是毕业班班主任的

工作积极性。我校就业形势总体向好，较好实现省教育工委提出的“充分就业、体

面就业、公平就业、安全就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工作目标。

（二）强化管理服务机制，日常工作做细做实。

1、坚持就业例会制度，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继续坚持开好每 2 周 1次的就业工作例会，以及就业阶段性工作会议、毕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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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支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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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了就业工作

能按计划有序稳步推进。

2、推动就业信息二级管理，及时掌握毕业生就业状况。

我校校院二级就业工作信息系统的实际使用在全省各大本科高校走在前列，系

统的实施，让就业职能部门、本科学院、就业专职人员和毕业班班主任能实时录入、

掌握毕业生就业动态，促进了就业工作的信息化建设。

3、热情周到接待好每一家用人单位，耐心细致服务好每一位毕业生。

作为企业用人和学生求职就业的交互桥梁和平台，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对每一个

进校招聘的用人单位都用心对待，争取在我校能招录到满意学生；中心同时承担着

毕业生的就业管理和服务职能，对电话咨询或前来办理就业相关手续的毕业生同学，

相关工作同志都给予耐心解答，认真服务好我校毕业生。

4、充实完善用人单位信息库，建立常来常往朋友般的互动关系。

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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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继续推行就业市场开拓项目化管理，共享资源提高实效。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在就业市场开拓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细化

工作机制，提高就业市场开拓实效。每次就业市场开拓活动从开始到结束都有详尽

的实施计划，工作目标和走访路线和开拓小结，确保就业市场拓展工作的实效性。

近年来我校对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地的就业市场开拓工作，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引进杭州联合银行、宁波通商银行、宁波银行等多个城市商业银行，为

下一步更多接受我校毕业生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强化落实就业指导教育，大力开拓就业市场，办好校园专场招聘会

1、就业指导工作得到细化落实和加强。

各级就业工作同志都普遍认识到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教育对学生就业的积

极促进作用。为提高全体就业指导老师的水平，4月，招就处聘请北京仁能达公司

对就业指导课教师进行了专题培训。目前，我校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已

100%覆盖在校本科生；为 2012届毕业生举办免费“公务员考前冲刺培训班”，全校

有 400名毕业生参加了培训，提高了毕业生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应试及面试能力。各

学院结合专业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将专业特色、过程培养和就业指导

相融合，对学生个人发展与成才更具现实指导意义。部分学院在学生考研复习过程

中给予了重点的关怀和指导，为毕业生提供了优良的学习环境，安排老师进行专门

的辅导。就业指导和就业跟踪督查实行了更加精细化管理，专业导师进楼栋，帮助

解决学生择业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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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继续推动校企合作，为学生实习实训和就业搭建更好的平台。

学校继开设“招商银行班”、“兴业证券班”、“泰隆银行班”、“民生银行班”，的

“订单式”培养模式后，2012年与深圳市雁联计算系统有限公司签订奖学金设立协

议、与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共同开设“雏鹰计划”班，为企业“定制”

人才。“订单班”等校企合作方式的更新，为学生提供了实习实训机会，吸纳了高质

量的就业单位，得到用人单位和广大毕业生的欢迎。

3、毕业生就业市场拓展工作得到加强，实效开始显现。

学校继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深入各地拓展市场，重点走访了用

人单位和岗位需求潜力较大的地方性商业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相对对口的行

业单位。近一年相继开展了济南、潍坊、青岛、烟台、威海、深圳、广州、东莞、

中山、珠海、佛山、福州、厦门、泉州、漳州、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丽水、

金华、衢州、绍兴、嘉兴、南京、无锡、扬州、张家港、连云港、宿迁、盐城、泰

州等 32个城市的就业市场开拓工作，走访了用人单位 350余家，特别是加强对山东、

苏北就业市场的开拓。各学院也都在拓展就业市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原定在两

年时间内走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地方性商业银行的计划已

初步实现。2011年、2012年，浙江、江苏、福建等地以地方性商业银行为代表的用

人企业已纷纷录取或即将进校招聘我校学生，为毕业生的就业构建了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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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为 2012届毕业生共举办校园招聘专场 348场，提供岗位需求

信息 12868个；举办了“江西省高校 2012届财经类毕业生专场就业洽谈会暨江西财

经大学 2012届毕业生供需见面会”，165家单位参会，为毕业生提供了 3600个工作

岗位；举办了“2012届毕业生春季供需见面会”，80余家企事业招聘单位，提供了

近 1000个就业岗位；会计学院主办了“第三届 CFO 高端论坛暨会计专业校园专场

招聘会”，来自近百家国内知名企业和大型上市公司带来了 2000多个岗位；国际学

院主办了“金秋国际”大型校园双选会，共 62家用人单位携 1300个岗位来校纳贤；

职业技术学院主办 2012届毕业生双选会，51家单位参会，提供就业岗位 3200个。

其他学院也都分别举行了不同形式的招聘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会计学院举办了专

场招聘会 66场、金融学院举办专场招聘会 63 场、信息学院举办专场招聘会 23场、

软件学院举办专场招聘会 40场、艺术学院邀请了 25家企业进院招聘，经济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建立了用人单位数据库，并与相关单位保持经常性联系。进校招聘单

位总体保持较好水平，招聘单位质量高，经济管理类人才需求旺盛。

三、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校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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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问题大多长期存在，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不懈努力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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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现有：

（一）还需各学院、各部门更加重视，全员化的就业工作体系仍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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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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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几年进校招聘单位的增多，

招聘、面试场地的安排矛盾日显突出，希望学校能对蛟桥园校区现有场地进行改造

和完善，使用人单位对我校的就业服务更加满意，为迎接省教育厅对全省高校

2010-2012年度就业工作评估作好准备。

（二）还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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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比较薄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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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咨询、职业规

划教育力量单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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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还没有建立常态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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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指导课程建设不够完善，没有纳入正常的教学计划中，以开设必修课的要

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要尽快按照就业评估的要求成立就业指导教研室，充实就业指

导教育力量，提高就业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职业咨询和指导水平，抓

好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的常态化建设，适时地开展个性化就业指导，建立日常的

就业咨询接待制度，教育和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帮助学生合理规划职业

发展和实现就业。

（三）就业市场专业需求差异仍然较明显，非财经类专业就业难度大。

我校是财经管理类专业学校，受此影响，用人单位来我校招聘的多需求为会计

学、财务管理、金融学、保险、统计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等财

经类专业，对非财经类专业诸如艺术设计、园林、英语等专业需求不大。这种需求

差异，从近年来进校招聘的企业行业性质和提供的岗位和数量等也显现出来；蛟桥

园是我校财经管理类专业聚集校区，而麦庐园是非财经类专业聚集区，熟悉我校情

况的用人单位多愿意选择在蛟桥园招聘学生。财经类院校的财经类与非财经类专业

在就业市场上的需求差异，在短时间内不可能避免；能否尽快缩小这种需求差异，

尚需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从生源招收、人才培养和就业推荐上，特别是如何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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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专业融入到财经类院校中，既体现非财经类专业内涵又不乏“江财”特质上下

更大的功夫。

（四）部分传统就业优势专业优势有弱化的趋势，就业竞争压力增大。

如我校在金融相关行业就业有优势的金融学、会计学等财经类专业，今年始五

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交）都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进行招聘的方式，这些就

业的最大客户群单位相应减少了直接到我校的对口招聘，在全国统一考试时全国院

校和几乎所有专业都一视同仁，传统财经类的优势专业受非财经类专业竞争压力越

来越大，越来越多金融行业用人单位在招聘中不再局限于金融学等专业，有的考虑

二专是金融或相关专业即可，有的甚至对专业无特别限制，挑选范围更为广泛。非

财经类专业如何体现出“财经”特色，财经类专业如何找寻新的需求增长点，是我

校需共同给予关注的问题。就毕业生个体而言，在就业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综合素

质、具有专业技能或其他文体活动技能，比单纯学习成绩优秀具有更强的就业竞争

力。

（五）部分专业因生源问题已影响到人才培养和学生就业。

问题主要集中在我校非财经类的部分人数较少专业。如有些专业在招生时多为

外省生源，而且多为调剂生源，人数原本较少，且录取分数相对较低。很多学生对

原专业不感兴趣，加上转专业考试转出部分到其他专业，最后留下的学生人数少，

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整个学院年级学生数不抵个别热门专业一个班级学生人数。生

源问题所导致的教学、管理及就业等环节较其他财经类专业困难。

（六）部分高质量就业单位校招效果不好，有效就业岗位浪费现象严重。

就全校范围而言，提供的有效就业岗位的数字远远高于数倍以上的毕业生人数。

参加宣讲会、笔试和面试的学生多，最终签约的学生少，形成鲜明反差，其中既有

用人单位筛选原因，更主要原因还是毕业生不能理性定位，进入录用名单而又犹豫

不决，采取不签约的观望态度，签约后不报到或违约，既浪费了有效就业岗位数量，

也给用人单位造成了不良印象。台州银行是我校去年 9 月份费力引进首次来校招聘

的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经过层层筛选，从近 760多人中挑选出 59名毕业生进入实

习及签约名单，但最终只有 9名学生报到，而今年 9月份我校走访台州行时，留在

台州行的我校毕业生只剩 4人。而如浙江稠州商业银行等单位，也因为 2011年进校

招聘效果不良而推迟或搁置今年的进校招聘。此外，我校举行的部分专场招聘会，

参加应聘学生不多，特别是一些专业针对性较强的单位参加人数少，提供有效就业

岗位多，但实际签约学生少。

（七）毕业生就业心态仍需调整，个性化就业指导还需继续深入。

如毕业生就业期望与实际能力存在差距，企业提供岗位数与实际签约数相差悬

殊；部分学生过于乐观，未能切合实际准确定位自身能力与职位；不少毕业生同学

将就业寄托在公务员考试上而不积极求职应聘；部分同学认为就业是学校和老师的

事情，与己无关，对就业抱着“你急我不急”的心理。就业心态问题，既有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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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方面原因，更多的是受学生家长和朋友，毕业生师兄师姐影响，以及由整个社

会环境氛围所造成。根据毕业生具体实际情况，给予相对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和帮助，

是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发展的方向。进一步纠正就业心态，需要社会、学校、家庭

和毕业生本人的共同努力。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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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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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引导毕业生参加国家和地方项目，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多渠道就业的效

果不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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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毕业生参加国家和地方项目，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多渠

道就业。努力做好“三支一扶计划”、“农村特岗教师”、“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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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部分毕业生中依赖学校、家庭、社会的思想仍然存在。

无论是财经类毕业生还是非财经类毕业生，就业时都有部分学生存在等、靠的

依赖思想，“不着急”的学生普遍存在。这种依赖思想原因有二：一是受传统的就业

观念的影响，一些毕业生还没有完全走出计划经济时代下统包统分的体制思维定势，

没有适应“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要求；二是存在一定惰性，存在“不着急”、“无

所谓”的思想，总是不愿意自己主动去努力，就业主体意识不够。

四、2013届毕业生就业工作要点

1、指导思想：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以上级就业主管部门的有关文件

精神为指导，按照“立足校园抓就业教育、立足社会抓就业市场”的工作思路，坚

持以学生为本、落实好“五化”。

2、工作目标：确保 2013届毕业生“常规就业率达 60%，初次就业率达 88%以

上，年终就业率达 90%”。

3、工作重点：稳定签约就业率，全面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和就业层次；迎接省

教育厅 2010-2012年度就业工作评估。

4、工作措施：

http://www.whpx.net/peixun/?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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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点加强校外就业市场开拓工作，办好校园专场招聘会，提高就业指导和服

务水平；举办大型招聘会 4—5场，校园专场招聘会确保达到 300场以上，提供有效

就业岗位达到毕业生人数两倍以上。

②进一步规范毕业生就业方案报送工作，严格把握省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就

业核查标准，减少在就业核查中诸如个别毕业生因单独办理出国派回原籍等原因而

导致的未计入就业率等问题，避免事倍功半。

③完善就业率的统计办法，加大就业奖励力度，实行“双考核双奖励”。

（招生就业处曾祥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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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保险专业

刘晗涛 洪文显 高白云 王天鹤 胡磊理 郭 瑞 郭瑞媛 刘小燕 肖 莎
刘 灵 谢 月 张 强 艾思辰 吴美容 胡 芮 罗嘉欣 胡 蒙 肖招娣
郑凌鹏 郑巧巧 张璐茜 张丁松 罗 辉 曾秀平 舒慧君 周乾惕 彭 澄
王浩舟 梁玉龙 刘玉婷 钟检萍 陆 涛 吴 红 刘元新 王铭泽 朱祉璨
李子龙 劳业雯 陈斯怡 胡 立 彭 霞

财务管理专业

范志磊 刘世勇 邓 芳 王道辉 李玲娜 苏日娜 隋 吾 兰 杰 王晓旭
王慧桀 庄 琳 洪亮亮 赵思彦 郭文娟 李贵文 龙延香 唐 颖 刘赟辉
易志超 欧雅羚 谭伟秀 陈艺媛 余洪根 陈柏林 彭碧丹 祝园园 管芳伟
江有根 王文婷 俞旖雯 李 洁 蒋和武 李梦芝 吴娟娟 李 兵 吴 琼
刘 敏 朱应求 朱文荣 余新煌 叶 凡 徐宏飞 吴泽标 昌 黎 张 冰
冯文渊 张翠林 黄 敏 覃筱琰 杨晓文 何泽光 贾 昱 周 燕 陈 瑶
马雯娟 邱超云 俞婷婷 热依娜.买买提 魏 晋 冯 源 马 韬 丁 源
吴 丹 陈梅真 艾 鲲 邓晨北 邹顺强 刘军平 罗瑾瑜 黄琼佩 易玉玲
李 洁 陈艳辉 敖清清 黄 志 边友华 朱新江 彭丛丛 罗小明 邱丹萍
付远芳 陈 桑 何赛娇 王孟玫 付正义 袁刘姝慧 叶骥冬 凌 宇 罗珊珊
骆利利 邓嘉望 邬思鹏 彭淋艳 徐 志 陈 婧 黄文凤 刘肖艳 刘晓燕
周 爽 周楚瑜 马舒婕 黄 娟 马晨景 贺蓉蓉 张杰熙 石佳玉 姬晓南
张灵鹤 苏 博 王 丹 万慧彬 高 萌 蔡望玲 龚飞燕 王 顗 汪子凌
方 文 林 辉 王 玥 闵畅畅 周 倩 敖福金 张钰茹 江小红 康丽云
黄晓阳 刘海洋 熊欣怡 简 瑞 应鹏飞 邬勇鹰 崔 博 魏金文 王 哲
彭梅芬 万影荣 许文琴 王春霞 肖学武 李学萍 张韶能 刘 鹏 项建芳
刘智兰 谢旭华

财政学专业

朱甜甜 萧建中 余 璐 陈志强 格旦卓吉 孙振宇 任 爽 殷 正 陈沛沛
黄冰凌 戴家栋 魏盈盈 赖正福 刘仁祥 彭高斌 刘元君 方有辉 钟应京
葛展宇 梁 云 喻萍萍 刘玉婷 赖文庆 江 洲 吴常清 吕海英 舒思林
蔡园园 杨 凌 张诗卉 尧波阳 鄢晋克 欧先泽 李 晔 马 翔 王润珠
刘 伟 严 芳 袁 源 王 晨 肖莉娜 王 崟 吴 湟 萧惠中 杨荷妃
任文波 祖余良 许娴婷 郑 贤 张承杰 姚毅强 陈博文 蔡典典 范德行
曾新亮 邱金有 黄绍飞 朱 青 罗开宝 李 盛 朱 鹏 陈柳余 李 丹
黄 鹏 刘婷婷 陈丹丹 练良斌 官 翯 王家云 洪 政 管祉妍 胡文涛
黄 忠 唐 进 曹乃琪 余 翔 樊 义 朱美容 方 勇 简慧鹏 姚 瑶
林锦光 解雅莉 张 娜 彭 磊 彭拥军 张盼盼 陈林祥 苏卓瑶 曾丽娟
王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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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专业

陈淑娟 王 娜 胡 馨 付君君 伍恒晓 魏 旋 易圣星 朱记霞 黄灿波
王 飘 曾剑平 杨舒影 周 晴 张丹丹 梅小艳 李 倩 王林晅 马 莹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龚庆亮 甘志军 李姗姗 舒 悦 万彬彬 龚志琴 张承亮 郭啸军 陈伟国
刘富铭 况俊文 李志明 周朝辉 董 闵 朱文伟 周金亮 潘文军 孙益坚
付斌开 夏 欢 柯 云 游 庆 廖 波 张明智 黄希明 骆金伟 李姜萍
欧阳雯冰 欧霞丽 符想平 魏 江

电子商务专业

李金玉 关茗予 柯 竞 林美丹 朱金全 钟嘉明 郭 东 杜国斌 兰海英

谢志雄 张 琦 陈国珍 朱辉云 管文雯 刘 婷 徐有能 张 玉 杨雅洁

柯 佳 戴乐玲 扶慧芳 刘汤琪娜 李 洁 张 敏 邹 琳 田 李 齐 晗

张斌桥 付文静 白前程 谭天姿 陈明红 冉晓瑞 周丽萍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朱晓迪 李 俊 刘一傲 刘立坤 贾赛赛 喻 滕 魏思思 黎 科 谢俊伟

邱元瑞 温 坚 张艳珍 胡海强 阴小龙 周 群 蒋汤翔 刘 安 张庆阳

李 露 邱胜林 周海宾 许亚洲 辛 杰 宁东升 刘路平 熊小志 曹科庭

江 建 江千四 施丙文 郭吴佣 彭 欢 蔡晓燕 刘娟平 曾祥东 李 亮

李秀梅 陈虹冰 莫明丹 周 文

法学专业

麦键芳 尹 迪 瞿 硕 陈 珍 徐骏翔 王岸丰 刘理毅 王 敏 周 玥

李杰清 杨 璐 李丽杰 周柳岑 靳明睿 沈 慜 陈 丽 胡志鹏 李晓春

章诗玉 廖志强 陈 聪 罗海芳 李丽萍 刘 津 朱小华 敖 艳 刘文礼

周玉萍 刘美秀 刘官清 张旭东 李高见 章志金 邓小京 邱莉莎 程志军

黎德清 彭 骏 黄 菁 张敏侦 帅龙生 刘珍香 汪景运 操志楠 韩 柳

曹 娇 杨 晖 陈双全 吴若曦 吴俊芬 何诗仪 黄广权 庞 丹 邓迎彬

吴世友 石汶川 何义义 张 挚 段娅玢 陈俊宁 张稼林 邹凯迪 吴雪梅

宋 敏 吴忠伟 董 玮 陈春金 易昌斌 胡文涛 周丽萍 赖晓鹏 张玉凤

刘 可 叶兰清 谢德城 尧玉婷 陈礼平 张 玙 李 芳 张 海 何 芳

廖水英 徐国荣 周鹏英 黄小斌 曾 斌 李 婷 文 静 周保国 虞洪伟

汤世清 陈艳玲 梅 峥 曹达文 王永富 方 园 岑明灿 陈泽丰 饶亮亮

孟德雯 余 松 肖 婳 陈 丹 莫梦丽 李 薇 景 捷 黄定豪 陈 辉

陈朝亚 王朝霞 胡继刚 赵艳妮 翟 磊 王 婷



121

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

阿布都热合曼.阿吉 郝登超 王雁飞 胡 伟 张梦然 高 喆 王诗桐 李沛峰
金 翔 罗佳丹 刘丽萍 舒国龙 涂佳玉 陈伟涛 罗来杰 黄敏强 屈志勇
曾 凡 康宜俊 傅海蓉 左小花 余国梁 刘成文 罗丽君 张武平 邱常俊
胡啸龙 张冉冉 邓盛光 韦翠颖 汤燕桦 贺志鹏 王心怡 杨瑞敏

工程管理专业

李 军 涂 妙 王婧嫣 狄兴媛 石静武 孙卓然 毕筱筱 杜伟伟 王 云
黄金花 廖林荟 李怀武 邱利杰 徐盛林 邓国祥 符雅靖 夏 梦 徐 飘
吕 辉 吴力伟 熊 然 丁小燕 洪腾云 何方义 周 铭 吴炜浩 陆国勇
王黎明 程南池 周寰宇 王 鹏 胡 健 江 雯 付 威 叶 栋 刘 畅
戴何欢 秦夕又 李思颖 汪东杰 李兆龙 陈一席 周 翔 潘求平 谢 川
张孝锬 刘 璐 赵 帅 汤明辉 陈 云 闵志康 胡亚云 万 依 曾令林
周伯福 何婉秀 罗重英 邱欣德 涂永清 孙 莎 张 星 蔡杭霖 付思敏
杨颖莹 刘淮喜 申茹烨 纪 伟 徐 群 包 凡 李骏翔 吴林柏 胡国军
周 蚌 曾俊佶 曾文德 涂安超 张 良 陶丽娜 刘 昱 郑 乔 伍乔夫
邵 娟 李 凯 戴艳霞 卢永银 龙满祯 江 欢 蒋 兵 曾 丽 张永纬
妥延军 苏娟娟 阿斯艳.尼亚孜 施齐星 彭树森 张天元 朱林燕 巫进德
陶 涛 廖 能 黄利冰 廖为祥 王声健 郑云燕 黄日贵 侯泽中 聂丹凤
谢海萍 罗 辉 熊 冲 余晓芳 王 军 龚静雯 易敏梓 陈 凯 程小莺
袁刚刚 龚剑丽 谢梦晨 纪江明 许亚玲 黄志康 黎亮辉 周光禄 周云昆
柯晓娜 翁幸旺 余黎滢 王爱霞 姚 琪 王 磊 黄小娟 邰大蔚 王文甫
吕庆田 肖海燕 罗祖贵 刘 芸 吴丽萍 王 菁 李嘉祺 卜立琼 郑丽雄
古力加马力.夏依丁 李 峰 朱 婧 李振豪 严晓明 徐崇涛 陈 帆 赵 伟
明晓东 刘 莹 刘智明 吴 辉 欧阳琳 袁 芳 袁 转 陈 胜 陈 婷
赖来军 兰慧珍 邓九冬 刘正龙 曾婷婷 刘雅琦 巫兴龙 陈 娟 周维军
占 妮 金赛赛 涂 燕 魏 涛 卢 星 王春梅 邓新强 李 辉 李 劼
付建洋 胡 纯 崔红招 钟圆梅 廖 勇 李瑞帅 朱海燕 庞 志 何雯雯
符方芬 王 非 杨 勤 程君帅 何 慧 原伟峰 冀 璇 王 勇 李婷婷
薛 烨 刘亚萍 覃文楚 罗 敏 刘文军 何伟平 黄石宝 薛云飞 鲍 扬
王发芸 张小忠 石其洪

工业设计专业

邱宇帆 崔 杰 宋景召 王 婧 王伟龙 赵大悦 孙 琦 石 峰 许 雯
陈 龙 范孝神 许子涵 李鹏飞 杨 敏 何梦云 李建强 肖雅蔓 陈 枫
唐国珺 曾志斌 漆坛苑 柯利华 胡江海 李 婷 李兆盟 王卉阳 裴会格
李林源 魏 溦 董诗芳 潘思成 胡力方 覃金成 侯娟霞 陆道珊 孟庆龙
鱼燕翼 杨玉龙 武浩浩 董文雅 陈星宇 原 翔 崔馨月 肖 建 陈泽华
葛 霞 刘 云 林文思 钱 琨 熊 犁 李 娇 刘程晨 陈 津 陈剑强
胡 佳 曾永煌 张 芬 杨震宇 雷雨萌 过海升 王士榕 王亭亭 王新宇
范思芳 马 超 张晓鹤 黄光磊 程梦雅 周赣湘 杨 婷 黄华君 黄华影
谭 琪 李 进 豆瑞珍 吴姝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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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周俨然 施方圆 李伟民 郭晓芬 曾婷婷 王 梅 罗迟鹏 吕梦远 张卫华
李健聪 李建鹏

管理科学专业

封伟彬 梁小华 付武涛 付招霞 陈 康 吴 俊 张扬文 黄珊珊 刘琴英
童善杰 李 飘 章文明 程俊雄 储亚志 李 琼 闵 杰 刘怡亮 戴立平
苏忠祯 危文朝 段超波 徐文天 赵 鑫 周 钉 翁晓柳 彭 媛 劳兰香
刘思杏 林彦均 张 晓 熊思远 张万美 李 越 陈艳丽 王亚楠 王永睿
孙玲玉 刘诗雨 吴嘉海

广告学

胡娴慧 何 颖 张秀萍 杨运运 钱劲帆 傅 云 姜 帆 李志刚 彭焕亮
魏 丹 王 敏 刘裕彬 王君婷 吴海燕 涂 鑫 权 威 陈春彬 袁珊珊
潘丽云 杨皆飞 严 韬 李楚恩 雷淑端 李安雨娇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陈仙金 康银平 李瑞远 郭天楚 刘淑婷 熊学卉 刘嘉文 倪 贺 孟 鑫
刘 伟 夏冰燕 张晓文 翁敏端 张 娇 聂思媛 杨一鸣 魏 韬 李盛辉
刘小芳 曾翠英 彭玉亮 葛维婷 武 勇 钟文凤 龙乔梅 邹枝莉 郑仁冬
陈 鹿 严应飞 黄志娟 陈高龙 邹颖婷 汪 柳 李丽君 汪俊杰 熊 苗
王亚雄 易金彪 佟 哲 张茜佼 金 霄 肖玉青 杨登敦 刘亚明 谢 寒
杜聿婷 赵 飞 李树文 张乐乐 敖 青 向 往 沈忆亭 卢 西 叶 飞
仝 茜 高晓鸥 孟凡建 冯婷婷 梅昊月 丁逸峰 石友银 赵光雨 丘可英
胡嘉玮 高 云 谢 江 郭 蔚 陈 丽 游 欢 黄 宇 宋雪茹 肖 晶
杨喜凤 胡 晖 程良峰 郝晶颖 刘嘉伟 何亚薇 熊建强 周 瑶 杨科仪
艾淑婷 徐明有 汪秒乐 吴武荣 张鸿斌 陈维伟 梁安然 高惠梅 彭永健
罗 苹 邓 颖 欧阳凡歌 王洁琼 王春月 李庚凭 徐苏丹 王 颖 李思佳
何东晓 邱 锦 李梦莹 李 希 金上杰 董海地 曹 臻 芮振华 施 燕
黄 欢 徐思思 叶远茂 毛毅平 邹喜兰 谭淑方 欧阳珍 彭 凯 谭泽显
李淑芸 彭咪咪 陈 亮 王丽娟 张 琪 王 坤 胡赛兰 吴 显 杨华珍
卢 波 付 莉 陈灵婷 周智琴 张志强 艾秀萍 黄哲明 杨亚琢 黄晓莲
刘少龙 石凤娇 侯虹印 何彦霖 周青青 张译尹 杨彩珍 奚楠楠 戴 利
曾裕峰 聂 雨 聂 楠 廖 飞 罗学军 刘心怡 隋明月 曾金娟 陈 潇
贺 铭 钟丽萍 廖 群 黄志萍 杨小龙 章夏燕 张清林 王瑶婕 王文文
吕 芬 段君萍 肖芝兰 徐一舟 魏昌梅 张秀莲 魏 飞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专业

刘倩莹 王偲宇 陶超军 洪琳琳 李佳芸 陈 雪 刘伊江 祝逸騉 袁 帅
张 珏 钱 鹏 庄云虹 吴 琼 戴安琪 张文强 陈思霖 王震南 孙碧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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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盛辰 刘书盈 陈 曦 凌 斌 万方升 邹浩宇 龚泓旖 梁 骁 曾小艺
朱 帅 彭培翔 朱海琴 潘雨婷 曾 超 陈长喜 劳文婷 刘宏健 王 琦
段苏情 翟启帆 姚博艺 文 静 陈 蕾 符 贤 张 莹 苏 姝 潘 洁
吴显葵 张 宇 赵亮添 涂曼羚 涂希捷 刘 洋 鄢 翔 史筱茜 鲁祖德
胡骏原 黄少鹏 付 蓉 巫晟栋 张鸿渐 张林望舒 金 民 官鹏程 邹江华
刘艳萍 黄昱茜 陈骋程 欧阳红利 李小伟 何青袁 何建文 李诚明 徐 鹏
刘 慧 熊书捷 朱洪萱 黄 蕾 陈镜鹦 刘 璐 袁丝杨 施小茜 顾华维
张聪敏 冷 晴 杨 骏 张 俊 谢 易 刘波儿 余泽超 周晗倞 张亦雯
林旭松 朱传洁 殷 锐 靳广超 魏 佩 刘渝菲 徐 韦 王阳阳 樊 鹏
郑佳乐 李梦宇 段 昊 陈鹏飞 黄颐宜 汪 洋 吕莎莎 付道成 陈 瑶
张文添 陈 丁 何可人 陈 晟 徐 希 贺梦馨 朱瑞贵 施 雨 唐蔓若
吴 越 赖贤娴 隋 萌 刘 云

国民经济管理专业

吴冠华 章金祥 虞柏成 涂文军 张刚刚 翟艳雯 胡坤洪 林小霞 杨 洋
罗 燕 漆梦婕 甘亚君 蒋丹丹 梅若兰 陈明林 曾阿琳 叶 静 李 妍
李观锐 张 洋 李顾然 陈 熙 余 豪 陈雨虹

汉语言文学专业

晏红梅 徐文燕 刘 荟 胡剑锋 揭 玲 彭滕飞 聂 皓 韩和茂 杨 夏
汪璐璐 王文婷 胡粤华 夏少玲 魏连方 秦梁春 李德香

会计学专业

李悟长 刘永洲 赵竞辉 申美丽 刘华芬 张婧雯 江光荣 王子君 孙沐雨
唐 征 李 洋 霍卫杰 李佳芬 王 旭 刘华秋 金秋子 马肖靓 何 卓
刘志武 凌细梅 唐 薇 周 强 戴晓斌 李 学 张 椿 黄 茜 聂 诚
关紫颖 陈 旭 龚文琪 熊振亮 朱思倩 卢 闯 钟 珊 陈 芳 程 诚
江金萍 程子钦 段官敬 徐 飞 顾资平 漆姗姗 刘 艾 聂光光 李 乐
车秀明 朱轶楠 欧阳婷 邹 昱 杨 柳 吴为生 黄璞婧 廖亮亮 孙乾茜
林江维 刘 翔 钟德川 文春兰 梁晓茜 陈 洋 刘 瑜 刘 悦 刘开发
于天娇 沈 川 高 旻 吴林娅 李 丹 孙永强 曾警瑶 刘慧蕙 黄 娜
刘 放 邓 丽 付勇亮 陈思怡 万佳明 赖 彬 廖璐璐 梁 斌 易 丹
林昆平 周丽敏 陈益静 甘美书 邹 乐 陈 腾 聂星星 周 琼 邹 荟
胡国荣 俞晓春 夏寿明 康 云 朱国平 尧淑兰 叶 飞 张颖琪 吴 婷
武 强 李新星 冷文文 邓 梦 邓新祥 刘 娟 祝丹萍 陈蒙梦 林 云
张文琦 洪伟煌 何 红 李代龙 李 铌 陈苗辉 丁嘉营 陶方昕 郑霏霏
肖融冰 李 正 汤丽珍 刘美丽 闫政萱 王 淼 丁 硕 李 阳 刘思嘉
郑世耀 龚雪娇 李美玲 杨玄锴 高 颖 温思行 陈立恒 卢诗慧 李 伟
卢特丹 杨 洋 周建军 徐 娜 饶 珊 周 涛 黄翠颖 钟雅君 刘敏华
刘艺晨 何人梦 代 磊 丁立锋 李 洁 王润东 赖梦捷 黄琼诗 艾锋华
路盛伟 刘美庆 梁 烨 余亦超 祝 艇 周 兵 陈娟子 刘 玲 童金凤
谢 欣 王晓莉 张同林 彭 超 廖靖威 王小选 张 苧 陈继超 刘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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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融 陈叶韵 瓦娜拉.斯郎别克 万泽霖 赵 鑫 金伊辰 王 静 王 宁
李东权 姚帅寓 葛珊珊 宋玉祥 邹雪垚 刘旖华 张筱清 刘 娟 刘 巍
康展峰 汤 瑞 高宇安 唐 珺 杨文莉 游淑芬 丁学鹏 詹弦宇 李 斌
王丽媛 杨 斌 潘祺婧 郑嘉露 占自平 余志国 余 翔 黄 美 刘 斌
饶俊青 马艺雯 余志成 易玖华 薛 珊 汪 红 张亚伟 张 卉 廖凯敏
王晓璐 彭雪松 何 思 周泽隆 罗茜尹 唐顺静 章鹏宇 铁芸滋 刘晓莉
李晓蕾 谢砚云 周 璨 万 青 赖雁云 王翠兰 邹 丽 胡 瑜 秦 瑶
杨 蕾 程根林 杨笑博 章文昊 王婉烁 付 江 朱 晴 邹慧琴 王 玲
杨秋燕 江 妍 梅亚帝 余 颖 罗 璇 刘海宏 周 霞 周韩英 龚 芸
黄瑞玲 郭香华 彭碗玲 袁 刚 周满华 占五源 吴自婷 杨 丹 上官俊芳

洪 洋 聂淑萍 张丹杰 张 芸 曾志雄 李 露 范文文 桂诚诚 林 林
欧阳思思 谭晓娟 程宇恬 法 琳 汪 雪 周 静 胡嘉平 徐 晴 陈文鹏
梅 劼 吴彩云 张 霞 刘晓露 李凤扬 郭江华 叶 鹏 杨雪亭 樊 澜
程欣彤 邓艳丽 李 清 朱红艳 周小娇 吴少嫔 刘萌萌 付 宣 周丹洋
陈瑜明 黄礼洪 熊 娟 汪 盈 阳 芬 晏艳庆 杨英子 罗小芳 杨燕梅
丁声眉 江 雅 晏瑛瑛 程 秀 王玉华 黄文婷 肖莹莹 陈 斯 晏 欣
庄艳青 程军亮 赵春春 曾 艳 薛建华 姚 珍 黄泽永 沈宁楚 陈亚琳

会计学(ACCA 方向)专业

邓 平 朱茂枝 何欣维 李怡园 翁 强 郭昱伶 倪元晟 印 宬 丁丹丹
陈 琛 陈纾湉 张淑娟 陈建明 魏心蕊 罗 彦 余志斌 张羚晖 熊可卉
李惟安 雷诗云 胡 昆 何 茜 肖云静 翁 丹 段 洋 黄 奕 张思园
周 炜 李茵琦 袁玉萍 徐偲偲 王绍蕃 彭海波 李彦婷 吴 丹 徐昱丰
车 蕾 钱希撼 熊梦婕 黎 杰 练瑶瑶 王 潇 朱晓颖 邱嘉祺 曾英嘉
钟一鸣 应 敏 徐毓敏 郑 海 韦 玮 叶 超 周绎哲 周哲敏 谢玉婷
刘 燕 岳 伟 蒋孟伶 宋 祺 肖映雪 刘 斐 黄 智 朱 智 陈 鹤
俞 茜 刘宇轩 余 越 刘雅薇 林超群 谢晓茹 徐 璐 罗 俊 熊博俊
吴田甜 涂鑫宇 杨 思 唐可歆 王中岳 刘 妍 魏 源 刘玥涵 余 曌
毛盛琦 陈 浩 曾逸姣 廖丽娟 贺泽宇 王亚琳 毕林健 管芸芸 姚 荔
欧阳克权 姚雨昕 周梦茜 廖 琦 曾梦蕾 尧亚彬 熊亚庆 周 灏 柴 婧
陈登明 蔡 晋 危啸风 郑 丹 齐英豪 王 远 汤小菲 龙 婕 龙际李
洪亚娃 孙 萌 刘芳池 霍一鸣 彭逸如

会计学(国际会计)专业

邱 军 程 杰 闻 晓 何 薇 李苑霏 秦琦艳 李 阳 封鹏辉 朱 睿
沈丽芳 刘雪萌 林 瑶 余显文 彭程程 王思聪 王康琪 胡 佳 徐虔翔
陈 雯 陈锦玉 黄 玮 刘 畅 杨易乔 周 娇 武静文 盛映红 谢 睿
周梦霖 吴亚文 彭若颖 南 阳 翁碧薇 于俊影 任 杰 马旭昇 姜晓红
丁也陶 杜 文 李 娜 邓 鑫 樊 锴 刘毕爱特 陈斐媛 李 鑫 刘真珍
刘毕诺 邹文婷 章 虹 曾 骁 肖 滢 汪瑜笑 高雪菲 阮益瑶 温亦吉
曹 喆 陈一丹 刘江旻 蒋 旭 石碧纯 胡 怡 李居儒 谭 早 符倩凝
黄 腾 赵思懿 吴洁莹 李艺偲 李 松 唐 颖 计琼艳 李治平 刘 涵
胡攻学 刘昕伊 杨骏驰 熊 珊 李潇妤 刘 源 陈 娇 罗晓晨 袁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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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梦婷 宋雨晴 杜 晶 蓝 力 寇 源 宋徐韬 钱 晨 周心怡 杨小鹏
万冠达 罗玉婷 陈 铭 徐天赐 饶承越 谢家琪 周子泓 文雅晴 汪俊琦
刘雨琪 肖 翠 周晨咏 方怡雪 戈 挥 付 振 吴 翩 徐 坤 胡峥峥
徐超婧 汪洋一粟 余萌茜 黄 琼 夏 婷 李文娟 冯 凯 戴 舒 杨 雪
黄 蔚 黄靓涵 罗朱一枝 郝 哲 张佳莉 邓明慧 喻阳琛 张劭天 邓仲奇
汤笑瑜 林 旭 傅琬恬 陈 草 杨妍珺 刘东尧 刘 觅 王歆翔 吴雅琳
黄清萌 杜虹琳 龚 睿 陈 航 赵丽洁 赵宝琪 曾珊珊 陈 骁 潘健芳
徐 柔 李 昂 刘白翎 顾元钦 王砾苑 康 棣 谭琰冰 曾 凡 李 琴
胡梦宇 吴 倩 李 源 管 凯 汪 倩 刘 聪 徐 婷 李 禄 朱常识
赵 琪 黄臻颖 王 俊 李思婕 董轶群 简文丽 李笑菲 任弈林 苏 路
沈其凤 刘诗吟 张思敏 黄雪儿 关雅荃 周佳嵋 丁立豪 王子轩 齐 荻
李 超 沈 悦 杨 赛 陆鸣阳 刘一览 欧阳惠美 李 俊 吕 冬 牛梦琦
王 珏 黄博文 黄 訸 兰 希 徐 娜 陈 波 张星琳 夏睿妍 魏晓慧
熊勇强 斯嘉雯 于海静 卢 沁 蓝紫君 聂盼桥 许祖豪 伍建平 李佳玥
罗 灵 汪玉婷 魏 芳 陈恺超 陈小芳 张泓安 左倩秋 胡 旻 李 丹
徐雪辰 米 克 马喻晓 向 涵 俞天南 邝惠琼 杨 思 王 菡 钟 晨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

廖 欢 傅小昱 杨晋博 钟治景 胡理群 张宏硕 黄 勇 黄哲元 刘程业
廖美蓉 李弘杨 宋 健 丁 群 陈 琪 胡碧薇 徐昌梅 胡保良 毛兆瑞
陈薛婷 宋 昆 王卓亮 王若萱 殷成韵 蔡 骏 宋勇龙 杨涛涛 徐 行
王 骅 田孝福 王 佳 罗兴捷 龚瑞雯 刘维洁 付钰晖 黄子婧 钟淑萍
谢 鑫 段丽玲 易 鑫 吴 婷 罗海涛 陈 芳 杨 武 傅蒙意 郭祎琛
林 琼 梁 荣 方彩萍 彭亚芹 张建波 林洪花 邱 珩 蒋文婷 庄传勇
刘 洁 潘柏荣 何梦云 全 斌 肖 苑 汪 婷 邹晓鹏 曾 根 朱 敏
朱芬芬 吴 波 王 川 占亚丹 谭 兰 周玉哲 陈 亮 郭维娅 龙书林
马彦希 张向娟 于 濛 李晨睿 雷碧芸 杨 勇 刘俊艳 周 阳 石游悦
钱 霖 胡长虹 熊 贇 龚智亮 涂 丽 徐梦雅 邱璐璐 黄慧云 何文富
喻 敏 罗钦月 钱少波 梁 丽 杨 升 廖梦琴 陈经珑 赖文静 欧阳惠芬

曹国华 俞金花 余 悦 杨柳青 丁 妤 郑 阳 吴欢群 郑继平 施阳阳
廖慧凡 付 贝 陈 胜 黄 秀 周 婷 刘小华 邓怡骙 杨 丹 汪 琛
陈斯洋 张金华 孙文娟 占 娜 刘 倩 黄小博 刘政材 陈蔚宜 王星雨
申妙云 吴珺菲 李婷婷 马浩天 付 萌 孙凤羽 倪小雅 李冯蕊 傅 鹏
张雪阳 吕希琳 朱阿静 张丽婷 钟 珍 温俊超 钟瑞明 周 环 邓国群
何湾湾 刘如安 周 洋 宋心瀚 谢 彬 习珍珍 王 晶 杨建华 汪 洋
周晗琛 陈忠平 余 琴 余 琪 廖 伟 徐红莲 余 晨 李 明 胡思伟
周正猛 周海琴 邹小玉 丁绍华 刘小双 陈 骐 陈昳丽 李 丽 喻 偲
段 莹 郑 成 张伊琳 孙迅飞 董 岩 叶小舟 赖 玲 第婷婷 熊珮君
张大维 马 丹 徐妍妮 曾海瑶 王 杰 巢燕云 孙由彪 万荣荣 徐 珍
赵彦琳 胡骏超 张 洁 阳海凤 张 玲 张建华 张贱森 梁华六 邹倩雯
郑 彬 鲁楷仪 谢玉成 杨 妍 姚永琪 施 颖 滕 华 吴丽坚 童 珍
李大伟 雷建红 赵 建 郑 慧 朱 军 何盼盼 章 骏 王小芳 项安琪
胡怡婷 江维亮 陈秋洋 孙 恺 王美珍 李 乐 徐 倩 江佳丽 欧阳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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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珂 郭 鲁 吴海莉 文海全 刘 行 刘巧玲 刘宇欣 吕志超 朱静宜
陆亭伊 俞泽彬 熊 星 裘宗敏 赖亚菲 叶王春子 秦 越 肖梦伊 黎招娣
王烈勐 黄德敏 钟国栋 邓 菲 王福彬 付梦诗 刘 研 严平花 杨 明
易巧珍 邓 晨 黄文韬 曾 琪 顾 洁 叶桂文 董建芳 余罗珍 余文昊
王玉华 徐惠剑 方海平 严 琛 聂国栋 艾群华 魏张涵 黄 珊 吴 斌
唐从兴 卢 娈 柳佳薇 李 奕 黄玉婷 姜岑晔子 程 竣 倪泉冬 郑 利
曹孝文 王 花 李 欣 张 笑 宋 洋 许昊鹏 赵瑞雪 毕建兴 程莎莎
丁崇峻 涂 维 戴 煜 徐琤莹 王文娟 韩 静 钟 波 曾 欣 刘 源
周自若 钟国兰 刘松根 杨卢一 张世华 梁 琴 胡建军 丁 婷 肖艳凤
周志伟 江若琳 胡炜赟 李 颉 邱野陶陶 徐春燕 潘东方 郭燕华 夏 鑫
胡 平 郑 瑶 赖晓辉 揭海波 廖赛男 张 敏 章 琴 王小敏 卢雅玲
徐思哲 蒋礼宇 彭 瑶 谢仪婷 叶云霞 卢海燕 黄韶林 闵 洋 夏文妍
邹晓倩 石 倩 赵 烨 胡 麒 林 琳 常 华 蒲德会 陈 玲 胡岱雯
杨玢弦 周亚利 王俊达 刘 楠 江 平 占阿枚 游 逸 卢晓纯 李方菲
张安榕 陈导之 廖文有 周成莉 王 政 童 玲 黄海萍 邵 惠 张 睿
杨 艳 胡芬芳 肖 婷 李光柱 汤 卉 李凡凡 吴玲玲 王秀红 刘梦雅
唐丽汶 王严兵 陈小花 李 红 罗 晶 张娟娟 殷湖燕 汪 晨 谢金萍
梁健成 张宇琦 何 清 毛志伟 姜 茜 昌鸿婷 赵 强 曾 妮 刘 娟
成海英 杨 武 孙丽媛 曾 琦 何兴猛 倪紫英 姚 佳 蔡珊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张成丹 万齐智 郭洪雷 张诗然 石恒麟 程 倩 毛微微 张名云 胡 蓉
郑海峰 刘非凡 彭 威 彭雅福 曾步云 张绍群 万小妹 付健强 晏宗庭
刘芳宜 刘建建 严 聪 李晓珊 周建标 潘士杨 管忠建 王帮勇 范 晓
陈宏亮 徐 懿 余 侃 丰文雄 叶 遥 欧阳明亮 董松柏 胡意俊 张建春
孙玉佩 张 帅 姚玉姝 何 韵 杨宏俊 刘润杰 魏梦菲 付志辉 胡丽娟
罗明明 胡炜勍 王 鹏 陈启明 敖敏洁 徐 宁 黎 平 李英子 聂 奎
刘贵军 周俊杰 韩涧武 何 丹 裴韦峰 饶幼珍 梁 超 饶 诗 郑 影
匡 勇 王文婧 杜 律 林智明 王 巍 刘方方 秦子懿 索 林 王汀利
叶小玉 刘贤杰 段建长 徐晓枫 邹列列 尹正光 严传飞 余玲妹 王晓莉
高兆鲁 刘海良 李海龙 刘彦宁 谢明罡 李保国 邓小琴 邹海平 王 蒙
刘太云 杨 洁 黎建建

金融学专业

舒 丹 吴 界 刘传新 左淑琴 段树彬 徐建文 黄 晨 廖舒龙 李 操
李语辰 岑运帷 夏昌维 徐 燕 俞亚星 李文剑 雷贤泉 黎雨璇 张洪亮
吕清霞 李树良 肖淑娴 王倩瑜 金晓啸 刘 诚 陶 超 刘文思 徐律恒
李 菲 闵 煜 戴豪杰 韩瑞云 陈 俊 李乘葳 梁丽芳 邝宏泉 吴 超
曾水琴 熊志豪 刘 荣 肖信亮 邓 庆 廖莉琴 刘亦欣 吕 芳 杨 隆
张 慧 汤良良 严水花 李光勇 吴 颦 张先武 万笑笑 何 云 陈凌坤
朱 海 涂小燕 王 锦 戴涛涛 张 超 蒋志鹏 陈丽琴 邓维庆 李小杰
李妍芬 李逸丰 阎 韬 陈美孜 姚 茜 段宸达 雷修仟 潘正益 张业驰
杨雨楠 颜宇麒 李玉花 刘露露 金陈伟 钟文斌 付 强 周 锦 邱 宇



127

李 挺 郭 敏 付启延 黄经纬 钟艳萍 刘 杨 严国辉 赖阳发 饶丝伊
吴 强 刘 媛 曹志婷 李邹波 黄 皓 邹 振 刘燕花 胡文杰 姜小燕
马伟华 余小菊 张卫平 匡小霞 余 强 吴春娟 艾学成 程若梅 黄 瑛
李 俊 唐国鑫 龙思宇 尹 远 周 葱 祝 威 罗 钰 曲 蒙 梁 瀚
曾 虹 孙也茹 刘建政 杜倩云 邬戴维 黄巧珍 海米提.哈力克 文 超
盛 杰 任志辉 张 瑶 屈海宇 陈 超 张 莹 钟冬冬 黄龙耀 罗 会
张 建 郑克强 邓艺鹏 杨 琪 曾宪江 陈翠翠 何 明 钟定贵 汤水波
冯 星 章 翔 周 蕃 涂 璐 江 婷 梁 宵 温 涛 左雨佳 张 杰
胡建梅 周朱凯 徐佩迪 徐 龙 吴莺萍 周龙全 徐天琦 戴 婷 夏思明
曹叶明 汪雨婷 程 鑫 汤 琦 郑阳忠 罗 文 夏志龙 汪聪仁 孙萌丽
程 磊 陈名慧 洪遥瑜 陈云佳 赵广文 苏日娜 熊新昊 杨旭东 王小妹
师 鑫 孙一为 朱芳莹 余可卿 江玉婷 林 敏 赵令宇 徐 真 张珍珍
伍 潇 赖涵谦 王 泉 黄德明 朱 莹 赖 进 谢秋生 游成亮 刘梦云
卢 毅 柯文龙 魏瑶琦 闻 敏 高骏超 洪珍美 刘志亮 俞嘉懿 董 轲
朱容平 秦汉浩 徐卫华 高一鸣 钟小翠 黄华明 吴淑燕 张 楚 范超文
柳 强 樊春燕 刘文平 郑 添 周珊珊 张 韬 肖莹颖 夏 勇 郑秋红
何 源 赵全刚 许国思 蔺榕榕 伊帕拉.依斯买提 王知宇 曹彦骁 王伟怡
侯文博 徐晨阳 张海韵 费 强 张 模 万婷婷 程 校 刘 洋 余顺辉
傅诗园 谢怡君 何 震 吴德林 钟佳欣 廖 鑫 杨玉城 关志玲 李 帅
谢武春 王 翠 王 磊 傅根平 郭雪琴 陈翼祥 方智敏 周 婷 马 驹
徐瑶琴 王 俊 邹 银 何婷英 程 竞 郑 侨 何 进 李明明 熊汪洋
徐 珍 吴 敏 曾 权 夏 禹 梁 玉 黄 颖 曾民驹 高亚伦 董婷婷
巨庆利 冯建红 兰 睿 朱思珍 谢晓云 李小奇 贺 丹 刘 栋 刘 海
吴三三 付 平 陈艳春 涂兴叶 黄际青 陈宇婧 胡淙海 毛佳媖 朱 彪
郭远爱 温凌昊 熊莉媛 潘振林 方腾飞 范志琴 曾 涛 林 娇 李小文
邹 奋 刘佳媛 陈宇宽 李 文 徐 茜 吴晨平 江依兰 余森河 詹婧云
徐 芬 周志红 李 炜 周志刚 江希娟 林鹏辉 于长得 洪定策 张 娇
樊 玮 蒋有华 刘 慧 李丽芳 康 翔 王 强 姚思妤 张嘉良 韩 荣
皮 芳 俞舒其 付 尧 刘圆嘉 冯自力 任璐璐 翟宇佳 胡振鹏 倪雁平
高文彬 黎根华 熊 群 李斯琪 余国民 覃现珊 王晓玲 张亚光 李亚超
彭 瑶 邓泽清 杨 洁 周华生 周梦蕊 孙心菀 钟 阳 刘 涛 平雅芳
高 军 赵 江 周兵波 杨 菲 曾艳萍 曾令剑 杨 静 陈慧有 谢淑贞
叶学婷 罗信英 刘莉莉 郑辉卫 梁思凤 何建平 王正宇 袁 静 刘 翔
李 嫣 蒋忠庆

金融学(国际金融)专业

蒙昱竹 郭维中 焦 寒 林 琳 胡 晓 张 乐 张 悦 李 蔚 傅 晗
高 赛 戴 璇 陈 骋 叶 婧 冷佳隽 柯 婷 胡容凡 罗诗航 王 晔
郑捷飞 王 帅 沈汝佳 吴思迅 陈阳頔 李 俊 曾潞潞 王鸿译 田雨鑫
贺欣雨 朱霄迪 徐苏阳 何 岩 戴逸风 殷煜晋 陈 可 张 沁 付义麟
谭颖杰 余盛成 陈 京 林程斐 邱 勇 谢文奇 赖玲露 况梅吟 彭 豪
欧阳伊羚 周 杨 曹乐平 詹淑君 陈怿琳 涂 强 沈芳玉 姜 曦 李树琪
刘 健 阳 琦 王 玮 姜 珂 唐婧琼 游官翰 符小夏 魏 红 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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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怡 吕佳琦 詹梦笔 李悦波 高生辉 徐 骏 贺 欣 陈 希 黄家骏
吴敬群 田兴龙 凌晓倩 秦天宇 高 源 庄 茹 张一品 章晨宇 陈玉瑶
林玥含 熊悦珺 熊 博 杨 雪 章晋永 屈 姗 陈夏岚 张宇骏 严偲予
束家明 阮腾玥 朱子晋 彭 欢 陈宇璐 郑少骞 周思丽 曾 浩 蒋晓璐
王志超 吴 斐 廖 鹏 李 研 李光辉 方湘雨 常紫宸 杨 语 王永彬
张 莹 刘家萱 袁 博 温婉妮 朱雨瑶 周 骏 何星宇 周文蕾 岳子为
陈胜男 韩心牧 薛 曌 夏经霖 邓一清 赵 炜 欧阳志淳 周雪迎 胥小霞
岳 鹏 王闻邦 管烨珺 羊 帆 周 杨 徐 瑛 邓德龙 孙 可 程伟悦
张孟雅 熊雨舟 胡佳蔚 李立宸 严菲亚 杨 阳 戴超亮 陈 珍 陈金烨
盛琪婷 徐振亚民 刘 春 吴 波 张 璇 姜雨蒙 赵 璐 丁朴颖 毛晟晟
杨 辰 孙梦熊 张丽琰 陈 彬 刘宏彦 朱林风 包玮玮 王 达 张 非
张 彦 舒 璇 曾星宇 张皓廷 雷雅涵 胡 凯 孙博玮 李 璇 张 浩
张旭驰 方昊艳 石 俊 郑唯旭 陈思妍 刘 单 胡 蓉 戴宗谕 樊 娜
伍 缙 钟 洋 张启仙 杨 婧 黄文群 王骏光 王继玲 苏 峰 黄 婷
余子婷 温建芳 成武武 姜 涓 毛翔薇 叶 康 钟雅琴 张大钊 乐 实
黄 丹 王维宁 李 妍 朱 琳 孙丽晨 张 晟 辜亚雄

经济学专业

杨东川 钟业文 袁 俊 刘 昌 玄 莹 高亚飞 李 卫 张 东 王 珏

陈雪琼 刘 越 郭新明 万 千 陈少华 陈 明 朱 凯 张倩能 姜雅虹

王焕金 刘林岭 胡永平 赖小生 邹 娜 刘华荣 刘 思 刘征辉 杨 意

朱 强 简 强 陈 健 赵志龙 皮 敏 王 夙 龙宏才 汪 雄 吕菊红

宁小强 余金波 余芬芳 孙满峰 郭恒华 许少军 卢娇娇 罗序幕 周春芳

陈斯奇 李新龙 姜云鹏 杜远鹏 熊竞邦 穆 楠 王 双 杨 军 高建宏

夏晓凡 柳 月 冯帅钏 刘映宏 檀 君 夏 宁 涂 凯 赵 琴 丁美娟

周小灵 方代晶 顾昌杰 欧阳立基 谢庆盛 丁玉龙 朱丽君 彭维亮 刘 娜

胡 伟 熊泽强 聂春林 卢剑林 查江林 左海军 叶宇平 汪绍宝 何 鹏

林素萍 叶 群 李 康 李志强 龙厚文 陈秋丽 杨 青 苏 婷 吕宜江

俞 宏 郑鹏飞 赖玉华 赵真华 李 荣 李 萍 吕伟滨 方安琪 苏 英

高文贤 杨 欢 洪 莹 石 溪 邱信丰 方元轩 吕翔翔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叶西卓玛 聂雄伟 毛泽祥 胡宇恬 沈 浩 周鹤鹏 石 希 何妍婷 刘亚丽

代 茜 黄欣欣 祁于芯 王 珠 程 磊 冯艾梦

旅游管理专业

米雪峰 张立生 万思琴 李 轩 梁 叶 孙 佳 聂邓根 陈楚姗 胡 琪

甘志华 张 乐 胡 皓 涂艳琨 曾 山 舒 茜 丁惟巍 胡宇晨 朱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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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丽芳 吴玉丹 胡爱霞 潘 瑛 范美琪 李小乐 洪亚丽 刘江南 潘文颖

何肖琦 李杨卉 夏慕寒 陈 怡 朱建军 江浩南 龚艳红 廖 泽 许 晶

周丽珠 蒲 娟 张燕茹 候晓青 邢震寰 孙 放 关明威 周丽萍 夏俊芳

陈 灿 熊小娟 王婷婷 吴耀华 刘瑾雯 黄 珊 王 斌 陶培灵 陈菊瓶

李灿军 张永金 龚 磊 胡智勤 李 凤 秦 环 周晓文 姜旖旎 祝海锋

王苏杰 娄红慧 徐红英 贺 珊 万志鹏 杨 璐 熊奕晴 张 行 宋贞琰

胡佳羽 朱 雯 彭 静 彭 茜 谭宁肯 邓 敏 李朋芯 陈元媛 张小瑞

宋 云 杨 丽 李 颖 李 洁 曹 莉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李 季 范思聪 陈 玮 张 裕 张倩倩 朱旼修 况文辉 周 静 陈浦健

刘春燕 张 蕾 肖德权 揭 晓 张 雯 颜 敏 甘意芳 吴 丹 唐俊松

施丹丹 巫炉钟 陈 凯 辛丽君 尤丁琦 徐禄超 赵 画 李 仪 徐倩茹

袁志刚 李 珊 曹 双 李 欢 江琴琴 刘朝明 沈华森 刘周梅 黄 磊

屈慧敏 韩海燕 黄素琪 梁 飞 翁晓静 王 佳 陈洪册 费晓雯 王 东

邹海红 谢 凯 郑思思 毛梅心 张 晨 孔玉祥 徐瑶瑶 丁玉诚 刘贤苹

王新贵 黄美玲 王 翀 张志国 徐健文 范小艳 单 菲 龙 忆 张 悦

钟传伏 李 婵 林常青 刘 星 汤 鑫 徐建芳 邓煌蔚 付振华 杨 帆

涂洪敏 柯坤林 王 珊 黄阳林 曹 灏 阳 桃 吴 聪 邹洪德 贾君君

鲁 荔 聂颖珠 张亚利 方彦婷 胡佩佩 薛贺峰 陈文静 曹 婧 周雨霖

彭 霏 赖如强

日语专业

李明威 朱 玑 巫淑玮 张 晨 单林幸 赵智慧 范梦婕 陈 旭 谷 玥

马文芳 李荧碧 冯颖子 楼晨洁 郭晨辉 王本贤 谢 芳 肖明华 李 昕

王书林 王建红 肖进梅 刘思婷 邬冬华 陈礼名 童婉静 吴菲菲 龙秀娟

兰玉婷 王荣荣 汪剑虹 吕杨玉 吴微晚 黄斯丽 黄 彬 王爱群

软件工程专业

吴 凯 李越凡 师 帅 周勤芬 叶杨操 江 磊 殷小雪 李根云 李 爽

邓 成 邱 凯 熊晞熙 黄建钢 刘洲磊 林梦婷 郑兴林 程为林 王中明

汪 欢 雷励红 张 皓 李小敏 王嘉琪 刘玲智 刘宏超 胥亚伟 陈 静

钟 杰 李瑞宁 赵 琪 刘 所 汲美辰 倪 慧 王亚东 胥 松 万有权

张 迪 金 豫 吴传高 马 俊 齐 鸣 周 凯 万弘晖 熊 婷 张维嘉

姚彦斌 王国伟 林 悦 周建斌 王 昭 彭文忠 梅 萱 田计蓝 崔 凡

王 欣 刘佳妮 郭晨露 晏美珍 李思程 双 雯 何 奎 解燕涛 薛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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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劲 万怡航 雷 沙 余佳铭 齐 云 赵 云 汪 涵 周 杰 韩西西

谢名军 薛小娟 李 阳 丁 婕 欧阳锐 胡理兵 张亚方 彭 江 吴 莹

邹正良 鄢 贞 江 露 阮荣华 王广华 曾育智 孙奕彦 马煜钧 曹向磊

余万辉 梅 霖 张迎春 彭 冬 刘彬彬 蔡 炜 黄睿恺 黎 君 曾 志

李 坤 沈 华 乔剑峰 袁洵诚 陈贝贝 赖 宝 黄 龙 韦晓余 丁雪辉

肖天恩 刘 骏 尚丽娟 郑思宇 何礼春 罗玉龙 陆 丰 陈 倩 赵玲珑

吴芳黛 韦 怡 顾 芹 熊 阳 刘 军 李力佳 刘淑萍 刘佳丽 周 娟

董 礼 程 洁 吴 晟 王晶晶 张 勃 朱志超 付 蕊 郑 婧 林昕泽

蒋玉金 陈柏炎 胡圣亮 周佳萍 刘 川 陈宇翔

社会工作专业

陈艺云 蒋 越 刘 絮 孙寒悦 丁 旭 郭宴华 刘明波 陈金波 王小萍

丁 娟 郑青青 林 瑰 王亚波 何琴琴 郭彩敏 蔡震宇 莫冬青

社会体育专业

张自强 李晓垚 魏小搏 汤 峻 王仙超 杨高明 杨松松 李 涛 曹万里

刘丽仙 周剑文 颜才茂 刘煜群 陈 韬 任腾达 刘衍华 张爱清 刘婷婷

尤 杰 陈敏坤 周正义 王 昆 杨招坛 廖 滔 胡 聪 王宇锋 纪 锐

陈运优 陶 茂 刘 军 邓凯

市场营销专业

郑钊基 玉苏甫.吐尔逊 李 瑶 施秀搏 芦建锋 张莹莹 朱永亮 陈 健

丁发发 曹 昌 吴 茜 邹 琳 曾福宝 邓大伟 邓文芳 黄 虎 廖 萍

贺 鹏 郭学栋 纪胜男 方 军 万银玲 王杨东 余 建 李 丽 邱棕发

杨梦游 徐未来 范振华 姚 洁 陈齐岩 郑婷香 冯 涛 刘婉琼 倪仲明

陈云华 孟宏彦 陶忠赛 何源远 杨翠萍 莫少钦 刘纯歆 黄 超 秦 琪

徐泽鑫 王昱颖 周长兴 张乐乐 林耀鹏 支 雯 胡汉明 黄伟杰 袁 杏

杜克强 应琴琴 曾庆泰 何 云 谌 超 肖 璐 巫康生 张佩佩 游盈安

易 挺 胡 俊 邱继芬 李永丰 刘飞跃 彭琳琳 尧 锋 余海云 刘志云

樊 臻 袁 媛 王小英 郑海峰 罗 倩 熊 超 徐 恋 吴思期 李 昕

余萍萍 邹清华 黄舜超 韦怡丹 刘映南 魏晋珩 徐 珍 张 莉

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专业

牛 力 李宇星 陈 茜 龚梦云 万义辉 江 婵 宗 茜 付禹一 陈方兵

熊谦谦 李塨诺 付潇翔 何佳媛 叶 立 赵彦君 史 伟 徐 阳 刘 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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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威 欧阳斌 廖宇佳 梁 琨 王 飞 毛煜晗 利 珺 余 凯 胡 泰

李 星 黄烨炜 丁 毅 吕承姜 黄嘉妮 万梦颖 李 彪 柯 烨 车兰芳

高若愚 周玥辰 谭 润 聂 婷 周绍阳 吴凌凌 熊成霞 李 隽

税务专业

杨济铭 梁斯莹 郭小晓 吴昀炜 洪予庭 菲鲁然.皮里冬 钟雯昕 韩艳斌

庄淇丞 喻 欣 杨小清 刘慧君 刘伊萌 付功侃 熊 莉 戴辉鹏 罗忠祥

周耘璐 刘祥伟 刘慧菁 李细连 晏 阳 黄婉莹 皮梓宏 吴 娓 翁 曦

姜凌昊 陈学庆 黄 津 郑 鹏 李 波 王小凤 郭 林 汪 瑜 刘红松

张 进 张 玉 樊 靥 徐立凤 熊 清 袁莹莹 周 旭 周凯琳 吴贤来

贺昔梅 李 诺 吴小莉 黄 达 胡芳刚 邓汝豪 钟之韵 何春燕 陈 丽

陈凯元 贾 丽 晋婷婷 陈 莎 热比燕.再依丁 阿不都卡哈尔.尼亚孜 王怡悦

刘建民 陆康骅 何润娇 徐 艳 万英豪 刘 昌 刘春梅 蓝 亮 池 卉

刘桥海 易水金 吴佳敏 周 扬 晏 颖 周碧云 程 龙 张秋燕 杨秋婷

杨 超 吴程房 郑 健 潘 慧 刘水红 艾 希 罗志琴 王 悦 文小虎

幸 文 李 丁 李燕妮 周 娟 吴启凡 施 珍 程思豪 张小英 胡雅妮

宋冬冬 李 伦 贺 倩 王 旭 杨 婷 粟大洲 何美芳 蒋禹韦 罗 强

王 璐 薛梦莹 方远骞 毛 宇 刘宗柴 郭 辉 陈东亮 华丹青 黄 兰

通信工程专业

彭海洪 李童童 裴元贺 吴 婷 孙民华 王骏波 顾亚婉 吴 亮 胡明富

严小燕 柯兆旺 钟 文 陈建江 罗越群 刘珍珍 尹更强 江万成 李志鹏

郑 朋 祝书兵 吴 卫 曹俊泉 徐 莉 胡向亮 邓 颀 袁文初 江建雄

罗 刚 刘 萍 谢 冰 程先娇 张国茂 李尔博 杨 浩 徐丹萍 郭 亮

曾令朝 缪良柱 王洪伟 李文淑 陈 财 高 丹

统计学专业

杨忠华 王尾红 缪圣玮 陈 芬 邓 军 吐逊阿衣.阿不力孜 忻介磊 张唯婧

曹 政 马雯青 兰 旻 付靖文 潘桑桑 胡艳枚 魏江辉 李忻凯 王丹阳

谌 超 程 璐 刘起辉 张林飞 杜 倩 刘建华 邹 扬 谢称秀 何文彬

王 昱 刘云艳 黄 健 王 储 晏绿云 曾博骅 万 俊 郭同济 周运峰

温有栋 刘云华 孙 笠 吴芬华 胡 鹏 徐 特 龚 帆 毛远祯 杨 霞

吴星星 黄 晶 陈 鹏 陈 姣 李兵荣 张蒌蒌 邹 琳 史 政 王 欣

潘丽华 钟敏红 区文玉 易秀连 柏钧辉 赵 岚 祝佳健 冯晓晖 王心怡

杨婷婷 宋若若 王卓然 陆 钰 李安琪 万品良 李 凌 邹 超 徐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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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洋 王 赟 胡国兵 方皖璐 彭 健 涂小青 罗 枫 邹 巧 许南海

肖圣杰 廖 剑 刘 清 刘祎炜 王 尉 曾昭星 陈 凯 范云静 邹俊良

刘衍斌 王 鹏 张华军 王依纯 石利霖 钟 声 王 婷 陈 锟 魏 莜

徐文艳 张来金 叶远旭 段晓达 万 敏 周 丹 张运金 邱 娜 刘俊涛

周 琪 张 敏 贡 乔 胡雷雷 徐碧霞 吴 彦 陈 青 李林锡 张 英

仲雪萍 毛瑞婷 蔡 园 朱艳春 王 婷 李海祥 伍琛琛 文雪娟 王姣姣

禹明旺 冀江波

物流管理专业

刘水庆 宗 莉 王海明 王常军 李晓佩 唐欣文 王煦霖 杜思思 孔 维

许 强 段官文 叶桂林 薛 芳 袁科美 李明福 邹 凯 游 强 郑五香

何建华 张 丹 邹凯强 唐志文 王 娟 陈飞洋 胡秀珍 陶 奇 鲁丽坤

揭林林 江海明 杨 鹏 黄 浩 杜 敏 温伟东 姚 升 陈 亮 吴 双

文 瑛 张超枝 周格林 田金军 陈 曦 易姗姗 邱翠瑕 陈明清 王 正

彭 畅 李红云 郭 静 古力尼沙.卡得尔 王琦妍 庞娟娟 温天保 刘 川

孙 倩 勇骁飞 康爱冰 詹惠清 邹 立 钟衣兴 蓝兴峰 刘芸芸 赖荣华

杨 婕 杨志成 卢 坚 罗紫剑 蒋俊锋 盛慧敏 刘 亮 陈 泉 练小辉

汪庆海 顾玲丽 张泽明 曾丽玲 杨 旭 龚 媛 李 君 吴 旋 曾 昕

邓志兵 孙 鹏 舒火芬 卢方亮 陈 慧 严 恬 汪芳芳 谢诗伦 田洁盈

曹 睿 唐宇盼 李婧文 蔡 鸣 张 蕾 肖 鹏 李 云 朱炳传 林 晶

王海燕 黄 亮 丁美林 徐傲丹 罗文婧灵 杜礼湟

新闻学专业

王金华 李欣玥 赵汉臣 王 莹 田 园 赵 丹 周 源 谢林成 杨文静

陈 凯 叶凌晖 管倩迎 蔡爱霜 揭恒旺 李 昕 王定胜 劳杰灵 邓华建

齐耀祖 邵思思 陈 倩 侯丽红 肖廷秀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王磊磊 赵 婷 陶 杨 杨冬梅 杨 丹 林翠涛 罗 乐 姜 涛 袁乙书

徐俊晔 赵奕伟 陈潇雅 曹 臻 谢云龙 胡佛森 周 宇 李宗耀 雷超俊

熊晓云 胡梅莲 郭 涛 李高翔 周志平 郑 娜 宋玄琳 周欢祥 陈志华

万冰峰 万 健 康盛宁 张 彬 刘 阳 李 兰 何易敏 蒋青青 谭思然

吴萍萍 张璐妍 谭春宏 刘文秀 任 谡 崔 君 刘亭亭 刘效禹 韩 墨

吴亚茹 范 津 徐乔楚 熊 伟 江 恒 胡 川 廖 虹 雷冬冬 赖如斐

曹雪梅 王振铎 金朝阳 余南江 冷松龄 李 丹 万 浪 曾 丽 张清龙

刘 慧 郑远明 张 怡 汪国彬 敖艳明 胡志芳 朱 磊 肖俊平 吴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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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江南 梅 纬 胡 芳 黄 娇 隋 佳 郭洋洋 李 媛 张功旭 雷有春

刘 声 万 杨 谢 健 杨美芳 廖灵兵 任 赛 胡正军 刘 媛 卜 岸

游 斌 曾宪巍 郑书清 杨 奎 王华洲 钟 磊 周 莉 叶权旺 张志祥

阳先权 聂绍锋 闻昭君 欧阳增伟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方跃健 刘 强 冯 胜 汪伟辉 黄 婷 张 凯 吴梅霞 张淑敏 黄娅青

袁佑微 唐伟伟 陈夏锋 邹诗锋 刘 峰 周 璇 李燕妮 夏文轩 蔡 姝

李 俊 何华艳 饶 娟 戈 婷 蔡锦程 叶 朋 易丽芳 涂志强 王 萍

程小莹 刘 凝 钱思远 凌涵惠 黄红丹 李益涛

行政管理专业

方芝婷 盛玲伟 王雨花 陈卉芳 辛集红 徐利丽 夏勇水 吴 尧 冯 京

刘红金 王 慧 宋冰霞 尹路琳 姜泽南 李国春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专业

褚书平 刘晨辰 肖随伟 田 卉 孙倩倩 曹新民 蔺晓霞 祖 起 张 静

孙柏亚 赵悦亚 陈吉文 陶晓梅 杨玉迪 陈 辉 姚 澜 赵 珑 肖淑琴

彭 彬 吴兴川 张 健 张 耀 李新冉 王 迪 梁 媛 邵阿成 周丽娟

杨 洋 梁海华 阮箭宇 郑学磊 李永吉 芦 浩 凌 璐 王 芳 于 洋

丁月楠 武晓静 许斯淇 严 冰 刘雁冰 贡 旻 申 昱 丁朝章 李鹏飞

张 昊 范晓霞 郑贤伟 彭 玲 肖才桂 邵秋亚 李宝生 谷 柳 张振兴

孙小林 汪 浩 姜 楠 张 晶 易 坚 柒寿兴 梁 潇 海云涛 张 卉

戴 娟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专业

陈淑梅 张 玲 张卫东 智 圆 杨文倩 路 崎 蔡雨婷 王小明 林婷婷

史旭源 吴 玲 陈 浩 滕苏丹 陈力腾 余云云 陈圣祺 魏 薇 刘 磊

张婉琴 骆佳明 李岩辉 李晓宁 安广乾 李 盼 乔 磊 郭沙沙 邓 立

胡满飞 黄青敏 李 荣 王庆荣 罗耀龙 任丽颖 刘玲娟 王 玫 高文翔

蒋 鹏 朱晓慧 王可训 王 婧 孙 剑 孙土伟 孙汉文 骆玉成 陈华玲

林 鸣 吴 琼 曾志鹏 向 萍 郑冬冬 吴静珠 刘 银 吕玉君 李 开

刘 健 李 超 范凯逸 胡 媛 鲁昌辉 冯辉麟 潘欣欣 张雪露 薛能波

宋景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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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数码设计)专业

陆 祎 许庆亮 张晓程 刘志明 植开源 赖国平 赵 南 郝 畅 于雪颖

连清飞 姚艳艳 王镜博 周 莉 许文剑 吴姗姗 黄益明 王 黎 董会楠

陈徐凌 刘卫宇 施万春 张圣科 陈雅琦 万猛华 史立菲 孙崇文 刘 洋

吴 迪 董 慧 葛丽阳 李 清 龙雨文 李泓良 张 旸 靳自坚 蔡长平

张 曼 米俊宝 齐萌萌 卢 博 佟 玲 刘鑫鑫 李娟霞 周前群 高 雅

赵 玕 杨 岚 傅 翔 黄丽清 张朝福 孙 倩 唐阳阳 黄 丹 邱 成

张 鑫 管 旭 李长润 丁 冉 葛 露 董彦丽 聂东波 刘兰兰 李彦葵

颜 海 向 倩 魏雄桥 姚文娟

音乐学专业

李 霏 李博涵 唐 敏 王 刚 王小诗 韩晓雪 钟 洁 柳欣茹 詹颖睿

宋晓宇 闫梦寒 王 舒 马 飞 贾青青 赵 晨 牛亚琪 许鹛予 秦亚洁

郑 波 王欣佳 江金瞵 唐美娟 蒋 琳 刘 丹 沈愆芊 陈丽萍 余逸娜

吴佳慧 马 凯 张 吉 胡 颖 刘丹丹 徐一晨 宁子涵 刘 丛 张梦莹

孙佳仪 万悦欢 罗秀杰 刘 菲 陈彤彤 郑 洋 蒋梦涵 李怡然 贾沛欣

席亚萍 张静鸣 熊 侣 文 雅 李 根 胡英姿 李 萍 席艳玲 刘文婕

英语专业

钟 浩 李 涛 李 璐 李树贤 邵 玲 桂 莹 苏金林 邓智勇 汤 悦

黄关金 宗志红 蔡方君 李若萌 廖 超 李慧灵 唐丽花 陈 晶 刘 欢

万 倩 杨 玲 邹翠峰 黄 琪 李杰龙 翟丽妹 张秀兰 王江明 毛圆圆

吴 雯 胡 蓉 吴婷芳 付凌芳 黄盛军 匡海丽 吕怡宁 颜玲可 肖锦慧

叶志成 曾龙英 付东玉 梅 佩 黄凯珠 王太贵 胡 音 李艳梅 黄 霞

周雨心 骆许亮 周 岩 胡美霞 杨 燕 刘 青 汪启凡 刘睿娉 邓旻炜

王骏祥 黄 燕 缪丽梅 李 强 黄勇明 张晶晶 章圣平 晏丽华 皮喜梅

黄小娟 王克荣 周 琼 徐迎梅 修强根 陈矿然 刘 露 刘天茜 杨林海

余定娟 彭 慧 江慧慧 祝 叶 陈 侨 唐思照 唐洁兰 陈艳艳 陈振东

史彬彬 张传捷 范晓琳 李绍云 曾宪敏 李万平 段晓影 李 睿 郑 莹

尹丽娟 魏艳红 黄玲娜 何晓宇 庄乾阁 李惠萍 崔小丽 饶信梅 吴 丹

闵雯雯 万 茹 冯 连 王光和 谌 霞 刘瑞琨 王莉华 陈 婷 李苗苗

白绪荣 余佳丽 刘运好 杨 星 刘小婷 邓玉洁 康飞飞 胡 倩 罗燕飞

彭婷婷 李 丽 李 娜 王慕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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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专业

袁一夫 陈 青 黄汐言 常 玲 曹胜辉 杨丽丽 梅 莹 张加宝 凌人博

韩 雪 吴 柯 张亚琴 周 艳 焦 健 疏伟慧 黄 敏 朱 云 林 键

王 霞 廖肇赟 彭韬远 余诗文 熊愈豪 张理路 赵婷婷 李庆林 贾 岩

陈娟娟 郑星泽 宋 霞 谢婷婷 肖丽梅 曾雪光 韦 韬 龙 亮 贾华楠

姜有娇 付落霖 张 昊 杨晓婷 王 冰 王亚男 肖 涵 顾晓涵 徐伊乔莹

沈 瑶 许巧巧 徐闫冬 戴雅珣 王 林 王春钦 胡祥隆 赖珍荣 娄 露

刘 丽 熊 雄 周 璐 徐 波 李 昌 刘玉苹 韩晓林 谢阳阳 李晓莉

蒋 楠 徐自成 周达健 高 宇 李 玲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

蔡 义 栗琦越 陈思迪 马 佳 李明珠 王 强 骆期秦 王 露 杨淑女

周利群 吴 明 吴清清 赵世澎 唐兴华 高婷婷 汪世琦 王义强 徐朵兰

昌珊宇 熊岑瑶 黎忠益 韩观榕 揭亚芬 李思锐 刘 敏 刘倩瑜 安 媛

（教务处朱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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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财务管理专业

陈 子 李玉仙 赖勇辉 姚红磊 冯奥博 万盛江 詹剑芳 罗雪梅 张桥萍

翁淑萍 侯文其 杜佳灿 袁国成 邵中慧 郭文彬 董喜丹 邹兴琴 邹丽妹

赖 琼 胡福娟 余志勇 黄志亮 龚家山 李 强 杨 娇 万明华 郑永文

徐凌云 彭小兰 黄俊峰 刘爱民 杨 阳 尹金辉 杨 婷 林承浩 颜小建

许晓芳 黎燕菲 陈汉磊 杨志辉 曾志明 卢 剑 艾文慧 程 群 刘洁琼

李苏清 刘志红 谢易隆 刘 彬 张文英 杨雯婷 张小明 杨 丽 周思萌

揭辉燕 查文燕 周 斌 刘斌文 易恋恋 吴明远 刘 俊 魏 艳 孙正阳

李烛红 漆细芳 梁建平 张 龙 王 南 薛 尧 路云铎 张 琦 汪正亮

江晓梅 席方园 刘德华 周英良 刘彩艳 潘 龙 陈潘吉 蔡晓华 刘建光

肖艳芬 杨 芬 兰 伙 林嘉伟 杨 譞 严海青

09 电子商务专业

刘启生 朱淑平 黄 英 余善明 方翠云 王春楠 史文龙 李眯咪 唐家洪

李义春 朱华灵 曾慧芬 高宗焱 江莉娇 钟学斌 李镜海 刘甜甜 陈玉兰

邱 亮 连丽婷 黄丹婷 黄伶凤 周小红 段学智 曾雪苹 方华松 熊增辉

许光林 周 婷 郭水华 龚华清 刘明燕 何 勇 石路妹 刘显军 王 盼

王 震 胡秋凤 陈泽艺 汪文华 李 婷 钟小丹 刘月娜 余扬松 蒙文平

李 宁 刘小芬 叶海燕 刘学全 罗 茹 张礼胜 曾美红 陈会东 黄雪晴

邬礼娇 邱素荣 仲惠华 袁 杭 姚佳清 张家勇 江梦莹 王娟萍 黄 伟

徐玉琼 肖雨连 李岩岩 喻 涛 江颖婧 周 鹏 肖 丹 刘石林 杨国浩

伍细华 余炜贞 陈战财 杨初明

09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周卫红 张 萍 赵晓云 谌春梅 刘利安 郭 鹏 曾成芳 欧阳涛 李 丹

吴福娣 张 娜 詹 敏 冷雪凤 康 亮 叶 明 郑爱兰 张俊龙 王湖荣

唐 洁 周 腾 王儒珊 王 琦 王 庭 袁 阳 邓燕红 颜喜霞 边红亚

吕红凤 曾 桑 刘迎磊 袁太香 肖 波 吴小晶 赵永梅 彭艳兵 沈月飞

余晓梅 韩燎晴 邹 波 柳梦玲 丁 显 陈芳芳 周旋风 余楚楚 胡亚秋

唐琦琳 周轶纯 周兴波 龙 玲 曾 波 李成燕 才 进 黄少华 雷卫云

黄龙俊 李维伦 宋燕平 吴飘飘 刘丁丁 张 慧 高梦霞 王艳仙 丁 冉

王熙凤 刘 溪 邱 斌 项文琦 黎林根 平峰艳 席文琴 胡俊杰 段怡然

蔡 奔 张志航 吴玲敏 张稳柱 陈黎萍 冯兴日 蒋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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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会计专业

张 鹏 陈星嘉 陈 玲 李鹏飞 彭小玉 郑 飞 樊 莉 毛青云 翁淑婷

温燕婷 黄 奕 王 倩 曾海龙 谢 英 刘晓艳 汪 鹏 付 芬 方红兵

何三元 李广显 雷余 陈宗瀚 邹征芳 龙宜平 王 姣 廖环环 储小桉

潘 梦 齐建锋 何 玲 林熙健 杨丽斯 叶庭兵 严慧芳 钟慧玲 王平静

陈慧萍 郭小明 温慧琴 宛 淏 曾路萍 胡 佳 唐赛英 刘翠华 廖小林

黄柳菁 甘 浩 龚 梅 张文明 黄雪英 夏侠清 赵 静 陈 辉 徐 雯

曾玉叶 孙广馨 黄 亭 周克峰 骆 杨 吴 倩 芦雅婷 罗涵馨 陈 浩

蔡 婷 林华山 吕 芳 朱丽春 谭素云 洪艳清 张 蓉 张慧芳 杨 昇

林 钰 刘 洲 肖海秀 张 璐 王 喆 许 亮 范婷婷 郑海洋 蒋 微

杨 婷 方立智 刘苏娟 周江明 王美霞 李 娟 杜青育 陈 宣 马楚昱

梁 晶 刘 冰 韩 玲 周 斌 孟凡雁 陈 爽 林忆莲 符小妃 周文玲

胡秀丽 汪家伟 漆细萍 罗茹佳 李 歆 何志飞 包醉云 何 丹 戴文琴

郭晓彤 杨佳玲 彭 珍 邱 晨 刘 茹 朱丽华 刘和平 罗奕洁 高 清

黄建妃 张招平 梁 莎 欧阳木兰 刘云骋 覃 荣 龙 健 王文娜 王华骏

吉 洋 罗 丹 陈红洁 陈丹丹 苏新杰 刘 巧 邹灵利 李慧凌 张 群

谢洪平 孙仲琳 何璐馨 蔡文韬 蒋 伟 黄家艳 陈岭辉 达多军 刘 勤

肖 金 林 琦 阙丹丹 闫五星 邱国利 张燕燕 汤 松 张文婷 肖 嵩

丁 香 王秋诗 张思雨 胡媛媛 陈 杨 龚晓洋 张 一 刘祖益 朱美花

赵 妍 初柄希 易 健 姚 燕 王 宇

09 会计电算化专业

何 丽 陈小芳 赖雪梅 肖飞飞 饶金艳 徐郑燕 敖 倩 廖 倩 艾 芳

杜燕燕 艾 琼 潘桂英 高佑财 王思婕 包丽萍 肖亚琴 王 丽 潘 琪

徐秋玲 何未群 彭 欢 许任国 钟梦瑶 荣秋玲 秦 丹 吴丽凤 许素芳

刘丽秋 付 毅 徐玲芳 吴志宏 廖阳丽 朱绍云 刘婷婷 邱庭伟 刘 通

赖月华 黄丽萍 邱 菲 袁 刚 袁 兰 邹桂贤 曾庆海 刘金伟 郎志宏

谢建委 刘 沛 陈素文

09 计算机应用专业

饶伟伟 齐雯斐 温声荣 罗晓光 罗 强 翁玲珑 巢 军 杨水林 毛晓坚

贺 丹 李 蕾 赖伟民 李梅兴 黄佩军 夏 衍 邹国强 郭文源 钟秀海

林凤萍 王 华 巢传样 李佳鹏 邱强强 张 芳 余海涛 李 阳 吴 敏

李 娟 邵永锋 朱和涛 温常青 黄草兵 邹凌飞 沈宇辰 吴克丹 黄秀芬

李绍滨 罗鸿浪 戴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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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酒店管理专业

杨 霞 芦燕兰 刘 栋 詹云林 刘 庭 郭文坤 曾庆婷 陈 悦 熊丹莉

赖晓娟 万芳勇 张海浪 程美平 李 雷 高强民 周 红 赖慎军 李辉龙

杨 雯 范雪梅 江观莉 谢 雪 徐泽亮 杨金发 赖明琴 夏艳玲 宋 军

魏超超 肖伊涵 习艳珍 邹 荔 胡 醇 付亚芳 孙明阳 费立清 刘梅梅

陈腾军

09 商务英语专业

方 摇 江喜连 黄芳平 潘海云 罗词雷 敖加琴 易 茜 陈青霜 许偕胜

徐 甜 赵无瑕 邹弯弯 李 秀 郑美平 赖秋萍 曾 平 杨 婷 曹 玥

宁 婵 操 丹 陈小菲 陈 爽 万圆圆 宋 瑾 高月红 朱卓蕴 邱咪莎

罗丽梅 魏荣桃 杨 露 陈丽娜 易莎莎 唐江霞 刘会艺 吕 涛 钟国芳

包 红 肖 玲 徐星琴 陈 施 冯 兰 刘巧玉 朱敏霞 熊 坤 莫华全

卢 丹 任 帅 项 晶 邢 辰 韩素华 叶义梅 许曼曼 程淑芳 唐丽红

聂文娣 刘 真 肖红芳 陈诗瑶 刘才华 曹娟娟 王梦亭 杨卫康 饶 玲

陈远兰 熊苏琴 钟小林 许 争 张晓钰 陈爱萍 付凡华 张华兰 郑优善

罗 欢 方燕婷 娄 芳 陈 艺 王会会 侯 岩 樊艳军 涂 瑶 颜桂华

伊 值 张丽君 蒋 琦 刘 兴 梁 霞 潘 丽

09 市场营销专业

于婷婷 潘小芬 王 敏 阙江涛 黄燕平 徐秋平 许禄生 周 芳 彭东浩

李青青 杨 婷 江 坤 戴泽洋 何 娇 陈鹭华 孙剑利 陈宝江 谢玉奇

谢莉花 金晓红 袁国亮 黄志军 蔡 凡 曹燕辉 吕国平 王 星 席露婷

曾娇娇 朱佩佩 曹学雷 刘小文 符春燕 唐贵桥 陈春年 赖自军 袁小青

刘凤兰 李国亮 高文明 郑 吟 焦 丹 晏 磊 胡 平 晏红霞 占永明

谢 丽 陈文财 龙 沛 杨建宁 叶晓清 江昱涛 胡群泉 周 容 聂军亮

陈小情 曾冬来 刘亮斌 李凌峰 邹爱鹏 曾的为 杨伟平 陈冬凯 翁泽超

刘 慧 涂军珍 庾国山 刘伟衍 刘小丽 李文俊 熊文建 鄢文瑶 郭益勇

汪春燕 卢祖民 胡芳祥 黄彦畅 李 娟 范朝龙 王德建 徐 晶 李思江

09 通信技术专业

梁小虹 唐发文 黄 鹏 唐师荣 周佳根 邓淑霞 王小城 张招兰 许三元

卢 姮 刘 辉 王 骏 熊 彪 尧达成 段萍霞 洪坎江 夏 伟 梁 仲

陈 慧 赖林钦 肖祖伟 旷智彬 王均林 陈 愈 谢方明 邱成青 翁康正

熊 楠 曾祥鹏 李明锐 聂 震 肖前循 王梦茜 周卫强 李玉平 张立平

查健平 吴 强 陈 蹄 吴仁贵 龚仁德 赵建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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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微电子技术专业

杨梦婕 王玲玉 张亮 魏玉煌 丁建勤 甘艳红 华教松 肖兰芳 陈文廷

黄 纯 毛琪娜 高德锋 罗值荣 曾 滨 汪小莉 邹济勇 游建美 颜 婷

李秀秀 陈凤连 徐 飞 朱秀美 袁义斌 黄伟强 吴茂佩 游 叶 江 琴

梁雨庚 廖福进 刘 佳 邓 华

09 物流管理专业

文有研 李桂琴 杨崇兴 许志刚 郑 旭 钟小梅 王超群 刘仁福 童衍兵

李文娟 朱小芳 熊晓林 郑 伟 范长锁 王 瑞 张 明 黄雪峰 王天洋

谢志凤 施燕萍 刘根源 钟春敏 王诗轶 吴水娥 张龙峰 黄江涛 陈丹丹

聂丽君 潘海燕 吴智斌 刘 业 蒋小丽 周海英 肖正波 金军良 林沁青

夏 芳 孙丽红 肖泽斌 江志华 由芳维 刘丽芳 胡志强 廖学铭 彭 龙

旷春红 刘燕萍 刘建明 赖兴阳 裴 丹 喻爱云 康观音 车二军 袁海艳

陈小芳 廖丽芳 雷贤友 夏春生 詹群兰 张 虹 钟士敏 吴正良 吕振红

叶才斌 刘天钰 颜自彬 袁小高 邹登萍 饶杜菊 刘小日 陈佳峰 李 骥

胡观发 胡余林 曾 斌 熊海冰 黄海清 曾丽娜 王建明 黄晓庆 罗清娣

吴 强 郭淑辉

09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

倪圣芳 郭艳虹 黄强 曹正强 魏效富 万承德 彭定潮 程莉莉 严海飞

陈丽娟 程双双 申昌滨 高 岗 付奇鹏 邹 坚 彭春根 吴少春 张 华

刘 学 冯崇聂 郑 忠 陈 波 李美苗 王伟杰 李锡林 胡 伟 毛平汉

吴玉丹 陈新根 李清平 杨晓明 曾而兵 张文鑫 吕孙芳 毛秀芬 蔡春亮

徐秀朋 康 健 程建平 郭 俊 吴 超

09 园林技术专业

张艳秋 周颖昕 杨 望 刘华莲 严娟婷 宋小乐 龚汉章 许国菁 贾路路

袁 鑫 俞 惠 朱学烽 郭慧敏 李俊兰 刘开明 刘斯奇 陈 茂 何霖苑

余爱晶 刘 琼 易书海 王文婷 徐丽丹 肖 聪 杜程鹏 赖纪勇 曾 优

刘思思 欧阳思慧 江 浩 刘 敏 石 晶 贾祥贵 胡 玮 余 瑶 郭超传

宫瑞雪 高春华 刘晓鸿 付江纯子 谭艺琴 李丁俊喆 田清华 胡马英山 欧阳强

伍 婕 马宇鸿 孙梁佶 魏诗佳 方竹君 陈景飞 段世玲 李瑞刚 龚仕伟

刘斯敏 徐 欢

（职业技术学院万仁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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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届成教毕业生获得学士学位名单

江财学位字〔2012〕 4 号

869名学生获得学士学位，具体情况如下：

一、成人高等学历教育（448人）

（一）管理学学士（421人）

吴志贞 刘志霞 刘 媛 刘瑞璇 石春梅 陈仁生 陈春明

胡 翔 刘志娟 胡 莎 程志欢 孔慧君 匡宇欣 饶 萍

李福兰 陈珊珊 彭媛平 严娟红 刘晓玮 胡玉萍 肖 卿

龙 鑫 郑程颖 闻 晶 刘芳莉 周 倩 朱志文 邓海飞

唐羚境 蒋雅莉 何 君 龚雅琼 汪 燕 华婷婷 闵佳佳

罗序闻 熊倩倩 陈 琴 肖水平 聂婵媛 胡玉玲 张亚琴

王淑云 艾龙卿 梅志微 刘德平 王 芳 万立国 黄香华

陈美红 张龙艳 陈 蕊 周纾伊 林 群 杨 威 周伟鹏

傅 丽 李 敏 万青霞 刘彩华 江银娥 周 玲 涂冬英

卢雅薇 陈汝萍 钟艳红 万 青 吁 婷 黄海清 朱华珍

李惠琴 曾 知 桂琴燕 罗莉波 杜春华 曹 姗 闵晗昕

杨 凯 谢 文 王美兰 夏昌飞 周世敏 徐晓波 伍方来

李荣妹 谢菊真 肖燕华 孙曙芬 吴 靓 曾 怡 王 频

王键强 陈 玉 王 丽 张 颖 吴雄姿 杨娇玲 邬 波

朱亦灵 梁丽娜 丁玉珍 熊 欢 谢琴华 周 琳 左 玮

杨红梅 崔传炜 罗 琪 黄玉琼 何蕙利 曹性华 胡宏燕

郭友芳 邓志华 刘牧云 唐文卿 倪文晶 曾 莹 赖建华

许 炜 吕洪平 郭 晋 黄文远 刘建民 郑志阳 周昕芳

沈奇敏 朱洪兰 蔡毓娟 施秉华 郑华芳 林 海 陈奕贤

庄玉萍 曾伟波 佘琳琳 刘传秀 王 桑 杨志英 陈丽宾

许金兰 蔡益枝 翁丽芬 曾 业 桑 乐 徐 杨 聂霖霞

熊蕾蕾 曾英兰 吴乐平 游 宇 丁微倩 丁永丰 黎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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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婧 王朋辉 黄 兰 杨 婧 逮成成 熊 洁 谢 晶

熊 超 周丽媛 姜 艳 梁 雪 李 梅 吴 鹃 邹 清

邹佳芸 陶 钰 徐卫华 黄 飞 林绍禹 戴 燕 杨 玲

胡书妹 邓真真 陈 律 杨 凯 雷 雨 熊文晋 曾娅婷

陈 晨 杨 程 李 赢 张 超 熊 进 邝学萍 涂佳丽

何孝君 余 璐 余 鸣 曾 婷 万 琴 王姗姗 徐 欢

唐梦琴 徐石峰 黄 莹 周晓辉 龚 璐 胡 洁 张雪静

黄慧媛 廖东红 彭 丽 万密玲 张 盼 张先学 张小菊

周梅芬 陈雅洁 邹雯瑞 邝芳芳 蒋湘竹 余 璐 徐维维

喻 玲 卢 娟 王焕焕 李 超 付登媛 喻婷婷 章 丽

付文娜 曹玲敏 邓润兰 崔冠华 王 珂 熊龙辉 涂遇仙

孙 玮 涂杨艳 李敏娜 袁文庆 严 虹 谭书瑾 万 敏

舒妍群 陈 超 熊长英 胡 莎 屈春燕 狄芳琴 涂震宇

魏利飞 刘贤平 徐 娇 周梦灵 谢 婧 聂 丹 程 琳

张昊鹏 杨年华 王红仙 喻燕飞 黄 辉 廖香莲 朱 睿

文 茜 何倩倩 万巍强 王 琦 姚 芳 黄晴园 黄丽琼

李丽钦 刘培程 李晓霞 廖炜嘉 周 军 卢 盛 戴寰凡

胡玉玲 黄 婧 卢 霞 占 苏 徐应梅 薛文婷 吴婷婷

史滦卉 林文惠 蔡 筝 符 云 唐 彦 郭 妮 温晓云

李淑平 乔洪新 戴 慧 田秀华 李淑维 林齐芳 苏 乐

陈 瑜 梁革平 吴燕倩 林树柏 何泳虹 朱红丹 尤敏雯

王春群 高元铮 邢增瑾 赖艳芳 王丽丽 谢 婧 叶志平

许津津 叶美惠 程文华 蔡婷婷 陈少娜 吴冬梅 傅艺鹏

庄跃强 周 文 程丽梅 李晓琴 徐 竞 邢 峰 李芳娟

钱 锋 谢 瑞 伍小娟 袁晶茹 钟 莉 李润伟 任建波

朱淑琴 郑庭达 刘 鹭 张 艳 张 旭 熊长炳 鄢继亮

廖 艳 胡 斌 张宝库 辛 慧 罗志菲 袁玉莹 桂 丹

文丽阳 冯 婷 任 征 王晓蓉 郭 华 祝 镭 张立峰

何义华 黄 丹 万 欢 万 洁 易 琴 万 洁 徐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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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舒毅 苗英华 胡 丽 刘 芸 魏 雪 黄 敏 袁小琴

吁 霞 曾 燕 罗 幸 朱丽静 周 艳 喻 秋 鞠雯妍

李彩霞 胡 佳 李 琴 魏梦婷 邓晨阳 占姗姗 杨 燕

贺 娟 邓 娜 黄妍言 邢洪巍 舒 望 万 姣 李 睿

杜 迁 谭春艳 陈 妍 罗志娟 胡 欢 孟令艳 周 蓓

罗 娟 吴 艳 喻 娟 涂 星 孙盈盈 熊 丽 邓黎明

涂 远 涂梅芳 王文艳 章卫燕 李书龙 黄 洋 孙 斌

何红萍 杨玉华 金玉红 万里娇 陈 英 曾庆民 熊素琴

喻 超 傅雯琪 李晓燕 俞 婧 蔡汉桥 黄彦琦 罗艳萍

吴 军

（二）经济学学士（11人）：

刘忠灵 徐娟娟 金 明 黄 施 毛 俊 杨 敏 史隆雄

李一乔 鲁 宁 华 毅 应润春

（三）法学学士（16人）

毕 信 刘 辉 王 亮 黄 锐 周地雄 张 磊 陈方敏

王 颖 苏玉琳 王小梅 罗志浩 任 剑 邓刚平 眭 勠

付 璐 李 钶

二、自考本科毕业生（421人）

（一）管理学学学士（318人）

尹 翟 刘 禹 祁义红 刘浪明 曹永杰 丁小燕 江莲妹

张 群 杜汉雨 瞿鸿燕 韩保建 张 欣 马青珺 蒙 朦

钟 欣 林 艳 王秀红 李海珍 黎泽婷 刘永佳 尹 盼

张 虹 周雪敏 徐 晶 李 婧 杨雪如 杨 孺 吴 艳

朱会婉 谭现委 林 玲 廖伟明 段柳平 刘小玉 彭 青

黄小辉 宋 艳 喻 勤 聂 芬 常红景 汤 叶 李运行

王紫君 钟振荣 秦圆圆 胡盛丽 刘 胜 周荣钦 单金露

韦 莹 陈雯文 明 瑜 吕水玲 沈燕燕 李 辉 方素平

肖珍玲 楼宣东 涂 晶 李秋芳 姬 冰 李梦嘉 王宇皎

方雪荣 付小金 陈 琴 邹月红 王治瑀 吕蓓佳 刘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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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晋 彭艳丽 郑 清 刘 佩 吴 明 夏 敏 杨莎莎

熊媛媛 李舒敏 唐冠兰 刘瑾洁 刘绪龙 吴小兰 涂 颖

张三齐 喻慧慧 杨茜茜 鄢 骏 杨 娜 赵远馨 饶 洁

王玉琼 邹燕南 程小红 王欣慧 刘金丹 施晓萌 付 晶

陈 亮 易嘉莉 王梦佳 李 琛 蒋美云 张 贞 肖雅婷

吴冷梅 蔡根英 黄素娟 冯亦欣 宋可力 李育风 关豫宁

周 敏 李慧英 李素芳 陈瑾侠 李真珍 苑燕霞 朱 芬

江 芳 黄 雯 郭东宇 吕慧燕 谭燕红 陈 藜 刘晓琳

李晓欢 李 亚 刘 晴 张 琼 姜御焉 董婷婷 王 莉

朱 彤 吴 琼 盛祺思 张 洋 景园书 赵莹莹 钟明亮

马万琴 李 静 贾伟伟 周 婧 李彩凤 吴乐群 翁程熙

李孝红 任晓芳 华 旸 陈永炎 吴飞燕 元玲燕 王丽娜

徐慧敏 王 晶 王振力 王 静 纪 超 谷香玉 吴 华

黄拉拉 马 卫 邓 方 赵 涛 陈秀昱 韩兴娜 李贺庭

符 荣 孙靖丰 何 山 郑丽斯 吕 杨 刘 莎 万 远

尹雅静 邓艳红 张桂宏 蔡含含 张 琳 邹 璐 刘之敏

吉 琼 黄燕群 陈薇薇 漆 香 廖卫卫 钟 强 黄露艳

于欢欢 肖予凡 王玉西 姚 伟 危春丽 吴丹君 彭 枫

张永浩 王 镇 彭 敏 周 慧 黄何磊 刘沐雨 曾 群

朱泽逸 段 禛 刘 丹 徐中堂 李腾宇 马以超 王凤芹

王 琬 奚婷婷 朱建忠 胡释宇 杨 乐 锁敏敏 张培勇

杨团结 张 飏 董慧娟 郑龙兵 林赛华 张亚欣 王 倩

何灵超 董晓莹 赵 晶 王琴琴 王 荣 刘谦谦 刘子湲

毕研凯 尹争国 黄 蕾 孟 夏 陈辉行 段忠新 刘成飞

余海贵 王 静 彭泽林 胡茂兰 魏 清 张 盼 陈旭林

韦远山 陈明凯 姚洁莹 邹玉华 马高飞 谭 琳 廖娅琨

唐叶卿 李 娜 翁 婷 郭 佳 熊燕琴 陈方林 陈善瑞

邱国生 姚 梅 牛学锋 汪雁翎 焦亚滨 周梦婵 张 娜

叶佳佳 琚世远 王佳琪 刘 林 赵晓航 方宗福 魏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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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 婉 寇偲妍 李 梅 江腮燕 朱祥娟 王俊锋 何 亮

李鑫钰 李 杰 郝 婕 漆 波 刘 单 陈振龙 巫过房

刘 凤 金彩庆 宋 瑞 王 娟 刘利兰 田朋辉 孙倩妹

杨丛谦 冯礼红 杜 晶 张倩倩 李彩云 徐明惠 邓文婷

何陈珍 冯雪婷 宋秀婷 刘晓萍 危慧君 胡志伟 余晓娥

邬远红 项 苑 章 莹 陈美玲 颜丽泓 何 璐 李 芬

吴国学 石雪梅 叶 欣

（二）经济学学士（63人）

颜星新 崔小林 李庆鑫 李素娟 李 飞 陈文清 殷伟娜

张小芳 彭锦艳 曾 婕 刘 进 剧洪昌 谭秀婷 陈晓丽

陈 旋 吴晓明 谢雪金 李宾彬 余茂菊 潘帅文 石满华

石玲霞 徐 玲 杨 明 张国栋 张秀花 陈 珊 梁建威

魏玲娜 张鸣鹿 易光耀 罗宇慧 米艳丽 李丹丹 刘代明

刘瑞姗 胡 振 倪 冲 赵耀星 夏小泉 曾志群 闫子龙

陈艳华 程兴玉 曹 琴 黄志聪 卢小晚 何彩霞 徐维秀

李晓莉 罗 欣 邱梦缘 杨坤成 熊 婷 倪双燕 谢良汕

孙 海 肖 茜 任天仪 李 美 戴佳蕾 杨 俊 富 玉

（三）法学学士（16人）

王少磊 李欣 崔芳敏 汪程贞 蒙春妹 朱伟乾 卢慧鸣

费 龑 林雅舟 王玉林 夏存星 黎 婷 刘 丹 叶菊琴

万 益 欧阳艳兰

（四）文学学士（23人）

王春媛 柯晶晶 黄 君 胡燕飞 田丽群 李 林 刘 丹

徐满连 陈 颖 林健桦 张芳梓 黄海莲 詹小妹 邱亚明

徐梦芹 袁丽珍 王 昂 戴 芬 邢 可 黄伟平 曹 珍

曾 娇 范文静

（五）工学学士（1人）

洪艳萍

（校办、党办吴宗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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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学工程建设

2012 年本科教学工程建设项目立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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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
年限

获奖等级

1 多媒体 “计算机操作系统”课程网站 软通学院 汪彩霞 国家级 2012 三等奖

2 多媒体 产品设计及表达 艺术学院 杨 泳 国家级 2012 一等奖

3 多媒体 “创新方法学”学习提高网 工商学院 王 云 殷乾亮、舒洪岚、唐海燕、林凤仙 国家级 2012 一等奖

6 规划教材 大学英语实用视听说教程（2）学生用书 外语学院 国家级 2012
北京大学
出版社

7 规划教材 会计学原理 会计学院 张 蕊 国家级 2012
中国财经
出版社

8 规划教材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设计 信管学院 万常选 国家级 2012
清华大学
出版社

9
精品视频
公开课

商解孙子制胜韬略 工商学院 刘爱军 钟 尉 国家级 2012 公示

10 视频公开课商解孙子制胜韬略 工商学院 刘爱军 校级 2012

11 视频公开课税收与经济生活 公共学院 陈 荣 校级 2012

12 视频公开课财务报表分析在股票投资中的应用 会计学院 章卫东 校级 2012

13 视频公开课
三千年人文古省--走进秀美江西走进秀
美江西

旅城学院 曹国新 校级 2012

14 视频公开课计算机与社会 信管学院 万常选 校级 2012

15 专业改革 财政学 公共学院 省级 2012

16 专业改革 会计学 会计学院 省级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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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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
年限

获奖等级

17 专业改革 工商管理 工商学院 卢福财 校级 2012

18 专业改革 财政学 公共学院
王 乔
匡小平

校级 2012

19 专业改革 会计学 会计学院 张 蕊 校级 2012

20 专业改革 统计学 统计学院 罗良清 校级 2012

21 卓越人才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法学院 国家级 2012 公示

22 卓越人才 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法学院 邓 辉 省级 2012

23 卓越人才 工程管理 旅城学院 吴志军 校级 2012

24 卓越人才 计算机与科学技术 信管学院 万常选 校级 2012

25 教学成果奖
江西财经大学创业型人才“一擎四轮”培
养模式

高教所
廖进球、谭光兴、彭志武、刘淑波、

范授冶
省级 2012 一等奖

26 教学成果奖《数据库系统原理》教材建设 信管学院
万常选、刘爱红、廖国琼、吴京慧、

刘德喜
省级 2012 一等奖

27 教学成果奖“创业基础”课程系统化构建的探索与实践 工商学院
卢福财、胡宇辰、陈 明、梅小安、

刘克春
省级 2012 一等奖

28 教学成果奖
《中国税制》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改革与
实践

公共学院
王 乔、匡小平、陈 荣、徐旭川、

伍云峰
省级 2012 一等奖

29 教学成果奖《西方经济学》多维化教学模式探究 经济学院 王小平、席小炎、李国民、肖 璐 省级 2012 二等奖

30 教学成果奖法学本科探究式教学改革的创新与实践 法学院
邓 辉、熊进光、张怡超、黄华生、

徐聪颖
省级 2012 二等奖

31 教学成果奖
基于“Q-T-M-P”教学理念下国家精品课
程《决策理论与方法》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信管学院
陶长琪、盛积良、胡平波、万建香、

余达锦
省级 2012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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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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
年限

获奖等级

32 教学成果奖
《软件工程》课程财经管理背景实践教学
改革

信管学院
狄国强、万常选、廖国琼、刘德喜、

杨小平
省级 2012 二等奖

33 教学成果奖
“专业”+“个性“分类培养的能力复合
型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公共学院
匡小平、肖建华、徐旭川、杨得前、

程 岚
省级 2012 二等奖

34 教学成果奖
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视野下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改革与实践

马列学院
陈始发、江水法、夏德根、唐书麟、

刘晓泉
省级 2012 二等奖

35 教学成果奖
江西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三改三化”创新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

工商学院 胡宇辰、胡海波、张孝锋 省级 2012 二等奖

36 教学成果奖
基于《中国税制》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两
基四段案例牵引”教学探索与实践

公共学院 王 乔 匡小平、徐旭川、肖建华、伍云峰 校级 2012

37 教学成果奖
“专业”+“个性“分类培养的能力复合
型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公共学院 匡小平 肖建华、徐旭川、程 岚、杨得前 校级 2012

38 教学成果奖财政学专业多样化实践教学平台 公共学院 徐旭川 匡小平、陈 荣、肖建华、伍云峰 校级 2012

39 教学成果奖
法学本科生探究式教学改革的创新与实
践

法学院 邓 辉 熊进光、杨 峰、张怡超、徐聪颖 校级 2012

40 教学成果奖司法考试与法学教学的联动 法学院 徐光华 郭晓红、陈 凌、夏秀渊、张怡超 校级 2012

41 教学成果奖《市场规制法》 法学院 喻 玲 蒋岩波、蒋悟真、李翃楠 校级 2012

42 教学成果奖
课程学习、创业模拟、创业实践三维互动
——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

高教所 廖进球 谭光兴、彭志武、刘淑波、范授冶 校级 2012

43 教学成果奖
江西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三改三化”创新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

工商学院 胡宇辰 胡宇辰、胡海波、张孝锋 校级 2012

44 教学成果奖面向全过程的课程教学管理及应用 工商学院 胡海波 胡海波、胡宇辰、张孝锋 校级 2012

45 教学成果奖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特色专业建设 工商学院 黄景洲 黄景洲、蔡文著、刘爱军、钟 尉 校级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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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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
年限

获奖等级

46 教学成果奖模拟商务谈判实践共同体的构建与教学 工商学院 汪华林 汪华林、余中东、戴晓光 校级 2012

47 教学成果奖
物流管理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
与实践

工商学院 王雪峰
王雪峰、刘浩华、吴 群、李毅学、

潘淑清
校级 2012

48 教学成果奖
国际经贸专业创新创业实验班人才培养
模式全新探索

国贸学院 袁红林
袁红林、黄建军、张曦凤、何 昌、

吴朝阳
校级 2012

49 教学成果奖
财经类大学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与实践研究

国贸学院 黎新伍
黎新伍、罗春香、杜江萍、叶晗堃、

张曦凤
校级 2012

50 教学成果奖国际贸易系列课程双语教学实践与探索 国贸学院 张曦凤
张曦凤、杜江萍、王善论、黎新伍、

陈 琦
校级 2012

51 教学成果奖
网络教学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的应
用

国贸学院 王善论 王善论、曹 絜、汪 颖、邬佩琳 校级 2012

52 教学成果奖
创意教育管理（CEM）的互联网解决方案
——以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为例

国际学院 杨 慧
杨 慧、陈卫东、夏贤锋、罗清胜、

程 琴
校级 2012

53 教学成果奖《公司高级财务》案例教学法 会计学院 张绪军 张绪军、邹 斌 校级 2012

54 教学成果奖互动启发式教学在 F3 课程中的运用 会计学院 李 宁 李 宁、吉伟莉、张春华、左贯中 校级 2012

55 教学成果奖《会计制度设计》案例教学法 会计学院 唐 广 唐 广、程淑珍、严真红 校级 2012

56 教学成果奖师生关系与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教务处 陆长平
陆长平、黄晓全、何金伟、夏家莉、

夏德根
校级 2012

57 教学成果奖
金融学专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
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金融学院 刘兴华 刘兴华、彭玉镏、王国忠、闵晓平 校级 2012

58 教学成果奖《国际金融》案例编写及案例教学 金融学院 彭玉镏 彭玉镏、刘兴华、杨玉凤、王海南 校级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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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教学成果奖《西方经济学》多维化教学模式探究 经济学院 王小平
王小平、席小炎、李国民、何建春、

肖 璐
校级 2012

60 教学成果奖理论经济学科实验教学模式探索 经济学院 陈富良
陈富良、席小炎、杨飞虎、肖 璐、

郭芸芸
校级 2012

61 教学成果奖《发展经济学》课程三个课堂联动教学模式 经济学院 肖 璐 肖璐、席小炎、杨飞虎、郭芸芸 校级 2012

62 教学成果奖《新制度经济学教程》教材建设 经济学院 袁庆明 袁庆明 校级 2012

63 教学成果奖
基于管理学视角的资源环境与城市规划
管理专业的节能环保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

旅城学院 冷清波
冷清波、周早弘、江民锦、胡绵好、

姚冠荣
校级 2012

64 教学成果奖
房地产人才“双证融通”培养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旅城学院 邹秀清
邹秀清、吴志军、冷清波、但承龙、

刘 旦
校级 2012

65 教学成果奖测量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旅城学院 何尤刚 何尤刚、季秀仙、周早弘 校级 2012

66 教学成果奖
基于视频课程和教学网站的《旅游人类
学》自主学习平台建设与应用

旅城学院 曹国新 曹国新、吴志军、邹勇文、汪忠烈 校级 2012

67 教学成果奖
以职业管理者为导向的“五环联动素质拓
展”旅游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旅城学院 李文明
李文明、吴志军、胡海胜、曹国新、

汪忠列
校级 2012

68 教学成果奖
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视野下的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改革与实践

马列学院 陈始发 陈始发等 校级 2012

69 教学成果奖
财经类高校思想政治课“五碰撞”教学改
革与实践

马列学院 万绍红
万绍红、李德满、黎建军、夏德根、

唐书麟
校级 2012

70 教学成果奖
基于问题逻辑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课教学模式研究

马列学院 杨正德 杨正德、鲍玲、彭锦屏、冉新、汪乐 校级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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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教学成果奖经济新闻专业实践模式 人文学院 王玉琦
王玉琦、周立华、文 成、王妤彬、

陈县英
校级 2012

72 教学成果奖国学教育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与实践 人文学院 骆 兵
骆 兵、龚 贤、李 旭、艾晓玉、

叶 慧
校级 2012

73 教学成果奖社会工作专业 “五维一体”人才培养模式 人文学院 陈家琪
陈家琪、蔡 前、尹忠海、朱彬钰、

唐 斌
校级 2012

74 教学成果奖
融合财经背景的软件工程教学体系构建
——三课堂联动的项目牵引式教学

软通学院 夏家莉
夏家莉、黄茂军、张 驰、万本庭、

刘细发
校级 2012

75 教学成果奖
“3＋1”五级递进式校企联合卓越软件工
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软通学院 张驰
张 驰、夏家莉、黄茂军、钟元生、

张雪娥
校级 2012

76 教学成果奖
国家级经管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
“六化”模式

实验中心 关爱浩
关爱浩、黄莉萍、查大元、宗 云、

常 春
校级 2012

77 教学成果奖社会体育专业情景化教学改革与实践 体育学院 郑志强
郑志强、易剑东、吕 新、詹新寰、

朱亚坤
校级 2012

78 教学成果奖网络课件辅助公体足球课教学探索 体育学院 谭 刚 谭刚、顾鸿刚、熊三平 校级 2012

79 教学成果奖
统计学本科实践教学创新体系的建立与
实践

统计学院 潘文荣 潘文荣、罗良清、杨头平 校级 2012

80 教学成果奖
统计学（拔尖人才试验班）培养模式改革
探索

统计学院 罗世华
罗世华、徐慧植、李志龙、罗良清、

潘文荣
校级 2012

81 教学成果奖
“多媒态、多媒体、多环境”的商务英语
口语体验教学探索与实践

外语学院 叶卫华 叶卫华、陈海花、肖 锐 校级 2012

82 教学成果奖
基于 3D 互动游戏的任务型英语视听说课
程设计与探索

外语学院 杜景平 杜景平 校级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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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教学成果奖
AVMD 视听教学模式实践与研究——外媒
英语资料整合与英语能力提高

外语学院 朱少华 朱少华、张善军、李红梅、何爱群 校级 2012

84 教学成果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工程课程财
经管理特色实践教学改革

信管学院 狄国强
狄国强、万常选、廖国琼、刘德喜、

杨小平、
校级 2012

85 教学成果奖经济应用数学系列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信管学院 陶长琪
陶长琪、胡平波、万建香、盛积良、

余达锦
校级 2012

86 教学成果奖信息系统系列课程建设 信管学院 方志军
方志军、徐升华、万常选、沈波、廖

述梅
校级 2012

87 教学成果奖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
践

信管学院 杨 勇 杨 勇、方志军、舒蔚、丁菊玲 校级 2012

88 教学成果奖
数字化校园环境下问题导向学习（PBL）
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信管学院 彭接招
彭接招、黄 辉、刘德喜、赖维玮、

黄莉萍、欧阳普勇
校级 2012

89 教学成果奖
财经类《线性代数》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打造多目标厚实平台

信管学院 何 明
何 明、华长生、徐 晔、易伟明、

柳键
校级 2012

90 教学成果奖
工业设计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立体化教学
体系的构建

艺术学院 罗时武
罗时武、张相森、况宇翔、韩吉安、

黄志明
校级 2012

91 教学成果奖
工业设计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立体化教学
体系的构建

艺术学院 罗时武 张相森、况宇翔、韩吉安、黄志明 校级 2012

（教务处邓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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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汇总表

序号 项目类别 学科分类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1 重点项目 马列·科社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的马恩复杂性思想研究 黄欣荣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青年项目 马列·科社 严肃游戏在人本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叶绍义 国际经贸学院

3 青年自选项目 马列·科社 高校网络社区“意见领导者”言论引导研究 杨正德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一般项目 党史·党建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党群关系研究 刘晓根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一般项目 党史·党建 新中国农村财产权演变与农民自主创业研究 杨丽琼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6 一般项目 哲学
“价值”与“实践”的关系及其对“以人为本”价值目标的启示研究

——基于《资本论》
张定鑫 马克思主义学院

7 一般项目 哲学 知识创新、知识传播与技术扩散中的政府功能研究 陈家琪 人文学院

8 重点项目 理论经济 劳动力农村就业创业的机制创新研究 温 锐 马克思主义学院生态文明与现

代中国研究中心
9 重点项目 理论经济 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公共投资问题研究 杨飞虎 经济学院

10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与网络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吴昌南 产业经济研究院

11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基于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的“转形问题”研究 罗雄飞 经济学院

12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由修正的购买力平价决定的人民币汇率研究 何 昌 国际贸易学院

13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基于经济空间分布特征的我国县域城镇化发展研究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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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资产价格泡沫的信贷解释与综合治理 桂荷发 金融学院

15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西方主权债务危机的当代特质性研究 刘爱文 经济学院

16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环境政策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驱动机制研究 万建香 信息管理学院

17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税收政策讯息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 饶晓辉 经济学院

18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搜寻-匹配模型分析及调控政策研究 吴 涛 经济学院

19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研究 胡德龙 经济学院

20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教育发展不平衡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习明明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1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金融干预视角下区域资本流动的空间关联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王守坤 经济学院

22 青年自选项目 理论经济 工业化过程中大国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性研究——基于中美日三国比 汤晓军 国际贸易学院

23 重点项目 应用经济 中国食品安全治理：变“多头规制”为“多元共治” 廖卫东 经济学院

24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非正式制度对中国会计准则执行的影响研究——于演化博弈视角 李 宁 会计学院

25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国有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会计调查及其防范 张 蕊 会计学院

26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研究 蒋尧明 会计发展研究

中心
27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技术效率测度研究 徐 晔 信息管理学院

28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 CDM 的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鄱阳湖流域为例 冷清波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9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中国城市民营化供水企业绩效影响因素与规制改革研究 陈 明 工商管理学院

30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政治性风险防范研究 刘劲松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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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影响研究 刘振林 国际经贸学院

32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国际粮价异动对我国粮食供需平衡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吴朝阳 国际经贸学院

33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红色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井冈山为例 吴志军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34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建立促进就业长效机制的税收政策研究 姚林香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5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识别机制研究 汪柱旺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6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企业纳税遵从意识的形成机理与政策设计 杨得前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7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合理幅度研究——金融风险防范视角和可计算

一般均衡模型
吕江林 金融学院

38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国防资源效能与优化配置研究 罗春香 国际贸易学院

39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中国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水平评价及对策研究 刘小铁 工商管理学院

40 一般自选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问题研究 刘 骏 会计学院

41 一般自选项目 应用经济 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兼议社会融资总量指标的进一步完善 汪 洋 金融学院

42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竞争优势融合的中国企业价值链升级研究 陈 琦 国际贸易学院

43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隐性契约视角下文化的公司治理功能研究 管考磊 会计学院

44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中国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经济后果研究 刘国英 会计学院

45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网络著作权经济价值测度研究 余炳文 经济学院

46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异质性企业技术差距与对外贸易投资一体化战略研究 余昌龙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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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贸易成本视角下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涂远芬 国际经贸学院

48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新国际分工格局下国际外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机制与效应 邓 军 国际经贸学院

49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拓展 SCP 范式的资源性产品国际定价权研究 徐 斌 工商管理学院

50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区域协调发展视域下的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研究 王丽娟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1 青年自选项目 应用经济 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的形成机理及政策建议 吴伟军 金融学院

52 一般项目 统计学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测度研究与实践——基于统计学视域 魏和清 统计学院

53 青年项目 统计学 潜变量交互效应建模视阈下 HEDONIC 价格指数(HPI)研究 郭 露 统计学院

54 青年项目 政治学 认同机制与重大群体事件的预防化解策略研究 李德满 马克思主义学院

55 一般项目 法学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监督权实现机制的完善 易有禄 法学院

56 一般项目 法学 司法解释规范化实证研究 刘 国 法学院

57 一般项目 法学 我国法律解释文本的实证研究 袁明圣 法学院

58 一般项目 法学 公共预算公众参与法律机制研究 豆星星 法学院

59 一般项目 法学 金融机构破产债务优先清偿制度研究 巫文勇 法学院

60 一般项目 法学 预算公开的法治化及其民主逻辑研究 蒋悟真 法学院

61 一般项目 法学 中国儿童福利权保障制度研究 吴鹏飞 法学院

62 一般项目 法学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公共秩序研究 马德才 法学院

63 青年项目 法学 唐代反贪中法律与政治的冲突及调适 谢红星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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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青年项目 法学 参与平等：宪法视域中的教育平等 王柱国 法学院

65 青年项目 法学
法国优先权制度研究——兼谈我国工资保护、困境企业融资等优先权制

度的设立
曾荣鑫 法学院

66 青年项目 法学 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问题研究 徐聪颖 法学院

67 青年项目 法学 宪法视角下国有企业改革法律问题研究 李翃楠 法学院

68 青年自选项目 法学 刑事审判中同案异判的实证考察 郭晓红 法学院

69 青年自选项目 法学 行政过程论研究 江利红 法学院

70 一般项目 社会学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机制研究——基于发展型政策视角 银平均 人文学院

社会学系
71 一般项目 社会学 农民民生政策构建研究 伍先斌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72 一般项目 社会学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理论重构与路径探索——基于公平的视角 邹勇文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73 青年项目 社会学 微博在网络集体行动中的传播和动员机制研究 蔡 前 人文学院

74 青年项目 社会学 新时期美国华裔新生代身份认同研究 李 庆 高等教育研究所

75 青年项目 社会学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镇治理能力研究 欧阳静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76 青年项目 民族

问题研究

我国中部地区民族乡（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 许才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77 青年项目 民族

问题研究

欧盟少数民族“社会融入”政策及其启示研究 杨友孙 马克思主义学院

78 一般自选项目 国际

问题研究

全球经济失衡机理与再平衡机制构建研究 刘兴华 金融学院

79 一般项目 中国文学 国学视阈下古代戏曲身份认同研究 骆 兵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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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一般项目 中国文学 明清通俗小说书坊考辨与综录 文革红 人文学院

81 一般项目 中国文学 唐宋音乐发展与词体演变研究 龙建国 人文学院

82 一般项目 中国文学 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晋南朝家族文学研究 龚 贤 人文学院

83 一般项目 中国文学 中国近代社会小说研究 包礼祥 艺术学院

84 重点项目 外国文学 亨利·詹姆斯文体深隐成因研究 吴 可 外国语学院

85 一般项目 外国文学 拜伦叙事诗影响研究 杨 莉 外国语学院

86 青年项目 外国文学 苏珊·桑塔格与美国六十年代文化激进主义 陈文钢 人文学院

87 一般项目 语言学 有意文化误译可接受性研究 曾剑平 外国语学院

88 青年自选项目 语言学 电视新闻图文互动模式多模态研究 冯德兵 外国语学院

89 一般项目 新闻学与

传播学

三网融合背景下中国媒介产业规制改革研究 王玉琦 人文学院

90 一般项目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基于价值逻辑的手机媒介发展与创新研究 罗书俊 人文学院

传播学系
91 一般项目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全媒体语境下的虚拟社群组织及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张品良 人文学院

92 青年项目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孤岛”时期上海“洋旗报”的社会动员研究——以《文汇报》为例 周立华 人文学院新闻传播系

93 青年项目 新闻学与

传播学

中国自媒体产业创新研究 文 成 人文学院

94 青年项目 新闻学与

传播学

数字新媒体环境下突发性群体事件中的集群传播研究 蔡盈洲 人文学院

95 青年项目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媒介环境学视阈下新媒体对个体的影响研究 徐文松 人文学院

96 青年项目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基于 WEB 挖掘的网络水军伪舆情识别及防范研究 钟敏娟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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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青年项目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虚拟实践社区中的知识创新机制研究 沈 波 信息管理学院

98 一般项目 体育学
规则视域中的竞技体育伦理体系构建研究——从竞技运动中的“黑色”

现象剖析入手
刘淑英 体育学院

99 青年项目 体育学 监管视野下的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民营化对策研究 谭 刚 体育学院

100 青年项目 体育学 资源·产品·文化：职业体育全球化研究 朱亚坤 体育学院

101 一般项目 管理学 秦汉地方职官选任与考核管理研究 吴照云 工商管理学院

102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国有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技术结构与调节机制创新研究：以央企重组事件

为视角
刘剑民 会计学院

103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央企整合 EVA 驱动的财务资源整合问题研究 郭小金 会计学院

104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基于竞合博弈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合作创新机制研究 张孝锋 工商管理学院

105 一般项目 管理学 新媒体环境下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研究 刘 炜 信息管理学院

106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基于旅游资源确权和旅游业定性的旅游法立法研究 曹国新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07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基于RFCA企业环境成本计量研究——以江西省铜/钨等金属加工企业为例 周早弘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08 一般项目 管理学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绩效评估 余桔云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09 一般项目 管理学 潜入与整合：大学生村官政策与村民自治制度互动研究 曾维涛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10 一般项目 管理学 我国垄断行业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研究 张湘赣 产业经济研究院

111 一般项目 管理学 我国食品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潘淑清 工商管理学院

112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基于文化建设的国产电影评价机制研究 王中云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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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基于公私合作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 RCP 融资模式研究 李 明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14 一般项目 管理学 我国电动汽车制造商供应链风险识别与防控研究 刘浩华 工商管理学院

115 一般自选项目 管理学 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科学发展战略的溢出效应评价研究 刘细发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16 青年项目 管理学 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创新研究——以泰罗主义在中国的三次流变为例 郭 英 工商管理学院

117 青年项目 管理学 网络互动营销下企业品牌竞争力生成与评价研究 谌飞龙 工商管理学院

118 青年项目 管理学
基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互动的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机理研究

——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119 青年项目 管理学 我国“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优化研究 舒 成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20 青年项目 管理学 不完全电子商务影响因素的模糊分析研究 黎新伍 国际贸易学院

121 青年项目 管理学 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余达锦 信息管理学院

122 青年项目 管理学 企业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经营的路径探索和政策机制设计 刘 旦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23 青年自选项目 管理学 《司马法》伦理管理思想研究 钟 尉 工商管理学院

124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基于生态旅游的山区经济融合发展问题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江民锦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25 一般项目 国际

问题研究

大国合作的逻辑 叶卫华 外国语学院

126 一般自选项目 理论经济 经济结构转变效应的区域差异化研究 李国民 经济学院

127 青年项目 社会学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绩效评估及优化研究 何植民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28 一般项目 统计学 中国农村老年人口养老问题统计分析与方法 潘文荣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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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青年项目 外国文学 华兹华斯大众文化批评思想及其影响研究成果 谢海长 外国语学院

130 青年项目 外国文学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叙事论 涂年根 外国语学院

131 青年项目 新闻学与

传播学

中国国家形象的整合营销传播战略模型研究 赵新华 人文学院

132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公司治理、财务报告与管理层问责路径研究 朱星文 杂志社

133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知识中介机理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研究 宋京津 会计学院

134 一般项目 教育学 中央苏区教育方针及其当代价值 谭光兴 高等教育研究所

135 青年项目 教育学 大学—社区合作伙伴关系与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李 庆 高等教育研究所

136 青年项目 教育学 转型期财政视角下的公共教育经费新筹措渠道构建 季俊杰 高等教育研究所

137 一般项目 教育学 课程制度视角下的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朱晓刚 高等教育研究所

138 一般项目 教育学 面向个性化学习的电子书包系统研发 夏家莉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39 青年项目 教育学 基于云计算的区域村镇教育资源信息化服务平台优化设计与实现 徐 斌 统计学院

140 一般项目 教育学 中外高校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比较研究 叶卫华 外国语学院

141 一般项目 教育学 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市民教育发展与管理研究 余达锦 信息管理学院

142 一般项目 艺术学 城市景观的公共性价值批判 陈 敏 艺术学院

143 重大攻关 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144 重大攻关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有序转移和区域协调研究 廖进球 产业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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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重大攻关
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建设为例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146 后期资助 法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刘 国 法学院

147 后期资助 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合作机制研究 王吉文 法学院

148 后期资助 国际油价波动冲击的缓冲机制研究 刘 建 国际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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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汇总表

序号 项目类别 申请人 项目名称 申报学部 学院

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刘 玥 分数布朗运动驱动的随机泛函微分系统的渐近性质 数理科学部 统计学院

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任俊柏 关于非正规设计几个问题的深入研究 数理科学部 统计学院

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凌爱凡 有限注意力配置下的鲁棒动态投资决策与金融传染问题 数理科学部 金融学院

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黄新阳 以硝酸铵为熔剂制备稀土掺杂氟化物光子上转换材料及其性能研究 数理科学部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

中心

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余泉茂 硅太阳能光伏系统中稀土掺杂 YNaF4、YAG 光子转换膜的光学特性研究 数理科学部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

中心

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杨小毛 （类）钙钛矿材料的制备及其在硫化氢湿去除中的性能研究 化学科学部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

中心

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韩玉林
铜尾矿无土植被重建固氮植物的改良效应及对 Cu 赋存形态和强化富集植

物修复机制研究
化学科学部 艺术学院

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谢花林 基于生态位 CA 的鄱阳湖区关键性生态空间辨识与调控研究 生命科学部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9 面上项目 谢花林
南方丘陵山区土地利用生态转型的动力机制与调控模拟研究——基于多智

能体行为视角
地球科学部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1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黄先明 国际定价中心的空间集聚研究- - 基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地球科学部 国际贸易学院

1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邹艳芬 环境规制下企业节能行为的空间差异及其减排效应研究 地球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1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唐继刚 中国大陆居民对境外旅游地的感知意象、旅游意向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地球科学部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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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唐文跃 旅游开发背景下历史城镇的空间生产与地方建构研究 地球科学部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田逢军 国民休闲背景下城市游憩空间意象的特征、效应与形成机制研究 地球科学部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胡海胜 基于地学信息图谱的鄱阳湖生态旅游区乡村文化景观变迁机制及其调控研究 地球科学部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胡绵好 基于多尺度景观格局变化的鄱阳湖典型流域水质响应及其优化模型研究 地球科学部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肖文海 目标碳价体系的测算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地球科学部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1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黄和平 环鄱阳湖城市森林景观时空演变及固碳释氧服务功能响应研究 地球科学部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1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孔凡斌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区域生态补偿标准及空间选择研究-以鄱阳

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地球科学部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李向明
山地型旅游区生态健康的诊断方法与调控机制研究 ——以庐山、井冈山、

三清山为例
地球科学部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1 面上项目 余泉茂 电化学电容器电极用石墨烯/纳米多孔炭复合材料研究
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

中心

22 面上项目 刘德喜 面向查询的社会化短文本自动摘要研究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23 面上项目 黄新阳 一种新型的硅基太阳能用光子转换材料——掺稀土双钼酸盐制备及性能研究 信息科学部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

中心

24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蔡 鹏 物联网数据终端的微波能量采集研究 信息科学部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5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刘喜平 结构化 Deep Web 数据的关键词搜索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26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熊乃学 云计算网络中可靠自适应资源管理策略的研究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27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李小侠 稀土和氧离子掺杂的 ZnS 量子点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信息科学部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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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2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陈滨 基于相空间法对混沌序列自相关和调制自相关性能的序列特征提取 信息科学部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严军勇 基于降值设计的复杂逻辑电路化简方法与实现技术 信息科学部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汪 靖
基于 GPU 并行的混合策略的群体智能优化算法及其在高维优化问题上的应

用研究
信息科学部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尹爱华 柔性作业车间调度问题的高效混合算法研究 信息科学部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张 驰 Internet 环境下构件的自适应组装与验证研究 信息科学部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钱忠胜 基于 SXM 模型的 Web 软件测试理论与方法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3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廖国琼 无约束不确定 RFID 数据流近似去噪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3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谢建宏 基于核学习的自适应图像水印技术研究 信息科学部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杨 勇 基于 PCA 与二代 Curvelet 变换的多模态医学图像融合方法研究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3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张富国 基于社会信任网络和社会化标签的多元异构信息融合的个性化推荐系统研究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3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陈 辉 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多维多粒度用户兴趣建模研究 信息科学部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袁里驰 词汇化句法分析若干关键技术研究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4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罗世华 基于动态数据与先验认知混杂驱动的高炉冶炼过程多尺度建模与优化 信息科学部 统计学院

4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万树平 基于三角直觉模糊数的多属性群决策理论与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信息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42 面上项目 方宝璋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古代政府治理思想研究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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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面上项目 匡小平 中国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机制研究：以欧债危机为鉴 管理科学部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44 面上项目 车圣保 中产阶层培育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作用：国际证据和中国模式 管理科学部 产业经济研究院

45 面上项目 陶长琪
环境约束下要素集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研究- - 基于区域创新

能力差异化视角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46 面上项目 孔凡斌
林地细碎化、劳动力转移和资源禀赋特征对农户林地投入及产出效率的影

响机理与政策优化研究
管理科学部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47 面上项目 周海欧 主观幸福度量的科学性评价与标准化建议：基于一般度量科学的研究视角 管理科学部 经济学院

48 面上项目 陆宇海 企业节能减排支持度感知及意愿促进机理研究 管理科学部 现代经管院

49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罗春林 商业信用违约风险与非对称需求信息下的供应链策略研究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50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潘颖慧 不确定环境下面向多 Agent 的交互式动态影响图决策方法研究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51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肖 泉 基于认知视角的技术创新风险识别支持模型与方法研究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52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袁冬华 服务业员工情绪劳动策略的作用机制研究:自我调控的视角 管理科学部 人文学院

53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黄 蕾 控股股东、税收筹划与公司盈余的波动效应：基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54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赵玉洁 公司治理溢价、市场预期与投资者学习效应 管理科学部 金融学院

55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杨书怀 公允价值计量、盈余质量与投资者保护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56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蒋淑珺 钢铁生产批调度问题的集成建模及优化方法研究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57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廖述梅
虚拟研发团队的社会网络嵌入性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交互

记忆系统的视角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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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吴光东 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知识流与项目价值增值循证研究 管理科学部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59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占小军 服务接触中顾客角色外行为影响服务员工的心理机制研究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60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桂 林 社会信任形成机制及社会信任危机治理机制研究：新政治经济学视角 管理科学部 经济学院

61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陈 剑 互联网骨干网互联与结算问题研究：基于平台竞争视角 管理科学部 产业经济研究院

62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杨道田
政府绩效、政府信用与公民满意的互动效应与耦合机制研究- - 以江西 11

个地市政府为对象
管理科学部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63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刘 建 中国成品油价格市场化的配套体系建设研究 管理科学部 国际贸易学院

6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程永生 折扣激励下的存货配给策略研究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6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柳 键 基于损失厌恶的供应链决策行为与管理策略研究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6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乐 琦 考虑心理行为因素的双边匹配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6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郭 勇 移动社会网络用户采纳与持续使用行为研究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6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孙建成 基于复杂网络的时间序列中社团结构的演化机制研究 管理科学部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6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方志军 我国房地产业波动溢出分析与动态投资组合研究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7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徐升华 生态产业集群内知识转移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研究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7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邢小明
中国文化背景下创新团队领导对团队创造力影响的研究——基于跨层次纵

向研究视角
管理科学部 产业经济研究院

7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李良智 基于竞合博弈的集群内企业合作创新研究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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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李 敏 中国文化情境下企业关系治理研究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7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曹元坤 员工追随力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对领导效能的作用机理 管理科学部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7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高日光 中国组织情境下破坏性领导行为的诱因：一项追踪研究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7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袁业虎
企业财务战略动态规划模型及实施机制研究：基于价值创造与可持续增长

的动态视角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7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张洪辉 市场竞争、不确定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基于非效率投资确定方法的改进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7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章卫东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资产注入动机及经济后果研究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7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周冬华 证券分析师托市行为、投资者反应与上市公司融资策略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8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饶 斌 资本市场审计契约效率研究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8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许基南 口碑对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影响机理及实证研究 管理科学部 高等教育研究所

8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杜 宾 电子商务情境下社会互动对虚拟社区网络结构和价值效应的影响研究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8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龚代华 基于供应链协同管理方法的整体饮水安全机制研究——以赣江为例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8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李毅学
基于流程的中国网购快递业物流金融风险管理系统研究——以江西邮政速

递物流有限公司为例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8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舒 辉 物流服务供应链协同管理的实现机制与策略研究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8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吴 群 离散型制造企业多层级精敏集成供应链模型研究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8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彭玉镏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系统性风险研究 管理科学部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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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徐 斌
地下经济对税收、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非参数方法和非线性

模型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管理科学部 统计学院

8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许统生 中国广义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对贸易发展影响的经验分析 管理科学部 国际贸易学院

9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黄飞鸣 金融约束的居民消费抑制和经济动态效率研究 管理科学部 金融学院

9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李汉国 欧洲碳期货价格形成机制实证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管理科学部 金融学院

9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肖 峻 基金管理人自购基金的激励效应及道德风险研究 管理科学部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9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伍 红 节能减排税收政策的现状、问题与优化研究：以江西省工业为例 管理科学部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9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陆淳鸿 基于资源观的中小农业龙头企业成长绩效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9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刘修礼 基于生态产业链的粮食安全管理研究 管理科学部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9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刘克春
资源获取对中小农业企业成长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以江西省中小农

业企业为例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9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张利国 食用农产品生产者道德风险发生机理及防范机制研究——基于农户视角 管理科学部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9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刘伦武 基础设施投资政策适度性的测度指标体系研究 管理科学部 经济学院

9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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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科学部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0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熊小刚
生态约束下“中三角”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协同发展机理、测算模型与联

动策略研究
管理科学部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0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张 红 基于森林公园旅游产业发展的管理绩效综合评价研究——以江西为例 管理科学部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0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陈明坤 我国可持续发展绩效显现和政策选择研究 管理科学部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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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李良贤 共生治理视角下的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模式探究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10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刘满凤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协调性跟踪评价研究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10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陈雁云 产业集群与城市群的时空分异及耦合发展研究 管理科学部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0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王岳龙 政府公共投资的城市增长效应与管理策略研究 管理科学部 产业经济研究院

10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刘启华 泛在环境下基于社会过滤和情境感知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服务模型与实现研究 管理科学部 信息管理学院

108 重大研究计划 舒 辉 基于供应链协同管理方法的非常规突发性水源危机应急管理体系研究 管理科学部 工商管理学院

109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周海欧 国民主观幸福度量与监测系统 管理科学部 经济学院

11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张仲芳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效应的定量化评估及其在江西省的应用研究 医学科学部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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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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建设
孔凡斌 12&ZD213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 80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2 中国儿童福利权保障制度研究 吴鹏飞 12BFX093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法学院

3 《司马法》伦理管理思想研究 钟 尉 12CGL001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5 工商管理学院

4
金融干预视角下区域资本流动的空间关联

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王守坤 12CJL060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5 经济学院

5 西方主权债务危机的当代特质性研究 刘爱文 12CJL044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5 经济学院

6
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公共投

资问题研究
杨飞虎 12AJL006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5 经济学院

7
欧盟少数民族“社会融入”政策及其启示

研究
杨友孙 12CMZ041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镇治理能力研究 欧阳静 12CSH038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9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绩效评估及优

化研究
何植民 12CSH088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0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机制研究 银平均 12BSH015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人文学院

11
潜变量交互效应建模视域下 HEDONIC 价格

指数(HPI)研究
郭 露 12CTJ010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5 统计学院

12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测度研究与实践 魏和清 12BTJ011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统计学院

13
基于 WEB 挖掘的网络水军伪舆情识别及防

范研究
钟敏娟 12CTQ042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5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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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苏珊·桑塔格与美国六十年代文化激进主

义研究
陈文钢 12CWW003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5 人文学院

15 拜伦叙事诗影响研究 杨 莉 12BWW038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外语学院

16 资源性产品国际定价权研究 徐 斌 12CJY086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5 工商管理学院

17
国际粮价异动对我国粮食供需平衡的影响

及对策研究
吴朝阳 12CJY079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5 国际贸易学院

18
企业纳税遵从意识的形成机理与政策设计

研究
杨得前 12BJY138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9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识别机制研究 汪柱旺 12BJY144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 我国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水平评价及对策研究 刘小铁 12BJY045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工商管理学院

21
我国城市民营化供水企业绩效影响因素与

规制改革研究
陈明 12BJY067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工商管理学院

22 非正式制度对我国会计准则执行的影响研究 李宁 12BJY015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会计学院

23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研究 廖卫东 12BJY068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经济学院

24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技术效率测度研究 徐 晔 12BJY014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信息管理学院

25
认同机制与重大群体事件的预防化解策略

研究
李德满 12CZZ020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6 唐宋音乐发展与词体演变研究 龙建国 12BZW040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人文学院

27 明清通俗小说书坊考辨与综录 文革红 12BZW054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人文学院

28 国学视域下古代戏曲身份认同研究 骆 兵 12BZW010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人文学院

29
国民休闲背景下城市游憩空间意象的特征、

效应与形成机制研究
田逢军 4126102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4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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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区域生态补

偿标准及空间选择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为例

孔凡斌 412611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48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1
山地型旅游区生态健康的诊断方法与调控机

制研究 ——以庐山、井冈山、三清山为例
李向明 412611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4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32
稀土和氧离子掺杂的 ZnS 量子点的制备与

性能研究
李小侠 6120400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6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

究中心

33 无约束不确定 RFID 数据流近似去噪 廖国琼 612620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45 信息管理学院

34 基于 SXM 模型的 Web 软件测试理论与方法 钱忠胜 612620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45 信息管理学院

35 柔性作业车间调度问题的高效混合算法研究 尹爱华 612620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45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6
Internet环境下构件的自适应组装与验证研

究
张 驰 612620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45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7
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多维多粒度用户兴趣建

模研究
陈 辉 6126203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45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8
基于PCA与二代Curvelet变换的多模态医学

图像融合方法研究
杨 勇 6126203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50 信息管理学院

39 词汇化句法分析若干关键技术研究 袁里驰 6126203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43 信息管理学院

40
基于动态数据与先验认知混杂驱动的高炉

冶炼过程多尺度建模与优化
罗世华 612630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44 统计学院

41
基于三角直觉模糊数的多属性群决策理论

与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万树平 612630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44 信息管理学院

42
基于损失厌恶的供应链决策行为与管理策

略研究
柳 键 7126100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35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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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考虑心理行为因素的双边匹配决策理论与

方法研究
乐 琦 7126100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38 信息管理学院

44 移动社会网络用户采纳与持续使用行为研究 郭 勇 7126100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37 信息管理学院

45
生态产业集群内知识转移对开放式创新的

影响研究
徐升华 712610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40 信息管理学院

46
员工追随力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对领导效

能的作用机理
曹元坤 712620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35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47
中国组织情境下破坏性领导行为的诱因：

一项追踪研究
高日光 712620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38 工商管理学院

48
市场竞争、不确定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基于非效率投资确定方法的改进
张洪辉 7126200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35 会计学院

49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资产注入动机

及经济后果研究
章卫东 7126200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38 会计学院

50
证券分析师托市行为、投资者反应与上市

公司融资策略
周冬华 712620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34 会计学院

51
中国广义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对贸易发展影

响的经验分析
许统生 712630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37 国际贸易学院

52
金融约束的居民消费抑制和经济动态效率

研究
黄飞鸣 712630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35 金融学院

53
食用农产品生产者道德风险发生机理及防

范机制研究——基于农户视角
张利国 712630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35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

院

54
社会网络、合作社运动与土地流转家庭生

计支持研究
吴军民 7126301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37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5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

发展的动态协调性跟踪评价研究
刘满凤 712630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36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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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环境约束下要素集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

级的机制研究- - 基于区域创新能力差异

化视角

陶长琪 7127312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5 信息管理学院

57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效应的定量化评估

及其在江西省的应用研究
张仲芳 8126044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 49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8 社会转型期释宪机制的完善研究 刘 国 12YJA820039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9 法学院

59
中国组织情境中同事关系对个体工作绩效

作用机制研究
李 敏 12YJA630058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9 工商管理学院

60
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供应链关键风险评

估、预警和防范研究
刘浩华 12YJA630070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9 工商管理学院

61
央企重组环境下国有企业集团财务控制力

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刘剑民 12YJA630073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9 会计学院

62
考虑主体心理行为的双边匹配理论与方法

研究
乐 琦 12YJC630080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7 信息管理学院

63
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农超对接平台运行策

略研究
杨 芳 12YJC630263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7 工商管理学院

64
顾客—员工情绪感染机制及其对员工的作

用机理研究
占小军 12YJC630282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7 工商管理学院

65
国际石油地缘政治演变趋势及我国应对策

略研究
刘劲松 12YJAZH072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9 工商管理学院

66
基于公共利益视角的食品安全规制的制度

设究
廖卫东 12YJA790079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9 经济学院

67 我国公共投资效率问题研究 杨飞虎 12YJA790165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9 经济学院

68 “十二五”时期我国中部地区民族乡（镇）许才明 12YJC850024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7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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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建设研究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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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YJC740119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7 外语学院

70
重大群体性事件中暴力现象的生成逻辑及其

预防与化解机制研究
李德满 12YJC810011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71 古代戏曲身份认同研究 骆 兵 12YJA751042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9 人文学院

72 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陈始发
教社科司函

【2012】84 号
12JDSZK023 教育部思政理论课专项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73
社交化远程无线指导实验研究——以指导用

户排除电脑故障为例
钟元生

教科规办函

【2012】19 号
DCA120188

全国教育科学教育部重点课

题
3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74 典型刑事疑案同案异判的实证考察 徐光华
司法部

【2012】第 128 号
12SFB3016

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

研究项目
3 司法部

75 中国农业与资源部门模型与应用研究 宫之君 JJ1208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重

点）
1.5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76 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及其治理研究 杨飞虎 JJ1219 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1 经济学院

77 互联网产业的反垄断法适用问题研究 蒋岩波 FX1203 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0.8 法学院

78
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农超对接”平台定

价策略研究
杨 芳 GL1216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8 工商管理学院

79 江西红色旅游城市意象的测度与传承研究 田逢军 JC1207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80 对我国金融约束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 黄飞鸣 JJ1209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8 金融学院

81 高校移动情景感知教学模式研究 万本庭 JY1206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8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82 提升南昌市展会行业竞争力的研究 胡 颖 YS1204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8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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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通用设计理念下的产品设计流程与评估体

系研究——以南昌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为例
况宇翔 YS1205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8 艺术学院

84
国家“非遗”项目-湘东傩面具雕刻艺术

的考证与发展
柳献忠 YS1207 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0.8 艺术学院

85
零售商主导的“共生型”生鲜农产品供应

链协调机制研究
崔爱平 GL1211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5 工商管理学院

86

资源整合对建设“新三板”企业的影响探究

——以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南昌“新三

板”企业的发展建设为例

郭小金 GL1212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5 会计学院

87 促进自主创新与技术标准融合的策略研究 舒 辉 GL1213 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0.5 工商管理学院

88 江西中小企业发展研究 项文彪 GL1214 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0.5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89 高技术企业知识联盟知识转移效用研究 杨 波 GL1215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5 信息管理学院

90
服务员工情绪智力对服务质量影响机理的

实证研究
占小军 GL1217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5 工商管理学院

91
低碳城市道路植物景观评价与对策研

究――以南昌市为例
袁菊红 JC1208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5 艺术学院

92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路径及问题研究 康静萍 JJ1210 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0.5 经济学院

93 建立江西碳交易市场机制研究 孔凡斌 JJ1211 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0.5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94
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

影响研究
刘国英 JJ1214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5 会计学院

95 粮食安全与资源环境安全的关系研究 刘修礼 JJ1215 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0.5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96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 宋京津 JJ1216 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0.5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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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再平衡、人民币

汇率政策和资本管制问题研究
汪 洋 JJ1217 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0.5 金融学院

98
我国基层人大选举的制度创新：以候选人

参选过程为视角
吴鹏飞 FX1204 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0.3 法学院

99 我国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徐聪颖 FX1205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3 法学院

100 全球经济失衡机理与在平衡研究 刘兴华 GJW1201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3 金融学院

101 非正式制度与会计准则变迁的演化博弈研究 李 宁 JJ1212 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0.3 会计学院

102 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与不均衡空间发展研究 刘爱文 JJ1213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3 国际贸易学院

103
大萧条时期美国公共工程管理制度的绩效

分析：以 CWA、WPA、PWA 为例
王 慧 JJ1218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3 金融学院

104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法律规制 郑 威 JY1207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3 校办

105
人口红利下江西省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研究
潘文荣 TJ1201 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0.3 统计学院

106 南昌市新建县汪山土库建筑艺术研究 刘 卷 YS1206 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0.3 艺术学院

107 吉登斯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胡颖峰 ZX1201 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8 基于语义的不确定 RFID 事件处理机制 廖国琼 GJJ12259 教育厅科技重点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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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长琪 GJJ12260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110 网购时代中国快递业物流金融创新系统设计 李毅学 GJJ12261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工商管理学院

111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高校教育服务的学生

满意度评估
邓咏梅 GJJ12262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1.5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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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江西邮政农产品物流协同管理模式的构建

与策略研究--基于集成的视角
舒 辉 GJJ12263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1.5 工商管理学院

113
企业技术联盟知识转移演化模型的构建与

仿真
杨 波 GJJ12264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1.5 信息管理学院

114
基于可能性均值与方差的三角直觉模糊数多

属性决策理论与方法
万树平 GJJ12265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1.5 信息管理学院

115
多类需求下存货配给和动态定价集成优化

与仿真
程永生 GJJ12266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1.5 工商管理学院

116
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协同知识创新的内在机

制研究
刘 炜 GJJ12267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1.5 信息管理学院

117
基于多阶段复合实物期权的高新技术项目

投资决策方法研究
袁业虎 GJJ12268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1.5 会计学院

118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安全评价与预警研究 谢花林 GJJ12269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1.5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

院

119
多孔石墨/活性炭超级电容器材料的表面、

电学特性及应用研究
余泉茂 GJJ12270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

究中心

120 基于规则与统计相结合的依存句法分析研究 袁里驰 GJJ12271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121 基于协同学习的流数据挖掘方法研究 孙建成 GJJ12272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22
“3G/多跳”混合网络中的跨层视频传输

研究
万 征 GJJ12273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123 基于中层语义的图像理解研究 唐颖军 GJJ12274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24 短波超视距雷达的幅相校准 黄国强 GJJ12275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125
我国投资者偏好对股票价格联动和回报可

预测性的影响
黄 涛 GJJ12276 教育厅科技青年基金项目 1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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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农超对接”平台运

行机制研究
杨 芳 GJJ12277 教育厅科技青年基金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127
航空制造企业高端一体化物流战略规划与

设计
吴 群 GJJ12278 教育厅科技青年基金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128
考虑分产品共生程度及市场强度差异的品

牌价值模型研究
谌飞龙 GJJ12279 教育厅科技青年基金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129 具有恶化特征的新型调度问题研究 蒋淑珺 GJJ12280 教育厅科技青年基金项目 1 信息管理学院

130 体验教育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叶卫华 JXJG-12-3-1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2 外语学院

131
高校音乐即兴伴奏课程教学及教材数字化

研究
林 莉 JXJG-12-3-2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2 艺术学院

132
“三个课堂联动”、“六个一体化”实验

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吕 新 JXJG-12-3-3 省级教改重点课题 1 体育学院

133 基于校友联动的大学创业教育体系研究 蔡盈洲 JXJG-12-3-4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3 人文学院

134
工商管理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设研

究
卢福财 JXJG-12-3-5 省级教改重点课题 1 工商管理学院

135
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视野下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改革与实践
陈始发 JXJG-12-3-6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6
基于优秀研究生成长机理的江西省研究生

培养模式研究
季俊杰 JXJG-12-3-7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4 高等教育研究所

137
思想史课程三维四柱整合式教学研究——

以社会学专业为例
尹忠海 JXJG-12-3-8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4 人文学院

138
《大学语文》教学提升传统文化认同的

“四 R 模式”——基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
陈文钢 JXJG-12-3-9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2 人文学院

139 中国情境下高校学生网上评教问题研究 李 敏 JXJG-12-3-10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3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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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市场营销专业“一训两段三模块”人才培

养模式的研究
陆淳鸿 JXJG-12-3-11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4 工商管理学院

141
国学教育与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协同研究

——以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为目标
骆 兵 JXJG-12-3-12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4 人文学院

142
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实践研究——以

江西财大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为例
熊进光 JXJG-12-3-13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4 法学院

143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创

新实践研究
张建丽 JXJG-12-3-14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2 外语学院

144
旅游管理本科项目驱动式教学质量监控与评

价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曹国新 JXJG-12-3-15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4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45 大学生网络创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研究 黄丽娟 JXJG-12-3-16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4 工商管理学院

146
项目驱动式教学课堂实施研究——以环境

影响评价课程为例
刘春英 JXJG-12-3-17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2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47
“两基四段案例牵引”教学法研究——基

于中国税制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伍云峰 JXJG-12-3-18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48
面向全过程的课程教学管理及应用研究——

以《管理学原理》和《标准化管理》为例
胡海波 JXJG-12-3-19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3 工商管理学院

149
大学本科课程《旅游经济学》（双语）项目

教学法应用研究
李文明 JXJG-12-3-20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2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50

基于知识融合的软件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

研究—以江西财经大学软件与通信学院为

例

廖汗成 JXJG-12-3-21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3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51
统计学（拔尖人才实验班）培养模式改革

探索
罗世华 JXJG-12-3-22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3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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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江西本科类高校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汤晓军 JXJG-12-3-23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2 国际贸易学院

153 复合型 ERP 人才梯次培养模式研究 胡 玲 JXJG-12-3-24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2 会计学院

154
基于 STEP 的 3G 软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

实践
钟元生 JXJG-12-3-25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55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三十条意见》

执行细则研究
谭光兴 JXJG-12-3-26 省级教改委托课题 3

高等教育

研究所

156 江西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贺三宝 JXJG-12-3-27 省级教改委托课题 3 校 办

157 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研究 朱丽萌
赣教社政字

【2012】39 号

江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5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58
欠发达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研究—以江西为

典型样本
李春根

赣教社政字

【2012】39 号

江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59
江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监测、预警与评

价体系研究
廖进球

赣教社政字

【2012】40 号

江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点招标课题
10 产业经济研究院

160 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循环经济发展研究 卢福财
赣教社政字

【2012】40 号

江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点招标课题
10 工商管理学院

161 建立高校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严 武
赣财教指

【2012】234 号
省高校哲社重点课题 4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162 终身教育研究——以会计为例 刘 骏 省教育科学专业组一般课题 2.5 会计学院

163 虚拟学习社区知识共享机制与效应研究 沈 波 省教育科学重点课题 1 信息管理学院

164 江西高校绩效工资政策实施效应评估研究 高日光 省教育科学重点课题 1 工商管理学院

165
高校服务地方建设经验研究——基于高校

文化建设角度
杨晓玲 省教育科学一般课题 0.6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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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财经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蒋悟真 省教育科学一般课题 0.6 法学院

167
《CI设计》课程教学中的“五位一体”实

践性教学模式研究
李 民 省教育科学一般课题 0.6 法学院

168
促进职业教育与技能需求匹配的劳动力市

场制度研究
黄彬云 省教育科学一般课题 0.6 工商管理学院

169 马克思恩格斯复杂性哲学思想研究 黄欣荣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ZX02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8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0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政策措施研究 习明明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JL06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2 产业经济研究院

171 民间金融的存在机理及风险防范研究 吴伟军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JL09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金融学院

172 江西融入“中三角”发展战略研究 朱丽萌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J02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重点

项目
2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73
江西旅游目的地品牌化动力机制与运作模

式研究
庄东泉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J03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8 老干处

174

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合理幅度研究——

基于金融风险防范视角和可计算一般均衡

模型

吕江林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J04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8 金融学院

175
建立健全江西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供给政

策研究
刘伦武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J05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8 经济学院

176 江西省财政支农资金配置绩效研究 姚林香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J06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8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77 农业发展及农业企业 IPO 绩效问题研究 彭晓洁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J18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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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江西省县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问

题研究
汪柱旺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J19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79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农业龙头企业成长

机理与扶持政策研究
刘克春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J20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工商管理学院

180 审计意见、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的关系研究 章琳一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J35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2 会计学院

181
审计行业专门化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及其

后果
谢盛纹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J36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2 会计学院

182 短中期目标兼顾的房地产税研究 席卫群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J37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83
农产品安全溯源机制下鄱阳湖流域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恢复与利用策略研究
魏 峥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J38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2 艺术学院

184
江西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对贸易发展影响的

经验分析
涂远芬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J39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2 国际贸易学院

185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竞争效应研究 王丽娟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J54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86 江西省医疗保险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研究 万谊娜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J55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87 社会救助立法理念及其制度建构 蒋悟真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FX01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重点

项目
2 法学院

188 改革背景下的银行法律问题研究 邓 辉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FX02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8 法学院

189 反垄断法在文化产业的适用 喻 玲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FX08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法学院

190 宪法视角下国有企业改革法律问题研究 李翃楠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FX09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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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侵害知识产权的法定赔偿问题研究 徐聪颖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FX16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2 法学院

192 刑事审判中“同案异判”现状的实证考察 郭晓红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FX23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法学院

193
中国农村老年人口养老问题统计分析与方

法
潘文荣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SH04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8 统计学院

194
典型引领的价值功能研究——基于互动仪

式链视角
苗春凤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SH16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人文学院

195
生命教育渗透与大学英语教学效果的相关

度研究
胡琳瑜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Y09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外语学院

196 通识教育视阈下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建设研究 张善军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Y18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2 外语学院

197 有意文化误译可接受性研究 曾剑平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YY19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2 外语学院

198
古代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与冲突

研究
骆 兵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WX12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人文学院

199 华兹华斯社会文化批评思想研究 谢海长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WX30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外语学院

200
全媒体视域下网络社群组织发展及社会管

理创新研究
张品良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XW01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重点

项目
2 人文学院

201
新媒体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影响研究——以

媒介环境学为视角
徐文松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XW08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2 人文学院

202 财政网络舆情热点话题发现与分析 夏家莉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TQ02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8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3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 刘 骏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GL05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8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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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生态健康的诊断与

调控机制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李向明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GL06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5
破坏性领导行为的成因与危害：基于江西省

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
高日光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GL13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工商管理

学院

206
金融服务与金融监管的可扩展商业报告语

言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研究
吕晓梅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GL14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会计学院

207
欠发达地区（江西）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及

其溢出效应研究
刘细发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GL31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8 基于主体行为的双边匹配理论与方法研究 乐 琦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GL32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2 信息管理学院

209
供应链结构对江西农产品流通成本的影响

机制及优化策略研究
杨头平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GL33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2 统计学院

210
政府绩效与政府信用的互动：面向江西的

探索性研究
杨道田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GL42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11

中部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绩效

评估及优化研究-基于江西与湖南两省的

实证分析

何植民
赣社规字

【2012】8 号
12GL43

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

项目
0.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12 江西产业转型升级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研究 卢福财
赣社联发

【2012】15 号

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 课

题
7 工商管理学院

213 中心词驱动句法分析模型若干改进研究 袁里驰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AB201033 省自然科学基金 3 信息管理学院

214 半序空间中的不动点理论及其应用 李志龙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AB201015 省自然科学基金 2 统计学院

215 基于事件驱动的 RFID 对象追踪策略研究 廖国琼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AB201032 省自然科学基金 4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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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基于数据驱动的高炉冶炼过程多尺度多变

元建模与优化
罗世华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AB201023 省自然科学基金 2 统计学院

217
基于混沌系统和多图像融合的快速加密方

法研究
张 勇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AB201036 省自然科学基金 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18 操作系统逆向安全分析与可信审计 李钟华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AB201034 省自然科学基金 2 信息管理学院

219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研究 谢花林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AB203025 省自然科学基金 2 鄱阳湖生态文明中心

220 基于省份匿名加密与签名理论及其技术研究 谭作文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AB201035 省自然科学基金 2 信息管理学院

221
云计算网络中可靠自适应资源管理策略的

研究
熊乃学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AB211022 省自然科学基金 4 信息管理学院

222 基于 GPU 并行的群体智能优化算法研究 汪 靖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AB211023 省自然科学基金 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23
泛在环境下基于情境感知和社会过滤的混

合推荐模型与实现
刘启华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AB211024 省自然科学基金 2 信息管理学院

224
考虑主体期望值的双边匹配决策理论与方

法研究
乐 琦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AB211009 省自然科学基金 2 信息管理学院

225 杨勇青年科学家培养对象申请书 杨 勇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CB23017 青年科学家培养对象 8 信息管理学院

226 地方高校科研项目投入产出实证研究 谭 俐
赣财教指

【2012】7 号
20121BBA10037 软科学 1 科研处

227 市县域生态经济考核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陆宇海
赣财教指

【2012】7 号
20121BBA10018 软科学 1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228 技术创新成果的标准化问题与策略研 舒 辉 赣财教指 20121BBA10038 软科学 1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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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江西为例 【2012】7 号

229
构建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体系——以鄱

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徐升华

赣财教指

【2012】7 号
20121BBA10017 软科学 2 信息管理学院

230
江西省“十二五”R&D 占 GDP 比重目标考

核评价体系与方法研究
魏和清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BA10077 软科学 1 统计学院

231
科技创新型企业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管平台

建设研究——基于 XBRL 的平台建设
吕晓梅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BA10078 软科学 1 会计学院

232
基于动态多阶段的风险投资项目决策复合

实物期权模型建构及其应用研究
袁业虎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BA10106 软科学 1 会计学院

233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主导产业成长机制与政

策体系研究
胡大立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BA10051 软科学 1 工商管理学院

234 食品安全规制公共利益的实现研究 廖卫东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BA10065 软科学 1 经济学院

235
生态约束下“中三角”区域科技创新体系

的协同发展研究
熊小刚

赣财教指

【2012】87 号
20122BBA10076 软科学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36 高性能电化学电容器产业化研究 邓梅根
赣教高字

【2012】135 号
KJLD12007 落地计划成果转化 100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

究中心

237
面向文化挖掘的 Web 旅游信息集成系统的

研究与构建
万常选

赣教高字

【2012】135 号
KJLD12022 落地计划产学研合作 50 信息管理学院

238 移动健康监测及健康服务平台研究 万本庭
赣教高字

【2012】135 号
KJLD12023 落地计划产学研合作 50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39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监测预警与政策模

拟数字化平台研究
刘满凤

赣教高字

【2012】135 号
KJLD12064 落地计划科学前沿 20 信息管理学院

240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利用与生物多样性

变化及优化技术
孔凡斌

赣教高字

【2012】135 号
KJLD12065 落地计划科学前沿 20 鄱阳湖生态文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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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视频事件检测中的特征模型及识别方法研究 袁非牛
赣教高字

【2012】135 号
KJLD12066 落地计划科学前沿 20 信息管理学院

242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农产品供应链知识共享

建模与仿真
徐升华 GJJ12736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43 Web 数据集成中的实体语义关联研究 万常选 GJJ12733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44 基于形式化方法的网络软件测试技术分析 钱忠胜 GJJ12743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45
聚合签名数据的网络源自治系统低带宽验

证机制研究
杨 波 GJJ12735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46 基于移动社会网络的知识扩散模型研究 杜 宾 GJJ12738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47 不平衡数据分布下的知识迁移 吴方君 GJJ12731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48
基于融合的信息产业创新体系构建与运行

机制研究
齐亚伟 GJJ12739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49 互联网产品评论信息的情感倾向性分析 钟敏娟 GJJ12734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50 质量驱动的 Web 信息资源集成检索研究 刘喜平 GJJ12732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51
面向农业服务业的政府信息资源利用模式

-基于系统动力学
周 萍 GJJ12737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52 小众商品推荐方法研究 张富国 GJJ12744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53 社会化媒体中 UGC 动因及激励设计研究 刘 炜 GJJ12730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54 基于交互式动态影响图的决策方法研究 潘颖慧 GJJ12741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55
基于二元语义信息的模糊多属性决策理论

与方法及其应用
万树平 GJJ12740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56 融合语义信息的句法分析模型研究 袁里驰 GJJ12742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项目 20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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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江西省（GEF）省级能源效率推广项目子课

题“促进节能的价格和财税政策研究”
王 乔

67.34

2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58 关于加快打造南昌红谷滩 CBD 研究 桂荷发 ZD201203
南昌市委书记市长点题重大

课题（纳入省社科规划课题）
3 金融学院

259
江西财经大学青年教师职业现状调查和支持

青年教师事业发展建议
肖明辉 校级工作课题 0.2 工会

260 网络著作权经济价值评估研究 余炳文
江财科研字

【2013】1 号
校级重点课题 0.6 经济学院

261
区域协调发展视阈下的地方政府财政竞争

研究
王丽娟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重点课题 0.6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62
新国际分工格局下国际外包对中国市场的影

响研究-机制与效应
邓 军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重点课题 0.6 国际贸易学院

263 新媒体环境下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研究 刘 炜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重点课题 0.6 信息管理学院

264
“孤岛”时期上海“洋旗报”的社会动员

研究-以《文汇报》为例
周立华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重点课题 0.6 人文学院

265 微博在网络集体行动中传播与动员机制研究 蔡 前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重点课题 0.6 人文学院

266 行政过程论研究 江利红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重点课题 0.6 法学院

267 基于复杂网络的社会互动行为研究- 杜 宾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重点课题 0.6 信息管理学院

268
业务合作视角下境外战略投资对中资银行

的影响研究
李玉花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青年课题 0.2 国际贸易学院

269 水产品冷链物流中心区位选模型应用研究 王友丽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青年课题 0.2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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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石油安全视角下中国战略石油储备体系建

设研究
刘 建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青年课题 0.2 国际贸易学院

271
基于技术差距视角的知识产权贸易与创新

型国家构建研究
马天翼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青年课题 0.2 国际贸易学院

272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研究
潘 丹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青年课题 0.2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273
1946-1949：《印花税法>的修订及其实施效

果评析-
戴丽华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青年课题 0.2 外国语学院

274 收入分配与房地产市场搜寻-匹配研究 吴 涛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青年课题 0.2 经济学院

275 上市公司融资约束问题及其治理研究 张 鹏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青年课题 0.2 经济学院

276 广义经验深度函数及其应用 刘小惠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青年课题 0.2 统计学院

277
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及中国应

对之策
李 晔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青年课题 0.2 法学院

278 法国优先权制度研究- 曾荣鑫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青年课题 0.2 法学院

279
江西财经大学高校教育国际化的策略与实

践研究
潘 莹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青年课题 0.2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280 基于标准体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制研究 杨 柳
江财科研字

【2013】 1 号
校级青年课题 0.2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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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邮畅实业有限公司销售部员工激励机制问题研究 黄勇辉 上海邮畅实业有限公司 2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 江西省省金融商务区规划编制 蒋金法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管理委员会 2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 南昌洪都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税收筹划研究 舒 成 南昌洪都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2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4 关于萍乡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整合财政资源的改革报告 匡小平 萍乡市财政局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 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王 乔 江西省财政厅预算处 6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6
指标代理费在农村低保对象认定中的应用与推广研究——以江西

省莲花县为例
李春根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 6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7 “十二五”时期加快上饶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研究 匡小平 上饶市财政局干部教育中心 8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8 吉安市峡江县发展规划 王自力 吉安县人民政府 20 产业经济研究院

9
江西博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以

法学为视角
熊玉梅 江西博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 法学院

10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问题研究 陈江华 江西大联农农资销售有限公司 20 法学院

11 婚姻、家庭与法律规制 吴 萍 江西新文化教育图书有限公司 20 法学院

12 江西地勘行业发展现状、问题与展望 李翃楠 江西金源地矿集团有限公司 12 法学院

13 美国联邦法规数据库研究与建设 范授冶 江西省标准化研究院 12 高等教育研究所

14 工业园区产业集群规划编制 范授冶 江西时代光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 高等教育研究所

15
中国电信江西公司 2013-2015 三年综合滚动规划、财务规划与电子

渠道发展专题研究
徐 健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70 工商管理学院



192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合同经费 所在单位

16 南安市物流业发展规划前期研究 王友丽 福州大学物流研究院 1 工商管理学院

17 晋江市围头物流园区发展规划调研报告 王友丽 福州大学物流研究院 1 工商管理学院

18 南昌市申报国家电力需求侧管理试点城市可行性研究报告 熊小斌 南昌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10 工商管理学院

19 南昌铭硕传媒有限公司经营管理诊断及对策 吴忠华 南昌铭硕传媒有限公司 39 工商管理学院

20 中盐北京市盐业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优化 吴照云 中盐北京市盐业公司 15 工商管理学院

21 昌北移动全业务是的竞争策略研究 张孝锋 江西移动昌北营销中心 20 工商管理学院

22 公司发展战略及员工培训 杨晓玲 江西昌大蓝天科技有限公司 8 工商管理学院

23 南昌昌宏物业有限公司薪酬体系设计 杨建锋 南昌昌宏物业有限公司 31 工商管理学院

24 广州中车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2013-2015 年战略规划 彭 元 广州中车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30
工商管理学院

（MBA 学院）

25 江西高新金融产业园发展规划 刘小铁 江西日月明实业有限公司 8
工商管理学院产业集群

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26 江西奉新县工业园区（黄溪新区）产业规划 刘小铁 江西奉新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7
工商管理学院产业集群

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27 江西华兴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企业发展规划 谌飞龙 江西华兴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30
工商管理学院产业集群

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28 居民阶梯电价问卷调查与分析 陈 剑 北京卓新特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20 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

29 江西游客赴欧盟旅游市场潜力开发及营销策划 黄先明 江西长青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5 国际经贸学院

30 基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的人力资本培养研究 陈 琦 江西服装学院 25 国际经贸学院

31 九江市庐山公安分局绩效考核方案设计 袁红林 江西科泰华软件有限公司 7 国际经贸学院

32 江西省服务外包产业规划（2012-2015） 吴朝阳 江西省商务厅 2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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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家具业贸易发展研究 汤晓军 东莞市威乐帝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20 国际贸易学院

34 秦安县土地整治规划 刘国英 天水市国土资源规划设计院 35 会计学院

35 喜焱贸易公司税务会计相关问题研究 程淑珍 南昌喜焱贸易有限公司 20 会计学院

36 南昌立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设计 肖尧春 南昌立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0 会计学院

37 中铁大桥局五公司海外项目运营风险管控问题研究 章卫东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10 会计学院

38 南昌云中城项目运营模式研究 曹元坤 江西华新置业有限公司 5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39 江西天海药业有限公司经营质量提升研究 项文彪 江西天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1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40 赣东大堤风光带工程可行性研究 陈雁云 江西水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8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41 南昌融入“中三角”发展的战略研究 朱丽萌
2012 年南昌市重大政策招标课题

（中共南昌市委政策研究室）
4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42 井冈山市“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朱丽萌 井冈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5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43 南昌市旅游业发展调研报告 李汉国 南昌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2 金融学院

44 规范民间借贷若干问题思考和政策建议 李汉国 南昌市人民政府 0 金融学院

45 南昌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现状和对策研究 李汉国 南昌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0 金融学院

46
加速产业集群发展，强力打造核心增长极-南昌市产业集群发展调

研报告
李汉国 南昌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1 金融学院

47
《南昌市中小企业融资对策研究》、《南昌市高校学生出国金融业务

研究》
李汉国 中国光大银行西湖支行 10 金融学院

48 内蒙古乌海泰和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研究 黄文华 乌海市泰和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25 经济学院

49 九江沿江开放开发系统性融资规划 周海欧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

分行
15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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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中国绿色建筑科技城”项目建议书 王小平
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江西省建

设工程安全治理监督管理局
10 经济学院

51 南昌县新农村建设（经济）规划 陆长平 江西省勘探设计研究院测绘分院 9.6 经济学院教务处

52 江西省萍乡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监测评估研究 李洪义 江西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 1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53 江西智慧型红色文化旅游服务平台构建方案研究 李文明 江西今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54 土地财政问题研究 邹秀清 上饶市财政局干部教育中心 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55 上犹县 14 个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编制项目 但承龙 江西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 3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56 汽车典型零部件制造成本分析 李文明 同济大学 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57 建材检测管理信息系统研究 陈红艳 江西中昊建设工程检测中心 2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58 瑞金市绵江湿地保护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孔凡斌

世行贷款江西省瑞金市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及流域城镇发展示范项目领

导小组办公室

19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59 江西省资溪县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总体规划 肖文海 资溪县科学技术局 5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60 《北方防沙带生态环境遥感调查与评估》专题研究 谢花林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5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61
世行贷款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与流域城镇发展示范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
孔凡斌 江西省城镇建设利用外资办公室 85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62 瑞昌市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先导示范区试试方案编制 肖文海 瑞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3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63 江西国鸿集团猪沼菜循环经济项目 肖文海 江西省国鸿股份有限公司 2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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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2012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蔡 前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10.609 人文学院

65 “微笑列车”病源社会调查项目 唐 斌 江西省慈善总会 0.5 人文学院

66 手机短信平台系统 汪 靖
江西省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

有限公司
2.8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67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研究 崔开玲 江西省体育局 10 体育学院

68 江西省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与管理研究 詹新寰 江西省体育局 10 体育学院

69 欠发达地区人口安全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郭 露 江西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1 统计学院

70 江西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罗良清 江西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2 统计学院

71 关于赣台农业合作实验园发展建设问题 肖华茵 江西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1 统计学院

72 青山湖大道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 钟达祥 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政府 12 外国语学院

73 吉安县竞争力研究 钟达祥 吉安县人民政府 20 外国语学院

74 余干县城区商品市场布局规划 黄建军 余干县城乡规划局 6 现代商务研究中心

75 西湖区赣江滨水带若干地块商业功能定位编制 黄建军 南昌市西湖区商务局 2 现代商务研究中心

76 连接器国际市场网络营销模式设计 黎新伍 东莞市泰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 现代商务研究中心

77 镍氢电池用超细超纯镍粉制备关键技术研发 余泉茂 丹阳市求精合金钢有限公司 23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研究中心

78 工程物资采购调度策略与管理系统 盛积良 南昌市益建物资有限公司 30 信息管理学院

79 电话营销支撑系统 狄国强 江西科技学院商学院 6 信息管理学院

80 大宗商品投资策略与风险防范 盛积良 江西蕴衡投资有限公司 25 信息管理学院

81 软件项目合作开发中企业间认知差距与协调机制研究 胡平波 江西天恒电讯科技有限公司 21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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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统一公共数据交换平台安全高效传输研究与应用 李钟华 南昌市科技局项目 12 信息管理学院

83 南昌市汇金广告有限公司企业形象整体设计 黄 彦 南昌市汇金广告有限公司 20 艺术学院

84 南昌依轮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VI 视觉识别系统 陈 茜 南昌依轮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20 艺术学院

85 江西众擎演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十周年庆典晚会演出策划方案 罗 敏 江西众擎演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 艺术学院

86 国产电影《重返月亮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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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艺术学院

87 福建标致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VI 视觉识别系统 汪翠芳 福建标致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28 艺术学院

88 中国国家顶级艺术院团“魅力江西”行演出策划案 李 霜 江西艺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 艺术学院

89 南昌享自由旅行社有限公司装饰工程设计 徐 津 南昌享自由旅行社有限公司 21 艺术学院

90 景德镇国贸广场整合推广设计方案 陈永维 上海六前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20 艺术学院

91 南昌市重大主题公园策划与规划 张湘赣 南昌市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20 产业经济研究院

92 市场化运行下的南昌公交集团薪酬管理体系 郭华平 南昌市公交集团总公司 20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93 江西高考志愿填报参考系统 张 鹏 赛尔互联（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2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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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纵向课题结项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分类 项目子类 资助经费 所属单位

1 循环经济的价格支持研究 肖文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8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民俗体育文化变迁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涂传飞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8 体育学院

3 国家科技奖励运行绩效评价及其对策研究 廖少纲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1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4 发挥税收对优化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作用研究 王 乔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1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 就业援助法律机制研究 杨德敏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15 法学院

6 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及其测度方法研究 邹艳芬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8 工商管理学院

7 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许光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15 经济学院

8 马克思“对象性存在”问题研究 周书俊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9 农村扶贫效果评价体系及对策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罗良清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10 统计学院

10 面向网络舆情危机预警的观点柔性挖掘方法研究 勒中坚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10 信息管理学院

11 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税收政策研究 万 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2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2
基于 Copula 的多重基本资产信用衍生品定价的蒙特卡

罗模拟方法研究
吴恒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3.6 金融学院

13
基于约束性 CA 的红壤丘陵区土地利用安全格局情景模拟

研究——以江西兴国县为例
谢花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14
政府规制与农户生产行为研究——从安全农产品有效供

给角度
张利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5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15 基于替代/补偿的并发控制机制研究 夏家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19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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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嵌入式移动计算环境下实时数据库自适应及动态恢复策

略
廖国琼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6 信息管理学院

17 基于随机时变需求的供应链库存动态控制研究 柳 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4.8 信息管理学院

18 自适应提升多小波可分级视频编码技术研究 方志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8 信息管理学院

19 Web 服务软件测试中用例生成及结果诊断方法研究 毛澄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8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 新型自受激拉曼激光晶体RE：LiGd(WO4)2(RE=Nd,Yb)的研究 黄新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3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研究中心

21 面向查询的 XML 文本自动文摘研究 刘德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9 信息管理学院

22
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中物流金融服务模式及风险

控制研究
李毅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青年项目 5 工商管理学院

23
农产品营销中农户心理契约对农户合作行为影响机理研

究-基于江西省农户样本实证分析
蔡文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青年项目 5 工商管理学院

24 基金管理公司利益输送及其规制研究 肖 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青年项目 4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25 城市物质代谢的生态效率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黄和平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青年项目 5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6 基于博弈的模糊多属性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 万树平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青年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27 欠发达地区城镇体系发展研究 余达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青年项目 4.88 信息管理学院

28 立法权正当行使的控制机制研究 易有禄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7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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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促进就业与增长政策的效应研

究——基于产业发展的视角
卢福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7 工商管理学院

30 中国贸易成本估计及其效应的经验分析 许统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7 国际经贸学院

31 基于国资委对权属企业风险管理的系统研究 曹元坤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7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32 债务抵押债券定价的蒙特卡罗模拟方法研究 严 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7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33 我国农产品期货基差的动态模型及投资策略研究 易 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7 金融学院

34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与综合治理 桂荷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7 金融学院

35 金融时间序列预测中的数据挖掘技术应用研究 白耀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
一般项目 5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6 基于移动宽带网的“手把手”远程教学模式实验研究 钟元生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教育部

自筹
0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7 中国民间统计的发展研究 罗良清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国家统计

局自筹

项目

0 统计学院

38
医务社会工作新介入模式:基于项目的校、医、社合作模

式的实践与探索
秦安兰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民政部自

筹课题
0 人文学院

39 贫困人群生计支持政策绩效研究 吴军民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

面上资助

项目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40 人大预算监督制度研究——宪政视角 豆星星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

面上资助

项目
3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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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外资入股与我国银行业的效率、安全与监管研究 邹朋飞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

面上资助

项目
3 金融学院

42 中国城市发展与赛事耦合关系研究 郑志强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

面上资助

项目
3 体育学院

43
农业龙头企业非农化经营、影响因素及其对龙头企业成长

绩效的影响研究
刘克春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

特别资助

项目
10 工商管理学院

44 网络集中数据转换技术研究与实现. 肖清雷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一般计划 3 技术中心

45 基于知识管理的电子政务协同办公系统 吴 洁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自筹计划 0 技术中心

46 促进江西新能源产业发展支持体系研究 卢福财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 一般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47 培育与发展江西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 宾建成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 一般项目 1 国际经贸学院

48 地区 R&D 投入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研究 易 蓉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 一般项目 0.3 金融学院

49 一人保险代理公司诚信风险管理研究 曹 邓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 一般项目 0.5 金融学院

50 信托公司盈利模式研究 张春华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 自筹项目 0 会计学院

51 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R&D 融资策略研究 顾署生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 自筹项目 0 会计学院

52 柔性作业车间调度问题的拟物拟人算法研究 尹爱华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1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53 基于替代/补偿的事务调度策略研究 夏家莉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3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54 基于规则与统计相结合的句法分析模型研究 袁里驰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1 信息管理学院

55 智能卡口令认证与密钥协商安全模型与协议设计研究 谭作文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1 信息管理学院

56 我国开征环境税研究 伍 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7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以保太集

团为例
匡小平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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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中国新一轮大中城市行政区划改革及对江西的影响研究 许才明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9
江西工业园区企业间循环经济网络形成和发展的制度建

设研究
卢福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4 工商管理学院

60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与国内外大湖区域保护与开发比较研究 李秀香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1 国际经贸学院

61 全民创业背景下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建设研究 彭晓洁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3 会计学院

62 中共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研究 陈始发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63 网络环境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 张品良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5 人文学院

64 基于 CLIL 的案例教学法研究——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例 叶卫华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1 外国语学院

65 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虚假陈述的经济后果及其监管 蒋尧明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5 学编部

66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导向识别系统设计研究 李 民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3 艺术学院

67 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循环经济发展研究 卢福财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大招标

项目
7 工商管理学院

68 上市公司资产注入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章卫东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1 会计学院

69 公用事业市场化与反市场化：案例研究 王自力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0 产业经济研究院

70 我国劳动服务期违约金制度研究 张志伟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0 法学院

71 惩治犯罪和刑事和解的平衡研究 郭晓红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0 法学院

72 服务公平性对顾客忠诚影响机理研究 占小军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0 工商管理学院

73 同事关系、信任对个体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 李 敏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0 工商管理学院

74 基于资源整合推动新三板企业转板研究 郭小金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0 会计学院

75 构建江西区域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研究 陈雁云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0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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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中部地区粮食产业化研究 孙爱琳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0 金融学院

77 多重二元社会的和谐构建 龚立新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0 经济学院

78 社会工作嵌入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 蒋国河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0 人文学院

79
民生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研究——基于江西省民生问

题的实证研究
李志强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0 统计学院

80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学习策略训练与英语听说能力培养 史湘琳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0 外国语学院

81 英国中世纪诗歌溯源与影响研究 李春长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0 外国语学院

82 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与竞争的案例研究 王自力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

基地招标

项目

1 产业经济研究院

83 影响园区中小企业竞合行为的关键因素识别 胡宇辰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

基地招标

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84 产业生态及其政府规制研究 卢福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

基地招标

项目

1.5 工商管理学院

85 基于共生视角的中小企业竞合成长机理研究 李良贤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

基地招标

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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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基于分叉理论的集群区域品牌发展研究 张孝锋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

基地招标

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87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核心景观区打造研究 曹国新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

基地招标

项目

2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88 江西旅游大省建设发展战略创新 杨丽琼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

基地招标

项目

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89 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江西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实践 杨华星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

招标项目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90 大学生网络行为特点与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建设研究 王金华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

基地招标

项目

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91 赣江流域断面水资源生态补偿政策研究 温 锐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

基地招标

项目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92 江西省城乡医疗保障制度一体化设计与实施路径研究 李春根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93 人大财政预算监督制度研究——以宪政主义为视角 豆星星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4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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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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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7 法学院

95 基于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视角的大学课程观研究 朱晓刚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3 高等教育研究所

96 江西发展新能源产业战略研究 卢福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 工商管理学院

97
加快城镇化体制和政策研究——基于城乡住房“准公共

品化”的视角
余中东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3 工商管理学院

98 信息、代理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 蔡吉甫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6 会计学院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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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5 金融学院

100 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理论与实证分析 饶晓辉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6 经济学院

101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资源保护与管理研究 但承龙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3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02 城乡一体化进程下的社会矛盾及其治理研究 李德满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3 秦汉管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龚 贤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5 人文学院

104 重组话语空间——自媒体与社会话语结构 徐文松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4 人文学院

105 古代戏曲创作和理论的国学价值研究 骆 兵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7 人文学院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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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3 体育学院

107 2011 年南昌城运会风险控制与对策研究 郑志强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3 体育学院

108 叶芝诗歌叙事艺术研究 涂年根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3 外国语学院

109 翻译取向与翻译策略研究 曾剑平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3 外国语学院

110 江西特色旅游村镇发展模式问题与对策研究 汤 慧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3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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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3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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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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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 信息管理学院

113 图案在艺术设计中的蜕变与再生研究 卢世主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0.3 艺术学院

114 房地产开发领域环境侵权纠纷及解决机制研究 徐丽媛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自筹项目 0 法学院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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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6 应用型硕士扩招背景下学术型会计硕士培养体系改革研究 曹玉珊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

教改项目
0.1 会计学院

117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双证）培养模式研究 余新培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

教改项目
0.1 会计学院

118 "马列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程建设与教学创新研究 康静萍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

教改项目
1 经济学院

119
基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学位论文评价体系及其优化

研究
李春根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20 《公务员理论与实务》课实践教学的探讨 曾维涛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21 刑事法学课程的改革与创新——以研讨式教学为切入点 郭晓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法学院

122 模拟商务谈判实践教学流程设计 汪华林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2 工商管理学院

123 职业导向的国际经贸专业立体式项目化教学模式研究 刘振林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2 国际经贸学院

124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教学改革 许统生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4 国际经贸学院

125 会计制度设计案例教学改革研究 程淑珍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会计学院

126
基于创业型人才培养的《财务分析》课程教学内容、方法

的改革与实践
章卫东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2 会计学院

127 基于创业型人才培养的财务管理特色专业建设研究 黄善东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2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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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基于ERP理论下的《财务管理》课程实践教学理论模型设计 郭华平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1000 技术中心

129 研究生教学中 Seminar 教学模式应用研究 严 武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3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130 保险学特色专业建设研究 刘紫云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2 金融学院

131 江西省研究生教育学位结构优化研究 刘兴华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1 金融学院

132 创业型金融人才的特色教学方案研究 彭玉镏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金融学院

133
新形势下博士研究生选拔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国际比

较分析的视角
邹秀清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34 “旅游市场营销学”案例教学研究 唐继刚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35 旅游管理专业项目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 胡海胜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2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36 思想政治理论课三嵌入双主体学导互动教学模式研究 夏德根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7
基于校本模式的创新性财经类人才培养导向的概论课

“五碰撞”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万绍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8 古典诗词曲教学对提升财经类大学生人文素养效能的调研 江 枰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人文学院

139 基于机器人平台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谢建宏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40 学生主体式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实践 党建武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41 高校五人制足球运动“课程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吕卫华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体育学院

142 社会体育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的创新与构建的研究 谭 军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体育学院

143 高校统计学专业实践教学创新体系研究 潘文荣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统计学院

144 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及其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喻 艳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心

145 小型个人英语教学语料库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吴云龙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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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刘有发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2 外国语学院

147 基于建构主义的独立学院饭店管理概论课程改革研究 占 佳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148 独立学院学生评教机制研究 黎 荆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2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149 非英语专业高分组和低分组学生语言学习观念比较研究 邓海棠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150 独立学院会计专业特色教学研究 曹 菁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151 财经类院校管理科学专业-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盛积良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2 信息管理学院

152 基于 Web 2.0 的双主体互动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沈 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信息管理学院

153 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衡量标准与学位论文指导 方志军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1 信息管理学院

154 以“民生设计”为导向的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陈 敏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2 艺术学院

155 老树新发芽——汉字创意设计的教学改革研究 刘 卷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艺术学院

156 江西民办高校师资建设可持续发展研究 罗 敏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3 艺术学院

157 财经院校音乐学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结构体系问题研究 李 霜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0.1 艺术学院

158 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王 乔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59 依托双学位平台培养复合型创业型人才的研究与实践 彭志武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0.5 高等教育研究所

160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机制研究 卢福财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161 江西高校双语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的构建研究 肖 珑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0.5 国际学院

162 基于能力本位的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实践教学管理研究 肖华茵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0.5 统计学院

163 学生校园伤害与学校民事赔偿责任研究 张怡超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2 法学院

164 高校学生权利保护与救济机制研究 易 虹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2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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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计算机辅助审计课程教学研究 胡 玲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3 会计学院

166 我国民办高校融资问题研究 张阳华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2 会计学院

167 本科导师制教学案例分析 郭华平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3 技术中心

168 基于教育平等理念下的贫困大学生就业心理障碍干预对策 邹勇文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2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69 媒介融合与专业细分趋势下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新探 徐文松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2 人文学院

170 国学教育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王中云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3 人文学院

171 体育产业化背景下我国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存量余增量研究 严 伟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2 体育学院

172 获得类动词句法实现的动核与构式的双向驱动研究 冷玉芳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 外国语学院

173 高校精品课程建设研究 曾剑平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2 外国语学院

174
大学生网络生活方式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以江西

部分高校为例
凌传繁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3

信息管理

学院

175 以双主教学模式引导艺术设计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胡 颖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3 艺术学院

176 现代展示艺术设计教学中本土文化的传承 李苏云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2 艺术学院

177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探索工业设计实践教学 余柏英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0 艺术学院

178 基于市场需求的创业型设计人才培养研究 徐 津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0.6 艺术学院

179 不确定环境下的投资组合优化问题研究 凌爱凡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1 金融学院

180 数据流任意大小滑动时间窗口频繁模式挖掘技术研究 陈 辉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1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81 交互式 XML 关键词检索技术研究 刘喜平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1 信息管理学院

182 新农村建设中的 e-a-SC 网络营销平台的规划与设计研究 黄丽娟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6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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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连锁经营企业物流配送系统集成规划建模及优化研究 王雪峰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0.5 工商管理学院

184 基于时间竞争的供应链柔性理论的研究 龚代华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0.5 工商管理学院

185 汇率非线性相关Copula度量方法及多重货币期权定价研究 吕江林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1.5 金融学院

186
鄱阳湖富营养化水体中氮磷与重金属相互作用机理及其

生态效应
胡绵好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87 无线合作通信的分布式空时编码研究 尧文元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1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88 UML 类图复杂性度量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 易 彤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1.5 信息管理学院

189 云服务中若干安全问题研究 谭作文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1.5 信息管理学院

190 个性化推荐系统中的信息异构和融合研究 张富国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191 基于超网络的知识转移与整合的动力学仿真 徐升华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192 不确定环境下基于多 Agent 的序贯决策方法研究 徐升华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193 信息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机制研究 徐 晔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1.5 信息管理学院

194 面向 XML 的智能问答系统技术研究 钟敏娟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3 信息管理学院

195 基于信息更新的供应链动态库存策略研究 罗春林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1 信息管理学院

196 基于数据挖掘方法的金融风险分析和预测 万常选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重点实验

室项目
8 信息管理学院

197 基于名声的时空约束条件下移动 C2C 拍卖模型研究 钟元生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重点项目 4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98 产业集群内技术扩散效应测度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 刘满凤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重点项目 3 信息管理学院

199 论叶芝诗歌叙事中的神话叙事形态及其文化内涵 涂年根 校级科研项目 0.2 外国语学院

200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素质提升的培养机制 方 勤 校级科研项目 0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210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分类 项目子类 资助经费 所属单位

201
关于我校改进教师岗位设置与实施教师分类管理制度的

前期方案调查报告
朱晓刚 校级科研项目 工作课题 0.2 高等教育研究所

202
提高创业型人才英语交际能力的途径——《英语听说》教

学模式的研究
孙斐斐 校级科研项目

其他校级

课题
0.3 外国语学院

203 政府间土地优惠竞争关系研究 王丽娟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0.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4 城乡一体乡进程中的乡镇治理能力研究 欧阳静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0.6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5 国际生产分割视角下的国际经济周期协同研究 邓 军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0.2 国际经贸学院

206 基于物质流分析的区域循环经济评价问题研究 平卫英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0.2 统计学院

207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双边匹配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 乐 琦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0.2 信息管理学院

208 促进宜春市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王 乔 校级科研项目

为地方服

务重大

项目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9 江西省 11 个设区市“十二五”规划实施跟踪调研 廖进球 校级科研项目

为地方服

务重大

项目

6 产业经济研究院

210 教师师德建设与师德评价体系研究 杨正德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11 国家间信任的形成机理与中国和周边国家信任关系的构建 杨友孙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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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0.6 人文学院

213 江财文化名片工程研究（思想道德建设校级工作重点课题） 欧阳康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1 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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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同名称 负责人 承接单位 甲方名称
到帐

经费
完成日期

1 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研究 彭 元 MBA 学院 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30 2012-12-18

2 江西红谷滩金融商务区规划 蒋金法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管理

委员会
25 2012-12-28

3
南昌洪都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后税收筹划研究
舒 成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南昌洪都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23 2012-11-30

4
上海邮畅实业有限公司销售部员工激励机制问题

研究
黄勇辉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邮畅实业有限公司 20 2012-12-23

5 提升我省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的对策研究 许才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0 2012-12-30

6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有色金属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以保太集团为例
匡小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保太集团 5 2012-12-05

7 《赣州家居》杂志发展规划研究 黄杰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今明房地产传媒有限公司 23 2012-12-20

8 南昌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廖进球 产业经济研究院 南昌市委政策研究室 3 2012-04-25

9
江西博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及

对策研究——以法学为视角
熊玉梅 法学院 江西博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 2012-11-21

10 江西省地勘行业发展现状、问题与展望 李翃楠 法学院 江西金源地矿集团有限公司 12 2012-11-22

11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法律问题研究 陈江华 法学院 江西大联农农资销售有限公司 20 2012-11-22

12 婚姻、家庭与法律规制研究 吴 萍 法学院 江西新文化教育图书有限公司 20 2012-12-30

13 政府规制法研究 王柱国 法学院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2012-12-30

14 晋江市围头物流园区发展规划调研报告 王友丽 工商管理学院 福州大学物流研究院 1 2012-12-05

15 南安市物流业发展规划前期研究 王友丽 工商管理学院 福州大学物流研究院 1 2012-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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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江西华兴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企业发展规划合同 谌飞龙 工商管理学院 江西华兴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30 2012-10-30

17
中国电信江西公司 2013-2015 三年综合滚动规划、

财务规划与电子渠道发展专题研究
徐 健 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70 2012-11-30

18 江西高新金融产业园发展规划 刘小铁 工商管理学院 江西日月明实业有限公司 8 2012-11-10

19
中盐北京市盐业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优化项目

研究
吴照云 工商管理学院 中盐北京市盐业公司 15 2012-12-25

20 南昌铭硕传媒有限公司经营管理诊断及对策 吴忠华 工商管理学院 南昌铭硕传媒有限公司 39 2012-12-09

21
南昌市申报国家电力需求侧管理试点城市可行性研

究报告
熊小斌 工商管理学院 南昌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10 2012-11-10

22 公司发展战略及员工培训 杨晓玲 工商管理学院 江西昌大蓝天科技有限公司 8 2012-12-31

23 南昌昌宏物业有限公司薪酬体系设计 杨建锋 工商管理学院 南昌昌宏物业有限公司 31 2012-05-28

24 工作场所越贵行为的分类及干预对策研究 杨 杰 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 1.5 2012-12-05

25 中国家具业贸易发展研究 汤晓军 国际经贸学院 东莞市威乐帝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20 2012-12-10

26 江西游客赴欧盟旅游市场潜力开发及营销策划 黄先明 国际经贸学院 江西长青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0 2012-12-15

27 余干县商品市场布局建设规划（2012-2020 年） 黄建军 国际经贸学院 余干县城乡规划局 6 2012-12-27

28 西湖区赣江滨水带若干地块商业功能定位及依据 黄建军 国际经贸学院 西湖区商务局 2 2012-12-28

29 连接器国际市场网络营销模式设计 黎新伍 国际经贸学院 东莞市泰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 2012-11-25

30 江西省服务外包产业规划（2012-2015） 吴朝阳 国际经贸学院 江西省商务厅 2 2012-11-30

31 西湖区桃花镇生产用地建设规划 黄建军 国际经贸学院 桃花镇人民政府 15 2012-05-28

32
江西武夷山生态经济发展试验区规划——黄岗山

生态经济发展试验区规划
袁红林 国际经贸学院 江西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0 201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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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产业发展规划 黄建军 国际经贸学院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管委会经贸局 39 2012-05-29

34 南昌喜炎贸易有限公司税务会计相关问题研究 程淑珍 会计学院 南昌喜炎贸易有限公司 20 2012-12-31

35 南昌立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设计 肖尧春 会计学院 南昌立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0 2012-12-10

36 江西省教育信息化规划与集成平台系统设计 罗远胜 技术中心 江西省教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0 2012-12-30

37 南昌云中城项目运营模式研究 曹元坤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江西华新置业有限公司 8 2012-06-22

38 井冈山市“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井冈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5 2012-12-21

39 江西天海药业有限公司经营质量提升研究 项文彪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江西天海药业有限公司 21 2012-05-16

40 井冈山市“十二五”扶贫攻坚规划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井冈山市扶贫和移民办公室 4.5 2012-05-31

41 江西省送变电建设公司战略规划（2011-2015） 曹元坤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江西省送变电建设公司 20 2012-04-18

42 加快我省海外投资产业发展研究 严 武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0 2012-12-05

43
基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优化

研究
胡援成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0 2012-11-15

44 南昌市旅游业发展调研报告 李汉国 金融学院 南昌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2 2012-12-20

45 南昌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现状和对策研究 李汉国 金融学院 南昌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0 2012-12-20

46
加速产业集群发展，强力打造核心增长极-南昌市

产业集群发展调研报告
李汉国 金融学院 南昌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1 2012-04-15

47
《南昌市中小企业融资对策研究》、《南昌市高校学

生出国金融业务研究》
李汉国 金融学院 中国光大银行西湖支行 10 2012-11-30

48 中美期货品种阶段研究——白糖、棉花 李汉国 金融学院 郑州商品交易所 23 2012-12-20

49 规范民间借贷若干问题思考和政策建议 李汉国 金融学院 南昌市人民政府 0 2012-03-20

50 南昌市承接产业转移对策研究 李汉国 金融学院 南昌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0 201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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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构建金融支持服务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杨 荣 金融学院 江西科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2 2012-10-30

52 南昌县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研究 陆长平 经济学院 江西省勘探设计研究院 9.6 2012-12-19

53 江西省萍乡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监测评估研究 李洪义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 10 2012-12-31

54 建材检测管理信息系统研究 陈红艳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中昌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20 2012-12-16

55 江西智慧型红色文化旅游服务平台构建方案研究 李文明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今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 2012-12-17

56 江西柑橘施肥体系及施肥技术调查 邹秀清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华中农业大学 4 2012-09-02

57 儋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 但承龙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90 2012-11-01

58 中国社科院“国情调查：江西宁都赖村镇调查” 温 锐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社科院 10.1 2012-01-01

59 江西省循环经济模式研究项目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5 2012-10-20

60 江西省建立碳交易市场的可行性研究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0 2012-12-01

61
中央苏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研究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5 2012-12-30

62 中央苏区推进改革开放与区域合作体制机制研究 谢花林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福建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15 2012-12-25

63 “微笑列车”病源社会调查项目 唐 斌 人文学院 江西省慈善总会 0.5 2012-11-10

64 江西省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与管理研究 詹新寰 体育学院 江西省体育局 10 2012-12-06

65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研究 崔开玲 体育学院 江西省体育局 10 2012-12-15

66 关于赣台农业合作实验园发展建设问题 肖华茵 统计学院 江西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1 2012-12-18

67 南昌市青山湖大道现代商贸服务业趋势研究 钟达祥 外国语学院
南昌市青山湖区工业商贸和信息化

委员会
12 2012-12-31

68 南昌望城新区汽车商贸城营销模式与竞争力研究 钟达祥 外国语学院 南昌望城新区管委会 12 201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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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大宗商品投资策略与风险防范 盛积良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蕴衡投资有限公司 25 2012-12-31

70 建筑工程物资调度策略与管理系统 盛积良 信息管理学院 南昌益建物资有限公司 30 2012-12-20

71 电话营销支撑系统 狄国强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科技学院商学院 6 2012-10-23

72
软件项目合作开发中企业间认知差距与协调机制

研究
胡平波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天恒电讯科技有限公司 21 2012-12-03

73 尚通呼叫中心系统 狄国强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尚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 2012-10-29

74 珍珠产业信息网络研发与建立 魏 琳 学编部 南昌大学 31 2012-11-08

75 南昌享自由旅行社有限公司装饰工程设计 徐 津 艺术学院 南昌享自由旅行社有限公司 21 2012-12-15

76 国产电影《重返月亮湾》剧本策划与艺术指导 舒小坚 艺术学院 江西南国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 2012-12-29

77 景德镇国贸广场整合推广设计方案 陈永维 艺术学院 上海六前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20 2012-12-16

78 南昌依伦网络工程有限公司——VI视觉识别系统 陈 茜 艺术学院 南昌依伦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20 2012-12-20

79 福建标致食品有限公司 VI 视觉识别系统 汪翠芳 艺术学院 福建标致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28 2012-12-20

80 中国国家顶级艺术院团“魅力江西”行演出策划案 李 霜 艺术学院 江西艺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 2012-12-12

81 南昌市汇金广告有限公司企业形象整体设计 黄 彦 艺术学院 南昌市汇金广告有限公司 20 2012-12-01

82
江西众擎演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十周年庆典

晚会演出策划方案
罗 敏 艺术学院 江西众擎演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 2012-10-10

83 鲜果乐美利莱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VI 设计 张冠男 艺术学院 湖口县正立艺术广告 20 2012-05-12

84 南昌市社会音乐艺术培训市场营销研究 王 玲 艺术学院 江西省天天艺术实业有限公司 20 201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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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校级课题立项一览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合作人
课题

类别

资助经

费（元）
单位

1 网络著作权经济价值评估研究 余炳文
肖志远 文 豪 乐 琦

姜云鹏 李 卫
重点 6000 经济学院

2 区域协调发展视阈下的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研究 王丽娟 邓 军 舒 成 杨 颖 重点 600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
新国际分工格局下国际外包对中国市场的影响研究

——机制与效应
邓 军 王丽娟 余昌龙 重点 6000 国际贸易学院

4 新媒体环境下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研究 刘 炜
沈 波 杨 波

汤文芳 陈思华
重点 6000 信息管理学院

5
“孤岛”时期上海“洋旗报”的社会动员研究-以《文

汇报》为例
周立华 陈县英 何梦婷 刘子寻 重点 6000 人文学院

6 微博在网络集体行动中传播与动员机制研究 蔡 前
朱彬钰 成亚林 李德满

李 峰 周丽萍
重点 6000 人文学院

7 行政过程论研究 江利红
王柱国 刘东亮 石 磊 王

静 闫 晶 森 光
重点 6000 法学院

8 基于复杂网络的社会互动行为研究- 杜 宾
刘爱红 潘颖慧 熊云波 龙

遗璟 温奇峰
重点 6000 信息管理学院

9 业务合作视角下境外战略投资对中资银行的影响研究 李玉花 余昌龙 刘 建 方燕红 青年 2000 国际贸易学院

10 水产品冷链物流中心区位选模型应用研究 王友丽 杨 芳 杨道田 吴 群 青年 2000 工商管理学院

11 石油安全视角下中国战略石油储备体系建设研究 刘 建
余昌龙 李玉花

王守坤 王 锋
青年 2000 国际贸易学院

12
基于技术差距视角的知识产权贸易与创新型国家构建

研究
马天翼 余昌龙 邓 军 青年 2000 国际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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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潘 丹
孔凡斌 宫之君 王 晶

熊 凯 吴雄平
青年 2000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14 1946-1949：《印花税法>的修订及其实施效果评析- 戴丽华 邹锦良 杨福林 青年 2000 外国语学院

15 收入分配与房地产市场搜寻——匹配研究 吴 涛 王守坤 宫之君 杨 柳 青年 2000 经济学院

16 上市公司融资约束问题及其治理研究 张 鹏
王守坤 唐 毅 姜云鹏

曲良波 李 卫
青年 2000 经济学院

17 广义经验深度函数及其应用 刘小惠 刘显慧 青年 2000 统计学院

18 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及中国应对之策 李 晔 喻 玲 曾荣鑫 罗 天 青年 2000 法学院

19 法国优先权制度研究- 曾荣鑫
李 佳 徐聪颖 李 滨

林 威 侯 伟
青年 2000 法学院

20 江西财经大学高校教育国际化的策略与实践研究 潘 莹 肖 镧 马 珂 何碧晨 青年 2000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1 基于标准体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制研究 杨 柳 王宇峰 姜云鹏 青年 2000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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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201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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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高水平师资团队建设研究 汪业军 规划一般项目 6000 组织部人事处

2
数字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传播研究
蔡盈洲 规划一般项目 6000 宣传部

3 大学生党员队伍建设科学化研究 刘晓根 规划一般项目 6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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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2 年度研究生教改项目立项一览表

编 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持人 项目参与人 项目等级 资助金额

JXYJG-2012-039
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创新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胡宇辰 胡海波、王 平、马世华、程静怡 一般 1 万元

JXYJG-2012-040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课程建设与教学创新研究 康静萍 曾维涛、彭新万 一般 1 万元

JXYJG-2012-041
基于“校地合作”的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以 MSW 为例
唐 斌 李春根、陈家琪、尹忠海、蒋国河 一般 1 万元

JXYJG-2012-042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重构研究 何植民 许才明、杨道田、吴军民、熊小刚 一般 1 万元

JXYJG-2012-043 导师与研究生和谐共进论 李春根 彭志武、罗 丽、应 丽、包 叠 一般 1 万元

JXYJG-2012-044 财经类高校 MPA 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丁美东 杨道田、熊小刚、吴军民、曾维涛 一般 1 万元

JXYJG-2012-045 江西省研究生教育国际化问题研究 陶春海 李良智、刘 霖、刘 新、李紫雁 一般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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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第七届学生科研课题立项一览表

重点项目：18 项

序号 姓名 学院 课题名称 类别

1 蔡 振 金融学院 投资者关注与股价异常波动分析 重点

2 龙杨峻 金融学院 IPO 后公司“业绩变脸”现象剖析：基于创业板的实证研究 重点

3 龚淑珍 经济学院 收入分配视角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 重点

4 黄先明 经济学院 国际期货定价中心形成路径研究 重点

5 付晨阳 会计学院 基于三方关系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质量研究 重点

6 刘 婷 会计学院 基于 EVA 视角的我国央企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实证研究 重点

7 姚 欣 会计学院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根源与对策研究——-基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调查 重点

8 戴 玮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国内高校学生社团的改革与发展探讨 重点

9 刘 源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数据挖掘的虚假财务报表识别技术 重点

10 谢晗进 信息管理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研究 重点

11 朱贝贝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 RFID 技术的物流配送在途信息系统研究 重点

12 彭 辉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基于 Web 的在线考试系统 重点

13 朱建斌 工商学院 大学教师“过程型”绩效考核模式探索 重点

14 钟骁勇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城市化进程中征地利益主体博弈行为、冲突形成机理及治理对策研究—以江西省抚州市为例 重点

15 邓永民 法学院 《反垄断法》的实施对垄断性国有企业经营行为影响之研究 重点

16 李诗瑶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住房公积金的住房保障作用研究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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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应 丽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医改财政投入及其绩效评价研究—以鲁、赣两省为样本 重点

18 荀龙巧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江西中央苏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带农村生态扶贫模式研究 重点

一般项目：85 项

序号 姓名 学院 课题名称 类别

1 陈学文 金融学院 环鄱阳湖地区生态农业建设的金融支持 一般

2 李其成 金融学院 风险投资、公司治理与企业融资行为研究 一般

3 欧阳海琴 金融学院 欧洲碳期货交易市场研究————兼论我国碳期货市场的构建 一般

4 夏剑文 金融学院 江西省村镇银行发展战略研究 一般

5 徐芬芬 金融学院 我国基金自购与基金业绩的相关性研究 一般

6 姚露艳 金融学院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及预警机制 一般

7 管永芬 经济学院 基于熵值法的江西省11市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研究 一般

8 孙兰辉 经济学院 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与其经济增长效应——基于生态江西建设的视角 一般

9 邓丽娜 国际经贸学院 南昌打造生产性服务业基地带动核心增长极建设 一般

10 胡 超 国际经贸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外贸发展方式及其优化问题研究 一般

11 刘旗峰 国际经贸学院 南昌市英雄开发区的发展瓶颈及其改良途径 一般

12 汤晓军 国际经贸学院 我国新型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性研究——基于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比较 一般

13 陈小涵 会计学院 我国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现状及对策探析 一般

14 邓慧萍 会计学院 经济结构调整下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般

15 范鹤慧 会计学院 “政企合一”下的公司内部控制探析—以“江西城镇投资公司”为例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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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付文君 会计学院 可持续发展对会计确认计量影响的研究 一般

17 傅诺维斯 会计学院 关于大学文体特长生培养的特色化模式研究——-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一般

18 黄哲娟 会计学院 以井冈山陶瓷为例探讨粗放型经济的改革发展之路 一般

19 王 鼎 会计学院 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一般

20 吴 强 会计学院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背景下，《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在我国应用探究 一般

21 肖 莉 会计学院 循环经济下企业经营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十二五”规划出台的启示 一般

22 肖瑞琳 会计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第二阶段教学效果分析报告 一般

23 袁见朴 会计学院 新形势下我国推动利率市场化的障碍和效应分析 一般

24 赵 越 会计学院 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影响的研究 一般

25 范正丰 统计学院 中小企业集群下的市场失灵问题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一般

26 王 琦 统计学院 “中国中医服务产出核算方法研究”——以江西省部分地级市为例 一般

27 周云鑫 统计学院 南昌市人口现状、变动趋势及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一般

28 黄艳芳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基于 RFID 数字化仓储管理技术 一般

29 邵媛媛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贫困大学生自我反贫道路和模式的研究 一般

30 王湘婷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我国目前媒介责任感现状探讨 一般

31 王 欣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我国网络团购面临风险研究 一般

32 杨皓清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环鄱阳湖经济圈产业调查研究 一般

33 杨 潇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探析企业债券筹资的风险及防范 一般

34 喻龙泉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环境会计与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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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曹 涛 信息管理学院 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下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 一般

36 陈 侃 信息管理学院 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般

37 黄兴杰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知识流的创新网络的演化分析 一般

38 李 禄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用户行为分析与空间变动的移动商务信息智能推荐关键技术研究 一般

39 王凌剑 信息管理学院 技术媒介的沟团队创造性绩效的影响研究 一般

40 肖 黎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计算实验的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体系研究 一般

41 杨小亭 信息管理学院 时间序列非平稳特征下的数据库故障检测 一般

42 叶鹏军 信息管理学院 在线社会化网络大学生使用行为研究 一般

43 周 吉 信息管理学院 中部六省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性综合评价研究 一般

44 周斯昱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知识共享的网络社区知识创新模式研究 一般

45 袁惠华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基于.net 平台的“卡坦岛 online”网页游戏的设计与实现 一般

46 曾 取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院务管理信息系统 一般

47 简 成 工商学院 江西烟花物流发展研究 一般

48 李铭敏 工商学院 大学生评选体系构建的研究 一般

49 李永新 工商学院 城市边缘地区农村初等教育方式的探索和改革——基于新建县流湖小学和上罗小学的考察 一般

50 倪 震 工商学院 江西省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 一般

51 袁 凯 工商学院 南昌市不同类高校学生创业力比较分析 一般

52 袁上筌 工商学院 大学生对考各类证件的观点探究————以江财本部为例 一般

53 刘 松 工商学院 财经类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变化的调查研究——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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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黄 毓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基于生态足迹法的区域水生态承载力研究——以湖口县为例 一般

55 李慧泽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基于 LCE 的“生态节能型住宅”的经济技术分析及应用 一般

56 文 君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井冈山申报世界遗产问题研究 一般

57 张 延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市内湖泊驳岸现状调查及问题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一般

58 张燕婷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研究 一般

59 周轩如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新政限购对南昌市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研究——以红谷滩新区为例 一般

60 朱舒婷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基于空间统计方法的南昌市房地产价格差异研究 一般

61 陈 飘 国际学院 远成南昌绿色运输管理研究 一般

62 冯露露 国际学院 江西部分民营企业对会计人员的职业能力需求分析 一般

63 龚依然 国际学院 南昌“三房合一”政策的预期效果评估及对策研究 一般

64 王玉珏 国际学院 建立生猪期货市场稳定猪肉价格的经济学分析 一般

65 杨 帆 国际学院 后经济危机时期对中小外贸企业“用工荒”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一般

66 杨国旗 国际学院 “十二五”时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结构调整策略研究 一般

67 杨令野 国际学院 创业板块中小型制造企业经营效率分析与策略研究——基于 DEA 模型 一般

68 严 婧 外语学院 话语分析在国际贸易纠纷中的应用研究——以“中美轮胎特保案”为例 一般

69 杨晓培 法学院 抢劫罪中犯罪对象与加重情节定性之实证研究 一般

70 包 叠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三轨合一”的方案设计及实施路径——以南昌市为样本 一般

71 程 珊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营改增对江西省服务行业的影响分析及政策建议 一般

72 邓 幸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省乡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基于 20 个乡镇的实证分析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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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罗青林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我国社区财政制度的重构问题研究 一般

74 罗忠莲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保基金联网审计的应用困境及对策研究 一般

75 王雯雯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负指数的研究 一般

76 易雯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基于优化高校公共服务的食堂满意度调查研究——以昌北高校学生食堂为例 一般

77 张莫晨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南昌市公共卫生间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一般

78 赵 丹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区医疗发展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一般

79 康宗林 人文学院 房地产在社区建设中养老设计思考与政策路径探索——基于香港居家养老的经验 一般

80 毛雯钰 人文学院 移动微传播时代与社会管理创新 一般

81 苗 雨 人文学院 文化工业的心理治疗功能——以“穿越剧迷”群体为例 一般

82 王 尉 人文学院 分众理论下微电影的植入广告传播效果研究 一般

83 袁 明 人文学院 江西省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 一般

84 赵梅星 人文学院 孤独症儿儿童的教育现状及其社会工作干预 一般

85 刘振庆 校团委 “微时代”校园网络舆论应对机制研究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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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权威刊物发表论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属单位 发表刊物/论文集 刊物类型 期号 页码范围 发表/出版时间

1
Mining Frequent Patterns in a
Varying-Size Sliding Window of Online
Transactional Data Streams

陈 辉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Information
Sciences(2012)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12 15-36 2012-12-15

2
Recent Developments in Dynamic
Advertising Research

黄 健 信息管理学院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12)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3 591–609 2012-08-01

3
Physiological response of Cu and Cu
mine tailing remediation of Paulownia
fortunei (Seem) Hemsl

江灶发 艺术学院 Ecotoxicology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8 759-767 2012-08-27

4
Robust portfolio selection involving
options under a“marginal plus joint”

凌爱凡 金融学院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AppliedMathematics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14 3373–3393 2012-08-16

5
L2 stability for solutions of subcritical
quasi-geostrophic equation

任俊柏 统计学院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2012)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9 5337-5345 2012-01-01

6
Scaling the kernel function based on the
separating boundary in input space （去

年已计 8分）

孙建成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Information
Sciences(2012)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1 140-154 2012-01-15

7
A double mapping framework for
extraction of shape-invariant features
based on multi-scale partition

袁非牛 信息管理学院 Pattern Recognition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12 4326-4336 2012-10-01

8
简论明清学人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

抄》的负面评价
付 琼 人文学院 文学评论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 6 126-134 2012-11-15

9 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与社会收入差距 桂 林 经济学院 经济研究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 9 140-151 201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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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属单位 发表刊物/论文集 刊物类型 期号 页码范围 发表/出版时间

10
美元贬值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传导

途径及其效应
胡援成

金融管理

国际研究院
经济研究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 4 101-112 2012-04-01

11
我国制成品出口规模的理论分析

（1985-2030）
裴长洪 国际经贸学院 经济研究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 11 19-33 2012-11-01

12 一种动态优先级实时任务调度算法 夏家莉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计算机学报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 12 2685-2695 2012-12-01

13
产权保护和市场信息不对称：来自中国

A-B股的证据
严 武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经济研究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 11 128-141 2012-11-15

14
马克思“对象性存在”问题与其经济学说

的形成
周书俊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哲学研究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 4 16-19，102 2012-04-25

15
农业剩余转化与动态发展牵扯：以工补

农新机制解析
蔡文著 工商管理学院 改革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 86-92 2012-01-15

16 电视剧品牌化生产 蔡盈洲 人文学院 中国电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2 74-78 2012-02-10

17 中国能源消费水平空间差异及成因研究 曹俊文 统计学院 统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0 59-63 2012-10-15

18 定向增发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研究 曹玉珊 会计学院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8 129-136 2012-08-01

19 公用事业规制体系运行机理及其下一步 陈 剑
产业经济

研究院
改革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8 107-113 2012-08-13

20 黄昏（作品） 陈 茜 艺术学院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1 175 201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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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互动：解析 14 个

城市群
陈雁云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改革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0 38-43 2012-10-10

22
生产分割、周期协同与主要贸易伙伴的

关联：1995～2008年
邓 军 国际经贸学院 改革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7 96-103 2012-07-10

23 团队元胜任力模型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杜 宾 信息管理学院 科研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1 40-48 2012-11-01

24 分配承诺、产权与经济效率 桂 林 经济学院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2 40-48 2012-03-10

25 货款基准利率 4倍的界限合理吗 胡援成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当代财经（转载）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5 42-51 2012-05-01

26 芳居野石图 黄松涛 艺术学院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9 181 2012-09-13

27
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金融化机理分析

及我国政策选择
黄先明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6 23-26 2012-06-20

28 卡普技术哲学的三个基本问题 黄欣荣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自然辩证法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8 27-31 2012-08-18

29 书籍装帧设计（作品） 黄志明 艺术学院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1 173 2012-11-16

30
促进收入公平分配需从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中“求解”
蒋金法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9 22-32 2012-09-10

31
互联网产业中相关市场界定的司法困

境与出路-基于双边市场条件
蒋岩波 法学院 法学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6 58-74 201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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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民事赔

偿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蒋尧明 学编部 当代财经（转载）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0 108-120 2012-10-15

33
中小企业高层管理者特征与企业可持

续增长——基于管理防御理论的分析
蒋尧明 学编部 经济评论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5 69-77 2012-09-15

34
高等教育竞争力评价与城市竞争力相

关性质量
雷 俊 经济学院 高等教育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3 9-15 2012-03-20

35 建民路环境更新改造设计（作品） 雷 敏 艺术学院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0 200 2012-10-10

36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实证研究 李文明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旅游学刊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2 80-87 2012-12-06

37 建设临空经济区，促进贸易新增长 李秀香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3 25-28 2012-03-01

38
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基于国家建构理

论的分析
廖义刚 会计学院 审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2 9-13 2012-03-12

39
基于 Google Trends 的注意力配置金融

传染渠道问题
凌爱凡 金融学院 管理科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1 104-116 2012-11-25

40
中西管理思想融合发展的难点及其突

破——基于文化价值观差异视角
刘建兰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Z2 57-62 2012-11-01

41
企业集团财务控制动态模式的组织、位

置与发展路径
刘剑民 会计学院 管理世界（3000-6000字）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2 2012-12-15

42 海边小镇风景 刘 卷 艺术学院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9 2012-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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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制度伦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研究 刘 骏 会计学院 会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 22-24 2012-01-20

44 国内外关于儒家价值观的研究综述 刘 凯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Z2 43-47 2012-11-01

45
知识员工心理契约、组织信任与知识共

享意愿
卢福财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4 76-82 2012-04-11

46
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机理

——基于 CDE与 FBA的数理分析与数

字校正

梅国平 信息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3 1-12 2012-03-28

47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空变

异：基于文献的再研究
潘 丹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7 113-117 2012-07-08

48
平滑消费视角下中国外汇储备的最适

持有量
饶晓辉 经济学院 经济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4 14-23 2012-08-20

49
我国纺织服务企业生存状态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研究：以中国 A股上市公司为

例

宋丽丽 工商管理学院 改革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2 116-123 2012-11-25

50
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与

变动趋势
陶长琪 信息管理学院 科研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1 32-39 2012-11-11

51
顾拜旦体育思想悖论及对现代奥运会

的影响
涂传飞 体育学院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5 12-16-35 2012-05-15

52
环境保护政策如何成为经济增长政策

——基于减排劳动的内生分配
万建香 信息管理学院 财政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8 64-66 2012-08-16

53
社会资本可否激励经济增长与环境保

护的双赢？
万建香 信息管理学院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7 61-75 2012-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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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我国流转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 万 莹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当代财经（转载）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7 21-30 2012-07-10

55 数码插画 4 汪翠芳 艺术学院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1 174 2012-11-15

56 林凤眠作品的审美元素探究 汪翠芳 艺术学院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8 167-169 2012-08-15

57
论我国对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互惠

原则
王吉文 法学院 法学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6 154-164 2012-12-25

58
区域产业生态化效率评价研究-以鄱阳

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王 晶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2 101-107 2012-01-04

59
基于结构计量模型分析渠道结构变动

的影响
王 磊

产业经济

研究院
中国工业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2 108-118 2012-02-20

60 关税改革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 王 乔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5 41-43 2012-05-01

61 中国行业工资差距的演化与特征 王 询 统计学院 中国人口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5 47-55 2012-10-01

62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取向的演进 王永忠 体育学院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3 38-42 2012-03-15

63
集体行动与社会规范的演进（译文按 0.8
系数计分）

王宇锋 经济学院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5 1-13 2012-09-10

64
土地囤积对房地产市场绩效的影响机

制研究
王岳龙

产业经济

研究院
经济评论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4 97-109 2012-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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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去工业化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研究 王展祥 学编部 当代财经（转载）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6 16-25 2012-06-15

66
SNA2008关于 R&D核算变革带来的影

响及面临的问题
魏和清 统计学院 统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1 21-25 2012-11-15

67 秋晨（作品） 温 强 艺术学院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9 183 2012-09-10

68
十六大以来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保障改

革的进程与展望
温 锐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中共党史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7 21-24 2012-07-01

69
江西省经济增长与工业三废排放水平

关系的实证研究
吴昌南

产业经济

研究院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3 146-152 2012-03-26

70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形成轨迹和发展

路径
吴照云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7 184-192 2012-07-01

71
基于空间句法的城市游憩空间形态特

征分析——以南昌市城区为例
吴志军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6 156-161 2012-06-26

72 贫困陷阱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习明明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经济学动态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3 109-114 2012-03-01

73
服务业与居民消费的逻辑关系及税收

政策选择
席卫群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2 9-16 2012-02-10

74
随签字注册会计师流动而发生的会计

师事务所变更问题研究
谢盛纹 会计学院 会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4 87-93 2012-04-15

75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府审计目标与对象 谢盛纹 会计学院 当代财经（转载）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4 122-128 201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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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文化产业视阈下国产动漫发展问题的

再认知
徐文松 人文学院 中国电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2 83-86 2012-02-28

77 《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现象发生学 许光伟 经济学院 经济评论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 5-15 2012-01-15

78
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国际比较、问题及对

策研究
许统生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8 11-16 2012-08-20

79 中国农产品贸易成本测度 许统生 国际经贸学院 中国农村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3 14-24 2012-03-15

80
中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对就业调整成

本影响的估计
许统生 国际经贸学院 经济学动态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 35-40 2012-01-18

81
中小板上市企业股票融资的地区差异

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严 武

金融管理

国际研究院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0 74-81 2012-10-20

82 娇韵詩纤（作品） 阳小毛 艺术学院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0 190 2012-10-03

83 中国税收增长方式转变的时空特征分析 杨得前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1 64-70 2012-11-02

84 近代以来的土地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 杨华星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中国经济史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 167-169 2012-01-28

85
对《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中服务贸

易统计框架的分析与评价
杨丽琳 国际经贸学院 统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3 1-10 2012-03-26

86
欠发达地区县域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分

析及其启示-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湖

口、彭泽两县为例

杨头平 统计学院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 13-18 2012-01-12



234

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属单位 发表刊物/论文集 刊物类型 期号 页码范围 发表/出版时间

87 中国大学生体质健康变化趋势的研究 尹小俭 体育学院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9 79-84 2012-09-08

88
全球价值网络模式下我国海外子公司

治理
袁红林 国际经贸学院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3 68-75 2012-03-19

89
粮食主产区农户加入农业合作组织意

愿的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占小军 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8 131-135 2012-08-28

90
基于标签的个性化项目推荐系统研究

综述
张富国 信息管理学院 情报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9 963-972 2012-09-01

91 囧相万千（作品） 张冠男 艺术学院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1 171 2012-11-15

92
基于欺诈“三角理论”的国有企业高管侵

占型职务犯罪成因分析
张 蕊 会计学院 当代财经（转载）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5 106－111 2012-05-15

93
政府干预、大股东资产注入：支持抑或

掏空
章卫东 会计学院 会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8 34-40 2012-08-15

94
我国城市大型体育公共设施供给问题

研究
郑志强 体育学院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7 1-5 2012-07-31

95
基于内容与结构语义相融合的 XML检

索结果聚类
钟敏娟 信息管理学院 情报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5 2012-05-15

96 克尔凯郭尔的理性偏转与个体主义 周书俊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哲学动态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6 51-55 2012-06-26

97 欠发达地区主体功能分区实证研究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4 19-24 2012-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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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论民国时期政府审计思想的特点及其

启示
朱灵通 会计学院 审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 55-59 2012-01-15

99
征地冲突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农户

行为的动态博弈分析
邹秀清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中国土地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0 54-60 2012-10-20

100
改进的 Turbo类编码的近似码字错误率

公式
戴利云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电子与信息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5 1191-1195 2012-05-01

101 基于用户反馈的深网数据源选择 邓松 信息管理学院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1 2367-2371 2012-11-01

102
基于多角度基尼系数的江西省资源环

境公平性研究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生态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20 6431-6439 2012-10-01

103
南昌市 1991年至 2010年“两型城市”发
展的定量表达及其解析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资源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0 1972-1979 2012-10-01

104
集体林分权条件下的林地细碎化程度

及与农户投入产出的关系-基于江西省

8县 602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林业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4 119-126 2012-04-13

105
基于概率衰减窗口模型的不确定数据流频

繁模式挖掘(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廖国琼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5 1105-1115 2012-05-01

106
考虑缺货损失情形下损失厌恶零售商

的订货决策
柳 键 信息管理学院 控制与决策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8 1195-1200 2012-08-15

107
基于小波分析的股市波动的多重分形

辨识
罗世华 统计学院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1 2381-2386 2012-11-10

108
总风险约束的委托组合投资管理激励

契约
盛积良 信息管理学院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3 589-596 201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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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基于 Choquet 积分的模糊数直觉模糊

数多属性决策方法
陶长琪 信息管理学院 控制与决策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9 1381-1386 2012-09-15

110
基于加权可能性均值的直觉梯形模糊

数矩阵博弈求解方法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控制与决策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8 1121-1126 2012-08-25

111
基于分式规划的区间直觉梯形模糊数

多属性决策方法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控制与决策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3 455-463 2012-03-25

112 LBP与鉴别模式结合的红外人脸识别 谢志华 信息管理学院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6 707-711 2012-06-13

113 面向时延数据的分块PCA红外人脸识别 谢志华 信息管理学院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6 1292-1295 2012-06-06

114 域间路径胡一种安全宣告和撤销方法 杨波 3 信息管理学院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2 357-364 2012-02-20

115 农地保障功能测度及其区域差异 邹秀清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资源科学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0 1888-1904 2012-10-15

116 城市导向标识系统设计方法研究 李 民 艺术学院 新美术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5 68-72 2012-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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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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管理 姚林香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30 2012-11-30 席卫群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2
真诚的探索——基于江西省高等教育发展

的实践
谭光兴 编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30 2012-11-29

高等教育

研究所

3 企业战略管理* 胡大立 编著 上海财经大学 48 2012-11-20 工商管理学院

4 客户关系管理流程设计与工作标准 徐健 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18 2012-03-01 工商管理学院

5 WTO规则解读与运用 李秀香 编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51.6 2012-12-01
黄梓桢(学),汪忠华(学),熊雯(学),简如

杰(学),章萌(学),程颖(学)
国际经贸学院

6 国际市场营销 陈琦 编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51.6 2012-05-01 国际经贸学院

7 国际贸易运输与保险 潘永 编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5 2012-02-16 吴晓东 国际经贸学院

8 你的形象何止百万 朱美娥 编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0 2012-06-01 矫芙蓉 国际经贸学院

9 小企业财务会计 裘宗舜 编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0 2012-12-18 其他

10
想不考高分都难-教你轻松征服大学英语

四级作文
史湘琳 编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1.4 2012-07-01 外国语学院

11 疯狂网聊学英文-口语可以这样偷偷练 史湘琳 编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6.1 2012-01-02 崔婷捷(外) 外国语学院

12 公司财务学第二版 张蕊
国家级规

划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77.8 2012-06-15 袁业虎,曹玉珊,陈瑛瑛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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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设计(第 2版) 万常选
国家级规

划教材
清华大学出版社 69.6 2012-09-01 廖国琼,吴京慧,刘喜平 信息管理学院

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郭杰忠
教育厅统

编教材
江西高校出版社 30 2012-07-01

黎康(外),舒醒(外),王俊文(外),蒋贤斌

(外),陈始发
外单位

15 政府预算管理 廖少纲 一般教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

社
30 2012-12-10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16 中国税制 王乔 一般教材 经济科学出版社 63 2012-02-15
姚林香,朱门添,席卫群,万莹,伍红,黄
桂香,伍云峰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17 产业组织理论 廖进球 一般教材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54.4 2012-12-20
吴昌南,阮敏,陈剑,彭柳林(学),刘俊仁

(学),杨头平,杨波(学),王开敏(学)
产业经济

研究院

18 法学通论（信毅教材） 熊进光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58.8 2012-11-20
易有禄,刘国,陈运生,朱丘祥,吴萍,王
柱国,喻晓玲,杨德敏,马德才,易虹,李
忠民,张怡超

法学院

19 经济法通论 蒋岩波 一般教材 江西人民出版社 50.5 2012-08-15

蒋悟真,杨德敏,喻玲,徐丽媛,张怡超,
陈凌,张强,熊玉梅,徐聪颖,熊进光,秦
守勤,巫文勇,陈江华,吴德昌,阙占文,
张志伟,陈军

法学院

20 品牌塑造与管理 余可发 一般教材 浙江大学出版社 54 2012-12-10 工商管理学院

21 组织行为学 胡宇辰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50.8 2012-11-01
蔡文著,杨建锋,叶清,庄凯,王琪,毛细

荣,王影(学),程静怡(学)
工商管理学院

22 创业营销 李建军 一般教材 厦门大学出版社 30 2012-10-08
陆淳鸿,谌飞龙,钟叶飞,韩晓明,黄帅

(外),朱街琴(外)
工商管理学院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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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品牌运作与管理 谌飞龙 一般教材 经济管理出版社 48 2012-06-18
敖荣(学),刘亚飞(学),廖飞云(学),张璐

(学),欧阳婷(学),龚莹(学)
工商管理学院

24 人力资源管理（第二版） 卢福财 一般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529 2012-06-13
杨杰,刘爱军,赵映云,蔡文著,陶永进,
杨建锋,黄景洲,高日光,钟尉,赵敏慧

(学),何炜,李春(学),陈云川(学)
工商管理学院

25 客户关系管理 汪华林 一般教材 经济管理出版社 22.9 2012-05-25 工商管理学院

26 供应链物流学 吴群 一般教材 中国物资出版社 40.3 2012-05-10
高媛媛(学),严海洲(学),杨亮亮(学),张
冰(学),吴光高(学),屈军(学)

工商管理学院

27 创业通论（第二版） 卢福财 一般教材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329 2012-01-01
谭光兴,宁亮,陆淳鸿,刘爱军,邹艳芬,
梅小安,徐健,周林

工商管理学院

28 创业管理：外贸企业视角 叶绍义 一般教材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39.4 2012-12-31
陈华,郭天宝(外),袁红林,魏韬(学),彭
凯(学)

国际经贸学院

29 国别贸易政策 吴朝阳 一般教材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30 2012-10-10
艾建华(外),李霖(外),陈娅兰(外),
余菲(外)

国际经贸学院

30 内部控制 谢盛纹 一般教材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8.9 2012-11-01 廖义刚,曹菁 会计学院

31 国际收支与汇率 汪洋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40.6 2012-12-01 金融学院

32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 桂荷发 一般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54 2012-11-12
吕江林,肖峻,陈家洪,钟小林,王辉,李
思敏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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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经济调查与分析 杨飞虎 一般教材 浙江大学出版社 22 2012-11-16
席小炎,黄素娟,伍琴(学),李梦君(外),
丁烨(学)

经济学院

34 新制度经济学 袁庆明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45 2012-11-15 经济学院

35 王秋石《微观经济学》习题集 王小平 一般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48 2012-05-01 席小炎,王宇锋,饶晓辉,李胜兰 经济学院

36 西方经济学 戴达远 一般教材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48 2012-06-06 袁立 老干处

37 移动电子商务 钟元生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41 2012-12-20
万本庭,朱文强,徐军,熊建英(学),李冰

(学),陈海俊(学),邵婷婷(外)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38 ERP理论与实践（信敏廉毅教材）（第二版） 夏家莉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 2012-12-08 涂保东,邓庆山,尹爱华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39 英美国家概况 刘有发 一般教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出版社
50.7 2012-11-22 林磊,陈润平,李洁宏,吕述明 外国语学院

40 新编大学英语写译教程 叶卫华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41 2012-11-01
曾剑平,冷玉芳,王南,黄燕红,甘仙女,
李锋,李晶,林磊,刘莉琼,肖锐,张萍萍,
钟淑敏,朱林韬,支莉

外国语学院

41 计量经济学教程 陶长琪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52.9 2012-12-01 徐晔,万建香,齐亚伟 信息管理学院

42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设计实验教程(第 2版) 吴京慧 一般教材 清华大学出版社 30.7 2012-10-01 刘爱红,廖国琼,刘喜平 信息管理学院

43 微积分（-） 邹玉仁 一般教材 高教出版社 32 2012-09-01 万建香,严淑梅 信息管理学院

44 运筹学教程例题分析与题解 华长生 一般教材 清华大学出版社 75 2012-08-01 易伟明,王平平,刘满凤,陶长琪,柳键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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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线性代数* 易伟明 一般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34 2012-08-01 何明,李杰 信息管理学院

46 21世纪日本法的展望 江利红 译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4.5 2012-03-30 法学院

47
要赢，就要参透行情——在动荡不定的全

球资本市场中控制风险、扩大收益的方法
彭玉镏 译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15.4 2012-01-02 金融学院

48 政府论 刘晓根 译著 北京出版社 20 2012-05-16 马克思主义

学院

49 决策分析 李华旸 译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48.9 2012-11-01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50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段远鸿 译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1.5 2012-07-24 研究生学院

51 精神现象学 段远鸿 译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2 2012-07-24 研究生学院

52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

政策研究
王乔 优秀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50 2012-11-20 周全林,汪柱旺,伍红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53 农地产权变革与社会生态的互动 温锐 优秀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7.5 2012-05-0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54
台湾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机制研究：环境、

制度与行动者
万谊娜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2 2012-11-10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55
新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与绩效

评估
余桔云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 2012-11-09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56
新员工社会化、社会资本、组织承诺关系

研究
邢小明 专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 2012-09-12

产业经济

研究院

57 死刑适用的原理与实务 黄华生 专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40.2 2012-10-30 舒洪水(外)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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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現代中国の統治機構と法治主義 江利红 专著 日本中央经济社 30 2012-10-10 法学院

59
行政过程论研究——行政法学理论的变革

与重构
江利红 专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3 2012-10-01 法学院

60 法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刘国 专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2 2012-08-15 法学院

61 现代金融服务法制研究 熊进光 专著 法律出版社 27 2012-07-01 法学院

62 反垄断司法制度 蒋岩波 专著 商务印书馆 28 2012-06-26 喻玲 法学院

63 刑法文化解释研究 徐光华 专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6 2012-06-01 法学院

64
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中的国家救助法律制度

研究
巫文勇 专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0 2012-05-06 法学院

65 大学课程哲学 朱晓刚 专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 2012-12-11
高等教育

研究所

66 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创建研究 许基南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2 2012-03-01
高等教育

研究所

67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就业问题研究 梅小安 专著 长江出版社 14.8 2012-12-26 工商管理学院

68
基于网络视角的园区中小企业非竞合行为

的治理研究
胡宇辰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16 2012-12-03 工商管理学院

69 基于知识的企业动态能力研究 陆淳鸿 专著 长江出版社 11 2012-12-01 工商管理学院

70
全球价值网络下提升江西有色金属工业竞

争优势研究
钟运动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5 2012-10-28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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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儒家行为管理 余焕新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6.8 2012-06-01 工商管理学院

72
中小农业企业成长与扶持政策研究——以

江西省为例
刘克春 专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16.8 2012-05-01 工商管理学院

73 先秦兵家思想战略管理特质研究 钟尉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17 2012-02-29 工商管理学院

74 “气候智能型”城市建设研究 李秀香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9 2012-12-01 国际经贸学院

75 国际生产分割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 邓军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 2012-12-01 国际经贸学院

76 内部控制框架的产权理论研究 蔡吉甫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4 2012-01-16 会计学院

77
中国上市公司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动因及

决策作用
廖义刚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2 2012-01-12 会计学院

78
基于 SCP 分析框架的我国 CPA行业发展

研究
程琳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30 2012-01-09 会计学院

79 政府资金支持、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经营业绩 高吟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 2012-01-01 会计学院

80
“中三角”城市群成长的可行性分析及发展

战略研究
朱丽萌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 2012-10-15 陈雁云,习明明,黄颉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81 江西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跟踪研究 2012 曹元坤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0 2012-07-02
朱丽萌,刘镇,刘修礼,陈雁云,钱顺岳

(学),刘萍(学),陈霞(学),余韬(学),李越

(学)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82
我国金融监管系统协同效应的形成机制及

测度研究
吴伟军 专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3 2012-12-01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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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基于美国金融危

机后的思考
彭玉镏 专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18.1 2012-05-01 金融学院

84 中国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 饶晓辉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15 2012-10-01 经济学院

85 可持续模式下中国城市环境政策分析 王彦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30 2012-12-12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86 江西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研究 王文群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 2012-10-22 刘旦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87 公用集团战略与管控研究 吴志军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8 2012-04-01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88 党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刘晓根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 2012-10-16
马克思主义

学院

89
规训权力与规训社会——福柯政治哲学思

想研究
胡颖峰 专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1 2012-09-0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90 老庄正义思想研究 刘白明 专著 上海三联书店 29 2012-08-0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91 《红军将领欧阳健评传》 李立娥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34.5 2012-04-0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92 隋唐管理思想 龚贤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29.8 2012-07-15 人文学院

93 唐宋音乐管理与唐宋词发展研究 龙建国 专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23 2012-04-17 人文学院

94 湘南官话语音研究 曾献飞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60 2012-02-01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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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基于 LDA生成模型的图像场景分类研究 唐颖军 专著 江西省科学技术出版社 15 2012-10-01 张驰,杜海云(外)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96 可持续发展系统评价与方法研究 李志强 专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 2012-12-20 统计学院

97 灰色多属性决策方法及其应用 陈孝新 专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4 2012-12-18 统计学院

98 模拟计算中的统计抽样 邓国华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8 2012-12-10 统计学院

99 中美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成本影响研究 万兆泉 专著 江西科技出版社 17 2012-12-01 统计学院

100
复杂系统的分形特征辨识及其在高炉冶炼

系统中的应用
罗世华 专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0 2012-12-01 统计学院

101
索尔•贝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时间轴上

的展开
李会学 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0.2 2012-06-03 外国语学院

102 基于人性需要视角的中国消费潜力研究 黄娟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15 2012-12-05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103 TiN薄膜常压化学气相沉积的研究 杨小毛 专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4 2012-12-14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104 基于PBF合同的代理投资与资产定价研究 盛积良 专著 科学出版社 25 2012-12-01 信息管理学院

105 IT企业知识融合的机制 陈思华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 2012-12-01 信息管理学院

106 面向网络舆情的观点树挖掘研究 丁菊玲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15 2012-11-01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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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政府信息资源配置研究 周萍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17 2012-10-22 信息管理学院

108 合唱与指挥－教学实践研究 韩玉澎 专著 吉林大学 22 2012-12-12 刘卫防(外) 艺术学院

109 平面构思与设计研究 单汶静 专著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20 2012-08-01 艺术学院

110 钢琴教学实践研究 马艳 专著 东北林业大学 10 2012-07-10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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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研究报告信息一览表

序号 报告题目 第一作者 提交时间 报告类别 所有作者 所属单位

1 江西统筹城乡发展的“新余样本”及政策建议 张仲芳 2012-11-30 调研报告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 江西省矿业矿工职业病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陶纪坤 2012-06-10 调研报告
陈曦(学),陈琼红(学),甘谊兰(学),

王哲强(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 南昌市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救助情况调研及政策改进 李春根 2012-04-28 江西经济分析
罗焕(学),曹璐(学),刘梦炫(学),

刘李青(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4 郑汴一体化经验及对昌抚一体化的启示 邢小明 2012-12-15 江西经济分析 产业经济研究院

5 对做好 2013 年我省经济工作的几点建议 廖进球 2012-12-12 江西经济分析 朱丽萌 产业经济研究院

6 江西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报告 吴昌南 2012-04-06 江西经济分析 范林凯(学) 产业经济研究院

7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法律保障的不足及完善建议 刘 国 2012-03-06 江西经济分析 法学院

8 南昌市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舒 辉 2012-10-22 调研报告 工商管理学院

9 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王晓春 2012-12-13 江西经济分析 工商管理学院

10 江西省职业教育与技能需求的匹配机制及运行设想 赖 勤 2012-12-11 江西经济分析 工商管理学院

11 江西省服务业就业增长潜力分析与政策建议 黄彬云 2012-09-04 江西经济分析 工商管理学院

12 宜将承接在岸业务作为南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主攻方向 宋丽丽 2012-09-01 江西经济分析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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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促进江西省现代物流业跨越式发展的思考 吴 群 2012-11-19 江西经济分析 工商管理学院

14 江西发展产业集群区域品牌的思考 谌飞龙 2012-06-16 江西经济分析 工商管理学院

15 促进江西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政策措施 胡大立 2012-03-16 江西经济分析 彭永昌(学) 工商管理学院

16
“双反”背景下凸显的江西光伏产业发展的问题及其

对策
汤晓军 2012-12-24 江西经济分析 张进铭 国际经贸学院

17 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部控制问题及对策探讨 王 宏 2012-09-20 江西经济分析 会计学院

18 江西省上市公司财务核心能力评价 张绪军 2012-02-02 江西经济分析 会计学院

19 对我省推进锂离子动力电池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黄 颉 2012-12-03 江西经济分析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0 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切实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 刘修礼 2012-12-07 江西经济分析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1 南昌市投资环境的现状调研与完善建议 曹元坤 2012-10-15 江西经济分析 陈望成(学),李志成(学)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2 江西在"中三角"城市群空间布局中的角色及对策 陈雁云 2012-05-16 江西经济分析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3
“中三角”与三大片区发展定位及江西融入“中三

角”发展定位的四点建议
朱丽萌 2012-05-15 江西经济分析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4 构建“中三角”城市群的可行性研究 习明明 2012-04-01 江西经济分析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5 江西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 严 武 2012-11-07 江西经济分析 骆嘉(学)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26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新“三农”问题及解决机制 彭新万 2012-06-10 江西经济分析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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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江西旅游大省建设战略创新研究 温 锐 2012-05-15 省领导签字 马克思主义学院

28 江西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唐 斌 2012-05-07 江西经济分析 人文学院

29 我省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缓降趋势的分析及建议 白耀辉 2012-12-11 江西经济分析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0 江西金融机构存贷差成因及对策分析 康 鸿 2012-11-27 江西经济分析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1 江西省充分兑现人口红利的对策与措施 潘文荣 2012-06-30 江西经济分析 安祥征(学) 统计学院

32
坚持“三个并重”，建设“三个江西”-2012 年经济工

作建议
陈新华 2012-01-11 省领导签字

陈新华(外),甘峰明(外),吴伟军,

周晨宇(外),黄慧(外)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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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各类科研成果获奖汇总表

奖励名称 第一完成人 成果名称 所属单位 获奖完成人 获奖日期 获奖级别 获奖等级

江西省研究生教学

成果奖
周 玫

“1+2+3”的 MBA

培养模式
MBA 学院

周玫,宁亮,郑宁,

吴良平,庄凯
2012-02-01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第四届中国劳动论坛

（优秀奖）
陶纪坤 新农保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分析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陶纪坤 2012-06-18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第五次全国优秀财政

理论研究成果奖
李春根 扶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问题的研究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春根,贺三宝,马衍伟

(外),范国宏(外),

朱丹(外),罗丽

2012-04-30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2010-2011 年度优秀

科研成果奖

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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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丽娟 2012-03-10 学校级 三等奖

十二届江西省高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何植民 关注和探究公务员的情绪管理问题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何植民,何元增(外) 2012-03-26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2010-2011 年度优秀

科研成果奖

谢小剑 边缘化刑事程序研究 法学院 谢小剑 2012-07-01 学校级 二等奖

第十二届高校人文社

科优秀成果奖
谢小剑 公诉权制约制度研究 法学院 谢小剑 2012-03-01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第五届江西省教育科

学优秀成果奖
蒋悟真

财经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打

造及其探索
法学院

蒋悟真,邓辉,吴小珊,易

有禄,李翃楠,詹国旗

(学)

2012-09-18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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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科学技术

进步奖
刘国栋 无线基站共建共享管理系统 法学院

刘国栋(外),陈洪萍

(外),刘斌(外),肖立新

(外),姜红仁,

肖霖(外)

2012-05-17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江西省研究生教学

成果奖
卢福财

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生“三

三”制人才分类培养模式
工商管理学院

卢福财,廖进球,罗良清,

李良智,吴昌南
2012-02-22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江西省研究生教学

成果奖
吴照云

博士生招生制度国际比较分析及选拔

机制创新设计
工商管理学院

吴照云,李春根,邹秀清,

尹朝华,吴志军
2012-02-21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2010-2011 年度优秀

科研成果奖

邓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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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贸学院 邓 军 2012-05-03 学校级 二等奖

财政部中国会计学会

优秀论文奖
王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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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学院

王良成(外),廖义刚,

曹强(外)
2012-07-01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优秀多媒体课件 王 云 《创新方法学》学习提高网 教务处
王云,殷乾亮,舒洪岚,

唐海燕,林凤仙
2012-10-29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第十二届江西省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

桂 林 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与治理结构 经济学院 桂 林 2012-03-01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2012 年全国高校德育

创新发展研究成果
阮艳平

构建青年博士党员第二课堂育人的

实践平台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阮艳平 2012-05-28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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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0-2011 年度服务

江西经济和社会发展

优秀科研成果奖

曹国新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重组江西旅游产

业的政策建议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曹国新 2012-05-05 学校级 二等奖

2012 年度江西省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

教师教学比赛

一等奖

汪 乐
2012 年度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汪 乐 2012-05-01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2012 年赣粤桂滇琼五

省区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青年教师

教学比赛

刘晓泉
2012 年赣粤桂滇琼五省区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晓泉 2012-10-22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2012年江西省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胡颖峰 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马克思主义学院 胡颖峰 2012-11-22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2012 年江西省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汪 乐 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修养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汪 乐 2012-11-22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2012 年江西省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刘白明 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白明 2012-11-22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2012 年江西省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吴通福 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通福 2012-11-22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2012 年江西省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邱贵明 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马克思主义学院 邱贵明 2012-11-22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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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江西省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彭锦屏 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马克思主义学院 彭锦屏 2012-11-22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2012 年江西省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舒前毅 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马克思主义学院 舒前毅 2012-11-22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2012 年江西省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刘晓根 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晓根 2012-11-22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2012 年江西省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刘晓泉 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晓泉 2012-11-22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2012 年江西省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金纬亘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金纬亘 2012-11-22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2012 年江西省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王金根

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育

教案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金根 2012-11-22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青年教师教学

比赛获奖

李德满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教

学比赛获奖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德满 2012-06-10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青年教师教学

比赛获奖

刘晓泉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教

学比赛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晓泉 2012-05-30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第十二届省高校人文

社科成果奖
尹忠海 权贵与土地——马其顿王朝社会解析 人文学院 尹忠海 2012-02-26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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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名称 第一完成人 成果名称 所属单位 获奖完成人 获奖日期 获奖级别 获奖等级

第五届江西省教育科

学优秀成果奖
蔡盈洲 互动教学的传播模式 人文学院 蔡盈洲 2012-10-09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2010-2011 年度优秀

科研成果奖

徐文松
浮华忧思：透视中国动漫产业发展中

的“短板”问题
人文学院 徐文松 2012-05-03 学校级 三等奖

江西省教育科学优秀

成果奖
付 琼

文学教育视角下的文学选本研究：以

家塾文学选本为中心
人文学院 付 琼 2012-09-18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 付 琼 《国朝闺秀诗柳絮集》 人文学院 付 琼 2012-09-18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第十二届全国多媒体

课件大赛高教工科组
汪彩霞 “计算机操作系统”课程网站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汪彩霞 2012-10-29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

2010-2011 年度优秀

科研成果奖

陈 滨

Assess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 of

chaotic sequences using a phase space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陈 滨 2012-05-03 学校级 一等奖

2012 年江西省高校优

秀体育课说课比赛
谭 刚 足球越位规则 体育学院 谭 刚 2012-05-15 其它 二等奖

2012 年江西省高校优

秀体育课说课比赛
余文斌 篮球比赛的发展与规制 体育学院 余文斌 2012-05-15 其它 三等奖

第十一届全国统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曹俊文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中国能源效率及对

环境影响研究
统计学院

曹俊文,罗良清,何建春,

魏和清,刘小林
2012-12-28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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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名称 第一完成人 成果名称 所属单位 获奖完成人 获奖日期 获奖级别 获奖等级

第十一届全国统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李志强 迁移人口的数据采集、质量评价与控制 统计学院

李志强,白先春(外),凌

迎兵(外)
2012-12-19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全省高校思政课优秀

教案评选活动
李云琴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第一章

节内容—“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

信念”教案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李云琴 2012-11-27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第十三

次优秀教学成果奖
狄国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工程课程

财经管理特色实践教学改革
信息管理学院

狄国强,万常选,廖国琼,

刘德喜,杨小平
2012-09-30 学校级 一等奖

江西财经大学第十三

批优秀教学成果奖
万常选

《数据库系统原理》教材建设与探究

式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信息管理学院

万常选,刘爱红,廖国琼,

吴京慧,刘德喜
2012-09-18 学校级 特等奖

湖南省第十一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唐未兵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 学编部

唐未兵(外),傅元海

(外),沈坤荣(外),王展

祥,彭涛(外),张丹,孙爱

军(外)

2012-08-03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2012 金圣杯江西之星

创意设计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奖

况宇翔 induction 艺术学院 况宇翔 2012-06-30 其它 二等奖

第十二届全国多媒体

课件大赛
杨 泳 《产品设计及表达》课程多媒体课件 艺术学院 杨 泳 2012-10-29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江西省地四届职业院

校艺术专业师生作品

设计大赛

胡 颖 主人房效果图 艺术学院 胡 颖 2012-01-17 其它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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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名称 第一完成人 成果名称 所属单位 获奖完成人 获奖日期 获奖级别 获奖等级

江西省第四届职业院

校艺术专业师生作品

设计大赛

黄志明 品牌推广设计 艺术学院 黄志明 2012-01-09 其它 一等奖

全国第三届大学生艺

术展演活动高校艺术

教育科研论文

雷 敏
对江西省四所高等院校公共音乐教育

课程设置的调查与分析
艺术学院 雷 敏 2012-02-20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设计作品 李苏云 稳润光电办公空间 艺术学院 李苏云 2012-06-01 其它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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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知识产权成果信息一览表

序号 专利名称 第一完成人 专利完成人 专利类型 申请号 所属单位

1 便捷式车内电子产品充电器 罗时武 魏民(学) 实用新型 201120401765.8 艺术学院

2 车用香熏器 胡 颖 外观设计 201230075522.x 艺术学院

3 垃圾桶 胡 颖 外观设计 201230075518.3 艺术学院

4 手机充电器 胡 颖 外观设计 201230075526.8 艺术学院

5 环保卷笔 殷乾亮 实用新型 201220001854.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6 支持富媒体的电子教材系统 曹重华 夏家莉,张志兵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12SR121828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7 智能化作业支持与分析系统 夏家莉 张志兵,曹重华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12SR123426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8 课堂教学控制系统 张志兵 夏家莉,曹重华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12SR122004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9 钢铁制造企业线材产品生产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肖 泉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12SR122283 信息管理学院

10 博士招生报名管理系统 张守胜 张鹏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12SR102910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11 研究生考务管理系统 张守胜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12SR102967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12 高校成绩管理信息系统 吴 洁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12SR102885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13 高校教师信息自助维护系统 吴 洁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12SR102925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14 高校教室信息管理系统 吴 洁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12SR102923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15 土壤剖面电导率非线性模型预测软件 李洪义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12SR063845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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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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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文化解释问题研究 徐光华 学术文库全额资助 法学院

2 老庄正义思想研究 刘白明 学术文库全额资助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经济波动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饶晓辉 学术文库全额资助 经济学院

4 地理本体的关键问题及其应用研究 黄茂军 学术文库全额资助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5 “中三角”城市群成长的可行性分析及发展战略研究 朱丽萌 学术文库全额资助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6 江西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跟踪研究 2012 曹元坤 学术文库全额资助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7 西方生态主义基本政治理念 金纬亘 学术文库全额资助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经济调查与分析 杨飞虎 学术文库全额资助 经济学院

9 TiN 薄膜常压化学气相沉积的研究 杨小毛 学术文库全额资助 新能源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10 法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刘 国 学术文库全额资助 法学院

11 现代金融服务法治研究 熊进光 学术文库部分资助 法学院

12 红军将领欧阳健评传 李立娥 学术文库部分资助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3 规训权力与规训社会—福柯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胡颖峰 学术文库部分资助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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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收录情况一览表

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1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Double
E-markets in Chinese Countryside 黄丽娟 2012-12-01 Information Journal SCI检索期刊论文 工商管理学院

2
China’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ategy-from technology transfer
perspective

何 炜 2012-11-15 Information-An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SCI检索期刊论文 工商管理学院

3
Strategies on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s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SCOR-model in the E-com

黄丽娟 2012-01-10 Sens. Lett. SCI检索期刊论文 工商管理学院

4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Integration Strategies Analysis from
Producer Services and Manufacture

崔爱平 2012-12-15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Service Science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学院

5 A study on China coal and electric
vertical integration choice 张孝锋 徐斌 2012-11-30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Service Science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学院

6
A Study on the Symbiotic Behavior of
the Enterprise Network Under the New
Economic Conditions

李良贤 2012-11-30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Service Sciences(AIS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学院

7
Modeling Agricultural Logistics
Distribution Center Location Based on
ISM

黄丽娟
余杰(学),
黄兴旺(学) 2012-03-18 J.Softw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学院

8
Modeling and Planning on Urban
Logistics Park Location Selection Based
on the Artificial Neural Netw

黄丽娟 2012-03-08 J.Comput.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学院

9

PREDICTING CHEATING
BEHAVIOR: A LONGITUDINAL
STUDYWITH CHINESE BUSINESS
STUDENTS

杨建锋 2012-07-25 SOCIAL BEHAVIORAND
PERSONALITY SSCI检索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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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10
ANew Customer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for Electronic Commerce
Enterprises

黎新伍 2012-10-18 Journal of Digit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国际经贸学院

11 Research on customer classification for
electronic marketing 黎新伍 2012-09-13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Service Science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国际经贸学院

12
Research on online trading customer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customer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s

黎新伍 2012-06-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国际经贸学院

13 A new text clustering algorithm based
on improved k_means 黎新伍 2012-01-25 Journal of Software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国际经贸学院

14 决策信息为区间数的多属性群决策方法 尤后兴 林杰(外) 2012-08-08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EI检索期刊（CSCD

核心库）论文
国际经贸学院

15 A PSO Test Case Generation Algorithm
with Enhanced Exploration Ability 聂 鹏 2012-07-15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技术中心

16 An Improved kNN Text Categoriz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Cluster Distribution 罗远胜

王明文(外),勒中坚,
张华伟

2012-03-01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技术中心

17 多路径粒子群优化自动测试用例生成

算法
聂 鹏 耿技(外),秦志光(外) 2012-01-02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EI检索期刊（CSCD
核心库）论文

技术中心

18 Who Cancels in Electronic Markets? Garvey，
Ryan Ryan(外),吴飞 2012-01-10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19
ATrend-Switching Financial Time
Series Model with Level-Duration
Dependence

王清生
凌爱凡,黄涛,

蒋勇(外),陈敏(外) 2012-12-26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SCI检索期刊论文 金融学院

20 AVNS Metaheuristic with Stochastic
Steps for Max 3-Cut and Max 3-Section 凌爱凡 2012-08-15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SCI检索期刊论文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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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21
A new discrete filled function method
for solving large scale max-cut
problems

凌爱凡 徐成贤(学) 2012-07-20 Numerical Algorithms SCI检索期刊论文 金融学院

22 The influence of real Estate Cyele on
Banking 邹 玲 2012-11-29

Technology for Education and
Learning.AISA.136.PP.Springer

-Verlag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金融学院

23
An Analysis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of Public
Investment Projects in China

杨飞虎 黄素娟,伍琴(学) 2012-05-30 Advanced Building Materials and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EI检索会议论文 经济学院

24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model fo real estate based of fuzzy
pattern recognition

刘 旦 2012-12-25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25
Spatial disparities of regional forest land
change based on ESDA and GIS at the
county level in Beij

谢花林
宫之君,

Zhao,Yuluan(学) 2012-12-03 FRONTIERS OF EARTH SCIENCE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26
Simulation of Regionally Ecological
Land Based on a Cellular Automation
Model: A Case Study of Beiji

谢花林
宫之君,张燕婷(学),

李秀彬(外) 2012-08-0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27
Eco-Efficiency-Based Evaluation of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s of Jiangxi Province,

黄和平 2012-10-20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议论文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28
Biochar Utilization in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Chances and
Difficulties

宫之君 2012-05-15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议论文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29 Chaotic behaviour learning of the
Chua’s circuit 孙建成 2012-10-01 Chinese Physics. B SCI检索期刊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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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30
Chinese Morpheme-based Emotion
Detection on Financial Securities
Information

边海容
万常选,李国林(学),

杨丽(学) 2012-11-15 Journal of Convergence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31
An Effective Fourth-order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Based Algorithm
for Super-resolution Image

黄淑英 2012-10-3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ments in Computing
Technology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32 Adaptive Random Testing Based on
Two-Point Partitioning 毛澄映 2012-10-15 Informatica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33 Plaintext Related Two-level Secret Key
Image Encryption Scheme 张 勇 夏家莉,蔡鹏,陈滨 2012-10-15 TELKOMNIKA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34
The lifetime optimization model of
linea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based
on mobile sink

万本庭 2012-09-29 Journal of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35 Static inter-BPEL program slicing for
web services 毛澄映 2012-09-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mulation

and Process Modelling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36
AHeuristic Algorithm for Bipartite
Community Detection in Social
Networks

毛澄映 2012-01-15 Journal of Software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37
System model of space-time
spread-spectrum large area
synchronization CDMA system

廖汉程 孙建成,白耀辉 2012-12-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of Systems Engineering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38
Approach to web service vulnerability
testing based on SOAP message
mutations

陈锦富

王环环(外),毛澄映,
詹永照(外),
李青(外)

2012-09-10
Proc. of the 9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Business
Engineering (ICEBE-12)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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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39
Miniature UWB filter using
three-quarters wavelength resonator
with direct-connected feed method

蔡 鹏 2012-09-01 OEMR 2012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40
Generating Test Data for Structural
Testing Based onAnt Colony
Optimization

毛澄映

喻新欣(学),
陈积富(学),
陈锦富(外)

2012-08-28
Proc.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Quality Software

(QSIC-12)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41
Using APAS Theorem to improve the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 of
Chebyshev chaotic Sequence

陈 滨 2012-07-01 IEEE SOSE 2012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42
Improving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
of TD-ERCS Sequence based onAPAS
Theorem

陈 滨 2012-06-19 Lecture Not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43 Swarm Intelligence-Based Test Data
Generation for Structural Testing 毛澄映

喻新欣(学),
陈积富(学) 2012-06-01

Proc.of 2012 IEEE/ACIS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CIS-12)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44
A Phase Space method to Assess and
Improve Autocorrelation and RFM
Autocorrelation performances of

陈 滨 2012-05-21 ICSAI 2012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45
A research development in
Autocorrelation of nonlinear
pseudorandom sequences

陈 滨 2012-05-21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46
An Improved PDE Based
Super-Resolution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黄淑英 杨勇,王国宇(外) 2012-03-15 Procedia Engineering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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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47 A real-time task scheduling strategy
supporting compensatory task 夏家莉

曹重华,朱文婷,
王文乐(学) 2012-03-07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CCIP 2012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48
COR-Based Concurrency Control
Strategies in Functional Alternative
Real-Time Transaction Model

夏家莉 王文乐(学),曹重华 2012-01-06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Systems Design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ISDEA

2012)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49 A real-time task scheduling strategy
supporting compensatory task 夏家莉

曹重华,朱文婷,
王文乐(学) 2012-03-07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CCIP 2012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50
Research on Motivation and Basi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Selecting Physical
Education Elective Course

谢 辉 2012-10-18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体育学院

51
An optimal selection of two-level
regular single arrays for robust
parameter experiments

任俊柏
李鹏(外),
张润楚(外) 2012-11-01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

Inference SCI检索期刊论文 统计学院

52 Estimation in partially linear single
index models with missing covariates 刘小惠

王振振(外),
胡晓明(外) 2012-08-02 Communication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SCI检索期刊论文 统计学院

53
Hybrid grey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method with partial weight
information

陈孝新 2012-08-01 Kybernetes SCI检索期刊论文 统计学院

54 Confounding structure of two-level
nonregular factorial designs 任俊柏 2012-03-02 Acta Mathematica Scientia SCI检索期刊论文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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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55
Market orientation, customer loyalty
and company performance: From the
SEM research of service firms

戴志敏 郭露 2012-09-01 2012 9th Internanal conference on
servie systems EI检索会议论文 统计学院

56
Leukocyte image segmentation by
visual attention and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Chen Pan
Dong Sun Park(外),
杨勇,Hyouck Min

Yoo(外)
2012-09-15 Neural Computing &Applications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57 Phase sensitivity in yurke-like state 朱华贵 黄国强,罗翠兰 2012-07-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58 Quantum Fisher Information of a
3-Qubit State 易小洁 黄国强,王建民(外) 2012-06-3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59 Leukocyte Image Segmentation Using
Simulated Visual Attention Chen Pan

Dong Sun Park(外),
Sook Yoon(外),

杨巨成

2012-06-20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60
The effect of planting Iris lactea var.
chinensis on Pb fractions and activities
of enzymes in artif

原海燕

佟海英(外),
黄苏珍(外),

韩玉林,郭志(外),
顾继光(外)

2012-06-14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61
Text Categorization Algorithms using
Semantic Approaches, Corpus-Based
Thesaurus and WordNet

Chenghua li 杨巨成,Soonceol
Park(外) 2012-06-08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62
Optical spectroscopy of Tm3+ in a
locally disordered Li2Gd4(MoO4)7
（共 11位作者，系数 10%）

Wang Zhao 黄新阳 2012-05-01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63 Spin Squeezing in Superpositions of
GHZ State and W States 易小洁 黄国强,王建民(外) 2012-04-2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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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64
HGO-based decentralised indirect
adaptive fuzzy control for a class of
large-scale nonliear systems

黄益绍

陈孝新,
zhoushaowu(外),
yu lingli(外),

wang zhengwu(外)

2012-04-0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65 Triangular approximation preserving the
centroid of fuzzy numbers Jian Li

Wang
ZhongXing(外),

乐琦
2012-02-2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Mathematics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66 Quantum Fisher Information in the
Symmetric Pure Three-Qubit State 刘德生 杜娟(外),黄国强 2012-02-2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ntum

Information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67
Intelligent Fingerprint Quality Analysis
using Online Sequential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ShanJuan
Xie

杨巨成,
huigong(外),
Sook Yoon(外),

Dong Sun Park(外)

2012-02-15 Soft Computing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68

ANovel Concealed Information Test
Method Based on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and Support
Vector

Junfeng
Gao

Liang Lu(外),杨勇,
Gang Yu(外),
Liantao Na(外),
NiNi Rao(外)

2012-01-31 Clinical EEG and Neuroscience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69
An enhanced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method for interval-valued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张倩生 刘富春(外),罗世华 2012-01-10 Information-An International
Interdiscliplinary Journal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70
Decentralised indirect adaptive output
feedback fuzzy H tracking design for a
class of large-scale n

黄益绍

huang zhong
xiang(外),
周德群(外),
陈孝新,

qi xin zhu(外),
杨辉(外)

2012-01-0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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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71 Effects of drought preconditioning on
freezing tolerance of perennial ryegrass

Lindsey
Hoffman

Michelle
Dacosta(外),

J.Scott Ebdon(外),
赵九洲

2012-01-02 Environmental and Experimentl
Botany 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72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Improved
Neural Network in Customer Value
Classification for Logistics Enter

李建军 舒辉 2012-11-15 Journal of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外单位

73 Reconstruc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Low-carbon Economy 胡大力 张建丽 2012-10-31 国际期刊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外单位

74
Optimal distributed power allocation for
a new spectrum sharing paradigm in
cognitive radio networks

张晓亮
Ji,Hong(外),

Li,Xi(外),戴利云
2012-06-01 The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ies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外单位

75 Chinese employees’interperpers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strategies

Hannah-Ha
nh

D.Nguyen
D.Nguyen(外),杨杰 2012-10-1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S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76
AMeta-analysis Of Mobile Commerce
Adop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ulture

张李义 朱静(外),刘启华 2012-05-01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SSCI检索期刊论文 外单位

77 ANew Lie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Small-number of P300 Responses

Junfeng
Gao

NiNi Rao(外),杨勇,
魏文明(学) 2012-05-30 IEEE Computer Society ICBEB EI检索会议论文 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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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78
Study on the optical properties of
Zn1−xMgxS (0 ≤ x ≤ 0.55) quantum
dots prepared

陈忠

李小侠,
Nan Chen(外),
Goping Du(外),
Yangsheng Li(外),
Guihua Liu(外),

Andy Y.M. Suen(外)

2012-03-31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 SCI检索期刊论文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79
Effect of annealing on
photoluminescence of blue-emitting
ZnO

陈忠

李小侠,
N. Chen(外),
H. Wang(外),

G. P. Du(外),Andy Y.
M. Suen(外)

2012-03-31 Journal of Sol-G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检索期刊论文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80 CONTROLLED DENSE CODING
WITH CLUSTER STATE 黄国强 罗翠兰 2012-03-2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ntum

Information SCI检索期刊论文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81 Building the relationships model of firm
resourc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钟叶飞 2012-06-04 2o12 IEEE symposium on robotics

and applications EI检索会议论文 校产处

82
Growth and Spect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Yb3+: LiGd(WO4)2
Crystal

黄新阳 汪国富(外) 2012-06-01 结构化学 SCI检索期刊论文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83

Synthesis and Luminescent properties of
Micro–nanometer
Ca0.69Sr0.23(PxMoy)O4:0.05Eu3+ by
Co preci

余泉茂 2012-08-30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EI检索会议论文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84
The synthesis and morphology control
of high after-grow intensity SrAl2O4:
Eu, Dy phosphors

余泉茂 2012-08-30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EI检索会议论文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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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85 Influence of Chemical Modification of
Activated Carbon Surface on 邓梅根 王仁清 2012-01-24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议论文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86
A lightweight conditional
privacy-preserving authentication and
access control scheme for pervasive

谭作文 2012-11-06 Journal of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 SCI检索期刊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87
Improvement of smart card based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scheme for
multi-server environments,

谭作文 2012-11-06 Turkish Journa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s SCI检索期刊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88 ANovel Culture Algorith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Knowledge Integration 陈思华 2012-11-01 Information SCI检索期刊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89 Identity-based multiple key exchange
protocol with PKG forward security 谭作文 2012-10-10 KSII Transactions on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SCI检索期刊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90
An interactive concave volume clipping
method based on gpu ray casting with
boolean operation

袁非牛 2012-08-01 Computing and Informatic SCI检索期刊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91
Modified client-sever-client
authenticated key agreement protocols
for resource-limited environments

谭作文 2012-04-10 Journal of Internet Technology SCI检索期刊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92
A secure privacy-preserving remote user
authentication scheme using smart cards
for multi-server env

谭作文 2012-04-10 Information SCI检索期刊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93 Comparing Boosting and Cost-Sensitive
Boosting With Imbalanced Data 吴方君 2012-11-24 JCIT: Journal of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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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94
Priority based Dynamic Packet
Assignment for Multipath Routing in
Multihop Networks

万 征 2012-11-15 Journal of Network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95
Empirical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IT enterprise

陈思华 陶长琪,何炜 2012-11-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tworking
and Virtual Organisation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96 Integrated Features Based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for Chinese Text 甘小红 2012-10-31 Journal of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97 Game analysis of enterprise knowledge
utilization 陈思华 2012-10-01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Service Science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98
An Effective Similarity Measurement
Method Based on Extended vector
space model with structure seman

钟敏娟 2012-09-27 JCIT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99
Combining Term Semantics with
content and Structure Semantics for
XML element Search Results Cluster

钟敏娟 2012-08-31 Journal of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00
Research on the Cost Model of Regional
Eco-urbanization -An Empirical Survey
of the Poyang Lake Eco-

余达锦 2012-08-10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Service Science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01

Data Synchronization and
Resynchronization for Heterogeneous
Databases Replication in
Middleware-bas

廖国琼 2012-07-01 Journal of Network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02 A novel culture algorithm f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陈思华 2012-05-01 Journal of Computer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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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103 An Efficient Adaptive Focused Crawler
Based on LDA and Domain Ontology 刘启华 2012-05-01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04 Multiwavelet Video Coding based on
DCT Time Domain Filtering 方志军

罗桂华(学),杨巨成,
杨寿渊

2012-04-13 Transactions on Edutainment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05
Study on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Model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Uncertain L

黄寒燕 2012-03-31 IJACT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06
An Approach to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Enterprise Knowledge
Management with Fuzzy Linguistic

黄寒燕 2012-03-31 JCIT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07 Effective Combined Algorithms for
Retinal Blood Vessels Extraction 杨勇

周媛(外),黄淑英,
饶妮妮(外),方志军,

杨巨成

2012-02-15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Service Science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08 Ubiquitous commerce researc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刘启华 2012-01-3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ont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09 基于改进的隐马尔科夫模型的词性标

注方法
袁里驰 2012-08-25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EI检索期刊（CSCD
核心库）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10 基于配价结构的词汇化句法分析模型 袁里驰 2012-05-25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EI检索期刊（CSCD

核心库）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11 不同风险偏好下的供应链定价与订货

策略
罗春林 黄健,柳键 2012-04-01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EI检索期刊（CSCD
核心库）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12 融合语言知识的统计句法分析 袁里驰 2012-03-25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EI检索期刊（CSCD

核心库）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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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113 An efficient identity-based triparty
authenticated key agreement protocol 谭作文 2012-11-13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SSCI检索期刊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14 Incentive contract in delegated portfolio
management under VaR constraint 盛积良

王小婷(外),
杨军(外) 2012-09-15 economic modelling SSCI检索期刊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15 Face recognition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human perception and local binary 谢志华 刘国栋(外),方志军 2012-10-23 Lect. Notes Comput. Sci. EI检索会议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16 Behavioral asset pricing model based on
regret theory 盛积良 2012-08-18 IEEE computer socity EI检索会议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17
Discussion on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Data Warehouse & Data Mining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

吴方君 2012-07-12 ICCSE 2012 EI检索会议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18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Web 2.0-bas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沈 波 2012-08-22 IERI Procedia 信息管理学院

119
Discussion on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Data Warehouse & Data Mining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

吴方君 2012-07-12 ICCSE 2012 EI检索会议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20 Discussion On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Based On Low-Carbon Economy 刘 卷 2012-08-06

2012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And Civil
Engineering

EI检索会议论文 艺术学院

121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刘 卷 2012-08-01 Advances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I检索会议论文 艺术学院

122
Looking Green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In The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刘 卷 2012-07-31
2012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Of Manufacturing

Science And Measuring Technology
EI检索会议论文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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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123 Discussion On The Green Building
Design 黄 彦 2012-07-30

2012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And Civil
Engineering

EI检索会议论文 艺术学院

124

The Green Manufacturing-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ey In The 21st
Centur

黄 彦 2012-07-02
2012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Of Manufacturing

Science And Measuring Technology
EI检索会议论文 艺术学院

125 Compter Multimedia Technology Status
and Development Prospests 黄 彦 2012-06-04 Advances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EI检索会议论文 艺术学院

126 The Study on Modern Art Design for
Product Decoration Design 汪翠芳 2012-02-08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EI检索会议论文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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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召开国际性和全国性学术会议一览表

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主办单位 国际或全国性

1 江西省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周主分场 2012-12-1 科研处 全国性

2 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年会 2012-7-7 会计学院 全国性

3 第四届 CFO 高端论坛暨会计专业校园招聘会 2012-11-10 会计学院 全国性

4 2012年全国税务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及培养单位负责人专题研讨会 2012-8-8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性

5 2012年金融科技研讨年 2012-2-29 金融学院 全国性

6 全国财经类院校法学教育研讨会 2012-11-3 法学院 全国性

7 现代传媒变革与传媒产业发展研讨会 2012-12-1 人文学院 全国性

中部农业大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培养与建设模式高端论坛 2012-12-14 人文学院 全国性

8 “《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学术研讨会 2012-5-28 经济学院 全国性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2012年年会 2012-10-19 经济学院 全国性

9 传统音乐与音乐产业研讨会 2012-3-2 艺术学院 全国性

第三届艺术与设计高端论坛 2012-12-7 艺术学院 全国性

10 第24届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体育期刊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2012-7-18 体育学院 全国性

11 2012年中国国民核算年会 2012-4-20 统计学院 全国性

12 全国高校工程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 2012-11-1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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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主办单位 国际或全国性

13 城市发展高峰论坛 2012-1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全国性

14 全国高校 MTA 项目培养方案研讨会 2012-11-2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全国性

15 赣鄱金融与经济论坛 2012-11-24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全国性

16 全国产业经济学研究生学术论坛 2012-12-1 产业经济研究院

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
全国性

17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学术峰会 2012-10-28 人文学院、工商管理学

院、

中国管理思想研究所

全国性

18 全国财经独立学院专业协作委员会暨发展研究中心全体会议 2012-10-26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全国性

19 全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教学交流会 2012-10-23 高教研究所 全国性

20 第六届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管理国际会议 2012-10-20 信息管理学院 国际

21 小农经济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2012-1-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全国

22 中三角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2012-4-8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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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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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修堂 南昌报 总编辑、高级编辑 2012-6-28 政府公文写作及政府工作报告撰写心得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 章建金 江西中税税务师事

务所
总经理、一级注册税务师 2012-6-28 如何做一名优秀的注册税务师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 Bob Holden 美国密苏里州 第 53 任州长 2012-6-13

Pathway to prosperity :china and the

Midwest U-S-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Business and Government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4 邓保生 景德镇市 市委书记 2012-6-11 《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挑战与应对的思考》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 周广仁 浙江省国税局 局长 2012-6-13 《依法行政与依法治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6 袁小黎 博士 2012-5-30
Tax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

Ent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7 蔡宝琦 人力资源失业处 处长 2012-5-10 失业保险制度和实务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0 乔宝云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财政与公共政策研

究院

院长、教授 2012-3-21 县政间财政关系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1 汪泽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
主任 2012-12-11 养老保险制度发展问题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2 陈小青 省社联学会工作处 处长 2012-12-14 江西省人文社科奖励制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3 任德清
省人大常委、

江西中电投
原党组书记、总经理 2012-5-29

做好顶层设计，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电力工

业科学持续发展
产业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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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海舰
《中国工业经济》

杂志社
社长 2012-10-28 目前学术研究的问题与出路 产业经济研究院

15 陶雪华 抚州市统计局 局长 2012-11-21 与-轻人谈成长 产业经济研究院

16 张耀辉 暨南大学 教授 2012-11-30 商业模型与企业创新转型 产业经济研究院

17 简 泽 同济大学 教授 2012-11-30 经济计量方法与应用 产业经济研究院

18 孟大文 上海财经大学 2012-11-30 经济理论模型构建方法 产业经济研究院

19 侯海军 江苏省高院 处长 2012-03-20 民事强制执行——法律之痛 法学院

20 唐晓晴 澳门大学 教授 2012-03-26 论主观权利的概念 法学院

21 刘 健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主任 2012-04-06 走进金融刑法的新时代 法学院

22 宋连斌 武汉大学 教授 博导 2012-04-16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现状问题建言 法学院

23 戚建刚 中南政法大学 教授 博导 2012-04-21 风险的最糟糕情景认识模式与行政法制改革 法学院

24 向 东 《税务研究》杂志社 副主编 研究院 2012-05-19 执法概念评析—以税务行政行为为样本 法学院

25 曹义孙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博导 2012-06-11 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发展之路 法学院

26 梅慎实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

经济法学院
教授 2012-09-27 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运作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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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熊诵梅 台湾智慧财产法院 教授 2012-10-16 台湾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及展望 法学院

28
Michel

GRIMALDI
法国巴黎第二大学 教授 2012-10-19 改革中的法国合同法 法学院

29 周 伟 四川 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导 2012-10-23 从身高到基因：反歧视影响诉讼与法律发展 法学院

30 冯彦君 吉林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导 2012-11-03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法学院

31 赵红梅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

经济法学院
教授 2012-11-03 集团利益保护的社会法原理 法学院

32 刘 俊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 博导 2012-11-03 社会法视域的中国土地法制变革 法学院

33 郑尚元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导 2012-11-03 城郊农民失地及其权利救济 法学院

34 秦国荣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
教授 博导 2012-11-03

当代中国的劳资伦理定位与我国劳动法制完

善
法学院

35 黎建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
教授 博导 2012-11-03 劳资关系冲突的特点及其法律困境 法学院

36 王全兴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

院
教授 博导 2012-11-03

浅谈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中的群体问题及其

应对
法学院

37 谢增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所
研究员 2012-11-03

企业职工参与的理论与实践：职代会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法学院

38 文海兴
中国银监会融资担

保部
博士 2012-11-28

浅谈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中的群体问题及其

应对
法学院

39 王 俊 省学位办 主任 2012-12 《江西省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与展望》 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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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钱学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2012-5-22 市场多元化是一项好的战略吗 国际经贸学院

41 饶贵生 江西外语外贸学院 教授 2012-6-2 如何积极稳妥地开拓国际市场 国际经贸学院

42 钟昌标 宁波大学商学院 教授 2012-10-17 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 国际经贸学院

43 刘振宁 新加坡国立大学 博士 2012-11-6
贸易自由化与企业生产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

实证分析
国际经贸学院

44 杜兴强 厦门大学 教授 2012-3-18 半-报自愿审计、公司治理与自愿审计 会计学院

45 朱海林 财政部会计司 博士 2012-3-18 会计改革与会计人材建设 会计学院

46 沈振宇 上海证交易所 教授 2012-4-10
会计设计与会计监管—来自资本市场监管案

例
会计学院

47 吴志勇 2012-4-20 会计学院

48 李伟忠
江西中烟工业公司

兴国卷烟厂
高级会计师 2012-4-25 企业财务人员的非财务能力提升 会计学院

49 秦荣生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教授 2012-5-19 关于审计学若干理论问题 会计学院

50 宋 常
中国人民大学商

学院
教授 2012-5-18 现代财务学的发展态势及研究热点 会计学院

51 杨 宁 交通银行江西省分

行
教授 2012-10-16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演进与思考 会计学院

52 郭晋龙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
教授 2012-10-23 企业会计：21 世纪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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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阙 泳 赣粤高速 教授 2012-11-10 CFO 的“眼保健操” 会计学院

54 田东礼 中江地产 教授 2012-11-10 中国房地产市场现状分析 会计学院

55 胡少先
浙江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
教授 2012-11-10 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大应当把握的几大关系 会计学院

56 程芝映 中铁大桥局五公司 教授 2012-11-10 中国经济形势及建筑企业发展趋势简要分析 会计学院

57 肖洪波 宜春市委 副教授 2012-11-12 塑造阳光心态 会计学院

58 郑学定
深圳大华会计事务

所
副教授 2012-11-18

专业与利益的平衡--从事社会审计工作的终

生困惑
会计学院

59 赵显亮 总经理
世纪证券南昌八一大道证券

营业部
2012-3-29 金融理财：一个与你我息息相关的热点 金融学院

60 朱 宁 博士、教授、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

融学院
2012-3-31 世行报告和国企改革 金融学院

61 竺力波 董事长 南昌市新世纪创投 2012-3-16 私募股权投资：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 金融学院

62 陈赣洪 总经理 太平人寿江西分公司 2012-4-5 中国未来金融市场的引擎:保险 金融学院

63 程 航 总经理

江西保险行业协会理事会会

长、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2012-4-10
从保险走向综合金融——平安的综合金融之

路
金融学院

64 黄玉辉 主任 太平人寿江西分公司办公室 2012-4-13 开启成功之门——心智哲学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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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尹 桦 经理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江西分公司市场部
2012-4-20 国内保险业的人才培养介绍 金融学院

66 倪百祥 行长 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 2012-5-9 江西经济与金融发展 金融学院

67 陆 军 教授、副院长、博导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2012-6-10 关于利率市场化问题的思考 金融学院

68 杨 颖 教授 江西师范大学 2012-6-1 沟通与协调的艺术 金融学院

69 李 霏 行长 民生银行 2012-9-18 外汇风险管理 金融学院

70 高海红 研究员、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

究室

2012-11-23 人民币国际化：理论与国际比较 金融学院

71 张 明 副研究员、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

究室

2012-11-23 国际金融危机与资本账户开放 金融学院

72 彭兴韵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2012-12-23 菲利普斯曲线的发展 金融学院

73 朱 宁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教授 2012-3-31 世行报告和国企改革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74 李明生 美国宝林格林大学 教授 2012-5-18 新的金融产品和 ETF 盘中的实证分析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75 陈 超 复旦大学 教授 2012-5-28

R&D spending,ownership and performance

evidences from china’s private and public

manufacturers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76 Ali Kutan 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 教授 2012-9-4 HOW TO PUBLISH IN TOP JOURNALS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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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Garett Jones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教授 2012-11-2 FROM IDEA TO PUBLICATION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78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经济学院院长 2012-11-02 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选择 经济学院

79 刘 瑞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2012-10-21 应如何看待我国的宏观调控 经济学院

80 林木西 辽宁大学 教授 2012-10-21 探索中国特色的老工业基地振兴道路 经济学院

81 王诚军
北京中天衡平国际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2-06-05 关于国际国内资产评估前沿问题的讲座 经济学院

82 李挺伟

财政部中央文化企

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博士办公室副处长 2012-06-08 文化产业发展与资产评估 经济学院

83 胡梅根

中铭国际资产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江西

分公司

总经理 2012-05-28 关于企业价值评估的讲座 经济学院

84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 2012-05-23 世界变局下的中国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经济学院

85 曹建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教授 2012-2-28 当前形势下房地产供需关系与价格走势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86 贺邦靖
财政部清洁基金战

略发展委员会
主席 2012-4-5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大力促进低碳发展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87 罗光荣
明-山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
党委书记 2012-6-16 旅游资源开发及营销策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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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李家永 《资源科学》杂志社 常务副主编/研究员 2012-10-31 学术论文写作中的常见问题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89 王立国 东北财经大学 教授 2012-11-18 非土木工程背景的院校工程管理专业培养模式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90 郭汉丁 天津城建大学 教授 2012-11-18 从申请专业评估视角谈对专业评估的认识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91 朱俊成 同济大学 副教授 2012-11-18 现代城市创新管理的若干问题研究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92 吴忠军 桂林理工大学 副院长、教授 2012-11-21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建设探索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93 邹统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院长、博导 2012-11-21 旅游产业领袖培养模式探讨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94 任勇军
省旅游局信息和培训

中心
工程师 2012-12-1 信息技术应用与旅游信息化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95 李开军 南昌国际旅行社 总经理 2012-12-1 旅行社电子商务建设与运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96 宋 进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2012-3-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97 杨瑞森 原教育部社政司司长 教授 2012-5-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几个

重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学院

98 梁 柱
原北京大学

副校长
教授 2012-5-13 毛泽东思想指导学生成才 马克思主义学院

99 廖心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研究员 2012-5-23
关于中共历史上第一代领导集体若干问题研

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0 纪 东 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 少将 2012-5-24
弘扬周总理精神风貌，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

观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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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俞思念 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 2012-10-18 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动向和趋势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2 何友良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

究室
研究员 2012-12-2 苏区史研究的现状、机遇与前景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3
朱来友（2012-生

态中国论坛）

江西省水利厅鄱湖办

主任
教授 2012-10-22 鄱阳湖湖控工程的中外质疑与回应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4 林跃勤 中国社科院 教授 2012-10-26 《中国社会科学》编审要求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5
许苏卉（2012-生

态中国论坛）
原环保厅厅长 教授 2012-11-26 生态文明与生态江西建设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6 沈 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4-18 劳工社会学：理论、方法与议题 人文学院

107 高 柏 美国杜克大学 教授 2012-5-11
美元本位制与全球生产体系：金融危机的制度

根源
人文学院

108 严书翔
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

中心

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

董事长
2012-6-3 从珠三角模式看中国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 人文学院

109 尚智丛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人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6-13 弘扬科学精神，坚守科学道德规范 人文学院

110 刘贵芹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副教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副司长
2012-7-7 学科发展战略与卓越人才培养 人文学院

111 尹韵公
中国社科院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9-21 新闻报道要有国际视野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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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邴 正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

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10-28 关于当前文化发展趋势、矛盾及对策 人文学院

113 徐 明 青海社会科学杂志社 编辑部主任 2012-10-30 论文选题策划与写作要领 人文学院

114 李 彬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
教授、博导 2012-10-31 民国报业与文化 人文学院

115 张绪山 清华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11-5 人性论与政治制度设计 人文学院

116 吴廷俊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11-16 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 人文学院

117 熊跃根 北京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11-22 社会工作理论 人文学院

118 王 扬 和讯网 视频频道主编 2012-11-24
中国财经影视发展和适合财经新闻发展其实

需要的能力
人文学院

119 魏运宇 南昌市专利局 教授 2012-3-28 申请申报专利及著作权的问题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20 徐宝文 南京大学 教授、博导 2012-5-10 关于程序设计语言与软件工程的思考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21 陈诚 浙江大学计算机系 博士 2012-6-7
具有半球形足端的六足机器人步态生成和能

耗优化研究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22 郭延生
北京用友股份有限

公司
副总裁 2012-9-27 开启不一样的未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23 卢 苇 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博导 /院长 2012-9-27 软件工程硕士点建设若干建议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24 卢 苇 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博导 /院长 2012-9-27 认识你自己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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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吴 松 华中科技大学 博士、副教授 2012-10-11 网络存储及流媒体服务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26
朱来友（2012-生态中

国论坛）

鄱湖办主任、江西省

水利厅
教授 2012-10-22 鄱阳湖湖控工程的中外质疑与回应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

研究中心

127 林跃勤 中国社科院 教授 2012-10-26 《中国社会科学》编审要求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

研究中心

128
许苏卉（2012-生

态中国论坛）
原环保厅厅长 教授 2012-11-26 生态文明与生态江西建设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

研究中心

129 卢元镇 华南师范大学 教授、博导 2012-4-17 精英竞技的泡沫及其治理 体育学院

130 黄汉升 福建师范大学 教授、校长 2012-6-10
中国高校体育学专业人才培养：过去、现在、

未来
体育学院

131 郑亦非
广州市赛琳康体设

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2-6-11

职业生涯规划——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让人

接受的人
体育学院

132 毛为民
广州珠超联赛体育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2-7-4 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 体育学院

133
Neville

Clements

英国考文垂大学体育

赛事管理中心
主任、教授 2012-10-8 体育的跨文化交流、NBA在中国的市场前景 体育学院

134
Michel

Desbordes
巴黎第十一大学 教授 2012-10-26

An introduction of sports business and

sports marketing: new trends
体育学院

135 邱 东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博导 2012-4-23 统计学前沿问题研究 统计学院

136 孙经先 山东大学 教授/博导 2012-5-9
上世纪 60-代我国人口变动问题研究——统计

数据的数学思维和认识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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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杨昌斌 深圳统计局 教授/处长 2012-5-16 从 GDP 核算看实体经济和虚体经济 统计学院

138 曾庆道 江西省统计局 处长 2012-5-5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解读 统计学院

139 习 勤 华东交通大学 书记 2012-5-5 统计学与艺术的关系 统计学院

140 王启华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

统科学研究院
教授/博导 2012-9-24 从一些统计故事与应用看统计的奇妙 统计学院

141 戴发文
中国农业银行江西省

分行
副行长 2012-11-1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及其应用 统计学院

142 耿 直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

学院
教授/博导 2012-11-6 因果推断与因果网络的统计方法 统计学院

143 徐国祥
上海财经大学应用

统计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导 2012-11-23 房价指数理论与方法研究 统计学院

144 曾五一 厦门大学大学 教授/博导 2012-11-26 国家统计数据质量问题研究 统计学院

145 陈坚林 上海外国语大学 教授 2012-3-21 外语教学战略研究 外国语学院

146 邹 科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终身教授 2012-9-19 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与英语汉语对比研究 外国语学院

147 李亚舒 中国科技翻译 教授 2012-10-19 翻译策略 外国语学院

148
Jonathan J-

Webster
香港城市大学 教授 2012-11-13

Systemic-Functional Theory: the theory of

choice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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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Paul Jackson 英国考文垂大学 2012-11-23 How to communicate effecfively 外国语学院

150 Loventry 英国考文垂大学 2012-11-28 How to write an essay 外国语学院

151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 2012-11-29 语料库及其应用研究 外国语学院

152 王贵明 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2012-12-6 文学、文学翻译及教学 外国语学院

153 高椿明 电子科技大学 教授/副院长 2012-4-18 光电技术及太阳能光伏发电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

究中心

154 罗运良 北京机械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员/总工 2012-6-6 储能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

究中心

155 冯开明 西南物理研究院 研究员/所长 2012-9-13 聚变能源与 ITER 国际合作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

究中心

156 盖国胜 清华大学 副教授/副所长 2012-11-7 节能减排与碳交易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

究中心

157 高培椿 北京大学 教授 2012-5-10-11
1-业精于勤——如何在职业场中建立自己的

优势

2-高校科研与产品开发

信息管理学院

158 贺志胜 江西省科技厅 处长 2012-5-17 开放协同科研应处理好几个关系 信息管理学院

159 霍晓明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教授 2012-6-11
Prediction of spot electricity price

spikes
信息管理学院

160 李学龙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教授 2012-6-15 多媒体人机交互 信息管理学院

161 刘云浩 清华大学 教授 2012-9-4 万物相联万物生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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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毛基业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2012-4-6 由案例研究构建理论 信息管理学院

163 王许斌

中科院社科院国家

发改委总部经济课

题组

副总经理 2012-4-21~22
1-企业发展物流的主要思路

2-物流公司的一些关键领域
信息管理学院

164 乌家培 国家信息中心 教授/博导 2012-6-7 关于企业理论的探讨 信息管理学院

165 钟荷花 江西省科技厅 研究员 2012-4-25 江西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介绍 信息管理学院

166 朱平芳 上海社科院 教授/博导 2012-12-5 两种维度下中国工业部门间R&D空间溢出效应 信息管理学院

167 孙 乐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

究所
研究员 2012-11-30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信息处理团队选题启示 信息管理学院

168 刘 挺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

算机学院
教授 2012-11-30 社会计算 信息管理学院

169 王 斌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
副研究员 2012-11-30 信息检索应用研究中的微博搜索 信息管理学院

170 汪寿阳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

系统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博导 2012-4-21

几类复杂数据分析方法及其在政策分析中的

应用
信息管理学院

171 李 峰 上海未来宽带中心 博士 2012-3-9 面向嵌入式系统的安卓（Android）开发 信息管理学院

172 徐元勇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2012-3-1
歌唱的技术，艺术与学术-以美声流行传统歌

曲演唱为例
艺术学院

173 陈国权 武汉音乐学院 教授 2012-3-2
移花接木彰显天籁之音-我国传统音乐与当代

合唱
艺术学院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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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李 涛 上海音乐学院 副教授 2012-3-1 如何让演唱古诗词 艺术学院

175 陈应时 上海音乐学院 教授 博导 2012-3-1 敦煌乐谱的解译 艺术学院

176 乔建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 博导 2012-3-3 论 20世纪的中国民族器乐艺术 艺术学院

177 李幼平 武汉音乐学院 教授 博士 2012-3-3 音乐博物馆-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新构想 艺术学院

178 李 昕 中央音乐学院 教授 博导 2012-3-3 早起北美黑人音乐发展史概述 艺术学院

179 崔 宪 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 博导 2012-3-3 我国传统音乐在社会转型期中保护与发展 艺术学院

180 樊祖荫 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 2012-3-1 中国多声部民歌赏析 艺术学院

181 李-江 中国音乐学院 副主任 2012-2-29
山花朵朵开如锦-汉语民歌歌种及其地理分布

情况
艺术学院

182 赵晓楠 中国音乐学院 副教授 2012-2-29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述 艺术学院

183 桑海波 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 2012-2-29 中国民族乐器的和色特征 艺术学院

184 姚艺君 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 2012-3-1 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保护 艺术学院

185 姚艺君 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 2012-3-1 文革中的样板戏音乐 艺术学院

186 刘小江 江西艺术设计学院 教授（院长） 2012-5-10 设计改变生活 艺术学院

187 陈 圻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首席教授/博导 2012-12-6 设计管理漫谈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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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孔令伟 中国美术学院 教授、博导 2012-6-8 中国艺术史中的 人形翼兽 艺术学院

189 肖 戈 江西民进摄影学会 会长 2012-6-7 自然之光——生态自然摄影 艺术学院

190 郑建君 武汉理工大学 教授、博导 2012-7-11 中国设计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艺术学院

191 樊祖荫 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 2012-9-16 中国五声调式及其和声 艺术学院

192 王士魁 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 2012-9-26 漫谈声乐工作者的艺术修养 艺术学院

193 王士魁 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 2012-9-27 漫谈民族声系未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艺术学院

194 庄 卓 中国音乐学院 副教授 2012-9-26 情满人间-李珺独唱音乐钢琴艺术指导实践 艺术学院

195 商 勇 南京艺术学院 副教授 2012-9-21 造化 范式 母题 艺术学院

196 谢 海 美术报评论部 美术评论家 2012-9-21 如果再回到从前 艺术学院

197 林之源 中央文史馆 研究员 2012-10-28 艺术人生与生活艺术 艺术学院

198 凌继尧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教授、博导 2012-12-8 艺术创意与我国经济转型 艺术学院

199 管顺丰 武汉理工大学 教授、博导 2012-12-9 艺术/设计管理，创新与创意 艺术学院

200 林新达
顶固集创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
总裁 2012-3-8 职业生涯规划 工商管理学院

201 肖鸣政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
教授 2012-3-28 企业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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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孙丽华 正邦集团 人力总监 2012-3-29 职业生涯从这里开始 工商管理学院

203 朱晓熔
江西科泰华软件

有限公司
总裁 2012-4-2 认识个人价值 工商管理学院

204 戴先炽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博士 2012-5-23 价值、所有权和人类认识 工商管理学院

205 周 乐 南昌“圈圈网” 总经理 2012-5-18 创新模式——如何评价和完善商业模式 工商管理学院

206 刘弘景
台湾实践大学企业

管理学系
教授 2012-5-28 生活的经营与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207 卢华石 江西省设备管理协会 秘书长 2012-10-12 管理的本质就是实践 工商管理学院

208 Do-Yeong Kim 韩国亚洲大学 教授 2012-10-23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

Cultural difference in Risk
工商管理学院

209 范 英 北安普顿大学 教授 2012-11-2 CSSCI 论文写作漫谈 工商管理学院

210 Jurgen Deller 德国吕内堡大学 教授 2012-12-13 What makes expatriates successful?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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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出生年月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聘用专业 聘任日期 聘任单位

1 刘 勤 1966 年 4 月
证监会创业板副主任

教授级高工
深训证券效易所 13510878516 会计学 2012-3 会计学院

2 邹映明 1963 年 5 月
副总裁

高级工程师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791-85985532 企业管理 2012-3 工商管理学院

3
Do-Yeong

Kim
1967 年 7 月 副校长 教授 韩国亚洲大学 无 企业管理与组织行为学 2012-4 江西财经大学

4 廖心文 1948 年 7 月 室务委员 研究员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 无
政治学

（中共党史）
2012-5

马克思主义

学院

5 田国强 1956 年 院长 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021-65904909 西方经济学 2012-5 经济学院

6 张 勇 1960年 10月 厅长 江西省人证房建设厅 13970912102 房地产经营管理 2011-10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7 袁小黎 1974 年
会计教研室负责人

Associate Professor

Elizabeth City State

University,North Carolina,

USA

(252)335-3856
财政专业

（税收方向）
2012-6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8 李天鸥 主任 党委书记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2012-6 MBA 学院

9 王锡高 董事长 江铃汽车集团公司 2012-6 MBA 学院

10 谢碧联 主任 江西省工信委 2012-6 MBA 学院

11 郑 伟 书记 总经理 江西省中烟工业公司党组 2012-6 MBA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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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立国 中石化江西石油分公司 2012-6 工商管理学院

13 熊一江 总经理
南昌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2012-6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4 严淑琴 书记 监察专员
财政部驻赣监察专员办事处

党组
2012-6 公管学院

15 高小琼 行长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2012-6 金融学院

16 赖晓明 总裁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2012-6 MBA 学院

17 王文京 董事长 用友集团 2012-6 MBA 学院

18 郑跃文 董事长 会长
科瑞集团

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
2012-6 MBA 学院

19 范晓清 总裁 中国天安保险集团 2012-6 MBA 学院

20 顾庆伟 董事长 鼎汉技术股份公司 2012-6 MBA 学院

21 许爱民 书记 主任 江西省发改委党组 2012-6 MBA 学院

22 吴治云 局长 江西省中小企业局 2012-6 MBA 学院

23 黄代放 主席 董事长
江西省工商界联合会

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2012-6 MBA 学院

24 李贻煌 董事长 江西铜业集团公司 2012-6 MBA 学院

25 宋承志 董事长 总经理 洪都般空工业集团公司 2012-6 MBA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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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出生年月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聘用专业 聘任日期 聘任单位

26 邹汾生 总经理 江西钨业集团公司 2012-6 MBA 学院

27 姚迪明 总经理 党委书记 江西省投资公司 2012-6 MBA 学院

28 黄晓庆 总经理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省分公司
2012-6 MBA 学院

29 罗小勇 董事长 凤凰光学集团 2012-6 MBA 学院

30 王 平 书记 局长 江西省地税局党组 2012-6 MBA 学院

31 夏业成 局长 江西省证监局 2012-6 MBA 学院

32 傅正辉 行长 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 2012-6 MBA 学院

33 胡德明 行长 招商银行南昌分行 2012-6 MBA 学院

34 肖四如 理事长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 2012-6 MBA 学院

35 梁 勇 江西省广播电视局 2012-6 MBA 学院

36 黄 鹤 江西省新闻出版局 2012-6 MBA 学院

37 周 文 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 2012-6 MBA 学院

38 虞国庆 2012-6 MBA 学院

39 范承玲 1957年 12月 副部长 正编审 中国致公党中央宣传部 无 新闻传播学 2012-7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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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出生年月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聘用专业 聘任日期 聘任单位

40 郑建启 1950年 11月 教授 武汉理工大学 13807196565 艺术设计 2012-4 艺术学院

41 栾建胜 1956年 11月 总裁 高级经济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牡丹卡中心
010-66423013 金融学 2012-9 江西财经大学

42 杨 宁 1963 年 1 月 行长 副研究员 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
88525001

13970971323
会计学 2012-9 会计学院

43 邵树亭 1961年 11月 总裁 工程师 深圳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007552223 软件工程（本科） 2012-10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44
Thomas

Kosnik
教授 斯坦福大学 无 企业管理 2012-10 江西财经大学

45

Mitzi

Sturgeon

White

教授 哈佛大学 无 企业管理 2012-10 江西财经大学

46 陈石俊 1957年 10月 副秘书长 江西省政府 13870836565 行政管理 2012-11 江西财经大学

47 王 平 1956年 12月 局长 高级经济师 江西省地方税务局 13907915080 公共管理 2012-12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48 邵智宝 19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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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2 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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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2 年度“科研十强”排行榜

一

谭作文 1967年出生，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电子现金、电子商务安全与网络信息安全。

2012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An efficient identity-based triparty authenticated key agreement protocol，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2.论文：lightweight conditional privacy-preserving authentication and access control
scheme for pervasive computing environments ， Journal of Network and Computer
Applications

3.论文： Improvement of smart card based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scheme for
multi-server environments, Turkish Journa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s

二

周书俊 1963年出生，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2012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马克思“对象性存在”问题与其经济学说的形成》，哲学研究

2.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对象性存在”问题研究

3.论文：克尔凯郭尔的理性偏转与个体主义，哲学动态

三

许光伟 1971年出生，经济学院副研究员、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理论。

2012年主要科研成果：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2.论文：《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现象发生学，经济评论

3.论文：《资本论》第四卷的逻辑：认识发生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

四

袁非牛 1976年出生，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智能信息处理研究所所长、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三维可视化、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

2012年主要科研成果：

http://www.springer.com/business+%26+management/business+information+systems/journal/10660


298

1.论文：

A double mapping framework for extraction of shape-invariant features based on mu
lti-scale partitions with Adaboost for video smoke detection. Pattern Recognition

2.论文：

An interactive concave volume clipping method based on GPU ray casting with bool
ean operation. Computing and Informatic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自适应提升多小波可分级视频编码技术研究

五

谢花林 1979年出生，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

主要研究方向：土地资源管理。

2012年度主要科研成果：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基于约束性 CA的红壤丘陵区土地利用安全格局情景

模拟研究

2.论文： Ecological Land Based on a Cellular Automation Model: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3.论文：Spatial disparities of regional forest land change based on ESDA and GIS at
the county level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rea. Frontiers of Earth Science

六

凌爱凡 1977年出生，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系统性风险度量与金融危机传染、金融数据挖掘与信用评级

2012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 Robust Portfolio Selection Involving Options under a "Marginal + Joint"
Ellipsoidal Uncertainty Set,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2.论文： A new discrete filled function method for solving large scale max-cut
problems. Numerical Algorithm

3.论文：基于 Google Trends的注意力配置的金融传染问题，管理科学学报

七

盛积良 1972年出生，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数学与管理决策系主任、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金融工程、金融计量。

2012年主要科研成果：

1. 论 文 ： Incentive contract in delegated portfolio management under VaR
constraint[J]EconomicModelling

2.论文：总风险约束的委托投资组合管理激励契约，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3.专著：基于 PBF合同的代理投资与资产定价研究，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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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涂传飞 1976年出生，体育学院副教授。

2012年主要科研成果：

1.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农村背景下民俗体育文化变迁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论文：顾拜旦体育思想悖论及对现代奥运会的影响，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3.论文：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取向的演进，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九

万 莹 1974年出生，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实践。

2012年主要研究成果：

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税收政策研究

2.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被国家社科规划办主办的

《成果要报》2012年第 4期刊发，并受到国家社科规划办的通报表扬

3.论文：我国流转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人大复印刊《财政与税务》全

文转载

十

张利国 1977年出生，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教授、生态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

所所长、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发展。

2012年主要科研成果：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政府规制与农户生产行为研究——从安全农产品有

效供给角度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食用农产品生产者道德风险发生机理及防范机制研

究——基于农户视角。

3.中央苏区振兴重大招标项目：中央苏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资源综合开发利

用研究



300

江西财经大学 2012 年度青年老师“科研五强”简介

一

陈 辉 1976年出生，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数据库、数据挖掘技术。

2012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Mining Frequent Patterns in a Varying-Size
Sliding Window of Online Transactional Data Streams，Information Sciences
2.论文：一种动态优先级实时任务调度算法，计算机学报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多维多粒度用户兴趣建模研究

二

陈思华 1977年出生，信息管理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知识管理。

2012年主要科研成果：

1.专著：IT企业知识融合的机制，江西高校出版社.
2.论文：ANovel Culture Algorith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Knowledge Integration
3.论文：Empirical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IT enterprise

三

杨德敏 1973年出生，法学院副教授、经济法系主任、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2012年主要科研成果：

1.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就业援助法律机制研究

2.论文：就业援助：社会救助立法的基本取向，江西社会科学

3.参编：《法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四

黄 健 1976年出生，苗族，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电子商务江西省高水平工

程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供应链与物流管理、运营和营销交叉问题、、电子商务。

2012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Mingming Leng, Liping Lia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dynamic advertising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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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不同风险偏好下的供应链定价与订货策略,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基于随机时变需求的供应链库存动态控制研究

五

王宇锋 1985年出生，经济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契约与组织理论，新政治经济学

2012年主要科研成果：

1.论文：宏观经济学与方法论（译文），新华文摘转载

2.论文：集体行动与社会规范演进（译文），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3.参编：《微观经济学（习题集）》

（科研处吴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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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

博士生导师新增名单

江财研教字〔2012〕 3 号

姓 名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石 劲 020204 金融学

吴 飞 020204 金融学

（校公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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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导师新增名单

江财研教字〔2012〕 1 号

学科、专业名称 姓 名 职 称

企业管理 李建军 副教授

企业管理 李 敏 副教授

企业管理 刘爱军 副教授

企业管理 宁 亮 副教授

企业管理 胡海波 副教授

企业管理 高日光 副教授

技术经济与管理 程永生 副教授

财政学 徐崇波 副教授

财政学 廖少纲 高级经济师

行政管理 吴军民 副教授

社会保障 万谊娜 副教授

社会保障 余桔云 副教授

会计学 吉伟莉 副教授

会计学 饶 斌 副教授

国际贸易学 杨丽琳 副教授

国际贸易学 罗春香 副教授

国际贸易学 舒 剑 副教授

政治经济学 许光伟 副教授

政治经济学 桂 林 副教授

西方经济学 封福育 副教授

西方经济学 周海欧 副教授

金融学 凌爱凡 副教授

金融学 黄飞鸣 副教授

金融学 邹朋飞 副教授

金融学 易 蓉 副教授

金融学 曾鸿志 副教授

统计学 万兆泉 副教授

统计学 杨头平 副教授

数量经济学 万建香 副教授

数量经济学 余达锦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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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富国 副教授

管理科学与工程 刘 炜 副教授

管理科学与工程 周 萍 副教授

旅游管理 曹国新 副教授

旅游管理 胡海胜 副教授

旅游管理 田逢军 副教授

土地资源管理 李洪义 副教授

土地资源管理 李 明 副教授

土地资源管理 胡绵好 副教授

中国近现代史 杨丽琼 副教授

中国近现代史 邹勇文 副教授

中国近现代史 刘晓泉 副教授

软件工程 陈 辉 副教授

宪法与行政法学 吴鹏飞 副教授

宪法与行政法学 江利红 副教授

民商法学 徐聪颖 副教授

刑法学 徐光华 副教授

社会学 唐 斌 副教授

社会学 蒋国河 副教授

广播电视艺术学 蔡盈洲 副教授

广播电视艺术学 陈文钢 副教授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陈 敏 副教授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江绍玫 教 授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李 民 副教授

音乐学 樊凤龙 副教授

体育经济与管理 刘淑英 副教授

体育经济与管理 涂传飞 副教授

政治学 万绍红 副教授

产业经济学 徐 斌 副教授

农业经济管理 何尤刚 副教授

资产评估（专业硕士） 余炳文 讲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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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兼职硕士生导师新增名单

江财研教字【2012】2 号

专业所属学院 姓 名 专业类别

会计学院 陈小林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戴劭忠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洪乐平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孔祥云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李法贵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李伟忠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刘国洋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宁旭初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阙 泳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王胜利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詹伟哉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丁 莉 审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胡志勇 审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廖县生 审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乔彦军 审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吴 霞 审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俞雪花 审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刘 勤 审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薛金楼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钟海澄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伍伟平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李国彬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杨 江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黄新华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张明锋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熊 峰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李 嵘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张春晓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饶贵生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管 涛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高小琼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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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贸学院 张智富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李文尧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万庆胜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张金智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郑 翔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黎 云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姜 江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胡彪兵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沙英国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胡抚生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洪文艺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邓盛平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江卫国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李 枫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戴发文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彭道宾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鄢海云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吴祖讲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万国平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游会龙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万仁如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王建农 应用统计硕士专业

人文学院 栾锦红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

人文学院 刘晓芳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

人文学院 严书翔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

人文学院 邹 鹰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黄奕忠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吴豪声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李 强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肖小和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柯愈华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沈 彬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尹海安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赵显亮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肖文发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陈晓明 金融硕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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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 竺力波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宋高堂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李 霏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陈 静 保险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孙明才 保险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陈赣洪 保险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黄居鋆 保险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肖晓华 保险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薛晓康 保险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桂 奋 保险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张志鹏 保险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程 航 保险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毛爱民 保险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郭旭红 保险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李小锋 保险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周 海 保险硕士专业

经济学院 杨松堂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

经济学院 吴建敏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

经济学院 王诚军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

经济学院 刘云波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

经济学院 李挺伟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

经济学院 杨志明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

经济学院 龚兆华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

经济学院 胡 敏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

经济学院 聂一虹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

经济学院 雷 鸣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

经济学院 余 斌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

经济学院 朱文爱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

经济学院 舒凌云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

经济学院 殷 昇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李 剑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王水平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唐井雄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梁 川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吴 军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樊千根 工程硕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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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蒋熙辉 法律硕士专业

法学院 刘爱龙 法律硕士专业

法学院 刘 俊 法律硕士专业

法学院 彭 明 法律硕士专业

法学院 谢冬慧 法律硕士专业

公共管理学院 杨小荔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公共管理学院 赵海东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公共管理学院 陈向明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校公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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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任免情况

江财党字〔2012〕1 号

免去刘小瑜同志的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职务。

江财党字〔2012〕 14 号

免去：

汤小滨同志的调研员职务；

郭鹏升同志的调研员职务；

胡晓毛同志的副调研员职务。

江财党字〔2012〕 36 号

免去胡全安同志的副调研员职务。

江财党字〔2012〕43 号

刘定同志任副调研员，免去其校医院党支部书记（副处级）职务。

江财党字〔2012〕50 号

徐翔任党委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

罗庆辉任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处级组织员；

张立军任医院党支部书记（副处级）。

以上同志职务任期自下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特此通知

江财党字〔2012〕58 号

免去刘操同志研究生部党总支干事（副科级）职务。

江财字〔2012〕 8 号

解聘刘小瑜同志的研究生部副主任（兼）职务。

江财字〔2012〕17 号

汪洋同志为金融学院院长；

许基南同志为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主任；

王自力同志为产业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正处级）、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副主

任（兼）；

张孝锋同志为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徐旭川同志为教务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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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春海同志为研究生部副主任；

上述同志的职务聘期自 2012 年 3 月 8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解聘：

谭光兴的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主任职务；

王自力的教务处副处长职务；

张湘赣的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

杨汝福的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职务。

特此通知

江财字〔2012〕 23 号

严武为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

吴飞为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兼）。

职务聘期自 2012 年 3 月 27 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江财字〔2012〕 45 号

李秀香同志为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正处）；

杨莉同志为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饶菁伟同志为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上述同志的职务聘期自发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江财字〔2012〕 69 号

许基南同志为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职务聘期自下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解聘：

谭光兴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职务。

江财字〔2012〕 83 号

李良智同志为研究生院院长；

李春根同志为研究生院副院长；

陶春海同志为研究生院副院长；

上述同志的职务聘期自下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解聘：

李良智的研究生部主任职务；

李春根的研究生部副主任职务；

陶春海的研究生部副主任职务；

汪光华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副主任职务；

卢世主的艺术学院副院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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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字〔2012〕 87 号

刘满凤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正处级）；

杨头平为协同创新中心数据统计处理部主任（副处级）；

万本庭为协同创新中心监测预警仿真部主任（副处级）；

吴昌南为协同创新中心政策决策研究部主任（兼）；

史言信为科研处副处长；

黄和平为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副处长。

上述同志的职务聘期自下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江财字〔2012〕88 号

廖进球为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兼）；

温锐为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孔凡斌为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上述同志的职务聘期自下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江财字〔2012〕104 号

杨尚勇为资产管理处处长；

刘仁彪为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肖兴富为校园建设处处长；

姜瑜为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上述同志的职务聘期自下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解聘：

杨尚勇的校产处处长职务；

肖兴富的基建办主任兼校产处副处长职务；

刘仁彪的校产处副处长职务；

姜瑜的校产处副处长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2〕10 号

桂荷发为中心主任（兼）；

省科技担保公司总经理宋高堂为中心副主任（兼）。

吕江林不再担任中心主任。

江财人事字〔2012〕12 号

吴照云同志为研究所所长（兼）；

王玉琦同志为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

刘爱军同志、钟蔚同志为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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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人事字〔2012〕 13 号

陆淳鸿为市场营销系主任；

余可发为市场营销系副主任。

以上同志的职务聘期自发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解聘：

李建军的市场营销系主任职务；

汪华林的市场营销系副主任职务。

特此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2〕 14 号

刘晓泉同志为历史学系主任。

职务聘期自下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解聘：

张福运同志的历史学系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2〕 16 号

解聘：

朱长河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外事科科长职务；

欧阳建勇的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2〕22 号

解聘：

贺伟荣的保卫处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舒长青的金融学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2〕26 号

刘炜为信息管理系主任；

罗春林为数学与管理决策系副主任。

以上同志的职务聘期自发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解聘：

沈波的信息管理系主任职务；

王翠霞的数学与管理决策系副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2〕27 号

平卫英为经济统计系主任。

职务聘期自发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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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

杨头平的经济统计系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2〕28 号

徐光华为法学系主任；

谢小剑为法学系副主任；

王柱国为宪法与行政法系副主任（主持工作）。

以上同志的职务聘期自发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解聘：

易有禄的法学系主任职务；

豆星星的宪法与行政法系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2〕29 号

严军勇为网络工程系主任；

蔡鹏为电子工程系主任。

以上同志的职务聘期自发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解聘：

万本庭的网络工程系主任职务；

谢建宏的电子工程系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2〕30 号

喻樟为金融学院办公室主任；

刘操为研究生院招生就业办公室副主任；

以上同志的职务聘期自发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解聘：

喻樟的图书馆信息咨询部主任职务。

因年龄到达任职规定，解聘：

雷国秀的图书馆期刊部副主任职务；

黄晓红的产业经济研究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2〕31 号

赵新华为新闻与传播系副主任。

职务聘期自发文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解聘：

文成的新闻系副主任职务。

（摘自校公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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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评聘情况

江财职称字〔2012〕1 号

确定 36 位同志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教授资格人员（11 人）（赣人社字〔2011〕596 号）

蔡升桂 陈卫东 曹玉珊 刘兴华 李志龙 谭作文 尹忠海

易有禄 张利国 万树平 卢世主

以上同志任职资格从 2011 年 11 月 23 日起算。

二、具备副教授资格人员（24 人）（赣人社字〔2011〕596 号）

陈卓雷 胡海波 徐 斌 余桔云 饶 斌 舒 剑 桂 林

周海欧 凌爱凡 曾鸿志 杨头平 余达锦 胡海胜 田逢军

邓庆山 唐 斌 韩玉澎 熊玉梅 李 民 王 庆 刘淑英

涂传飞 万绍红 高日光

以上同志任职资格从 2011 年 11 月 23 日起算。

三、高级实验师（1 人）

王仁清

任职资格从 2011 年 11 月 23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2〕2 号

确定 7 位同志具备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副教授资格人员（1 人）（赣人社字〔2012〕18 号）

江利红

任职资格从 2011 年 9 月 1 日起算。

二、具备副研究员资格人员（1 人）（赣人社字〔2011〕587 号）

王展祥

任职资格从 2011 年 11 月 13 日起算。

三、具备高级工程师资格人员（1 人）（赣人社字〔2011〕571 号）

黄玉波

任职资格从 2011 年 11 月 30 日起算。

四、具备工程师资格人员（3 人）（工信委函）

吴 洁 邓晓荣 王智明

任职资格从 2011 年 11 月 22 日起算。

五、具备中学一级教师资格人员（1 人）（赣教人字〔2011〕52 号）

周 专

任职资格从 2011 年 11 月 16 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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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职称字〔2012〕 3 号

聘任 36 位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教授（11 人）（正高、专技 4 级）

蔡升桂 陈卫东 曹玉珊 刘兴华 李志龙 谭作文 尹忠海

易有禄 张利国 万树平 卢世主

以上同志聘期从 2011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0 月。

二、副教授（24 人）（副高、专技 7 级）

陈卓雷 胡海波 徐 斌 余桔云 饶 斌 舒 剑 桂 林

周海欧 凌爱凡 曾鸿志 杨头平 余达锦 胡海胜 田逢军

邓庆山 唐 斌 韩玉澎 熊玉梅 李 民 王 庆 刘淑英

涂传飞 万绍红 高日光

以上同志聘期从 2011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0 月。

三、高级实验师（1 人）（副高、专技 7 级）

王仁清

聘期从 2011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0 月。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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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 号

聘任担任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副教授（1 人）（副高、专技 7 级）

江利红

二、副研究员（1 人）（副高、专技 7 级）

王展祥

三、高级工程师（1 人）（副高、专技 7 级）

黄玉波

四、工程师（3 人）（中级、专技 10 级）

吴 洁（转系列） 邓晓荣 王智明

五、中学一级教师（1 人）（中级、专技 10 级）

周 专

以上同志的聘期分别为：江利红从 2011 年 9 月至 2014 年 8 月；其他同志从 2011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0 月。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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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 号

聘用 3 名同志担任教授二级岗位专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刘满凤 杨建林 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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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决定聘用以上 3 名同志担任我校教授二级岗位专业技术职务。聘期从

2012 年 7 月起至 2015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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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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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 号

关于 26 位同志具备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讲师资格人员（7 人）

朱建斌 刘志华 占小军 李翃楠 钟淑敏

刘 菁 涂 艳（思政）

二、具备助理研究员资格人员(7 人)(赣社职字〔2012〕3 号)

胡雪琴 朱文婷 熊红英 谭 琍 王 薇

王 萍 白 云

三、具备主管护师资格人员（1 人）

刘 霏

四、具备馆员资格人员（5 人）

吴水香 肖庆萍 徐于青 章 静 黎 荆

五、具备助理馆员、图书管理员资格人员（6人）（赣文职办字〔2012〕2 号）

刘海军 刘文莲 蒲琼蓉 谢小英 程小燕 王玉芳（图书管理员）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其中涂艳、刘霏、吴水香、肖庆萍、章静、徐于青、

黎荆 7 位同志从 2012 年 9 月 4 日起算；朱建斌、刘志华、占小军、李翃楠、钟淑敏、

刘菁、胡雪琴、朱文婷、熊红英、谭 琍、王薇、白云、王萍 13 位同志从 2012 年

11 月 6 日起算；刘海军、刘文莲、蒲琼蓉、谢小英、程小燕、王玉芳 6 位同志从 2012

年 11 月 28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2〕7 号

关于 28 位同志具备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讲师资格人员(25 人)

张洪辉 章琳一 王 彦 吴光东 王根生 江 陵 刘琳红

卢 润 张 鹏 齐亚伟 刘小惠 王友丽 胡少勇 张 瑾

刘显慧 李 晔 谌 建 舒前毅 李 庆 王光俊 俞 彬

钱美芬 孙 挥 徐 艳 周 萍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其中张洪辉、章琳一从 2012 年 3 月 15 日起算；王

彦、吴光东、王根生、江陵、刘琳红、卢润从 2012 年 6 月 15 日起算；张鹏、齐亚

伟、刘小惠、王友丽、胡少勇、张瑾从 2012 年 9 月 15 日起算；刘显慧、李晔、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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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舒前毅、李庆、王光俊、俞彬、钱美芬、孙挥、徐艳、周萍从 2012 年 12 月 15

日起算。

二、具备助教资格人员(3 人)

黄文琳 万 莉（思政） 沈 敏（思政）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2 年 6 月 15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2〕8 号

聘任 26 位同志担任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讲师（中级，7 人）

朱建斌 刘志华 占小军 李翃楠

钟淑敏 刘 菁 涂艳(思政)

二、助理研究员（中级，7 人）

胡雪琴 朱文婷 熊红英 谭 琍 王 薇 王 萍 白 云

三、主管护师（中级，1 人）

刘 霏

四、馆员（中级，5 人）

吴水香 肖庆萍 徐于青 章 静 黎 荆

五、助理馆员、图书管理员（初级，6 人）

刘海军 刘文莲 蒲琼蓉 谢小英 程小燕

王玉芳（图书管理员）

以上同志的聘期：其中涂艳、刘霏、吴水香、肖庆萍、徐于青、章静、黎荆 7

位同志从 2012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其余 19 位同志从 2012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0

月。

上述人员中除朱建斌、刘志华、占小军、王薇、黎荆、刘海军 6 位同志转系列、

肖庆萍聘用九级专业技术岗位、王玉芳聘用十三级专业技术岗位外，其余 14 位中级

专业技术职务人员聘用十级专业技术岗位、4 位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聘用十二级

专业技术岗位。

上述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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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9 号

聘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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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副高、专技 7 级）

何植民 戴爱明 吴 辉

以上同志的聘期：其中何植民从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戴爱明、吴辉从

2012 年 6 月至 2015 年 5 月。

二、讲师(28 人，中级，专技 10 级 27 人、专技 9 级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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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辉 章琳一 王 彦 吴光东 王根生 江 陵 刘琳红

卢 润 张 鹏 齐亚伟 刘小惠 王友丽 胡少勇 张 瑾

刘显慧 李 晔 谌 建 舒前毅 李 庆 王光俊 俞 彬

钱美芬 孙 挥 徐 艳 周 萍 彭树宏 徐斌（统计学院）

戴明辉（专技 9 级）

以上同志的聘期：其中徐斌从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张洪辉、章琳一、

戴明辉从 2012 年 3 月至 2015 年 2 月；王彦、吴光东、王根生、江陵、刘琳红、卢

润从 2012 年 6 月至 2015 年 5 月；张鹏、齐亚伟、刘小惠、王友丽、胡少勇、张瑾

从 2012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彭树宏从 2012 年 10 月至 2015 年 9 月；刘显慧、李

晔、谌建、舒前毅、李庆、王光俊、俞彬、钱美芬、孙挥、徐艳、周萍从 2012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1 月。

三、助教(3 人，转系列)

黄文琳 万 莉（思政） 沈 敏（思政）

聘期：从 2012 年 6 月至 2015 年 5 月。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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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 号

确定 26 位同志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教授资格人员（7 人）（赣人社字〔2012〕552 号）

许才明 廖国琼 荣 莉 刘劲松 吴朝阳 吴通福 杨 勇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2 年 11 月 6 日起算。

二、具备副教授资格人员（17 人）（赣人社字〔2012〕552 号）

邱慈孙 钱忠胜 张善军 涂淑丽 阙占文 杨 波 杨建锋

黄 蕾 郑 文 杨华星 殷乾亮 陈 滨 刘烁玲 谢 辉

宋丽丽 柳献忠 杨 勇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2 年 11 月 6 日起算。

三、具备副研究员资格（1 人）（赣人社字〔2012〕565 号）

季俊杰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2 年 11 月 26 日起算。

四、具备高级工程师资格（1 人）（赣人社字〔2012〕554 号）

彭晓涛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2 年 11 月 15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3〕3 号

关于 10 位同志具备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高级会计师资格人员（1 人）（赣人社字〔2013〕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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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桂英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起算。

二、具备工程师资格人员（1 人）（赣工信人职〔2012〕01 号）

孙霄晓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2 年 11 月 30 日起算。

三、具备助理工程师、技术员资格人员（2 人）（赣工信人职〔2012〕02 号）

刘 威（助理工程师） 李 勇（技术员）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2 年 12 月 20 日起算。

四、具备研究实习员资格人员（6 人）（赣社职字〔2012〕03 号）

尹朝华 阳 珊 徐 萱 黄龙燕 黄素娟 熊 勇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2 年 11 月 6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3〕4 号

聘任 10 位同志担任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高级会计师（1 人）（副高、专技 7 级）

范桂英

聘期从 2012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1 月

二、工程师（1 人）（中级，专技 10 级）

孙霄晓

聘期从 2012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0 月

三、助理工程师、技术员（2 人，初级）

刘威（助理工程师） 李勇（技术员）

聘期从 2012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1 月。

四、研究实习员（6 人，初级）

尹朝华 阳珊 徐萱 黄龙燕 黄素娟 熊勇

聘期从 2012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0 月。

上述初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尹朝华、阳珊、徐萱、黄素娟四位同志转系列，黄龙

燕同志聘用十一级专业技术岗位，刘威、熊勇两位同志聘用十二级专业技术岗位，

李勇聘用十三级专业技术岗位。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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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校公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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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离退休工作情况

尽心竭力履职，增进老人福祉

截止 2012 年底，我处服务的老同志有 814 人，其中去世 13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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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老人福祉，促进校园和

谐”为主题，以提高执行力和满意度为主线，全处同志，尽心竭力履职，奋发有为

工作，脚踏实地干事，始终保持“追”和“赶”的姿态，始终有种“拼”和“闯”

的决心，做到了组织覆盖、制度完善、活动经常、安全稳定、作用凸显、满意度不

断提升，同志的福祉不断增进。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用平实无华的表达和务实的行动，彰显出对老干部工作

事业的坚守；用党建活动的创新和支部的引领，突显出对老同志群体正气的弘扬；

用丰富多彩的活动和精心的组织，凸显出对老同志业余阵地的占领；续写了为老工

作新的篇章。

一、抓学习、强队伍、牢坚守，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一年来，我们深刻领悟十八大精神和党的方针政策，在把握新思想、新要求、

新期盼、新部署上下功夫，做到了了然于胸、运用自如、以用促学，克服懈怠，展

示了办实事、解难事的新风采。

一是加强学习，提高了全员素质。能力素质是履职之本，充实提高是人生常态。

基于此，我们学习了，廖书记王校长的讲话，大家围绕中心找定位，紧扣特点成体

系，服务大局促和谐，求真务实显特色。我们用心地贯彻了上级和校党政的决策部

署，真抓实干、勇于承担，乐于服务、以廉当福，形成同心同向、共谋发展的工作

合力；我们开展了“服务质量月”主题活动，制订了《服务接待守则》，编辑了《服

务用语 30 条》，致力于将服务承诺，“内化与心，外化与行，固化于制”，借助服务

质量月活动助推服务工作上台阶。

二是努力帮扶，提升了服务质量。一年来，我们忧民所愁，思民所急，倾尽所

能，办了许多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难事和好事。完成了房改扫尾工作，顺利

推进了医改工作。如熊艳春同志，坚持多年如一日，为精神病患者杨伊健转钱、结

算、购买生活用品。又如黄和平等数年如一日，为在敬老院安度晚年的倪飞，送温

暖，购送物品。再如，当老同志出游行走不变时，就主动背驮到目的地。

三是走访慰问，彰显了全心关怀。我们用心、用情，用政策开展了走访慰问活

动，做到了“去世的必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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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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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个个都十分感动。我们还走

访慰问了离休干部 100 多人次，把学校的关怀及时送到老同志的心中！

四是料理后事，凸显了雪中送炭。2012 年度，我校有 13 位老同志去世，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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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发讣告、组队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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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为、所办”。有的还应家属所需，

举行告别仪式，即便是节假日，我们都主动融入，主动作为，不计得失。如科长熊

艳春主动深入殡仪馆布置灵堂，又如许多老同志均在半夜病故，黄和平总在第一时

间赶到医院，策划后事安排，家属感激道：“和平，反应迅速，工作到位，解了我们

的难事！”。他被省教育工委评为“创先争优先进”。一年来，大家为老同志解决了大

量的急事、难事、忧心事。正如家属所言，“大家犹如亲人般的诚意付出，净化和温

暖着我们的心。”

五是健全机制，完善了工作体系。三年来我们积极进取，精心提炼，不断总结，

形成了老干部工作的“思政、党建、文体、精神慰藉”等七个体系，我校的老干部

工作步入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事实表明，大家对老干部工作事业的坚守是到

位的。这坚守来自信念，这信念是为老同志谋福祉；坚守来自仁爱，对待老人像亲

人，不把事情办妥，就睡不着觉；坚守还来自责任，这责任就是老人的需求与期盼。

坚守，成就美丽人生。在被人视为清廉、琐事的老干处，大家自信地坚守着，用真

心实意的言行，净化和温暖着人心。

二、树正气、凝人心、葆本色，老同志队伍更加稳定

古人云:“正身直行,众邪自息。”对于个人来说，正气是抵御各种诱惑，抛弃私

心杂念，超越自我的精神动力，为此，我们紧扣“创先争优”主题，大力强化党建

和思政建设，广大老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无愧于时代的正气歌。

一是老同志思想常新。我们组织老同志投身学校的重大活动，召集老同志掌握

学校工作动态，分享改革与发展喜悦。举办了骨干培训班，开展了学习全国“两会”

精神活动。举办了学习十八大精神辅导报告会及系列活动，老同志的学习热情和 91

岁高龄的裘老做笔记的行动令人感动。与纪检联合举办了“廉政文化建设”诗歌朗

诵会活动，老同志们自己创作、自己朗诵，他们用激情澎湃的语言，感情意蕴的朗

诵，声情并茂颂廉政之歌，兴廉政之风，深刻的表现了加强反腐倡廉和党风廉政建

设这一主题。举办了“廉政文化建设书画展”所有参展作品紧扣“廉政”主题，幅

幅有特色，张张是精品，其中有年过九旬老教授的倾心之作，也有老领导寓意深刻

的“出淤泥而不染”的画作，还有独具匠心的工笔画，书法作品有行书、楷书、草

书等，他们用艺术的形式反映了严肃的政治主题，使大家受到了艺术的感染、文化

的浸润，心灵也得到了一次洗涤，充分展示了老同志对风清气正的崇尚。参观毛泽

东故居韶山、刘少奇故居花明楼，游览了“橘子洲头”。）七一，表彰了一批先进支

部和优秀党员。举办了喜迎十八大老年书画展，抒发了对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扎实开展党建工作经验交流活动。开展了“五好老人”评选活动，用典型引路，用

正气助推，天天向上。开展了纪念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 30 周年座谈会活动。

二是老同志平安稳定。我们切实把接待来访的过程，变成团结群众、凝聚民心

的过程，面对面，拉家常，零距离，察实情，妥善处理和化解了 3 位老同志的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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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 80 多岁的老同志要求评职称，要求调到行政部门养老，又如参加抗美援朝

的老兵要求享受离休待遇等问题等。我们继续严格管理集体出游活动，全年外出活

动达千余人次，我们都配备专人护理，专职医生，专门管理，平安和谐，受到了老

同志的高度赞扬。我们潜心提炼出了综治工作的新模式（六句话）：安全教育不误点，

思想认识不掉队，防范措施不缺位，及时化解不拖延，活动占领不空挡，综合治理

不落伍。

三是老同志作用突出。组织接待了省老年科协的调研活动，我校老同志代表介

绍了老有所为的经验。老教授朱美娥，出版 13 万字专著。老教授成圣树和金祖均，

出版一本专著，老教授们，淡淡地生活，静静地思考，执着地研究，而永葆一种理

性的美丽，值得我们学习。继续开展了“大手牵小手，快乐促成长”交流活动。关

心下一代成长的《老教授·关爱讲坛》有声有色；全年共开展活动 26 次，受众达

3000 多人次，活动深受同学宠爱，老教授们丰富的人生体验，通过言传身教，能够

大开学生的眼界，慈爱的长者风范，通过谆谆教诲，能够起到在职教师难以替代的

作用。各支部活动丰富多彩，蛟桥园一支部被省委老干局评为“五好支部”。老同志

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展示了光辉形象，为我校赢得了省级“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

位”称号！离退休工作处获党委表彰。各支部呈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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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不落后，综合治理不缺位”

的良好局面。

三、出新招、办活动、占阵地，老同志生活更加丰富

“欲无杂草，必须种上庄稼”这一哲理名言启示我们。欲要老同志队伍稳定、

幸福，就必须多开展各类健康活动。这既是树正气，增福祉的有效途径，也是跳出

综治抓综治的有效途径。为此，我们紧扣“创先争优”主题，主动融入，主动作为，

“无字书中读出有，忙字曲中唱出乐”，积极创办活动，助推风气向上。

一是老年合唱团歌声嘹亮；二是南京考察流连忘返，组织老同志骨干到红色景

区学习；三是春游活动兴高采烈，这也是历年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春游，对八十

岁以上的老同志实行就近出游，专人特护老同志出游。四是秋游活动激情飞扬，我

们组织了 400 多位老同志到庐山西海。五是文化之旅兴致勃勃，组织群团老同志赴

百丈寺采风；六是博物馆参观聚精会神；七是老年运动会圆满成功；老同志英姿飒

爽，其乐融融；八是老同志迎新会济济一堂，我们举办了“迎新年、迎新人、奖先

进”大会，奖励了 118 位先进老同志、迎接了 50 位新人加盟。

同志们，事实表明，我校老干部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高地！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努力，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增强创新意

识，始终保持坚守进取的精神状态；增强宗旨意识，始终把老同志放在首位；增强

使命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再创老干部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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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2 年离退休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时间 退休时间 单位名称 职务 职称 政治面貌

1 舒惠仁 男 1952年1月 1968年10月 2012年1月 附属中学 中学高级

2 岳网华 女 1962年1月 1981年9月 2012年1月
后勤

保障处
高级工

3 吴永卫 女 1962年1月 1981年10月 2012年1月

旅游与城

市管理

学院

正科
助理

工程师
中共党员

4 刘金娣 女 1957年1月 1975年7月 2012年1月
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
科员

5 史忠良 男 1944年1月 1967年7月 2012年1月
党委、校

长办公室
正厅 教授 中共党员

6 胡晓毛 男 1952年2月 1970年11月 2012年2月 校产处 副处 中共党员

7 叶桂花 女 1962年2月 1980年12月 2012年2月
后勤

保障处
高级工

8 雷园花 女 1957年2月 1980年1月 2012年2月 附属中学 中学高级 中共党员

9 汤小滨 男 1952年3月 1968年11月 2012年3月
继续教育

学院
正处 副教授 中共党员

10 李彩霞 女 1962年3月 1979年10月 2012年3月
职业技术

学院
高级工

11 周 建 女 1952年4月 1968年8月 2012年4月
外国语

学院
教授 中共党员

12 彭春华 女 1962年4月 1980年2月 2012年4月 图书馆 高级工 助理馆员

13 肖迈先 男 1952年5月 1968年7月 2012年5月 校产处 正科 工程师 中共党员

14 陈金树 男 1952年5月 1967年11月 2012年5月
后勤

保障处
中共党员

15 王众桃 女 1957年5月 1974年10月 2012年5月 会计学院 会计师

16 路 华 女 1957年5月 1974年1月 2012年5月 附属中学 中学高级

17 邓 冰 女 1957年6月 1974年10月 2012年6月 医院 主管护师

18 胡全安 男 1952年7月 1970年1月 2012年7月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副处

研究

实习员
中共党员

19 秦宪明 男 1952年7月 1972年12月 2012年7月
后勤

保障处
高级工 中共党员

20 陈庆凡 女 1962年7月 1982年3月 2012年7月
后勤

保障处
高级工

21 陈小燕 女 1962年7月 1987年11月 2012年7月 图书馆
助理

工程师

22 朱林香 女 1962年7月 1994年12月 2012年7月 工会 中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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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时间 退休时间 单位名称 职务 职称 政治面貌

23 肖林霞 女 1957年8月 1974年11月 2012年8月 医院 主管护师

24 吴忠仁 男 1952年8月 1968年10月 2012年8月
后勤

保障处
正科

助理

工程师

25 李顺昌 男 1952年8月 1968年10月 2012年8月
图书采购

中心
高级工

26 蔡国平 男 1952年8月 1971年3月 2012年8月 宣传部 正科
助理

工程师
中共党员

27 郑明芬 女 1962年8月 1985年9月 2012年8月
现代教育

技术中心
高级工

28 盛学华 女 1957年8月 1976年2月 2012年8月 医院
医（护）

师

29 涂国英 女 1962年9月 1979年10月 2012年9月
离退休人

员工作处
高级工

30 卢福宝 男 1952年9月 1968年10月 2012年9月 医院 主治医师 中共党员

31 赖明江 男 1952年9月 1974年7月 2012年9月 校产处 工程师 中共党员

32 王菊生 男 1952年9月 1968年11月 2012年9月 校产处 技师

33 刘福平 男 1952年9月 1970年1月 2012年9月
后勤

保障处
高级工 中共党员

34 文希黎 男 1952年9月 1969年12月 2012年9月 附属中学 中学一级

35 杨 萍 女 1957年10月 1981年9月 2012年10月 图书馆 馆员

36 彭黛静 女 1957年10月 1974年8月 2012年10月
继续教育

学院
经济师

37 胡丽萍 女 1952年10月 1968年7月 2012年10月 人文学院 副教授

38 赖冬元 男 1952年10月 1968年10月 2012年10月 教务处 正科 中共党员

39 邱筠静 女 1957年11月 1977年3月 2012年11月 校产处 经济师

40 裴 芳 女 1962年11月 1983年7月 2012年11月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高级工

41 房茶香 女 1962年11月 1981年8月 2012年11月
后勤

保障处
高级工

42 黄晓红 女 1962年11月 1989年10月 2012年11月
产业经济

研究院
正科

助理

研究员
中共党员

43 王琴风 女 1957年11月 1974年9月 2012年11月 医院 主治医师

44 牟宗钰 男 1952年11月 1970年1月 2012年11月
后勤

保障处
高级工

45 辛 华 女 1957年12月 1978年12月 2012年12月
学生工作

处、团委

助理

研究员
中共党员

46 李 萍1 女 1957年12月 1974年9月 2012年12月 附属中学 中学高级 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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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时间 退休时间 单位名称 职务 职称 政治面貌

47 雷国秀 女 1962年12月 1981年12月 2012年12月 图书馆
副科、

高级工
助理馆员 中共党员

48 胡国琴 女 1962年12月 1980年1月 2012年12月 图书馆 高级工 助理馆员

49 朱亚夫 男 1952年12月 1968年7月 2012年12月 会计学院 副教授 中共党员

50 饶 川 男 1952年12月 1968年7月 2012年12月
后勤

保障处
技师

51 吴瑞云1 男 1952年12月 1969年10月 2012年12月
党委、校

长办公室
高级工 中共党员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李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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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合作交流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12 年大事记

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活动类型 主要内容

1 2012-1-5 来华留学 召开英语授留学生课程教师会议,讨论开发留学生专业课及文化类课程

2 2012-1-6 来华留学 召开留学生汉语言类课程教师研讨会

3 2012-2-1 2012-8-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徐斌、汪新艳、廖义刚、封福育、邓国华、余达锦、邓庆山、银平均赴美国参加双语教师培训，

为期6个月

4 2012-2-1 2012-8-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吴军民赴加拿大英属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学，为期 6个月

5 2012-2-20 2012-2-21 来华留学 留学生报到注册

6 2012-2-22 来华留学 留学生入学教育,蒋金法副校长参加

7 2012-2-23 来华留学 留学生南昌城市参观

8 2012-2-25 外宾来访
比利时 Artevelde University College Ghent 大学商学院院长 William Van Vooren 教授来

访，与蔡升桂处长在上海商讨两校合作事宜

9 2012-2-27 外宾来访 南安普敦大学项目负责人刘沛老师来访,审核 2012出国学生申请资料

10 2012-2-28 2012-8-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余新培赴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访学，为期 6个月

11 2012-2-29 2012-8-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刘浩华赴英国访问，为期 6个月

12 2012-3-1 2013-1-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吴方君赴悉尼科技大学访学，为期 6个月

13 2012-3-1 2013-3-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罗昌瀚出席国际会议

14 2012-3-6 业务检查、会议与学习
我处邀请省教育厅国际处副处长郭文华莅临我校作“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出国项目与地

方合作项目”宣讲会

15 2012-3-7 2012-3-8 外宾来访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国际学生办公室主任 Kathlen Kielly和项目主管 Jerry Wang来
访,启动 2012年合作项目



327

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活动类型 主要内容

16 2012-3-7 出国留学 召开全校出国学生签证指导会议

17 2012-3-13 业务检查、会议与学习 省外办黄美玲副处长来我处进行因公出访的业务指导

18 2012-3-14 来华留学 蔡处长和周矿先老师出差云南民族大学了解来华留学生招生及管理信息

19 2012-3-15 2012-3-20 外宾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工程和计算机学院副院长 Barbara Howell, 商学院副院长 Don Finlay及
国际办公室副主任裘知来访

20 2012-3-16 外宾来访
美国威斯康辛州协和大学亚太区主任高曼玲女士和亚洲代表萧静玫博士来访,商讨两校

合作交流事宜

21 2012-3-17 2012-3-23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廖述梅赴台湾参加第 21届技术管理学术会议

22 2012-3-20 2012-3-22 来华留学 高杨松副处长赴南京参加格兰德教育集团来华留学会议

23 2012-3-23 2012-3-24 业务检查、会议与学习
江西省召开教育外事工作会暨外事工作负责人培训会，我校荣获“江西省教育国际交流

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24 2012-3-24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赴龙源峡文化考察

25 2012-3-26 外宾来访 美国斯坦福大学 Tom Kosnik教授来我校讲学

26 2012-3-26 外宾来访
英国斯望西大学国际部项目主管刘墨然和商学院 Kathryn Tomos教授来访,举行 2012年
留学说明会

27 2012-3-28 外宾来访 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员冈田麻衣老师来访我校附属中学

28 2012-3-30 2012-4-7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陈家琪赴台湾“2012第三届海峡两岸区域发展论坛暨学术研讨会

29 2012-4-6 2012-4-1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刘峰参加首尔国际教育展

30 2012-4-6 兄弟院校交流学习 蔡升桂处长带领全处人员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调研

31 2012-4-8 2012-4-18 外宾来访 芬兰卡亚尼应用科技大学高级讲师 Leena Piirainen来校进行短期授课

32 2012-4-12 2012-4-21 出访 蔡升桂处长参加 ISEP在奥地利召开的 2012年会

33 2012-4-14 2012-4-15 来华留学 留学生赴景德镇进行陶瓷文化考察

34 2012-4-14 2012-4-2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谭光兴、关爱浩随省教育厅组团赴台湾学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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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活动类型 主要内容

35 2012-4-14 外教 参加国家外国专家局主办的 2012外籍人才招聘会（上海）

36 2012-4-17 外宾来访 韩国青年代表团一行 40人在女性家族部青少年保护课课长李在福率领下访问我校

37 2012-4-20 2012-4-24 外宾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Andrew Wood 教授和 Suuny Yang博士来校为我校出国学生进行短

期授课

38 2012-4-23 2012-4-24 外宾来访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 国际事务处副处长 Janice Finn, 国际学术项目负责人 Sandy Hordis
博士,英语语言学院 Betty Litsinger 和招生办公室顾问 David Wood 来访

39 2012-4-23 外宾来访

美国纽约理工学院校长爱德华·朱利安诺教授，纽约理工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刘贤方教

授，纽约理工学院校长助理维多利亚·费弗莱教授，纽约理工学院南京校区莫尼克·泰纳

先生，纽约理工学院校友会协调人仝雷先生，纽约理工学院宣传部尼基塔·杰普纳女士

来访,出席中美合作培养MBA项目第十一期毕业典礼

40 2012-4-25 2012-4-25 外宾来访

韩国亚洲大学副校长 Do-Yeong Kim，国际处长 Ricky Yoon，国际处副处长 Jae-Eun Kim，

研究生部招生办主任 Sang-Hyeon Lee及亚洲大学中国代表处主任田洪磊正式访问我校,
签署两校本科“2+2”双学位项目；及我校聘亚洲大学副校长 Do-Yeong Kim为我校客座教

授等

41 2012-5-8 外宾来访
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段杰朴(Jean Philippe Davignon)、商务专员李延睿女士,江
西省外事侨务办公室领事处罗水香女士访问我校

42 2012-5-9 外宾来访
台湾长荣大学资讯暨工程学院徐立群院长等来访,并与我校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签订学

生交流协议

43 2012-5-9 来华留学 “发展中国家财经管理研修班”开班

44 2012-5-10 外宾来访 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国际部副主任 Emilio.Navarro Heras来校访问

45 2012-5-11 外宾来访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高柏来校学术交流

46 2012-5-14 2012-5-23 出访 蒋金法副校长率团访问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等进行合作友好访问

47 2012-5-16 业务检查、会议与学习 国际处召开全校外事秘书会议

48 2012-5-17 兄弟院校交流学习 赴九江学院国际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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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活动类型 主要内容

49 2012-5-18 来华留学 留学生赴江铃等进行企业参观学习

50 2012-5-20 2012-5-29 出访 王乔校长率团赴英国、西班牙等进行访问

51 2012-5-23 外宾来访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郑天立教授、杨飞博士等来校访并签订两校合作协议

52 2012-5-23 外宾来访 日本岗商科技大学校长井旯九夫，国际项目负责人胡勇彬先生一行来访

53 2012-5-26 2012-6-6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严武、高杨松随教育部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出访加拿大、美国，参加 NAFSA会议

54 2012-5-29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观看电影活动

55 2012-6-1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包饺子及做中国菜的文化体验活动

56 2012-6-2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赴龙虎山文化考察活动

57 2012-6-5 业务检查、会议与学习 我校与南昌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开展“南昌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出入境服务进高校”的活动

58 2012-6-6 2012-6-19 出访 易剑东副校长赴英国、法国学术交流

59 2012-6-8 外宾来访 Nebraska Wesleyan University副教务长来方我校 Kelly Eaton来我校访问交流

60 2012-6-11 外宾来访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霍晓明教授到校讲学

61 2012-6-13 外宾来访

美国中西部美中协会 Bob Holden会长，原密苏里州州长 Thomas Smith, Capital Business
Development Asociates, CEOt 和我校校友刘克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亚洲联合

资本公司合伙人友好来访并做讲座

62 2012-6-14 出国留学 召开全校出国学生行前教育会议

63 2012-6-15 2012-6-17 兄弟院校交流学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杨灿明教授带领该校国际处及国际教育学院一行七人来我校

调研国际化工作

64 2012-6-15 外宾来访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校长 Carlo Tobey Oxholm和副校长 Steve Michael来访

65 2012-6-18 外宾来访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陆懋祖教授来洽谈合作项目

66 2012-6-19 2012-6-24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高日光参加“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第五届会议”

67 2012-6-21 2012-6-29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胡宇辰、杨杰赴美国东北大学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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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2012-6-21 2012-7-8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吴飞赴西班牙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69 2012-6-21 外宾来访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研究生院MBA课程总监 Bob Gilliver来访并出席中澳MBA项目开班

仪式

70 2012-6-22 来华留学 与留学生一道进行烧烤活动

71 2012-6-25 外宾来访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Mark Cranshaw 和社会学系主任 Jame
Fallkingham来访

72 2012-6-26 外宾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副校长 David Pilsbury,商学院副院长 Don Finlay,
和国际办公室副主任裘知来访

73 2012-6-27 2012-7-2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华梅芳赴台湾MBA班暑期夏令营领队

74 2012-6-27 外宾来访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Keith Hooper和 Hedy Huang博士来访

75 2012-6-28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观看电影活动

76 2012-7-1 2012-12-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徐崇波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

77 2012-7-1 2013-1-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饶晓辉、李国民赴澳大利亚艾迪斯科文大学访学

78 2012-7-1 2013-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谢花林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访学

79 2012-7-1 2013-5-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阙占文赴美国波士顿学院访学

80 2012-7-1 2013-6-30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陈辉赴德雷塞尔大学访学，为期一年

81 2012-7-2 2012-7-6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邹秀清赴澳门大学出席第四届华人不动产学会年会

82 2012-7-3 2012-7-14 出访 廖进球书记随省外办出访团组赴外访问

83 2012-7-5 2012-7-1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石劲、吴飞赴台湾出席亚洲财务学会

84 2012-7-12 2012-7-26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刘慎河、肖璐等国际学院师生 27人赴台课程研习与参访考察

85 2012-7-14 2012-8-2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叶晗堃率学生赴英国考文垂大学夏令营

86 2012-7-15 2012-8-1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周矿先率学生赴美国阿卡迪亚大学举行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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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2012-7-18 2012-8-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钟达详、曹久萍、李会学、谢芳、吴春芳、晏飒绮赴英国参加外国语学院暑期师资培训

项目

88 2012-7-24 2012-7-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郑志强、詹新寰、朱亚坤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进行课题研究

89 2012-8-1 2013-2-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张曦凤赴美国阿卡迪亚大学访学

90 2012-8-3 2012-8-7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杨杰赴美国出席 2012年美国管理学年会

91 2012-8-6 外宾来访 美国米勒斯维尔大学教授郭恩扬来我校访问

92 2012-8-16 2012-9-14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贺三宝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短期进修

93 2012-8-18 2012-8-24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夏贤锋赴台湾出席 2012两岸资讯发展高峰会

94 2012-8-18 2012-8-27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尹忠海、高杨松赴美国中密苏里州大学等访问

95 2012-9-1 2013-8-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许才明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访学

96 2012-9-1 2013-8-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黄新阳赴南达科他大学访学

97 2012-9-1 2013-8-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刘喜平赴香港科技大学访学

98 2012-9-4 外宾来访
国际知名金融学、经济学学者、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及 Economics System
主编 Ali Kutan教授访问我校

99 2012-9-5 来华留学 2012年秋季来华留学生入学教育

100 2012-9-5 外宾来访
美国莫瑞州立大学(Murray State University)副校长 Robertson, 国际学生部主任周广明来

访我校

101 2012-9-6 来华留学 2012年秋季来华留学生南昌城市参观活动

102 2012-9-9 2012-9-13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黄涛出席商业研究学会 2012秋季会议

103 2012-9-10 2012-9-19 出访 易小明副校长率团随教育部国际交流协会代表团参加 EAIE展，赴爱尔兰、英国访问

104 2012-9-10 2102-9-12 外宾来访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国际项目主任 Jan Prodivinsky来校做新生入学教育

105 2012-9-12 2012-9-2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陈曦、胡新赴台湾出席第八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



332

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活动类型 主要内容

106 2012-9-12 2013-8-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曹玉珊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访问

107 2012-9-17 2012-9-26 出访 胡建华副书记率团赴英国、德国访问

108 2012-9-17 2013-1-16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黄善东赴台学术交流

109 2012-9-19 外宾来访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邹科来访

110 2012-9-20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易剑东副校长赴美国担任访问学者，预期一年

111 2012-9-24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体检

112 2012-9-25 2012-9-26 外宾来访

芬兰奥卢大学校长 Lauri Lajunen,科学学院院长 Petri Pulli,计算机与工程系副主任 Jukka
Riekki,会计系主任 Janne Järvinen，信息系项目推广主任Kari Pankkonen，国际处长Kimmo
Kuortti来访

113 2012-10-1 2013-4-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万建香赴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访学

114 2012-10-1 2013-8-15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廖国琼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访学

115 2012-10-1 2013-8-3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凌爱凡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访学

116 2012-10-1 来华留学 留学生及志愿者赴梅岭参加文化考察活动

117 2012-10-2 2012-10-33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兰芳率 EMBA学员美国游学带队

118 2012-10-3 2012-10-4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吴照云、李敏、吴群、杨建峰、宋丽丽、舒辉赴台湾出席 2012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119 2012-10-3 2012-10-15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杨慧、肖珑赴美国进行学术访问

120 2012-10-5 2012-10-11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荣莉、彭晓洁赴台湾出席 2012海峡两岸大学会计辩论邀请赛

121 2012-10-8 2012-10-11 外宾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运动管理系主任 Neville Mark Clements 等一行六人访问我校

122 2012-10-9 2012-10-11 外宾来访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Bob Gilliver, 南澳大学国际商业研究生

院MBA课程总监 访问MBA学院，出席毕业典礼等

123 2012-10-12 2012-10-14 外宾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国际项目协调人 Charley Robinson访问我校

124 2012-10-13 出国留学 召开 2013年全校出国留学咨询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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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2012-10-16 2012-10-18 外宾来访 美国维斯康星州协和大学校长 Patrick T. Ferry等一行 5人访问我校

126 2012-10-16 2012-10-22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吴飞参加美国金融管理国际年会

127 2012-10-16 外宾来访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学院市场开发部主任 Amy Burton，会计及商务信息系统研究院市场

开发负责人 Steven Wu博士访问我校

128 2012-10-17 外宾来访 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国际项目主管 Kathy Han来访

129 2012-10-18 2012-10-19 外宾来访
法国巴黎第二大学GRIMALDIMichel教授访问我校，举行学术报告会；洽谈建立两校合作

关系可能性

130 2012-10-18 来华留学 留学生参加校运动会

131 2012-10-22 2012-10-24 外宾来访 韩国亚洲大学 Ajou University金都泳副校长以客座教授身份赴工商管理学院讲学

132 2012-10-24 2012-10-26 外宾来访
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 Université Paris-Sud Michel Desbordes, 教授 访问体育学院、国

际处，学术交流

133 2012-10-24 2012-10-26 外宾来访 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 Université Paris-Sud,Michel Desbordes 教授来访，进行学术交流

134 2012-10-24 外教 我校外教 Stanislaus Moss获庐山友谊奖

135 2012-10-25 2012-10-25 来华留学
我处组织外教及留学生进行消防演习活动；并请校保卫处赴留学生公寓进行消防安全现

场排查

136 2012-10-26 2012-10-28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胡海波、张孝锋、吴忠华出席香港第五届全国比较管理研讨会

137 2012-10-28 2012-10-29 外宾来访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陆懋祖教授来访

138 2012-10-30 2012-11-6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吕腮菊赴美国出席 ISEP国际会议

139 2012-11-1 2012-11-12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宫之君参加“第 13届美国暨世界能源经济学年会“

140 2012-11-2 兄弟院校交流学习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长一行四人来我处就来华留学业务交流

141 2012-11-6 2012-6-15 出访 王小平校长助理率团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

142 2012-11-6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参加国际学院“十周年庆”

143 2012-11-6 兄弟院校交流学习 江西师范大学国际处处长侯桃及人事处处长邱一行六人来我校调研国际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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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2012-11-9 2012-11-7 外宾来访

台湾铭传大学校长李铨，师培中心主任沈佩蒂，管理学院院长黄旭男，观光学院院长、

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账务金融系主任卢阳正;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萧耀文，秘书

处主任陈翠绫，等人员来我校就建立两校正式合作关系，签署合作协议书等进行访问

145 2012-11-9 外宾来访
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计算机、健康和科学学院主管国际的副院长 Jim Cross教授来

访，与信息管理学院师生讲座交流 2+1双硕士项目

146 2012-11-10 2012-11-10 外宾来访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副校长 Steve Michael来校进行学生留学项目推广

147 2012-11-13 2012-11-25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魏琳随省出版局出境访问

148 2012-11-13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赴西海参加文化考察活动

149 2012-11-14 2012-11-10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参加外语学院“MY Youth "的迎新晚会

150 2012-11-19 2012-12-15 外宾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高级讲师 Neville Walker 来校短期授课

151 2012-11-22 2012-11-27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熊进光、蒋悟真、李翃楠参加“当前俄罗斯和中国经济活动中的法律规范问题”

152 2012-11-23 业务检查、会议与学习 短期外教 Neville Walker 为国际处员式进行培训，主题为：E-mail Etiquette

153 2012-11-24 2012-11-14 外宾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Don Finlay教授等一行 3人来访

154 2012-11-24 来华留学 留学生赴庐山西海参观考察

155 2012-11-28 2012-11-29 外宾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Edward Tsang教授，院校代表Michael Lung来访

156 2012-11-29 兄弟院校交流学习 蔡升桂处长带领外事科人员赴江西师范大学调研

157 2012-11-30 业务检查、会议与学习
短期外教 Neville Walker 为国际处员式进行培训，主题为：Improving Preparation for
overseas studies

158 2012-12-2 2012-11-18 外宾来访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会计学首席教授Keith Hooper，法商学院常务副院长Roger Stokell
来访

159 2012-12-3 2012-12-4 外宾来访
英南安普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Mark Cranshaw, 高级讲师 Ian Podivinsky和
项目主管刘沛来访

160 2012-12-3 12//12/07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韩明赴澳大利亚南澳大学进行合作MBA项目协调人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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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2012-12-3 来华留学 留学生 Christoph和 Olesja参加校第二届礼仪文化节第三届模特大赛决赛

162 2012-12-5 2012-12-6 外宾来访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商学院院长Mark Hirst来我校就建立两校合作等事项进行访问

163 2012-12-6 2012-12-7 业务检查、会议与学习 肖镧参加 2012年江西省因公出国境管理工作暨专管员会议

164 2012-12-6 业务检查、会议与学习 教育部留学基金委秘书长刘京辉和财政部教科文林姣处长来我校指导工作

165 2012-12-7 2012-12-9 外宾来访 香港理工大学刘曦卉参加由艺术学院主办的“第三届艺术与设计高端论坛”

166 2012-12-7 外宾来访 法国高等教育署武汉中心推广与留学指导部 Arnaud Castellon等人来我校进行项目推广

167 2012-12-7 外宾来访 香港理工大学刘曦卉来校访问，参加艺术学院主办的“第三届艺术与设计高端论坛”

168 2012-12-8 外宾来访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国际项目主任MARK和刘佩来访

169 2012-12-8 来华留学 留学生参加传统文化节

170 2012-12-11 外宾来访 美国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Pembroke丁梁副教授来访

171 2012-12-12 2013-1-20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吴飞参加澳大利亚金融与银行国际会议，访问新南威尔士大学

172 2012-12-12 外宾来访 新西兰梅西大学商学院院长 Chris Moore教授来访

173 2012-12-13 外宾来访 德国 Universitat Luneburg教授 Jurgen Deller 等一行 2人来访

174 2012-12-14 外宾来访 新西兰林肯大学国际合作项目经理 Ian MacDonald来访，商谈两校合作等事项

175 2012-12-14 外宾来访
美国亚历桑那大学公共计划学院院长,美国西南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Flavio Francisco
Marsiglia教授, Fei Sun副教授参加人文学院主办的中部地区社会工作教育高端论坛

176 2012-12-14 外宾来访
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副校长 Rahmat A. Shoureshi,商学院副院长 Scott Liu 教授及中国校友

会会长仝雷先生一行 3人来访，出席中美MBA项目开班仪式

177 2012-12-15 2012-12-18 访学、进修与出席国际会议 钱美芬参加“第 25届大洋洲金融及银行会议”

178 2012-12-16 业务检查、会议与学习 全体党员赴共青城胡耀邦陵园吊唁

179 2012-12-17 外宾来访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校区鲁维丽教授来访

180 2012-12-18 业务检查、会议与学习 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项目主管杨祥义、冯博为我校师生作申请国家公派留学最新动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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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专题讲座

181 2012-12-18 业务检查、会议与学习 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交流处郭文华副处长来我校进行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申请的业务指导

182 2012-12-19 外宾来访
英国斯特拉斯克来德大学陆懋祖教授, 人文社科学院院长 Prof. Anthony McGrew来校访

问，进行项目推广等

183 2012-12-20 业务检查、会议与学习 全省高校外事处长会议在我校召开

184 2012-12-20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评教活动

185 2012-12-21 业务检查、会议与学习 国际处确定 2013年第一批交换生名单并上网公布

186 2012-12-21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包饺子、做中国菜的文化体验活动

187 2012-12-21 来华留学 举行外教留学生圣诞庆祝会，并观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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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境外合作院校、机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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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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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NTIFÍCIA UNIVERSIDADE CATÓLICA DE MINAS
GERAIS

米纳斯吉拉斯州立大学 巴西 交换学生项目

11 Artevelde University College Ghent 阿德维尔德大学根特学院 比利时 交换学生项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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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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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Fachhochschule Fur Technik und Wirtschaft Berlin 柏林应用科学大学 德国 交换学生项目

15 Fachhochschule fur Wirtschaft 一 Berlin Schoo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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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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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机构名称 中文名 国别 主要合作形式

Economics and Law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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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cole Supérieure de Commerce de Rennes （ESC） 雷恩高等商学院 法国 学生留学项目

18 KAJAANI UNIVERSITY CONSORTIUM 凯亚尼联合大学 芬兰 交换学生项目，联合科研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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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University of Oulu,Finland 奥卢大学 芬兰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科研合作

21 Ajou University 亚洲大学 韩国 教学交流、学生项目、科研合作

22 Pusan University 釜山大学 韩国 人员往来，教学交流

23 Sogang University 西江大学 韩国 交换学生项目,硕士教育项目

24 HES Ams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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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 爱德华王子岛大学 加拿大 学生留学项目

26 University of Regina 雷吉纳大学 加拿大 硕士生项目，本科生项目

27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Prague 布拉格经济大学 捷克 研究生交换项目

28 Arcadia University 阿卡迪亚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人员往来

29 Bridgeport University 布里奇波特大学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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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entral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美国中密苏里州立大学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32 Concordia University Wisconsin,USA 肯卡迪亚大学 美国 MBA项目

33 Duquesne University 杜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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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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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Internantion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ISEP) 全球大学生交换平台 美国 学生项目

36 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 肯尼索州立大学 美国 人员往来

37 Kent State University 肯特州立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人员往来

38 Lenoir-Rhyne University 勒努瓦-雷恩大学 美国 学生交换项目

39 Madonna University 蒙东那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

40 Millersville University 米勒斯维尔大学 美国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人员往来

41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密苏里州立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

42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USA 纽约理工学院 美国 MBA项目，科研合作

43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Stony Brook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44 Saint Vincent College 圣文生大学(SVC) 美国 硕士项目，本科项目，人员往来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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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henandoah University 雪兰渡大学 美国 人员往来

47 Southern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 南新罕布什尔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人员往来

48 UC Berkeley Extension
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继续教育学院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49 University of Central Missouri 中密苏里州立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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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University of Toledo 托力多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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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Webster University 韦伯斯特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

53 We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西卡罗莱那大学 美国 科研合作

54 La Universidad Autonoma Del Estado De Hidalgo 伊达尔戈州立大学 墨西哥 交换学生项目

55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 日本 人员往来

56 Miyazaki Municipal University 宫崎公立大学 日本 人员往来

57 Tokyo Keizai University 东京经济大学 日本 人员往来

58 日本留学中国网 日本 留学项目合作，教师招聘

59 冈山外语学院 日本 学生项目

60 冈山商科大学 日本 合作研究，学生项目

61 karlstad University 卡尔斯坦德大学 瑞典 科研合作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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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Auckland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奥克兰理工大学 新西兰 互派访问学者，学生项目

64 Massey University 梅西大学 新西兰 学生留学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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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ardiff University 卡迪夫大学 英国 学生项目

67 Coventry University 考文垂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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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London College of Business &Accountancy(LCBA) 伦敦商务会计学院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

70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伦敦城市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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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Strathclyde University 思克莱德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

72 The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格林威治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

73 University of Essex 埃塞克斯大学 英国 学生留生项目，人员往来

74 University of Lincoln 林肯大学 英国 人员往来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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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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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University of Sussex 萨塞克斯大学 英国 学生留生项目，人员往来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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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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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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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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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台湾铭传大学 中国台湾 人员往来,,科研合作，讲学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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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台湾东吴大学 中国台湾 人员往来

85 台湾淡江大学 中国台湾 人员往来

86 台湾元培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人员往来

87 台湾大仁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人员交流，学生交换项目等

88 台湾长荣大学 中国台湾 学生交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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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新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境外院校

序号 院校名称 国别/地区 主要合作内容

1 米纳斯吉拉斯天主教大学 Pontificia Universidade Catolica de Minas Gerais 巴西 学生交换项目

2 阿德维尔德大学根特学院 Artevelde University College Ghent 比利时 学生交换项目

3 伊达尔戈州立自治大学 Universidad Autonoma del Estado de Hidalgo 墨西哥 学生交换项目

4 勒努瓦-雷恩大学 Lenoir-Rhyne University 美国 学生交换项目

5 思克莱德大学 Strathclyde University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

6 密苏里州立大学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7 韦伯斯特大学Webster University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8 中密苏里州立大学 Central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9 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教育学院 UC Berkeley Extension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10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Stony Brook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11 铭传大学Ming Chuan University 中国台湾 学术交流项目，学生交换项目，学生留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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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2 学生出国留学项目汇总表

出国交换、留学项目情况（12 项）

序号 合作学校 名额 入学要求 学校网址

1 比利时阿德维尔德大学根特学院 2 对方学校委托我校考核 www.arteveldehs.be

2 奥地利维也纳新城应用科学大学 2 对方学校委托我校考核 www.fhwn.ac.at

3 墨西哥伊达尔戈州立自治大学 2 对方学校委托我校考核 www.uaeh.edu.mx

4 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 2 雅思 6.5,单科不低于 6 www.ecu.edu.au

5 德国柏林应用科学大学 4 对方学校委托我校考核 www.fhtw-berlin.de

6 德国杜塞尔多夫应用科学大学 3 对方学校委托我校考核 www.fh-duesseldorf.de

7 芬兰奥卢大学 3 雅思 6.0 www.oulu.fi

8 芬兰卡亚尼应用科学大学 5 雅思 6.0， 或参加对方学校的入学考试，加权 75 www.kajak.fi

9 韩国亚洲大学 5 对方学校委托我校考核 www.ajou.ac.kr/chinese

10 英国林肯大学 2 雅思 6.0 www.lincoln.ac.uk

11 捷克共布拉格经济大学 1 对方学校委托我校考核 http://www.vse.cz

12
ISEP全球大学生交换平台

（42个国家 300余所大学）
16 各校语言及专业要求不同 www.ise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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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文化交流项目情况（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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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出国进修、讲学、参加学术会议等

老师出国进修、讲学、参加学术会议等

No 姓 名 所在学院 出访地区 出访日期 出访内容

1. 余新培 会计学院 新西兰 12/02-12/08 奥克兰理工大学（短期访学）

2. 周冬华 会计学院 新西兰 12/02/28-12/08/28 奥克兰理工大学（短期访学）

3.
徐斌、汪新艳、廖义刚、

封福育、邓国华、余达锦、

邓庆山、银平均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校区 12/02-12/08. 参加教师培训

4. 刘浩华 工商学院 英国 12/02/29-12/08/31 考文垂大学（短期访学）

5 吴军民 公管学院 加拿大温哥华市 12/02-12/9. 加拿大英属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短期访学）

6 罗昌瀚 经济学院 美国 12/03—13/03 美国堪萨斯大学访问学者

7 吴方君 信息管理学院 澳大利亚 12/03/01-13/01/31 悉尼科技大学(访问学者)

8 刘 峰 国际学院 韩国 12/04/06—04/11 参加首尔国际教育展

9 蔡升桂 国际处 奥地利 12/04/14-12/04/21 ISEP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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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出国进修、讲学、参加学术会议等

No 姓 名 所在学院 出访地区 出访日期 出访内容

10 严 武高杨松 科研处国际处 加拿大、美国 12/05/26---12/06/06
出访加拿大、美国参加 NAFSA会议

教育部双跨团组（公务出访）

11 陈 辉 软件学院 美国 12/07-13/06 德雷塞尔大学（短期访学）

12
钟达详、曹久萍、李会学、

谢 芳、吴春芳、晏飒绮
外语学院 英国考文垂大学 12/07—12/08 外国语学院暑期师资培训项目

13 胡宇辰、杨 杰 工商学院 美国 12/06/21-12/06/29 美国东北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14 高日光 工商管理学院 香港 12/06/19-12/06/24 参加“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第五届会议”

15 吴 飞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西班牙、台湾 12/06/21—12/07/08 学术会议

16 周矿先 国际处 美国 12/07/15—12/08/11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夏令营

17 叶晗堃 国际处 英国 12/07/14—12/08/02 英国考文垂大学夏令营

18 谢花林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美国 12/07—13/03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19 廖国琼 信息管理学院 美国 12/10/01-13/08/15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访问学者）

20 许才明 公管学院 美国密西更州东兰辛市 12/09-13/08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21 陈 辉 软件学院 美国费城 12/07—13/06 德雷赛尔大学（访问学者）

22 徐崇波 公管学院 澳大利亚 12/07—12/12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

23
饶晓辉

李国民

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
澳大利亚 12/07-13/01 艾迪斯科文大学（访问学者）

24 阙占文 法学院 美国波士顿市 12/07-13/05 波士顿学院（访问学者）

25 黄新阳 新能源技术与 美国 12/09/01—13/08/31 南达科他大学物理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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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出国进修、讲学、参加学术会议等

No 姓 名 所在学院 出访地区 出访日期 出访内容

应用研究中心

26 黄 涛 金融学院 美国 12/09/09-12/09/13 商业研究学会 2012秋季会议

27 万建香 信息学院 美国 12/10---13/04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访问学者）

28 张曦凤 国贸学院 美国 12/08-13/02 阿卡迪亚大学（短期访学）

29 凌爱凡 金融学院 新加坡 12/10/01--13/08/31 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

30 刘喜平 信息管理学院 香港 12/09/01--13/08/31 香港科技大学（访问学者）

31 郑志强、詹新寰、朱亚坤 体育学院 英国考文垂市 12/07/24--12/07/31 考文垂大学（课题研究）

32 邹秀清 旅游学院 澳门 12/07/02--12/07/06 澳门大学第四届华人不动产学会年会（会议）

33
尹忠海

高杨松

人文学院

国际处
美国 12/08/18--12/08/27 访问美国圣路易斯市，洽谈设立孔子学院

34 贺三宝 校办 新西兰 12/08/16--12/09/14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短期进修）

35 张曦凤 国贸学院 美国 12/08---13/02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访问学者）

36 杨 慧、肖 珑 国际学院 美国加拿大 12/10/03—12/10/15 学术访问

37 胡海波、张孝锋、吴忠华 工商管理学院 香港 12/10/26--12/10/28 香港第五届全国比较管理研讨会（会议）

38 吕腮菊 国际处 美国阿灵顿 12/10/30---12/11/06 参加 ISEP国际会议

39 吴 飞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美国亚特兰大 12/10/16—12/10/22 参加美国金融管理国际年会

40 兰 芳 MBA学院
美国哈弗大学、麻省理工大学、

西点军校
12/10/02—10/33 EMBA学员美国游学带队。

41 宫之君 鄱阳湖生态经 美国德克萨斯奥斯丁市 12/11/01---12/11/12 参加“第 13届美国暨世界能源经济学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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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出国进修、讲学、参加学术会议等

No 姓 名 所在学院 出访地区 出访日期 出访内容

济研究院

42 魏 琳 当代财经杂志社 法国、德国、意大利 12/11/13—12/11/25 省出版局项目

43 熊进光、蒋悟真、李翃楠 法学院 俄罗斯 圣彼得堡 12/11/22---12/11/27
参加“当前俄罗斯和中国经济活动中的法律规

范问题”，校国际会议专项经费资助。

44 韩 明 MBA学院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 12/12/03---12//12/07 进修、访问

45 吴 飞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澳大利亚 12/12/12—13/01/20

参加澳大利亚金融与银行国际会议，访问新南

威尔士大学

46 钱美芬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澳大利亚悉尼 12/12/15-12/12/18 参加“第 25届大洋洲金融及银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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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校主要涉外来访情况统计表

序号 时间 主要来宾及活动 来宾人数

1 2012-2-25
比利时 Artevelde University College Ghent 大学商学院院长William Van Vooren 教授来访，与蔡升桂处长在上海商

讨两校合作事宜
1

2 2012-2-27 南安普敦大学项目负责人刘沛老师来访,审核 2012出国学生申请资料 1

3 2012-3-7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国际学生办公室主任 Kathlen Kielly和项目主管 Jerry Wang来访,启动 2012年合作项目 2
4 2012-3-15 英国考文垂大学工程和计算机学院副院长 Barbara Howell, 商学院副院长Don Finlay及国际办公室副主任裘知来访 3

5 2012-3-16 美国威斯康辛州协和大学亚太区主任高曼玲女士和亚洲代表萧静玫博士来访,商讨两校合作交流事宜 2
6 2012-3-26 美国斯坦福大学 Tom Kosnik教授来我校讲学 1
7 2012-3-26 英国斯望西大学国际部项目主管刘墨然和商学院 Kathryn Tomos教授来访,举行 2012年留学说明会 2
8 2012-3-28 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员冈田麻衣老师来访我校附属中学 1

9 2012-4-8 芬兰卡亚尼应用科技大学高级讲师 Leena Piirainen来校进行短期授课 1
10 2012-4-17 韩国青年代表团一行 40人在女性家族部青少年保护课课长李在福率领下访问我校 1

11 2012-4-20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Andrew Wood 教授和 Suuny Yang博士等来校为我校出国学生进行短期授课 3

12 2012-4-23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 国际事务处副处长 Janice Finn, 国际学术项目负责人 Sandy Hordis 博士,英语语言学院 Betty
Litsinger 和招生办公室顾问 David Wood 来访

4

13 2012-4-23
美国纽约理工学院校长爱德华·朱利安诺教授，纽约理工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刘贤方教授，纽约理工学院校长助理

维多利亚·费弗莱教授，纽约理工学院南京校区莫尼克·泰纳先生，纽约理工学院校友会协调人仝雷先生，纽约理工

学院宣传部尼基塔·杰普纳女士来访,出席中美合作培养MBA项目第十一期毕业典礼

6

14 2012-4-25
韩国亚洲大学副校长 Do-Yeong Kim，国际处长 Ricky Yoon，国际处副处长 Jae-Eun Kim，研究生部招生办主任

Sang-Hyeon Lee及亚洲大学中国代表处主任田洪磊正式访问我校,签署两校本科“2+2”双学位项目；及我校聘亚洲大

学副校长 Do-Yeong Kim为我校客座教授等

5

15 2012-5-8
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段杰朴(Jean Philippe Davignon)、商务专员李延睿女士,江西省外事侨务办公室领事处

罗水香女士访问我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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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主要来宾及活动 来宾人数

16 2012-5-9 台湾长荣大学资讯暨工程学院徐立群院长等来访,并与我校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签订学生交流协议 1
17 2012-5-10 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国际部副主任Emilio.NavarroHeras来校访问 1

18 2012-5-11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高柏来校学术交流 1
19 2012-5-23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郑天立教授、杨飞博士等来校访并签订两校合作协议 2
20 2012-5-23 日本岗商科技大学校长井旯九夫，国际项目负责人胡勇彬先生一行来访 2
21 2012-6-8 Nebraska Wesleyan University副教务长来方我校 Kelly Eaton来我校访问交流 1

22 2012-6-11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霍晓明教授到校讲学 1

23 2012-6-13
美国中西部美中协会 Bob Holden 会长，原密苏里州州长 Thomas Smith, Capital Business Development Asociates,
CEOt和我校校友刘克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亚洲联合资本公司合伙人友好来访并做讲座

3

24 2012-6-15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校长 Carlo Tobey Oxholm和副校长 Steve Michael来访 2
25 2012-6-18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陆懋祖教授来洽谈合作项目 1

26 2012-6-21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研究生院MBA课程总监 Bob Gilliver 来访并出席中澳MBA项目开班仪式 1
27 2012-6-25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Mark Cranshaw和社会学系主任 Jame Fallkingham来访 2

28 2012-6-26
英国考文垂大学副校长 David Pilsbury,商学院副院长 Don Finlay,
和国际办公室副主任裘知来访

3

29 2012-6-27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Keith Hooper和 Hedy Huang博士来访 2
30 2012-8-6 美国米勒斯维尔大学教授郭恩扬来我校访问 1

31 2012-9-4
国际知名金融学、经济学学者、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及 Economics System主编 Ali Kutan 教授访问

我校
1

32 2012-9-5 美国莫瑞州立大学(Murray State University)副校长 Robertson, 国际学生部主任周广明来访我校 2
33 2012-9-10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国际项目主任 Jan Prodivinsky来校做新生入学教育 1

34 2012-9-19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邹科来访 1

35 2012-9-25
芬兰奥卢大学校长 Lauri Lajunen,科学学院院长 Petri Pulli,计算机与工程系副主任 Jukka Riekki,会计系主任 Janne
Järvinen，信息系项目推广主任 Kari Pankkonen，国际处长 Kimmo Kuortti来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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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主要来宾及活动 来宾人数

36 2012-10-8 英国考文垂大学运动管理系主任 Neville Mark Clements 等一行六人访问我校 6

37 2012-10-9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Bob Gilliver, 南澳大学国际商业研究生院 MBA 课程总监 Bob
Gilliver，出席毕业典礼等

1

38 2012-10-12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国际项目协调人 Charley Robinson一行访问我校 2
39 2012-10-16 美国维斯康星州协和大学校长 Patrick T. Ferry等一行 5人访问我校 5

40 2012-10-16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学院市场开发部主任 Amy Burton，会计及商务信息系统研究院市场开发负责人 Steven Wu博
士访问我校

2

41 2012-10-17 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国际项目主管 Kathy Han来访 1
42 2012-10-18 法国巴黎第二大学 GRIMALDI Michel教授访问我校，举行学术报告会；洽谈建立两校合作关系可能性 1

43 2012-10-22 韩国亚洲大学 Ajou University金都泳副校长以客座教授身份赴工商管理学院讲学 1
45 2012-10-24 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 Université Paris-Sud,Michel Desbordes 教授来访，进行学术交流 1

46 2012-10-28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陆懋祖教授来访 1

47 2012-11-9
台湾铭传大学李铨校长,师培中心主任沈佩蒂,管理学院院长黄旭男,观光学院院长、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账

务金融系主任卢阳正，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萧耀文，秘书处主任陈翠绫，等人员来我校就建立两校正式合作关系，

签署合作协议书等进行访问

7

48 2012-11-9
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计算机、健康和科学学院主管国际的副院长 Jim Cross教授来访，与信息管理学院师生讲

座交流 2+1双硕士项目
1

49 2012-11-10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副校长 Steve Michael来校进行学生留学项目推广 1

50 2012-11-19 英国考文垂大学高级讲师 Neville Walker来校短期授课 1
51 2012-11-24 英国考文垂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Don Finlay教授等一行 3人来访 3
52 2012-11-28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Edward Tsang教授，院校代表Michael Lung来访 2
53 2012-12-2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会计学首席教授 Keith Hooper，法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Roger Stokell来访 2

54 2012-12-3 英南安普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Mark Cranshaw, 高级讲师 Ian Podivinsky和 项目主管刘沛来访 3
55 2012-12-5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商学院院长Mark Hirst来我校就建立两校合作等事项进行访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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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主要来宾及活动 来宾人数

56 2012-12-7 香港理工大学刘曦卉参加由艺术学院主办的“第三届艺术与设计高端论坛” 1
57 2012-12-7 法国高等教育署武汉中心推广与留学指导部 Arnaud Castellon等人来我校进行项目推广 2

58 2012-12-7 香港理工大学刘曦卉来校访问，参加艺术学院主办的“第三届艺术与设计高端论坛” 1
59 2012-12-8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国际项目主任MARK和刘佩来访 2
60 2012-12-12 新西兰梅西大学商学院院长 Chris Moore教授来访 1
61 2012-12-13 美国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Pembroke丁梁副教授来访 1

62 2012-12-14 新西兰林肯大学国际合作项目经理 Ian MacDonald来访，商谈两校合作等事项 1

63 2012-12-14
美国亚历桑那大学公共计划学院院长,美国西南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Flavio Francisco Marsiglia教授, Fei Sun副教授

参加人文学院主办的中部地区社会工作教育高端论坛
2

64 2012-12-14
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副校长 Rahmat A. Shoureshi,商学院副院长 Scott Liu教授及中国校友会会长仝雷先生一行 3人来

访，出席中美MBA项目开班仪式
3

65 2012-12-16 德国 Universitat Luneburg教授 Jurgen Deller来访 1
66 2012-12-17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校区鲁维丽教授来访 1

67 2012-12-19 英国斯特拉斯克来德大学陆懋祖教授, 人文社科学院院长 Prof. Anthony McGrew来校访问，进行项目推广等 2

合计 131

（国际处刘小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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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工作

财 务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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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作思路，积极开展提升服

务质量活动，为师生员工提供优质服务，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绩。本年度内财务处

获得“江西省十一五期间教育系统财务工作先进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以德为先’
主题教育活动先进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综治工作先进单位”、“江西财经大学廉政

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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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03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0032万元，增长 14%，其中财政补助收入实现较大增幅，学

年学费收缴率又创新高达 98.85%，连续 4年达 98%以上。总支出 65297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 5789万元，增长 10%。学校银行债务全部还清，财务运行状况良好，财

务保障有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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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处按照“量入为出、突出重点、保控结

合”的预算指导思想，精心编制学校 2012年度财务预算，科学合理安排学校资金。

把保证人员经费，稳定增长教职工收入放在首位，同时继续向教学科研倾斜，加大

了教学设备购置（增加 300万）、科研配套（增 390万）、图书资料（增 85万）、人

才引进（增 200万）、师资培训（增 50万）、学科建设（增 50万）、重大学术会议补

助（增 40万）等经费的投入，在预算中大幅提高了研究生生活补助标准（硕士每月

350元，博士每月 700元，全省最高）、本专科实习基地经费（由每生 175元增至 225
元另加基数 10000元）等经费预算标准，新增学生创业基金（30万）、重大疾病帮

困基金（50万）、科研品牌项目支持计划（30万）、重点优质教材建设资助（20万）、

创新实验项目（20 万）等专项经费，增加教学科研方面投入 2000余万元，为学校

内涵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创新工作思路，提升财务服务质量

财务处将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师生员工满意度的“三提高”活动

继续深入，积极响应和开展“服务质量月”活动，结合工作实际，创新工作思路和方

式方法，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我处为教职员工免费开通银行手机短信服务，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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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掌握工资收入到账及银行资金变动情况；为教职员工免费升级更换新一代银行

卡（借贷合一、磁条芯片合一），让大家用卡更方便更实惠更安全；印制一本精美的

《财务日常业务办事指南》发放给每位教职员工，方便大家了解财务规章制度和办

事程序；更新、添置一批服务设施设备（报账人员休息座椅、自动现金充值机、办

公电脑等），改善了财务服务条件和环境；实行无现金支付和公务卡结算制度，为教

职员工提供更加便捷和安全的服务；升级改造财务软件实行经费无折化管理，大大

提高工作效率；制作服务岗位牌、主要工作流程上墙、提倡文明礼貌用语等等，全

方位提升财务服务质量。

四、加强制度建设，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为了加强对学校财务工作的统筹领导，财务处提议成立了江西财经大学财经工

作领导小组并明确了其工作职责，起草制定了《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

强财务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江西财经大学预算管理暂行办法》、《江西财经大学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财务管理办法》等多项财务管理制度，协助有关部门制定《江西

财经大学本科专项教学建设经费使用和管理办法》、《江西财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江西财经大学党建经费使用和管理办法》等经费管

理办法，修订编印了《江西财经大学财务处内部管理制度汇编》，根据上级有关部门

统一布置，开展全校银行账户清理工作，撤消了 14个不符合规定的银行。这些制度

和机制的建立，对加强学校财务管理，规范经济秩序，强化内部控制，提高财务管

理水平有着积极作用。

五、深入调查研究，解决财务实际问题

我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联合华东交大、江西农大向省政府提交《关于合理

分配高等教育资源的建议》，要求政府在化解债务、学费标准等政策上向走内涵发展

道路的高校倾斜；向学校提交《关于高校生均拨款和化债资金的情况报告》，为学校

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通过调研完成了现代经管院、医院、附中等二级单位

的财务体制修订，特别是将现代经管院的生均留存经费由原来的 3,600 元提高到

4,000元，解决了其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通过对软通学院的调研，建议学校大幅提

高了软件专业教学及实习实训经费；通过对相关学院专业硕士招生及办学成本的调

研，向学校提交《关于调整专业硕士学费收入分配方案的请示》，对招生人数少（40
人以下）的专业硕士点实行分配优惠政策；通过对省内一些高校的调研，向学校建

议提高公费研究生比例和提高研究生生活费标准，对提升我校研究生生源质量有着

积极的作用。

六、加强对外交流，积极争取学校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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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均经费拨款得到大幅

提高，达到 12000元以上；为学校争取到化债专项资金 12,482万元，学校在偿还所

有银行贷款后，剩余 6,447万元用作学校内涵建设；今年争取到中央财政支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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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发展专项资金 7 个项目共 2,000万元；我处还多次和省发改委就研究生收费、

本科生收费等问题进行沟通协调，为学校争取利益，通过努力获批调高了MBA 项

目收费标准。12月份，省人大预工委主任张振球一行来我校调研，听取了我校财务

管理和预算情况报告，充分肯定了学校精打细算、稳健办学的理财思想，认为我校

财务管理工作严谨规范，注重内涵建设、突出了办学特色。

（财务处唐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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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产

一年来，校产处、基建办按照学校工作要点和处工作要点，为实现建设特色鲜

明的高水平的财经大学奋斗目标，在校党委、校行政的统一部署下，认真履行职责，

充分发挥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发扬通力协作的团队精神，科学抓进度，精细抓质量，

严格抓安全。进一步夯实了办学基础，改善了教学、科研、生活条件，维护了师生

利益，提高了资产使用效率，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一、完成的工作任务及取得的成绩

（一）重点工作

1、麦庐园北区建设项目。完成了 3#、4#、7#、8#学生公寓建设，建筑总面积

25098平方米，新增学生宿舍 600间，可容纳学生 2400人。完善了水泵房、道路、

水电、篮球场等配套设施；完成了新建教学楼和综合楼装修方案设计工作。

2、蛟桥园校区建设项目蛟桥园项目：（1）开工建设了 5栋 408套公共租赁住房，

建筑面积 26974平方米，已完成五层楼面。上级资助财政资金 700万元已到帐。（2）
完成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江西财经大学蛟桥园图文信息楼、实验实训大楼建设

项目实施方案和立项可研报告的编制工作，争取中央、省财政资金 1.315亿元，同

时完成了方案设计招标工作；（3）完成了南区综合楼改造方案设计工作。（4）做好 “三
馆”改造方案设计，完成了校友馆改造工作。

（二）常规工作

1、维修改造工作。维修改造了公管学院办公楼、蛟桥园 13#、16#学生宿舍等

60余项工程。同时做好扶贫点道路、桥梁的建设工作。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

（万元）
施工单位 备注

1 蛟桥园财税学院会议室装修 41 江西文城建筑公司 完成

2 蛟桥园国贸学院实验室装修 14.8 南昌昌北建筑装饰 完成

4 蛟桥园财税学院停车场 2.2 南昌昌北建筑装饰 完成

5 蛟桥园现代教育中心大楼维修 12.6 南昌昌北建筑装饰 完成

6 蛟桥园校区铁栏杆围墙维修 16.3 南昌第九建筑公司 完成

7 蛟桥园工商行营业厅 24 江西华川建筑公司 完成

8 蛟桥园研究生宿舍屋面防水 7.8 合肥立高防水公司 完成

9 蛟桥园蛟桥园北区 23、25、栋教工宿舍供水主

管改造
10 南昌泰昌建筑公司 完成

10 蛟桥园三教楼屋面及卫生间维修 29.9 江西华川建筑公司 完成

11 蛟桥园二、五教楼屋面及卫生间维修工程 21.5 江西嘉业集团公司 完成

12 蛟桥园大学生孵化中心电路改造工程 10.4 江西科信实业公司 完成

13 青山园MBA创业中心修建 25 江西科信实业公司 完成

14 青山园教学楼维修 8.5 江西科信实业公司 完成

15 青山园电教楼维修 8.5 南昌第四建筑公司 完成

16 青山园老干部活动中心装修改造 15 南昌第九建筑公司 完成

17 青山园浴室改餐厅 8.5 南昌第四建筑公司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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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

（万元）
施工单位 备注

18 青山园礼堂拆除工程 2.6 完成

19 枫林园新能源中心维修 6 南昌第四建筑公司 完成

20 麦庐园东湖维修工程 34.5 江西中岑建筑公司 完成

21 麦庐园北区电缆敷设及路灯安装工程 17 南昌和泰安装公司 完成

22 麦庐园北区学生公寓楼屋顶晒衣架制作 17.5 江西文城建筑公司 完成

23 麦庐园铁栏杆油漆工程 37.57
江西嘉业集团公司

江西沃华建筑公司
完成

24 人文学院新闻媒体资产管理室装饰工 9.9 昌北建筑装饰公司 完成

25 麦庐园田径场厕所改造工程 5.5 南昌昌北建筑公司 完成

26 麦庐园北区4#-8#学生宿舍之间道路工程 16.13 上饶建筑公司 完成

27 人文学院演播室装饰工程 21 江西嘉业集团公司 完成

28 麦庐园宁、静、祥庐屋面钢构架油漆维护 10 南昌第四建筑公司 完成

29 麦庐园校区商业街外墙装饰条工程 9.1 江西天胜建筑公司 完成

30 麦庐园法体楼维修 5 江西华川建筑公司 完成

31 麦庐园和庐架空层改建设备科仓库 8 南昌第四建筑公司 完成

32 麦庐园公共教学楼维修 10 南昌第九建筑公司 完成

33
麦庐园水电中心主配电间改造办公用房、开水

房改造办公用房
5 南昌泰昌建筑公司 完成

2、工程决算工作。完成了工程决算审核 133项，审减金额 637.34万元。

3、设备采购工作。完成设备采购招标项目 202项，标的金额达 3339.8617万元。

2012年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实践基地项目设备采购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合同价 供货单位

1 会计学院数码相机 15800

2 学工处屏风卡位和椅子 42140

3 学工处办公家具 57670

4 会计学院笔记本电脑 272800 南昌联慧科技有限公司

5 学工处数码复合机 33500

6 旅城学院工程决算软件 150200 江西共有软件有限公司

7 经管实验中心机房环境监控设备 12750 深圳市纵横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 外语学院电脑等 109863 江西微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 经管实验中心帐套卫士 8000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南昌分公

司

10 体育学院摄像设备 40000 南昌市银河伟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1 外语学院电脑等 201600 南昌联慧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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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合同价 供货单位

12 外语学院电脑等 267780 江西微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 软件通信学院桌椅等 58100 江西宏达保安器材有限公司

14 外语学院照相机 29600 江西南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 人文学院办公家具 45910 南昌市昱品贸易有限公司

16 人文学院办公家具 6160 南昌市昱品贸易有限公司

17 人文学院摄影实验室设备招标项目 333970 南昌市银河伟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8 经济学院实验室计算机等设备招标项目 1069800 江西世恒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19 会计学院（共建经费）办公家具 28160 香江家具城国景

20 法学院专业摄像机和数码相机 15800 南昌银河伟业

21 软件测试与技术实验室打印机 3120 南昌诚信

22 经济学院宏观经济分析与管理实践基地

打印机
3500 新理想

23 学工处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标识系统 50000 南昌市万维标识工程有限公司

24 信息学院电脑等设备 1454800 江西微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5 经济学院实践基地改造项目 319940 江西省康盛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6 国贸学院共建实验室家具 152430 南昌市东湖新晟家具经销部

27 国贸学院共建实验室国际商务谈判室设

备
335500 南昌市瑞智信息有限公司

28 国贸学院和人文学院计算机等设备 296520 江西世恒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29 会计学院计算机等设备 945000 江西云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0 信息学院服务器等设备 1032500 江西易盟科技有限公司

31 经济学院实践基地家具 23000 南昌市东湖新晟家具经销部

32 经济学院实践基地家具 74175 南昌市青云谱金昌佳办公家具厂

33 会计学院理财之道 124000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南昌分公

司

34 工商学院经营之道 44000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南昌分公

司

35 财税学院社会保障综合业务教学平台 150000 广州市顺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6 实验中心 EWEBS 380000 南昌博易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37 财税中心电脑 77393.16 南昌科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8 旅城学院 KJ房地产企业经营沙盘模拟训

练系统
98000 北京现代中欧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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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教学设备采购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合同价 供货单位

1 附中台式电脑等设备 61530 江西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2 固定课桌椅维修 16500

3 外语学院 UPS电源 7600 江西易事特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4 艺术学院实验室搬迁及静电地板 68145 江西星维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5 招生就业处电脑 22750 江西微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 语音室改造 2012B110005 95060 南昌航科现代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7 教务处翻修固定桌椅 16500 洛阳正奥实业有限公司

8 麦庐园教学楼不锈钢防盗窗和防盗门维修 35210 江西云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 教务处黑板 21450 南昌太阳岛实业有限公司

10 教务处及各学院投影机灯泡 40900 南昌市西湖区箭昌视听器材维修中心

11 教务处及各学院投影机灯泡 49100 南昌市西湖区箭昌视听器材维修中心

12 教务处及各学院投影机灯泡 45450 南昌市西湖区箭昌视听器材维修中心

13 教务处及各学院投影机灯泡 55450 南昌市西湖区箭昌视听器材维修中心

14 教务处教师椅采购项目合同 12400 南昌市金龙家俱精品展示中心

15 教务处教师椅采购项目合同 13392 南昌市金龙家俱精品展示中心

16 现代中心扩音器等设备 46950 江西裕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7 教务处多媒体教室等设备 347596 江西微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8 软通学院计算机等设备 539000 江西云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9 教务处多媒体电脑等设备 237840 江西汇天科技有限公司

20 教务处窗帘采购安装 31500 南昌欧铂雅布艺装饰有限公司

3、资产管理工作。（1）办理了 10396台件、价值 8326万元固定资产验收入库

手续；（2）办理了 3610台件资产调拨手续；（3）核销报损报废固定资产价值 6172
万元；（7）现场处置或拍卖处置各类报废设备 48 批次，为学校收回设备处置款

595787.00元。

4、房产管理工作。加强了公租房的日常管理，现已储备了充足的房源，确保新

引进各类无房教职工的住房需求，解决了 98名新进教师和住房困难教职工的住房问

题。

（三）民生工作

1、认真落实学校民生工程

今年学校十项民生工程，我处落实了六项：

1）开工建设 5栋 408套公共租赁住房。

（2）加强对教工宿舍和周转房的维修，已完成蛟桥园西区 2栋教工宿舍供水管

的改造，进一步改善了教工居住条件。

（3）完成了教工俱乐部舞厅改造，蛟桥园礼堂正在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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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购了 2台大客车

（5）为附中新建 35套多媒体教室、IP广播系统,更换 300套课桌椅等。

（6）维修改造体育场馆设施，已完成蛟桥园网球馆、麦庐园羽毛球馆及篮球馆、

麦庐园田径运动场厕所维修改造；蛟桥园运动场人造草和塑胶跑道正组织施工。

2、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

（1）修建了附中、财大购物广场、公共与财税管理学院办公楼、麦庐园 5#教
工宿舍、青山园等 5处停车场。

（2）为幼儿园改造了供电线路，安装了控系统。

（3）为医院采购了进口生化仪、口腔医疗设备和救护车，

（4）在校园室外安装了新健身器材和石凳石椅

（5）为第二批 37位教职工发放了住房补贴；对第三批住房补贴的 443人申报

材料进行了审核、上报。

二、工作举措

1、完善制度建设，规范办事规程

充实和完善了《江西财经大学工程设计变更与签证管理办法（暂行）》、《校产处

办公行为规范》、《月报工作制度》等制度和基建、设备采购、资产处置、合同付款

等工作程序。

2、强化科学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我们坚持“创新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突出工作实效”的理念，围绕“做好二

项工作，抓好三个环节”思路开展各项工作；在项目管理中，严格落实“项目招投标

制，管理责任制，决算审计制，竣工验收制”等制度。

（1）做好二项服务。一是做好事前服务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做到有的放矢。

二是做好事后服务工作。对已完工的项目进行跟踪回访，了解使用情况，做好保修

期维修服务工作。

（2）抓好三个环节，即抓好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工作安全环节。

一是把好工作关节点，确保工作质量。基建工程：严格把好方案设计、队伍选

择、施工工序、材料进场及竣工验收关。设备采购：严格把好招标文件编制、技术

参数标准、安装验收环节；资产管理：严格把好帐物、清查、入库、报废、调拨环

节。

二是坚持列会制度，确保工作效率。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处务会，每周召开一次

基建例会，汇报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安排工作，做到年有计划、月有安排、周有

检查，努力推进各项工作有序稳步开展。

三是落实安全责任，确保安全生产。按照校综治委的要求，认真落实一岗双责，

层层签订综治责任状；加强日常安全检查，确保了要害部位的安全，全年实现了“六
无”。

3、加强队伍建设，保证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1）加强岗位教育培训。

一是狠抓队伍的法律法规和职业操守素养的提高；

二是根据业务需要，组织 25人次参加工程造价、资产管理、房产管理、设备采

购等学习培训、参观考察；

三是开展传帮带活动，有专业技能或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带着年轻人干，以此快

速提高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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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队伍作风建设。一是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要求大家认真做对事，用

心做好事。政治上加以培养，生活上给予关心，工作上加压担子。大力弘扬“有为才

有位”的思想。二是改善服务态度，坚决杜绝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话难听的现

象发生。树立为教学、科研、师生服务的思想，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认真完成学

校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三是加强廉洁自律。要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和权力观。在招投标、工程签证、住房分配等工作中，坚持阳光操作。重大事

项坚持集体讨论，民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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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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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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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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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 2012 年大事记

1、2012 年 1 月 4 日下午馆领导召开民主生活会，王小平校长助理及五位馆领

导参加，三个党支部提交党员及部分群众给馆领导提出意见。

2、2012 年 1 月 5 日下午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成员馆馆长会议在我馆四楼会议

室召开。

3、2月 21 日新学期开学第二天，召开全馆大会，蒋馆长总结 2011 年图书馆工

作，指出存在的不足，部署 2012 年工作计划。伍书记传达学校 2012 年工作要点工

作会议精神。表彰 2011 年图书馆服务标兵程小燕、衷淑华并颁发奖状和奖金。

4、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馆际互借工作组会议在我校召开，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

馆际互借工作组 2012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于 2 月 28 日在我校图书馆会议室召开。联

盟各成员馆承担馆际互借具体工作的负责同志以及超星公司技术人员受邀参与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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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议由联盟馆际互借工作组组长、我校图书馆副馆长胡新主持。

5、图书馆召开 2012 年综合治理工作会议 3 月 5 日下午，图书馆在馆会议室召

开了 2012 年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图书馆全体党政领导及各部室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馆长蒋岩波主持。

6、昌北联盟平台管理与建设工作组会议在财大举行 3 月 6 日上午 9 点，昌北高

校图书馆联盟平台管理与建设工作组 2012 年第一次工作例会在江西财经大学图书

馆四楼会议室举行，江西财大、华东交大、江西农大、江西科技师院等图书馆的工

作组成员以及超星公司的商务代表参加了会议。

7、王乔校长针对老图书馆馆舍建设进行工作调研。2012 年 3 月 7 日上午，王

乔校长来到老图书馆，针对老图书馆馆舍如何发挥更大作用和九十年校庆筹备工作

进行调研，图书馆馆长蒋岩波、档案馆馆长李金云、图书馆副馆长童霞、校办秘书

科科长龚美君等随同调研。

8、图书馆 2012 年员工培训工作拉开序幕 。3 月 16 日下午，图书馆在馆报告

厅举行了 2012 年第一场专题报告会，蒋岩波馆长作了题为“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

国外大学图书馆散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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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馆长胡新主持专题报告会。

9、朱虹副省长莅临我馆视察调研。3 月 20 日上午，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朱

虹在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虞国庆，省政府副秘书长肖亻毛根，省教育

厅副厅长洪三国等陪同下到我校进行了视察调研。调研工作的首站即来到图书馆视

察，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等校领导陪同朱副省长到馆调研。

10、纪念十七个世界读书日“校园百家讲坛”演讲比赛。4月 15 日下午，在图

书馆报告厅举行的以“解剖名著思想、寻求历史真相、探索人物风貌、评点名人观

点、挖掘社会现象”为主题的“校园百家讲坛”演讲比赛是系列纪念活动之一。此

次演讲比赛由图书馆和学生社团“秋水读书社”联合举办，校学工部部长王金海、

图书馆党总支书记伍先斌、副馆长胡新和三名学生社团负责人担任了演讲比赛评委。

11、我校学子喜获第二届“知网杯”搜索竞赛佳绩 ，为了进一步加强昌北地

区高校读者的深入交流，更好的推介宣传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数字资源及服务，普

及检索知识，从而提高读者检索获取文献的能力与技巧，4 月 23 日上午，正值第十

七个“世界读书日”之际，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在江西农业大学图书馆举行了联盟

第二届“知网杯”搜索竞赛活动。

12、图书馆成功举办大型“中外文数字资源”宣传推广活动为提高我校师生对

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了解和利用，图书馆于 4 月 25 日、26 日在蛟桥园馆和麦庐园馆

分别举办了大型数字资源宣传推广活动。

13、图书馆教工在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首届“万方杯”教工演讲比赛中获佳绩，

为了加强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各成员馆之间的交流，展示图书馆人的风采，4 月 27

日，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首届“万方杯”教工演讲比赛在中医学院图书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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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界读书日活动主要分六个主题展开，即以“《以好书为伴、与文明同行》、

《党史在我心中》”为主题的征文活动；以进馆借阅为评定指标的“优秀读者”评选

活动；以“解剖名著思想、寻求历史真相、探索人物风貌、评说名人观点、挖掘社

会现象”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活动；以“信息改变人生，搜索创造未来”为主题的昌

北高校图书馆联盟第二届“知网杯”搜索竞赛活动；以“数字资源与学习变革”大

型数字资源宣传推广活动以及以“图书馆、文化大发展、人”为主题的昌北高校图

书馆联盟内部职工演讲比赛活动。

15、江西财经大学武警南昌支队流动图书站举行揭牌仪式， 5 月 17 日上午 10

时，江西财经大学武警南昌支队流动图书站揭牌仪式在武警南昌支队总部隆重举行。

校长王乔教授、武警南昌支队政委朱为群共同为流动图书站揭牌。武警南昌支队副

政委赵升高、政治部主任陶志海、我校校长办公室主任阙善栋、图书馆馆长蒋岩波、

党总支书记伍先斌、副馆长季小刚和童霞以及部分图书馆部门负责人出席了揭牌仪

式。 揭牌仪式开始前，王乔校长和朱为群政委分别致辞。 王校长首先代表我校对

流动图书站的揭牌表示衷心的祝贺，并简要介绍了我校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情况。

16、图书馆、科研处和研究生部联合举办《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讲座为

帮助我校师生更好地了解、使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数据库，借助此项平

台服务于我校教学和科研工作，图书馆联合科研处、研究生部于 5月 22 日下午在蛟

桥园图书馆报告厅举办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数据库功能和使用宣介会，

特邀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集团杨志强先生来馆作专题讲座。讲座由图书馆馆长

蒋岩波主持。

17、图书馆举行“服务质量月”专题报告会，5月 25 日下午，图书馆在馆报告

厅举行了“服务质量月”专题报告会，邀请学校 2011 年度“服务十优”获得者、 校

办秘书科科长龚美君作“对做好服务工作的思考”的专题报告。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伍先斌主持报告会。

18、华东交大图书馆一行来我馆参观交流 5 月 31 日下午，华东交通大学图书馆

办公室主任黄雯、流通部主任庄宏等一行 30 余人到访我馆进行工作交流，我馆馆长

蒋岩波、副馆长胡新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交流会。

19、我校 2012 年度第一次数字资源采购论证会召开，6 月 12 日上午，我校 2012

年度第一次数字资源采购论证会在蛟桥园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

会议，校审计处、校文献资源建设专家组成员及图书馆相关科室负责人共 13 人参加

了会议。论证会由图书馆馆长蒋岩波主持。

20、 2012 年图书馆新技术与数字资源的合理利用论坛开幕，6月 19 日，2012

年图书馆新技术与数字资源的合理利用论坛在南昌凯莱大酒店盛大开幕。论坛由昌

北高校图书馆联盟与在华国际出版商版权保护联盟联合主办、江西财经大学图书馆

承办。江西省内的 17 所高校图书馆的领导、在华出版商代表以及部分馆员共 60 余

人，围绕图书馆新技术与数字资源的合理利用主题，共商新技术给图书馆带来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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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和挑战，图书馆在使用数字资源时如何规避知识产权、著作权等问题，以及图书

馆与出版商的合作前景。

21、我馆成功举办 SSCI 数据库开通仪式。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师生对 SSCI 数据

库资源的了解和利用，我馆联合校科研处、研究生院、汤森路透集团于 10 月 9日在

蛟桥园馆举办了 SSCI 数据库开通仪式暨应用讲座。校长助理王小平教授出席开通仪

式，校科研处、研究生院领导、校各学院分管科研副院长、校内部分学者、中青年

教师、学生代表以及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的部分馆长参加了开通仪式并聆听了讲座。

22、我校召开 2012 年度文献资源建设专家组会议，10 月 24 日下午，江西财经

大学文献资源建设专家组 2012 年度会议在图书馆会议室召开。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

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校文献资源建设专家组成员、校纪委、教务处有关负责人参加

了会议。会议由图书馆蒋岩波馆长主持。

23、图书馆于 10 月 26 日邀请南昌市安居消防服务中心的张业茂教官对全体馆

员进行了“珍惜生命、远离火灾”为主题的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24、图书馆 11 月 20 日在麦庐园图书馆前门举办“消防警钟长敲，确保一放平

安”消防器材“灭火器”使用演习。

25、11 月 21 日下午，副校长肖华茵率学校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考核组成员

到图书馆进行 2012 年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考核，图书馆党政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汇报会。

26、12 月 7 日图书馆召开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三次会议，讨论蒋岩波馆长做

的图书馆工作报告、图书馆考勤考核办法、图书馆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等。

27、12 月 1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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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会议在蛟桥园图书馆四楼报告厅召开。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

议由图书馆季小刚副馆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图书馆工作报告》、《图书教材采购中

心工作报告》，讨论蛟桥园新图书馆建设方案。

28、12 月 21 日下午召开学习十八精神宣讲报告会，邀请校十八大精神宣讲团

成员、马列学院刘小根博士《高举旗帜继往开来》为题的报告会。

29、12 月 25 日校年度考核工作组汤小滨组长率队到我馆进行年度考核，蒋岩

波馆长作工作汇报，图书馆中层干部全部参加会议。

30、12 月 28 日下午邀请我校工商学院万红卫教授做“感动常有、感念常在”

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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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图书馆科研获奖情况统计一览表

获奖论文

1、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暨全国财经院校馆长年会《我国财经院

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作者：陈香珠 一等奖

2、2012 年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学术研讨会《3G 环境下国内高校移动图书馆建

设现状调查与分析》作者：陈香珠 一等奖

3、江西省高等学校图书馆读者工作 2012 年学术研讨会《学科化服务模式下研

究型用户需求的变化与趋势分析》作者：生修雯 二等奖。

4、 2012 年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第二届研讨会《高校图书馆实施知识管理的现

实条件与对策研究》作者：生修雯 优秀奖。

（图书馆黄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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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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馆在校党委、校行政的高

度重视，在分管校领导的关心指导下，牢记宗旨，不辱使命，围绕学校中心工作，

群策群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了年度各项任务，确保 10多万卷档案资料无一份丢

失、近万名学生档案机要邮寄无一份差错，7000多名利用参观者无一人投诉，确保

了江财档案资料这一重要财富的完整安全，发挥了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2012年是学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档案馆经受考验有所作为的特殊一年，

家小业大，人少事多，风口浪尖，广受好评。档案馆现有在岗职工 9 人，管理 2栋
房子，4 万多学生档案、3 千多教工档案、90 年历史档案， 档案馆现有馆藏 10 万

多卷，要做到保管科学、利用满意、开发有深度、编研有价值、服务有特色。明年

是 90周年校庆，一系列迎接活动紧锣密鼓开展，校史馆校友馆博物馆“三馆”筹建、

新校史撰写、《校友风采》编写等等，李金云馆长均担任副组长，馆里承担大量事务，

任务繁重，压力不小。但是一年来，全馆上下牢记宗旨，不辱使命，不报怨、不松

懈，以饱满的热情圆满完成年度各项任务，更为 90周年校庆做出积极努力，得到校

领导表扬，校属单位肯定，荣获全省高校档案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现将一年来的工

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重基础，强业务，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工作毫不松懈

本年度我馆共收集各类档案资料 21806卷（袋、件），提供利用 14770份（袋），

数字化 275952份，编研 100多万字 ，全馆加班累计 210多天。

1、综合档案收集归档 6596卷（件）

2、学生档案收集归档及机要投递共计 14366人（袋）

3、教工档案收集归档及查借阅利用 16214份（套）

4、重要档案数字化共计 275952份
5、圆满完成 2012届毕业生档案整理转递工作。今年毕业生档案整理工作量大、

复杂，涉及到高职、本科、研究生，6 月 27 日至 7月 12 日，按学校毕业生工作的

安排，在相关部门及各学院的配合支持下，档案馆全体人员兢兢业业、不辞劳苦。

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一天工作 10多个小时，中午在馆吃盒饭，双休天也不歇息，

加班组织整理档案，保质保量地完成了 2012届所有毕业生档案整理转递工作。

6、热情接待校史馆校友馆参观 5900多人。接待省委尚勇副书记、省政府朱虹

副省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12级新生、入党积极分子、毕业 30、20、10周
年校友、“校园开放日”活动、省委教育工委党校培训班、省综治检查组等来馆参观，

给校园内外、社会各界留下了美好印象。

7、为全校医保工作查阅复印档案 13200多份，接待 150多人次。10月 15日-12
月 26日，全校 3330名教职工涉及职称、职务、工资、年龄、姓名、履历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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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依据材料出自档案，所有档案都要查找、复印、审核、盖章，分别提交校人事

处和公费医疗办做汇总准备，3位员工晚上周末加班 20多天。26日省里来校最后审

核，场地就设在我馆，一有疑问立马调档，全员上阵，积极配合，为全校教工顺利

办好医保尽了我馆最大努力。

8、为校友馆校史馆布展、《校史》编写、78级校友毕业三十周年纪念册编写等

提供校史资料、实物、图片计 2730多份（张）。

9、编印 2011年度《江西财经大学年鉴》、《校友名录》等资料 400多册 100多
万字，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为各部门日常查阅提供方便，为校友馆布展充实内容，

也为今后校史编写积累素材。

二、敢挑重担，做大做强；甘作嫁衣，主动献礼

1、九位校领导莅临指示，发展机不可失，勇挑重担。2012年 4 月初，校长王

乔莅临我馆考察作出重要批示：为迎接 90周年校庆，拟新建“三馆”（校史馆校友馆

博物馆），5 月，副校长肖华茵来馆指示，档案馆作为主要力量准备参与新校史编

写。之后，王金华副书记、易小明副校长、杨建林书记、王小平校长助理先后 6次
来馆考察指示。李金云馆长不畏压力，勇挑重担，主动承担“三馆”筹建和校史编写

领导小组副组长，积极着手拟写报告、立项、上会、公告、征集等工作。

2、拟写报告 10多份，参与考察 10多家，参加会议 20多次。李金云馆长作为“三
馆”建设和校史编写领导小组副组长，按照有关校领导的指示，拟写了《关于在老图

书馆楼筹建校史馆博物馆的报告》、《关于组织开展校史资料和实物征集工作的请

示》、《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征集校史资料和实物的公告》、《关于召开校史馆、校

友馆、博物馆史料征集会议的通知》、《校史资料实物征集工作经费报告》、《江

西财经大学 90周年校史编撰工作方案》、《校史编撰工作经费报告》等文件；考察

了暨南大学校史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史馆、辛亥革命馆、浙江博物馆、陕西博

物馆、江西省档案馆、华东交大校史馆等。参加了党委会、校长办公会、“三馆”建
设筹备工作会、校史馆校友馆博物布展方案设计会、校史编写讨论会等。

3、外出征集校史资料实物近 1000件。为庆祝建校 90周年，再现江财 90年发

展历程和厚重文化底蕴，学校成立了新校史馆筹建工作小组，并于 4月份全面启动

了校史馆筹建的各项工作。7个多月来，特别是暑假 2 个月，李金云馆长带领全馆

人员，先后奔赴新建县、靖安县、武宁县、西安市、省档案馆、省方志馆、省图书

馆、省城建档案馆、市档案馆、市城建档案馆、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市旧货市场

等地，先后走访孙传大奎、裘宗舜、李清荪、乔闻政、成圣树、庄俊鸿、程懋辉、

陶永立、戴士根、金祖钧、孙恺、邓友梅、涂叙枣、兰萍、宋醒民、史良良、张波、

谢鉴泉、吴隆盛、罗时钧、罗来钢等老教工、老校友。通过查阅文献、走访各地史

志工作者、老居民及收藏爱好者等方式，广泛、深入开展校史资料实物的收（征）

集工作，收集到了民国以来我校不同历史时期的校史资料实物近千件。

4、接收明清以来珍贵税票 226份。在 11月 7 日上午召开的税票博物馆、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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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馆建设筹备工作汇报会上，李金云馆长与我校校友、上饶市国税局副局长曾耀辉

签订移交文本，正式接收明清以来珍贵税票 226份。为确保捐赠品安全，按照有关

校领导的指示，我馆立即采取措施，对所接收的藏品加以科学、精心管理，确保明

年校庆之前这些不同时期的税票顺利展出在税票博物馆，供师生参观学习。

（档案馆俞晓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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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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完成的主要工作：

1.信息化建设规划和专项项目工作

组织召开了两次学校信息化领导小组工作会议，规划和论证学校信息化建设项

目和重点工作。

完成了《人事管理信息系统》、《学分制教务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调研、需求

分析、技术论证、设计规划和技术框架设计等前期准备工作。

成功申报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校园无线网络与公共数据

平台建设》项目，获 500 万建设资金。完成了学校无线网络系统、服务器与存储公

共服务平台的技术论证、设备选型、技术方案等工作。

2.拓宽校园网覆盖范围

完成校园有线无线一体化并实现对接一卡通账户，四教汇聚层网络迁移规划，

新增到南昌大学的 Ipv6 出口，青山园校区继续教育学院的网络改造，蛟桥园 13 号

和 16 号学生公寓弱电改造工程、附中校园网改造工程、麦庐园北区 3、4、7、8 号

学生公寓弱电建设工程、江西财经大学公租房弱电工程规划等 12 项工程。校园网出

口带宽由 3.9G 新增到 4.9G，同比增长 25.6%，人均带宽位居全省高校之首和全国财

经类院校前列。

制订了《江西财经大学通信网络设施管理办法》 ，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强化合

同管理，与三大通信运营商协调，规范其校园内的管线施工，完成南校区学生宿舍

通信基站清理和迁移工作。

3．数字化校园三大基础平台建设

构建数据中心，利用数据交换平台实现了本科学分制教务管理系统、研究生教

务管理系统、一卡通系统、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学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校情查询

分析系统、毕博网络教学平台、选课系统、体育选课系统等 10 套软件系统之间的数

据共享。初步建立 8G 数据量的数据共享中心。

建立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对接校园卡系统，同步旧认证系统的 93053 个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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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校用户基础数据。

搭建学校信息门户系统，二次开发集成学校已有的本科学分制教务管理系统、

研究生教务管理系统、一卡通系统、图文借阅管理信息系统、科研管理信息系统、

办公自动化、学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校情查询分析系统、工作量查询系统、本科

教学质量监控系统、工资查询系统等 11 套业务系统，实现单点登录功能。

4.软件应用系统研发与推广

引进和二次开发了《学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完成思政教育、资助管理、评奖

评优等 5 个功能模块的定制开发和测试工作，2012 年元月投入使用。

为配合杂志社及校友办工作，开发了江西财经大学杂志社期刊投稿系统、校友

馆校友信息、捐赠信息触控查询系统、校友视频点播系统，共完成代码 30 余万行。

二期开发了《教学工作量统计系统》、《教材管理信息系统》（高职、成教），引

进和二次开发《校情综合分析系统》，共完成代码 15 余万行。

5.校园卡事务管理工作

全年整理、清分、制作校园卡 22876 张；为新进教工制作 84 张工作证，107 名

学生校园卡延期，8880 名新生拍照和照片资料整理。校园卡系统全年承载了 6450

万元资金流通，圈存金额 2360 万元，较 2011 年增长 33.4%，维护维修设备 499 机

次，同比增加 25%。推出校园卡现金自助充值机，12 月初试运行期间，5 个工作日

自助充值 13.5 万余元。

6.网络教学服务与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

重新修订《《Blackboard 教学管理平台使用手册》（教师版）和《Blackboard 教

学管理平台使用手册》（学生版）。网络教学平台用户数由 2011 年的 29000 人新增

35000 人，其中继续教育学院用户数达 7508 人；导入课程 4066（本科）班次，开通

3151 班次，继续教育学院开通 166 门课程。针对继续教育学院教学管理人员、普通

教师等不同的培训对象进行专题培训及疑难解答。

12 月联合教务处举办了学校“网络教学优秀教师”评选活动。配合教务处搭建

视频流媒体服务器，累计视频文件 1.98G,共 15 个视频课程。建立网络课程申报平

台和江财教学网，改变网络课程申报流程，推出以课程为中心的网络课程建设模式，

建立江财教学网。

7.开展网络问卷调查

集思广义，发放校园卡系统、网络、办公自动化系统、毕博教学平台使用调查

问卷共计 410 份，共回收 400 份。其中参与毕博教学平台使用调查问卷的教师统计：

博导 1 人，教授 14 人，副教授 42 人，讲师 52 人，助教 1 人。在 OA 系统上建立了

关于毕博教学平台使用的网络问卷调查，参与人数 97 人。

8.科学管理 民主决策

经过中心主任书记办公会议讨论，年初制定各科室工作计划、中心工作计划和

中心综治工作计划。各科室定期在中心主任书记办公会议汇报各项主要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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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全年上行发文 25 篇，平行文、下行文发文 56 篇，完成中心主任书记办公会议

纪要 31 篇,用印登记 33 次。

9.完成日常维护工作

完成各校区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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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2 课时和 5760

课时的教学任务。

完成 21 台核心网络设备、37 台汇聚层交换机的日常维护，保证了核心设备全

年无故障运行；四校区 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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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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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选课系统全年累计实选 19349 人、课程 196242 门次；研究生系统新增博士

新生 57 人、硕士新生 510 人，全年成功选课 10937 门次。OA 系统较 2011 年，发文

增加 1 倍，登录人次增加 3 倍，邮件量增加 5 倍，提升了校务管理效率。

全年学术报告厅完成 116 场次的各类学术报告和重大会议、活动的技术服务工

作。

10.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技术队伍，创建团结集体

召开两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坚持每周中心主任书记办公会议，发布《主任

书记办公会议纪要》31 篇。

培养和发展党员队伍和技术队伍，新转正党员 2 人，选派技术人员 30 人次外出

学习和培训，成功申报 1 项省科技项目，完成 2 项省科技课题鉴定。

扎实开展“争先创优”主题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讨论”活动，通过“服务

质量月”、“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等活动，提高中心服务意

识。

创建和谐集体：组织 5次学习报告会和 1次爱国主义教育学习参观活动，举行跳

绳、飞镖、羽毛球、兵乓球等形式多样的比赛活动，荣获校男子排球比赛第一名、校

运会教工团体总分第四名、校先进分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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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大事记

1、2012年 1 月 5 日第 1次校长办公会议同意对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大楼消防设

施进行委托维保项目的立项。

2、2012年 1月 8日召开新版本科教务学分制管理信息系统项目研讨会。

3、2012年 2 月，网络管理部重新调整了西区教工、南区教工、附中的交换机

配置，对新增麦庐园北区中心和学生宿舍进行网络规划。

4、2012年 2月 22 号在技术中心 G304 教室举行了 2012年学工系统辅导员首

次培训研讨会。

５、2012年 3月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荣获校“三八”国际妇女节联欢晚会比赛三等

奖。

６、2012年 3月撰写《2012年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综合治理制度汇编》。

７、2012年 3月撰写《2012年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制度汇编》

８、2012年 3月成功申报 500万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专项资金项目《校园无

线网络与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并已立项。

９、2012年 3 月 30日第 4次校长办公会议同意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网络考试中

心，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计算机教学管理部合署办公。

10、2012年 4月，新办公自动化系统中 Office插件版本升级，支持更多系统。

11、2012年 4月，网络管理部完成青山园校区继续教育学院楼栋的网络升级改

造，通过对交换机进行优化配置，解决了楼栋上网的断线问题。

12、2012年 4月 16日第 5次校长办公会议同意“江财期刊在线办公系统”开发项

目的立项，并拨付专项经费 5万元。

13、2012年 4 月 20 日下午，顺利召开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第三届教职工暨工会

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14、2012年 4 月 26 日房屋资产使用清查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决定由现代教育技

术中心对全校的通信基站分布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

15、2012年 4月 27日召开江西财经大学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 2012年第一次工

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江西财经大学通信网络设施管理办法》。

16、2012年 5月，OA系统与医院体检系统对接成功。

17、2012年 5月，网络管理部和信息管理部共同完成服务器虚拟化工作，使用

3台 PC服务器共计提供 55台虚拟机，并投入实际使用。

18、2012年 5月 2日，中心顺利通过江西省远程教育服务中心评估检查工作。

19、2012年 5月 30日下午，中心一楼会议室，召开江财教学网工作研讨会。

20、2012年 6月-11月，网络管理部完成无线网络建设的前

期设备和软件测试、对接校园网的技术认定工作。

21、2012年 6月 27日，召开江西省高校教育信息化无线网络技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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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12年 7 月 9日第 10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江西财经大学通信网络设

施管理办法》。

23、2012年 7月 1日，在 G303，G302，G304教室，远程教学管理部为继续教

育学院开展特色培训活动。

24、2012年 7月申报教育部教育信息化试点申报方案《数据集中与应用集成服

务平台示范建设》。

25、2012年 7月申报三个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校园网中央控制

室》、《网络教学与资源建设 》、《校园无线网络系统 》。

26、2012年 8 月 25日，麦庐园北区新建的 3、4、8 号学生公寓的 724 个信息

点正式并入校园网运行。麦庐园北区的弱电工程于 2012年 2月进场施工，历时 6个
月，在麦庐园技术人员的监理下，顺利完工，迎接 8月 28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的学

生入住。

27、2012年 9月 8日至 9日，中心完成三个校区新生校园卡的发放工作。

28、2012年 9 月 28 日，在麦庐园全体托福考点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按照

教育部海外考试中心的要求，完成了江西财经大学 TOEFL/GRE考点的 100台考试

站和 9台考试管理机、缓存服务器的 IAS模式升级工作。此次升级完成后，在考试

当日对网络实时性的要求降低，避免了以往考试日因网络中断造成考试推迟的现象。

29、2012年 9月，江财期刊在线 OA系统主体开发完毕移交杂志社内测。

30、2012年 9月-11月，网络管理部完成WEB防火墙、均衡负载设备的测试。

31、2012年 10月 1日，毕博网络教学平台第二次扩容 （新增 6000用户）。

32、2012年 10月份，校友馆信息与校友捐赠系统开发完毕，正式上线。

33、2012年 10月份，校友视频 VOD点播系统系统开发完毕，正式上线。

34、2012年 10月 15日省教育厅安全稳定考评组来中心考核

35、2012年 10 月 22 日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议同意对省直医保系统端口联网改

造项目予以立项，拨付用于购买系统软件和硬件设备经费 19万元，要求校医院会同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做好此项工作。

36、2012年 10月 26日，我校校园卡现金自助充值机开发完毕，现已试投入使

用。

37、2012年 10月底 6000多新生校园卡换卡工作顺利完成。

38、2012年 11月,OA邮件切换到网络存储，加大了 OA邮件空间。

39、留学生楼洗衣机计费系统开始施工，现阶段正在硬件调试和后期测试阶段，

预计这个学期可以完成。

40、2012 年 11月，网络管理部完成四教汇聚层网络迁移的前期准备工作，提

出解决方案。

41、2012年 11月 1日，办公自动化实现与统一身份认证对 接。

42、2012年 11月 2日召开本科教务系统的软件开发技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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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012 年 11月 21 日召开江西财经大学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 2012年第二次

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学校弱电施工规范及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44、2012年 11月 23日校综治考核工作小组来中心考核。

45、2012年 11月 23日上午，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在一楼会议室举行了传达学习

党的十八大精神科级干部专场会议。

46、2012年 12月 11日上午，王小平校长助理带领校办、校友办到现代教育技

术中心调研。

47、2012年 12月 12日，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进行领导民主测评和内部年终考评

大会。

48、2012年 12月份，江财工作量统计二期开发完成。

49、2012年 12月，网络管理部完成基于服务器和存储的公共资源平台的前期

规划工作。

50、2012年 12月份，联合教务处举办了学校“网络教学优秀教师”评选活动。

（现在教育技术中心江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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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两刊概况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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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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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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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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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教育部主持的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学报名栏建设工程中，全国共有 21家高校学报的 21个栏目入选名栏工程，我

校《当代财经》“理论经济”栏目名列其中。4月 25日，在教育部社科司主持的教

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协议书签字仪式上，主管校领导王小平教授代表《当

代财经》所在学校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就《当代财经》“理论经济”栏目的建设经验

和未来几年的建设方案，作了主题发言，得到了教育部社科司领导和与会代表的充

分肯定。《当代财经》是这次入选的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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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的 2012-2013年度 CSSCI来源期刊

目录，我社《当代财经》《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均再次入选 CSSCI来源期刊（江西

省一共只有 4家）。另据 2012年最新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我

社《当代财经》、《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均再次入选综合性经济科学类核心期刊。其

中《当代财经》名列第六位（见表 1），《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名列第二十五位。同

时，在江西省新闻出版局组织的第四届优秀期刊、优秀栏目评选中，《当代财经》、

《学报》双双被评为优秀期刊一等奖，《当代财经》的“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名

列第一）、《学报》的“文史哲”被评为优秀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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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当代财经》的机构用户已达 4793
家（2011年是 4527家），分布在 22个国家和地区；个人读者分布在 19个国家和地

区。《学报》的机构用户已达 4776 家（2011年是 4527家），分布在 20 个国家和地



377

区；个人读者分布在 20个国家和地区（据中国知网 2012年 5月提供的数据），两刊

的机构用户和个人用户均比 2011年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表 1 北京大学图书馆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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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科学 0.1787 3
经济学家 0.1759 4
经济评论 0.1589 5
当代财经 0.1991 6
财经科学 0.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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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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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篇次，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

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三大刊转载的文章达 14篇，成为人大《复印

报刊资料》最重要的转载来源期刊之一。另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检

索中心 2012年 4月提供的数据，《当代财经》2011年被包括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125专题和《新华文摘》等权威转载刊物在内的 138条检索途径共转载文章 48篇，

转载的数量在全国经济类院校学报中排名第一；《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共转载文章

21篇，转载的数量在全国经济类院校学报中排名第 14位（见表 2）。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学报》的复印转载量近几年来提升很快，已经超过了与我们同时办刊甚至办

刊历史比我们悠久的刊物，如《经济科学》、《财贸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东

北财经大学学报》、《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等。

表 2 2011 年全国经济类院校学报被 138 条检索途径转载文章的排名（节选）

期刊名称 转载数 名次

当代财经 48 1
财经科学 47 2

财经问题研究 42 3
财经研究 33 7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9 1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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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转载数 名次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1 14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 15

经济科学 17 19
财贸研究 14 27

财经理论与实践 13 31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7 46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7 46

4. 两刊的引用率继续不断提高

据中国引文数据库 2012年 12月 11日提供的数据，《当代财经》2012年度的被

引频次为 38篇次，历年总被引频次为 43669篇次；《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度

的被引频次为 10 篇次，历年总被引频次为 11043 篇次。其中《当代财经》2012 的

被引用频次高于兄弟院校的刊物（见表 3），《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历年总被引频次

也超过了《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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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当代财经 历年 43669 2012 38

2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历年 11043 2012 10

3 财经问题研究 历年 39305 2012 23

4 财经研究 历年 45462 2012 32

5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历年 26297 2012 24

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历年 19615 2012 25

7 当代经济科学 历年 22140 2012 16

8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历年 8516 2012 13
数据来源： 中国引文数据库 http://ref.cnki.net/knsref/RefStat.aspx?kind=3

查询时间：2012年 12月 11日 15：15
5. 两刊的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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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月 12日提供的数据，《当代财经》2011年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 0.902，比 2010
年提高 12.89%；期刊综合即年指标 0.169，比 2010 年提高 22.46%，基金论文比为

0.69，比 2010年提高 11.29%；影响因子学科排序 7/142，比 2011年提升 1位。《江

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 0.762，比 2010年提高 51.79%；期刊

综合即年指标0.179，比2010年提高9.82%，基金论文比为0.59，比2010年提高3.51%；

影响因子学科排序 23/142，比 2010年提升 24位（这是在综合性经济学科中的排序，

http://ref.cnki.net/knsref/RefStat.aspx?kin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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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 47/142）。以上数据表明，两刊的各项技术指标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而

《学报》的影响因子学科排序这一最重要的综合性技术指标的提升幅度尤为明显，

由 2010年的 47位提升到 2011年 23位，充分显示了《学报》较快的发展势头。

表 4（1） 当代财经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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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3 1.685 1.551 7/142
期刊综合 JIF 0.169 0.902 0.768 8/92
人文社科 JIF 0.169 0.876 0.742 8/92

表 4（2） 当代财经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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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9 6.2 291 5.0 721 0.91 33/37 130 23.16

表 4（3）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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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1 1.370 1.253 23/142
期刊综合 JIF 0.179 0.762 0.645 13/92
人文社科 JIF 0.179 0.751 0.643 12/92

表 4（4）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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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 6.7 324 4.2 431 0.87 12/37 82 8.51
6.圆满、超额地完成编校任务，确保两刊按时发行

2012年当代财经杂志社全体同仁共审读来稿 10023篇，编发稿 件 253 篇，编

辑出版发行《当代财经》12期，《江西财经大学学报》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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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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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11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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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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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功地约到了著名学者的演讲稿（见表 5）。这其中的部分稿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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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财经》2013年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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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 2012年会”（经济学院承办，

2012.10.）、“企业家论坛”（校友会承办，20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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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优势的创造

马建堂 国家统计局局长 营造环境 力促创新 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经济结构的调整

侯迎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标本兼治，产业结构同构化的问题

陆百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是尽快消除二元结构

王一鸣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技术创新对结构调整、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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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了匿名审稿的专家队伍

（4）进一步完善了组稿制度

（5）进一步加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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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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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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常务副社长 博导
入选赣鄱英才 555 工程，二级教

授，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周全林 博士 教授 46 副社长 硕导 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魏 琳 学士 编审 49 副社长

史言信 博士 研究员 41
社长助理

编辑室主任

吴书锋 硕士 副教授 46 编辑室主任

徐 鸣 学士 研究员 57 硕导

朱星文 博士 教授 50 硕导

肖蔚群 硕士 工程师 41 发展部主任

王展祥 博士 副研究员 33 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肖文燕 博士 讲师 37

黄 晗 学士 副研究员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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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刊常设

栏目/期

11 6 3 2 6 2 2 1 14

100% 54.5% 27.3% 18.2% 54.5% 18.2%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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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在国家权威

刊物上发表论文 3 篇，在 CSSCI 刊物上发表论文 14 篇，专著 2 部，共获得校优秀

教学成果特等奖 1项，主持参与完成国家级课题 2项，主持参与在研国家级、省部

级课题 8项（见表 8），每位教授、博士都至少作了一次学术讲座，科研总分 68.8分，

人均 6.2分。超出学校规定的杂志社人均科研分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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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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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杂志社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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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管理视角下高校特色专业建设

的研究与实践

江西财经大学第十三批优秀

教学成果特等奖
主持

杂志社 教育部名栏工程 理论经济 教育部颁发

课

题

魏琳 珍珠产业信息网络研发与建立 视同国家级 2012.12 主持完成

周全林
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

税收政策研究
国家社科 2012.12 参加完成

（排二）

王展祥
发达地区“去工业化”与江西经济

结构优化研究

江西省人保

厅
2012.05 主持

立项

专

著

肖文燕
华侨与侨乡社会变迁——清末民国

时期广东梅州个案研究

华南理工大

学出版社
2011.12 独著

徐鸣 道家创新管理
经济管理出

版社
2012.12 独著

论

文

蒋尧明
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民事

赔偿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当代财经 2012（10） 1/1

蒋尧明
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民事

赔偿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高校文科学

术文摘
2012（6） 1/1

蒋尧明

中小企业高层管理者特征与企业可

持续增长—基于管理防御理论的分

析

经济评论 2012（5） 1/2

蒋尧明
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供需不均及

其治理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学报
2012（4） 1/2

肖文燕
乡下人的革命性：仪式小农与革命

“在场”

党史研究与

教学
2012（5） 2/2

肖文燕

地缘认同：客家华侨与侨乡社会的

心理共识—以清末民国时期广东梅

州为例

江西社会科

学
2012（11） 1/1

肖文燕 中央苏区税收管理实践及启示
江西财经大

学学报
2012（5） 1/1

肖文燕 中央苏区早期革命生态探析 理论学刊 2012（5） 2/2

黄 晗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筹资标准的测算

与分析

江西财经大

学学报
2012（4） 1/1

史言信

外商直接投资的旅游服务出口创造

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中国区域

动态面板的研究

当代经济研

究
2012（3） 2/2

史言信
基于中部崛起视角的贫困县域经济

发展战略选择研究

江西财经大

学学报
2012（3） 2/3

魏琳 去工业化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研究 当代财经 2012（6） 2/2

魏琳 去工业化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研究
高校文科学

术文摘
2012（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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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论文原发期刊 获奖名称 排名

朱星文 论企业信用风险及其控制
江西财经大

学学报
2012（6） 1/1

吴书峰
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隐忧及对

策

江西财经大

学学报
2012（6） 1/1

周全林
中国经济转型收益及其度

量:1978-2010 当代财经 2012（12） 2/2

周全林 营业税税负的增值税当量研究
河南社会科

学
2012（6） 2/2

王展祥 去工业化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研究 当代财经 2012（6） 1/2

王展祥 去工业化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研究
高校文科学

术文摘
2012（5） 1/2

王展祥
广东制造行业外资利用质量的评估

与比较
统计与决策 2012（4） 1/2

（杂志社崔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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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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志社崔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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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单位

医 院

江西财经大学医院是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健康教育为一体的“一级甲等”

综合性高校医院，南昌大学二附院和省人民医院协作医院，大学生医保和城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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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诊室、眼耳鼻咽喉

科、口腔科、妇科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医科、理疗科、体检科、公共卫生等专

业科室，拥有菲利浦 DR机，美国 GE超高端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E8，十二导联

同步心电图机，24小时动态心电图、血压监测仪，生命监护仪，除颤仪，阿洛卡 B
超仪，美国心电监护仪，瑞士洁牙机，全自动血细胞、生化、尿液分析仪，多功能

麻醉机，红外线乳腺诊断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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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购置了一批先进的医疗设备（菲利浦 DR、美国 GE四维彩超、日本希森美

康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血细胞分析仪、瑞士席勒 24小时动态血压仪、心电工作站、

Holte心电图等），提高了师生员工的医疗服务条件。在校工会的大力支持下，医院

于 2012年 6月 13日举办了业务岗位技能竞赛活动，进一步加强医护人员对心肺复

苏术（CPR）和心电监护等急救技能的规范操作，提升整体医护人员的急救能力，

提高了医护工作人员专业技能水平和工作质量，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全院医护人

员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了“大学习、大练兵、大比武”的浓厚学习氛围。

为了进一步推进医院精神文明和政风行风建设，增强广大医务人员为师生员工服务

的责任意识，提高全院职工整体素质，提升师生员工对校医院工作的满意度，在庆

祝中国医师节期间，医院分别开展了“优秀医师”、“星级护士”、“服务标兵”和

“先进科室”、“平安科室”评选活动。此前，医院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使该活

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提高了师生员工对医院医疗和保健服务的满意度。此外，

还召开了医疗质量与安全年度工作会议，强化了医疗质量与安全意识。医院长期以

来凭借高超的医术在服务师生员工的同时，也服务于周边社区的人民群众。2012年，

医院被确定为江西省和南昌市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院的服务区域进一步覆盖

了四个校区及其周边社区，医务工作的范围得到了拓展，表明医院的社会认可程度

进一步提高。由此确定了医院文化建设内涵：1、院训：严谨求实 敬业奉献——倡

导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敬业奉献的工作精神，恪守职业道德，树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2、理念：以人为本 优质服务——切为师生着想，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提高服务满意度；3、宗旨：卫生校园 健康师生——切实加强校园传染病防控、

食品卫生安全监督检查、卫生环境整治、健康宣传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工作，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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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体质，使广大师生拥有健康的身体。4、使命：保障有力 促进和谐——努力做

好学校卫生保障，积极维护校园安全稳定，促进和谐。

一、完成公费医疗与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医疗保险衔接

1.加强宣传、教职工知晓，印发问答式医保宣传册。

2.负责全校 2664名教职工参保资格申报工作并已审核通过，将于 2012年 12月
31日前发放个人医保卡。

3.医院申报省直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获省人保厅批准。

4.医院信息系统（HIS）与省直医保信息系统对接，获省社保中心验收通过。

5.协助并指导教职工办理医保慢性病和异地就医审批。

6.2013年 1月 1日 0时起正式启动省直医保，教职工凭医保卡看病、住院，享

受医保服务。

二、做好公费医疗扫尾工作，确保公费医疗向省直医保顺利平稳过渡

1.正确引导教职工理性、合理使用公费医疗经费。

2.坚持按制度、原则、程序严格审核审批公费医疗费用。

3.保证教职工住院公费医疗借支款。

4.加强医院公费医疗执行力，规范诊疗行为，应用 HIS 有效控制公费医疗处方

用药，实现“制度+技术”的监管模式。

5.公费医疗截止时间为 2012年 12月 31日 24时，续住院者须在此时间结算。

6.尽快完成 2012年 12月 31日之前所发生公费医疗费用的全部审核与支付，门

诊和住院公费医疗报账截止时间为 2013年 12月 31日。

三、组织安排 2012年学校保健干部（教授、离休、正处）468人到江西省人民

医院体检获得好评，此次体检诊断 1例直肠癌，及时住院治疗。

四、完成 2012年在职教职工、退休人员 1650人体检，男性增加了前列腺特异

抗原（PSA）检查，诊断 1例肾癌，及时住院治疗。

五、完成 2012年全校女教职工（含退休）765人妇科疾病普查，首次应用彩超

筛查乳腺肿瘤，并增加了肿瘤标志物 CA125检查，无重大疾病发现。

六、完成 2012级大学新生军训保健和 8240名新生入学体检，诊断 13例浸润型

肺结核，已按要求休学半年，隔离治疗。

七、认真执行南昌市医保局文件精神，为在校各类大学生 24047人作医保免费

体检，受到欢迎。

八、全面贯彻落实《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公共卫生管理工作规范及其考核标准》

赣教体艺字[2012]28号文件精神，加强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监督工作检查，确保师生

饮食饮水安全。

九、遵照上级指示全力清查“铬超标胶囊（毒胶囊）”，确保师生用药安全，由

于工作突出 2012年 5月医院被南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直属分局授予“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优秀单位”，药剂科主任李鹃被评为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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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医院申报江西省基层医疗机构网上药品采购资格，获南昌市卫生局批准，

药品采购与配送进入江西省药品采购监管平台。

十一、接受学校服务督导组检查指导，岗位制度上墙，办事程序公开，服务窗

口摆放岗位职责牌，佩戴胸牌上岗，设立导诊咨询窗口，美化工作环境，优化诊疗

流程，公布服务投诉电话：83816526，建立网上服务评价机制，开展“服务标兵”

评选活动，增加服务满意度。

十二、二附院皮肤科刘志刚教授、省人民医院心内科陈章强博士、市三医院超

声科汤兵辉主任医师为医院第一批特聘专家，在疑难病会诊，指导医疗技术，传授

临床经验，开展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三、开展医疗服务新项目，满足师生员工需求，添置瑞士席勒动态血压测试

系统，对于高血压病诊断分型，降压药物选择，服药时间具有临床指导意义。此外，

购进了菲利浦智能睡眠呼吸机，对于治疗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显著疗效，受到教

职工欢迎。

十四、组织开展了心肺复苏、生命体征监护技能操作比赛活动，参与校园救护

演练，编印了《校园常见危急重症救护手册》，人手一本，学习培训，全面提升了医

务人员应对校园突发事件的现场救护能力。

十五、医院于 2012年 5月当选为江西省高等教育学会保健医学专业委员会第六

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单位，扩大了医院在全省高校中的影响力。

十六、医院首次承担并圆满完成 201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江西省征兵

体检男女兵复检任务，以优质的服务、规范的管理、先进的设备、整洁的环境，被

驻港部队江西征兵团授予“体检协作医院”，获赠“拥军爱国、支援国防”锦旗，提

高了学校和医院的社会声誉。

十七、组织学习、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党建工作紧密联系医院实际，

有力促进了医院各方面工作。

（医院黄建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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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中

江西财经大学附属中学，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校，是

学子们潜心读书的学园，陶冶身心的乐园。

学校以“明志致远，知行博雅”为校训，提出了“优良品德+学业素养+发展潜

力+创新精神”的育人目标；借大学附中“考、学并重，博、雅兼容”优势优点，确

立了努力把学校建设成现代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名校的奋斗目标。历经艰辛，

几经拼搏，学校已迅速崛起为本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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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小学教育情趣灵动，高中发展有所作为。

学校拥有一支师德优、素质好、业务精、学历高、教学强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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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激情和诗意的优秀教师，还有一个具有敬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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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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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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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的主要工作与成效

在财大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我校上下一心，按照年初工作计划中提出的

推进“四个提升”、实施“五项工程”为工作要点，脚踏实地，锐意进取，质量强校，

圆满完成了全年的各项工作。

（一）突出中心，全面育人

1.强调为学而教，追求有效课堂，教学质量结硕果

强化从“学”的方面提高教学效能，全方位抓好教学质量，全体教师以负责的

态度做好教学，许多教师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南昌市初中教学管理视导组深入到我校考察，对我们教学管理中的想法、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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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成效非常赞赏。应市教科所邀请，我校在全市教学管理工作会上作了经验介

绍，扩大了学校影响，为校争了光。

我校 2012年中考成绩，整体上保持了在全市领先的位置。上省重点线 124人（上

线率 64.6%），其中上第一批次重点高中统招线 67人（上线率 35%）。我校连续四年

完成了南昌市教研室的中考低分率管理目标。在高中生源等办学环境不够理想的情

况下，2012年高考上三本和大专线的共计 49人，上线率 94.23%。

2.开设特色课程，注重实践活动，素质教育显成效

课程建设有效推进，专项教育内容丰富。认真落实了国家课程方案，教务处结

合实际开设和编排课程，协同教研组开展了诗歌朗诵、能力竞赛等学科教学活动。

由政教处、团队具体负责，开设了“专家讲坛”“专题讲座”，协同相关学科老

师，开展了素质教育月、运动会及阳光体育、“三文明”教育、“大手牵小手”暨“六

一”庆典、“十星”评选、中日文化交流、“我爱我家”汇演、感恩教育、国防教育、

读书征文评选、廉政文化进校园、优秀电影进校园、“向国旗敬礼”网上签名等 10
多项大型活动。通过活动的开展，全面提升了学生的文明素质，彰显了“示范学校”

和“大学附中”形象。

特色活动精彩纷呈，素质教育取得成果。唱诵经典《春江花月夜》获南昌市比

赛三等奖；合唱队获财大第 28届合唱艺术节特别奖；小记者站组织了人体军旗与跳

蚤市场、端午粽香、参观画展、木偶剧表演、秋游采桔等专场活动，发表作品 29篇
（《南昌晚报》24篇，《晨报》和《江南都市报》5篇），被评为南昌晚报“十佳校园

记者站”。

2012 年我校被评为南昌市中小学“素质教育月”活动先进单位，获全省 2012
年“暑假读一本好书”活动优秀组织奖。

3.班主任勤管理，重方法讲艺术，春风化雨新境界

坚持班主任工作日常检查制度，政教处和团学组织，实行班级工作天天检查公

布。结合我校第十届班级管理艺术研讨会的“班级文化建设”主题，组织了班级文

化氛围的交流评比。

全市主题班会课评比一人获一等奖，全市班主任专业技能竞赛一人获二等奖。

（二）强化服务，有效管理

1.有效服务，师生更加满意

为了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服务，组织了“家长问卷评教”，举办了小学起始年级

的“教学开放日”，接待家长听课评议并进行梳理反馈，进一步改进了工作中的不足；

有效利用了家长网校平台，密切家校联系，这些举措赢得了家长的赞誉。

以“关爱、激励、和谐”为出发点，对优秀初中生实施了校内奖学金，为家庭

贫困高中生申请了政府助学金、高考入学助学金。

2.注重内涵，内部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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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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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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

教育局德育工作考核组检查考评，保持了“德育示范学校”的先进称号。

加强内涵发展，推进文化建设。努力实现人文管理和制度约束的和谐统一。今

年 2 月召开了财大附中二届二次教代会，实施民主管理。注重内涵发展，推进文化

建设，创设更好的校风，注重媒体宣传展示（全年报道 58篇）。为方便宣传和交流，

编印了学校宣传画册。

严格内部管理，维护和谐平安。通过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岗位职责来全面规范

管理工作。工作有计划、有落实、有考核，依据管理制度对为校争光的师生实施了

奖励，完善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劳动纪律严明，财、物管理严格，严格执行财务收

支两条线，努力提高教学设备使用率。

为落实安全工作，做到了“四个明确”，强化了“四个意识”，突出了“四个时

段”，总结了“四个坚持”，上半年安排了一次消防知识讲座。通过细致有效的工作，

杜绝了校内安全事故的发生。承担的中招等考试工作，秩序井然。

提高办学效益，改善办学条件。师资与经费的缺口压力大，我们想办法，求保

障，在师资上，尽可能让大家多承担一些工作量，同时自聘了 34名编外教师、4名
保安和门卫；在经费上，通过捐资助学自筹的同时争取财政拨款，保障了工作的正

常开展。我们以多种途径，让政府部门理解我校的办学压力，政策上有所区分。

今年，我们争取财大把改善附中办学条件列入了 2012年“民生工程”之中，由

财大校产处负责招标施工，完成了 21套多媒体、小学科学实验室、校园广播系统升

级改造、网络班班通、地面硬化、500套课桌椅和 36个教室的黑板等七个项目的建

设。附中也积极配合，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主动维护和改善硬件设施，加

强了校园管理，优化了育人环境。

（三）以人为本，建设队伍

1.强班子，重教育，炼队伍

着力建设团结合作、务实创新、锐意进取、严于律己的领导班子，落实民主集

中制，组织了以提高落实力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干部集训。党支部重视加强组织制度

建设，深入开展了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建立完善了五个学习制度。积极改进思政

教育方法，创设了手机短信教育新模式，继续开展网上视频教育，组织观看了 2011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事迹视频，组织了党员赴韶山参观学习，举办了廉洁文化进校园

汇演。2012年被评为财大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廉政文化建设先进单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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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观摩

研讨课，组织班主任赴岳阳参观，举办了财大附中第十届“班级管理艺术”研讨会；

全年选送了 20 余人次参加报告会、培训和研讨，76 名教师参加了不同层次的远程

教育培训；征订了 50 多份教育教学刊物，供教师学习和教研之用；年底，58名在

编专业技术人员均完成了提交一篇调研报告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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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运芳工作室”经教育厅认定为省名师网络研修工作室；胡建春老师在

江西日报传媒大厦举办了“情系鄱阳”中国画作品展（媒体有报道）。教师取得系列

教研成果：课题结题 2个，在报刊发表论文 14篇（刊号 ISSN或 CN），论文评比获

奖 5篇，课件评比获奖 5人次，编书 3本。

根据财大对口扶贫工作安排，7 月份组织附中部分骨干教师到万安县，帮扶 8
所农村中小学近 300名教师的培训，得到了万安县及帮扶学校的高度赞誉（吉安市

媒体作了报道）。

3.重人本，办实事，凝人心

从多方面关心教职工，改善工作环境，尽力提高教师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为外

聘教师办理社保，坚持进人计划用于在校工作的外聘教师，依托分工会及“职工之

家”开展有益的教职工集体活动。同时不忘关心退休教师，如元月份把退休教师请

回附中聚会、慰问。

“种下梧桐枝叶展，凤还巢后天地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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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在尊重规律中促改革，在常规管理中求创新，努力做专业的教学，

办负责任的教育”的治教理念，在教育发展的大潮中，扬起“民主与开放，务实与

创新，大爱与大气”的风帆，以思想引领，以文化浸染，以师资支撑，以特色彰显，

一如既往的去迎接挑战，去创造未来。

（附中张俊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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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榜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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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全省教育系统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 2 010-2011年度全省教育系统办公室先进集体

统战部 省委统战部
2012年度统战工作重点目标管理考核综合先进

单位

人事处、

组织部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江西省

教育厅
全省教育系统人事人才工作先进集体

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江西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全省组织系统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先进集体

江西省高等学校人事管理研究会
2011-2012年度江西省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

工作先进集体

省委教育工委 全省高校党建工作优秀工作单位

学工处、

团委

共青团江西省委 2012年度全省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

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教育厅、江西

省科学技术协会等

第八届挑战杯江西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优秀

集体组织奖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后勤管理分会 全国高校学生公寓管理服务先进单位

学工处、

团委

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学生联合会
2012年度“校园好声音天翼好网络”歌唱比赛

最佳组织奖

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教育厅、江西

省学生联合会

全省本科院校第三届学生社团文化艺术节优秀

组织奖

教育部 全国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优秀组织奖

工会
江西省总工会 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状

江西省厂务公开领导小组 江西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

教务处
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团省委

2012年江西省大学生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竞赛

优秀组织奖

科研处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先进集体

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2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工作先进单位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2012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组织管理

先进单位

财务处 江西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2年度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诚信单位

研究生院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全省教育系统创先争优活动群众满意窗口单位

保卫处

江西省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2年度省直先进国家安全小组先进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第四届全省高校新生安全短识竞赛活动优秀组

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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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所获荣誉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高校2012年平安校园创建先进单位

江西省公安厅治安管理处 2012年度省直单位先进保卫组织

后勤

保障处

江西省高校后勤协会 江西省高校后勤工作先进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2011年度公共机构节能先进单位

南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2年度南昌市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先进单

位

南昌市水务局 南昌市2011年度节约用水工作先进单位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后勤管理分会 2011年度全国高校旅行接待服务先进单位

离退休人

员工作处

中共江西省委老干部局 2012年全省老干部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

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西省委老

干部局

全省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和党员创先争优活动五

好支部

中共江西省委老干部局、江西省老年人

体育协会
江西省首届老干部太极活动月优秀组织奖

招生

就业处
国务院 全国就业工作先进工作单位

档 案 馆 江西省教育厅 2010-2011年度全省高校档案工作先进集体

国际学院 共青团江西省委 全省五四红旗团委

继续教育

学院

江西省教育厅 2010-2011年度全省成人高校招生工作先进集体

南昌市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委员会 2011年度南昌市自学考试优秀考点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全省教育系统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江西省教育厅 全省学生资助工作先进集体

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教育厅、江西

省学生联合会

全省本科院校第三届学生社团文化艺术节优秀

组织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外

语教学研究会
2012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优秀组织奖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明办、

江西省教育厅等

2012年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2010-2012年度以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优秀单位

工商管理

学院

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教育厅、江西

省学生联合会

全省本科院校第三届学生社团文化艺术节优秀

社团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明办、

江西省教育厅等

2012年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优秀服务队

会计学院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全省教育系统创先争优活动优秀工作制度

财税与公

共管理

学院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教

育厅、共青团江西省委

2012年度江西省大学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服务队

共青团江西省委 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

国际经贸

学院

中共江西省委 全省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全省教育系统创先争优活动优秀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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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所获荣誉

经济学院 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教育工会 第七届江西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

金融学院 大赛组委会
第三届“工商银行杯”全国大学生银行产品创

意设计大赛优秀组织奖

旅游与城

市管理

学院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明办、

江西省教育厅等

2012年度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服务队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2012年全省教育系统创先争优活动优秀实践案例

法学院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明办、

江西省教育厅等

2012年度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服务队

马克思主

义学院
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2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工作先进单位

当代财经

杂志社

江西省新闻出版局、江西省期刊协会 江西省第四届优秀期刊、优秀栏目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评审委员会、江西省

新闻出版局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附中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2012年暑假读一本好书活动优秀组织奖

南昌市教育局 2012年全市中小学素质教育月活动先进单位

医院 南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直属分局
南昌市开发区2011年度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

械不良事件监测优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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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先进单位

信息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招生就业处

党办、校办、校友办 宣传部 组织部、人事处、党校

科研处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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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人事处、党校、

会计学院、学工处、团委、工 会、财务处、保卫处、人武部、后勤保障处

招生就业处、国际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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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 统计学院、信息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研究院、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2 年度“教学十佳”

外国语学院： 肖锐 冷玉芳

艺术学院： 邹晨娜 周 菡

体育学院： 钟冬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罗晓华

会计学院： 蒋 珩

工商管理学院： 赵映云

统计学院： 罗世华

人文学院： 赵新华

2012 年度 “科研十强”

谭作文（信息管理学院） 周书俊（马克思主义学院）

许光伟（经济学院） 涂传飞（体育学院）

袁非牛（信息管理学院） 谢花林（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凌爱凡（金融学院） 盛积良（信息管理学院）

万莹（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张利国（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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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服务十优”

孙 瑛（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肖安生（会计学院）

阮艳平（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邱晓平（金融学院）

陈 华（国际经贸学院） 范红英（保卫处）

柳 晨（研究生院） 黄应足（学工处）

熊艳春（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熊景群（人事处）

2012 年度“主干课程金牌主讲教师”

工商管理学院： 李 敏 宋丽丽 吴 群 赵映云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余桔云 罗晓华

会计学院： 宋京津 蒋 珩 管考磊

国贸学院： 刘振林

经济学院： 刘伦武

金融学院： 吴伟军 赵玉洁 曾鸿志

统计学院： 任俊柏 罗世华

信息管理学院： 丁菊玲 杨寿渊 骆斯文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胡海胜 姚冠荣

外国语学院： 冷玉芳 肖 锐 徐 艳 蓝 青

人文学院： 赵新华

法学院： 张怡超

艺术学院： 刘 涵 邹晨娜 周 菡

体育学院： 严 伟 钟冬根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汪 乐 刘晓泉

2012 年度“青年教师科研五强”

陈 辉（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陈思华（信息管理学院）

杨德敏（法学院） 黄健（信息管理学院） 王宇峰（经济学院）

2012 年度“青年教师教学奖”

胡海胜、姚冠荣（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蓝青（外国语学院）

严 伟（体育学院） 汪 乐（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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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优秀单位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人文学院 会计学院 统计学院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2 年度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先进单位

国际经贸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法学院 金融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

（摘自校公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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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一月

1日下午，伴随着新年欢快的脚步，我校港澳台学生联谊会在蛟桥园大学生创

业孵化中心隆重举办“两岸情深星耀江财”港澳台同胞联谊活动。副校长肖华茵出席

活动，为港澳台学生及少数民族同学送上了新春的祝福。

3日上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专家工作组组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法

大学校长黄进教授莅临我校指导工作。

4日档案馆李金云同志荣获“全省优秀档案工作者”称号

5日，学校 2011年工作情况通报会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 11楼第三会议室召开。

王乔校长出席会议，肖华茵副校长主持了大会，老同志共 5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5日下午，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税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财经战略研究

院院长（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高培勇教授访问我校，在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举行了一场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会，对 2012年财政政策进行了权威解读。报

告会由副校长蒋金法教授主持，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匡小平教授、全体老师及

部分专业研究生聆听了报告会。

5日下午，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管理中心 2012年第一次工作例会在我校图书馆

四楼会议室召开。

5日，接教育部社科司函[2011]315号通知，我校孔凡斌教授报送的《我国矿山

生态环境破坏现状、治理困难与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获教育部

社科司《专家建议》2011年度优秀咨询报告。

5日下午，我校 2011年度团学工作总结大会暨第二期班主任（辅导员）骨干培

训班结业典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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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处、

校团委主要负责同志，各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出席本次大会。

6日，2011年度校属单位工作考评大会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 11楼第二会议室和

北区招待所大会议室两个会场同时拉开帷幕。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副校长卢福财

分别在两个会场主持了大会。

7日，江西省人保厅副厅长、省外专局局长裴菲，省外专局副局长程弋莅临我

校指导，并就合作设立江西财经大学 EIE英语教育中心达成初步协议。王乔校长，

蒋金法副校长亲切会见了裴局长一行，蒋金法副校长代表江西财经大学与加拿大英

语教育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加拿大英语教育中心驻中国代表处主任郭宇立随同来

校。

8日下午，校党委副书记、校长王乔来到国贸学院教工党员会议室，应邀出席

并指导该院领导班子作风建设专题民主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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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上午，澳大利亚南澳大学MBA项目课程总监 Bob Gilliver教授对我校进行

了友好访问。

10日，我校附中在校内举办了迎新春退休教师茶话会。除在外地或少数因事不

能前来的外，18名退休教师参加了今年的茶话会。

10日号上午, 我校 2012年全校校友工作会议在南区行政楼召开，校党委副书记

王金华、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会议，各学院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由党办、校办、校友办主任阙善栋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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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下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莅临我校麦庐园，

出席我校MBA 第七届新春年会。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谢秀

琦，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黄孝忠，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王小明，我校党委书

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副校长肖华茵、卢福财、蒋金法出席大会。来自我校 EMBA
硕士学位班、中美中澳班、总裁研修班等各届MBA学员以及校属各部门负责人共

计 800余人参加了大会，并聆听了叶小文书记带来的中国文化和文化中国学术讲座。

23日，正值农历龙年初一，这是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

校长肖华茵在校办、宣传部、后勤保障处、保卫处等单位负责人的陪同下，亲切慰

问了相关部门假期在岗值守工作人员，向他们致以新春的问候，为他们送去了学校

的关怀和温暖。

二月

16日附中举行二届教代会第二次会议

15日至 18日，我校领导班子 2012年第一次务虚会在新余召开。校领导班子成

员出席了会议，党办校办、组织部、宣传部、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部等单位负

责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

20日下午，我校在蛟桥园北区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学术报告厅召开新学期首

次全校干部教师大会，全面部署新学期各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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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书记杨建林出席大会。学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正高职称教师参加

了大会。大会由校长王乔主持。

20日陶长琪首席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评“优秀”等次

20日寒假期间校领导走访驻军部队和部分校友

20日万莹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入选中宣部《成果要报》

20日，刚刚闭幕的共青团江西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体会议上传来喜讯，我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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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2011年度全省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我校学生会被评为“2011年度江西省

优秀学生会”。
21日，从刚刚闭幕的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暨信访工作会议了解到，我校荣获

“江西省高校 2011年平安校园创建先进单位”，位列全省高校第一。

21日，校团委在蛟桥园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1会议室召开学习共青团江西省

委十四届五次全体会议精神工作会议。

21日，在新学期开学的第二天，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召开 2012年度教学工作

会议，对学院教学管理工作展开研讨。副校长卢福财教授、蒋金法教授出席会议。

教务处处长陆长平教授，研究生部副主任李春根教授，教学督导组组长江建强教授、

教学督导组副组长张万民教授及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及兼职教师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院长匡小平教授主持。

22日我校国际金融专业戴超亮、姜珂同学以优异成绩通过特许金融分析师考试

23日【大江网】江西财大新闻学子寒假期间揽获多项国家大奖

22日是职业技术学院新学期学生上课的第一天，师生们准时到课，教学秩序良

好。上午，肖华茵副校长分别来到我校麦庐园校区和陆军学院教学点检查新学期教

学工作，职业技术学院负责同志随同走访。

22 日上午 9:30，“江西财经大学 2012 年春季留学生开学典礼暨入学教育活动”
在第五教学楼隆重举行。副校长蒋金法，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蔡升桂及 2012 级

22名来自欧美及韩国的留学生参加了典礼。

23日副校长肖华茵检查新学期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工作

23日我校举行 2012年春季留学生开学典礼暨入学教育活动

23日王金华副书记率队开拓山东就业市场

23日我校藏族学子欢度藏历水龙新年

23日我校荣获江西省“十一五”教育财务工作先进单位

24日我校蛟湖入选“中国高校十大美丽湖泊”
24日离退休处黄和平同志被评为“省先进老干部工作者”
24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在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暨信访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24日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会计前沿学术研讨会

7日南开大学孙非教授做客我校 EMBA名师讲坛

27日我校图像处理与智能信息处理创新团队赴中国物联网发展研究中心考察交流

28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实地考察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工作

28日外国语学院在江西省“首届读书博文大赛”中荣获优秀组织奖

28日科研处荣获 2011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工作先进单位

28日下午，校团委 2012年度第一次学生干部全体会议在蛟桥园南区大学生活

动中心高雅艺术厅举行。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学工处、校团委负责人出席会议，

我校全体学生干部常委参加会议。会议由校团委副书记习金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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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上午，王乔校长在副校长易小明、校产处处长杨尚勇等人员的陪同下，先

后来到附中、艺术学院等部门就 2012年学校民生工程项目进行实地调研。

29日上午，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秦夏明教授、成教部主任时炼波教授

等一行人来我校参观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我校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胡

宇辰教授，校团委副书记习金文陪同参观。

29日，我校 2012年同等学力的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工作已圆满结束。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学位中心相关文件精神，2012年申请硕士学位人员

参加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首次引入网上报名，网上缴费，由报

考单位进行现场确认的形式。

三月

5日江西教育电视台报道我校：请进来走出去开创 EMBA教育新路

6日[江西日报]让雷锋“常住”，江西财大学雷锋 22年不间断

7日王乔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获得“优秀”鉴定等级

8日[人民日报 2012年 3月 7 日]两会代表、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廖进球：合

理分配教育资源是根本

9日[湖北日报]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廖进球：三大城市群走活

一盘棋

9日[新华网]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廖进球议公民道德建设

9日[江西日报 2012年 3月 7 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校党委书记廖进

球：多极支撑绿色崛起

10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廖进球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

体采访

14日上午，南昌陆军学院院长黄新炳大校、政委李弘大校一行 70 余人，来我

校参观调研信息化教育教学建设与运用工作。校长王乔，副校长肖华茵、卢福财及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陪同参观。

16日我校获“2011年度南昌经开区高校综治（维稳）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19日肖华茵副校长会见台湾茶艺大师范增平教授

20日上午，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朱虹莅临我校视察，听取了学校工作汇报，

勉励我校以“省部共建”为契机，努力打造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在全国的影响力。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虞国庆，省政府副秘书长肖亻毛根，省教育厅副

厅长洪三国等陪同视察。

20日下午，我校党委中心组在南区十一楼第二会议室举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活动，

全国人大代表、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在会上传达了全国“两会”精神。校长王乔，校党

委副书记胡建华，副校长吴照云、易小明、卢福财、易剑东等在家校领导，校属各

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党总支书记参加了学习活动，学习活动由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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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王金华副书记带队拓展珠三角毕业生就业市场

22日下午，教育部思政司王光彦副司长莅临我校调研，教育部思政司组宣处调

研员荆辉，思政司组宣处姜玉原等陪同调研。王光彦副司长一行先后来到我校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学生宿舍和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实地考察了我校心

理健康教育、六进楼栋、学生创业教育等工作，随后与我校师生进行了座谈。校党

委书记廖进球，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党委宣传部、学工部、团委以及我校全体思政

干部和部分同学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

23日我校协办第三届全国高校党委宣传部长专题研讨班

23日下午，我校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在蛟桥园北区国际

学术交流中心隆重召开，来自校属各单位的教职工代表齐聚一堂，参与学校民主管

理，共商学校发展大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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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金法以及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

席台就坐。

23日艺术学院师生作品入围 2012年德国 IF概念设计奖

26日我校第八届综治宣传月拉开帷幕

26日副校长肖华茵在全省综治责任单位综治办主任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26日[中国青年报]江西财经大学：22年“学雷锋一月一评”
26日“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先进个人

26日访优秀青年博士杨飞虎教授畅谈学术研究与学生培养工作

26日上海交通大学余明阳教授做客我校 EMBA名师讲坛

27日江利红副教授参加亚洲基金会“法律规范纵向冲突和适用学术研讨会”
27日斯坦福大学 Tom Kosnik教授来我校讲学

28日我校与北京银行南昌分行开展全面战略合作

28日我校与深圳世贸组织事务中心签订联合培养博士后协议书

29日统计学院开展“走进绿色军营，学习雷锋精神”系列活动

29日民盟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举行换届大会

29日保平安促和谐——我校召开 2012年综合治理工作会议

29日学雷锋常态化保障——我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展志愿服务鉴定工作

29日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肖忠优一行来我校调研

29日艺术学院学子在国际名家具设计大赛上获佳绩

29日校党委王金华副书记到会计学院调研就业工作

29日下午，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招生就业处处长曹文利，副处级辅导员、校

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魏清华一行来到国际学院，就国际学院 2012届毕业生就业工作进

行调研。国际学院院长杨慧、党总支书记郑赟，学院就业工作小组成员、毕业班班

主任代表、2012届毕业生代表参加了调研活动。

30日北京大学肖鸣政教授到工商管理学院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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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校团委举行大学生维权十周年庆典活动

30日江西财大附中、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共推中日文化交流

30日工商管理学院绿派社携手林业厅共同倡议“地球一小时”
31日以知识服务他人用行动回报社会——国际学院学子让雷锋精神薪火相传

31日我校获江西省高校唯一一所“安全校园”荣誉称号

31日省教育厅依法治校工作调研组来我校调研

31日我校召开“信毅教材大系”编委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选题讨论会

31日工商管理学院绿派社组织发起江西 8所高校共同进行“地球一小时”活动

31日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教授到我校讲学

四月

1日，我校 2011级在职MPAcc开学典礼在会计学院会议室举行。副校长卢福财

教授，研究生部副主任李春根教授，会计学院院长、MPAcc教育中心主任章卫东教

授，会计学院党总支彭清宁书记，党总支陈光秀副书记等出席了典礼仪式。典礼由

会计学院行政副院长樊明主持。

1日，王乔校长在迎宾厅会见了我校校友、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陈凯慧行长。

王校长向陈凯慧校友简要介绍了学校的发展情况，希望广大校友一如既往地关心和

支持母校发展，为学校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1日上午，副校长肖华茵，校保卫处处长许明喜与经开区综治办副主任涂继勇、

蛟桥镇司法所胡所长、下罗村书记罗小华一起现场办公，专门研究协调我校校园周

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1日上午，我校 2012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二会议室

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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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茵出席了会议。部分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各学院党总支书记、副书记以及各学院分

团委书记、辅导员等参加会议。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主持。

1日，根据《江西财经大学辅导员“蛟湖博客”建设管理办法》，经专家评审，学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决定授予熊绍辉等 10位师生 2011年度“蛟湖博

客之星”荣誉称号，并对 25篇优秀博文进行表彰。

5日上午，财政部清洁基金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贺邦靖一行应邀来我校讲学。

财政部清洁基金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谢飞，财政部驻江西省专员办专员严淑琴、财

政部驻广东省专员办专员江龙，江西省财政厅厅长胡强，校长王乔，副校长蒋金法、

易剑东出席报告会。报告会由校长王乔教授主持，我校 120余名师生在蛟桥园南区

综合楼第二会议室聆听了讲座。

6日下午，我校 2012 年科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典礼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 11楼第

三会议室举行。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出席开班典礼并作动员讲话。校党委组织部部

长陈建南、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雷迎春及 45名 2011年底新提任的党政管理岗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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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参加了开班典礼。典礼由组织部陈建南部长主持。

6日，[中国教育报]学雷锋成为长效机制——江西财大 22年坚持“学雷锋新人新

事一月一评”。
6日晚，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在枫林园校区大礼堂召开了 2012年学生党员党性修

养夜校第一课。邀请了学校副校长肖华茵教授讲授《对反腐倡廉问题的认识》的党

课。院党委书记方勤、副书记纪春福、各支部书记、学生党员和党课班学员 750余
人聆听了党课。

8日，“中三角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我校蛟桥园南区办公楼 9楼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主办，校科研处、产业经济研究院和其

他相关部门给予了鼎力支持。会议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知名专家与会，其中

包括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郭熙保教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系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江淮教授；美

国 George Mason大学区域政策分析博士，国土资源部与国家发改委国土规划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赵作权教授；《经济评论》执行主编，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叶初升

教授；我校杰出校友，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何维达教授等。

10日下午，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平来到江西财经大学蛟桥园校区，看望

慰问 2010级、2011级MPA地税学员并与全体学员进行了座谈。校长王乔会见了王

平局长一行。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MPA教育中心主任匡小平，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党总支书记陈荣，省地税局培训中心主任付小青、副主任穆华，2010级、2011
级非全日制MPA江西地税学员近百余人出席了座谈会。

11日，辽宁大学生在线联盟发展中心副主任梁士朋一行 19 人来校考察映山红

网站建设。宣传部副部长刘灵热情接待了梁士朋一行，双方围绕网站建设过程中在

技术运用、活动组织、应用推广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等问题在南区综合楼第三会议室

进行了座谈。

12日下午，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教授在研究生报告厅为会计学院入党积极分子

讲授了题为“论大学生党员的党性修养”的生动党课。

12日下午，副校长肖华茵、纪委书记杨建林带队对我校蛟桥园、枫林园、麦庐

园三个校区近期开展的校园环境卫生情况进行督察。学校管理服务督察组，学工处、

团委，后勤保障处，保卫处等单位负责人随同督察。

13日下午我校 2012 年度科研工作会议于在南区第二会议室召开。校党委书记

廖进球，副校长易剑东，校长助理王小平，校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援成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校长助理王小平主持。

13日下午，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来到外国语学院，为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党员和

党校第 51期的学员共 130余人带来了一场题为“学好党章，坚定理想信念”的主题讲

座。旨在鼓励大学生学好党章，增强党员意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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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上午，我校 2012年“校园开放日”工作会议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三会议室

召开，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会议。校属各单

位负责人，各学院党总支书记、副书记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肖华茵副校长主持。

13日下午，农工党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在蛟桥园南综合楼第二会议室举行换届

大会。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江西省委主委郑小燕，专职副主委涂建、校党委副书

记胡建华，农工党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朱英姿，江西财大党委统战部部长郭朝华出

席会议。农工党江西财大党员 20余人参加大会。

15日上午，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教授应邀来到蛟桥园南区 1204教室，为校党

校第 52期暨国际经贸学院分校第 7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作了题为“当代大学生肩

负建设文化强国重任”的专题讲座。

15日晚，我校第十届校园文化节十佳主持决赛暨颁奖晚会在一场洋溢着青春活

力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法学院党总支书记

左家盛以及校团委副书记习金文、韩国玉作为嘉宾出席决赛现场，校团委副书记付

艳老师、法学院分团委书记王昊老师以及人文学院辅导员马明老师担任比赛评委。

16日上午，校党委中心组在蛟桥园南区 11楼第三会议室，开展学习人民日报

评论员文章活动。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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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书记杨建林，校长助理王小平及校属各单

位党政负责人参加了学习活动。

17日下午 2:30我校 2012年度普通本科教学工作会议在蛟桥园南区第二会议室

召开。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王金华，副校长卢福财，校长助理王小平

出席会议。会议由王金华副书记主持。

17日，韩国青年代表团一行 40人在女性家族部青少年保护课课长李在福、部

青少年媒体环境课金泰东的带领下来我校进行访问交流。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一处副

处长张娆，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干部安英俊，团省委统战部李超群，副校长蒋金法出

席交流会。学工处处长、校团委书记王金海等接见了韩国代表团一行。

18日上午，吉林工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卢江率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行 15 人，就加

强高校党组织、党员、干部建设的措施、成效、经验以及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做法与

经验来我校调研。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座谈。

19日下午，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教授在蛟桥园北区学术报告厅作题为《世界经济

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应对》的学术报告，全校 500余名师生代表聆听了报告，报告

会由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始发主持。

20日，我校党委书记、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廖进球教授率队赴鹰潭、上饶等地，

对当地“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开展跟踪调查研究。随行调研人员分为鹰潭调研

小组和上饶调研小组，组成人员有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孝锋、江西

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朱丽萌、常务副院长王自力教授以及工商管理学院、产业经

济研究院、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的十多位博士、研究人员。22日下午，副校长卢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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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教授率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镇任组长的赣州调研组从南昌启程，赴赣州

开展调研工作。

20日至 21日，由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高校分会主办，我校承办的“2012年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年会”在井冈山召开。长江学者、北京师范大学邱东教授，天津财

经大学肖红叶教授，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校长王振龙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李

金昌教授，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校长杜金柱教授，浙江财经学院副校长苏为华教授，

中国统计出版社副社长龙玲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史代敏教授，东北财

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蒋萍教授，首都经贸大学统计学院院长纪宏教授以及李宝瑜、

葛守中、杨灿、徐国祥、陈梦根、向蓉美、宋旭光、杨仲山、向书坚、杨缅昆、杨

昌斌等国内统计学科知名学者共计一百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开幕式由我校校

长助理王小平教授主持。

20日上午，赣粤高速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启动暨与江西财经大学合作签约仪式在

赣粤大楼八楼会议室举行。江西财经大学校长王乔教授,副校长蒋金法教授,省交通运

输厅总工程师胡钊芳、科教处处长易宗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博士后管理办

公室主任喻经强，省高速集团副总经理王昭春，省联网中心副主任刘红生，赣粤高

速董事长、党委书记黄铮出席签约仪式。启动暨签约仪式由赣粤高速副总经理漆志

平主持。赣粤高速董事长、党委书记黄铮代表公司致欢迎辞。易宗发、喻经强、王

昭春、王乔分别代表省交通运输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高速集团、江西

财经大学致辞。启动仪式上，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黄铮与江西财经大学校长王乔

教授共同签署了博士后科研合作协议。

23日，学校聘请国家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江学者，原中

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邱东教授担任我校统计学院名誉院长，礼聘仪式在蛟桥园南校

区综合楼 11楼第三会议室隆重举行。校长王乔教授出席仪式，研究部主任李良智教

授、科研处处长严武教授及统计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了聘任仪式。仪式由易剑东副校

长主持。易副校长简要介绍了邱东教授的学习工作经历及其在教学科研方面的突出

业绩。

23日上午，中美合作培养 MBA项目第十一期毕业典礼在我校蛟桥园研究生部

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来自上海、深圳共 98名不同岗位的MBA学员顺利完成学业，

如期毕业。

23日下午，由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南昌大学联合

主办的石秋杰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我校北区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举行，在校的校领

导及师生代表共四百余人聆听了报告会，报告会由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

25日，应国际学院邀请，江西省外事侨务办公室李一平副主任来我校访问。副

校长蒋金法在办公室会见了李一平副主任一行，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蔡升桂，国际

学院院长杨慧、副院长肖珑参与了会见。

25日下午，韩国亚洲大学副校长金都泳教授率团访问我校，随团来访的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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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处处长尹丁镛、副处长金在恩，研究生学院招生工作负责人李相炫，亚洲大学

驻中国代表处负责人田洪磊。

26日，省委创先争优活动第一督查指导组来校检查指导工作。

26日下午，我校第九届心协文化节开幕式暨首届心理素质拓展大赛启动仪式在

蛟桥园南区室内球场顺利开幕，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学工处、团委领导以及心理

咨询中心老师出席了开幕式。

26日上午，江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江西省总工会在昌召开表彰大会，省领导

尚勇、莫建成、陈安众、孙刚等出席表彰大会。大会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2年江西省

五一劳动奖状、奖章的决定，并进行了颁奖仪式。我校被授予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状

荣誉称号，是全省教育系统唯一获此荣誉的高校。

26日晚 19 时，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民族文化节闭幕晚会在麦庐大礼堂隆重上

演。南昌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副局长余建明，民族宗教事务局民族处处长郭卫祺，

我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统战部部长郭朝华观看演出。

26日，省学联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团会第十六次会议在我校蛟桥园南区综合楼会

议室召开。团省委学校部部长、省学联秘书长李菲，省学联副秘书长华桦、曾远英，

我校学工处处长、校团委书记王金海出席会议，省学联驻会执行主席、省学联第七

届委员会主席团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27日下午一点，由我校团总支主办的“五.四”优秀分团委典型表彰大会在大学生

活动中心高雅艺术厅举办。我校学工处处长、校团委书记王金海、校团委副书记习

金文以及各学院分团委书记、老师和同学们共同参加了此次评选大会。

28日，王乔校长前往山东济南、青岛两地看望校友，受到两地校友的热烈欢迎。

校友联络办主任阙善栋随同前往。

30日，江西财经大学 2002届硕士研究生欢聚母校举办毕业十周年聚会。副校

长卢福财，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研工部副部长段远鸿、研究生部副主任李春根等

参加了座谈会。原研究生学院党总支书记、校宣传部部长欧阳康应邀参加了聚会。

五月

2日上午 9 时 30分， “江西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90 周年重温入团誓

词暨‘高举团旗跟党走，创先争优建功业’统一活动仪式”在我校蛟桥园北区崛起广场

举行。团省委副书记孙鑫，团省委学校部部长李菲，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学工处

处长、校团委书记王金海，校团委副书记习金文以及各学院分团委书记出席了仪式，

我校团员青年代表参加了仪式。仪式由校团委副书记习金文主持。

5日，雨后初晴的江财校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来自各地的校友代表、中

学教师、学生家长等逾千人参加了我校第二届校园开放日；来自新华社、江西日报、

江西卫视、江西教育电视台、大江网、中国江西网、江西晨报等省内外多家媒体的

记者前来参观报道。上午 9时，开幕式在蛟桥园北区崛起广场举行。校长王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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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蒋金法，校长助理王小平等出席仪式；相关职

能部门负责人、在校师生代表与前来参观的各界来宾共同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

肖华茵副校长主持。

5日上午，我校纪念建团九十周年大会暨“永远的雷锋”文艺汇演在蛟桥园北区大

礼堂隆重举行。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易小明出席大会

并观看文艺汇演，校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各学院党总支负责同志参加大会。大

会由学工部（处）部（处）长、校团委书记王金海主持。

5日早上 7 点，在我校蛟桥园崛起广场上，几百名身着正装即将走向的十八岁

的莘莘学子正以成人的姿态、豪迈的语调、庄严地许下十八岁成人誓言。校党委副

书记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学工处、校团委负责人、各学院党总支书记、副书记、

分团委书记和辅导员老师等出席了“十八岁成人礼”宣誓仪式，与青年学子们共同庆

祝这一重要时刻。

6日－8日，我校第 28次函授教育工作会议在福建省莆田市召开。副校长肖华

茵出席会议并致词。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袁雄作了题为《站在 30年发展新起点，续写

江财继教新篇章》的工作报告。来自江西、福建、河南、海南、贵州、广东、天津

等省（市）27个函授站的负责人，学校信息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金融学院、法

学院、人文学院及校属现代技术教育中心、教务处、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心等有关

部门的负责同志共 68人参加了会议。

7日，我校校长、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王乔教授，副校长蒋金法教授率财税课题

研究小组赴宜春市，对当地“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其财税政策开展跟踪调查

研究。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席卫群教授、研究生部副主任李春根研究员以及财税研

究中心、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七位教授随行调研。

8日，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段杰朴(Jean Philippe Davignon)、商务专员

李延睿女士在江西省外事侨务办公室领事处罗水香女士的陪同下访问我校。吴照云

副校长代表学校在迎宾厅亲切会见了段杰朴所率代表团一行，参与会见的还有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蔡升桂处长及相关工作人员。

9日上午，由中国商务部主办、江西财经大学实施的“发展中国家财经管理研修

班”在我校开班。江西省商务厅副厅长李文尧、我校副校长蒋金法出席开班仪式并分

别致辞。

蒋金法副校长代表江西财经大学致欢迎辞，对来自巴勒斯坦、缅甸、安哥拉等 20个
发展中国家财经管理部门的 24名学员表示热烈欢迎。蒋副校长介绍了我校的基本概

况、发挥大学服务职能的做法及在领导干部培训方面积累的相关经验，并表示将紧

密围绕研修主题，精心配备师资力量，合理设置培训课程，细心做好后勤保障服务，

努力为学员提供优质、舒适的学习环境。

9日下午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倪百祥应我校之邀，为金融

学院师生作了题为“江西省经济状况及金融业创新”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校长王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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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主持。

10日上午九时，海峡两岸摄影名家作品展在我校蛟桥园北区崛起广场开幕。江

西省政协副主席汤建人，华光摄影艺术学院董事长吴其萃，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

宫正、主席徐渊明，江西省高校摄影学会常务副主席章焕荣，省高校摄影学会副主

席、江西中医学院副院长杨明，江西财经大学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等出

席开幕式。开幕式由校长助理、校摄影学会会长王小平主持。

10日下午，应会计学院邀请，我校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易剑东教授在研究生学

术报告厅为会计学院师生作了一场题为“科研的使命和我们的选择”的精彩学术报

告。

10 号下午，校长王乔在南区综合楼会客厅会见了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University of Rey Juan Carlos）国际部副主任 Emilio.Navarro Heras。王校长首先代

表学校对 Heras主任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希望双方能够通过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

Heras主任高度评价了国际学院学生以及我校国际化办学所取得的成效，表示要在胡

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复制我校国际化办学的模式，同时对两校在学生交换、教师交流、

科研合作等方面的深入开展充满了期待。最后，王校长欢迎 Heras主任常来江西财

经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10日，校党委书记、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廖进球教授率三个调研小组先后前往

九江、景德镇和抚州开展调研，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孝锋、江西经

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镇、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朱丽萌、产业经济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王自力教授以及工商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研究院、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的

十多位博士、研究人员随同调研。

11日上午 9点，我校校园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在蛟桥园南区第三会议室召开，会

议由副校长肖华茵主持。校监察处、学工处、保卫处、管理服务督查组等部门负责

人及相关学院分团委书记参加了会议。

11日上午，应人文学院邀请，著名社会学家、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高柏在蛟桥园

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美元本位制与全球生产体系：金

融危机的制度根源”的精彩讲座。校长王乔会见了高柏教授。易剑东副校长主持了讲

座。该讲座活动由我校人文学院、国际学院、科研处组织，数百名师生现场聆听。

13日下午，我校MBA校友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一次理事会全体会议在

青山园校区报告厅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校友总会名誉会长廖进球，副校长吴照

云，校长助理、校友总会常务副会长王小平，党办校办主任、校友总会秘书长阙善

栋，MBA学院院长、MBA校友会总顾问周玫，MBA学院副院长、MBA校友会会

长彭元；我校 2009级 EMBA学员、江西省政法委副书记胡焯，2010级 EMBA学员、

江西省旅游局局长王晓峰，2009级 EMBA学员、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林彬扬，

2011级 EMBA学员、江西省司法厅政治部主任肖良，2011级 EMBA学员，江西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政委叶琳，春季MBA学员、共青团江西省委副书记廖良生等MBA



410

校友会第二届名誉会长出席会议。来自我校 EMBA硕士学位班、中美中澳班、春季

班、总裁研修班等各界MBA校友代表共计 300余人参加了大会。

15日，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江西财经大学协议签字仪式在我

校国际学术交流中心报告厅隆重举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江西省省长鹿心社、财

政部副部长张少春代表三方签署协议并讲话。

16日上午 9时，我校“六进楼栋”工作推进暨 2012届毕业生教育管理工作会议在

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三会议室召开。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16日上午，鲁东大学副校长曲荣君率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 5人来我校调研。我

校副校长肖华茵、校长助理王小平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南区综合楼第一会议室热

情接待了来宾，并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17日上午，我校校史馆、校友馆、博物馆建设工作会议在南区行政楼第二会议

室顺利召开。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校长助理王小平出

席会议。校史资料和实物征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以及各学院领导参加了会议。

17日下午，信息管理学院 2012年科研专题工作会议在荟庐楼 H402会议室顺利

召开。副校长易剑东,江西省科技厅计划处处长贺志胜等出席会议，校科研处处长严

武,首席教授徐升华、万常选、陶长琪，信息管理学院方志军院长、夏国华书记及学

院全体教师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廖国琼教授主持。

17日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我校第七届创业技能竞赛月（以下简称创技月）

闭幕式在蛟桥大礼堂隆重举行。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学工处、校

团委负责人以及各学院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分团委老师等参加了此次闭幕式。仪

式由校团委副书记郑威主持。

19日上午 9:00，应会计学院邀请，我校杰出校友、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

博士生导师秦荣生教授在蛟桥校区国际学术报告厅为我校师生作了一场题为“2011
年年报：上市公司会计、审计问题剖析”的精彩学术讲座。讲座由会计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谢盛纹教授主持。

16日-20 日，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党委组织部长陈建南及党办校办、组织人

事等部门相关人员一行 5人，先后赴天津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进行考察调研。

20日上午，我校团学微博体系启动仪式暨首届大学生记者论坛活动在蛟桥园南

区综合楼第二会议室举行。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团省委学校部部长李菲，省学联

驻会主席谢予民，学工处处长、校团委书记王金海，校团委副书记习金文，江西高

校传媒联副主席李航远等出席了仪式。我校人文学院新闻系文成老师新媒体发展趋

势进行讲座。仪式由校团委副书记习金文主持。

21日，我校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再创历史新纪录。

22日，易剑东副校长率队调研中华龙舟大赛暨鄱阳湖国际龙舟旅游文化节。

14日至 22 日，我校副校长蒋金法教授，原校长史忠良教授，艺术学院副院长

罗时武教授出访奥地利、捷克，访问了奥地利维也纳新城应用科技大学，奥地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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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兹大学和布拉格经济大学。

23日下午，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教授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迎宾厅亲切会见了来访

的日本冈山商科大学校长井尻昭夫教授，国际项目负责人胡勇彬先生一行。

23日下午，我校聘请著名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为

兼职教授仪式在研究生楼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随后，田国强教授为我校师生作了

一场题为“世界变局下的中国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学术讲座。副校长易剑东，校

长助理王小平以及两百余名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23日下午3点，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与江西财经大学合作办学签约仪式在南区综合楼十一楼第三会议室隆重举

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社会与科学系副主任、全球运营管理硕士项目主任、

博士生导师邓天立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中国区代表杨飞教授，我校副

校长、博士生导师蒋金法教授，国际学院院长杨慧教授、副院长肖珑教授出席了签

约仪式，签约仪式由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方勤教授主持。

24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原秘书、原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纪东少将作客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红土地论坛作第

二期第五讲，在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学术报告厅内为我校 400余名党员、干部、师生

代表带来了以《弘扬周总理精神风貌，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为主题的报告会。

报告由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主持。

24日下午，我校首届大学生创意文化节启动仪式在麦庐园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举行。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学工处、团委主要负责人，各学院主要党团干部出席

了开幕式。仪式由学工处处长、校团委书记王金海主持。

21日-2012年 5月 26日，吴照云副校长率校人事（职数编制）调整小组到上海

财经大学等院校就人事制度改革（职数编制）和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调研。

28日上午，我校校友、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彭凯翔教授应邀回母校讲学，校党委

书记廖进球，副校长卢福财分别会见了彭凯翔教授。

28日上午，我校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续签了新一轮“泰隆之星”奖学金合作协议，

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刘传文代表双方签署了

协议。

28日下午，由商务部主办、国际商务官员培训江西基地承办、江西财经大学实

施的“发展中国家财经管理研修班”在我校举行结业典礼。江西省商务厅副厅长李文

尧，我校副校长蒋金法出席结业典礼并分别致辞。来自巴勒斯坦、缅甸、安哥拉等

发展中国家财经管理部门的 24名学员参加了结业典礼。

20日至 28日,我校校长王乔教授访问比利时阿德维德大学根特学院和西班牙卡

洛斯国王大学。随行出访的有会计学院院长章卫东教授、法学院院长邓辉教授、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蔡升桂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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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下午，我校八届二次“双代会”代表提案交办会在校综合楼 11楼第三会议室

召开。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出席提案交办会，我校 12个提案办理单位负责人参加了

提案交办会。

30日晚，我校“雪津 NBA”杯篮球联赛总决赛暨闭幕式在蛟桥园北区篮球场隆重

举行，我校副校长吴照云、易小明、卢福财，国际学院、金融学院、体育学院等部

门领导以及本届比赛赞助商百威英博雪津啤酒有限公司总经理等出席了本次活动，

并给各获奖学院和个人颁发了奖杯、证书。

六月

2日，由上海市江西商会主办的两江论坛暨“三校一会”大型联谊会在上海嘉定举

行。4日上午，副校长肖华茵冒雨巡视了我校所辖共计 1300米建丰堤堤段，查看了

水位情况，听取了责任部门开展巡堤查险任务的工作汇报，了解了物质储备及人员

配备等工作开展情况。

5日下午，我校在蛟桥园南区综合办公楼十一楼第三会议室召开全校办公室主

任会议。校长助理王小平，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王火生出席会议，党办、校办主任

阙善栋主持会议。

6日—8日“2012中国（江西）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暨警用装备展览会”在南昌

国际展览中心隆重举行，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舒晓琴，省发改

委、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工信委、各兄弟省市公安机关主管单位的负责人共同

出席了 6日上午举行的开幕仪式。我校校长王乔教授应邀出席了本次展览会的开幕

式。为增加高校学子对信息高科技公共安全产品的了解，我校信息管理学院还专门

组织了 50余位同学观摩了此次展览会的盛况。

6日上午，我校 49级 20 余名校友返校，这是我校解放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

其中年纪最大的 83岁，大部分校友超过 80岁。他们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可依然神

采弈弈，身体健康。49级校友们多少次想回母校看看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7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信息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乌家培教授在麦庐园校区荟

庐楼 H402会议室，为我校师生作了一场题为《关于企业理论的探讨》的学术报告。

9日，全国高等财经教育研究会成人教育工作专业委员会第五次年会在辽宁大

连召开。本次会议由全国高等财经教育研究会成人教育工作专业委员会主办，东北

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承办，来自全国 20所财经高校近 50名代表参加，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我校副校长肖华茵，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我校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袁

雄，副主任委员、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陈丽萍等参加了会议。

10日晚，江西财经大学 2012届“此岸青春，彼岸华”毕业生晚会在蛟桥园大礼堂

隆重举行。著名管理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首席教授苏东水应邀出席。校党委副书

记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吴照云、卢福财，校长助理王小平莅临现场观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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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美国密苏里州前任州长 Bob Holden先生携同美国资本商务发展协会的总

裁 Thomas Smith 先生和我校 79级校友刘克清先生到访我校，Bob Holden先生此行

的目的旨在推动我校与美国中西部大学交流，并且探讨我校在美国设立孔子学院的

相关事宜。王乔校长会见了 Bob Holden先生一行，蒋经法副校长一同参加会见。

15号上午，王乔校长会见了美国阿卡迪亚大学校长卡罗·奥克斯霍姆及副校长斯

迪夫·迈克尔。副校长蒋经法，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蔡升桂、副处长高杨松，国际

学院副院长肖珑及相关工作人员参与了会谈。

16日上午，由我校主办，MBA校友会、《当代财经》杂志社承办的第七届校友

论坛暨首届企业家论坛在我校蛟桥园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行。

16日上午，我校校友总会一届三次理事会会议在蛟桥园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江

西财经大学校友总会会长、校长王乔，常务副会长、校长助理王小平，副会长张军、

王平、赖小民、古时银、李进安，秘书长阙善栋出席会议。校友总会理事及委托代

表共计 86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王小平常务副会长主持。大会审议通过了《校友会

工作报告》（书面），表决通过了增补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议案。

副校长易剑东教授率团于 2012年 6月 6日至 19日赴英国考文垂大学 (Coventry
University) 和法国巴黎第一商学院 (Institut Supérieur du Commerce (ISC), Paris) 进

行了友好访问。我校体育产业研究院教工，英国考文垂大学体育产业经济学在读博

士生舒竞等随同出访。

21日上午，我校 2012级中澳合作培养MBA项目开学典礼在蛟桥园校区研究院

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国际商业研究生院 MBA 课程总监 Bob
Gilliver博士，我校副校长卢福财教授，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高杨松博士，MBA
学院副院长彭元博士等出席典礼。MBA学院教职员工及 2012级中澳 MBA全体新

生共计 90余人参加了典礼。开学典礼由MBA学院院长周玫教授主持。

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于 2012年 6月 23日出席厦门大学邓子基资深教

授从教 65周年暨 90华诞庆典，党办校办主任阙善栋、审计处处长邹传教、财税与

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匡小平、《当代财经》杂志社副社长魏琳等随同参会。

26日，英国考文垂大学主管国际化副校长 David Pillsbury博士，商学院副院长

Don Finlay 博士以及中国学术合作主管裘知女士访问了我校，校长王乔教授，副校

长易剑东教授分别亲切接见了考文垂访问代表团一行。

27日，江西财经大学 2012届学生毕业典礼在蛟桥园北区大礼堂隆重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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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小明、卢福财、蒋经法、易剑东，校纪委书记杨建林，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

典礼。毕业典礼由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主持。

30日下午 17 时，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江西财经大学合作协议签约暨研究中

心揭牌仪式在我校蛟桥园南区综合楼会议室隆重举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张忠厚，副院长郭兵、胡淑珠、夏克勤，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刘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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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副校长肖华茵、易小明、卢福财、易剑东，及法

学院院长邓辉等出席了揭牌仪式。仪式由副校长卢福财主持。

七月

2日早 9时，2012年暑期三下乡出征仪式在大学生活动中心隆重举行。校党委

副书记王金华，组织部、宣传部、教务处、团委负责人出席仪式。仪式由学工处处

长、校团委书记王金海主持，学校以及各学院“三下乡”代表队参加了本次仪式。

2日上午 9时 30 分，我校 2012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志愿者表彰大会暨欢送

会在南区综合楼十一楼第三会议室举行。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出席仪式，校团委书

记王金海、副书记习金文及即将奔赴西部服务的 43名志愿者参加了会议。活动由校

团委书记王金海主持。

7日下午，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贵芹莅临我校指导工作，并在麦庐园英庐人

文学院会议室与全院教师座谈。座谈会由卢福财副校长主持。

11日-12 日，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在湾里召开《中三角与江西经济发展》研讨

会及院工作期末总结会议。副校长易剑东教授、科研处处长严武出席会议，江西经

济发展研究院教职工与部分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9日至 15日，校史馆泰和、赣州史料征集项目组一行四人在宣传部副部长胡文

烽的带领下，先后到泰和、兴国、宁都、赣州等地搜集史料。通过考察省立南昌商

业职业学校旧址、走访校友、查阅地方志等文献资料，征集到图片资料 500余张，

实物数件。

22日，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副校长肖华茵带领校

属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别来到青山湖区人武部、江西省预备役师、解放军某部、经开

区武警消防大队、南昌陆军学院等单位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长期以来对我校建设

发展的关心、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八月

6日，美国米勒斯维尔大学教授郭恩扬来我校访问，受到王乔校长的热情会见。

王乔校长表示，非常欢迎江财的校友回到母校参观访问，并多为母校的发展献言献

策。

15日，江财MBA校友会一行 30余人在校长助理、校友总会常务副会长王小平

带领下来到海尔、海信集团，进行了本次品牌之旅学习参观活动。MBA校友会会长

彭元，MBA校友会执行会长严庆，常务副秘书长刘志鹏以及校友会副会长、理事成

员随行考察。

20-24日, 我校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成功举办校党委中心组（扩大）第八次学习

活动。全体校领导，党委中心组其他成员及校属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为期五天

的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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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5日下午，蒋金法副校长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十楼迎宾厅会见了美国莫瑞州立

大学副校长 Don Robertson教授、ESL中心主任 Guangming Zhou博士一行。

6日至 7日，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率队前往广西大学和广西财经学院进

行学习调研。党办校办主任阙善栋、组织部部长陈建南、研究生部主任李良智、现

代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国荣随行调研。

8日，我校 2012年迎新工作进入最紧张的一天，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

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易小明冒着高温分别来到蛟桥园、枫林园、麦庐园校

区迎新现场进行巡视。党办校办、宣传部、学工处、保卫处、后勤保障处等部门负

责人随同查看了现场。

9日，第 28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校长王乔在党办校办、校工会负责人和离

退休人员工作处工作人员陪同下，到成圣树等老教授家中走访，为他们送去鲜花和

慰问金，更送去学校党委、行政和全校教职工对老同志的关心与祝福。

10日上午 8时 30分，我校 2012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蛟桥园运动

场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南昌陆军学院副政委雷起平，校党委

副书记胡建华，副校长吴照云、卢福财、蒋金法，纪委书记杨建林，校长助理王小

平出席典礼。

13日下午，广东商学院副校长王廷惠率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 10 人就做好绩效

工资分配方案来我校调研。我校副校长吴照云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南区综合楼第

三会议室热情接待了来宾，并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10日-19 日，副校长易小明教授率队参加了欧洲国际教育协会在爱尔兰首都都

柏林举办的“欧洲国际教育协会”第 24届年会及教育展会，以及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与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共同举办的“中英研讨会”。
19日上午 9时，蛟桥园校区北区研究生报告厅内，我校 2012级 EMBA开学典

礼隆重举行。校长王乔教授，副校长卢福财教授出席典礼。研究生部主任李良智，

MBA学院院长周玫等，2012级 EMBA班主任、MBA学院部分教师、部分 2011级
学员及全体 2012级学员参加了开学典礼。

19日上午，蒋金法副校长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十楼迎宾厅会见了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立大学(东湾)英语系终身教授邹科博士。

21日上午，江西省教育厅隆重举行首批江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授牌仪式。

朱虹副省长为我校“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监测、预警与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

心”授牌。这标志着我校正式成为首批江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单位，是我校在“政
产学研”协同创新工作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

23日，江西财经大学厦门校友分会 78级校友毕业 30周年、88 级校友毕业 20
周年、98级校友毕业 10周暨迎接 2012届新校友联谊活动圆满举行。校长助理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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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招就处、校友办负责人，78级、88级、98级、2008级在厦近百名校友出席联

谊会。

25日，我校 2012级新生军训总结表彰大会正在蛟桥园北区田径场隆重举行。

25日，芬兰奥卢大学校长 Lauri Lajunen教授、科学学院院长 Petri Pulli教授、

会计系主任 Janne Järvinen教授、科学学院项目主管 Kari Pankkonen先生、国际处处

长 Kimmo Kuortti 教授等一行六人访问我校，王乔校长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迎宾厅

亲切会见来宾。

25 日,王乔校长在我校迎宾厅会见了留学生代表、比利时阿特维德根特学院

Dieter Synhaeve, Manderley Gits和 Paul Jean Van Den Hende。
17日至 26 日，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教授一行对英国林肯大学、考文垂大学、

斯旺西大学，以及德国的维尔茨堡应用科技大学进行了友好访问。我校国际经贸学

院院长袁红林和外国语学院院长叶卫华随同出访。

28日，由MBA学院主办的江西财经大学第 46届高管论坛暨MBA校友会四周

年金融主题论坛在滨江宾馆举行。副校长卢福财，校长助理王小平，MBA学院院长

周玫、副院长彭元、MBA校友会执行会长严庆和论坛主讲嘉宾安永信控股董事长乔

志杰等出席开幕式。来自各地的 EMBA、中澳MBA、中美MBA与及总裁班的 300
多名MBA校友其乐融融欢聚赣江之滨，围绕企业金融力建设共同探讨学习。

29日，江西财经大学党外人士庆国庆、迎中秋座谈会暨情况通报会在蛟桥园南

区综合楼 11楼第三会议室召开。校党委副书记、校长王乔出席会议并向与会人员通

报了学校近一年来的重要工作情况,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主持会议。

十月

2日下午，我校 78级校友毕业 30周年“峥嵘岁月稠”联谊会在艺术学院高雅艺术

厅举行，阔别母校三十年的学子重新回到母校的怀抱，彼此述说别离的故事。校党

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副校长吴照云、卢福财，校长助理王小平，78级的全体

同学以及任课教师代表参加了本次联谊会。联谊会由校长助理王小平主持。

2日，92届校友毕业二十周年联谊会在江西财经大学蛟桥园北区学术报告厅举

行。校长王乔，副校长吴照云、易小明、卢福财、蒋金法，校长助理王小平以及 92
届返校校友出席了联谊活动。

2日，盛装的蛟桥园迎来了一批批远游学子的回归。在这个喜庆而温馨的日子

里，江西财经大学校友馆作为献礼学校 90周年校庆、喜迎 78级校友毕业 30周年返

校的一份特殊礼物，经过长期的精心筹备，终于于 2012年 10月 2日上午隆重开馆。

部分在家校领导、78级校友和部分在校师生代表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3日至 4日，由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以及台湾淡江

大学等单位主办，台湾中山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承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企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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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术研讨会在台湾高雄召开。来自海峡两岸 30余所院校的 1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

了大会。我校副校长吴照云教授应邀率团参加了此次会议。

8日，副校长蒋金法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迎宾厅会见了考文垂大学体育赛事管

理中心主任 Neville Clements 教授一行七人。蒋金法副校长对 Neville 教授一行的来

访表示欢迎，同时向他们介绍了我校的发展情况，Neville 教授极为赞赏我校近年国

际化办学取得的成就，并对双方合作科研项目的进展情况作了说明，双方对两校在

教师交流、学术合作中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

11日下午，赣江之畔的江报传媒大厦会议室，江西日报社社长王晖、江西财经

大学校长王乔代表双方在江西财经大学与江西日报社战略合作协议上签字，标志着

江西日报社与江西财经大学社校合作正式启动。这是全省首份由高校与媒体签订的

战略协议，它开启了一个智力优势与传播优势结合的新平台，开通了一条智力优势

转化为传播优势，传播优势借助智力优势的新通道。

12日下午，学校举办了 2012 年度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典礼。校党委副书记胡

建华、副校长吴照云出席了开班典礼，校党委组织部部长陈建南、组织部副部长汪

业军、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雷迎春及由各教学学院选拔的 36名青年干部参加了开班

典礼。典礼由陈建南部长主持。

15日上午，由江西理工大学校长助理姜在东、江西理工大学保卫处处长邓理龙、

抚州职业技术学院保卫处处长吴新辉、江西太阳能科技职业学院保卫处副处长简勇

刚组成的安全稳定评估小组莅临我校进行检查指导。工作汇报会在南区第三会议室

进行，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副校长肖华茵、蒋经法，校长助理王小平出

席汇报会，校属各部门安全工作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16日，为考察我校办学特色及办学成效，教育部社科司司长杨光来校调研，教

育部社科司教学处处长陈矛，江西省教育厅社政处处长彭祖雄随同调研。调研座谈

会于当日上午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一会议室举行。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

乔，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卢福财出席会议。

16日，蒋金法副校长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迎宾厅会见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学

院国际发展办公室主管 Amy Burton女士、Steven Wu博士一行。蒋金法副校长首先

对 Amy Burton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简要介绍我校的建校历程、学科优势和国际化

办学情况

17日上午，王乔校长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迎宾厅亲切会见美国威斯康星协和大

学(Concordia University, Wisconsin)校长 Patrick Ferry教授一行。

18日上午九点，我校第 32届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麦庐园校区田径场隆重开幕。

校长王乔，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易小明、卢福财、蒋经法，

校纪委书记杨建林，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运动会组委会主任、副

校长肖华茵主持。

18日至 19日，应法学院邀请，法国著名法学家、巴黎第二大学 Michel Grimal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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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访问我校，并在法学院作了题为“变革中的法国合同法”的学术讲座及其他学术

交流活动。

20日，在全校师生的热情参与和共同努力下，我校第 32 届体育运动会圆满完

成各项赛事，于 16时闭幕。副校长肖华茵、易小明、蒋金法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

席闭幕式。体育学院院长郑志强主持了闭幕式。

24 日至 26 日，应体育学院邀请，法国著名体育营销专家、巴黎第十一大学

Michel Desbordes教授访问我校。

25日下午，在研究生楼报告厅隆重举行了我校首届“黄金杯”校园贵金属模拟交

易大赛启动仪式。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深圳黄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施堰生、校

团委书记王金海、金融学院党总支书记胡建国、金融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邹春发出席

了本次启动仪式。仪式由校团委书记王金海主持。

27日晚，江西财经大学第二十三届学术节开幕式在麦庐大礼堂举行。

28日，为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弘扬江西地方特色文

化，推动江西教育事业的复兴，加快江西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朱熹诞辰 882周年纪

念日之际，“白鹿洞论坛·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学术峰会”在我校隆重召开。

30日下午，省法学会会长办公会在我校南区综合楼第一会议室召开，省法学会

会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小琴，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刘德意，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智，省国家安全厅巡视员潘金生，江西农业大学纪委书记徐兰宾，省法学会副会

长叶青，江西财经大学校长王乔，法学院院长邓辉等出席会议。

十一月

2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来我校讲学

2日下午，副校长吴照云教授为我校 2012年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作题为《大学

与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讲座，培训由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雷迎春主持。

5日，为深入宣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成就、新变化，唱响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旋律，营造学生

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根据省委宣传部和省委教育工委的部署，江西省委常委、省

委宣传部部长姚亚平来到我校作专题形势报告。报告会在蛟桥园北区国际学术交流

中心报告厅举行。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厅长虞国庆，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陈东有，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工委相关处室的负责人，江西财经大学党政班子成员、

中层干部以及师生代表共 450余人聆听了报告。报告会由虞国庆主持。

7日上午，台湾铭传大学校长李铨率该校观光学院院长暨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

陈耀竹、管理学院院长黄旭男、师资培育中心主任沈佩蒂、金融系系主任卢阳正、

大陆教育交流处萧耀文、秘书处主任陈翠绫、大陆教育交流处组员郑昭铃等一行八

人来我校访问，并与我校签订合作交流协议。签约仪式在江西财经大学南区综合楼

迎宾厅举行。我校校长王乔，科研处处长严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蔡升桂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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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会见和合作签约仪式。

8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孙铮率该校会计学院院长陈信元、副院长李增

泉就“会计改革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立相关事宜来我校交流协商。校党委书记廖

进球，副校长蒋金法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南区综合楼第一会议热情接待了来宾。蒋

金法副校长，科研处及会计学院相关负责人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9日下午，王乔校长为我校 2012年度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作了《坚守使命提升

质量特色发展——关于学校发展的思考与认识》的专题讲座。

9日，副校长肖华茵教授受南京大学的邀请，出席了本年度召开的第十一届李

国鼎论坛——海峡两岸经济科技发展趋势研讨会。本届李国鼎论坛在南京大学鼓楼

校区安中楼报告厅举行。

10日下午，福建莆田学院副校长宋建晓一行 5人就人事制度管理、成教工作、

图书馆建设、后勤管理等系列议题来我校交流。副校长肖华茵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在南区综合楼第一会议室热情接待了来宾，并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12日晚上，我校 88 届校友、宜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洪波在蛟桥园北区国

际学术交流中心报告厅作了题为“塑造阳光心态，构建美好人生”的报告。校党委王

金华副书记、校学工处长、团委书记王金海、会计学院院长章卫东、会计学院副院

长樊明、会计学院老师、研究生和本科生学生党员 450余人共同聆听了报告。报告

会由会计学院章卫东院长主持。

17日下午，应学校邀请，我校自开办本科教育以来的 59级、60级、61级部分

北京老校友相聚北京湘水之珠大酒店，共叙同窗情谊，共谈工作体会，共话母校明

年 90周年校庆盛事。

17日，“承创业之本，传学术之风”，江西财经大学第 23届学生学术节模拟板块

集中展示分别在蛟桥、麦庐和枫林三个校区隆重开幕。

16--17 日，副校长吴照云率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行赴九江学院参加了由江西省

管理学会主办、九江学院商学院承办的江西省管理学会成立大会暨 2012年年会。省

政协副主席汤建人，省社科联副主席吴永明，华东交通大学副校长史焕平，江西经

济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秦夏明，九江学院党委书记郑翔，南昌华南城有限公司总经

理章学方，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西省委会秘书长陈洪萍，经济管理出版社总编辑沈志

渔出席会议，来自省内 20 多所高校的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副院长、教师代表等共

70余人参加了会议。

19日下午，校党委召开 2012 年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十八大是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我党在奋

斗历程中又一次高举旗帜、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大会。

24日上午，首届赣鄱金融论坛在江西财经大学隆重举行。赣鄱金融论坛是由江

西财经大学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研究中心、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组织的首次金融名

家论坛，出席本次论坛的嘉宾有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智勇、著名经济和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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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吴晓求、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民等领导、专家和学者，以及前来参会的

江西省内外高校师生共计 400余人，本次大会的主题为金融服务、创新与区域经济

发展。江西财经大学校长王乔首先代表学校向论坛致开幕词，他介绍了学校基本情

况以及赣鄱金融论坛的主题，并对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最诚挚的欢迎。

27日上午，我校 2012年银联励志助学金发放仪式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 11楼第

三会议室举行。中国银联江西分公司副总经理廖晓勤女士、江西省慈善总会副会长

郭爱华女士，江西财经大学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出席了本次奖学金发放仪式。48名
受助学生参加了发放活动。

29日上午，校党委廖进球书记为研究生作的以“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认识”
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主题报告会在研究生楼报告厅举行，我校研究生院

全体党员和经济管理类专业研究生党员参加报告会，报告会由研究生院李良智院长

主持。

30日上午，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来校调研，并与我校教职工交流高校改革发

展经验心得。调研座谈会在蛟桥园南区第三会议室举行，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

王乔，副校长肖华茵、吴照云、易小明，纪委书记杨建林，校长助理王小平及各职

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十二月

1日，由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中国工业经济学会联合主办

的“2012年全国产业经济学研究生学术论坛”在我校成功举行。校党委书记、产业经

济研究院院长廖进球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词。

1日下午，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云南分会在昆明正式成立。副校长肖华茵,校长

助理王小平及党办校办、校友办等相关部门和学院负责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北京、

上海、广东、深圳、贵州、重庆、四川、广西、MBA等九个兄弟校友会代表及在滇

工作的 400多位校友共同见证了此次盛会。

1日，为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凝聚智慧和力量，更好

地服务于富裕和谐秀美江西的建设，由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举办的 2012年江西

省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周在我校麦庐园法学院学术报告厅正式启动。江西省省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陈东有、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祝黄河、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

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副校长蒋经法等出席了学术活动周启动仪式和报告会，我校

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共 4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报告会由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廖进球主持。

4日下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方凡泉一行来我校就财务制度等内容进行

考察交流。校长王乔会见了方凡泉一行，副校长蒋经法、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与方

凡泉一行在蛟桥园南区第三会议室展开座谈。

4日下午，广西财经学院副院长蒙丽珍教授率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谢沛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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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行访问我校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肖华茵副校长在学院会议室会见了来访客人。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组织部、人事处、学工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见。

5日至 6日，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商学院院长Mark Hirst教授来我校访问。 5 日

上午，Mark Hirst教授走入我校研究生课堂，与校长助理王小平教授合作，共同为研

究生进行一堂中外教授的联合授课。

7-9日，为广泛发掘中国悠久财税历史，诠释中国财税之路和新时期财税事业的

成果，推动中国近现代财税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国财税博物馆与我校财税研究中心、

中国税票研究中心、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中国近现代财税历史学术研讨

会”。会议在我校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举行，主要围绕“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财政转型

及其启示、晚清至民国时期财政体制和税收体系改革研究、革命根据地财税政策研

究、抗战时期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近现代公债史研究”等议题展开。校长王乔教授

出席开幕仪式，代表学校致开幕词，他介绍了学校基本情况，并对出席论坛的嘉宾

表示诚挚的欢迎。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李玉环随后致词，介绍了召开此次会议的背

景和意义。

9日晚，我校第 28届合唱艺术节暨“一二•九”大合唱活动在校麦庐大礼堂隆重举

行。来自各学院、老干处、附中等单位的代表队进行了精彩角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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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助理王小平，以

及各学院党团干部、教师代表和广大同学一起现场观看了大赛。

12日上午，省委副书记尚勇来到我校开展调研，实地考察学校建设发展情况，

与我校领导和教职工座谈，深入宣讲十八大精神，听取学校办学和加强内涵发展的

情况和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加强内涵建设，提高

教育质量的指导意见和工作要求。

14日，我校与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合作培养MBA项目开学典礼在蛟桥园北区研

究生报告厅举行。纽约理工学院副校长 Rahmat Shoures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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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典礼。MBA学院院长周玫、国

际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高杨松、纽约理工学院中国校友会负责人仝雷与中美合作培

养MBA项目上海、北京和深圳三地学员 120余人参加了开学典礼。

18日下午，共青团江西省委副书记廖良生以“信仰指引人生生路，青春共话十

八大”为主题来我校宣讲，报告会在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报告厅进行。

19日下午，江西省委十八大精神宣讲团成员、省委党校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所所

长黄世贤教授来到我校，为我校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生动的十八大精神宣讲。校领导

班子全体成员，党群部门副处级以上干部，行政、教辅部门、科研机构、附属单位

主要负责人，各学院院长、党总支书记和师生代表共 400余人聆听了报告。

21日，2012年江西省高校国际处长联席会在我校南区第二会议室召开。来自南

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 22所高校的国际处长及外事专管员 40余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江西省教育厅国际处处长陈敏主持。



422

26日下午，江西省人大预算工委主任张振球率省人大代表和专家一行 20余人，

在江西省教育厅宋雷鸣副厅长的陪同下，到我校进行财务预算工作调研。

27日上午，全省首个高校青联组织、江西财经大学青年联合会正式成立，第一

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二会议室召开。省青联主席、团省

委副书记曾萍，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王金华，团省委统战部、

学校部，校组织部、学工部、工会负责同志，以及我校省青联代表、青联委员出席

了会议。校长王乔在会前会见了曾萍书记一行。

28日财政部人教司张建刚处长、干部教育中心冯占武处长近日来到我校，对共

建高校干部教育培训基本情况进行调研。校长王乔在调研座谈会前亲切接见了张建

刚、冯占武一行。副校长肖华茵，党办校办、继续教育学院、后勤保障处负责人参

加了调研座谈会。

（档案馆黎荆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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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党字[2012]41号

42 关于表彰 2012级军训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江财党字[2012]42号

43 关于刘定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2]43号

44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实施“十二五”全民健身实施计划》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2]44号

45 关于成立党建工作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2]45号

46 关于推荐杨建林同志兼任江西省审计学会副会长的请示 江财党字[2012]46号

47 关于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和规范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 江财党字[2012]47号

48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开展 2012年度校属各单位综治工作考核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2]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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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关于推荐担任我校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职务人选的函 江财党字[2012]49号

50 关于徐翔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2]50号

51 江西财经大学 2012年度考评方案 江财党字[2012]51号

52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工作方案》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2]52号

53 关于江西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人选推荐情况的报告 江财党字[2012]53号

54 关于第十一届江西省政协委员人选推荐情况的报告 江财党字[2012]54号

55 关于确定我校第三批示范性党员活动室及示范性党员活动室建设点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2]55号

56 空号 江财党字[2012]56号

57 江西财经大学 2012年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工作报告 江财党字[2012]57号

58 关于免去刘操同志职务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2]58号

59 2012年度江西财经大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情况的报告 江财党字[2012]59号

60
关于对江西财经大学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拟获奖成果进行政治和学风把关的复函
江财党字[2012]60号

61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组织部创先争优六个长效机制文件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2]61号

62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2年工作总结》的通知 江财党字[2012]62号

江财党办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召开校八届二次教代会暨工代会的通知 江财党办字[2012]1号

江财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申请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资格的申请 江财字[2012]1号

2 关于申请偿还银行贷款的报告 江财字[2012]2号

3
关于成立干部结构调整工作小组、人事（职数编制）调整工作小组和校庆筹

备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财字[2012]3号

4 空号

5 关于协助办好省部公共建设江西财经大学有关问题的指示 江财字[2012]5号

6 关于报送共建工作的报告 江财字[2012]6号

7 空号

8 关于解聘刘小瑜同志职务的通知 江财字[2012]8号

9 关于申请开展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的指示 江财字[2012]9号

10 关于谢嘉琪等 7名高收费专业学生转专业的请示 江财字[2012]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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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合理分配高等教育资源的建议 江财字[2012]11号

12
关于成立统计学博士后流动站增设申报暨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确认申报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财字[2012]12号

13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请示 江财字[2012]13号

14 江西财经大学 2012年民生工程安排意见 江财字[2012]14号

15 关于表彰 2011年度优秀博士后及博士后联谊会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江财字[2012]15号

16 关于表彰 2011年度“科研十强”和“青年教师科研五强”的决定 江财字[2012]16号

17 关于汪洋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字[2012]17号

18 关于我校 2012届成人高等学历毕业生信息电子注册的请示 江财字[2012]18号

19 关于确定省部共建江西财经大学协议内容的请示 江财字[2012]19号

20 关于給予党办校办校友办等 21个单位通报表扬的决定 江财字[2012]20号

21 关于我校公务用车处置的请示 江财字[2012]21号

22 关于授予肖建文等 10人 2011年度“服务十优”称号的决定 江财字[2012]22号

23 关于严武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江财字[2012]23号

24 关于调整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分制管理制度中弹性学制的请示 江财字[2012]24号

25 关于印发年 2012年度《学校工作报告》的通知 江财字[2012]25号

26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2年“校园开放日”活动方案》的通知 江财字[2012]26号

27 空号

28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管理服务督查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字[2012]28号

29 关于补注册我校 2003届普通本科生陈戌学历电子注册信息的请示 江财字[2012]29号

30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形象识别系统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字[2012]30号

31 关于我校燃油锅炉处置和青山园食堂拆除的请示 江财字[2012]31号

32 关于省部共建江西财经大学日程安排有关问题的请示 江财字[2012]32号

33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务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江财字[2012]33号

34 空号

35 关于我校购进进口全自动生化仪器设备的请示 江财字[2012]35号

36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开展教育收费中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江财字[2012]36号

37 关于我校申请建筑节能综合改造项目资金的请示 江财字[2012]37号

38 关于修改我校 2012届部分毕业生学籍信息的请示 江财字[2012]38号

39 关于调整江西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委员的请示 江财字[2012]39号

40 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吴志贞等 869名学生学士学位的请示 江财字[2012]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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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空号 江财字[2012]41号

42 “关于请求重新核定我校编制的请示”；“关于张鹏等 2为同学转专业的请示” 江财字[2012]42号

43 空号

44 关于我校蛟桥园南区综合楼改造的请示 江财字[2012]44号

45 关于李秀香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江财字[2012]45号

46 关于马德富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江财字[2012]46号

47
关于邀请胡幼桃副省长出席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的请示
江财字[2012]47号

48
关于对我校 2004届普通本科生曾琳学历电子注册信息补注册的请示；

关于我校开展“神游鄱阳湖，扶贫献爱心”活动情况的汇报
江财字[2012]48号

49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招生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江财字[2012]49号

50 关于我校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推荐人选的请示 江财字[2012]50号

51 关于同意我校 2009级本科学生蔡珊珊提前毕业的请示 江财字[2012]51号

52 关于补注册我校 2005届普通本科生范智学历电子注册信息的请示 江财字[2012]52号

53 关于同意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专升本和专科学生提前半年毕业的请示 江财字[2012]53号

54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职工重大疾病医疗费用互助办法》的通知 江财字[2012]54号

55 关于我校 2012届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情况的报告 江财字[2012]55号

56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通信网络设施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字[2012]56号

57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关于修改我

校 2010届专科毕业生刘圣恩学籍信息的请示
江财字[2012]57号

58 关于申请 2013年度援外培训项目的请示 江财字[2012]58号

59 关于调整学校预算的请示 江财字[2012]59号

60 空号

61
关于成立“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监测预警与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的

通知
江财字[2012]61号

62 空号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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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请示 江财字[2012]63号

64
关于我校申报 2012 年度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情况的

报告
江财字[2012]64号

65 江西财经大学 2012年特殊类型招生情况报告 江财字[2012]65号

66 关于举办江西财经大学 90周年校庆的请示 江财字[2012]66号

67 关于我校申报江西省 2012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的报告 江财字[2012]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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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关于申情安装红机保密电话的请示 江财字[2012]68号

69 关于许基南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字[2012]69号

70 关于申报江西省第二批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的报告 江财字[2012]70号

71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迎接省人大 2013年部门预算重点审查工作领导小组

的通知
江财字[2012]71号

72 关于要求购买柯斯达中巴客车的请示 江财字[2012]72号

73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 2011—2012学年国家奖学金评审情况报告 江财字[2012]73号

74 关于邀请外国使领馆官员出席我校国际学院成立十周年庆典的情史 江财字[2012]74号

75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普通本专科学生 2012学年学籍电子注册情况的报告 江财字[2012]75号

76 关于申报第三批“赣鄱英才 555工程”推荐人选的报告 江财字[2012]76号

77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财字[2012]77号

78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 2011-2012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情况报告 江财字[2012]78号

79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加强和改进编制、职称和岗位管理工作的意见》

的通知
江财字[2012]79号

80 关于批准我校 2012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计划的请示 江财字[2012]80号

81 关于申请“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院校”资格的请示 江财字[2012]81号

82 关于我校“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更名的请示 江财字[2012]82号

83 关于李良智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字[2012]83号

84 关于申请用剩余化债资金提升学校内涵建议的报告 江财字[2012]84号

85 关于我校推荐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报告 江财字[2012]85号

86 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羊博莲等 764名学生学士学位的请示 江财字[2012]86号

87 关于刘满凤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江财字[2012]87号

88 关于廖进球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江财字[2012]88号

89 关于启用江西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协同创新中心”印章的通知 江财字[2012]89号

90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拆除蛟桥园第四教学楼的请示；

关于给予江西财经大学办公自动化系统改造资金项目的请示
江财字[2012]90号

91
关于要求给予江西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学术报告厅建设资金的请示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发文管理办法（2012年修订）》的通知
江财字[2012]91号

92 空号

93 关于支持江西财经大学项目建设的请示 江财字[2012]93号

94 空号

95 关于启用“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印章和钢印的通知 江财字[2012]9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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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请建设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场资金支持的请示 江财字[2012]96号

97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干部教育培训情况的调研报告 江财字[2012]97号

98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更改 1995届毕业生方士舜学历电子注册信息的请示 江财字[2012]98号

99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补注册往届本、专科学生邓静等 16人学历电子注册信息的

请示
江财字[2012]99号

100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修改 2007届毕业生万跃东毕业信息的请示 江财字[2012]100号

101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增加成人招生计划的请示 江财字[2012]101号

102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工程设计变更与签证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江财字[2012]102号

103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财字[2012]103号

104 关于杨尚勇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字[2012]104号

105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更改和补注册两名往届毕业生学历电子注册信息的请示 江财字[2012]105号

106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非学历教育培训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江财字[2012]106号

107
关于启用“江西财经大学资产管理处”和“江西财经大学校园建设处”印章的通

知
江财字[2012]107号

108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增加 2012年春季MPA招生指标的请示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请发放新进和职务职称晋升在编制职工住房补贴的请示
江财字[2012]108号

江财财务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2年教育事业经费预算》的通知 江财财务字[2012]1号

2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财务字[2012]2号

3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附中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财务字[2012]3号

4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医院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财务字[2012]4号

5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公费医疗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财务字[2012]5号

6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财务字[2012]6号

7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当代财经》杂志社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财务字[2012]7号

8 关于提高研究生普通奖学金标准的通知 江财财务字[2012]8号

9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江财财务字[2012]9号

10 关于我校实行公务卡结算制度的通知 江财财务字[2012]10号

江财函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请求将我校列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会展管理专业江西省主考学校的函 江财函字[201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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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办理我校学生赴港实习入境签证手续的函 江财函字[2012]2号

3 关于同意郑志强同志担任省国税局特约税务监察员的函 江财函字[2012]3号

4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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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4号

5 空号

6 关于建设福建福清龙江职业技术学校函授教育辅导站的函 江财函字[2012]6号

7 关于申请办理我校公租房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函 江财函字[2012]7号

8 关于协助办理我校公租房建设有关问题的函 江财函字[2012]8号

9 关于确定省部共建江西财经大学签约仪式日程安排的函 江财函字[2012]9号

10 关于我校蛟桥园南区综合楼改造项目立项的函 江财函字[2012]10号

11 关于我校申请办理公租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函 江财函字[2012]11号

12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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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号

13 空号

14 空号

15 关于协助江西财经大学校史馆建设史料收集工作的函 江财函字[2012]15号

16 关于合作建设垃圾中转站及公厕的复函 江财函字[2012]16号

17 关于申请工行财大支行临建服务用房的函 江财函字[2012]17号

18 关于申请设立江西财经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习服务中心的函 江财函字[2012]18号

19 关于恳请将我校普通本科列入贵省本科一批层次招生的函 江财函字[2012]19号

20 关于蛟桥园北区学生食堂工程办理竣工验收备案的函 江财函字[2012]20号

21 关于要求在厦门设立学士学位英语考试考点的请求 江财函字[2012]21号

22 关于诚邀江西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筹）发起人的函 江财函字[2012]22号

23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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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3号

24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要求列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电子商务专业（移动商务管理

方向）、工商管理企业专业（品牌管理方向）江西省主考学校的函
江财函字[2012]24号

江财教务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表彰 2011年度“教学十佳”和“主干课程金牌主讲教师”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2]1号

2 关于表彰 2011年度“青年教师教学奖”获奖教师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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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给予 16名考试违纪学生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2]3号

4 关于表彰2011年度国家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申报组织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2]4号

5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十二五”期间“本科教学工程”建设实施方案》的通

知
江财教务字[2012]5号

6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本科专项教学建设经费使用与管理的办法》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2]6号

7 江西财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江财教务字[2012]7号

8 关于给予艺术学院 2010级学生任迪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2]8号

9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10级学生陈梦媛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2]9号

10 关于给予人文学院 2010级学生高歌、陈蒙利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2]10号

11 关于给予会计学院 2010级学生王艺涵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2]11号

12 关于给予 2006级喻阳等 42名学生肄业处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2]12号

13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经管类专业综合仿真实习指导教师管理办法》的通

知
江财教务字[2012]13号

14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青年教师教学奖”评选办法（修订稿）》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2]14号

15 关于表彰校第十三批优秀教学成果奖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2]15号

16 关于成立经管类专业综合仿真实习基地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2]16号

17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经管类专业综合仿真实习管理委员会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2]17号

18 关于成立迎接“‘十一五’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验收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2]18号

19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科课程免听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2]19号

20 关于给予 28名考试违纪学生处分的决定 江财教务字[2012]20号

21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本科课程学分替换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2]21号

22 关于印发《本科生赴境外学习修读课程学分成绩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教务字[2012]22号

江财学位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授予王志铭等 2012届研究生博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2]1号

2 关于授予报包翠华等 2012届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2]2号

3 关于授予 2012届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生刘璐等 4628人学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2]3号

4 关于同意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吴志贞等 869名学生学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2]4号

5 关于授予陈大何等 2012届研究生博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2]5号

6 关于授予吴佐文等 2012届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2]6号

7 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羊博莲等 764名学生学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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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撤销自考本科毕业生刘凤英学士学位的决定 江财学位字[2012]8号

江财校办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举行 2012届毕业典礼的通知

关于召开校史馆、校友馆、博物馆建设工作会议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2]1号

2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90周年校庆总体方案》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2]2号

3 空号

4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校史馆建设办公室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2]4号

5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校史馆建设工作专家组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2]5号

6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2年迎新工作方案》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2]6号

7 关于召开 2012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2]7号

8 关于召开 2012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2]8号

9 关于召开学校第 32届体育运动会有关事项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2]9号

10 关于使用印制学校新 LOGO办公用品的通知 江财校办字[2012]10号

江财监察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对鼎食轩食堂二楼火灾事件相关责任单位处分的决定 江财监察字[2012]1号

2 关于对档案馆及相关负责人李金云同志违规收费的处分决定 江财监察字[2012]2号

3 关于聘任汤小滨等四位同志为校管理服务督导组成员的通知 江财监察字[2012]3号

4 关于对习勤同志论文抄袭骗取职称问题的处分决定 江财监察字[2012]4号

5
关于转发《关于做好全省教育系统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

动自查自纠阶段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江财监察字[2012]5号

6 关于对继续教育学院用学生教材费发放购书券的处理决定 江财监察字[20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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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进人计划》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1号

2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2年度引进人才待遇暂行规定》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2号

3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调整照顾性调入博士配偶相关规定》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3号

4 关于对朱毓姝等 4位长期离岗人员作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 江财人事字[2012]4号

5 关于表彰 2011年度先进个人的决定 江财人事字[2012]5号

6 关于调整人文学院内设机构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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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增加我校“双肩挑”岗位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7号

8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管理服务督导组更名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8号

9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网络考试中心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9号

10 关于桂荷发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10号

11 关于开除唐懿公职的决定 江财人事字[2012]11号

12 关于吴照云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12号

13 关于陆淳鸿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2]13号

14 关于刘晓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2]14号

15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远程教育中心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15号

16 关于朱长河等同志职务解聘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16号

17 关于对“冒用我校名义进行招生诈骗事件”相关问题处理的决定 江财人事字[2012]17号

18 关于同意谢闽同志辞去公职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2]18号

19 关于 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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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9号

20
关于对杨汝福等 11位已批准调离但手续久拖不办的人员作自动离职处理的

决定 江财人事字[2012]20号

21 关于校属部分机构调整与新增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21号

22 关于贺伟荣等同志职务解聘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22号

23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职工出国（境）研修管理规定》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23号

24 关于调整校内部分机构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24号

25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进人计划》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25号

26 关于刘炜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2]26号

27 关于平卫英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2]27号

28 关于徐光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2]28号

29 关于严军勇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2]29号

30 关于喻樟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江财人事字[2012]30号

31 关于赵新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江财人事字[2012]31号

江财学工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空号

2 关于同意工商管理学院 07级工商管理 1班学生姚亮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2号

3 关于同意经济学院 2011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宋丹丹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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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同意外国语学院 2010级英语 2班学生彭月红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4号

5 关于举办江西财经大学第七届创业技能竞赛月活动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2]5号

6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2]6号

7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大学生学术科技活动奖励办法》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2]7号

8 关于授予会计学院等单位为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示范(建设)点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8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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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财学工字[2012]9号

10 关于同意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08级软件工程一班学生王亚光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10号

11 关于表彰江西财经大学“第七届创业技能竞赛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2]11号

12 关于解除夏诗雯等 35位同学留校察看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12号

13 关于表彰 2012届本专科毕业生先进个人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13号

14 关于表彰第四届“泰隆之星”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14号

15 关于表彰江西财经大学 2012年“新生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15号

16 关于同意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09级通信工程 1班学生李文慧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16号

17
关于同意国际经贸学院 2008级国际经济与贸易（1）班学生严沁晨退学的决

定 江财学工字[2012]17号

18 关于同意国际学院 2012级国际会计 4班学生周莹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18号

19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及评审委员会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2]19号

20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实施办法》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2]20号

21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奖励办法》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2]21号

22 关于表彰 2011-2012学年度先进班集体标兵和先进班集体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22号

23 关于表彰 2011—2012学年度本专科学生先进个人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23号

24 关于表彰 2011—2012学年度“科瑞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24号

25 关于表彰 2011—2012学年度“鼎汉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25号

26 关于表彰 2011—2012学年度“洪银兴经济学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26号

27 关于表彰 2011—2012学年度“岳向东奖学助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27号

28 关于表彰 2011—2012学年度“兴业证券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28号

29 关于表彰 2011—2012学年度 “上海校友会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29号

30 关于表彰 2011—2012学年度“用友奖学助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30号

31 关于表彰 2011—2012学年度“移动之星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31号

32 关于同意工商管理学院 2012级物流管理 2班学生高睿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32号

33 关于表彰 2012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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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于表彰 2011—2012学年度“九江银行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34号

35 关于表彰 2011—2012学年度“市政公用集团”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35号

36 关于表彰 2011—2012学年度“北京银行”奖学助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36号

37 关于同意工商管理学院 2010级物流管理 2班学生李天玉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37号

38 关于表彰第一届“雁联之星”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38号

39 关于同意信息管理学院 2009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班学生刘剑锋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39号

40 关于同意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2级税务 1班学生刘春阳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40号

41
关于同意对工商管理学院 2011级人力资源管理 1班学生金细丹作退学处理的

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41号

42 关于同意金融学院 2009级金融学 4班学生张佳钰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42号

43 关于同意国际学院国际商务 1班学生李银添退学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43号

44 关于表彰 2012年度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工作案例和辅导员优秀论文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44号

45 关于表彰 2012年度辅导员（班主任）技能大赛获奖个人的决定 江财学工字[2012]45号

46 关于建立义务劳动制度的通知 江财学工字[2012]46号

江财继教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聘任邹长志等 47位同志为我校函授教育兼职教师的通知 江财继教字[2012]1号

2
关于表彰 2011年度先进函授站和函授站工作先进个人及优秀函授兼职教师

的决定
江财继教字[2012]2号

3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暂行规

定(修订稿）》的通知
江财继教字[20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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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级酒店管理专业张海燕同学退学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1号

2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09级市场营销专业龙鹏宇同学退学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2号

3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09级市场营销专业吴斌同学退学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3号

4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1级酒店管理专业赖容容同学退学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4号

5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10级会计电算化专业学生曹皓秋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5号

6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10级会计专业学生叶杨洁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6号

7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10级会计专业学生潘昊伟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7号

8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10 级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学生张慧莲记过处分的决

定
江财职教字[201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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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10 级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学生邱凌芳记过处分的决

定
江财职教字[2012]9号

10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10级通信技术专业学生张海斌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10号

11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10级通信技术专业学生徐旺记过处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11号

12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1级会计专业吴纯纯同学退学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12号

13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1级市场营销专业胡密倡同学退学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13号

14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11级通信技术专业甘亚立同学退学处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14号

15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07级市场营销专业叶东同学退学处理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15号

16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1级酒店管理专业许萨萨同学退学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16号

17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0级酒店管理专业詹平安同学退学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17号

18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2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郭梦辉同学退学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18号

19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0级酒店管理专业田丽莎同学退学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19号

20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2级物流管理专业吴先银同学退学的决定 江财职教字[2012]20号

江财研教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新增李建军等 61位教师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通知 江财研教字[2012]1号

2 关于新增陈小林等 111位同志为我校专业学位兼职硕士生导师的通知 江财研教字[2012]2号

3 关于新增石劲等 2位同志为博士生导师的通知 江财研教字[2012]3号

4 关于表彰 2011年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江财研教字[2012]4号

5
江西财经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关于聘任向国成等两位同志为我校兼职博士生导师的决定
江财研教字[2012]5号

6 关于规范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外聘教师上课（讲学）酬金支付标准的通知 江财研教字[2012]6号

7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修订稿)的通知 江财研教字[2012]7号

8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一级学科委员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江财研教字[2012]8号

9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导师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江财研教字[2012]9号

10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培养督导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财研教字[2012]10号

11 空号

12 关于聘任研究生培养督导组成员的通知 江财研教字[2012]12号

13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鼓励研究生参与服务江西经济暂行办法》的通知 江财研教字[2012]13号

14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选拔优秀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管理办法》

的通知
江财研教字[2012]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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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对《江西财经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办

法》进行补充规定的通知
江财研教字[2012]15号

16 关于表彰江西财经大学 2011—2012学年研究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江财研教字[2012]16号

17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理论经济学等 16个一级学科委员会的通知 江财研教字[2012]17号

18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办法（2012年修订）》的

通知
江财研教字[2012]18号

江财研工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同意 2009级研究生史春辉退学的决定 江财研工字[2012]1号

2 关于表彰 2012届优秀毕业研究生的决定 江财研工字[2012]2号

3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暂行办法》的通知 江财研工字[2012]3号

江财科研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增加权威期刊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2]1号

2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青年教师科研五强”评选办法》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2]2号

3 关于公布 2011年度校级课题立项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2]3号

4 江西财经大学“科研品牌支持计划”实施办法 江财科研字[2012]4号

5 关于公布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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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号

6 关于公布江西财经大学 2010-2011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获奖名单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2]6号

7
关于公布江西财经大学 2010-2011年度服务江西经济和社会发展优秀科研成

果奖获奖名单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2]7号

8 关于成立江西省公共安全视频技术研究中心的通知 江财科研字[2012]8号

9 关于表彰 2012年度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优秀单位和先进单位的决定 江财科研字[2012]9号

江财外事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接收留学生 TSARYOVAEVGENIYA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1号

2 关于我校教师廖述梅应邀赴台参加学术会议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2号

3 关于我校教师陈家琪应邀赴台参加会议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3号

4 关于接收 JIN YEJI等两名韩国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4号

5 空号

6 关于接收澳大利亚留学生 TAINGWILLIAM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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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我校吴照云副校长应邀赴台湾南华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7号

8 关于我校王乔教授一行四人应邀赴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8号

9 关于我校刘慎河一行赴台湾实践大学参加实践交流活动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9号

10 关于我校李蕾等五位学生应邀赴台湾交换学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10号

11 关于我校续聘理查德等七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11号

12 关于我校夏贤锋老师应邀赴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12号

13 关于我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罗伯特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13号

14 关于我校潘麒伊等两位研究生应邀赴台参加学术研讨会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14号

15 关于我校石子晋等五位学生应邀赴台湾长荣大学交换学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15号

16 关于接收 Elizabeth Kiger 等二十二位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16号

17 关于我校聘请安德鲁等六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17号

18 关于我校谭靓同学应邀赴台湾学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18号

19
关于接收 PAULJEAN VAN DEN HENDE 等五位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

示
江财外事字[2012]19号

20
关于我校荣莉老师等一行七人应邀赴台湾参加第 24届会计菁英杯辩论赛的

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20号

21 关于我校易小明副校长一行三人赴欧洲教育年展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21号

22 关于我校聘请詹姆斯等五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22号

23 关于我校易剑东副校长赴美研修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23号

24
关于我校吴照云教授一行七人应邀赴台参加第六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

讨会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24号

25 关于我校王小平教授等一行三人赴新西兰、澳大利亚访问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25号

26 关于我校陈曦等两位老师应邀赴台湾参加第八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26号

27 关于我校聘请肯尼斯一位外教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27号

28 关于我校邀请外教家属来华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28号

29 关于我校黄善东老师应邀赴台湾交流学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29号

30 关于我校魏琳赴德国、法国、意大利参展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30号

31 关于接收 IM IRINA等四名留学生来我校短期学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31号

32 关于我校聘请丹尼斯一位外教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32号

33 关于我校聘请道格拉斯等两位外教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33号

34 关于我校汪洋等五位学生应邀赴台湾长荣大学交换学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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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接收 DUDOVAZDENA等三十位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35号

36 关于我校续聘四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36号

37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接收HAWN STEPHANIE等七位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37号

38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王乔等一行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进行学术访问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38号

39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陈海花等四位老师应邀赴台学习交流的请示 江财外事字[2012]39号

江财综合字

序号 公文标题 发文字号

1 关于做好 2011年度文件材料归档工作的通知 江财综合字[2012]1号

2 空号

3 关于征集校史资料和实物的通知 江财综合字[2012]3号

4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校史馆建设办公室的通知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教职工重大疾病医疗费用互助管理委员会的通知
江财综合字[2012]4号

5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江财综合字[2012]6号

6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数字资源采购工作管理办法（2012年修订）》的通

知图书馆
江财综合字[2012]7号

7 关于编写出版“信毅教材大系”系列第一批教材的通知 江财综合字[2012]8号

8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MPA迎评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财综合字[201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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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在校党委、校行政的重视下，在校党委王金华副书记的关心指导下，我们组织

编写了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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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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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处，图书馆、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医院、附中、

工商管理学院、国际经贸学院、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统计学院、会计学院、财

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旅游与管理学院、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人文

学院、法学院、艺术学院、体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MBA 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学院、现代经济管理学院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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