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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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型人才的办学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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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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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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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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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8 个独立

设置科研机构；有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会计发展研究中心、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

研究中心、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 心共 5个省

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有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财税研究中心共 2 个江西省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中澳亚太资本市场、现代商务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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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

中心、科技金融研究中心等与学院合署或挂靠学院的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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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科专业：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统

计学共 5 个博士后流动站；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

和 统计学共 5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28 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16 个一级硕士

学位授权点，82 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14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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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重点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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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3 门国家级双语示范教学课程、7门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3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

个国家级大学 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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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2 项，江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1 个，拥有中央与地方共建

实验室 42 个，拥有省级实验示范中心达 8个。学校于 1994 年（全国较早）实行学

分制，学生可以选修双专业（学位）。2007 年学校获得普通高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

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2008 年学校获得优秀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

士学位资格。

7、科研工作：学校在 2013 年取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 25 项，第 16 次

位居江西第一，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 23 位，在财经类院校中排名第三。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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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教师近 6 年来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00 项，在经济管理、法 学、计算机等

学科领域国际一流刊物，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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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余篇，获教育部中

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西

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50 余项。学校现有 1 个江西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江

西省重点实验室、1 个江西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主办的《当代财经》（月刊）入选“全

国三十佳社科学报”和“新闻出版署百强优秀期 刊”，“理论经济”栏目入选教育

部名栏建设工程；《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双月刊）入选“全国优秀社科学报”，两

刊均为 CSSCI 来源期刊。学校依托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智力优势，紧密联系江西

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聚焦江西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与建设重大现实问题，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管理部 门提供具有重大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相关论文成果多次获得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等省主要领导的

批示，充分发挥了我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智囊团”与“决策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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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服务地方的江财品牌，提升我校在服务江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贡献力

与美誉度。

8、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 2185 人，专任教师 1564 人，其中有教授 260 人、副

教授 500 人；博士 555 人；外教 38 人；博士生导师 92 人；硕士生导师 482 人；国

家级教学名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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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73 人，江西省高校骨干教师 44 人，江西省

教学名师 21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梓坤、何祚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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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以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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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江西省招生投档线和录取平均分均

为全省高校第一。现有各类在籍学生 4万余人，全日制在校生 3 万余人。全日制 本

科生有 2.5 万人。各类研究生近 5 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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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2012

年获得国务院表彰的“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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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克莱德大学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 85 所高校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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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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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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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会计学（国际会计）、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

商务）、金融学（国际金融）、金融学（注册金融分析师）四个专业方向，长期聘任

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知名高校的 教师授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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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自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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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第一批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的留学生，目前学校有 30 余门用英语授课的

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30 余门汉语言及文化类课程、10 余门有特色的经济类课程供

留学生选择。我校于 2013 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培养”单位资格，由

此我校可接收受“ 中国政府专项奖学金-支持地方政府学历生奖学金”、“ 中东欧

学分生奖学金”等多项奖学金资助的来华留学生。与此同时，江西省政府也为我校

提供了“ 江西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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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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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大赛一等奖、博创杯大学生嵌入式大赛全国一等奖、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 分析

一等奖、全国包装设计大赛学生最高奖、“世华杯”全国股王争霸赛冠军、香港 AIA

国际双语求职王语文大赛冠军、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 二等奖等

荣誉，学生社团绿派社获全国“百佳学生社团”、团中央“保护母亲河”项目等荣

誉，大学生网球队获批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

学校基本形成了以国家助学贷款为渠道、以勤工助学为手段、以奖、助学金为

主导、以社会资助为补充、以困难补助为保障、以学校“奖、免、补、缓”等各项

资助 为特色的“六位一体”多元化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和长效机制，年发放各类

助学金 4800 多万元。学校设立各类奖学金 14 项，年奖励总金额 320 万余元，单项

奖学金最高 8000 元/年。

12、社会声誉：学校连续 19 年被评为“暑期三下乡大学生社会实践全国先进单

位”，先后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法制教育先进单位”、“全国高校艺术教育先

进单位”、“全国大学生军训先进集体”、“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模范职 工

之家”、“江西省文明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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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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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瑞集团董事局

主席郑跃文，上海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等大批知名企业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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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副省长甘荣坤,山东省人大副主任柏继民，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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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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吴晓求，著名会计审计学家、北京国家会计

学院党委书记秦荣生，著名会计学家、中山大学副校长魏明海，世界银行高级经济

学家樊启淼，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费舍尔商学院金融系主任、教席教授张橹等大批

著名专家学者。据中国校友会网资料，学校排名 2014 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第 43 名，

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第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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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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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周年校庆

省委书记强卫亲切会见我校校友代表

10 月 25 日下午，在我校建校 90 周年纪念活动举办前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强卫亲切会见了我校校友代表并与大家进行了座谈，副省长朱虹会见时在

座，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参加了座谈会。

强卫首先对江西财经大学建校 90 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他指出，江西财经大学

的发展非常好。9 月 9 日到学校调研时，学校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给他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学校紧紧围绕全省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关注全省建设实际，深入调查

研究，为省委省政府重要决策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政策建议，充分发挥了高校服务地

方的参谋作用。学校创业教育很有特色，学校为提升学生“走向社会”的适应能力

做了扎实的基础性工作，产生了大批知名校友。

强卫对学校办学成就的高度评价令校友们精神振奋。校友们纷纷表示，非常感

谢母校的培养，对母校的发展感到非常自豪。大家对江西故土抱有深厚的感情，非

常愿意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才智和力量。

（党办校办提供）



7

在 90周年庆典上的讲话

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朱 虹

(2013年10月26日)

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共同庆祝江西财经大学建校 90 周

年，这是江西财经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首先，我代表江西省委、省政府，向

江西财经大学的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表示热烈的祝贺！

90 年前，江西财经大学的前身——江西省立商业学校开始招生，开启了江西

财经教育的先河。90 年栉（音“志”）风沐雨，筚（音“毕”）路蓝缕，艰苦奋斗，

开拓进取，薪火相传，教泽绵延，扎根红土地，培育栋梁才，铸就了江西财经大学

“信敏廉毅”的校训精神，形成了优良的办学传统和鲜明的办学特色，培养了一批

优秀财经管理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财经大学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顺应时代要求，紧紧围绕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国家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尤其进入新世纪后，学校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抢抓机遇，二次创

业，实现了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新跨越，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服务社

会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文科一级学科博士点居全省高校第一，在江

西招生投档线和录取平均分居全省高校第一，初次就业率居全省高校第一，国家社

科基金立项位居全省第一。许多重要办学指标走在了全省高校乃至全国同类高校的

前列，为学校赢得了广泛赞誉。2012 年，江西省人民政府与财政部、教育部签署共

建江西财经大学协议，为江西财经大学搭建了更高水平的事业发展平台。如今，江

西财经大学已发展成为以财经为特色，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法、工、文、理

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走出了欠发达地区办人民满意高校的新

路子。

当前，江西正处于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关键阶段，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

既需要高等教育的有力支撑，也是高等教育跨越发展的有利时机。希望江西财经大

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贯彻党的十八精神，坚定不移实施“一个目标、两大

转变、五个一流”的发展战略，努力朝着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的全国知名财经

大学目标迈进，把学校建设成为培养优秀财经专门人才的重要摇篮，推动科技进步

和协同创新的重要基地，服务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智库。

最后，祝愿江西财经大学取得更加灿烂辉煌的成就!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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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校领导在 90周年庆典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老师们、同学们：

值此江西财经大学 90 周年校庆之际，我谨代表东北财经大学并荣幸地代表国内

兄弟院校，向江西财经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向江西财经大学海内

外校友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江西财经大学有着 90 年的悠久办学历史，建校以来，秉承“信、敏、廉、毅”

的校训，弘扬“敬业乐群、臻于至善”的大学精神，一代代江财人自强不息，锐意

进取，形成了优良的办学传统和校风学风，走出了一条在红土地上办人民满意大学

的特色之路。90 年来，江西财大培养的十余万名高素质的创业型人才，已成长为地

区乃至国家各条战线的优秀骨干，涌现出一大批各行业的杰出代表。进入 21 世纪，

江西财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以“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为发展目标，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领域取

得了突出的成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办学实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大为增

强，赢得了国内外财经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赞誉。

东北财经大学与江西财经大学，有着相似的发展经历并因此结下了兄弟般的深

厚友谊。多年以来，两校间往来密切，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学科建设、科学研

究、师资培养等领域一直保持着广泛的交流与深入的合作。2012 年，东北财经大学

与江西财经大学等其他五所兄弟财经高校一起，抓住财政部、教育部和相应省市共

建发展的新机遇，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开启了两校与其他财经高校团结合作、

竞争发展的新局面。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衷心地希望与江西财大以及所有兄

弟财经高校一道，携手并肩，协同创新，共同发展，为中国高等财经教育事业的发

展和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老师们、同学们，高等财经教育面临新的历史形

势、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重大挑战，既要实现以“现代大学制度”为核心的“大学

梦”，又要实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的“中国梦”。我们相信，江西财经大学

一定会秉承 90 年的办学传统和丰富经验，坚持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深化改革，推

进发展，在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

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贡献出新的更大的力量！

最后，衷心祝愿江西财经大学 90 周年校庆活动圆满成功，衷心祝愿江西财经大

学的教育事业历久弥新、蒸蒸日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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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0周年庆典大会上的致辞

王 乔 校长

尊敬的 ，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校友、老师、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江西财经大学建校 90 周年纪念大会。在这个让所有江财

人为之激动、为之自豪、难以忘怀的时刻，我谨代表江西财经大学：

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学校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朋友和为学校事业

倾注了全部心血的离退休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与我校一起携手奋进、共同发展的省内外兄弟高校致以美好的祝愿！

向成长于江财、心系于江财、在各行各业贡献力量的十余万江财校友致以亲切

的问侯！

向选择了江财、奋斗在江财、贡献在江财的全校师生员工致以衷心的感谢！

90 年前，“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正激荡在神州大地，服

务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商业教育相继涌现，以“为富国强民”为办学宗旨的江西省立

商业学校在南昌市系马桩湖南会馆创办成立。

虽然几经风雨，几经迁移，学校始终与国家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一批有识

之士带领学校在烽烟四起中播迁图存，在辗转流离中坚持办学，终于走进新中国，

并于 1958 年成立江西财政经济学院，正式开办本科教育。

虽然几经更名，几经停办，学校始终没有忘记为共和国培养财经人才的责任。

1978 年，江西财经学院复校并开始招生；1980 年，学校成为财政部直属院校，开启

了快速发展的办学进程！。

1996 年，江西财经学院与江南财经管理干部学院合并，成立江西财经大学。跨

入新世纪以来，学校管理体制发生重大调整，由财政部直属转变为江西省管理为主

的省部共建院校，学校抢抓机遇，二次创业，敏锐地把握住全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

有利时机，狠抓内涵建设，推进创新发展，确立了“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

建设目标，办学水平得到了跨越性的提高。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学校拥有 1 个国

家重点培育学科，5 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5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6 个一级学

科硕士点，14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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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 个江西省“十二五”高水平学科、7个江西省

“十二五”重点学科、3 个江西省“十二五”示范性硕士点，2007 年获得推荐优秀

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2008 年获得优秀硕士研究生提前攻

读博士学位资格，学校高水平办学格局得到了确立；人才培养彰显新特色，学校国

家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数列全国高校第 72 位，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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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CCTV 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特等奖和一等奖、香港 AIA 国际双语求职王

语文大赛冠军等众多大赛奖项，在全球 ACCA（英国特许会计师）课程统考中多次获

全球第 1 名和大陆第 1 名，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多年达 90%以上，位居江西高校

前列，2010 年被教育部评为首批“全国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2012 年获评国务

院“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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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成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科学研究攀上新高峰，

形成了多个研究特色鲜明、研究能力突出的学术创新团队，涌现了不少高水平、有

影响的科研成果，获批了江西省协同创新中心、高水平创新平台等重大建设项目，

拥有 5 个江西省高校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2 个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2个江西省重点实验室，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连续 16 年位居全省高校第一，主

办的《当代财经》杂志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强社科期刊”；社会服务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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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参考，40 余篇研究成果、调研报告获省部领导批示，与省内各部门、各地市的战

略合作日趋紧密，江西社会经济发展的“智库”地位日益突显；国际化办学迈出新

步伐，学校与纽约理工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等 18 个国家和

地区的 85 所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2010 年正式成为国际交换生组织

（ISEP）中国大陆首家成员大学，2013 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培养”

单位资格，近年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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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达到新高度，2013 年 6 月，教育部学信网公

布了持续开展两年多的普通高校大学生满意度调查结果，我校进入“全国本科生综

合满意度 50 强高校”，学校名列 2013 年中国校友会网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第 39 位、

中国大学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第 60 位、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第 47 位。

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凝聚着几代江财

人的奋发图强与不懈努力，凝聚着十万江财校友的顽强拼搏与心心相依。在这背后，

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所有的江财人紧紧凝聚在一起，这是一直在传承的“信敏廉毅”

的校训，这是一直在传唱的“永葆我校光荣”的校歌，这是一直在传扬的“敬业乐

群、臻于至善”的江财精神！北宋大儒张载曾留下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激励着无数国人为之奋斗；深刻体

悟学校校训“信敏廉毅”，“立廉正之心、以诚信立命，敏而好学继绝学，毅而弥

坚开太平”，与之一脉相承。

江西财经大学一路走来，坚守着这份信念，凝聚着这股力量。从今天启程，我

们走向的是百年江财。我们立志建百年名校，“百年”昭示着生命力，是学校文化

与价值的体现；“名校”彰显着地位，是学校实力与声誉的体现。“百年名校”是根

植于每一位江财人心中的梦想，走内涵建设创新发展的道路，建设“特色鲜明的高

水平财经大学”，正是实现“百年名校”这一“江财梦”的重大战略决策，而这一目

标的实现，需要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需要全体江财人的拼搏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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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老师、同学们：2012 年 5 月，财政部、教育部、

江西省人民政府签订了共建江西财经大学的协议，为我校事业发展搭建了一个更新

的平台。我们一定要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财政部、教育部的正确指导

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站在建校 90 周年的崭新起点上，再树新的目标，再

踏新的征程，再聚新的力量，努力把江西财经大学办成一所让人民满意、让校友自

豪、让社会认同的“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

十年之后，再邀请大家来参加江西财经大学百年名校的庆典。我们坚信：只要

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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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UTE TO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ON ITS 90TH ANNIVERSARY

October 26, 2013
Edward Guiliano, Ph.D., President,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irman Liao Jingiu[LeowJincho],President Wang, distinguished guests, friends,
and colleagues.Zaoshanghao. Greetings on this wonderful day.

It is with deep respect and personal honor that on behalf of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and my fellow Americans, I bring greetings and congratulations to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as it celebrates its 90th year.

On this occasion, as JUFE celebrates nine decades, we at NYIT share the symbolic
nature of the number nine, representing the qualities of harmony and longevity.

As universities, together we proudly belong to a great and long tradition, yet today
we stand at the precipice of a global higher educational system that is being transformed
and will blossom in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 and China share a great respect for education and appreciate that a college
degree is essential for people to work in today’s knowledge economy.Today, about 17
percent of people in China age 25-34 have a college degree, and new Chinese graduates
represent a growing percentage of the talent entering the workforce around the world
today.

NYIT’s 13,000 student body—about half graduate students and half undergraduate
students—come from nearly 50 U.S. states and 100 nations. We are especially proud of
our ties with China, which go back decades. We currently have 1,500 alumni living in
China and more than 1,000 students with either Chinese or American origins studying in
China. In New York, we are home to 300 students each year from China, including some
who come to us in exchange or dual-degree programs. We often exchange professors and
jointly participate in conferences.

When the first wave of Sino-American university partnerships emerged in the last
1990s, one of the first degree-granting partnerships established is one that thrives today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n the future: JUFE and NYIT. We are proud of that.

Our friendship and success is taking place in a world where changes i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are fast-paced and awe-inspiring. In fact, we often say that many of the prime,
professional careers in which our current students will be employed in a decade or two
don’t even exist right now.The 21st century is becoming the age of education without
borders. It is one of the changes spawned by our global digital revolution. In our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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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innovation knows no borders; we are inventing new paradigms and erasing old
notions of geography. Universities are at the forefrontof creative capital.

The successful universities of the future will be involved in sustainable strategic
alliances in the shape of research centers, joint degrees, and other educational programs
that bring cutting-edge curricula, faculty, and practitioners where they are needed and
when they are needed.

Both of our countries’ leaders have echoed themes of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collaboration in tackling collective problems.

Cultivating an atmosphere that supports cross-cultural collaboration is one of our
hallmarks as global educators.

Meeting global challenges means educating on a global scale and broadening the
classroom. Education is creative capital that crosses borders and oceans… bringing
solutions to civilization’s most complex challenges. Today’s globalized generation are
already interconnected by 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technology, where discourse crosses
the globe instantaneously. By inviting others to join this dialogue via “human-centered
design” and “community engaged design,”universities will spearhead tomorrow’s social
and global economies. Ideas and research are not confined by borders; they flow freely
around the world and provide opportunity for many people to advance, no matter where
they live or their socio-economic status. So when we educate people with an eye toward
developing global competence, we are well-prepared to contribute to a knowledge
economy that transcends all borders.

I feel priviliged to be here with you to celebrate JUFE’s role and success in this new
world education order.

I salute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all of its students,
graduates, faculty, and administrators, for what it has been, for what it is, and particularly
for what it will become. We at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re proud to be a small
part of that future.

Congratulations again.Xie,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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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0周年庆典大会上的讲话

教师代表 杨慧

（2013年10月26日上午9：00）

尊敬的领导、嘉宾，亲爱的校友、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好！

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学校走过 90 周年的历程，我们在此举行建校 90 周年纪

念大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全体教师向我们爱着的江财致以衷心的祝贺和真挚

的祝福。

蛟湖静谧育桃李，香樟叠翠出新人。有幸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我感到非常激动。

1983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与江财相伴，在江财成长，我为江财事业的蓬勃发展而感

到无比骄傲。下罗的荒郊如今变成了美丽的校园；地处一隅的商业学院发展为全国

知名的高等财经学府；一大批学兄学姐、学弟学妹，以及与我身处同级的同学们也

从当初懵懂生涩的少年成长为今天业界的精英、学界的名家、政界的翘楚。90 年砥

砺前行，学校人才培养彰显特色，科学研究攀上高峰。“省部共建”更是激励着我们

迈步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以上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几代师生的共同努力，蕴含着每一名江财教师的心血。

作为其中一分子，我也为自己有幸走上江财的三尺讲台而感到无比的幸福。“鹤发银

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是一种畅快淋漓的舒适；我们的前辈们用心浇灌着江

财满园的桃李，能够溶入进这个群体，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与年轻学子一起激荡

思维，放飞理想，我们感觉自己也永远年轻；与同事好友一起探索未知，讨论前沿，

我们感到自己永远充实。等到稚子学成，桃李满枝，秀木成林，我们又将沉浸于收

获季节的无限喜悦，对这其中的幸福，只有作过老师的我们才能真切体味。

以学校 90 周年校庆为契机，作为一名逐梦者，我感到自己应该肩负起一份责任。

在新的征程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满腔的工作热情迎接新的挑

战，努力开拓视野，提升教学与科研水平，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用激情

与智慧、热血与汗水，共同去开创学校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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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0周年庆典大会上的发言

校友 王文京

（2013年10月26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校友，同学们、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 79 级商业会计班毕业的学生。今天我和众多先后毕业的校友们怀着十分激

动和兴奋的心情回到母校，共同庆祝母校 90 周年华诞。九十年来，母校培育的学子

群星灿烂，人才济济，让我来代表十多万的历届校友在这个隆重的庆典上发言既感

到光荣，又诚惶诚恐。

“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 纵然是时光飞逝、青丝白发，江财的

那段岁月总是让我们心潮澎湃，江财的校园总是让我们魂牵梦绕。恩师教诲，仿佛

就在眼前，去日留香。同窗友谊，依稀就像昨天，历久弥新。此时此刻，作为从江

财校园走出来的学子我们对母校的感恩之情油然涌动，感激教导我们的老师，感激

培育我们的母校，是江财开启了我们的智慧之旅，成就了今天的你我，让我们的人

生从此与众不同！

“九十载桃李遍天下 ，十万数英才展风华”。九十年来，江财一直秉承“信而

达礼，敏而好学，廉而知耻，毅而弥坚”的“信敏廉毅”校训，塑造了江财人的精

神品格；九十年来，江财一批又一批师德高尚、敬业爱生的老师们，默默耕耘在讲

台上下，谆谆教诲，孜孜传播着人类文明，滋润了一代又一代江财学子。九十年来，

江财培育了 10 多万栋梁俊才遍布五洲四海，灿若群星，在商界、政界、学界熠熠生

辉，在中国高等财经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聚是一盘火，散是满天星”。在历任母校领导的重视关怀和各界校友的共同努

力下，江财形成了独特的校友文化，校友之间互帮互学，共促进步；全国和各地校

友会活动丰富，联系密切，关心母校，支持母校；学校领导和老师关怀校友、勉励

校友。江财的校友文化走在了全国高等院校前列，已经成为江财的名片。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树有根，水有源，母校就是我们智慧绽放之“源”，

我们事业发展之“根”！ 如今，我们毕业的学子或学贯中西，著书立说；或任职政

坛，建功立业；或驰骋商海，经世济民；或甘居平凡，默默奉献。财大的每一位校

友不论身处何方、身居何位，永远难忘母校留下的浓浓恩情和美好记忆，我们唯有

继续以一流的业绩、感恩的情怀、真情的回报，才能无愧于母校的培育和关怀！今

天即将宣布建立的“江财基金”就是一个很好的创建，各界江财校友将会积极支持

“江财基金会”，也将继续积极参与其它各项回馈母校的行动。

“昨日灿烂永驻，今朝再续辉煌”。回望母校 90 年的曲折历程，看到母校今天

的进步发展，我们为母校而骄傲！这个月初，我恰好到美国哈佛商学院和麻省理工

斯隆商学院学习了两周，昨天听说还有几位校友同期也在波士顿学习，我们深切地



16

感受到优秀的大学和大学教育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繁荣发展的关键作用。

江财对江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尽管我们的母校今

天还不像哈佛、麻省理工、清华、北大这么著名，但是我们知道麻省理工等一批今

天的世界名校当年就是从一个不知名的地区院校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关键是坚持正

确的办学理念、科学的学校治理、以及校友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坚信，我们的母校 —

— 江财一定能够继往开来，勇往直前，成为特色鲜明的中国和世界一流的高等财经

学府。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全体校友衷心祝愿我们的母校续展宏图，辉煌永驻! 祝愿

我们的师长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祝愿我们的同学校友事业有成，人生美满! 祝愿

我们的学弟学妹再续精彩，开创未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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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0周年庆典大会上的讲话

学生代表 蔡葭

（2013年10月26日上午9：00）

尊敬的各位领导、学长学姐、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带着一份渴望与期待，带着一腔激情与喜悦，我们迎来了母校 90 周年华诞。首

先，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同学，向各位领导和远道而来的学长学姐表示热烈的欢迎，

向辛勤培育我们的老师表达深深的敬意，祝福我们亲爱的母校“生日快乐”！

初识江财，静谧的教学楼、郁郁葱葱的小道、热情洋溢的学长学姐，还有那种

在偌大的校园里找不着北的茫然，现在回味起来依然纯真温暖。感受江财，我们为

先辈们的奋斗精神所震撼；了解江财，我们为校友们的突出成就而骄傲；身在江财，

更为自己是一名江财的学子而自豪！

人才汇聚的母校将我们拉回同一起跑线，搭建又一个全新的舞台。我们努力地

向更优秀的人靠拢，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成为图书馆开馆前横跨崛起广场的长龙主

力军，在丰富的图书、数据库资源里充实自己欠缺的学识。江财的学子一次次登上

重量级的学科竞赛舞台，摘下桂冠，再大挑战也无法停止我们前进的步伐。不过，

纯学霸可不是我们的追求，自由的江财还为我们提供各类彰显自我的平台。在组织

完善的学生会、特色鲜明的社团，我们结交知音，学习为人处事，培养起积极上进

的态度。学术节、创技月，我们组建公司，稳步运营，会计实务流程、贸易进出口、

融资、保险、税务不在话下。传统文化节、文化艺术节，古典与现代的相得益彰，

年轻的风采在灯光下瞬间绽放。支教活动、爱心募捐，我们或是走进大山深处，或

是为了他人走上街头，一次次的亲身体验，让我们学会了珍惜、学会了感恩。爱江

财，因为她让我们成长了许多；爱江财，其实，就因为她是一所很好的学校，这就

够了。

今天是母校 90 岁的生日，我想说 90 岁不老，我想说江财正青春。没有虚无的

光环在约束，年轻的我们在母校的环抱中用激情与智慧碰撞，擦出傲人的火花。我

们的学长学姐已经交上了一份出色的答卷，昨天的稚子成了今日的精英。作为新一

代的江财人，我们也请母校放心：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有必胜的信心！

最后，我代表全体江财学子，向母校 90 周年华诞送上我们最真诚的祝福，祝愿

我们的母校：桃李年年盛，辉煌无止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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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与人才培养高端论坛

江西·南昌

2013年10月26日

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下午好！今天是个特别的日

子，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今天是个日月同辉的日子，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了江西财

经大学校庆的主会场，当时是日月同辉，预示着我们江西财经大学事业如日中天。

今天下午非常高兴地在这里召开创新创业与人才培养高端论坛。出席大会并且在今

天下午做主题演讲的嘉宾有以下专家，他们是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张宗益教授，由于

他马上就要乘坐飞机离开南昌，我们先有请他做专题演讲。大家欢迎！

张宗益：非常抱歉，因为飞机的时间不好将就，所以稍微提前一点。首先我代

表西南财经大学对江西财经大学九十周年校庆表示热烈祝贺！作为江西财经大学的

兄弟院校，今天听了以后，觉得江西财经大学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感到非常

地振奋，今后我们一起努力互相支持。今天下午我就想先讲一讲西南财经大学在创

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一些探索，取了一个题目叫变革培养理念和模式、发掘创新

创业型人才。我的重点是在创业这一方面。这个模板，刚才来的时候发现有点问题，

原来的模板是彩色的，现在变成纯白的了。创业革命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变革，

另一方面全面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也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说通过创业促进就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方面。但是创业人才的培养有三难，有三步，一步就是创业教学活动很难在学校有

系统地组织。另外就是不真。创业教学活动大部分时间往往在课堂里面，所以与创

业实践脱节比较大。第三创业教学很难为学生提供个性化、一对一的创业指导和服

务，同时我们很多老师自己没有创过业，这样教出来的学生也显得不太真。因为这

样的三步，所以我们说有三难。创业精神要养成相对比较难，因为你没有这个环境。

另外创业知识教授比较难，那么对MBA的同学，凡是MBA的同学写论文的时候，如果

说要写创业，一般我会劝他们换一个题目，为什么？因为创业涉及的面太宽，方方

面面比如财务、技术、人力资源、市场等等，这些东西要想把它写透在一本小小的

论文里面是很难的。所以说创业知识作为一门系统的课程，教授也比较难。还有创

业技能的培养是比较难的。所以西南财大针对这个做了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就是希

望做到全、真、准，就是形成知识、技能和行动力的培养导向。另外将创业过程划

分为机会探索、评估、启动和运营、收获与退出四个阶段。由于时间原因就不一一

展开了。

总之，我们说分成创业知识、模拟创业、全真创业，通过这样来培养创业精神

的养成、创业知识的传授，然后培养创业技能，达到创业精神、创业行动力和创业

知识有机地结合。在教育目标上实现了全过程全数字的全覆盖，在教育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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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们采用真案例、真项目、真导师和真的环境。只有这样的话，往往同学们才会

有比较好的感觉，在实施上就体现需求定位、资源服务、提供？？服务的时机。在

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方面我们做了“三水”，就是“识水”，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

比较好的课程教育体系。“试水”就是说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创业实践教育平台体系。

还有“游水”，就是全真的创业体验平台。这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构建了一个三加五

的课程体系，创业管理、创业理念、创业精神三门课。另外五就代表商业模式、创

新与设计、创业融资、理论与实务、创业企业的市场营销、创业跟管理还有创新管

理是我们的八门课。另外做了一系列的讲座。通过这些讲座我们分享创业理念、创

业精神、创业过程、创业体会，然后设计全景式、多景式等等。同时我们从本科到

硕士到博士，都要促进我们同学就业能力的全面提高。

在这个课程创业教育体系里面，我们特别注重师资的培养。所以我们想构建一

个全球化的创业师资体系。大家都知道要做创业的话，美国最好的大学、一所最有

名的大学叫百森学院，这个是全世界创业学排第一的，所以我们选派了很多的青年

教师到这个学院去参加师资培训。第二我们除了培训以外，还要有正规的创业学的

师资教育，所以我们选了七名同学作为我们的师资来培养，去的是美国纽约城市大

学，还有新泽西的罗杰斯大学，这两个学校攻读的学位就是创业管理博士学位，有

些马上要回来开始工作了，希望形成以专为主、专兼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创业师资

队伍。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实践教育体系，要让同学们去试水的话，也要有一个实践

教育的体系，这个就不细说了。我们大致分为了四个阶段，四个阶段我前面说了，

然后有七个维度，比如创业管理教学等等。另外有两个平台，一个叫创业教育模拟

平台，一个叫创业实训平台。另外还有三个支撑，创业教学管理监督机制，还有方

法体系、具体评估这些。有三个东西我们要保证前面四个阶段、七个纬度、两个平

台能够正常发挥作用。我们在试水这个阶段建立了全行业创业实践的基地。在房地

产、旅游、金融、高新技术产业等各个企业我们都有合作。另外实践导师机制。我

们建立了学校老师加实践导师加创业导师的“三导师”制度，学校的老师有自己的

研究室，实践导师是校外的，创业导师也是校外的。创业导师一般是很成功的企业

家，实践导师未必是很成功的企业家，可能是某个方面很有经验的校外导师。另外

我们说校外的创业导师定期跟同学交流，同时也鼓励同学参加全球化的创业大赛，

比如模拟沙盘大赛、营销大赛、案例大赛等等，校内校外都有。另外我们还有WSU。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游水，大家还是要下水去真刀真枪地试一下。在这里我们搭

建三个平台，由学校主导参与，另外就是自主创业，学校支持为主，还有自主创业

社会支持。这里面就是说学生实验创业企业，大学生实验超市、大学生广告公司、

大学生购物平台、八八购等等。另外就是自主创业，很多同学自己设计，董事会、

入股、股权等等自主设计。另外一方面就是学校来支持，学校支持就是对创业的同

学多保留一年的档案，就是第五年视同毕业生就业，解决他们的就业困难，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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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试一下。另外学校专门拿出七百万资金来支持学生。在自主创业方面我们跟社会

沟通，比如说西南财大新校区所在的温江区有一个中央商务区，设立了大学生创业

开发园。另外还有定项的天使资金，前几天西南财大等四个学校发起了西南地区的

大学生创业大赛。另外在社会上西财跟牛津大学办了“巾帼圆梦”的工业创业教育

室这样一个教育，这个教育是跟牛津的赛德商学院合作，专门针对女性，现在已经

办了三期，有一百余名同学参加了培训。这个就是英国的？？专门对这个项目作了

报道。所以从成效来看还是比较显著，现在有28名同学创立了独立法人的企业，也

带动了上百个岗位，另外也被评为全国创业教育的先进集体，巾帼圆梦女性创业计

划也受到了好评，农民工创业学校等等都得到了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最后谈几点感受。就是说创业教育其实非常重要，对国家来说很重要，对学校、

对同学本人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本质上它是一种创新教育，学生有非常大的热情。

第二创业教育可以大有作为，社会上的积极性也很高。实际上社会上很多的企业家

都很愿意和同学们一起来做一些创意大赛或者创意培训，或者跟他们的企业一起共

同在某些方面来做一些创业的事情。还有就是创业教育也有难度，原因就是说它涉

及的方方面面太多，所以需要学校好好地做一个体系方面的顶层设计的规划，同时

也需要全面整合社会资源。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西南财大在这方面做的一些动向。

由于时间原因好多地方不一定展开讲，本来也想听一听，把其他的先进经验带回去，

由于飞机的原因就先走一步，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张校长就创业教育面临的三个基本情况——教育的不全、不真、

不准，来设计西南财经大学在学生创业教育中所形成的一种模式，给大家做了比较

详细的介绍。下面我正式介绍参加今天下午论坛演讲嘉宾的有关专家，他们还有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校友，纽约理工学院校长爱

德华·朱利安诺，北京物资学院党委副书记沈小静教授以及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

剑东教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江西财大的校长王乔校长也在会场，对他表示

衷心的感谢！刚才时间太急，因为他要赶飞机，所以主持都没有说完就让他先讲了，

现在我要说一点主持的规则。今天我们希望能在四点半之前完成今天下午的内容，

原计划是五点一刻，觉得太多了，我们争取两个小时完成今天下午的论坛，因为超

过两小时大家就疲倦了，收益就很低了。那么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还有四位嘉宾，

我们希望每位嘉宾的演讲时间控制在20分钟，我们计划在17分钟的时候做出提醒，

20分钟再提醒一次，21分钟的时候我站在旁边，这样节约的时间把自己最精彩的观

点亮一亮。最后每位演讲完了以后，大家把问题记录下来，等到四位嘉宾同时到主

席台上来回答大家的提问，我们争取有一个良好的互动环节。因为一个论坛的好坏，

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看互动的环节是否热烈，互动环节提的问题和解答的部分是否

有水准，我们希望今天的交流能够碰撞出思想火花，能够加深老师与学生以及各个

学校对创业教育的一种理解。下面我们有请接下来的第二位演讲嘉宾，也是我们的

校友、企业家代表，让他谈谈他的企业的创业过程，以及他的企业创业过程中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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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创业人才培养有些什么样的期盼，有请赖教授！

赖小民：尊敬的王校长、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各位校友，大

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也很荣幸作为校友代表回到母校，我们共同地庆祝我们

江西财经大学九十华诞，今天是母校的生日，母校九十年来培养了十几万学者，应

该说母校九十年风风雨雨走过来，成效十分明显。作为江西财经大学的一名学学生，

作为江西财经大学毕业走出校门的一个学子，为母校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也为

作为江西财经大学的一名学生感到由衷的自豪。昨天下午强卫书记会见我们部分母

校学员的时候，省委省政府表达了对母校的关心，而且强书记寄予了厚望，希望母

校发展得更好，我也做了一个发言，我说我们母校九十年来确实成就很辉煌，特别

是在这几年应该说是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作为母校的学生，我是作为校友，一晃

从学校走出来三十年了。我是79年走出学校，17岁来到学校，21岁大学毕业，一晃

三十年了，在金融战线搞了三十年，但是一直是情系母校、心系母校、关心关注着

母校，也感恩母校。我觉得廖书记讲了一个观点，校友是一张名片。我们的学生在

一块“聚是一团火、闪是满天星、星火燎原照亮江财”。正是因为在校的学生和走

出来的母校的学生使得学校越来越旺，再次祝福母校越来越好。

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简单地讲一下创新改变企业的命运，我想用自己所任职的

中国华融的故事来讲创新的重要性，创新创业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大家知道中

国华融过去是收购不良资产的企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为了整治

银行业，专门注资一百个亿成立了专司不良资产的金融企业。十五年来在支持国有

银行的改革开放、发展，支持国有企业的脱轨，特别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起了一个安全网络稳定期的作用。企业面临着转型发展到前前后后

处理了七千个亿的工商银行不良资产。由于华融的努力使得工商银行已经成为全球

市值最大的银行，已经是一年2300个亿的利润，19万亿的总资产，不良贷款比例在

1%以下。这个与中国华融十几年的运作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面对转型以后，不良资

产处置完，华融何去何从，这个值得考验。我是09年从国家机关来到中国华融的，

面对两个转型，第一企业的转型，第二自己的转型。企业怎么能从政策性金融机构

转到一个市场化的金融机构？我自己怎么从一个政府官员、管理部门决策的监管者

转向一个企业家？两个转型面临着挑战，当初的转型之路非常困难。我接手的中国

华融当时整个利润才4.03亿，全国32个分公司有25个是严重亏损，亏得一塌糊涂，

亏了四年，160多个案件，没有不良资产的，整个是给米做饭转向到找米下锅，当时

的转型就是在迷茫当中谋转型、在困难当中求发展、在夹缝当中求生存。面对这么

一个转型的困难，中国华融人高举创新的大旗，以创新来引领中国华融的改革发展

创新，走了一个转型之路。我们当时定了四个转型的目标：第一把中国华融由一个

政策性的金融机构转变为一个彻底市场化的机构，第二把中国华融由单一做不良资

产的业务转向银行、证券、信托、租赁等多元化的综合业务，第三把一个非上市公

司转向公众上市公司，第四个转型是由国内市场为主转向国内与国际并重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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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团公司。

面对这四个转型任务，我们高举创新的旗帜，华融有八大创新——思想观念的

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业务发展模式的创新、业务平台的创新、产品与服务的创

新、管理方式的创新、人才战略的创新，还有一个就是企业文化的创新。这八大创

新给中国华融带来了生机、带来了活力，创新带出了效果。我们知道创新是中华民

族的灵魂，创新也是一个企业不断发展的不懈动力，创新更是企业转型发展的根本

要素。在创新的引领下，短短四年中国华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直接体现在两个方

面的成果：第一把中国华融做大做强做开了，整体实力提高了；第二圆满地完成了

股份制改制，国务院批准华融按照整体上市的方案，把它做大变成中国最大的资产

管理公司，大家知道中国最大的银行是工商银行19万亿总资产，最大的资产管理公

司是中国华融3350个亿。我09年接手华融的时候，华融不是最大，华融、东方、长

城三家加起来不如信达，我们现在把它变成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第二要把它做强。

很多创业企业家两个指标非常关键——软实力和硬实力。从硬实力来说，一个是利

润指标，一个是国有资产净资产保值增值。从利润指标来看，中国华融取得了一个

很好的盈利模式，连续四年利润翻番，09年比08年的净利润增长了103%，10年比09

年增长了146%，11年比10年净利润增长了147%，12年比11年净利润增长140%，连续

四年翻番，去年实现利润120个亿。我们从一个4.3亿到120的利润，短短四年利润增

长翻了30倍。今年一到九月份我们又继续保持好的势头，新增利润103个亿，在四大

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东方、长城、信达中，我们是稳居第一，居于领先。第二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十四年前，国家存了一百个亿的资本金在那里，15年来没有增加一

分钱，靠企业自我发展、自我积累、靠利润去赚钱。我当时从上一任接手过来，净

资产135个亿，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净资产430个亿，翻了三倍，再造了三个中国华融。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利润增加、国有资产保值增增值、风险控制住、队伍

带好、企业发展上去，就尽到了责任。再一个中国华融软实力大幅度增加。我们这

几年彻底市场化以后，推行大客户战略，成效明显，应该说新增了两千多个客户，

签订了262个战略合作协议，跟全国21个省的省长、省委书记我出面签了战略合作协

议，这是所有中国企业唯一一家跟地方政府签这么多战略合作协议的。我的体会是，

听党的话、跟政府走、按市场规律办事，收益无穷。作为央企国企必须听党的话，

保持大方向跟政府走。中国的政府是一个强势的政府，是一个有作为的政府，很多

资源都在政府手上，政府流点东西出来给我们大小企业、民企、国企、央企、外企，

能吃很长的时间。请各位大学生创业一定要紧跟政府、贴近市场，所以这样才能有

所作为、有所得益，但是要按市场规律办事。政府有政府的需求，企业有企业的责

任，怎么来坚守风险底线、潜心科学发展，这是企业家必须要考虑的，是创业者必

须要考虑的，所以风险利润这些都要考虑。所以这些年软实力、硬实力增加，把它

做强了，中国华融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财政机构，在全国一百家金融企业我们排在前

3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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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把它做开来。所谓做开，把过去单一的旧储制（音）工商银行不良资产，

我们现在把它成功地创新转型，改制成为一个金融控股集团，旗下有资产管理、银

行、证券、信托、租赁、期货、基金、地产等多牌照、全方位，我们这里有金融学

院。金融五大板块，银行占了90%以上，144万总资产。证券占了5%左右，保险占了

4%左右。另外还有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加上近几年所产生的影子银行，五大金融

牌照当中中国华融拿到了除保险以外囊括了所有的金融牌照，所以今天的中国华融

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融控股集团。它是对应了当前分裂经营、分裂监管体制的

一种创新、一种冲击、一种现象，所以把它做大做强做开，今天的中国华融已经不

能和十四年前同日而语了。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国务院去年批准中国华融改制，整体上市，我们现在准备

上市，现在华融的业绩、中国的市场、资产管理广阔的业务吸引了众多境内外投资

者，现在高盛、摩根史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境内外八十多家企业都想参与我们的活

动，都想与我们加强合作。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广阔的市场，因为我们2006年金融改

革功能中介上市以后，交行、光大、华夏、民生、广发、深发这些基本上市了，下

一步最大的金融盘子就是华融跟信达了。毫无疑问这个巨大的金融市场、巨大的赚

钱盈利空间吸引了众多的境内外投资者，所以不足为怪。

所有这些我的理解就是创新，但是光有创新不行，创新可以改变企业的命运，

但是创新必须加稳健。稳健才能使企业永葆长盛不衰，所以我说创新加稳健是中国

企业包括今后每一个创业者未来发展企业内在的根本要义，就是创新加稳健。关于

稳健，我们要处理好八大关系：一个是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第二总量和结构的关系；

第三个就是合规与创新的关系；第四个就是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第五当前与长远的

关系；第六就是发展成果与员工共享的关系。处理好八大关系是当前企业发展的根

本要义，因为不管是央企、国企、民企还是外企，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市场

环境，一方面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视野越来越远。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市场环

境形势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确定，所以我们现在的形势是喜忧参半、机遇与挑战

并存、商机与陷阱同在，但是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我觉得今天的题目很好，“创

新创业人才”，不管是创新也好还是稳健也好，做企业我一个感觉是人才非常关键，

而人才领军人物又是关键的关键，一把手的作用在当前市场经济形势下非常关键。

在座很多大学生，我21岁从江西财经大学走出去，24岁我就当副处长了，中国人民

银行总行，一直走到今天这个岗位，从事了很多岗位，像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

融服务还有金融企业。

给大家分享一点个人成长体会，一个人如果要成为人才、如果想走得更成功、

更顺，必须三个因素同时具备：一个自身的素质和努力程度；第二领导的重视、组

织的培养；第三个环境的造就就是我们说的机遇。一个人只有这三个因素同时落到

你的头上，你成长就快一些、好一些、顺一些。另外这三个因素对不同的人在不同

的时期发挥的作用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比如大学生刚刚出家门、校门、机关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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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学、大学。刚刚从大学走上社会，这个时候可能你个人的素质和努力程度起

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这个年龄段对有的人来说领导的重视、组织的培养、大家的关

心，可能又是成为关键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机遇和运气，环境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很

大的关键性作用。不管怎么说，学好知识、学好本领这是根本的，而且做事先做人。

包括我们跟战略合作伙伴，我做企业有一个很大的体会，寻找众多的战略合作伙伴，

在战略合作伙伴当中可以有很多的因素、标准去考量。但是根本的要把握三点：第

一人品，第二产品，第三押品。所谓人品，做事先做人，人是根本的，这个人在业

内如何、口碑如何、有没有信誉、是否能赚钱、是否干事。再一个产品。你做的产

品、从事的事业、创业是否有市场、是否有效益、能否带来回报、能否实现双方共

赢。再一个押品，就是我们做金融的，我要给你放款，必须要讲安全，你要有足额

足资的抵押品。所以人品、产品、押品，是我跟很多企业合作，签战略协议包括共

同发展一个很根本的标准，所以八九不离十。刚才主持人提醒我只有一分钟。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分享我自己走过这么长时间的路程，不管怎么说做人是根

本、勤奋是要义、事业创新加稳健是我们成就任何事情的根本的法宝。最后我想寄

语一句话，“我与祖国共奋进，同为江财添光彩。”衷心地祝福我们大家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赖董事长精彩的报告！今天的演讲报告当中非常清晰地给我们勾

画了中国华融公司在企业转型以及他个人的转型方面，两大转型方面所出现的四个

方面的情况，那就是如何走市场化、如何走多元化、如何走上市之路、如何走国际

化。并且在企业创新方面有八大创新领域，这八大创新领域给中国华融公司带来了

勃勃生机，同时公司出现了两个巨大的变化。最后他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就人才

成长方面谈他对人才成长的一些看法，我想对我们在座的大学生都是非常有启迪的。

下面我们迎来第三位演讲者。第三位演讲者是我们学校非常熟悉的美国纽约理工大

学校长爱德华·朱利安诺。他和学校合作也有十多年了，我们学校为美国纽约理工

大学举办了中美？？，这个大学国际化做得非常好，接下来他会讲到他除了在美国

五十个州有学生之外，他在一百多个国家有他的学生，而且在很多国家办他的学会，

中国江西就是一个。我们与他合作在江西南昌、广东深圳以及广州市都有他的MBA

班，所以他的国际化战略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今天他跟我们分享他在国际化这方面

给大学带来的巨大变化，他演讲的题目是全球化大学时代的创新、技术、金融以及

创业，因为他是英文演讲，所以我们请翻译做简要的要点式的翻译，给他的时间可

以多一点。有请！

爱德华·朱利安诺：尊敬的各位来宾，下午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再次与大家

分享我关于全球化教育的信息和理念，今天我演讲的主题主要是变革。在接下来的

演讲中我将会提到科技、创新、金融、创业以及大学在教育和商业环境中的角色。

那么在如何驱动全球知识型经济革新的动力这个话题上面，我也会有一些观点和想

法要给大家分享。那么在今天的演讲中我也会进行一些案例的分享，有关于加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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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如何在企业创新这个领域从大学中获得灵感和资源，包括我们学校在过去几十

年的发展中如何从学校的资源引领了企业的发展与变化。

主持人：爱德华·朱利安诺校长就一个变化的时代，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知识的

学习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包括在跨文化、多文化的交流当中对教育所带来的

一些冲击。应该说他们在纽约理工学院践行着如何把教育教学新的思想、新的方法

以及对复杂的现象带来一种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初步了解了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在创

新教育方面的一些方法。我这里开句玩笑，他的太太是非常有名的，他太太是美国

一本畅销书的作者，这本书就是《法国女人为什么吃不胖》。他没有把他的专著送

给我，把他太太的专著送给我了，谢谢你！他的思维方式都是国际化的，今天他的

到来使我们的会场增加了国际化的样式，感谢你！我们第三位嘉宾是来自我们兄弟

院校的，北京物资学院党委副书记沈小静教授，有请！她演讲的题目是质量为本、

特色立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沈小静：各位同仁，还有同学们，还有在座的企业家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

在江西财经大学成立九十周年华诞的这样一个时间，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和大家

分享我们学校在办学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和感受。那么我的题目是“质量为本、特

色立校，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北京物资学院的前身是 1963 年成立在北京经

济学院的物资管理系，当时是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要培养识货工程师，于是就

有了这样一个系。1980 年独立建校，是物资部所属的唯一一所本科院校，之后隶属

于国内贸易部，98 年划归北京市管理，是一所以物流和流通为特色的普遍高等院校。

如果简单地说，我们学校的情况可以简单用六个六来总结，就是我们有六个学科门

类，经管理工文法。另外我们本科生 6000 人、研究生 600 人、教职员工 600 人，学

校占地面积 600 亩。那么还有一个六，本来我们是有六个二级学院，今年我们为了

扩大国际交流又成立了一个国际学院，所以去掉了一个六。我们从 90 年开始就是硕

士授权单位，现在有四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还有两个专业硕士的授权点。所

以从前面这些我的介绍大家都能够看到，当然我们的历史要比江财短得多，但是我

们和其他的一些财经类的高校相比，我们其实也不算落后，我们自己感觉就好象是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现在的现状是层次不高，没有更大的发展平台，我们不是

大学没有博士点，不大我们的学校学生规模，现在北京市的十二五规划都限定死了，

你就只能发展到七千人左右。我们学科也不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北京

首都、在高校林立的竞争环境下，北京物资学院要想生存只能走特色型的发展道路，

所以我们十二五确定的学校的发展目标就是建设高水平的特色型大学。

那么我们这个特色型大学我想是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我们是举全校之力，围

绕物流、流通构建学科专业体系；第二我们开放办学，加强政产学研合作，强化社

会服务；第三个是聚焦优势领域，强特色、上水平。我们学校大概可以称得上的就

是三个国内第一：第一个期货专业。93 年我们国家刚刚引入期货市场的时候，我们

学校就创办了期货专业，在本科阶段培养期货专业的人才，今天我们学校也正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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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期货专业创办二十年的纪念活动。第二个第一就是我们的物流管理专业。这是 94

年我们开始办的。最后一个第一就是采购管理专业，这是 2010 年教育部首先批的第

一家采购管理专业。实际上这三个专业都是在物流和流通领域里。那么学校的特色，

我们虽然有六个学院，但是我们六个学院几乎都是围绕着物流和流通来开展专业的

教育和科学研究，比如说物流学院，我们有物流管理、物流工程、采购管理、物流

机械；经济学院我们的研究重点是流通经济和证券期货；信息学院主要是在搞物流

的信息化、智能物流、物联网技术；商学院是搞商贸流通、物流成本、会计学；法

学专业我们也是侧重在流通法，那么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这样几个，我不细说了。我

们现在有北京市的四个科研平台，从这里面看到也全都是物流方面的。我们学校里

面每年都要举行高层次的学术论坛，也是围绕着流通。我们学校的期刊《中国流通

经济》是中国市场学会的会刊，也是中国经济类的核心期刊，这本杂志也是主要面

向物流和流通。

从去年开始学校加大了政产学研合作的力度，我们现在搞了五大合作。一个是

推进了与中关村合作的步伐，因为我们现任的党委书记是来自于中关村管委会；第

二个我们地处通州，我们学校的后面就是通州的商务园，现在北京市的西城是金融

中心，我们赖总就在金融街上，但现在金融的后台服务支撑体系现在逐步要移到通

州的商务园。还有我们和证券期货界的合作，和中国采购联合会合作等等，为此学

校从去年成立了现代物流产业研究院。学校坚持一来二去的政产学研合作工作的方

针，成立了中关村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产业联盟，这个联盟的主席是京东商城，我

们是秘书处单位。今年我们又挂牌现代物流创新园，纳入到北京市的大学科技园。

所以我们在特色发展之路上我们举全校之力，同时我们是两步走：一个是立地。首

先我们要加强政产学研的合作，强化社会服务，再往后我们就是要在物流和流通领

域里面，要聚焦我们的优势领域强特色、上水平。

第三个来谈一下质量为本，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现在人才培养的困境和

思考，我想各个大学都在不断地在思考，实际上对于我们这样的学校就是地位和层

次不上不下，那么你到底是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如果我们更多地偏重于专业教

育，那么我们就等同于高职院校，如果说我们更多地去加强通识教育，那么我们可

能有没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在这两个方面我们怎么去平衡？在这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精英的质量和标准，我想精英教育的质量和标准我们是以学术为导向的，但是在大

众化阶段特别是在北京现在已经到了普及化的阶段了，那么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我们的质量、标准应该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但是现在可能在整个的人才培养过

程中还有错位的现象，就是我们用精英教育的理念来指导大众化、普及化阶段的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这几年学校提出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我们

在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强化实践教学，打造就业硬实力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同时我们加强素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打造就业的软实力。由

于时间有限，PPT 我也给大家了，所以有关我们在培养硬实力这方面，实际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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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宽口进、厚基础，打牢打实基础，那么专业课的学士学分我们是尽可能的压

缩，通过实践教学来增强学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提升。

那我们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上我觉得还是很有特点的，比如说今年大家都知道

就业非常地难，北京户口要落户也是非常难，基本上都是要研究生，那么我们本科

生如果要是能留在北京真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这两年和北汽集团下面的中东物流

搞了一个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在培养的过程中完全按照企业要求去进行培养，今年

在这个班里面总共就有十一位是京外生源的学生，全部都解决了北京户口。所以我

觉得我们这样的人才培养还是得到社会的认可，也说明现在社会对物流人才还是有

很大的需求。

对于课程改革这块我不多说了。刚才听到赖总说做事做人，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我们也觉得非常正确。所以这几年学校也在努力地打造学生就业的软实力，就是要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首先就是在品德上，品德不是说在课堂上教出来、学出

来、背出来、考出来，而是他要在实践过程当中自己要有这样的一种意识，所以我

们从 2008 年起建立了写实性的德育素质档案来提高德育的实效性。我们觉得现在的

大学生就业的时候，自己写的都是千篇一律的，比如说我政治上、思想上要求进步，

团队精神好等等，可能一个年级一个班里面就出了十个校学生会主席，我们学校改

变这样一种做法，我们不对学生的德育说你是优、良、中、差，而是我们把事实摆

出来，让学生把他在四年中他认为在德育方面做得最好的体现出来，我们学校认可

盖上章提交给用人单位，所以中国教育报也是对我们的这种做法是认可的，说北京

物资学院是给学生打造了第三张证书，同时我们的这个项目也获得了北京市堪称亚

洲教育的实教奖的三等奖。我们从 2010 年开始，我们开展了体验式的新生入学教育，

对职业的培养从入学开始，我们的入学教育是一年时间，我们把新生晚自习搞起来，

但是这个晚自习是旧瓶装新酒，实际上在这个晚自习当中是开展班级丰富多彩的班

级活动、班会活动、读书活动，然后去撰写每个人自己的学业规划和职业发展规划，

然后辅导员们去深度辅导，再不断调整他的职业的规划。第三个方面我们就业工作

的考核。今年我们已经从量转为了质，我们各个学院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高

质量的就业标准，当然制定了之以后几年不能变，我们都用这样的标准去考核他们。

这是我们大致的做法，时间好象没有超出，要有问题待会儿在提问环节再来回答。

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沈书记就北京物资学院在教学、学生政治思想方面做了一个介绍，

就是他们如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方面做了介绍，应该说他们学校在物资流通方

面在全国是走得非常前列的。下面我们第四位演讲嘉宾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

教授。有请！他今天的题目是产业与行业、学业与专业、职业与就业的顺应与匹配。

易剑东：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我在学校是今年六月份新分管招生就

业，现在也管国际合作方面的事务，王校长专门说让我来讲一下，分享一下在学校

创业型人才培养以及学校今后学生就业方面的一些思考。应该说我介入的时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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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所以今天我特别想利用有限的时间给大家传导一点观念或者说我的一些不成

熟的想法。可能这里面有些东西未必严谨，但是是我的一点认识，希望对大家有所

启发。我的题目是论行业、学业、职业的顺应、匹配与超越，创新人才的培养。讲

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身处的行业、大家所学的专业以及今后将会谋的职业；第二

个讲一下三业的演进；最后也讲一下行业、专业、职业之间的三个关系。我的整个

讲述是以中国和美国的比较为背景，因为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在经过了一年的访问

学者生涯之后，感到美国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个先讲一下我们行业、专业和职业。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进入大学之前或者

进入大学之后乃至于毕业都会琢磨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哪个行业就业？在我们国家

来说行业和产业在很多时候是相通的，我们国家在界定的时候也是生产同类产品以

及提供同样服务，包括同样经济活动的集合把它叫产业。事实上在行政体系上还可

以叫系统，按照严格的行业分类来说，现在联合国有它的标准、北美也有它的标准，

我们国家也有自己的标准。从目前情况来看，大家更多是属于经济管理类的行业，

在学科上有自己的说法。第二个从高校要办很多学科专业，我们国家现在有十三个

学科门类，有一大批一级和二级学科专业，那么这个学科专业在大学里面对于学生

来说，实际上是学术的分类也可以统称为学业。第三个就是大家今后要走向社会，

那么要面临具体的岗位以及社会上可能有更多的培训机构、求职机构。我的观点是

在同学包括老师思考自己今后所做的事情以及现在的困难，在行业、专业、职业的

系列中来思考。当你处于院校的时候你也看到你这个行业的态势如何、你输送的人

才，甚至你的研究领域对今后社会的发展有何影响。行业是国际经济的划分，刚才

我讲了联合国现在对总体的行业划分是二十一个，我们国家和北美都是二十个，但

是有所差别。第二个是从专业来看，美国跟我们中国差别比较大，待会儿我会介绍

一下。第三个是职业，国际国内也有很大的差别。我记得江财比较早大概六七年前

确立我们培养创业型人才目标的时候有个界定，说我们的创业不是说出去创办企业

才叫创业，我们更多是创企业、事业还可以包含家业。那么从创业的支撑来看，我

认为一个同学进入大学学习专业是他的一个初始选择，另外要把它变成自己的学业，

自己的学业包括你今后你想进入哪个领域，可能不仅仅是本专业的知识。最高的追

求是置业，所谓的置业就是你终生以它为职业，并且作为你自己的爱好和偏好。很

多人进入大学以后实际上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有些专业是父母选择的，那么由于

他看到这个行业本身比较火爆，即便不喜欢也会去。我们国家很多教育家批评过我

们国家曾经有的一个现象，曾经一度我们国家 90%的文科状元考入北京大学，90%当

中又有 90%进入光华管理学院，没有人去学文史，实际上很多人讲对教育来说实际

上是一种悲哀，我们在让大家理性的选择学业的时候，并没有很好的社会导向。第

三个是职业。从目前我们国家来看，职业的分类标准越来越细，很多我们从来没有

的职业现在正在诞生，上午中央的校长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未来二三十

年可能的职业，现在在我们院校当中可能还没有任何专业来培养这样的人才，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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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站在三个系列当中去思考，我们会有更理性的认识。

第二部分讲一下这三个的演进。必须承认财经院校太强势了，上海财大在上海

的地位自己认为是第九名，但是它的招收分数经常在前三名，最差在第四名。坦率

的讲我们江西财大也是江西生源最好的学校，但是在排名当中从来没有进入前三名，

包括我了解的东北财大、西南财大等等，财经院校现在全国的高考招生分数上具有

强大的优势，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最重要的原因是目前从我们国家的部门来看，

强势部门和辐射力最强的部门绝大部分跟我们财经院校开办的专业有密切的关系。

国务院我们来看一下，比如组成部门 25 个，至少这些部门都是跟我们财经院校的主

流专业极其相关的，任何其他单科院校或者行业院校是没法跟财经院校媲美。第二

国家只有一个直属特设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也跟我们密切相关。国家国

务院直属机构 15 个，以下这七个跟我们的很多专业密切相关。国家有直属事业单位

13 个国务院，这七个也大部分跟我们密切相关，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类的研究机构至

少有三个，而且规模比很多机构还要大。国务院部委管理的 16 个国家局里面，跟财

经类很多专业相关的也在半数左右，一句话就是国家的行政部门设置体系当中，我

们财经的占有率最高，且同时我们的辐射力也最强，很多其他部委都不能离开财经

管理人才，所以我可以这样说，经济和管理成为我们国家现在经济社会文化运行和

控制单元当中最核心的要素，因此财经的强势不言而喻。下面我们看看中美这个行

业是怎么分类的，这里面我没有做更多的研究，但是做了一个基本的发现。在国民

经济行业当中美国以前是十年调整一次，最近发展成五年调整一次，我们国家的调

整不太规律，但是调整周期稍微慢一点，最近是 94 年、02 年，现在是九年和八年，

美国调整成五年，说明它对经济发展的调整更加注重。这里有一个国际标准，现在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遵循北美标准，那联合国有它的标准，从这个调整周期

上来看我们比他们要慢一些。这里是一些分类，我就没有时间一一展开讲，我们国

家最新的一个分类加了一些新的东西，尤其是最后一个叫国际组织，我现在也分管

外事，我有一个非常诚恳的愿望，希望更多地江财人去国外读书，以及有很多机会

进入全世界大的国际组织体系当中去，比如像联合国很多组织、很多国际单向组织，

希望有更多地江财学子通过留学进入，而且在国际体系当中在国外读书期间寻求实

习机会是相当正当的，而且机会也很多。第二个从学科来看这里重点讲一下，因为

我们是院校。美国目前它的学科目录是指导性的，实际上它这 16 个都不是严格的分

类，他最细的分类是 47 大类，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是 13 个，大家可以比较

一下，在 16 个中美学科当中有很多美国理论我们没有，比如说美国专门设一个交叉

科学，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国家学科设置非常严谨，但事实上对学科之间交叉如何

是有很大阻碍的。有人统计过，最近二十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几乎全是跨学科，

最近三十年代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大约三分之二是跨学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跨

学科问题是无界的，学科虽然有界，所以要求我们跳跃学科范围去思考问题。第二

个美国有的职业和技术培训专门做一类，我们国家是没有。再一个就在健康学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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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健康产业非常大，我们没有，包括美国还有休闲娱乐专门做一个产业。我最近

看了一个很新的数据，美国人花三分之一的时间、三分之二的收入、三分之一的空

间用于文化娱乐和休闲，所以美国的服务业为什么这么强大，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美国的健康产业和娱乐产业也占很高的比例，我是搞体育产业的，美国的体育

产业是汽车产业的两倍，是电影产业的七倍。截止去年美国的体育产业已经高达4400

亿美元的产值，所以学科分类自然跟国家经济有密切关系，我们国家这 13 个门类只

是在去年增加了一个艺术，但是依然显得不够开放和灵活。第三个是从职业上来看，

美国现在最新的标准是 23 类，我们国家一直是 99 年的标准，后面做了多次增补，

但是显得比较笼统。这是美国 23 个职业分类，从管理到工商、到计算机、到建筑等

等非常全面，我们国家的分类就是八大类，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到现

在为止没有做大调整，05、06、07 三年做过增补，但是大类没有做更改，而且 09

年开始很想调整，我看到国家有人说想 12 年上半年完成这个调整，但迄今为止依然

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由于职业分类太过繁复，而且新职业不断涌现，所以导致我们

研究和管理工作一直滞后，可以想见做一个职业标准有多难，美国人已经制定了2018

年要怎么做这个职业标准，那么从今年年底就要启动对公众的一个意见调查，一直

要延续七八个步骤，终于才能在 2018 年出台他的标准，当然我们国家研究时间也很

长，说明职业分类这个过程非常漫长，研究也很困难。

第三个部分想强调一下这三业的关系。我经过初步思考认为是这样的，从这三

个关系上国家是要求顺应，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国家部门行业管理的传统很悠久，

所以要求部门行业作为国家经济的统设组织，它要统设学科专业，也要统设职业分

类，所以国家层面上是要求它是顺应的。第二组织层面上是寻求匹配，比如教育系

统，你要注意在没有分以前，我们在财政部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财经大学的校友

在财政部的很多，组织是寻求匹配。那么从个人而言应该谋求超越或者叫跨越式，

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某个行业的人，尤其是经管具有很强的统设性和辐射力，应该有

面向全行业的胸怀。个人的层面怎么达到这个目标？第一个我认为创业先要有愿景，

基本的创新思维和理念很重要。坦率地说，在我们国家很多人批评中国基础教育最

大的问题泯灭洞察力、泯灭想象力、泯灭创造力，因为我们学生从小负担太重了，

到了大学就说进了安乐窝要去享福，有些大学甚至被誉为所谓的青年疗养院。那么

在美国大学生是最辛苦的，尤其是顶尖大学的大学生，平均一天读一百页书很正常，

所谓的 CRYSING READING 是必修课，否则就过不了关。我们的这个教育让创造力、

创新能力有所泯灭，应该说教育部门领导和整个行业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创业

创新不仅大学本身，而应该是从基础教育源头开始抓起。第二个要有创造财富的冲

动，没有创造财富的冲动你的创业就很难。第三个要有创造社会价值的远景。实际

上在美国像比尔盖茨和扎特伯格这样的人已经不把钱看作是自己现在的目标，但是

他创造社会价值。而且比尔盖茨对全世界贫困人口的捐助数量也是世界顶尖，那么

他具有这种创造全社会普世价值的情怀。第二个要提升创业能力，首先要有行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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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其次要有专业素质，最后要有职业能力，这一点实际上也至关重要。我们有很

多人坦率的地讲，有些人读完博士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以及

乐意在自己这个行业里做更好的发展。事实上进入一个行业确实要了解它很多东西，

尤其要了解它的规则、它的产业，没有这些东西你进入这个行业两眼一抹黑。第二

个需要有很强的专业素质。这个专业素质不仅仅是你本学科的专业，我刚才强调美

国的跨学科它最大的贡献就是这样，美国有一个我们国家翻译成文理学科基础，有

很多大学大一是不选专业的，到后面甚至大二都不选专业，到大三才开始选专业，

所以它对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是极为看重的。最后一个是要有创业的理念，

就是要跨行业生存、跨专业发展以及跨职业升级的理念。这里不展开讲举几个例子，

2002 年到 2007 年我们中央的九大常委我查了一下全部是工程师，大家可以想象，

他们没有一个人学的是政治学，没有一个人学的是管理学，但是最后都成了国家最

高领导人。社会上很多成功的人士都是跨行业的，宋卫平讲杭州 70%的房地产商是

学历史的，著名的白岩松是学编辑出身的，著名的张泉灵是北大学德语的，还有大

家很喜欢的著名柴静是长沙铁道学院学会计的，包括你们很熟悉的赵文卓是我原来

在北京的校友，实际上他最早并不是学武术的，而是学健美操的。诸如此类，无数

成功的人士都站在广泛的视野上去寻求自己的发展的机会，包括人生发展的机会，

包括事业发展的机会。所以我想学任何专业只是提供了你一种面向世界、解决问题

和解释问题的思维方式，我们不要让学科蒙住了自己的学业前面的步伐，也不要让

行业本身屏蔽了自己面向全社会就业的动机，更不要让所谓的一个岗位圈住了你今

后奋发有力的步伐，所以我想站在这样的视野上去思考我们的发展以及站在这个视

野上思考我们学业的发展，站在这个社会上思考我们职业的生涯，我想都会有助于

大家今后能够更多更有加机动灵活，更加有宏观的视野来思考，我这个观点可能很

不成熟，只是一点自己的浅见，请大家批评。最后也祝大家在各自的领域取得成功！

谢谢大家！

主持人：易剑东副校长给我们带来了关于行业、专业、职业三个关系方面的一

些思考，我想对在座的大学生怎么选择自己入哪个行、学哪个专业或者进哪个职业

会带来一些思考，当然现在他最后也说学习这个专业跨到另外一个专业也大有人在，

但是现在在座的各位基本是财经人才，你很难成为物理学家，你可以在法学、艺术

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今天下午五位领导嘉宾奉献了他们精彩的观点，下面有请这四

位教授到主席台上来，我刚才说过一个论坛最重要的是有互动环节，这也是一种提

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下面我们就这四位教授他们所提出的各自观点，大

家有什么想法要交流甚至有些想批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希望大家把问题提得简

短。

问：我是学生社的记者，我们都希望通过金融制度改革实现由 MADE IN CHINA

转为“PAKE IN CHINA”，而实际上当下高层次的创新企业人才以及高技术人才依旧

相对缺乏，请问华融是如何破难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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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小民：这个问题很好，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深化了一个体制、一个机制，还一

个是人才最缺乏。当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特别缺乏，从中国华融来说面对国内最大

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我现在不怕大家的思想观念落后，也不怕赚不到利润，也不怕

大家更多的找不到平台，最怕没有人才。人才已经成为中国华融转型升级发展的一

个最大的瓶颈之一了，也是最大的障碍。因为华融是多年的国有企业，前十年基本

上没进人，我当时 09 年到华融碰到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平均年龄五十一岁，这么一个

年纪偏大的队伍结构怎么去打拼市场，年龄结构偏大、业务知识老化，而且业务单

一，只会做不良资产，一旦不良资产做完以后，很多人面对新的业务不会干、不愿

干、不想干，武功全废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第一招我们就招人，在四大资产管理

公司第一家每年招两百人，所以加大，抓两头、稳中间，一头是抓领导干部，特别

是一把手，一头是抓专业人才和年轻干部的培养、使用、引进，所以成效很明显。

这四年我进了 842 个，首先第一个就要研究生以上，第二个我们侧重学校跟实际的

应用型人才。第三个就是有实践经验的一些人才。应该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四

年我们整个人才结构、人员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48.8%是 09 年以后新进的人才，

所以焕然一新。由于新的人才增长，新老搭配使得华融充满生机、充满活力，而且

我们提出来青年新则华融新，青年强则华融强，特别重视包括我本人对年轻干部、

专业人才的引进，我们提出给年轻干部多压担子、多戴帽子、多抬轿子、多指路子、

多给位置，尽快让年轻干部五子登科，所以经过这些发展变化以后，我们一批年轻

干部成长起来了，成为华融转型创新业务的重要骨干力量。所以抓人才主要第一是

培训，第二是招聘，第三是引进，这个工作是非常关键的。

主持人：华融公司五子登科的方式方法我觉得很好，一旦你们读了硕士以后，

哪有位置给你们，位置不要太满，留给我们一些年轻人。

赖小民：我在江财很多校友都加盟了中国华融，而且我们华融为了培养人才，

我拿了两百万元支持江财办 EMBA 班，在北京办班，第一期我帮它开拓市场、提供资

金。再一个增加提供学员，这样实现企业跟学校互动双赢，学校为我们提供好的教

学、好的老师、好的一个学业成才的一个平台，华融从中提供一些资金、提供一些

学员，也派一批比较优秀的学生参加学习，我们第一批派了十位拿了两百万，这次

国家拿钱对人才的再培养，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一般学校的东西，人的知识来自

书本、社会实践、人与人之间，我的体会书本的知识，大学大家不管学得再多，研

究生、博士生顶多占 20%，社会实践占了 60%，人与人之间的学习占了 20%，所以大

体是这样的。但是学校的 20%非常关键，他打基础，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后创业

创新就业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社会实践就像刚才易教授讲到的，很多是跨学科的，

你比如我过去在江西财经学院，那个时候没有金融专业，我是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

的，我是完全的跨学科，当然经济基础原理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一下搞了三十

年的金融。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没有金融课，金融完全是在实践当中，那时候全国只

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哪像现在各行各业眼花缭乱，金融改革地发展，所以形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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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学科，社会是个大学校、大舞台、大课堂、大熔炉，又是个大社会，所以占 60%。

再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学习占 20%，这个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拿来主义。为什么

古人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三人行必有我师，说的就

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要学好书本上的知识，打扎实，但是更应该注重实

践的学习、向人的学习，所以这学习来自三个方面。

主持人：谢谢！刚才女同学举了手。

问：各位教授，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学生，刚才各位的演讲都非

常精彩，使我们在校大学士受益颇多，我今天有幸想问一下赖小民董事长，正如你

今天的演讲题目创新改变企业命运，并且在你的演讲中我们也听到这些年来华融资

产管理公司取得的各项突破，我想问一下，你认为支撑整个华融团队在创新中取得

成功的最关键的核心精神与要素是什么？并且我们作为财经院校的学子，我们平时

在学校学习、生活的时候应该注重哪些方面素质的培养来迎合金融业日趋创新并且

国际化的时代需求？谢谢！

赖小民：谢谢！这个精神动力是什么带领大家干得这么猛，华融的变化这么大。

我大道理可以说很多，但是我经常对我的下属说，他们说赖老板来了以后改革力度

很大、成效也很明显。后来我跟同志们说，我说 05 年、06 年、07 年、08 年，每年

利润增加 1 亿多，05 年一亿多、06 年两亿多、07 年三亿多，08 年 4 亿 03，我接手

09 年大概 6亿多，10 年大概八亿多、11 年大概 9亿多，12 年大概十个亿，足矣了，

官照当、工资照拿，共产党的干部这样混下去照样当，但这是不是我的性格，企业

也不能这么发展。支撑我为什么有压力，我要把这个压力转嫁给我整个全系统，来

自五个方面：第一做人的良心。对得起这份工资是最起码的，大道理我可以讲很多。

第二做事的责任，要讲点责任心。第三对事业的忠诚，干什么要吆喝什么，就是干

一行爱一行。第四华融的现状。因为这种现状每年都两三个亿的利润，你真的会被

淘汰出局的。第五业界的发展，大家都在发展，整个金融业在发展、社会在发展、

每个人都在发展，所以做人的良心、做事的责任、对事业的忠诚、华融改变现状的

决心和业界的发展的看齐，这就是支撑我这几年对华融发展的原动力。所以你讲的

第二个问题要靠什么学习，我觉得学习第一个是创新型、务实性、廉洁型和学习型。

我们经常在讲打造，现在很多同学到大学出来以后，我们作为企业来说实际上要培

养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一支什么样的队伍的人才呢，就是需要一种想干事、能

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初

到社会上来，想干事这个问题大家都解决了，谁都想干，满腔热情、报效祖国、实

现自我价值、为了自己的生存，各种原因都会促进大家想干事。关键差距在哪？能

干事和会干事。能干事是你的经历水平、能力、技能、本领；会干事的关系、方法、

巧干。再一个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差距使得人与人之间差距拉大了，同样你是江财比

如研究生我们同一个班出来的，大家都想干，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由于能干事和会干

事这两个因素不同造成差距在拉大，这个影响了干成事的效果，把事干成当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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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很复杂，不出事，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除了书本知识的学习，一定

还要从做人的角度增强自己的本领知识，就是实战精神，也就培养自己的作战能力

应对社会各个方面，因为到社会上和学校不一样的，社会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各种

技能也很多，刚才大学教授讲到了，我们学的一个专业，但是你可能到了一个岗位

上、到了一个单位，你干的不是你的本专业，这就是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所

以你们要有这个应变，定为创新型、务实性、廉洁型的人才目标的队伍，按照这个

去打造自己，我想会少走很多弯路。

问：有一个问题问爱德华·朱利安诺教授。他说他在美国当了半年的访问学者，

所以他就问一下美国学院一些教学方面的情况。

爱德华·朱利安诺：非常感谢您的提问！我也非常高兴能够今天来到江西财经

大学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在我的论文中，我认为领导力和如何带领学校能够吸取到

人才来为学校发展作出贡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在日常的教学中，我

们非常注重教学的质量，并且我们也非常注重员工在我们学校的各个工作方向能够

得到最好的教学质量。那么我想分享我在纽约理工大学给学生上两堂课的基本内容，

其中有一个学科所讲解的最重要的理念，就是你今年所学的内容并不一定能够在你

当下的工作中就可以运用到，举个例子来说，苹果公司当年的 IPAD 在五年前并不存

在，但是更多的学生在学习的这些内容大多数会在五年甚至十年以后，才会体会到

他在当下所学的内容给未来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对于目前正在学校里就读的学

生来说，我认为提前三年为今后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是可以考虑的。另外一堂课的

主要内容主要是讲如何确保在学校所教课的老师及教职工可以获得最精准的岗位需

求，因为有一些非常好的员工，可能因为我们在之前对他的定义并不明确，我们可

能会失去一些非常好的员工，所以我认为我们在用人方面也需要特别的注重。

主持人：他还讲了一个要点，比如现在一般还行的话，当他有了下一个目标，

目前这些人不够格的话，必须对这些人说再见，然后换另一批新人到学校，这个观

点非常新颖。

问：谢谢各位老师！我想提问的是我们学校的易剑东校长，根据他刚才讲的演

讲主题，因为我是来自财税与公管学院的研究生，然后我们也面临过本科生就业，

我们即将也是研究生要就业，我们在就业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我们本专业，就是专

业和就业的岗位之间不对口，那么我们的选择应该是先选择专业对口还是先选择就

业优先呢？就这个问题谢谢老师。

易剑东：这个问题其实很普遍，就是很多同学都会遇到。我想这里面应该从三

个层面来思考，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内容当中其实很强调一点，就是你要通过你

的专业学习形成你特属的专业思维以及你的综合素质的能力，有了这个综合素质的

能力，你的普适性就会更强，你就可以实现跨行业就业、跨岗位就业，这里面就看

你自己几年学习之中你的能力到了什么程度。我也讲过现在一些基本的能力，比如

说表达和演讲的能力，辩论的能力，包括我们说的人际沟通交往的能力，这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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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很多学科都要具备，但是我们有些同学这方面就不够好，因此在就业当中因

为基本的综合素质的欠缺，他的就业面自然就窄，所以我想如果你是一个综合素质

比较强的人，有机会你一定要马上就就业，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的话。第二个其实刚

才赖董事长也讲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以前有更极端的数据，对于绝大部分文科

生来讲，大学期间学到的东西今后能用得上的只有 3%，有人做过这样的分析，那说

明什么？你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些专业素养和精神，对于今后只是一个铺垫和基础，

绝大部分的综合素质的能力要在今后的工作岗位当中去实践和提高，从这个意义上

讲终身学习是极端必要的。因此如果你有机会进入更多的行业，或者有机会选择其

他的行业，也不一定眼前就就业。第三个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观点，诗歌上我们国家

在 07 年前后教育部的本科评估当中，曾经有个思想叫做一定要专业对口，并且调查

你这个学校专业对口率过低，就说明你的学校办学出了问题。实际上在欧洲的大学

传统当中是培养人的人文精神和综合素质，不会寻求专业对口。而且我刚才有个观

点叫做问题无界、学科有界，实际上很多问题我们只要稍微会发现综合思考。我给

大家举个最小的例子，昨天看报纸讲的事情说大数据怎么用的商业上去？美国有一

个人它把商场里面所有买的东西做组合分析，发现买尿布最多的人也是买啤酒最多

的人，那么他做分析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来，就是大数据用在一个商场里面都能够

有这么具体的作用。实际上包括旅游，我现在也在带团队做这个事情，就是现在以

传感器和通讯传播为主，这个大数据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怎么用在我们的旅游上面？

我们省的旅游资源极好，但是同等条件下我们国际吸引力应该比很多省份多，但是

我们的国际游客增长数量并不太多，那么通过我们更好的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云计

算的能力，把我们旅游资源统设起来传播到世界，实际上就是说解决很多问题它看

上去需要某个特定学科，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想在你目前如果觉得就业很急

需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现在就选择，但是今后这个也涉及到另外一个观点，就跟

美国人一样，我十二年前在北京读博士的时候，英语老师问我你们十年后会去哪里，

绝大部分人说还在自己单位，结果她就笑话我们，说人生应该有梦想，这个世界是

个游走的世界、是个互动的世界，你怎么十年以后的梦想还是呆在老地方。我想岗

位也是一样，一生换几个岗位，通过变换岗位提高自身的价值、开拓眼界、提高自

己的人生境界，我想这个都是今后可以思考的方向。所以我想就业只是人生的一个

简单的阶段，人生的总体发展一定要靠自己去把握，那么提高综合素质、提高跨行

业、跨专业、跨职业，生存发展的能力才是根本。

主持人：调侃一句，我是 1978 年就到江西财经大学，现在还在这里，我是最没

出息的。

问：大家好，因我是来自工商管理学院的，我今天想向沈小静老师提个问题。

陈老师刚才听了您的演讲，我就知道你的学校有很多的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很

好，它锻炼学生的实践水平、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但是它有很多问题很难解决，

比如说它的安全性、学生应该怎么配合，还有怎样推广，它的门槛比较高，很难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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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到其他的高校。所以我想问你的问题就是，学校应该如何创新自己的管理理念来

推广这些实践活动？然后学生又应该怎么配合学校去完成这些实践活动？谢谢老

师！

沈小静：江财和我们北京物资学院培养的都是应用型的人才，所以实践教学或

者说学生课外的一些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我看我们王乔校长也提到，文章我昨天也

看到一些有关人才培养的文章，我们江财这边也在搞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第三课

堂，我觉得我们北京物资学院现在也是给学生创造了很多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就

像你刚才说的一样确实有风险，特别是现在应该说大学的责任负的是无限责任，在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到底还搞不搞活动、我们组不组织学生走出去，反正我是觉得风

险是有，但是如果我们为了风险而放弃了我们锻炼学生这样的一些平台，我觉得是

得不偿失的。所以这样的风险我愿意承担，所以我们是鼓励同学们走出去。我们学

校在北京其实现在贫困生的比例也挺高的，大家看到现在高校里面，一般 985、211

的高校现在学生的家庭背景可能要好一些。像我们这样市属高校现在贫困生也挺多，

我们的贫困生一般要占到 16%、17%的样子，我们现在就想，就是说他进到我们学校，

我就要让他有更大、更宽广的视野，所以今年我们新生进来以后，我们也想让这些

外地的同学了解北京的文化，我们就组织了在首都剧场由濮存昕主演的话剧《小井

胡同》来反映北京的风土人情的话剧，大概组织了两百多个同学去看。另外我们虽

然是搞物流的，大家都觉得很苦，跟仓库打交道，但我们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综合能力，你像我们现在的学生的艺术团、舞蹈团，10 年我们代表中国的大学生去

参加俄罗斯的“大学生之春”艺术节的开幕式，我们的管乐团在三年一次的大学生

展演当中是获得了一等奖，我们的合唱团今年到西班牙去参加比赛拿到了亚军，在

全国除了北大合唱团以外就是我们北京物资学院拿到了这样一个好成绩，所以很多

业内人士包括市教委都觉得，北京物资学院怎么会在艺术上有这么多的成绩，其实

我想跟大家讲每个人的潜质都是非常大的，我们每年招的特长生只有二十几名，这

二十几名分散在不同的学院，有声乐的、管乐的等等，但是在招新的过程中，我们

有很多同学过去没有基础的也加入到合唱团、管乐团、舞蹈团，对他们身心素质的

养成是非常好的，那么在就业当中也能够就是刚才我说的软实力，也能够在这方面

有个加分。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是创新创业论坛，我们学校这些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模式，我想

借此机会简要说两句，瑶琴书记在今天的江西日报上由江西财经大学培养模式提到，

我校培养的创新创业型人才是指具备创新意识强、创业品格优、创业素养高、组织

协调能力强、实践技能能力精的素质人才。王乔校长在《江西法制报》上发表文章，

接受记者采访谈到江西财经大学的办学特色，他提出江西财经大学秉承信敏廉毅的

校训，以及敬业乐群的江财精神，在发展中形成三大鲜明特色和办学优势，这三大

是，第一人才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信敏廉毅素质；二学科专业形成优势学科有品

牌，成长学科有特色，交叉学科有亮点，博雅学科有活力。科学研究上在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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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寻找突破，在不同学科的运用研究上有亮点、有创新，时间已经过了两个小时。

我们的论坛马上进入尾声，下面有请每一位演讲嘉宾对在座的大学生在创新创业方

面给予一句话。易教授开始。

易剑东：我想说的是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只要你对自己今后想从事的事业

和领域怀有热情和信心，你就能够取得成功！

爱德华·朱利安诺：这个世界正在不断的变化，所以请并不要害怕失败，因为

在你整个人生生涯中失败两到三次都是很正常的！

赖小民：创业一定要有激情、要敢于冒险、敢于担当，祝愿同学们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把握好自己，实现更好地人生价值！

沈小静：年轻就是资本，只要有梦想，路就在脚下！

主持人：我找到四个关键词，一信心、二不怕失败、三激情、四梦想。今天下

午的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

（党办、校办郑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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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工作要点

2013 年学校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内涵建

设为中心，以重点项目（工程）申报为抓手，以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为动力，以

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为重点，以“三大自信”教育为主题，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

突破口，以喜迎 90周年校庆为契机，进一步夯实“做强”基础，增强办学活力，在建

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以优异的成绩向 90周年校

庆献礼。

一、以内涵建设为中心，进一步夯实“做强”基础，全面提高育人质量

（一）突出财经特色，提高学科专业竞争力

1.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统计学五大学科要

发挥财经管理学科的优势地位，全面提升其在全国的影响力。

2.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共管理等学科要加快追赶步伐，在江西显现优势，

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

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艺术、社会学、新闻学等学科要加快成长步伐，特色鲜

明，进位赶超。

4.加大对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支持力度。

（二）进一步优化师资结构，加大引进高层次人才步伐

1.完善人才队伍管理机制。加强对学校人才队伍结构的研究，切实提出改进措

施。逐步实现师资队伍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绩效管理”转变。推进“内聘教授”专业

技术职务评聘制度。逐步完善专业技术岗位集约化管理机制、编制精细化管理机制。

做好《人事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工作。

2.优化人才引进渠道。依托国家“创新 2020”人才推进计划、“千人计划”等高层

次人才引进计划，重点引进有重要成就和较高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海归博士和国

内优秀博士。力争全年引进海归人才 29人，国内博士 35人。

3.加强教师队伍能力建设。成立教师发展中心。加强现有师资队伍国际化、教

学、科研等方面的培训。重点加强指导青年教工职业规划、教学和科研团队建设。

（三）加大“本科教学质量工程”支持力度，探索创业型人才培养新模式

1.继续推进“本科教学工程”。加大“专业综合改革”、“精品视频公开课程”、“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教学名师”等项目的申报与建设力

度，力争新增 4-5 项。做好已立项项目的检查和验收。

2.继续探索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新模式。启动“卓越文科人才”和“卓越会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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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各类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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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班经验。在非经管专业探索双专业、双学位制人才培养模式。

3.推进网络教学。搭建网络教学视频平台，建成江财教学网。整合图书馆和学

院的数字资源，建立图书馆课程教学服务平台。完善网络平台示范性课程建设机制，

加强毕博网络教学平台的运行和维护。

4.加强实践教学。出台实践育人实施方案，整合现有教学平台，完善专业实践

教学体系，做好实践教学质量评价。推动经管类专业的教学案例库建设。成立“云计

算研究所”，建设和优化“云端实训中心”。
5.完善保障支撑体系。继续做好“信毅教材大系”评审和出版工作，力争 3-4部教

材入选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修订“金牌主讲教师”评审办法。做好学分制信息系

统的升级开发工作。

（四）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1.推进培养模式改革。探索长短期交流、博士生互访等多样化的国际联合培养

模式，力争新增 1-2 个联合培养项目。依托行业加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

建设力度。探索企业定向培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新模式。

2.完善管理评价机制。健全研究生导师遴选机制。对已有研究生导师进行一次

全面考核和遴选，新增一批研究生导师。健全研究生激励约束制度，浓郁学习学术

氛围。完善研究生课程建设评估机制。完善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对研究生的学术评

价监督体系。继续推进学位论文质量的抽查与评估。进一步健全研究生创业扶持培

育体系。

3.改革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研究生招生办法，合理分配专业学位招生计划，

进一步调整研究生结构，不断提高生源质量。

4.提高专业学位教育质量。EMBA、MBA、MPAcc、MPA、JM等专业学位重点

在提升质量上下功夫，努力打造成“江财名片”。
（五）加强学术创新团队建设，浓厚学术氛围

1.加强学术创新团队建设。做好第三批校级创新团队和两个特色创新团队的管

理工作，大力扶持和培育具有江财特色、对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支撑作用的学术创新

团队，推进跨学科研究和国际合作研究。

2.加强研究机构的管理和建设。加强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积

极支持“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等国际合作研究机构探索和积累学术特区建设的经

验。探索主办“中国产业经济学网”。
3.加强学术交流和联系。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社科院各研究所等国内外学术机构、

高校的学术交流工作。办好“亚洲金融年会”等一系列高水平、高层次的学术会议。

（六）加大推进国际化办学进程的力度，扩大对外学术交流

1.优化合作交流项目。开拓 4-6 所新的高水平合作院校，疏理合作项目和合作高

校。积极拓展与国家留学基金委合作的项目。积极创造条件申报孔子学院。

2.做好外教管理与服务工作。加大招聘专任语言外教的力度，确保语言外教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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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素质，实施循环淘汰机制，提升外教的层次与水平。

3.做好来华留学工作。力争成为教育部来华留学生“国家政府奖学金招生单位”。
积极参加教育部及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的来华留学展，力争全年来校留学学生达

80-90人。修订外事工作指南及办事流程。完善留学生课程 15至 20门。健全来华留

学管理、服务制度。

4.进一步提升国际学院在推进国际化办学的影响力，力争向国外知名高校输送

100名以上学生进一步深造。

（七）加强学校基础能力建设

大力落实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推进图文信息楼新建、实验实训楼改

造两个建设项目，完善专业综合改革、创业型人才培养、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教师

教学能力提升、本科教学质量保障等建设项目。抓好公共租赁住房工程项目、麦庐

园北区教学楼、食堂项目建设和综合楼项目装修，为师生工作、学习、生活创造更

好条件。

（八）扩大两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进一步提升《当代财经》、《学报》学术质量和社会影响，确保两刊在全国中文

核心期刊排名、《高校文科学术文摘》转摘的数量、CSSCI经济学排名、复印转载率

等方面稳中有升，两刊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等重要质量评价指标在

现有基础上再提高 2-3 个百分点。继续加大名家力作的组稿力度。进一步办好《江

西经济分析》。

二、以重点项目（工程）申报为抓手，进一步拓展办学平台和空间

（一）积极申报国家重点学科。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理

论经济学要做好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准备工作，力争实现国家重点学科零的突破。

组织对省级重点学科进行调查研究，对有望冲刺国家重点学科的学科加大扶持力度，

建设更多适应经济社会需要的重点学科。

（二）积极申报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研究

院、科研处等相关部门共同做好申报基地的各项准备工作，力争成功实现学校教育

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零的突破。

（三）推进“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培育和建设。完善现有省级协同创新中心组

织机构建设和运作机制。重点支持筹建 2-3 个校级协同创新中心，为培育和申报 2013
年度“江西省 2011协同创新中心”做好准备。

（四）抓好国家级重大课题和重大奖项申报。组织好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等国家级项目的申报工作，争取立项数和经费总额均比去年

增长 20%，排名稳中有升。建立博士后基金申报与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之间的互动

机制。争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招标项目以及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取得新的

突破。

（五）推进省部共建平台上的项目建设。积极参与国家财政经济领域重大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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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研究和咨询工作，推进建立全国财政系统干部培训基地。争取省部支持学校

申报“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子项目、“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
计划”）等重大项目。加强与其他省部共建财经高校和国家会计学院的合作，推进成

立全国财经高校联盟。

三、以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为动力，进一步增强办学活力

（一）做好第五轮干部竞聘工作，形成干部能上能下机制。根据“用好现任干部、

选好新增干部”的原则，注重德才兼备，充分发扬民主，完善竞聘程序，加大青年干

部选拔力度，高质量完成第五轮干部选聘工作。

（二）试点蛟桥园服务整体外包，进一步推进后勤服务社会化。推进蛟桥园为

试点的后勤专业化服务托管。坚持后勤标准化建设，完善后勤规范化服务标准。坚

持推进“数字化后勤”建设，确保数字化节能监管平台建设项目顺利完成。坚持后勤

队伍专业化建设，加强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规范合同用工人员管理。

（三）实施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完善学院治理结构。明确党政联席会议的议事

范围和议事规则，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保证作用，建立和完善学院党政沟通协调、

决策和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学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四）修订大学章程，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做好大学章程的修改、征求意

见、教代会审议、报送备案等工作，为依法治校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依据。

（五）推进精细化管理，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大力开展管理服务人员精细化管

理培训，建立管理服务质量标准，加大管理督查和责任追究力度。

四、以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加强校、院（处）两级班子建设，构

建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

（一）加强校、院（处）两级干部的管理。坚持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和干部集

中学习制度，构建学习型组织；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坚持务虚会议制度，提高班子成员对重大决策的认同度；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的自

律和监督机制。

（二）制定并落实学校改进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加强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开

展有关党风廉政建设专项监督检查，抓好干部作风整治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

（三）进一步完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党委

会、校长办公会、学院党政联席会等议事规则。以党务、政务公开为切入点加大公

开范围，丰富公开渠道。发挥各级教代会、工会在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对学院

治理模式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

（四）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完善并落实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制度、领

导干部挂点联系制度、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制度等规章制度，凝聚师生的智慧和力量

推进学校事业发展。

（五）完善干部监督机制。建立健全透明的制度监督体系。做好各部门经费使

用审查、领导干部换届经济责任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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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三大自信”教育为主题，进一步加强党建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抓好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主题的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在

全校上下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高潮，确保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

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广大师生中开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主题的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二）全面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大力开展“为民、务实、清廉”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促进创先争优活动常态化和长效化，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作风建设与效能建设，强化反腐倡廉教育。抓好党建带

团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筹备召开第五次党代会，召开

第九次团代会和第十七次学代会。

（三）抓好新时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分开发利用网络新媒体主阵

地，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基础，

实现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

队伍建设。

（四）进一步加强素质教育。继续开展各类学生特色活动，加强学生能力素质

教育，全面启动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工作。加强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的建设，力争建

成全省示范性创新创业园。承办好海峡两岸会计辩论赛、江西省第十三届挑战杯课

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等活动。

六、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突破口，进一步提高学校的社会贡献度

（一）完善支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继续加强和省政府发展研究中

心的合作研究。建立健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制度，支持学院和研究机构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打造校级品牌项目 5项、特色项目 10项。

（二）继续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重大项目研究。继续实施“服务地方建设项目工

程”。积极承担 2013年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课题，争取承接服务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建设和振兴赣南苏区计划的重大项目 1-2 项。

（三）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跟踪研究。依托学校现有协同创新中心，积极围

绕江西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创新性研究。扶持学校已具有相当前期成果基础且

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应用性研究项目。

（四）做好校市合作工作。主动以调研报告形式为每一个地市开展至少一次经

济把脉。推动校市在科技合作、产学研结合、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

面的合作，选派优秀教师和科技人员到地市挂职。

七、以 90周年校庆为契机，浓厚和谐氛围，进一步增强学校凝聚力

（一）做好校庆各项准备工作。要认真总结和宣传学校改革发展的成果和经验，

传承创新江财文化，集中展示发展成就，进一步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通过校庆凝

聚校友、激励师生、增进友谊、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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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学校文化建设和环境治理力度。进一步完善“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

大学”为目标的顶层设计。全面推广江西财经大学形象识别系统。以爱校荣校和强化

素质为主题，推进实施学生义务劳动制度。筹划成立教育基金会。开展整治经营秩

序、整治乱搭乱建、维护公共设施、整治校园环境、整治交通秩序等专项治理活动，

做好迎接校庆美化亮化校园工作。

（三）做好民生工作。继续重点做好加大扶持“双困生”就业力度、进一步提高

教职工收入水平、改造自来水管网等 10项民生工程。启用门诊医生电子处方和住院

部工作站，改善就医条件。全面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进一步提高老同志的满意度。

确保毕业生就业初次就业率不低于 88%、常规就业率不低于 60%，保持“进口旺、出

口畅”态势。

（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加强与省委统战部、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省、市

政府参事室的联系，做好增补省、市政府参事的推荐工作。做好民族宗教工作，重

点防范宗教渗透、非法传教，切实维护校园稳定。

（五）做好综治等其他工作。推进和谐平安校园建设，创新学校社会管理综合

治理工作体系与机制。推进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完善经管类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加

强数字档案馆建设，力争实现综合档案馆藏资源 90%数字化。继续做好全民健身运

动、校区协调、附中、幼儿园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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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届三次教代会暨工代会上的讲话

校党委书记 廖进球

（2013年3月23日）

同志们：

我们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召开八届三次教代会暨工代会全体会议，时间短，议

题多，全体代表认真履职，会议非常有效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与会代表本着对

学校负责的精神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我们将逐条整理、分门别类加以落

实。同时，感谢各位代表对学校领导班子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我们一定不辜负

大家的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今天，我就学校发展和广大教职

工关心的几个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关于 2013 年工作

今年元月份学校已经印发了 2013 年工作要点，昨天校长报告就 2013 年的工作

进行了具体部署，这是校领导班子在总结去年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学校发展的目标

和要求，根据当前发展的形势，经过认真研究而提出的任务，现在关键在于抓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此，为了落实学校的工作要点，

我强调三个方面：

第一，内涵建设和项目申报。学校 2013 年工作要点中特别把内涵建设作为工作

重心，这是学校发展思路的重要变化。当前，外延扩张已经不是主攻点，内涵发展

已经处于突出位置，怎么把内涵建设抓出成效？希望广大教职工深入思考、出谋划

策。我们认为，内涵建设的核心就是人才培养质量。如果人才培养质量走下坡路，

内涵建设就是一句空话。我校发展方式的转变类似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其中有非常多的环节需要调整、非常多的细节需要注意。

在内涵建设的同时，我们要继续重视拓展办学平台，要大胆抓、踏实抓。今年有几

个重要的项目平台要特别关注：一是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前不久启动了历

史学科遴选，井冈山大学、赣南师范学院已经入围；接下来将遴选一批高校人文重

点学科研究基地，我们必须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二是新一轮重点学科。现在财

经类高校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仅体现在博士点的数量，更体现在重点学科的数量；

在省内高校之间，优势专业、优势项目、全国社科基金项目等方面的竞争也非常激

烈，南昌大学、江西师大今年已经瞄准我校准备超越，但是我们学校一些老师觉得

自己报得太多了、烦躁了、可以歇一歇了，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全校每一个单

位、每一位员工都要克服这种没有危机感的懈怠意识。

第二，第五轮干部人事调整。在 2013 年全校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我已经明确

讲了几点要求，会以文件形式印发给各单位。目前学校正在拟定方案，每一位代表

都要以主人翁精神认真对待第五轮干部人事调整。在此，我还要强调几点：一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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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克服懈怠思想情绪。有的干部觉得自己这次可能交流、轮岗或因到龄不再竞聘，

故而被动适应工作，这种状态要不得。大家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站好所在岗位

最后一班岗，这是政治素质的重要考验。二是要有大局意识。全校新一轮大规模的

干部调整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组织的需要和个人的要求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偏差，

群众的认可度和个人的意愿之间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差距，因此每个人都要调整心态，

做好准备，尤其要有肚量让年轻的同志有机会走出来到重要岗位上锻炼。

第三，要做好 90 周年校庆。这是我校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对 90 年来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办学经验，我们要总结、提炼、升华、提高。今年的校庆要隆重、热

烈、简朴、低调，重点在于通过校庆让全体江财人鼓舞精神、凝聚意志，每一个人

都积极主动为校庆 90 周年献礼，以实际行动、工作业绩不断为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添

砖加瓦。

二、关于章程修改

2007 年，我们制定了第一个版本的学校章程，总结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

新世纪以后较为成熟的管理制度。章程是学校办学的“基本大法”，随着现代大学制

度的建立和办学实践的不断推进，章程在办学治校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2012

年，上级教育部门要求高校根据高等教育法的要求，重新制定或修订大学章程。因

此，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并结合学校新的发展形势，我们启动了章程修订工作。这次

教代会上提交给各位代表的章程草案，是经过多次修改、论证之后的成果。各位代

表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建议，在此我想做几点说明，各位代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

第一，进一步充实了顶层设计。主要是融入了近年来校园文化建设取得的较为

成熟的成果。

第二，进一步完善了治理结构。有很多概念、问题要重新思考定位，重点有这

样几个问题：一是教学委员会，我校以前也有教学委员会，现在的教学委员会是仅

仅定位在本科层次，还是也要考虑研究生层次？二是教授委员会，这是借鉴西方大

学治理的模式，这个想法是否成熟，要如何运作？三是学院治理结构，过去的表述

是“院长负责、总支保证、专家治学、民主管理”，根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学院应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决策制，因此学院的治

理模式要调整，涉及到学院发展的重大问题应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决定，而不是过

去的由院务委员会决定。新的治理结构可以表述为“党政联席、院长负责、专家治

学、民主管理”，这与学校的治理结构不同，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学

院继续体现为院长负责制，即院长仍然是学院的第一责任人，这一点不能动摇。党

总支书记仍然要做到保方向、凝人心、促发展的作用，推动学院更加和谐、健康发

展。党政联席会议根据需要可以由院长主持或书记主持，或者共同主持。

各位代表还可以书面形式继续对章程提出修改意见。学校在进行修改后，按照

教育部 2011 年 31 号令精神，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经党委会审定后，报上级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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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批准，作为我校今后办学治校的依据。

三、关于校区建设和民生工程

在我校的办学历史上，经历过一段时期的低成本扩张之路，对我校扩大办学规

模确实起到效果。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着多校区办学的现状，与省内其他高校相比，

基础能力已经没有比较优势。南昌大学前湖校区有将近 5000 亩地，江西师范大学在

瑶湖有 3000 多亩地，我校现在号称有 2200 多亩地，然而教工宿舍又占了相当一部

分生活用地。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今年年底将验收独立学院办学条件，要划走 500

亩地，校党委经多次研究，准备把枫林园、麦庐园北区的土地划拨到独立学院名下。

如此一来，在现有的办学规模下，本科及研究生等其他办学层次就缺了 580 亩地。

两头总有一头不达标。因此，从 2011 年开始，我们就在思考储备办学用地。之前，

我们考虑到共青城购置 1000 亩地，其中 300 亩左右规划为教工宿舍，但是这件事情

进展困难重重，一方面是当前高校发展进入调整期，政府严格控制高校办学用地指

标，另一方面当地政府提出“捆绑运行”的要求，即校区与教工宿舍建设同步进行，

这需要我校大规模贷款才能完成，然而现在高校建设新校区贷款受到严格限制，政

府也不会再出台为学校偿还贷款的政策。有的人说，学校应该从南昌再买一块地，

改善教工宿舍条件。但是南昌的用地指标更难批准，团购住房又很难组织，已经开

发的楼盘不会有很大让利。目前，我们在研究到靖安购置储备用地，现在仍在谈判

之中。

关于办学用地和教职工住房的问题，我们无时不刻都在思考，如何才能为广大

教职工谋更多福利、为学校长远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决策，在

决策过程中我们既积极又谨慎，既要考虑到现有的方方面面，又要兼顾到学校发展

的长远，这样才能避免犯历史性错误。因为信息不对称，可能有些老师误认为我们

“只议不做”，所以我在这里特别作一下说明。在积极谋求外部发展空间的同时，我

们也利用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等项目改进校内现有的基础条件，如新建一

所图文信息大楼以整合多校区分散的图文资料，开始推进麦庐园北区的开发建设，

逐步改善办学和办公条件。现在我校还不能保证每一位老师都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

这和当前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正在着力解决。

在民生工程方面，我校每年都提出 10 项，循序渐进地解决了很多关系师生切身

利益的具体问题。总体来看，目前我校教职工的工资、收入和福利还是走在江西高

校前列的，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在这里，我对部分教工提出的问题做一

个回复和说明。

一是有教工建议对老的教工宿舍全面改造，可以拆掉重建。这个建议很好。但

是我们咨询了南昌市政府部门多次，答复是现在不能动，因为对此尚无整体规划和

具体政策。甚至是蛟桥园西区的树长得太高了，影响了部分教职工住宅的采光，把

这些树移个位置都要报南昌市政府部门批准，否则就会罚款。这是硬条件的约束性

规定，我们无法规避，只有利用现有可行的政策来改善我们的办学条件，比如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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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了公租房建设，共建设 400 多套住房，以改善青年教工和引进人才的住宿条件。

二是职工收入增长问题。我们曾经承诺力争职工收入逐年递增 10%，根据财务

处的统计和计算，从全校范围来说已经基本实现。如果按照这个增长速度，不到十

年的时间我们的收入就会增长一倍，之后再按照这个速度增长的话，学校的财力就

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和国家 GDP 增长速度先快后慢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会考虑保持一定增幅，会考虑效率与公平的问题，让广大教职员

工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因此，今年学校经研究决定：一是提高教职工的公积金

缴纳比例，这是看得到、摸得着的增加收入，学校将增加 700 多万元支出；二是试

行职业年金制度，学校将增加 1200 多万元支出。我们参考了南昌大学、东华理工大

学的运作模式，拟分为 5 个层次。总而言之，凡是教职员工提出的改善生活福利条

件的建议，学校领导班子都会认真考虑，我们会本着对全体教职员工负责的态度谨

慎决策，不犯方向性错误，多为教职员工谋福利。

四、关于后勤管理体制改革

今年我们试行后勤管理体制改革，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服务整体外包。为什么呢？

因为我校的后勤管理队伍发生了重要变化，人员年龄不断老化。由于我们学校是超

编单位，非教学科研的人员比例偏高，所以我们没办法进新人，包括博士、教授的

配偶都无法进编制。后勤部门现在的科长很多都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但我校的后勤

服务工作一天也不能停、不能乱，结果导致聘用了一大批临时工，形成了将近 1000

名的临时用工人员队伍。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临时工的使用和管理就会存在

很多工作和问题。我们只有向兄弟院校学习，实行后勤服务社会化外包，这种改革

势在必行。

最近，我了解到教职工对改革之后校车运行的服务提出很多意见。追本溯源来

说，校车服务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多校区办学的情况为其留存提供了新可能。但是，

校车服务不会因为个别老师在很远的地方买房而增加新的交通线路，我们只能把现

有的服务项目做得更好，比如南昌公交公司提供的校车比较陈旧，我们通过跟对方

沟通令其更换了好一点的校车。我曾经说过，民生工程主要是两部分组成，一部分

是惠民工程，一部分是扶弱工程。对于民生工程，我们会毫不犹豫，大力推进；民

生工程不能只为个人利益，以民生工程的名义占用大量公共资源实现个人利益，便

失去了“民生”的本意，希望大家对此有充分的理解和正确的认识。

由于时间关系，还有一些问题我不再逐一回复和说明，我们会通过其他方式对

代表的疑问、意见和建议给予反馈。各位代表是学校参政议政的重要力量，我在此

对一些大家都关心、关注的问题作一个回复，是想说明我们校领导班子对各位教职

工代表的尊重，也想让各位代表对校领导班子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成效有一个了解。

希望各位代表在广大教职工中要充分传递正能量，让浩然正气蔚然成风，坚决抵制

歪风邪气。江财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只要我们要从大局出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学校就会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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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工作报告

——2013年3月22日在江西财经大学第八届教代会暨工代会第三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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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工作的回顾

2012 年是学校积蓄力量、搭建平台的一年。一年来，全校上下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以省部共建为契机，主动适应新形势，内抓改革、外拓空间、整体推进、重

点突破，学校事业发展态势良好，我们主要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有:

（一）省部共建取得实质性突破

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在南昌签署协议共建江西财经大学，为学校

今后更快更好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在省部共建大背景下，学校成功跻身“中西部

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校，获经费资助 1.31 亿元，获批统计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首批全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江西省首批 2011 协同创新中心单位经费资助

2000 万元、全省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平台经费资助 1000 万元等一批重大项目，进一

步拓展了学校的办学平台和空间。

（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

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深入推进。以提高人才质量为核心，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和教学建设。出台“十二五”期间“本科教学工程”建设实施方案、本科专项教学

建设经费使用与管理办法、加强学风建设的若干意见等系列制度，进一步健全了学

校教学育人机制。出版了首批“信毅”教材，获“第十二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

一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1 门课程获批

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获第十三批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10 项。

研究生培养质量工程进展顺利。修订了研究生培养方案和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

大纲，建立了一级学科委员会、二级学科导师组、导师的研究生教育三级管理模式，

完善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监督体系，严格执行 100%学位论文复制率检测、论文双盲审、

论文差错率“一票否决”等制度，成立了研究生培养督导组。获批 7 项省研究生教

改项目和 23 项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9项省研究生教改项目顺利结题，并在全

省“十一五”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实施情况检查评估中取得优秀成绩。

生源和就业质量稳中有升。本科新增第一批次录取省份 1 个，目前已有 27 个省

市为一本批次录取；普通本科录取分超出省一本线 40 分以上的省份科类达 20 个，

江西省文理科投档分数分别高出一本线 14 分和 21 分，继续位列省内高校第一。其

他各层次招生录取线都呈现上升的良好态势。学校 2012 届研究生、普通本科、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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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就业率分别为 97.12%、90.51%、92.66%，均居全省第一，学校荣获国务院表彰

的“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称号。

（三）师资队伍建设扎实推进

深化学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广泛深入调研基础上，学校出台了优化干部队

伍结构的改革方案，积极探索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实施了“内聘教授”评聘制

度；同时鼓励引进高层次人才，对新引进拔尖人才和海归人才，实行“不占所在学

院编制和专业技术岗位职数”的优惠政策，在经济学院、信息管理学院、艺术学院

进行教师分类试点管理。

加大中青年教师培养力度。实施优秀青年学术人才支持计划、海外学术研修计

划和骨干教师英语培训计划，选派 50 位中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举办了两期青年

科级干部培训班，取得了良好效果。

扎实做好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工作。2012 年引进海归博士 10 人，学校教师

队伍中博士和在读博士比例已达 43%。10 名教授入选第二批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领军人才培养计划，23 位教授受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张蕊教授

获评江西省“十大教书育人楷模”，并入选 2012 年“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教学名师候选人，2位教授获省政府特殊津贴，1 位教师获第七届江西省师德标兵荣

誉，4位教师获江西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四）科研工作成绩斐然

科研项目和经费再创新高。2012 年获各类课题立项 315 项，课题经费 3795 万

元，其中纵向课题立项 238 项，经费 2310 万元，横向课题立项 76 项，经费 1485 万

元；全年科研总经费达 6800 多万。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数再创新高,

获批立项 28 项，立项总数第 15 次位居江西第 1 位，居全国高校第 16 位，全国财经

高校第 3 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29 项，居全国财经类高校第 3 位。此外，

学校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和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16 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1项。

获江西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课题 1 项，江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招标课题

2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 项。博士后科研择优资助项目立项 14 项，居全省首位。

科研成果质量稳步攀升。学校科研成果获教育部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奖 5 项，

创我校乃至江西省历史最好成绩；教研人员在《经济研究》、《模式识别》等国际国

内著名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5 篇，在国家级权威刊物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74

篇。

高层次学术活动丰富。学校承办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年会等国内重大学术会议

20 余次，与江西省社联共同承办了 2012 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周”，举办 200

多场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在相关学科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提升了我校的学术影响

力。

（五）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

全年新增合作院校 11 所,首次在南美洲开拓合作院校。接待境外来宾近 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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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新招来华留学生 50 人，比 2011 年增长近一倍。学校共派出 112 人次赴海外研

修、出访，200 多名在校生赴国外大学留学深造和访问、交流学习，其中近百名同

学进入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世界排名百强大学深造。以色列籍

外教斯坦尼斯劳斯获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庐山友谊奖”。学校代表团先后出访了英国、

法国、奥地利等国外院校，参加了欧洲国际教育协会第 24 届年会。

（六）服务社会成效显著

创新产政学研合作模式。加强与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企业的互动，2012 年与

深圳世贸组织事务中心、赣粤高速公司、宁波保税区、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省人

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日报社等 18 个单位签订了合作协议。

积极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学校继续推进与南昌、宜春市的校市合作。成立了 3

个重大课题研究项目小组，深入江西各地市开展实地调研，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所提交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省领导和省直有关部门的高度肯定。学校积极推

进各教研机构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贡献力度，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江西日报给予了连续报道。

（七）学生工作再创佳绩

注重师生骨干培训。组织师生骨干重点学习了党的十八大精神、省领导来我校

调研的讲话精神。继续举办了暑期领导干部专题学习班。与中国教育干部培训网合

作，抓好处级干部在线学习。举办了首届辅导员技能大赛和第三期班主任（辅导员）

骨干培训班。

强化实践育人工作。举办了学术节、创业技能竞赛月等品牌活动，出台课外科

技活动奖励办法，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社，开办了创业精英班和创业能力提升培训

班，建立了 MBA 创业中心。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目前在孵企业 53 家，实现营业收入

1800 余万元。学生获各类省部级以上奖励 206 人次。工商管理学院绿派社荣获湿地

使者行动全国一等奖，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中标三下乡全国重点团队，8 位 2009 级

EMBA 毕业生入选“中国 EMBA 荣誉毕业生”。

（八）和谐校园建设创新局面

文化建设全面推进。学校启动“三馆一湖”（校史馆、校友馆、博物馆和蛟湖）

建设，其中校友馆已正式开馆；颁布了学校形象识别系统管理办法，全面启动了江

财 VI（形象设计）推广工作。

办学条件不断改善。2012 年学校总收入达 6.97 亿元，比上年增加 7515 万元；

通过政府财政化债资金支持，学校银行贷款成功“清零” ,财务状况进一步优化；

推进了数字化校园三大基础平台建设，升级了校园网出口带宽，师生办公学习条件

进一步改善。

民生工程认真落实。调整在岗人员绩效工资分值和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标准，

教职工待遇进一步改善。建设 5 栋 408 套公共租赁住房，现已完成主体部分，预计

今年 10 月交付使用；建立教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会, 并设立互助金；学校将困难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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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补助总额从去年的 8 万元提高至今年的 25 万元，覆盖面更加广泛；加大了学生宿

舍、体育及其它公共设施维修改造力度，为学生宿舍安装热水供应设施等。

综合治理成效明显。积极响应省综治委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工作要求，与经开区

政府等签署了综治合作框架协议，探索校地共创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新局面。校

园秩序良好，我校已经连续 8 年被评为“江西省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学校为教职工

增发了和谐平安江西奖金。

此外，学校的校友工作、继续教育、中小学教育、档案管理、服务离退休同志

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为学校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2 年，学校获得全国就业先

进工作单位、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先进集体、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

进集体、全国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优秀组织奖、江西省五一劳动奖、江西省

大学生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竞赛优秀组织奖、全省教育系统人事人才工作先进集体、

江西省教育国际交流工作先进单位、江西省高校平安校园创建先进单位、江西省高

校后勤工作先进单位、江西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先进单位、江西省老干部宣传思想

工作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学校党建工作在江西省高校党建评估中获评为“优秀”

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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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搏、艰苦奋斗的结果，是广大离退休同志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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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坚定了我们的信念。但是，面对新的发展形势，我们

必须认识到，与高水平大学相比，我们还有差距；和同类院校相比，我们不能懈怠。

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一是精细化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二

是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数量需要进一步增多；三是引进国内外有影响的高

层次人才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四是“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的建设需要

进一步细化；五是国际化办学的层次和空间需要进一步拓展。

二、2013 年的主要任务

2013年学校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以内涵建设为中心，以重点项目（工程）申报为抓手，以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为

动力，以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为重点，以“三大自信”教育为主题，以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为突破口，进一步夯实“做强”基础，在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

学”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步伐，以优异的成绩向 90 周年校庆献礼。

一、坚持内涵建设，进一步夯实“做强”基础，全面提高育人质量

紧扣财经特色，分类增强学科专业竞争力。继续发挥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

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统计学五大财经管理学科的优势地位，全面提升其在

全国的影响力；加快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共管理等学科的追赶步伐，在江西

显现优势，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艺术、社会学、新闻学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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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要加快成长步伐，特色鲜明，进位赶超；加大对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支持力度。

进一步优化师资结构，加快引进高层次人才步伐。逐步完善专业技术岗位机制，

逐步实现师资队伍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绩效管理”转变，推进“内聘教授”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依托国家“创新 2020”人才推进计划、“千人计划”等高层次

人才引进计划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力争全年引进海归人才 29 人，国内博士 35 人；

成立教师发展中心，加强现有师资队伍国际化、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培训，指导青

年教工职业规划、教学和科研团队建设。

加大“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力度，探索创业型人才培养新模式。继续推进“本

科教学工程”，加大“专业综合改革”、“精品视频公开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教学名师”等项目的申报与建设力度，力争新增 4-5

项；探索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新模式，启动“卓越文科人才”和“卓越会计人才”

培养计划，继续做好“信毅教材大系”评审和出版工作，力争 3-4 部教材入选国家

“十二五”规划教材，继续加强“探究式教学课程”和“3+7+x”主干课程建设，做

好学分制信息系统的升级开发工作，探索开设主辅修“双料型”人才培养实验班；

推进网络、实践教学，建成江财教学网和图书馆课程教学服务平台，建设和优化“云

端实训中心”。

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探索长短期交流、博士

生互访等多样化的国际联合培养模式，力争新增 1-2 个联合培养项目，依托行业加

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力度，探索企业定向培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新模式；健全研究生导师遴选机制、研究生激励约束制度、研究生课程建设评

估机制、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对研究生的学术评价监督体系、研究生创业扶持培育

体系等管理评价机制；提高专业学位教育质量，努力将 EMBA、MBA、MPAcc、MPA、

JM 打造成“江财名片”。

提升学术研究成果质量，浓厚学术氛围。大力扶持和培育具有江财特色、对学

科建设具有重大支撑作用的学术创新团队的建设工作；加强“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等国际合作研究机构管理和建设；加强与国内外学术机构、高校的学术交流工作，

办好“亚洲金融年会”等系列高水平、高层次的学术会议，探索主办“中国产业经

济学网”；进一步提升《当代财经》、《学报》学术质量和社会影响，确保两刊在全国

中文核心期刊排名、《高校文科学术文摘》转摘的数量、CSSCI 经济学排名、复印转

载率等方面稳中有升，两刊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WEB 下载量等重要质量评价指

标在现有基础上力争再提高 2-3 个百分点。

加大推进国际化办学进程的力度，扩大对外交流。系统梳理合作项目和合作高

校，积极拓展与国家留学基金委合作的项目，积极创造条件申报孔子学院，力争开

拓 4-6 所新的高水平合作院校，力争向国外知名高校输送 150 名以上学生进一步深

造；加大招聘专任语言外教的力度，实施循环淘汰机制，提升外教的层次与水平；

做好来华留学工作，获批教育部来华留学生“国家政府奖学金招生单位”，力争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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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校留学学生达 80-90 人。

二、以重点项目申报为抓手，进一步拓展办学平台和空间

积极申报国家重点学科、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做好应用经济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理论经济学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准备工作；生态文明

与生态经济研究院、科研处等相关部门共同做好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的各项准备工作，力争成功实现零的突破。

推进“2011 协同创新中心”的培育和建设。完善现有省级协同创新中心组织机

构建设和运作机制，重点支持筹建 2-3 个校级协同创新中心，为培育和申报 2013 年

度“江西省 2011 协同创新中心”做好准备。

抓好国家级重大课题和重大奖项申报。组织好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科等国家级项目的申报工作，争取立项数和经费总额均比去年增长

20%，排名稳中有升；建立博士后基金申报与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之间的互动机制；

争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招标项目以及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取得新的突破。

推进省部共建平台上的项目建设。积极推进建立全国财政系统干部培训基地、

成立全国财经高校战略联盟；争取省部支持学校申报“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子项目、“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等重大项目。

三、以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为动力，进一步增强办学活力

认真做好第五轮干部换届工作。紧紧围绕“用好现任干部、选好新增干部”的

原则，进一步拓宽年轻干部成长空间，确保第五轮干部换届工作顺利完成。建立健

全透明的制度监督体系，做好各部门经费使用审查、领导干部换届经济责任审计；

开展有关廉政建设专项监督检查，抓好干部作风整治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

进一步完善民主管理机制，密切联系群众。修订大学章程，为依法治校和现代

大学制度建设提供依据。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学院党

政联席会等议事规则；以党务、校务公开为切入点加大公开范围，丰富公开渠道；

发挥各级教代会、工会在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校、院（处）两级干部的管理，

实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完善学院治理结构，并建立对学院治理模式运行情况

的监督检查制度；完善并落实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制度、领导干部挂点联系制度、领

导干部定期接访制度等制度，凝聚师生的智慧和力量推进学校事业发展。

试点蛟桥园后勤服务整体外包，进一步推进后勤服务社会化。推进蛟桥园为试

点的后勤专业化服务托管；坚持后勤标准化建设，完善后勤规范化服务标准；坚持

推进“数字化后勤”建设，确保数字化节能监管平台建设项目顺利完成；坚持后勤

队伍专业化建设，加强管理服务人员精细化管理培训，建立管理服务质量标准规范

合同用工人员管理，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四、以“三大自信”教育为主题，进一步加强思政团学工作

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三大自信”教育为主题抓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全校上下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确保马克思主义最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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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广大师生中开展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

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基础的“三大自信”主题教育活动，

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大力开展“为民、务实、清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促进创先争优活动常态化和长效化，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基层党

组织建设；强化作风建设与效能建设，强化反腐倡廉教育。

进一步加强学生素质教育。继续开展各类学生特色活动，加强学生能力素质教

育，全面启动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工作；加强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的建设，力争建成

全省示范性创新创业园；承办好海峡两岸会计辩论赛、江西省第十三届挑战杯课外

科技学术作品竞赛等活动。

五、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突破口，进一步提高学校的社会贡献度

完善支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继续加强和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合

作研究。建立健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制度，支持学院和研究机构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培育和打造校级品牌项目 5 项、特色项目 10 项。

继续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重大项目研究。继续实施“服务地方建设项目工程”；积

极承担 2013 年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课题，争取承接服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建设和振兴赣南苏区计划的重大项目 1-2 项。

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跟踪研究。依托学校现有协同创新中心，积极围绕江西

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创新性研究；扶持学校已具有相当前期成果基础且具有广

阔市场前景的应用性研究项目。

做好校市合作工作。以调研报告的形式主动为江西地市经济把脉；推动校市在

科技合作、产学研结合、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的合作，选派优秀

教师和科技人员到地市或上级部门挂职。

六、以 90 周年校庆为契机，浓厚和谐氛围，进一步增强学校凝聚力

喜迎 90 周年校庆，加大学校文化建设。认真总结和宣传学校 90 周年办学的成

果和经验，进一步完善“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顶层设计，扩大学校的社会

影响；以爱校荣校和强化素质为主题，推进实施学生义务劳动制度；完善校友网和

校友信息系统，筹划成立教育基金会，鼓励校友、社会支持学校发展。开展整治经

营秩序、整治乱搭乱建、维护公共设施、整治校园环境、整治交通秩序等专项治理

活动，做好迎接校庆美化亮化校园工作。

加强学校基础能力建设，着力改善办学条件。大力落实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

设工程，推进图文信息楼新建、实验实训楼改造两个建设项目，抓好公共租赁住房

工程项目、麦庐园北区教学楼、食堂项目建设和综合楼项目装修，为师生工作、学

习、生活创造更好条件。

实施民生工程，大力推进和谐校园建设。继续重点做好就业困难毕业生扶持力

度、进一步提高教职工收入水平、校区教工宿舍公共设施维修改造工程、研究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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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楼每层安装热水器、全校教工宿舍区统一安装报箱和奶箱、进一步美化亮化绿化

校园、校园教工宿舍区“穿衣戴帽工程”、在各校区搭建非机动车停放车棚和增设机

动车泊车车位、教工和学生宿舍区安装监控视频探头、进一步改善各校区师生健身

锻炼条件和环境共 10 项民生工程。启动职业年金方案和提高学校缴存公积金额度，

增加教职工福利。启用门诊医生电子处方和住院部工作站，改善就医条件。全面做

好离退休干部工作，进一步提高老同志的满意度。

做好就业、信息化建设等其他工作。全力保障学生就业，加强形势政策教育、

诚信教育、创业教育，提供更优质的就业服务，确保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不低于 88%、

常规就业率不低于 60%，保持“进口旺、出口畅”态势；推进信息化建设，进一步

完善经管类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加强数字档案馆建设，力争实现馆藏纸质综合档案

70%数字化。继续做好全民健身运动、校区协调、附中、幼儿园等工作，努力营造和

谐校园氛围。

各位代表，同志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以省部共

建为强大动力，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开拓创新，坚定信念，凝

聚力量，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开创学校教育事业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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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3年学校工作任务落实分解表

2013 年学校工作任务落实分解表

任务 项目分解 牵头落实单位
牵头负责

校领导

坚持内

涵建设，

全面提

高育人

质量

全面提升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管

理科学与工程、统计学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增强法

学等学科竞争力

研究生院、各学科点

所在学院

廖进球

王 乔

逐步实现师资队伍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绩效管理”
转变，推进“内聘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力争全年引进海归人才 29人，国内博士 35人；成

立教师发展中心

人事处
王 乔

吴照云

力争新增 4-5项“本科教学工程”，启动“卓越文科人

才”和“卓越会计人才”培养计划，继续做好“信毅教材

大系”评审和出版工作，力争 3-4部教材入选国家“十
二五”规划教材；建成江财教学网和图书馆课程教学

服务平台，建设和优化“云端实训中心”

教务处、图书教材采

购与供应中心、现代

教育技术中心、各教

学学院

王 乔

王小平

新增 1-2个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探索企业定向培养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新模式；健全研究生导师

管理评价机制；提高专业学位教育质量

研究生院、各专业学

位点所在单位
王 乔

大力扶持和培育学术创新团队的建设工作；办好“亚
洲金融年会”等系列高水平、高层次的学术会议，进

一步提升《当代财经》、《学报》学术质量和社会影

响

科研处、各学术会议

承办单位、当代财经

杂志社

蒋金法

王小平

积极创造条件申报孔子学院，力争开拓 4-6所新的高

水平合作院校，向国外知名高校输送 150 名以上学

生进一步深造；对专任语言外教实施循环淘汰机制；

获批教育部来华留学生“国家政府奖学金招生单

位”，力争全年来校留学学生达 80-90人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国际学院
蒋金法

抓好重

点项目

申报，拓

展办学

平台和

空间

扎实做好国家重点学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的申报准备工作

研究生院、各学科所

在单位、鄱阳湖生态

经济发展研究院

王 乔

蒋金法

支持筹建 2-3 个校级协同创新中心，为培育和申报

2013年度“江西省 2011协同创新中心”做好准备。
校协同创新中心

廖进球

王 乔

抓好国家级项目的申报工作，争取立项数和经费总额

均比去年增长 20%；争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

关招标项目以及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取得新的突破。

科研处 蒋金法

推进建立全国财政系统干部培训基地，争取省部支

持学校申报相关重大项目

校长办公室、继续教

育学院、教务处

王 乔

肖华茵

王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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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项目分解 牵头落实单位
牵头负责

校领导

深化内

部管理

体制改

革，增强

办学活

力

顺利完成第五轮干部换届工作 组织部 胡建华

完善民主管理机制、修订大学章程 组织部、校长办公室
胡建华

王小平

试点蛟桥园后勤服务整体外包，规范合同用工人员

管理
后勤保障处、人事处

吴照云

易小明

开展“三
大自信

主题教

育”，加

强思政

团学工

作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增强广

大师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工处、团委
王金华

开展“为民、务实、清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推进“学
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作风

建设与效能建设，强化反腐倡廉教育。

组织部、纪委、

监察处

胡建华

杨建林

开展各类学生特色活动，全面启动学生综合素质测

评工作，力争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成为全省示范性

创新创业园，承办好江西省第十三届挑战杯等活动

学工处、团委、

研工部
王金华

服务地

方经济

社会发

展，提高

学校社

会贡献

度

加强和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合作研究。建立健全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制度，培育和打造校级

品牌项目 5项、特色项目 10项
科研处 蒋金法

继续实施“服务地方建设项目工程”，积极承担 2013
年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课题，争取承接服

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振兴赣南苏区计划的重

大项目 1-2项

科研处、各教研单位 蒋金法

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跟踪研究 校协同创新中心 蒋金法

为每个地市开展经济把脉，推动校市合作，选派优

秀教师到地市或上级部门挂职

校长办公室、

科研处、人事处

吴照云蒋

金法

王小平

举办 90
周年校

庆，增强

学校凝

聚力

认真总结和宣传学校 90周年办学的成果和经验，办

好 90周年校庆

校长办公室、宣传

部、学工处、团委等

廖进球

王 乔

推进实施学生义务劳动制度 学工处、团委 王金华

筹划成立教育基金会，鼓励校友、社会支持学校发

展
校友联络办公室 王小平

开展专项治理活动，美化亮化校园
保卫处、校园建设

处、资产管理处

肖华茵

易小明

杨建林

落实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推进图文信息

楼新建、实验实训楼改造；抓好公共租赁住房工程

项目、麦庐园北区教学楼、食堂项目建设和综合楼

项目装修

校园建设处 杨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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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项目分解 牵头落实单位
牵头负责

校领导

确保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不低于 88%、常规就业率不

低于 60%
招生就业处 王金华

进一步完善经管类文献资源保障体系 图书馆 王小平

数字档案馆建设，力争实现综合档案馆藏资源 90%
数字化

档案馆 王小平

民生

工程

重点做好就业困难毕业生扶持力度 招生就业处 王金华

进一步提高教职工收入水平 人事处、财务处
吴照云

蒋金法

校区教工宿舍公共设施维修改造工程 校园建设处 杨建林

研究生宿舍楼每层安装热水器 校园建设处 杨建林

全校教工宿舍区统一安装报箱和奶箱 校长办公室 王小平

进一步美化亮化绿化校园 后勤保障处 易小明

校园教工宿舍区“穿衣戴帽工程” 校园建设处 杨建林

在各校区搭建非机动车停放车棚和增设机动车泊车

车位
校园建设处 杨建林

教工和学生宿舍区安装监控视频探头 保卫处 肖华茵

进一步改善各校区师生健身锻炼条件和环境 工会 胡建华

启动职业年金方案和提高学校缴存公积金额度，增

加教职工福利
人事处、财务处

吴照云

蒋金法

启用门诊医生电子处方和住院部工作站 校医院 易小明

(摘自 OA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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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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照云

易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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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照云 易小明 蒋金法 易剑东 邓 辉

校长助理：王小平 阙善栋 李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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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林

副书记： 李法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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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工作

时间
职 称

校办 王小平 党委委员、校长助理 1982.07 教授

校办、校友联络办公

室、共建工作办公室
阙善栋

校长助理，校友联络办公室、共建工作

办公室主任（兼）
1988.07 副研究员

校办、研究生部 李良智 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兼） 1987.07 教授

校务委员 陈建南 校务委员（综治办主任） 1987.07 教授

校务委员 严 武
校务委员（教学督导专员）、金融管理

国际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
1975.09 教授

校务委员 邹传教 校务委员（管理督导专员） 1982.08 教授

党办、校办 袁 雄 党委办公室主任、校长办公室主任 1990.07 研究员

党办、校办 章 蓉 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1990.03
助理

研究员

党办、校办 韩国玉
党办、校办副主任、麦庐园综合办主任、

团委副书记（兼）
2002.07 助教

校友办、共建工作办 郭庆丰
校友联络办公室、共建工作办公室副主

任（正处级）
1975.09 副研究员

校友办、共建工作办 潘 桦 校友联络办公室、共建办公室副主任 1988.07 副教授

纪律检查委员会、监

察处、审计处
李法贵

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监察处、审计

处处长
1985.08

高级

会计师

监察、审计处 熊立芬 监察、审计处副处长 1985.08
高级会计

师

纪检、监察、审计处 严云生 正处级纪检员 1983.07 中学高级

统战部 陈丽萍 党委统战部部长 1980.07

统战部 陈 华 统战部副处级统战员 2005.06
助理研究

员

组织部、党校、机关

党总支
欧阳康

党委组织部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机

关党总支书记
1985.07 教授

组织部、人事处 汪业军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处长 1980.07 副教授

组织部、人事处 欧阳迎 组织部、人事处副部（处）长 1990.03 工程师

组织部、人事处 徐李全 组织部、人事处副部（处）长 1984.07 讲师

组织部 徐 翔 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 2003.07
实习研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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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参加工作

时间
职 称

宣传部 王金海 党委宣传部部长 1995.07 副教授

新闻中心 刘 灵 新闻中心主任（正处级） 1998.07
助理

研究员

宣传部 喻春龙 宣传部副部长 1988.07 讲师

宣传部 罗庆辉 宣传部副处级组织员 1981.09
三级摄影

师

学生工作部（处）、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与咨询中心

郑 赟

学生工作部（处）部（处）长，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正处）

（兼）

1991.07 副教授

学生工作部（处）、

团委
习金文

学生工作部（处）副部（处）长、团委

书记
2002.07 讲师

学生工作部（处） 段远鸿 学生工作部（处）副部（处）长 1988.07 副教授

学生工作部（处） 刘志蓉
学工部（处）副部（处）长、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主任
1997.07 助教

工会 刘金凤 工会主席 1985.07 教授

工会 吴太福 工会副主席 1985.07 副教授

教务处 许基南 教务处处长 1985.07 教授

教务处 徐旭川 教务处副处长 1996.07 副教授

教务处 吕晓梅 教务处副处长 1991.07 副教授

创业教育研究

指导中心
梅小安 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主任（副处级） 1995.07 副教授

科研处 匡小平 科研处处长 1982.07 教授

科研处 李志强 科研处副处长 1987.07 教授

科研处 史言信 科研处副处长 1993.07 研究员

财务处 汪宗亮 财务处处长 1990.07
高级

工程师

财务处 董慧英 财务处副处长 1985.08
高级

会计师

财务处 章 俊 财务处副处长 1991.07
高级

经济师

研究生院 荣 莉 研究生院副院长（正处级） 1995.07 教授

研究生院 魏清华 研究生院副院长 1992.07
助理经

济师

研究生院 陶春海 研究生院副院长 1996.07 副研究员

保卫处、人武部 雷迎春 保卫处处长、人武部部长 1994.07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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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参加工作

时间
职 称

保卫处、人武部 刘赣平 保卫处、人武部党总支书记 1985.07
助理

工程师

保卫处 涂向新 保卫处副处长 1984.08 讲师

保卫处、人武部 鲁决斌 保卫处处长、人武部副部（处）长 1989.03

后勤保障处 彭 元 后勤保障处处长 1994.07 副教授

后勤保障处 许秀胜 后勤保障处党总支书记 1986.07
高级

经济师

后勤保障处 张 军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1981.10
研究

实习员

后勤保障处 左维民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1983.12 馆员

后勤保障处 涂庚龙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1992.07
高级经济

师

资产管理处 余 飒 资产管理处处长 1985.10 副教授

资产管理处 李 武 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1988.07
高级

会计师

校园建设处 肖兴富 校园建设处处长 1986.08 讲师

校园建设处 姜 瑜 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1989.07 工程师

校园建设处 杨有亮 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1997.07
电子

工程师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冷清波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党总支书记、离退休

人员工作处处长
1984.08 副教授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黄和平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副处长 1980.12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刘晓峰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副院长 1983.09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肖清雷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1992.07
高级

工程师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陆 旭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 1983.07
高级

工程师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黄 辉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副主任 2000.07 工程师

招生就业处 罗 锐 招生就业处处长 1998.07 讲师

招生就业处 王玉杰 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1987.07 副教授

招生就业处 柳 晨 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2002.08
助理

工程师

国际合作交流处、海外

教育中心、港澳台事务

办公室

肖 珑
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海外教育中心、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1991.07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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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参加工作

时间
职 称

国际合作交流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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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09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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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07 教授

图书采购中心 陆晓兵 图书采购中心主任（副处级） 1983.08
助理

研究员

图书馆 蒋岩波 图书馆馆长 1987.07 教授

图书馆 许明喜 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1980.09 副教授

图书馆 季小刚 图书馆副馆长 1990.07
高级

工程师

图书馆 胡 新 图书馆副馆长 1985.07
副研

究馆员

图书馆 童 霞 图书馆副馆长 1982.09 馆员

档案管理中心 李金云 档案管理中心主任 1989.07 研究馆员

档案管理中心 魏细仁 档案管理中心副主任 1982.08 副教授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

心、经济管理与创业

模拟实验中心

夏家莉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济管理与创业

模拟实验中心主任
1987.09 教授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

心、经济管理与创业

模拟实验中心

黄晓全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济管理与创业

模拟实验中心副主任
1988.07 副教授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

心、经济管理与创业

模拟实验中心

刘 卫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济管理火成的

创业模拟实验中心副主任
1984.04 副教授

MBA学院 周 玫 MBA学院院长 1984.07 教授

MBA学院 吴良平 MBA学院副院长 1994.07 副教授

国际学院 杨 慧 国际学院院长 1983.07 教授

国际学院 涂 艳 国际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团委副书记 2002.07 助教

国际学院 夏贤锋 国际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2004.06 初级

国际学院 陈卫东 国际学院副院长 1989.06 教授

国际学院 李 庆 国际学院副院长 1999.07 讲师

职业技术学院 刘彪文 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1991.07 教授

职业技术学院 夏国华 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1982.08 副教授

职业技术学院 王 芳 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93.08
高级

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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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参加工作

时间
职 称

职业技术学院 丁美东 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1988.08 副教授

职业技术学院 樊 明 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1984.11 工程师

职业技术学院 车友才 副处级辅导员 1993.07 讲师

继续教育学院 黄泽友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1986.07 副研究员

继续教育学院 刘永早 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1985.07 副研究员

继续教育学院 蔡利农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1987.07 副教授

继续教育学院 饶菁伟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1992.12
助理

工程师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陆长平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1988.07 教授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方 勤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1986.07 教授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张孝锋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正处级） 1997.06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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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07 讲师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刘仁彪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1990.0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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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07 副研究员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兼

MBA教育中心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兼MBA教育

中心主任
1987.07 教授

工商学院 熊绍辉 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1982.01
助理

研究员

工商学院 黄雨虹 工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94.07 助教

工商学院 陈 明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1990.07 教授

工商学院 刘浩华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1988.07 教授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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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09 副教授

工商学院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2003.06 副教授

工商学院 金欣 工商学院副院长 1989.12 工程师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1996.07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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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07 教授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卢建华
调研员、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

副书记
1983.08 工程师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杨得前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1994.07 教授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肖建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1996.07 副教授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张仲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1998.07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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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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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称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 萍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1981.04
助理

会计师

财税研究中心 席卫群 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 1992.07 教授

会计学院 章卫东 会计学院院长 1985.07 教授

会计学院 彭清宁 会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1985.07 副教授

会计学院 陈光秀 会计学院总支副书记 1985.08 助教

会计学院 余新培 会计学院副院长 1988.07 教授

会计学院 李 宁 会计学院副院长 1994.07 副教授

会计学院 袁业虎 会计学院副院长 1990.07 教授

会计学院 曹玉珊 会计学院副院长 1994.07 教授

会计学院 王醒喆 会计学院副院长 1998.07
助理

工程师

会计学院 黄文德 副处级组织员 2002.07
助理

研究员

国际经贸学院 袁红林 国际经贸学院院长 1991.07 教授

国际经贸学院 罗明芳 国际经贸学院党总支书记 1987.07 副研究员

国际经贸学院 叶绍义 国际经贸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96.07
助理

研究员

国际经贸学院 张曦凤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1991.07 副教授

国际经贸学院 吴朝阳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2002.07 教授

国际经贸学院 刘振林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1997.07 教授

国际经贸学院 彭铭谊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1986.07 助教

经济学院 陈富良 经济学院院长 1984.07 教授

经济学院 胡文烽 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 1991.07 副教授

经济学院 邹春发 经济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93.07 讲师

经济学院 席小炎 经济学院副院长 1984.07 副教授

经济学院 杨飞虎 经济学院副院长 1995.07 教授

经济学院 桂 林 经济学院副院长 1996.09 副教授

经济学院 吴 斌 经济学院副院长 1993.07 工程师

金融学院 汪 洋 金融学院院长 1993.07 教授

金融学院 胡建国 金融学院党总支书记 1991.07
助理

研究员

金融学院 陈伟峰 金融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95.07
助理

研究员

金融学院 刘兴华 金融学院副院长 1994.07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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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姓 名 现任职务
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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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称

金融学院 杨 荣 金融学院副院长 1986.07 教授

金融学院 凌爱凡 金融学院副院长 1995.07 副教授

金融学院 刘菊华 金融学院副院长 1988.07 副教授

统计学院 罗良清 统计学院院长 1986.07 教授

统计学院 毛小兵 统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1997.07 副教授

统计学院 涂远武 统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93.08 讲师

统计学院 罗世华 统计学院副院长 2001.07 副教授

统计学院 潘文荣 统计学院副院长 1990.08 副教授

统计学院 李志龙 统计学院副院长 2004.05 教授

统计学院 金建军 统计学院副院长 1984.07 助教

信息管理学院 方志军 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1994.06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姜红仁 信息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1982.09 副研究员

信息管理学院 廖国琼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1989.07 副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沈 波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1998.07 副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杨 勇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2006.03 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万建香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1996.04 副教授

信息管理学院 曹小英 信息管理工程学院副院长 1984.12 副教授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蔡升桂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院长 1990.07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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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07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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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07 讲师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但承龙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1993.07 教授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邹秀清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1998.07 教授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李 明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1994.07 副教授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刘春根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1978.03
助理

工程师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关爱浩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

院长
1993.07 副教授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李新海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

党总支书记
1986.07 讲师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白耀辉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用友软件学院）副院长
1993.07 副教授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黄茂军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用友软件学院）副院长
2005.06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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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邓庆山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

副院长
1998.09 副教授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易润水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用友软件学院）副院长
1981.09

助理

经济师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彭 敏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用友软件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96.07

助理

会计师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唐海燕 副处级辅导员 1992.07 讲师

外国语学院 叶卫华 外国语学院院长 1981.08 副教授

外国语学院 项 震 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 1978.01 助理馆员

外国语学院 左家盛 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87.07
助理

研究员

外国语学院 曾剑平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1985.07 教授

外国语学院 谢海长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1998.08 讲师

外国语学院 吴小明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1983.07
研究

实习员

人文学院 邹勇文 人文学院院长 1994.07 讲师

人文学院 杨尚勇 人文学院党总支书记 1989.09 副教授

人文学院 尹忠海 人文学院副院长 1997.07 教授

人文学院 王玉琦 人文学院副院长 1987.08 教授

人文学院 蔡盈洲 人文学院副院长 1997.07 副教授

人文学院 蔡志刚 人文学院副院长 1982.07
助理

工程师

人文学院 李 援 人文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95.07
助理

经济师

法学院 贺三宝 法学院党总支书记 1996.07
助理

研究员

法学院 毛细荣
法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正处级辅导员）
1984.07 副教授

法学院 蒋悟真 法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1995.07 教授

法学院 杨德敏 法学院副院长 1992.07 副教授

法学院 徐光华 法学院副院长 2005.12 副教授

法学院 张 克 法学院副院长 1993.07
助理

工程师

艺术学院 包礼祥 艺术学院院长 1990.07 教授

艺术学院 毕正华 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1975.03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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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 黄黑平 艺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1995.07 讲师

艺术学院 罗时武 艺术学院副院长 1985.07 教授

艺术学院 李 民 艺术学院副院长 1998.10 副教授

艺术学院 陈 红 艺术学院副院长 1982.07 教授

艺术学院 胡文明 艺术学院副院长 1992.07 讲师

体育学院

（国防教育部）
郑志强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院长 1996.07 教授

体育学院

（国防教育部）
邹国辉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

党总支书记
1983.08

助理

经济师

体育学院

（国防教育部）
叶申玲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

党总支副书记
2004.08

实习

研究员

体育学院

（国防教育部）
詹新寰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副院长 2009.07 讲师

体育学院

（国防教育部）
曹 清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副院长 1990.07 副教授

体育学院

（国防教育部）
朱亚坤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副院长 2005.07 讲师

体育学院

（国防教育部）
万小明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副院长 1985.07

助理

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始发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1990.08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水法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1994.07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夏德根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1989.07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唐书麟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1985.07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晓泉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1996.07 副教授

《当代财经》杂志社 蒋尧明 《当代财经》杂志社常务副社长 1987.07 研究员

《当代财经》杂志社 魏 琳 《当代财经》杂志社副社长 1986.07 编审

《当代财经》杂志社 王展祥 《当代财经》杂志社副社长 2008.03 副研究员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

研究院
吴志军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 1988.01 教授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

研究院
陈雁云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1992.07 副研究员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

研究院
徐 斌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1999.07 副教授

产业经济研究院（规

制与竞争研究中心）
王自力

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

心）院长
1992.07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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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研究院、协

同创新中心政策决策

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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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07 教授

产业经济研究院 邢小明 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1998.08 讲师

高等教育研究所 钱建豪 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1990.07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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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07 教授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 1987.08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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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生态农

业与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兼）（副处

级）

2006.06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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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资源利用与生

态安全研究所所长（副处级）
2006.06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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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循环经济与生

态工业研究所所长（副处级）
1994.07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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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06 教授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石 劲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院长 1997.01 副教授

协同创新中心 刘满凤 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1990.03 教授

协同创新中心 杨头平
协同创新中心数据统计处理部主任（副

处级）
2004.04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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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08 副教授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张 蕊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984.07 教授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谢盛纹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1992.07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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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01 教授

科技金融研究中心 桂荷发 科技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1991.07 教授

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

研究中心
曹元坤 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983.08 教授

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

管理研究中心
杨 杰

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中心主任
1996.07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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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

研究
温 锐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1972.01 教授

现代商务研究中心 黄建军 现代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1985.07 教授

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

研究中心
陈家琪 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1985.07 教授

附中 舒万华 附中校长（副处级） 1989.07 中学高级

附中 邓必礼 附中党支部书记（副处级） 1981.09
助理

工程师

医院 黄建平 医院院长（副处级） 1981.07 主任医师

医院 张立军 医院党支部书记（副处级） 1993.07
副主任

医师

（组织部廖勇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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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非领导职务

序号 姓 名 行政职务 参加工作时间 专业技术职称

1 刘 定 副调研员 1974.09 主治医师

2 周 星 调研员 1976.06 教授

3 殷洪生 助理调研员 1974.04 编辑

4 杜 坚 调研员 1984.07 讲师

5 张国良 调研员 1974.12

6 严军亮 副调研员 1984.07 副主任医师

7 车 玲 副调研员 1974.08 助理研究员

8 王珂琍 副调研员 1977.02 助理研究员

9 张维刚 调研员 1978.02 副教授

10 伍先斌 调研员 1990.07 副教授

11 庄东泉 调研员 1974.03 教授

12 郭朝华 调研员 1974.11 助理经济师

13 肖明辉 调研员 1978.12 助理研究员

14 陈 曦 调研员 1982.01 高级工程师

15 朱海琴 调研员 1985.07 讲师

16 陈江泉 副调研员 1976.02 研究实习员

17 苏海忠 副调研员 1974.11 助理研究员

18 刘慎河 副调研员 1981.09 副研究员

19 黄 安 副调研员 1977.03 副教授

20 习 勤 副调研员 1977.04

（组织部廖勇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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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领导小组及委员会情况

江财党字〔2014〕11号

江西财经大学第九届工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人选

江西省教育工会：

江西财经大学工会委员会拟定于 2014年 3月下旬换届，根据《中国工会章程》

有关规定，经我校党委研究决定，江西财经大学第九届工会委员会主席人选为刘金

凤、副主席人选为吴太福、桂荷发，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人选为汪宗亮。

江财党字〔2013〕15号

关于对部分机构调整的通知

一、撤销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建制，其相应职能划归党委学生工作部。

二、撤销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党总支部委员会，成立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党总支部

委员会。

江财党字〔2013〕21号

对部分单位干部职数及人员编制调整

一、校友联络办公室、共建工作办公室处级干部职数调整为 3名；

二、研究生院处级干部职数调整为 4名；

三、图书馆科级职数调整为 14名；

四、网络信息管理中心科级职数调整为 11名；

五、当代财经杂志社发展部与办公室合署办公，科以下人员编制调整为 1名；

六、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科以下人员编制调整为 1名；

七、大学生职业发展促进中心科以下人员编制调整为 2名。

江财党字〔2013〕30号

调整江西财经大学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 任：廖进球 王 乔

副主任：王金华 易小明 王小平 陈建南（常务）

委 员：袁 雄 欧阳康 郑 赟 刘金凤 魏清华 雷迎春 刘赣平

彭 元 肖兴富 冷清波 陆 旭 许明喜 方 勤 邓必礼

张立军

各学院党总支书记综治委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陈建南兼任，副主任由雷

迎春兼任。

江财党字〔2013〕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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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

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党委全面工作。

校长、校党委副书记王乔：主持行政全面工作。

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分管宣传、校园文化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理

论教育、法制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团学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宣传部，学工部(处)、
团委，马克思主义学院。

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分管党的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组织、统战、综合治理、

人民武装、国防教育、大学生军训、国家安全、维护稳定、离退休干部、工会和档

案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组织部、党校、机关党总支、统战部、保卫处、人

武部、工会、档案管理中心。

党委委员、副校长吴照云：协助校长分管专业学位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技术

教育、中小学教育和青山园校区综合协调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MBA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附中。

党委委员、副校长易小明：协助校长分管办公室、人事、编制、职称、工资、

博士后流动站管理、财务、离退休人员管理、卫生防疫、医疗保健、计划生育、麦

庐园校区综合协调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人事处、财

务处、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医院。

党委委员、副校长蒋金法：协助校长分管科研、学术期刊、人文社科基地和学

术创新团队建设、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支援贫困地区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科

研处、杂志社、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院、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党委委员、副校长易剑东：协助校长分管招生就业、国际合作与交流、国际化

办学、留学生教育工作。具体分管招生就业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海外教育中心、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国际学院。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杨建林：分管纪检工作，协助校长分管监察、审计、校园

建设、校产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纪委、监察处、审计处、校园建设处、资

产管理处。

副校长邓辉：协助校长分管普通本科教学、师资管理、教材建设、创业教育指

导、现代教育技术、教学仪器设备建设与管理、高教研究、体育运动等方面的工作。

具体分管教务处（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网络信息管理中心、计算机实践教学中

心（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体育学院。

党委委员、校长助理王小平：协助校长分管独立学院、后勤保障、图书资料等

方面的工作。具体分管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后勤保障处、图书馆、图书教材采购供

应中心。

校长助理阙善栋：兼任校友办、共建办主任，协助校长分管校友联络、教育基

金管理、省部共建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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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助理李良智：兼任研究生院院长，协助校长分管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工

作。

江财党字〔2013〕36号

关于调整部分非常设机构组成人员

一、江西财经大学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王 乔

副组长：胡建华 王金华 吴照云 王小平 陈建南

成 员：袁 雄 陈丽萍 欧阳康 王金海 刘金凤 郑 赟 习金文

许基南 肖 珑 雷迎春 余 飒 冷清波 荣 莉 方 勤

肖清雷 蒋岩波 彭 元 刘赣平 韩国玉 张立军

各学院党总支书记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党办校办，办公室主任由袁雄兼

任。

二、江西财经大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王金华 易小明 王小平

成 员：李良智 袁 雄 王金海 郑 赟 彭 元 余 飒 雷迎春

张立军 陆长平 黄泽友 刘彪文 舒万华 严云生 刘金凤

黄建平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党办校办，办公室主任由袁雄兼任。

三、江西财经大学保密委员会

主 任：王 乔

副主任：王金华 易小明

成 员：袁 雄 李法贵 王金海 郑 赟 许基南 匡小平 肖 珑

罗 锐 荣 莉 刘永早 夏国华 方 勤 肖清雷 邓梅根

李金云 韩国玉 欧阳迎 郑 威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党办校办，办公室主任由袁雄兼任。

四、江西财经大学校友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王 乔

副组长：胡建华 阙善栋

成 员：袁 雄 潘 桦 郑 赟 罗 锐 荣 莉 方 勤

各学院党总支书记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校友办，办公室主任由阙善栋兼

任。

五、江西财经大学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建林

副组长：李法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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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袁 雄 欧阳康 余 飒 雷迎春 刘金凤 蒋悟真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纪委、监察处、审计处，办公室主任由李法贵兼任。

六、江西财经大学校务公开监督小组

组 长：杨建林

副组长：袁 雄 李法贵

成 员：熊绍辉 夏国华 陈丽萍 陈富良

吴太福 杨有亮 喻 艳 江建强

监督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纪委、监察处、审计处，办公室主任由李法贵兼任。

七、江西财经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

主 任：杨建林

副主任：胡建华 邓 辉

成 员：李法贵 郑 赟 陈 荣 黄泽友 陈富良

蒋岩波 荣 莉 方 勤 夏国华

校学生会主席、校大学生维权中心主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纪委、监察处、

审计处，办公室主任由李法贵兼任。

八、江西财经大学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易小明 杨建林（常务） 王小平

成 员：邹传教 袁 雄 李法贵 汪业军 王金海

刘金凤 彭 元 余 飒 汪宗亮 庄东泉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纪委、监察处、审计处，办公室主任由李法

贵兼任。

九、江西财经大学收费管理小组

组 长：杨建林

副组长：易小明 李法贵 汪宗亮

成 员：刘金凤 余 飒 许基南 郑 赟 蒋悟真 熊立芬

管理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监察处，办公室主任由李法贵兼任。

十、江西财经大学凝聚力工程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金华

副组长：邓 辉 陈丽萍

成 员：包礼祥 夏家莉 李秀香 崔开玲 郑志强 华长生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由陈丽萍兼任。

十一、江西财经大学宗教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金华

成 员：陈建南 陈丽萍 王金海 郑 赟 曹文利 肖 珑 雷迎春

冷清波 方 勤 夏国华 罗明芳 项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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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由陈丽萍兼任。

十二、江西财经大学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副组长：王 乔 胡建华 王金华 杨建林

成 员：袁 雄 李法贵 陈丽萍 欧阳康 王金海 郑 赟 刘金凤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由欧阳康兼任。

十三、江西财经大学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金华

副组长：胡建华 杨建林

成 员：袁 雄 李法贵 陈丽萍 欧阳康 王金海 郑 赟 刘金凤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由欧阳康兼任。

十四、江西财经大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副组长：王 乔 胡建华 易小明 蒋金法 易剑东 邓 辉 杨建林

成 员：欧阳康 汪业军 李法贵 汪宗亮

刘金凤 冷清波 吴志军 方志军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人事处，办公室主任由汪业军兼任。

十五、江西财经大学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副组长：王 乔

成 员：王金华 吴照云 易小明 易剑东 杨建林

李良智 欧阳康 汪业军 许基南 匡小平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人事处，办公室主任由汪业军兼任。

十六、江西财经大学职称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廖进球

成 员：王金华 吴照云 易小明 蒋金法 易剑东 邓 辉 李良智

严 武 欧阳康 汪业军 王金海 许基南 匡小平 包礼祥

叶卫华 胡援成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人事处，办公室主任由汪业军兼任。

十七、江西财经大学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 任：廖进球

副主任：王 乔 胡建华

委 员：袁 雄 李法贵 欧阳康 王金海 陈丽萍 郑 赟 刘金凤

许基南 匡小平 荣 莉 方 勤 刘赣平 冷清波 陆 旭

许明喜 许秀胜 陈始发 邓必礼 张立军 李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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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党总支书记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宣传部，办公室

主任由王金海兼任。

十八、江西财经大学文化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副组长：王 乔 胡建华 吴照云 易小明 王小平

成 员：袁 雄 王金海 包礼祥 毕正华 郑 赟 余 飒 许秀胜

曹文利 江水法 邹勇文 杨尚勇 李金云 韩国玉 刘 灵

喻春龙 张 波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由王金海兼任。

十九、江西财经大学学生资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胡建华 易小明 杨建林

成 员：郑 赟 汪宗亮 荣 莉 夏国华

方 勤 彭清宁 魏清华 刘志蓉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学工部（处），办公室主任由郑赟兼任。

二十、江西财经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指导委员会

主 任：胡建华

副主任：邓 辉

成 员：王金海 郑 赟 许基南 邹勇文

方 勤 荣 莉 夏国华 黄建平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学工部（处），办公室主任由郑赟兼任。

二十一、江西财经大学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王金华

成 员：余 飒 刘金凤 郑 赟 舒万华 熊绍辉 彭清宁 罗明芳

胡建国 姜红仁 李新海 贺三宝 夏国华 吴太福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工会，办公室主任由刘金凤兼任。

二十二、江西财经大学校务公开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王金华

成 员：袁 雄 李法贵 欧阳康 郑 赟 刘金凤

许基南 汪宗亮 余 飒 许秀胜 彭 元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工会，办公室主任由刘金凤兼任。

二十三、江西财经大学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邓 辉

副组长：胡建华 杨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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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李法贵 许基南 郑 赟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教务处，办公室主任由许基南兼任。

二十四、江西财经大学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邓 辉

副组长：胡建华 杨建林

成 员：万常选 李良智 李法贵 许基南 匡小平

陈家琪 郑 赟 胡援成 曹元坤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研究生院，办公室主任由李良智兼任。

二十五、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杨建林 李良智

成 员：邓 辉 方志军 王自力 李法贵 李春根 陈富良 陈始发

汪 洋 邹勇文 罗良清 胡宇辰 袁红林 章卫东 蔡升桂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研究生院，办公室主任由李良智兼任。

二十六、江西财经大学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金华

成 员：袁 雄 王金海 欧阳康 陈丽萍 雷迎春 肖 珑

刘赣平 肖清雷 冷清波 罗明芳 汪业军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保卫处，办公室主任由雷迎春兼任。

二十七、江西财经大学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领导小组

组 长：王金华

副组长：胡建华

成 员：袁 雄 雷迎春 欧阳康 汪业军

王金海 刘金凤 冷清波 章 蓉

各学院党总支书记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保卫处，办公室主任由雷迎春兼

任。

二十八、江西财经大学治安乱点和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金华

副组长：王小平 陈建南

成 员：袁 雄 雷迎春 王金海 郑 赟 刘金凤 冷清波 刘永早

方 勤 余 飒 李法贵 彭 元 韩国玉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保卫处，办公室主任由雷迎春兼任。

二十九、江西财经大学公共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金华

副组长：王小平 陈建南

成 员：袁 雄 雷迎春 王金海 郑 赟 刘金凤 夏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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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早 方 勤 余 飒 李法贵 彭 元 韩国玉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保卫处，办公室主任由雷迎春兼任。

三十、江西财经大学帮教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金华

成 员：袁 雄 欧阳康 汪业军 郑 赟 陈丽萍

王金海 雷迎春 冷清波 刘赣平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保卫处，办公室主任由雷迎春兼任。

三十一、江西财经大学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金华

副组长：雷迎春

成 员：袁 雄 王金海 欧阳康 肖 珑 刘赣平 肖清雷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保卫处，办公室主任由雷迎春兼任。

三十二、江西财经大学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王金华（常务） 王小平

成 员：袁 雄 王金海 郑 赟 雷迎春 余 飒 肖清雷

陆长平 刘彪文 蒋岩波 舒万华 黄建平 刘赣平

彭 元 余 飒 潘 桦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保卫处，办公室主任由雷迎春兼任。

三十三、江西财经大学食品药品卫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小平

副组长：彭 元 黄建平

成 员：袁 雄 王金海 许基南 欧阳康余 飒 刘金凤 舒万华 张立军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后勤保障处，办公室主任由彭元兼任。

三十四、江西财经大学固定资产处置工作小组

组 长：杨建林

副组长：余 飒

成 员：李法贵 汪宗亮 肖清雷 许基南 李跃林

资产部门有关人员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资产管理处，办公室主任由余飒

兼任。

三十五、江西财经大学周转房管理委员会

主 任：杨建林

副主任：李法贵 刘金凤 余 飒

委 员：欧阳康 汪宗亮 雷迎春 姜 瑜 习金文 叶绍义 黄志明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资产管理处，办公室主任由余飒兼任。

三十六、江西财经大学国有资产管理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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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王 乔

副组长：易小明 杨建林

成 员：袁 雄 李法贵 刘金凤 许基南 汪宗亮

雷迎春 彭 元 余 飒 肖兴富 肖清雷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资产管理处，办公室主任由余飒兼任。

三十七、江西财经大学物资设备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建林

副组长：易小明 邓 辉 王小平

成 员：李法贵 汪宗亮 刘金凤 许基南 余 飒 肖兴富 许秀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校园建设处，办公室主任由肖兴富兼任。

三十八、江西财经大学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副组长：王金华 易小明

成 员：袁 雄 李法贵 陈丽萍 欧阳康 汪业军 王金海 刘金凤

郑 赟 许基南 匡小平 汪宗亮 冷清波 余 飒 肖兴富

彭 元 雷迎春 荣 莉 罗 锐 肖 珑 周 玫 王耀德

许明喜 陆 旭 陆晓兵 李金云 夏家莉 蒋尧明 钱建豪

吴志军 孔凡斌 邓梅根 黄建平 舒万华 方 勤

各学院党总支书记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办公室主任

由冷清波兼任。

三十九、江西财经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主 任：王金华

副主任：易小明

秘书长：冷清波 薛燕双 张 波 丁石生

成 员：刘晓峰 章嘉树 郑 赟 舒万华

章 蓉 刘 灵 吴太福 黄 辉

各学院党总支书记 各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关工委下设办公室，设在离退休人员

工作处，办公室主任由冷清波兼任。

四十、江西财经大学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邓 辉

副组长：易小明 王小平

成 员：肖清雷 陆 旭 袁 雄 王金海 许基南 汪宗亮 魏清华

方志军 关爱浩 李金云 韩国玉 欧阳迎 吴良平 姜 瑜

丁美东 黄 辉 刘 卫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由肖清雷兼任。

四十一、江西财经大学计算机信息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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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邓 辉

成 员：肖清雷 王金海 雷迎春 陆 旭 方志军

关爱浩 蒋岩波 韩国玉 黄 辉 刘 卫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由肖清雷兼任。

四十二、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吴照云 易剑东（常务） 李良智

成 员：罗 锐 郑 赟 许基南 荣 莉 魏清华 周 玫 黄泽友

刘彪文 陆长平 方 勤 杨 慧 王玉杰

各学院党总支书记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招生就业处，办公室主任由罗锐

兼任。

四十三、江西财经大学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易剑东

成 员：肖 珑 欧阳康 郑 赟 许基南 匡小平

汪宗亮 杨 慧 雷迎春 荣 莉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办公室主任由肖珑兼任。

四十四、江西财经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易小明（常务） 吴照云

成 员：王小平 严 武 徐升华 罗良清 王耀德 汪业军 匡小平

李春根 汪 洋 胡宇辰 陈富良 章卫东 袁红林 方志军

欧阳迎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办公室主任由王耀德兼任。

四十五、江西财经大学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主 任：王 乔

副主任：王小平

委 员：蒋岩波 陆晓兵 刘浩华 杨得前 李 宁 吴朝阳 杨飞虎

汪 洋 李志龙 方志军 但承龙 白耀辉 曾剑平 尹忠海

蒋悟真 李 民 郑志强 刘晓泉 史言信 许基南 荣 莉

吴良平 李 庆 丁美东 蔡利农 张孝峰 吴志军 吴昌南

校学生会主席 校学生会学术部长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图书馆，办公室主

任由蒋岩波兼任。

四十六、江西财经大学档案工作委员会

主 任：王 乔

副主任：王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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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袁 雄 李法贵 王金海 郑 赟 欧阳康 陈丽萍 汪业军

许基南 匡小平 刘金凤 汪宗亮 余 飒 雷迎春 肖 珑

彭 元 罗 锐 肖清雷 刘永早 方 勤 夏国华 魏清华

蒋尧明 李金云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档案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由李金云兼任。

四十七、江西财经大学文书档案鉴定销毁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金华

副组长：袁 雄 李金云

成 员：韩国玉 周冬梅 张宠平 曾爱英 吴宗福 姜 红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档案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由李金云兼任。

四十八、江西财经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主 任：邓 辉

副主任：郑志强

委 员：袁 雄 王金海 郑 赟 刘金凤 邹国辉 许基南 雷迎春

黄建平 彭 元 詹新寰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体育学院，办公室主任由郑志强兼任。

四十九、江西财经大学大学生军训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金华

副组长：邓 辉 马龙生 郑志强 邹国辉

成 员：袁 雄 王金海 郑 赟 许基南

汪宗亮 雷迎春 彭 元 黄建平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国防教育部，办公室主任由郑志强和邹国辉兼任。

五十、江西财经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组 长：廖进球 王 乔

副组长：胡建华 邓 辉 李良智

成 员：欧阳康 王金海 许基南 郑 赟 陈始发

江水法 黄泽友 刘彪文 陆长平 唐书麟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公室主

任由陈始发兼任。

五十一、江西财经大学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主 任：王小平

副主任：袁 雄 余 飒 黄建平 彭 元

委 员：王金海 刘金凤 李法贵 黄泽友 刘彪文 陆长平 潘 桦

许明喜 段远鸿 黄 辉 张立军 魏清华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校医院，办公室主任由黄建平兼任。

五十二、江西财经大学计划生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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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易小明

副主任：黄建平 吴太福

委 员：李法贵 许秀胜 章 蓉 欧阳迎 熊立芬 刘赣平 张立军

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校医院，办公室主任由黄建平兼任。

五十三、江西财经大学“六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副组长：王 乔 胡建华 王金华 杨建林 邓 辉

成 员：袁 雄 李法贵 欧阳康 王金海 郑 赟

习金文 刘金凤 雷迎春 贺三宝 刘 灵 喻春龙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由王金海兼任。

江财党字〔2013〕 40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副组长：王 乔 胡建华 王金华 吴照云

易小明 蒋金法 易剑东 杨建林（常务） 王小平

成 员：邓 辉 阙善栋 李良智 袁 雄 李法贵 陈丽萍 欧阳康

汪业军 王金海 郑 赟 习金文 刘金风 许基南 匡小平

汪宗亮 雷迎春 刘赣平 彭 元 许秀胜 余 飒 肖兴富

冷清波 肖清雷 陆 旭 罗 锐 肖 珑 王耀德 蒋岩波

许明喜 陆晓兵 李金云 夏家莉 周 玫 杨 慧 曹文利

刘彪文 夏国华 黄泽友 刘永早 陆长平 方 勤 蒋尧明

钱建豪 吴志军 王自力 孔凡斌 邓梅根 舒万华 邓必礼

黄建平 张立军

各学院院长、党总支书记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纪委、监察处，办公室主

任由李法贵兼任。

江财党字〔2013〕44号

调整校领导定点联系教学学院、基层党支部、民主党派和统战社团分工安排情况

一、校领导定点联系教学学院安排表

廖进球 会计学院、国际经贸学院

王 乔 法学院

胡建华 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金华 体育学院

吴照云 工商管理学院

易小明 金融学院、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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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金法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易剑东 外国语学院

杨建林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邓 辉 信息管理学院

王小平 经济学院

阙善栋 人文学院

李良智 统计学院

二、党委委员定点联系基层党支部安排表

党委委员联 系 单 位

廖进球 会计学院注会专业学生党支部

王 乔 法学院民商法教工支部

胡建华 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系支部、艺术学院音乐系支部

王金华 体育学院教工一支部

吴照云 MBA学院党支部

易小明 金融学院货银系支部

蒋金法 外国语学院大外一部教工支部

易剑东 国际学院教工党支部

杨建林 信息管理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王小平 后勤保障处园林党支部、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支部

三、党委委员联系民主党派和统战社团安排表

党委委员党派、团体

廖进球 民盟委员会

王 乔 校侨联（三胞）联谊会

胡建华 民革支部

王金华 民进附中支部

吴照云 民进委员会

易小明 九三学社支社

蒋金法 农工党委员会

易剑东 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

杨建林 民建委员会

王小平 校留学人员联谊会

江财党字〔2013〕47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一、江西财经大学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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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王 乔 胡建华 王金华（常务） 杨建林

成 员：吴照云 易小明 蒋金法 易剑东 王小平 阙善栋 李良智

陈建南 邹传教 严 武 袁 雄 李法贵 陈丽萍 欧阳康

王金海 郑 赟 刘金凤 庄东泉 江建强 方 勤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书记

主要职责：负责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组织策划、整体推动、协调

指导和监督检查，及时研究解决教育实践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推进活动深入开展，

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陈建南

副主任：欧阳康

主要职责：负责与省委督导组的沟通协调工作；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组织策划，工作统筹，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等；对教育实践活动发现的问题进行

分析研究，为领导小组决策提供建议；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事项。

三、下设机构

设督导组、秘书组、协调组、宣传组 4个工作组。

（一）督导组

组长：邹传教 副组长：李法贵 欧阳迎 陈 华

主要职责：全程参与并指导基层党组织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督查各单位教育

实践活动的工作进展，总结先进经验；编辑教育实践活动工作督导简报；总结督导

成果向校党委进行专题汇报；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事项。

督导组下设四个督导小组，负责各单位的指导任务。

1、第一小组

组长：庄东泉 成员：彭接招 王明华（联络员）

督导单位：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校友联络办公室、共建工作办公室；学

生工作部（处）、团委；校园建设处；保卫处、人武部；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博士

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图书馆；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心；网络信息管理中心；档案

管理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医院

2、第二小组：

组长：江建强 成员：罗顺祥 唐磊雯（联络员）

督导单位：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处、审计处；统战部；组织部、人事处、党

校、机关党总支；宣传部；工会；国际合作交流处、海外教育中心、港澳台事务办

公室；国际学院；招生就业处；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中

心；《当代财经》杂志社；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竞争研

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协同创新中心

3、第三小组：



86

组长：张万民 成员：黄 安 魏丽艳（联络员）

督导单位：教务处、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研究生院；科研处；财务处；后

勤保障处；资产管理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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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统计学院

4、第四小组：

组长：徐国荣 成员：车 玲 郭 勇（联络员）

督导单位：MBA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现代经济管理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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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

中心；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附属中学

（二）秘书组

组长：欧阳康 副组长：汪业军 韩国玉

成员：徐翔 郑威 廖勇勇 陈志平 秦建兵 夏贤明 胡坤

主要职责：负责学校教育实践活动的组织策划，推动实施；教育实践活动领导

讲话、各环节总结报告等重大材料起草工作；与省委督导组的联络沟通、材料报送

工作；教育实践活动资料、数据、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事项。

（三）协调组

组长：袁 雄 副组长：习金文 章 蓉

成员：王志明 陈继华 李大辉 陈志杰

主要职责：负责省委督导组的接待工作；校领导到基层调研、征求意见的方案

制定、组织实施和协调工作；教育实践活动实践环节的组织实施和协调工作；重大

活动的组织、协调和后勤保障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事项。

（四）宣传组

组长：王金海 副组长：刘 灵

成员：喻春龙 罗庆辉 匡琳 郝海涛 肖慜 谢行焱

主要职责：负责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思想教育、理论宣讲工作；联系和参与各级

媒体对全校重大活动、工作动态和先进典型的宣传报道；教育实践活动信息和典型

材料的挖掘宣传工作；编辑教育实践活动工作简报；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事项。

江财党字〔2013〕51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教育事业统计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 乔

副组长：易小明 杨建林

成 员：袁 雄 欧阳康 汪业军 陈丽萍

郑 赟 许基南 匡小平 荣 莉 肖 珑 汪宗亮 彭 元

余 飒 罗 锐 周 玫 刘彪文 黄泽友 蒋岩波 肖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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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莉 叶卫华 郑志强 郑 威 曾爱英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党办校办，办公室主任由袁雄兼任。

江财党字〔2013〕63号

校党委班子成员党组织关系调整

校领导 党支部

党委书记廖进球 党办校办党支部

校长、校党委副书记王乔 党办校办党支部

党委副书记胡建华 学工部(处)、团委党支部

党委副书记王金华 组织部、人事处党支部

党委委员、副校长吴照云 附中直属党支部

党委委员、副校长易小明 财务处党支部

党委委员、副校长蒋金法 科研处党支部

党委委员、副校长易剑东 国际合作交流处党支部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杨建林 纪委、监察处、审计处党支部

党委委员、校长助理王小平 后勤保障处党总支

江财党字〔2013〕70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第九届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

主 任：廖进球

副主任：王 乔 胡建华 王金华

秘书长：刘金凤

成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金海 方志军 包礼祥 李良智 李法贵 许基南

汪业军 汪宗亮 陈丽萍 陆长平 欧阳康 郑 赟

贺三宝 夏国华 袁 雄 章卫东 曹元坤 黄泽友

第九届“双代会”筹备工作委员会下设秘书组、组织组、宣传组、会务组。各

组工作职责如下：

秘书组：负责大会报告、领导讲话、大会决议及有关文件的起草、修改和定稿

工作；协调大会会务的各项筹备工作。负责人：袁雄

组织组：负责代表资格审查，起草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拟第九届“双代会”

各工作委员会候选人有关说明。负责人：欧阳康

宣传组：负责音像资料录制；编发大会简报，大会期间做好宣传和营造大会氛

围；制作悬挂会标。负责人：王金海

会务组：负责会议通知、会议日程安排及有关大会文件；协调会议活动，联络

各代表组，了解掌握各代表组的讨论情况，并进行综合汇总；组织选举代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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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各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分发文件、征集代表提案、安排代表用餐和

交通用车。负责人：刘金凤

江财党字〔2013〕 80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深化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副组长：王 乔 胡建华 王金华 易小明

成 员：吴照云 蒋金法 易剑东 杨建林 邓 辉 王小平 阙善栋

李良智 袁 雄 欧阳康 王金海 许基南 匡小平 汪宗亮

彭 元 陆长平 罗 锐 钱建豪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由欧阳康兼任。

江财字〔2013〕6号

调整我校MPA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

顾问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保生 中共江西省景德镇市委书记

王 平 江西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

邝小平 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李安泽 中共江西省新余市委书记

严淑琴 财政部驻赣监察专员办专员

张 勇 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张贻奏 江西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

胡 强 江西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

廖进球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主任委员：

蒋金法 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

副主任委员：

易剑东 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

王小平 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助理

秘书长：

匡小平 江西财经大学MPA教育中心主任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 辉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

李良智 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匡小平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汪 洋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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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军 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院长

陈家琪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陈富良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严 武 江西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

杨 慧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院长

罗良清 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

周 玫 江西财经大学MBA学院院长

胡宇辰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袁红林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

曹元坤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

章卫东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蒋岩波 江西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

蔡升桂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江财字〔2013〕19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杨建林

成 员：邹传教 李良智 胡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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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琪

邓 辉 陈始发 王自力

江财字〔2013〕31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国有资产管理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校长）

副组长：易小明（副校长） 蒋金法（副校长） 杨建林（纪委书记）

成 员：阙善栋（校长办公室主任）

邹传教（监察处处长）

肖明辉（工会主席）

陆长平（教务处处长）

李法贵（财务处处长）

许明喜（保卫处处长）

余 飒（后勤保障处处长）

杨尚勇（资产管理处处长）

肖兴富（校园建设处处长）

陆 旭（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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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资产管理处，办公室主任由资产管理处处长杨尚勇

兼任。

江财字〔2013〕35号

调整校属部分机构

校友联络办公室单独建制，为正处级机构。成立共建工作办公室，该办公室与

校友联络办公室合署办公。

成立大学生职业发展促进中心，该机构为非实体机构，挂靠招生就业处。

档案馆更名为档案管理中心，为正处级建制。

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不再与高等教育研究所合署办公，归口教务处管理，为

副处级建制。

撤销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建制。分别成立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和网络信息管理中

心，均为正处级机构。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与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教学中心合

署办公。

原挂靠在工商管理学院下的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变更为实体机

构，与工商管理学院合署办公。

证券期货研究中心由实体机构变更为非实体研究机构，挂靠金融学院。将挂靠

金融学院的科技金融研究中心变更为实体机构，与金融学院合署办公。

撤销文化产业与传媒研究中心建制。成立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该中

心为实体机构，与人文学院合署办公。

江财字〔2013〕51号

调整校庆工作小组组成人员

一、校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廖进球 王 乔

副组长：胡建华 王金华（常务） 吴照云 易小明 蒋金法 易剑东

杨建林 王小平 邓 辉 阙善栋 李良智

成 员：袁 雄 王金海 郑 赟 刘金凤 匡小平 荣 莉 雷迎春

彭 元 余 飒 肖兴富 罗 锐 肖 珑 黄泽友 刘彪文

陆长平 包礼祥 李金云 潘 桦 章 蓉 韩国玉 郑 威

领导小组下设校庆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袁雄担任，成员从全校抽调，负责校

庆日常工作。

二、综合协调组

组 长：袁 雄

副组长：郑 赟 习金文 肖 珑 刘 灵 章 蓉 韩国玉 郑 威

三、宣传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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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校领导：王金华

组 长：王金海

副组长：刘 灵 喻春龙 罗庆辉

四、学术活动组

分管校领导：易剑东

组 长：匡小平

副组长：李志强 史言信

五、文艺活动组

分管校领导：胡建华

组 长：郑 赟 习金文 包礼祥 郭庆丰

副组长：段远鸿 刘志蓉 黄黑平

六、体育活动组

分管校领导：吴照云

组 长：郑志强

副组长：郑 赟 习金文 刘 灵 黄建平

七、后勤保障组

分管校领导：易小明 杨建林

组 长：彭 元 章 蓉

副组长：黄建平 张 军 左维民 涂庚龙 刘志蓉

八、校友联络组

分管校领导：王小平

组 长：阙善栋 潘 桦

副组长：郭庆丰 汪宗亮 李金云

九、校史编撰组

分管校领导：王金华

组 长：王金华（兼）

副组长：李金云 刘 灵 潘 桦 骆 兵

十、安全保卫组

分管校领导：王金华

组 长：雷迎春

副组长：涂向新 鲁决斌 郑 赟 习金文 高杨松 龚美君

江财字〔2013〕57号

调整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董事会成员

董 事 长：王 乔

副董事长：王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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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易小明 杨建林

刘志华（江西省和丰担保有限公司） 陆长平 欧阳康 方 勤

江财字〔2013〕62号

关于调整校庆工作小组分管校领导

一、综合协调组：易小明

二、宣传报道组：胡建华

三、学术活动组：蒋金法

四、文艺活动组：胡建华

五、体育活动组：邓 辉

六、后勤保障组：杨建林 王小平

七、校友联络组：阙善栋

八、校史编撰组：王金华

九、安全保卫组：王金华

江财字〔2013〕73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保密普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王金华 易小明

成 员：袁 雄 李法贵 王金海 郑 赟 许基南 匡小平

肖 珑 罗 锐 荣 莉 刘永早 夏国华 方 勤

肖清雷 邓梅根 李金云 韩国玉 欧阳迎 郑 威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党办、校办，办公室主任由袁雄兼任。办公室成员

名单如下：

主 任：袁 雄

副主任：肖清雷 李金云 雷迎春 韩国玉

成 员：曾爱英 吴宗福 王智明 孙青玥 姜 红

江财字〔2013〕92号

关于公布江西财经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一、校学术委员会（29人）

主 任：胡援成

副主任：王 乔 蒋经法 徐升华 张 蕊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孔凡斌 方宝璋 邓梅根 石 劲 匡小平 朱丽萌

许统生 许基南 严 武 张进铭 张昕竹 张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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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民 李秀香 李良智 杨 杰 周书俊 周海欧

钟元生 陶长琪 曹元坤 曹俊文 温 锐 熊进光

办公室设在科研处，办公室主任由匡小平兼任。

二、校学术委员会下设学部

（一）经济管理学部（13人）

主 任：张 蕊

副主任：许统生 石 劲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孔凡斌 朱丽萌 李志强 邹秀清 吕江林

张进铭 杨 慧 胡大立 姚林香 李秀香

（二）人文社会科学学部（9人）

主 任：温 锐

副主任：张品良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玉琦 尹忠海 周书俊 罗时武 朱亚坤 蒋岩波 曾剑平

（三）自然科学学部（7人）

主 任：徐升华

副主任：邓梅根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满凤 孙建成 钟元生 陶长琪 夏家莉

本届校学术委员会任期为 4年（2013年 10月-2017年 9月）。

江财字〔2013〕93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乔

副组长：邓辉

成 员：袁 雄 欧阳康 汪业军 王金海 郑 赟 习金文 许基南

匡小平 章卫东 肖 珑 汪宗亮 肖兴富 余 飒 罗 锐

蒋岩波 肖清雷 夏家莉 郑志强 钱建豪 梅小安 姜 锐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教务处，办公室主任由许基南兼任。

（摘自 OA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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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党派团体职务(校内) 党派团体职务(省级以上) 政治安排 备注

1 廖进球 男 党委书记 省人大代表 中共

2 邓辉 男 民进主委 民进省委常委、民进中央委员 全国人大代表

3 漆莉莉 女 知联会副会长 省政府参事

4 包礼祥 男 民革主委 省政协委员

5 夏家莉 男 民盟主委 省政协委员

6 陈富良 男 民盟盟员 省政协委员

7 李秀香 女 民建主委
民建省委常委、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

委员
省政协委员

8 朱丽萌 女 民建会员
民建省委常委、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

委员
省政协委员

9 郑志强 男 农工党副主委 省政协委员

10 吕晓梅 女 农工党副主委 省政协委员

11 舒辉 男 农工党副主委 市政府参事

12 李汉国 男 中共党员 市政府参事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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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副处级以上党外干部名单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统战部 2013 年 12 月

序

号
姓 名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务

级别

性

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籍贯

民

族

学历

学位
职称

参加工

作时间

任现

职时间

任同级

时间
手机号码 备注

1 邓 辉 副校长 副厅 男 1971.03 民进
江西

奉新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1990.06 2013.05 2013.05 13807913500

全国人大代

表

2 温 锐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

国研究中心主任
正处 男 1953.07 民盟

江西

宁都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1972.01 2007.06 2004.01 13970053396

3 李秀香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

究中心副院长

（正处）

正处 女 1964.02 民建

黑龙

江德

都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1990.06 2012.06 2012.06 13755758677

省政协

委员

4 陈富良 经济学院院长 正处 男 1964.12 民盟
江西

萍乡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1984.07 2009.06 2003.06 13807031216

省政协

委员

5 陆长平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正处 男 1965.06

民建

中共

江西

宜丰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1988.07 2013.05 2006.02 15870616969

6 夏家莉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

心、经济管理模拟

实验中心主任

正处 女 1965.08 民盟
湖北

洪湖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1987.08 2013.05 2003.06 18679114666

省政协

委员

7 包礼祥 艺术学院院长 正处 男 1965.12 民革
江西

万安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1990.07 2009.06 2001.01 13607061298

省政协

委员

8 桂荷发
科技金融研究中心

主任
正处 男 1968.09 民进

江西

余江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1991.07 2013.05 2013.05 1357603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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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务

级别

性

别

出生

年月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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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学历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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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

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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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时间

任同级

时间
手机号码 备注

9 郑志强 体育学院院长 正处 男 1971.05 农工
福建

浦田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1996.07 2011.07 2011.07 18970895802

省政协

委员

10 陈丽萍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副院长
副处 女 1962.03 民进

湖北

武汉
汉 本科

副研究

员
1982.07 2009.07 2009.07 13979118082

11 陈红 艺术学院副院长 副处 女 1962.05 民进
江西

南昌
汉

本科

学士
教授 1982.09 2013.05 2013.05 13767161679

12 曾剑平 外语学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62.11

无党

派人

士

江西

瑞金
汉

本科

学士
教授 1985.07 2006.06 2006.06 13576285768

13 席小炎 经济学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63.02 民盟
江西

南昌
汉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1984.07 2008.03 2008.03 13077979189

省国土资源

厅监察员

14 罗时武 艺术学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63.05 民革 江西 汉 本科 教授 1985.07 2009.07 2009.07 13576061431

15 刘菊华 金融学院副院长 副处 女 1966.10 民盟
江西

兴国
汉 本科 副教授 1988.07 2013.05 2009.07 13576015386

16 余新培 会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67.01 民建
江西

奉新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1988.07 2004.06 2004.06 13879154545

17 刘仁彪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副院长
副处 男 1967.05 民盟

江西

瑞金
汉

研究生

硕士
编辑 1998.07 2013.05 2004.09 13979110639

18 潘文荣 统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69.05 民革
江西

抚州
汉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1990.08 2012.11 2012.11 13970912937

省地税局税

务监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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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谢盛纹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副处 男 1970.07

无党

派人

士

江西

瑞金
汉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1992.07 2013.05 2006.06 13576900639

20 陈雁云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70.11 民革

江西

吉水
汉

研究生

博士

副

研究员
1992.07 2013.05 2013.05 13576112258

21 吕晓梅 教务处副处长 副处 女 1971.01 农工
湖北

鄂洲
汉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1991.07 2013.05 2013.05 13870809292

省政协

委员

22 史言信 科研处副处长 副处 女 1971.04

无党

派人

士

江西

奉新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1993.07 2012.11 2012.11 13979112305

23 白耀辉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

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71.05

无党

派人

士

陕西

甫城
汉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1993.07 2006.06 2006.06 13870920151

24 金 欣 工商学院副院长 副处 女 1972.01 民进
浙江

杭州
汉

本科

硕士
工程师 1989.12 2013.05 2013.05 13507910911

25 李 宁 会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72.09

无党

派人

士

江西

武宁
汉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1994.07 2013.05 2013.05 13870601972

26 刘晓泉
马列主义学院副院

长
副处 男 1974.08 民建

江西

遂川
汉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1996.07 2013.05 2013.05 1317786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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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万本庭
协同创新中心副主

任
副处 男 1976.02

无党

派人

士

江西

新建
汉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1997.08 2013.05 2012.11 13576020275

28 李志龙 统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77.12 民进
江西

新干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2004.06 2013.05 2013.05 13767163382

29 黄 辉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副主任
副处 男 1978.04

无党

派人

士

云南

昆明
汉

本科

硕士
工程师 2001.07 2013.05 2013.05 13803509497

30 李 庆 国际学院副院长 副处 女 1978.06

无党

派人

士

湖南

宁远
回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2012.08 2013.05 2013.05 13732991864

31 王展祥
《当代财经》杂志

社副社长
副处 男 1979.05 民革 湖北 汉

研究生

博士

副

研究员
2008.03 2013.05 2013.05 13133830566

32 朱亚坤 体育学院副院长 副处 女 1980.01

无党

派人

士

陕西

安康
汉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2005.07 2013.05 2013.05 18170088119

注：备注栏填写政治安排和社会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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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统战工作总结

2013年，我校统战工作在省委统战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支持统一战线加强自身建设为主线，以活跃统战队

伍和服务党外人士参政议政为重点，着力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优势,取得良好成效。

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统战工作概况及取得的成绩

1、统战成员概况。学校 6个民主党派（209人）和知联会（41人）、留联会（80
人）、侨联（71人）等 3个统战团体，共计成员 401人；少数民族教师 31人，少数

民族学生近 1000人。全国人大代表 1 人，省政协委员 7 人；省政府参事 1 人,市政

府参事 2 人；党派省委常委 4人，委员 9人；省特约人员 6人。党外处级以上干部

32人，其中,副厅级 1人，正处 7级人,副处级 24人。

2、获得的集体荣誉。统战部获评全省统战工作重点目标管理考核综合先进单位；

民建获评省先进基层组织；校侨联获评省“侨联系统先进组织”；统战部党支部获评

校机关党总支学习十八大精神知识竞赛组织奖。

二、主要工作及特色活动

1、注重思想引领：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夯实“同心”教育。一是举办统一战线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座谈，深入学习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增强“三个自信”认同。二是举行“同心同德创新貌”迎春联谊等活动，积

极组建“江财统战文工团”，为党外人士搭建学习交流平台，营造“同心”氛围。三是

支持统一战线弘扬爱心助学风尚，其中民革开展“我与民革和江财”演讲比赛；民进

承办江西“1%工程”新年爱心联欢会，举行“创先争优”主题活动；民盟向吉安青原富

田中心小学捐赠电脑 10 台，发起向藏区学校捐赠寒衣活动；侨联持续开展 SOS 儿

童村扶贫帮学活动。

2、善谋凝心聚力：以“凝聚力工程”为抓手，推进民主建设。一是深入党派团体

开展工作调研，协助加强自身建设。召开了统一战线加强自身建设座谈会，要求在

成员发展上注重人数、年龄和学科专业等方面的合理布局，在推荐党外“后备干部”
时考虑年龄梯队、学缘结构和专业均衡。二是搭建桥梁纽带，推进统战团体管理创

新。留联会举办科斯学术悼念活动，举行青年教师经济学前沿报告，成立“海归博士

服务团”推进特色活动；知联会积极发挥纽带作用，以“同心博士服务团”搭建无党派

人士学习交流和展示才华的平台；侨联注重以侨为桥，维护侨益。三是健全引导激

励机制，增强党外人士办学主体意识。密切联谊交友，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副书记王金华等在教师节、中秋节等重大节日，带头走访慰问

统战成员，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注重把联谊交友贯穿于党外代表人士发现、培养、

使用和管理各环节。2013 年，农工党员方宝璋入选 2012年国务院特殊津贴计划；

民进主委邓辉被省政府任命为副校长；在校第五轮干部竞聘中，新提拔党外处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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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共 11人；一批党外人士被聘为各级专委会委员。目前，正起草制定新形势下进一

步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实施意见。

3、突出成果转化：以服务教研落地为重点，提升参政议政水平。一是建言献策

出实招。民建、农工组织“迎中秋庆国庆”座谈谏实言、献良策。九三学社建议以“统
战建言”专报的形式，搭建党外人士建言平台。二是调查研究有成果。民进主委邓辉

以法学眼光剖析社会现象和法制瑕疵，受到人民网、江西日报等媒体关注。省政协

委员朱丽萌、省政府参事漆莉莉、民建主委李秀香、知联会会员史言信、民革副主

委潘文荣等的提案、调研报告或论文等先后获省委书记强卫、省长鹿心社、常务副

省长莫建成等多位省领导批阅；民革易有禄以专家身份起草的法规提交省人大常委

会审议并获通过。三是教书育人显作为。统战部与学院合作，组织统战专家指导本

硕博学生赴赣南苏区等地社会实践，深入基层调研，反映社情民意，为人才培养创

新提供新思路，引起良好社会反响。侨联发挥联系广泛优势，促成奥克兰理工大学

商学院与我校合作，推进了国际化办学；侨眷彭晓洁指导会计学院学生代表队在

“2013海峡两岸大学会计辩论邀请赛”中获第五名，引起海内外良好反响。四是扶贫

开发见成效。以“统战搭台、科研唱戏、部院合力、服务基层”为理念，搭建统一战

线参与扶贫开发、助推“秀美江西梦”、助力中国梦的特色舞台。联合经济学院组织

党外人士开展“科研唱戏务实为民，助推苏区宁都振兴”活动，推进苏区振兴调研实

践；联合人文学院支持民盟赴吉安青原区开展扶贫调研，帮助老区加强旅游资源开

发。

4、促进和谐稳定：以民族宗教工作为保障，构建平安校园。一是少数民族工作

特色明显。指导和支持少数民族学生联谊会开展民族艺术节、民族作品大赛等特色

活动，并在经费上予以保障。在古尔邦节等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校领导、统战部门

负责同志与少数民族师生一起庆贺，各民族师生关系和谐。二是宗教安全工作落实

到位。认真传达全省民族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加强专项排查，做到师生信教情况胸

中有数。与保卫处等相关部门配合，及时掌握部分重点信教人员情况，严禁在校内

进行传教、聚会。

5、打造统战品牌：“同心•筑梦•建树”活动激发育人惠民活力。一是提升统战品

牌意义。统一战线推出了“同心•建树•筑梦”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同心”，即践行“同
心”思想；“建树”，即在人才培养、服务地方等领域建功立业；“筑梦”，即实践“特色

江财梦”，进而为实现“秀美江西梦”、“美丽中国梦”筑牢基础。二是打造特色活动载

体。注重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同心”教育的重点内容，将深入基层惠民实践作为创

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将立足江财品牌、服务秀美江西作为践行“中国梦”的重要

舞台。如 2013年 7月以来举行的“科研唱戏务实为民，助推苏区宁都振兴”活动，重

点推进扶贫开发项目建设，为加强统一战线自身建设、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建功立

业，切实激发了党外人士育人惠民的活力。三是积累特色统战经验。包括开展“以德

为先”教育推动“同心”行动落地生效，创新部院合作的形式拓宽统战工作基础和平

http://news.jxufe.cn/../../HTML/2013-4-15/17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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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采取惠民实践的方法凝练人才培养特色，利用科研转化的成果夯实党外人士参

政议政的筑梦之基。

6、践行群众路线：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提升群众工作水平。一是凝聚群众工

作共识。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注重广泛征求意见，在查摆“四风”突出问

题基础上，确立了把为党外人士办实事、服好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形成上

下级和党内外联动的群众工作共识。二是着力加强整改落实。要求树立群众观点，

强化宗旨意识，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为改进工作作风、推动统战工作的重要

抓手，着力形成联系统战实际、彰显统战特色、为民务实清廉的制度体系。目前正

牵头搭建统一战线成员建言献策长效平台、进一步完善党外干部培养和推荐办法等。

三是增强统战干部履职能力。组织参加学校宣传信息员、特约评论员和综治联络员

等工作培训，进一步增强干部素质，提升党外人士工作艺术和服务水平。

(党委统战部陈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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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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
《当代财经》杂志社、

学报编辑部

纪委 监察处、审计处 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心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党委组织部、

党校、机关党总支
人事处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

与竞争研究中心)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

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

验教学中心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党委统战部 校友联络办公室、共建办公室 档案管理中心 财税研究中心

工会 教务处、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党委学生工作部 科研处 高等教育研究所

团委 研究生院
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

究中心

人武部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海外教育中

心、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

究中心

财务处 现代商务研究中心

后勤保障处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研

究中心

保卫处 附属单位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

中心

校园建设处 附属中学
协同创新中心

资产管理处 医院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

理研究中心

招生就业处 科技金融研究中心

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
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

究中心

http://xiaoban.jxufe.edu.cn/
http://lib.jxufe.edu.cn/
http://cfe.jxufe.cn/
http://cfe.jxufe.cn/
http://tjcg.jxufe.cn/
http://jjys.jxufe.cn/yjy/
http://rsc.jxufe.cn/
http://metc.jxufe.cn/
http://tw.jxufe.cn/
http://emlab.jxufe.cn/
http://emlab.jxufe.cn/
http://emlab.jxufe.cn/
http://pyhee.jxufe.cn/
http://alumni.jxufe.cn/
http://dag.jxufe.edu.cn/
http://csyjzx.jxufe.cn/
http://jwc3.jxufe.cn/web/
http://kfzx.jxufe.edu.cn/
http://kyc.jxufe.cn/
http://gjs.jxufe.cn/
http://grs.jxufe.cn/
http://qyzx.jxufe.edu.cn/
http://qyzx.jxufe.edu.cn/
http://oec.jxufe.edu.cn/
http://oec.jxufe.edu.cn/
http://stzg.jxufe.cn/
http://stzg.jxufe.cn/
http://cwc.jxufe.edu.cn/
http://hqbzc.jxufe.edu.cn/
http://jczzw.jxufe.cn/
http://xnyzx.jxufe.cn/
http://xnyzx.jxufe.cn/
http://xyjs.jxufe.cn/
http://cdfz.jxufe.cn/
http://xtcxzx.jxufe.edu.cn/
http://zcgl.jxufe.cn/
http://xyy.jxufe.edu.cn/index.asp
http://ltxc.jxufe.cn/
http://www.ishrm.net/
http://www.ishrm.net/
http://zsjy.jxufe.edu.cn/
http://kjjr.jxufe.edu.cn/
http://bog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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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学院 83843016

国际经贸学院 83816581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 83843636

经济学院 83816532 马克思主义学院 83816923

金融学院 83816792 MBA学院 83816962

统计学院 83816428 国际学院 83816426

信息管理学院 83983891 职业技术学院 83890697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83842930 继续教育学院 88626900

法学院 83816810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83891773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83845851

（摘自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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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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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企业管理和标准化三个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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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和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商解孙子制胜韬略》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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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人，其中专任教师 86 人，校内兼职教

师 12 人，其中教授 25 人，副教授 35 人，博士生导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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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鄱英才 555 工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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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来，共

出版学术专著 93 部，教材 80 本；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系统工

程理论与实践》、《管理科学学报》、《财贸经济》、《经济管理（新管理）》、

《改革》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360 余篇，SSCI、SCI、EI、ISTP 收录 60 余

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4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3 项，其中社科重

大招标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1 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 6 项，国家各部委研究项目

29 项，企业重大横向课题 50 余项。

学院秉承“信、敏、廉、毅”的校训精神，以培养具有创业型、实用型工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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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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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昌市委组织部、凤凰光学集团公司、华意电器集团公司、江西省电力公司、

广东韶能集团公司等部门和单位培养高层次经济管理人才，与民星企业集团、南昌

卷烟厂、江西乳品厂、江西铜业公司、南昌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科瑞集团等 30 余家

企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为企业的市场营销、股份制改造、资产重组等方面出

谋划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工商管理学院林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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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

理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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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与监督研究中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社会保障研究中心、MPA
教育中心、税务硕士（MT）教育中心、公务员培训中心等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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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名，其中专任教师 48
名。具有博士学位者 39人，教授 22人，副教授 17人，博士生导师 9人，硕士生导

师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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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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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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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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校园网）

会计学院

会计学院的前身为会计系，始建于 1958年，1978 年恢复财务会计系的建制，

首任系主任为全国著名的会计审计学家裘宗舜教授，1998年 7月，经批准在原会计

系和理财系的基础上组建会计学院，首任院长为秦荣生教授，现已发展成为我校最

大的教学学院。学院历任院长为秦荣生（兼任）、孙菊生、王乔（兼任）、张蕊、蒋

尧明。现任院长为章卫东教授，院党总支书记为彭清宁副教授，名誉院长为郭道扬

教授，首席教授为张蕊博士；院党总支副书记为陈光秀，副院长有余新培教授、谢

盛纹教授、荣莉教授、樊明老师。学院下设会计系、理财系、 CPA 教育中心、会

计电算化教育中心四个教学机构，拥有手工会计实验室、电算化会计实验室和两个

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财务数据处理实验室和会计风险控制实验室等专业实验

室。

依托会计学院，设有会计发展研究中心（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和会计硕士专业专业（MPAcc）学位教育中心。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张蕊教授，

会计硕士专业专业（MPAcc）学位教育中心主任为章卫东教授（兼任）、常务副主任

为余新培教授。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 102人，其中专任教师 89人。专任教师中有教

授 29人、副教授 31人；博士 40人、在读博士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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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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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首届“全国高级会计人才——会计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 1人。 三十多年来，学院

人才辈出，既有老一辈资深的会计审计学家裘宗舜、成圣树教授，又有新的一批潜

心研究、成果丰硕的中青年会计审计学者，如张蕊教授、蒋尧明教授、方宝璋教授、

章卫东教授等，张蕊教授为国家级教学名师，已经形成了一支高学历、高素质的教

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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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科建设历史积淀深厚，成果丰硕。会计学科是江西省“九五”、“十五”、“十
一五”重点学科，1985年获会计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2003年被江西省教育厅评为示

范性硕士点，2006年获会计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成为我国第二批会计硕士专

业学位试办单位，2011年第一批审计硕士专业学位试办单位；学院设有会计学、财

务管理、注册会计师专门化、ACCA (英国特许会计师)等四个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

其中会计学（含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财务管理为江西省品牌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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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学科研究硕果累累。会计学院成立以来，承担了国家自然基金和国家社科

基金课题 10项，部省级课题 130多项；出版学术论著 40多部；在《管理世界》、《会

计研究》、《审计研究》、《财政研究》等著名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100余篇，核心

及一般刊物上发表论文 1900多篇，已在会计基本理论、诉讼会计、企业经营业绩评

价、公司融资、财务报告披露的民事责任、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审计史等方面取

得了一批在国内较有影响的科研成果。

学院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自 1978年复校以来，一共为国家经济建设

培养了本科生 18000多人，硕士生 1100多人，博士生 10余人，其中有著名企业家

用友软件公司总裁王文京、上海剑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深圳特区房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建国、民信盛大（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冷清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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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导师夏冬林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

师魏明海和林斌教授、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博士生导师秦荣生教授等；会计学院具有

较高的办学声誉，先后获得获得“CPA 专业方向教学质量评估 A 类（第三名）”、
“ACCA课程考试全球第一或中国大区第一”、“CPA境外实习选拔赛全国第一”、“全
国先进班集体”、“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省社会实践先进单位”等部省级以上奖励

50多项。

学院将继续贯彻学校的战略方针，携手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以培养应用型高

级会计人才为已任，开拓进取，锐意创新，为创建全国一流的会计学院而努力奋斗。

（会计学院曾海龙提供）

国贸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的前身为贸易经济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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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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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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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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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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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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校园网）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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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管理教研室组建设立；现任院长陈富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党总支书记胡文烽

副教授，副院长席小炎副教授、副院长杨飞虎教授，副院长桂林副教授、副院长吴

斌，党总支副书记邹春发。

经济学院下设三个教学系、院办公室、教务办公室和院分团委：

一、经济学系 以培养“政治经济学”等专业研究生和经济学专业本科生为主及研

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重点的教学科研单位。该系在江西省最早具有政治经济

学博士点，硕士点，是江西省高校“理论经济学”高水平所在的单位。

现任系主任彭新万副教授。现有教师 15人。他们是：康静萍教授、张继良教授、

彭武汉教授、龚立新教授、熊俊教授，罗雄飞教授，彭新万副教授、许光伟副教授、

封福育副教授、桂林副教授、杨勇副教授、段长征讲师、万道琴讲师、张荭讲师、

胡德龙讲师。

二、国民经济管理系 为各级政府、大中型企业、各种社会中介机构、高等院校

培养需要的战略规划制定、宏观经济运行咨询、国民经济管理教学与研究、区域经

济发展等专业人才。 国民经济管理系现有本科、硕士点（国民经济学）一个和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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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投资经济与管理、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现任

系副主任张鹏博士，现有教师 10名。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研究、国家计划、可

持续发展战略、国民经济运行与调控、政府行为研究、资本市场、金融犯罪研究。

三、国际经济系 是以培养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和经济学专业国际经济方向

本科生为主及研究西方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理论为重点的教学科研

单位。该系在江西省最早拥有西方经济学博士点和硕士点，是江西省高校“理论经济

学”高水平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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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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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吴涛博士。其他教师是：廖卫东教授、黄文华教授、袁庆明教授、席小炎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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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陶然副教授、何建春副教授、邹东红副教授、鲍赣峰副教授、李国民副教授、

罗昌瀚副教授、周海欧副教授、饶晓辉副教授、赵志峰讲师、余红斌讲师、雷俊讲

师、喻国平讲师。

四、院办公室 学院办公室是受院行政、院党总支直接领导的综合办事及联系学

院各项工作的中枢和纽带机构，围绕学院中心工作发挥参谋助手、协调综合及督促

检查作用，也是学院对外联络的窗口。

五、教务办公室，设有博士点秘书、教学秘书、科研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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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财经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分团委下设 15个团支部，共有共青团员 587人。

作为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经济学院分团委在校团委和

学院党总支的领导下，围绕学校、学院党政中心工作，团结教育和服务全院广大青

年学生，为青年团员成才成长创造性开展工作。分团委主要负责全院团组织建设、

团员民主评议、评选表彰先进、推优入党、青年志愿者活动等工作，积极推进大学

生素质拓展工程。在历年学生工作中，分团委充分发挥了主体作用，成功带领我院

学生开展了各项工作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在安义县东阳

希望小学、南康市十八塘中学等地方设立了我院的爱心基地。

（摘自校园网）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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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系和风险管理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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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人，其中

教授 16人、副教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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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荷发、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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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等博导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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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学院喻樟提供)

统计学院

统计学院源于 1923年成立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会统科，统计学专业是学校传统

优势专业，该专业 1978 年、1985 年分别取得本科、硕士办学权， 1997 年、2001
年、2006年统计学科连续三次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2002年统计学专业被评为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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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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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博士后流动站。学院已经建成了涵盖了本科、硕博研究生完整的教学体系，拥有

了学士、硕士（含专硕）、博士和博士后流动站等完善的统计学学科建设平台，正

朝着建设统计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宏伟目前阔步前进。学院设有四个教学系（经济统

计系、金融统计系、数理统计系和管理统计系）、一个事务所（时代市场调查事务

所）。同时，正在建设中的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江西省应用统计研

究中心也挂靠我院。

在 30多年本科办学的历史，学院造就、凝练了一大批德艺双馨的优秀专业教师

队伍，在 45人专职教师中，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科组评委 1人、教育部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 1 人，赣鄱 555工程人才 1人，井冈之星 1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2人，

教授 13人，副教授 8 人，其中博士 34人，在读博士 2人、在读博士后 3 人。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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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教学、科研和为地方经济服务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级

及横向课题共 50余项； 建立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

教学中心"----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实验室。

学院坚持以研究生教育为先导，本科教育为主体，各类形式合作办学为补充的

发展格局，在研究生人才培养中，坚持理论教学模块化，实践教学多元化，不断提

升研究生理论素质和综合能力，毕业生受到各大银行、证劵等金融机构、大型咨询

公司的青睐。本科生培养中，坚持以学生成人成才为本，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纲，以

适应社 会需求为目，以激发学生兴趣为源，积极拓展课堂空间，努力培养学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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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校园、社会联动；学会方法、运用方法、创新方法递进；基础理论教育平台、

实践演练平台、创新研究平台支撑)，实现理论、实践与创新的无缝对接，保证人 才

培养的高质量。

（摘自校园网）

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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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名誉院长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数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创始人乌家培教

授。现任学院领导：院长方志军教授，党总支书记姜红仁副教授，副院长廖国琼教

授（分管学科建设与外事工作），副院长沈波副教授（分管研究生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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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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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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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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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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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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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人才培养特色： 扬信息技术之长，悟财经管理之道。

（摘自校园网）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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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蔡升桂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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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房地产开发与

管理研究中心、土地资源规划研究中心。

学院设立实验中心，下设旅游管理与规划省部共建实验室、资源环境与地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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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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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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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规划、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专业所有实验课程，并能为

师生从事科研课题研究和社会实践服务。学院还在深圳、厦门、南昌、井冈山等地

建立了 30余个教学实践基地。

学院现有旅游管理、城市规划、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

工程管理 5个本科专业，旅游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 2个硕士点，拥有旅游管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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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硕士（MTA）学位授权。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截止 2013年 9月，学院现有教职工 49人，其中专任教师

41人，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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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 2人。

党建团学工作：学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以育人教育为主线，以

培养信敏廉毅创业型人才为目标，以服务全院学生为宗旨，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

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获江西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江西省五四红旗团总支、江西省教育系统创先争优活动优秀实践案例、校先进基层

党组织、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分团委、学生会连续 3年获校团委

五四红旗分团委标兵和校优秀学生会。

做好暑期社会实践工作，使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发展和实践育人的功能进一步凸

显，连续 4年获批全国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重点团队（其中 2011年赴贵州村镇规

划服务队是团中央面向全国直接招募的重点团队），连续 4年荣获江西省暑期社会

实践优秀服务队称号。做好专业社团工作，碧水行动协会产生了较强的社会影响力，

2011年，获世界自然基金会“减碳壹加壹”全国优秀社团称号，中标中华环保基金会

第六批大学生环保公益资助项目；2012年中标团中央保护母亲河—全国青少年生态

环保社团小额资助欧莱雅项目，同时《“癌”近你身边》记录片拍摄入围了由 SEE基

金会、北京时针影像工作室、腾讯公益联合主办的“环境与人”主题纪录片资助之列；

2013年入选人民网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公益团队（全国 50支之一），并中标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 TOTO水环境基金会资助项目。做好学生学术科研工作，促进质量

和水平的不断提升，近年来我院学生在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和校级学

生科研课题立项总数、立项率都位居学校前列，在 2013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江西赛区决赛中，2 件作品分别获得了哲学社科类二等奖

和自然科学类三等奖。做好志愿服务工作，学习雷锋精神、义务解讲、爱心支教三

方面形成特色和亮点，杜月辛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志愿者、2010级房产班被评为江

西省学雷锋先进班集体，2013年《江西团讯》第 1期刊发了《让雷锋精神永驻校园

——江西财经大学义务讲解服务队八年如一日为民服务》。做好学生就业服务工作，

认真贯彻充分就业、体面就业、公平就业、安全就业“四位一体”的工作理念，就业

率各项指标稳居学校前列，多次荣获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就业工作目标奖、就业工

作单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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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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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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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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校园网）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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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教育技术

学 2个学术型硕士点，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型硕士点。学院现有教职工 62人，其中

教师 51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有 31人，占比达 61%，20%的教师有出国进

修经历。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人数 15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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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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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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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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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师资梯队结构合理。目前有教职工 117人，专任教师 103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24人，硕士生导师 7人；博士（含在读）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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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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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办

学上初显成效。现已和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达成了协议，完成了三届硕士预科生“1+1”
的培养；和日本冈山商科大学、立命馆大学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已输送了近 30名
专业学生前往合作高校参加“2+2”和“3+1”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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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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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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学院金晓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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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成立

经济法系；1999 年经济法系更名为法律系；2001 年在法律系的基础上组建法学院。

2、办学特色和目标：法学院努力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卓越法律人才，

通过不断探索，牢固树立以法律职业教育为主体，寓素质教育于职业教育之中的教

育理念，逐渐形成以“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重实践”为特征的财经法律人才

培养模式。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学院基本实现了“江西有优势、同类有特色、

全国有影响、海外有发展”的办学目标，正在努力朝着高水平法学院的新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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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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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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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个教学系，江西法治政府研究中心、江西生态法律研究中心、江西食品药品法律研

究中心、江西检察理论研究基地、网络侵权研究中心、知识产权侵权研究中心、经

济法研究所等 11 个研究机构，以及院办公室、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法律硕士（JM）

教育中心、法学综合实验中心、分团委等行政机构。

5、专业和人才培养：法学院自 1993 年起开始招收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学专业

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江西省特色专业、江西省品牌专业。学院被教育部授予全国首

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全国 58 家之一，江西省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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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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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学科建设：经济法学为江西省重点学科。自 1998 年起先后获得经济法学、

刑法学、诉讼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法学理论、国际法学等 7 个法

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是江西省最早取得法律硕士授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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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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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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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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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7、教学建设：法学院形成了以“讲、辩、写、练”教学法为主导的专业培养特

色，学生司法考试通过率近几年保持 50%左右。商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法律

基础与经济法等 4 门课程为省级精品课程。学院现建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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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豫章监狱等 35 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豫章监狱实习基地获批

为江西省大学生社会实践示范基地。学院获得首批江西省唯一的国家级“卓越法律

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法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被教育部评为江西省唯一的“国家级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法学综合实验中心为江西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8、科研工作：法学院教师科研成果丰硕，近年来，获准立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19 项，司法部、教育部课题 15 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

法学》、《法学家》、《中外法学》发表论文 12 篇，出版学术专著 56 部，获教育

部人文社科奖、省级科研成果奖 33 项。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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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社会法制建设高端论坛、2013 年第四届中国财税法前沿问题高端论

坛，“竞争法实施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国际研讨会，2013 年全国立法学研究会年会，

首届（2014）赣籍法学家联谊会、2014 年第十五届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2014

年江西省高校首届模拟法庭大赛，2014 年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年会，2014 年中国宪

法学研究会年会，2014 年全国经济法学博士论坛等大型活动。邀请江平、王家福、

陈光中、梁慧星、陈兴良、韩大元、何勤华、孙宪忠、李林等众多著名专家学者来

院讲学。学院与台湾东吴大学、实践大学以及大陆许多著名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学术

交流关系。

9、师资队伍：法学院现有教职工 66 人。专任教师有 54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

的有 38 人，在读博士 6 人，博士和在读博士占专任教师的 81%。有教授 18 人，副

教授 20 人；有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人员 2 人，江西省学科带头人 4 人，江

西省骨干教师 7 人，校骨干教师 5 人；有博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33 人。

10、招生就业：法学院现有本科、硕士生、博士生共千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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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工作保持良好

态势，自 2005 年以来，本科生一次性就业率连年攀升，2011 年和 2012 年连续两年

名列全校第一，并获得学校 2011、2012、2013 年“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就业

工作目标奖”、“就业工作单项奖”称号。

11、国际化办学：法学院与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办学协议，

拓展了海外合作办学的空间。学院与美国波士顿学院、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国巴黎

第二大学已达成项目合作初步意见。

12、党建团学工作：法学院有尚法协会、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大学生维权中心、

演讲辩论协会等特色学生社团。院分团委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和“全省五四

红旗团委”，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获评“全省十大杰出集体”，院社会实践服务队获

评“全省优秀社会实践服务队”，大学生维权中心获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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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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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学生在第二届全国高校法律英语大赛中获得二等奖 1项，三等奖 3项，学院

获得最佳组织奖。

13、社会声誉：据《2013 年中国大学评价》，学院法学一级学科全国排名 58

名。

(法学院张克提供)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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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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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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大批优秀校友。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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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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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人，博士（含博士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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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家级多媒体课件奖、省

级教学成果奖、省级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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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校园网）

体育学院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于 2003年在原军事体育教学部基础上成立，下设篮排

足球教研室、乒羽网球教研室、综合教研室、体育理论教研室和军事理论教研室共

五个教学系部，以及社会体育中央地方共建实践基地、江西省社会体育实验示范中

心、江西财经大学国际体育产业研究所等多个教研机构。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

承担全校公共体育课程、军事理论课程和新生军训工作，并招收体育经济管理硕士

生（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和社会体育本科生(体育类考生，授教育学学士学位)。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63人，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 25人，博士（含在读）9人，

硕士 14人；国家级裁判 8人，社会体育一级指导员 9人，运动健将 2人，校级金牌

讲师３人。学院按照“健康体育、快乐体育、个性体育、终身体育”的教学理念，在

江西省内开设了网球、轮滑、跆拳道、瑜珈、攀岩和击剑等多个新兴公共体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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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体教学选项模式日臻成熟，处于省内领先地位。网球为我院特色项目，成绩斐然，

高水平运动队于 2011年获准招生。

我校运动场馆资源丰富，目前生均运动场馆达 8平方米，居于全国领先。学院

下辖的体育场馆中心负责管理学校各类运动场所，各场馆坚持常年开放，为全校师

生的健身休闲提供服务。丰富的比赛资源为参加、承接高水平赛事提供保障。建院

以来多次承办大型赛事，借助学院专业队伍，组织的赛事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受

到中央电视台、体坛周报等国内权威媒体报道。学校各项运动队竞赛成绩突出，在

省级以上体育竞赛共获第一名 32项次，前六名 146项次。

对接我校经济管理优势学科和发展方向，体育产业是我院学科和科研主导方向。

体育学院自 2008 年起已连续 4 年获得 6 项国家级基金（其中一项国家重大招标项

目），获批资助金额超过百万元，在同类高校体育学院中名列前茅。2011年南昌第

七届城市运动会期间，体育学院超过百名师生参与到七城会科研、组织和服务工作

中，受到省领导和七城会组委会表彰。

体育是培养优秀公民最实用、最有效、最有趣的手段。体育的终极目标，不单是

夺得锦标，更在于健全人格。不仅是为了个人锻炼，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协作精神。

体育学院师生员工将继续秉承“完全人格、首在体育”院训，发扬自强不息，永争第

一的体育精神，充实内涵，凸显特色，服务于全校师生的身心健康，为学校“做强”
目标的最终实现作出新的贡献。

（摘自校园网）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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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现任院长陈始发，党总支书记江水法，副院长夏德根、唐书麟、刘晓泉，党总

支副书记唐海燕。

学院现有教职工 53人，其中专职教师 48人，教授 12人，副教授 19人，博士

31人(在读 4人)；博士生导师 4人，博士后合作导师 3人，硕士生导师 27人；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1人，省政府参事

1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1 人，赣鄱英才 555工程人选 2 人，江西省百千万人才

工程人选 1人，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1人，省级中青年学科带

头人 3人，省“四个一批”人才 1 人，省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名师 2人，省级科研学术

骨干 1人。

学院现有哲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思想政治教育系、办公室 5个院属机

构，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1个实体研究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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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非实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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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其中，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学院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二级学科博士点，马克思主义

理论、政治学 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 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以及科技哲学、中国近现代史 2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省“十
二五”重点一级学科。

学院拥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门省级精品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
门校级精品课程。

国际学院成立于 2002年。学院依托我校会计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三个

省级品牌专业优势，设有国际会计、国际金融、国际贸易金融师（CITF）、注册金

融分析师四个专业方向，在校学生 2300余人。

（马克思主义学院潘燕萍提供）

国际学院

江财国际是学校国际化办学的窗口和教育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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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括了全国大学生金融模拟交易大赛、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赛、

世华杯全国股王争霸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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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学院共有毕业生七届 2700余人，有近 40%的学生出国留学深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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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国立大学等全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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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00
名毕业生就职于世界 500强企业，有的直接就职于纽约华尔街等国际知名金融机构

或跨国公司，或任职于国家外交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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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增强与世界

高校和国际社会更加密切的合作与交流，致力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的发展和创新！

（摘自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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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学院

MBA 学院是江西省首家通过国家评估合格的 MBA 培养单位，也是省内唯一一家

拥有 EMBA 办学权的院校，肩负着为国家及江西省培养高素质企业管理人才的重任。

自 1997 年、2009 年分别取得 MBA、EMBA 办学资格以来，江西财经大学 MBA 学院为

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复合型的、高层次的，适应国际发展新趋势的管理人才和具有“信

敏廉毅”素质，掌握前沿管理知识与方法，具有国际视野、战略眼光，富有创新能

力与领导力的管理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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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在校 MBA 研究生、EMBA 学员达 80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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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稳步发展，学院的声誉和品牌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已形成了自身的办学特色。

在教学内容上，凸显独特的财经类学科群优势，注重联系实际，培养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方式上，强调案例教学，课堂讨论，企业考察与走访，以及体验式情景

教学结合；

在教学手段上，博采众家所长，海纳百川，任课教师全部采用多媒体互动教学。

MBA 学院内部实行项目与职能相结合的矩阵式管理负责制，每个项目都有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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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具有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强烈的服务意识，以及值得称道的敬业精神，其中博

士 2 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数达 100%。

MBA 学院将继续坚持以品牌建设为目标，走 “特色化、规范化、人性化、国际

化”的道路，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高教学质量，成为

在江西是标杆、江南有地位、全国有影响的 MBA 学院。

(摘自校园网)

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于 1999年 10月，现有在校高职学生 2832人。开设了会计 、

会计电算化、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商务英语、计算

机应用技术、应用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微电子技术、酒店管理、物流管理、园林

技术等 14个专业。学院依托江西财经大学雄厚的办学实力，以其高水平的师资、浓

厚的学习氛围、良好的就业前景，体现了本科院校办高职教育的强大优势。

学院坚定地走“坚持以育人为根本，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

坚持质量立院，特色强院，产学结合的发展方略，坚持理论学习，能力锻炼，素质

养成三结合的培养路径，坚持不断提升稳定率，就业率和升学率”，培养具有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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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娴熟的行业规范、精湛的职业技术、过硬的“信敏廉毅”素质的实用型人

才的办学之路,不断凸现本科院校高职的规范性和示范性，使高职教育居于全省领先

地位。

学院始终坚持以育人工作为中心,十分重视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学生

管理体系等三大体系建设,注重学生个性潜能的挖掘和素质的全面提高。

学院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为学生设计、提供不同的发展途径。第一、制定符合

学生全面并兼顾个性发展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培养方案，奠定学生培养工作的牢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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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院校前茅，荣获“江西省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先进单位”光荣称号。第三、鼓

励学生 “专升本”至全日制本科院校学习，学院 “专升本”升学率始终在省内保持领先

地位。第四、引导学生参加自学考试“专升本”，在专科毕业不久获得自考本科毕业

证并取得学位。第五、支持学生毕业后直接考研，引导那些获得自考本科学历和学

位的毕业生报考研究生。第六、帮助学生出国留学，参加国外高校的“专升本”、“专
升硕”项目。

学院按照教育部指示精神，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把顶岗实习等实践

环节纳入高职学生培养计划。根据区域和行业人才需求状况以及职业技术与职业岗

位的特点，学院积极探索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在为社会输送适销对路的高素质人

才的过程中，形成了江西财经大学高职品牌特色。

按照“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的要求，学院将实习与就业进行有效链接，即学

生可以通过参观实习（就业前的感性认识）、顶岗实习（就业前的体验教育）、毕业

实习（就业前的岗位试用），完全了解今后职业岗位对自己的要求。企业较稳定地得

到岗位和事业发展所需的实用人才，学生减少了学习的盲目性，增强了就业的自信

心，实现了企业、学校、学生三赢。

学院设立了国家级职业技能鉴定所，在北京、上海、南昌、深圳和珠海等地与

多家单位建立了学生实习实训基地，确保高职学生在校期间能够参加各类实践、实

习并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同时，学院与江西、广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

北京等诸多省市的用人单位在就业方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由于我校高职毕业

生所具有的“敬业、诚信、善谋、实干”特点，大部分毕业生已成为各用人单位的管

理骨干和技术能手，深得用人单位的好评。

学院创建了“学生管理科＋年级辅导组＋班主任＋专题教育项目组”的学生教育

管理新模式。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紧紧围绕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实用型人才这

一目标，为学生搭建素质拓展平台，形成了以“四项基础教育工程”（爱国爱校教育

工程、校风学风教育工程、安全文明教育工程、团员意识教育工程）、“三项精品系

列活动”（班级文化节系列活动、青春校园系列活动、日常行为养成系列活动）、“两
个创新实践阵地”（创新创业阵地、校园实践阵地）、“一个特色门户网站”（职院在

线网）为主轴的工作特色。高质量、有特色的高职教育引来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近

几年来，《半月谈》、《江西日报》《中国教育报》、《信息日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人

才市场报》、《江西电视台》、《江西教育电视台》、《大江网》等媒体介绍了我校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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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特色，使学院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声誉越来越好。

作为本科院校办高职学院，江西财经大学浓郁而特殊的校园文化氛围、优良的

校园环境与教学硬件设施、优秀的师资、良好的学风以及高职与本科资源共享等办

学优势，吸引着省内外无数高分考生，这些优质资源使江西财经大学高职在历年高

招专一批次中录取分数屡屡“超三越二”。这些优秀的高职学生与其他层次的学生一

道在相同的校区学习和生活，完全融于校园文化整体之中，舒心学习，健康生活，

快乐成长。

（摘自校园网）

继续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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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学、历史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学校设有工商管

理学院等 16个教学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 4个管理型学院以及 1个独立设置学院。

设有 20多个科研机构。拥有 4个博士后流动站，30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02个硕士

学位授权点，16个专业硕士授权点，设有 48个本科专业；现有教职工 2197人，专

任教师 1395人，其中教授 230人、副教授 422人，博士生导师 53人、硕士生导师

425人。现有蛟桥园、青山园、麦庐园、枫林园等 4个校区，占地面积 3300余亩。

江西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设在青山园校区，承担了学校函授、夜大学、全日

制成人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训教育等管理任务。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创

办于 1981年，经过 30年的奋斗，已经形成了地域宽广、形式多样、层次丰富、规

模较大、特点鲜明、质量优良、声誉卓著的办学特色。现有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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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生近 5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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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属院校函授、夜大学教育评估中，取得优秀成绩。多次被国家财政部、国家考委、

江西省教育厅授予教学管理、自考主考、招生工作的“先进集体”。
学校继续教育形成了以学历教育为主体，融自学考试、非学历培训、国际合作

以及远程网络教育为一体，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共同发展的高水平、现代化、

开放型的办学格局。

目前，学院正秉承“信敏廉毅”的校训精神，在校党委和校行政的正确领导下，

继续脚踏实地、继续奋力开拓、努力把学校继续教育事业推向新的前进，努力朝着

一流继续教育学院的建设目标奋进。

（摘自校园网）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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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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以学生成才为本，走质量立院之路”的办学理念，构建以分类

培养为基础、“三个课堂联动、三类实践互促”的人才培养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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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余万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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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0余人。学院现

设有经济学系、会计学系、工商管理系、信息管理系、文法系、外语系和思想政治

理论教学部，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等 8个教学系部，设有会计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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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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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面向全国 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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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独立学院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设评估优秀单位”；“江西省高校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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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注重“专通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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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赛、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等大赛中多次获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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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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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把学院建成特色鲜明的一流财经类独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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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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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情况

研究生教育
2013年，研究生院在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引，以“深入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为契机，以维护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利益为宗旨，以内涵建

设为中心，依托和调动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各导师组、全体导师和研究生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重点学科申报工作、提升研究生教

育质量活动紧密结合，较好地构建了研究生教育制度体系，搭建了研究生教育交流

平台，全面推进了研究生教育改革，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将研究生院 2013
年新增重点工作和取得的新成效总结如下：

一、研究生院 2013年度新增重点工作和新举措

（一） 科学研判，有效部署，努力提高我校学科专业竞争力

我校学科建设已由申报为主向内涵建设转型，2013年学校工作要点提出“突出

财经特色，提高学科专业竞争力”的工作任务。为落实该任务，2013 年 3 月-6 月期

间，研究生院组织专人历时四个月对我校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管

理科学与工程、统计学 5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冲击国家重点学科形势进行了

调研，形成了 7 份冲击国家重点学科形势分析报告。7 月 4 日，研究生院还组织召

开了全校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工作会议，部署了国家重点学科申报工作，为提高我校

学科专业竞争力，加强学科内涵建设提供了较为科学的研判依据。2013年，我校 7
个省级重点学科经省教育厅中期检查合格，其中法学、农林经济管理 2个学科因前

期建设成效显著，还受到省教育厅表扬。

（二）以群众路线为法宝，以着力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目标，构建研究生教

育管理制度体系

2013年学校工作要点提出：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完善管理评价机制、健

全导师遴选机制、改革招生制度、推进培养模式改革。2013年研究生院结合十八大

提出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三部委发布的《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

精神为指导，以着力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为目标，采用“网上征求意见”、“问卷调查”、
“实地走访调研”、“深入教室宿舍听取意见”、“公布联系电话”等多种方式主动、反复、

多样地征求广大师生的意见，形成了《江西财经大学专业学位若干问题的思考》、《江

西财经大学研究生教育现状》、《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毕业季调研》等 3份调研报告，

科学有效地制定了 13项研究生教育改革制度，完善了管理评价机制、导师遴选机制、

招生制度、培养管理和监督、奖助学金制度，较好地落实了三部委全面深化研究生

教育改革的要求。

为宣传落实这些制度，2013年研究生院还先后两次召开了面向全体硕士生导师

和研究生管理人员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会议，让质量意识深入人心。另外，为进

一步强化导师遴选机制，2013年，研究生院还首次对 34名 2010年前取得博士生导

师资格的教师进行了考核，其中 33名教师顺利通过考核。

为规范研究生课堂教学，研究生培养督导组 2013年还对不认真备课、上课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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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进行了整顿，编写了 6期的《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教学检查通报》，有

效促进了研究生教学质量的提升。

（三）强激励，重保障，努力改善研究生软硬件教学环境

为激励研究生导师重视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出更多创新和创业型人才，研究

生院建议在对导师的职权进行明确规定的同时，较大幅度地提高研究生导师的论文

指导津贴，对优秀学位论文学校给予重奖，该建议得到了学校的认可也极大程度地

激励了研究生导师的工作热情。

为加大对优秀研究生奖励和资助力度，2013年度，研究生院着手完善研究生评

优评先、奖助学金制度，继续推动研究生生活费发放和 “助教、助管、助研”经费管

理工作的规范性，努力形成长效激励机制。全年我校共发放研究生生活费补助 827.9
万元，三助经费 20万元，国家奖学金 88万元，优秀研究生奖励金 13.7万余元，为

研究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

为给教师课堂教学提供更好的软硬件环境，研究生院在暑假期间对研究生楼的

所有教学设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调试工作，组织更新了电脑及投影仪各 28台、

讲台及教师座椅 25套、电开水器 4台。

（四）搭平台，强立德，推进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为引领研究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立德树人的科学道德氛围，我校

研究生院 2013 年先后承办了 “江西省第三届研究生学术交流会” 、“江西省高校

2013年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集中宣讲教育报告会”两次省级研究生学术活动，国务

院学位办副主任孙也刚，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朱虹等领导及全省 14所有关高校的主要

负责人莅临了交流会，每次活动都有超过 500以上来自各高校的研究生参加，为促

进研究生校际之间、学科之间交流和融合搭建了良好的平台，进一步推进了研究生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二、研究生院 2013年度取得的新成效

获奖项目 2013年 2012年

江西省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立项 4项 3项

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 13项 7项

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立项 44项 23项

江西省优秀学位论文博士 2篇 0篇

江西省优秀学位论文硕士 10篇 2篇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1项 0项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2项 0项

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 3项 2项

（党办、校办吴宗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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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届毕业研究生名单

江财学位字〔2013〕3号

29名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产业经济学(7人)
王 林 何记东 王 晶 赵庆国 谢娟娟 尹飞宵 陈雅岚

二、管理科学与工程（6人）

廖汗成 李建军 李 山 王文乐 罗远胜 熊建英

三、财政学（4人）

康 鸿 罗青林 张文君 曹 向

四、政治经济学（1人）

高月梅

五、西方经济学（4人）

龚立新 陈红艳 江 山 廖 鹏

六、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4人）

邓玉华 欧阳家忠 王忠诚 许 晟

七、会计学（3人）

王 宏 应益华 章丽萍

江财学位字〔2013〕 5号

18名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产业经济学(1人)
张志伟

二、管理科学与工程（3人）

李 杰 边海容 王志平

三、财政学（2人）

付志鸿 刘春红

四、政治经济学（3人）

陈义平 章莳安 戴丽华

五、西方经济学（1人）

聂爱云

六、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6人）

钟运动 朱文兴 何文章 谢 品 袁青燕 彭永昌

七、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2人）

伍 琦 邓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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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学位字〔2013〕 4号

授予汤小芳等 605名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胡昆等 5名“高等

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人员”硕士学位,授予朱灵芝等 210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授予陈小强等 48名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学位，授予陈晓峰等

50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授予孙凤娟等 9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税务硕

士学位，授予艾军宁等 109名专业学位研究生会计硕士学位，授予刘涛等 20名专业

学位研究生工程硕士学位，授予钟胜等 13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授予李卫湘等 20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授予张欣等 21名专业

学位研究生金融硕士学位，授予韩威等 9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保险硕士学位，授予王

茜等 13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国际商务硕士学位，授予周韦伶等 13名专业学位研究生

资产评估硕士学位。

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硕士（605人）

（一）会计学(116人)

汤小芳 毕文君 边永辉 曹志福 柴 静 陈福萍 陈 鑫 陈雅萍

程 琳 戴韫晨 邓 芬 邓 杰 邓丽萍 邓 悦 杜 莹 方 媛

高 山 郭健宸 韩琦莉 郝泽君 何 旸 胡 雷 胡培培 胡 琼

胡煜熙 胡泽晨 黄 芬 黄文娟 黄先贵 黄早花 姜 芸 蒋 琼

金东迪 康 颖 柯丛颖 赖 红 赖 虹 赖 辉 雷 荣 李爱英

李慧瑶 李玲璐 李斯蕾 刘 飞 刘 璐 刘杨阳 柳 影 卢晓双

卢 瑗 罗 倩 裴娇娇 彭秋晨 邱文椿 饶 颖 帅远华 宋云帆

苏美玲 孙 翰 孙 婷 童 锦 汪 丹 汪 慧 王 冰 王 萍

王 亮 王维军 王 燕 王 悦 王 征 王志刚 温 敏 文雅丹

吴 迪 吴国龙 吴 姝 吴子娟 项 东 肖世浩 肖唯涵 谢国忠

谢雅萍 熊科伟 徐 静 徐 旻 徐 雯 徐 影 许 静 许秀娟

杨 丹 杨小燕 杨晓波 杨 宇 叶雪琴 弋兴飞 余 建 俞志烨

喻 笠 喻 霞 袁 艳 曾庆财 詹琳妍 张力茏 张 萌 张 敏

张莎莎 张 莹 张孜伟 赵辰婷 赵荔雯 郑文钰 钟 浩 周 斯

朱 琳 朱 熙 邹玉滢 陈钦婵

（二）产业经济学（19 人）

巢 美 陈 煦 傅 晓 郭 莹 黄 娟 李 婷 刘诗野 刘西茜

刘雅莉 罗 聪 马 琳 万 晶 温圣敏 徐静茹 徐盛华 张梦凌

张育炜 周萌萌 范林凯

（三）企业管理（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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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菊英 陈望成 陈燕连 高媛媛 何 珊 李 春 廖 萍 刘 凯

缪姝云 彭焕发 桑培光 唐小强 万 辰 王培光 王 维 王 莹

王越跃 吴光高 熊天可 杨亮亮 张 冰 张 林 赵敏慧 赵熊璐子

钟 萍 钟亚玲

（四）技术经济及管理（3 人）:戴玉思 黄 征 卫春丽

（五）国际贸易学（21 人）

蔡 琳 陈欢欢 陈文婷 程 颖 崔小杰 杜小玲 丰雪玲 胡玲玲

李 霖 刘 煚 刘 萍 刘 哲 缪 晗 盛 婷 幸莉莉 熊 思

徐 敏 袁 悦 张 威 郑思思 朱娟娟

（六）世界经济（9人）

陈 佳 董 菁 江 东 李 坚 李志燕

文 弘 熊 凯 余 菲 曾 伟

（七）国民经济学（6 人）:刘 晓 宋 平 郑 哲 余盛昌 伍 琴 万远鹏

（八）劳动经济学（1 人）:杨 成

（九）理论经济学（16 人）

陈海丹 丁 芬 李 嘉 刘菊梅 龙 强 宋蔼瑕 汪家裕 修 楠

鄢 嫣 朱品润 朱 蓉 侯发亮 沈义力 胡 晶 徐 伟 巩崇一

（十）农业经济管理（1人）:荀龙巧

（十一）区域经济学（5人）:陈 霞 李 越 刘 萍 余 韬 刘 晔

（十二）教育经济与管理（4人）:董华凌 刘汉朝 陆 璟 吴美云

（十三）金融学（73 人）

才 华 陈 良 陈 楠 陈 腾 程伟伟 崔 婷 邓 丽 丁 叶

付玉慧 高宏海 耿 策 郭 曼 郭 旺 韩 帅 贺博深 洪天国

洪 伟 侯 菲 胡秀堃 胡尧盛 黄 斌 嵇志涛 雷欣文 李文涛

李 妍 林 漫 刘葱华 刘昆平 刘美娇 刘永高 刘智强 马 驰

牛 犇 欧阳俊铃 彭中仁 上官任捷 邵启信 涂 婧 万 昕 汪霁云

汪龙龙 王大明 王 佩 王任春 王 欣 王跃清 吴兵兵 吴明宇

夏海霞 肖海燕 谢 飞 熊 蓓 熊丹丹 鄢 媛 闫志远 杨 鹏

杨 艳 叶晓春 应东兵 曾呈晨 张 恒 张林兰 张小军 张 晓

张贻东 张永婷 章少林 赵 钦 郑昕薷 朱 巧 诸葛骁 熊 航

荣 璟

（十四）统计学（18 人）

安详征 陈治理 洪 运 胡美注 胡人杰 姬换英 李 康 刘官站

刘 茜 刘亚茹 潘麒伊 史丙仑 孙晓静 王超丽 张 璐 丁 杨

胡晓琳 胡振亚

（十五)财政学（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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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虹 邓宝义 范建平 范雅囡 胡溢文 匡 丹 蔺 宣 刘李青

莫辰瑗 莫雨璐 申 富 孙 婷 汪 蓉 王付雪 王 平 王水行

王拯廉 熊霞霞 杨 莎 杨小芬 张 晨 郑斐斐 周晓燕 朱汉亚

幸高龙

（十六）社会保障（21 人）

陈琼红 陈 曦 甘宜兰 郭玲玲 刘梦炫 刘 颐 刘裕兰 罗 焕

毛 雷 盛菁华 宋义玲 涂 琛 魏雅红 闫京京 杨 珺 杨 珊

张宝华 张璐璐 周 聪 朱元保 熊 键

（十七）行政管理（36 人）

卞芮芸 查丽丹 程子涵 单 梁 丁 晶 樊恒希 耿 诗 郭 婧

胡思嘉 解西梧 金石开 李 晓 卢晓伟 马戎真 毛 佳 邱能文

施琛琛 史梦林 万里萍 王凤鑫 王秋莉 吴华芳 吴智扬 夏 浩

肖 佳 徐义涛 杨细红 俞 霖 禹 琼 张丽涛 张文俊 周 翀

朱劭涵 邹露露 罗 旭 杜欣怡

(十八)经济法学（37 人）

池卫卫 范卓屹 扶启聪 付丽丽 何晶晶 胡成伟 胡丽萍 胡 政

黄 晶 黄婷婷 姜光宝 姜三明 雷 梦 李 杰 李 璐 李梦晗

刘晓佩 刘衍云 陆 娴 马 媛 宁 双 潘丽琴 钱万里 盛 丽

谭友方 万云洁 汪湖泉 谢 勇 徐晓晓 杨萱君 于林琦 俞 韵

张 欣 张 颖 周 妮 朱 琳 邹 婧

（十九）民商法学（25 人）

陈 晨 陈子尤 代强强 钭倩倩 何子康 胡 斌 黄昆仑 黎 雯

李建忠 李细春 廖田梅 刘 佳 刘 蕾 卢 倩 卢思洁 罗 政

慕大海 王 川 吴丹娜 徐玮婷 俞 鸿 虞泽仁 张 婧 赵 聪

郑小梅

（二十）诉讼法学（5 人）:罗 维 孙文平 吴永丽 熊文婷 于 婧

（二十一）宪法学与行政法学（3人）:刘路瑶 谢兴盛 胡振华

（二十二）刑法学（13 人）

陈朝旺 邓 君 韩美娟 胡 勇 廖 璐 刘 颖 沈 洁 杨丽平

应申星 张 悦 朱婧瑶 杨晓培 赵斌良

（二十三）管理科学与工程（13 人）

陈关胜 甘慧春 高 贞 黄龙玲 刘美玲 骆巧巧 吴卓贤 夏 青

尹红丽 余 鹏 张艳岩 周 吉 周斯昱

（二十四）计算机应用技术（4 人）:高永彬 焦焰斌 熊安晋 杨 莉

（二十五）数量经济学（13 人）

蔡 菁 陈 伟 丁 晖 丁挺立 郭士波 李朝兵 李明玉 刘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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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文华 万忆怡 王 进 王翊维 吴 伟

（二十六）计算机软件与理论（2人）:吴艳君 喻新欣

（二十七）传播学（18 人）

毕嘉伟 陈 滢 郭曲红 郭盛锋 胡 瑛 黄宁平 江玲玲 旷晓兰 刘 偲

刘 双 穆 唯 彭晶晶 王富鹏 王雅坤 奚萌君 张洁莹 张薇薇 周 欢

（二十八）广播电视艺术学（8 人）

楚好杰 樊斯文 李财财 李海玲 司东蕾 汪 晨 王梓瑜 项 迪

（二十九）社会学（6 人）

高伟洪 郝 菁 李 翔 罗纯钰 王菊英 杨翔军

（三十）中国古代文学（2 人）:管梓旭 王昵昵

（三十一）科学技术哲学（1人）:翁 夏

（三十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 人）:岳 峰 郑佩琼

（三十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人）:肖理钏

（三十四）思想政治教育（5人）

陈 珊 丁 丁 傅 韬 李嘉伟 章末梅

（三十五）中国近现代史（1人）:马 腾

（三十六）音乐与舞蹈学（3人）:孟庆嵘 舒国才 伊 河

（三十七）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学（5人）

刘 蕊 司卫静 吴 雪 叶鹏飞 种 楠

（三十八）英语语言文学（20 人）

蔡欣芬 陈姝彤 邓中敏 黄 敏 李小樱 廖静文 刘 星 卢小梅

罗丽琴 罗 薇 梅庭军 欧阳静 伍 帆 杨 娴 张 静 张甜甜

张韡春 张 雪 章 程 周发忠

（三十九）旅游管理（3人）:黄燕凤 王东昊 吴书琴

（四十）土地资源管理（15 人）

陈笑双 管 莹 胡 静 黄西玲 晋 溦 李迎霞 罗小丽 潘弘韬

裘 浪 肖泽干 喻恩源 张 鹤 赵 耀 周 滔 邹 芸

二、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5人）

（一）西方经济学(1 人):胡 昆

（二）财政学（1 人）:王 欣

（三）统计学（2 人）:朱晓峰 詹家伟

（四）企业管理（1人）:吴卫华

三、工商管理硕士（210人）

朱灵芝 郑 瑶 杨 浩 傅贤惠 孙 瑞 黄 恺 李诗平 白志奇

黄 舒 许丹丹 魏 芳 冯 媛 郭 宇 付志伟 毛 荻 杨 力

黎明曜 胡 骏 肖 俊 陈晶晶 王 佳 吴小草 廖春花 郑晓春



135

李 艳 徐道富 付永红 郑 静 万 婷 熊筱莉 李洪远 吴志波

熊 军 黄美丽 刘振球 高静茹 谢明福 余春华 邓 晖 张克平

易建辉 凌 湧 罗 好 万 琳 黄 涛 王 妍 黄 欣 黄向平

熊 琳 张 洁 姚 佳 陆晓敏 蔡 俊 陈 航 王晶菁 李 青

毛 斅 闵 娟 韩 丹 郭夫玉 邵 娜 万 轩 谢志锋 梁秀秀

邓远远 张 丽 谢 欢 熊海云 吴 奕 李文韬 吴 恒 唐钱龙

刘希阳 费 花 汪 晶 孙衠缜 彭 军 彭 炎 刘 励 程润莲

曾立强 陈忠良 熊 锦 陶春钢 傅 辉 陈 钧 熊敬鸿 张国干

范文辉 姜继红 李 璐 陈 婷 蔡丽斯 张 燕 杨明勇 邬景明

郭小军 褚艳红 曹 佳 杨 俊 许燕红 李好好 聂 磊 付 伟

杨慧梅 张 凌 颜 军 陈薇芬 曾 洁 王 强 王宇方 钟志平

缪 凯 徐 芳 赵振中 邓志刚 刘勇强 姜安平 周 竹 李 雪

赵 超 陈 琴 涂 震 胡 清 蒋伟涛 张 鹏 夏文翔 万拥辉

颜 宏 张松子 杨淑芬 黄 佳 张文燕 黎江宏 余敏强 何国根

徐鹤飞 谢志平 黄 金 肖 蓓 周志明 傅 宏 冀永相 田永静

陈 红 李文笛 余 蓉 张 玮 范喜喜 杨 葵 戴龙伟 涂 莉

周 灵 刘 宁 罗江萍 况志亮 许火强 邱佳骐 何 静 刘 丹

王斯薪 冯 容 戴 杰 彭 薇 陈秀弟 丁亚萍 陈小军 杨建益

袁晓晟 周小秋 林映雪 张丽晓 苏 丹 叶 超 彭进达 吴海峰

杨守强 于莎莎 王纯静 廖 原 顾声钟 周洪峰 陈新颜 陈春梅

金嘉亮 董长吉 董克文 王新敬 肖继红 魏 星 龙小秋 汤 艳

魏修桂 盛 婕 胡 珊 刘方亚 施细霞 徐 冀 黄国华 闵秀红

涂龙彪 刘 欣 方 颖 刘文豪 周 晶 李红平 李 若 邱 杨

方仕芳 唐 斌

四、法律硕士（48人）

陈小强 陈中兵 池明志 戴 丽 邓如意 杜 维 费 龑 胡佳思

黄后君 黄丽丽 黄雪梦 赖春花 李龙龙 李 昕 林发永 林敏子

彭 锐 饶 蔚 舒 楷 谭智俊 王少侠 夏凡琴 夏桂县 徐卫平

杨希勤 叶 静 曾丽芳 张婧楠 张祯萍 赵 超 郑丽云 周爱玲

雷妮薇 李 思 余珊珊 杨用芳 刘 重 邓晨昕 黄 军 巢澍望

方立群 付志强 胡 懿 刘志斌 夏学文 肖新华 熊 伟 徐 勤

五、公共管理硕士（50人）

陈晓峰 丁婉娟 杜正琦 方义发 冯荣刚 胡锐波 胡 燕 江 南

黎凤英 李晓华 毛凯慧 梅江菲 彭 橙 彭晓辉 饶 丹 王春云

吴昌琴 谢 晶 杨廖萍 姚小军 喻 云 郑 伟 衷振华 李 菲

叶修堂 徐享环 涂 军 王小刚 邹 霞 张燕芬 张亚燕 王高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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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兆梅 叶泽权 刘俊莉 李 颖 裴凌风 刘鹏龙 李华根 张旖旎

刘君涛 胡素芳 邹 莉 龚琼瑶 魏菊芳 罗 霄 徐幼梅 王 侃

汪少文 陈 霞

六、税务硕士（9人）

孙凤娟 万 文 万姝蕊 裘玉琴 张志鹏 俞 宏 熊 丹 邵思霁

张婧瑶

七、会计硕士（109人）

艾军宁 安 山 蔡钰翔 曹文秋 陈沁梅 陈希敏 陈晓丹 戴俊文

丁 越 董 奋 付 刚 傅子滢 郭维欣 贺妍玢 洪 唯 胡立强

胡强斌 胡文静 胡文俊 黄立志 黄良敏 黄亚娟 江 靓 江 月

焦 婷 雷晓晴 李锡琳 李燕峰 刘金霞 刘玲利 刘斯怡 卢 懿

马 喆 欧阳建 欧阳思 潘 茏 秦 龙 饶泽星 宋诗扬 苏 罗

谭圆青 唐 群 童梦婕 涂景钧 万紫娟 王 鼎 王 健 王婧怡

王 瑞 王 瑛 王 云 王韵甜 魏方圆 吴 超 吴敏华 吴 双

吴晓慧 武霄霄 肖 盈 熊 晓 徐 璐 杨文思 杨晓谦 余 欣

喻 蒙 曾 爽 曾祥德 张建刚 张 莉 张玲华 张 鹏 张 荣

张肖宇 张雅婷 赵宇航 郑淑芬 周宏伟 周文婷 周信忠 朱茜冉

陈 晶 吴修瑶 孙一帆 李亚微 彭 浪 程玉红 冷锦强 杜 剑

万建琴 黄 珺 胡汉崎 李俊峰 陈舒凌 张进锋 邹来棣 万 玲

刘欢欢 黎洪春 邓跃跃 诗 颖 曾志明 聂小军 黄 鹭 刘 颖

罗萍文 袁 毅 陈金凤 赖萌超 谢 婧

八、工程硕士（20人）

刘 涛 吴 虹 余少雯 何韫芸 朱贝贝 何 飞 程 飞 杨 欢

罗晓琪 叶振龙 陈燕萍 陈伟斌 卢 开 钱桃枝 卢义义 陈源能

李 学 席 娜 王 婧 张 珂

九、高级工商管理硕士（13人）

钟 胜 胡 鸽 黄佳欢 舒 毅 彭 亮 邓 菲 姜金利 徐庆芳

梁广鸿 卢海荣 谢润斌 徐剑勇 余 敏

十、社会工作硕士（20人）

李卫湘 陈 锋 邓增琴 郦红芳 常东文 饶 睿 冯珊珊 万志强

何 珊 万幸愉 黄紫晗 杨仕亮 刘媛媛 吕 俊 康宗林 姜澍杰

刘红攀 喻鸿麟 袁 明 王晨臣

十一、金融硕士（21人）

张 欣 郑 飞 李世平 谈亮亮 简 赟 熊文娇 魏 芸 余仁贵

范润根 邓东雯 熊 月 徐文龙 张文瀚 刘恩尧 陈丽珍 刘 璐

商 姗 余梦颖 郭鋆辉 金 优 夏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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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保险硕士（9人）

韩 威 赵中海 张文燕 陈钟山 肖娅慧 陈文弘 孙立瑞 肖 猛

李 月

十三、国际商务硕士（13人）

王 茜 杨 腾 周 静 肖 芬 陈 倩 程 黎 向昞琳 樊 聪

李 莹 谭丽艳 吴广涵 潘 颖 刘秀金

十四、资产评估硕士（13人）

周韦伶 谢 冰 汪宇澄 赖佳龙 丁 烨 刘维尹 肖孟琦 苏文勋

邱 瑾 余婷婷 邓华萍 张雪生 廖倩文

江财学位字〔2013〕 6号

授予张静等 13 名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黄四海等 4 名“以研

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硕士学位，授予詹建军等 2 名“高等学校教

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人员”硕士学位,授予张睿盈等 15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授予骆兆昆等 73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学位，授予陈友明等 36 名

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授予唐祎等 19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会计硕士学

位，授予钱永志等 30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工程硕士学位，授予陈洪海等 60 名专业学

位研究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硕士（13 人）

（一）企业管理（1人）:张 静

（二）劳动经济学（1 人）:李维燕

（三）金融学（2 人）: 邓安太 张 敏

（四）社会保障（1人）:王哲强

(五)经济法学（5人）:董亚琦 韩 健 黄 婷 金 鑫 周潭亮

（六）管理科学与工程（1 人）:范志远

（七）数量经济学（1 人）:占峰波

（八）英语语言文学（1人）:严 婧

二、同等学力硕士学位（4 人）:黄四海 李 慧 李章龙 李 政

三、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2 人）

（一）产业经济学（1 人）:詹建军

（二）企业管理（1人）:黄 利

四、工商管理硕士（15 人）

张睿盈 刘文慧 龙承文 涂延令 罗 刚 刘 晖 史丽娜 孙岳炜

傅 薇 蔡 超 刘 欣 周成伟 赵 妤 肖 丽 王 岩

五、法律硕士（7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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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兆昆 高 嵩 李军强 黄中林 彭晓辉 黄小红 宋文生 孙清武

杨 博 章晓勇 陈 婕 李华生 李 明 黄娅男 顾 林 张 耀

高艳娟 任怡平 王 琳 姜文臣 罗 珍 夏海丰 谭景芳 谢 冰

张英平 朱 珺 吴 斌 赖翔宇 张爱荣 蔡 霖 汪祯怡 陈 琼

廖绚丽 张 涛 舒月昌 符 波 陈 辉 孙 砺 雷 豫 李武华

葛伟明 汤发龙 黄 珊 谢祖和 齐 乐 聂 丽 刘 婷 赵小伟

张日欢 王海辉 黄文娟 蔡思路 潘梦静 向彦青 熊海秀 邱纪刚

杨彦昌 陶松兵 肖 翔 石成山 王 锴 赵 欣 涂艳薇 耿丽萍

吴腮忠 曾腾云 郭相洺 吴 杰 吴舒志 罗 浩 钟 声 黄 俊

代家军

六、公共管理硕士（36 人）

陈友明 周颖琼 黄炫洲 何宇雁 田 玲 汪 锋 王建平 吴云鹏

夏 铁 张 洁 郭旻骁 戴诚斌 王碧宝 李 皓 石必定 杨伟强

袁志刚 彭 伟 姜敏婷 罗慧星 漆世红 丁玲玲 宋晓琼 周颖燕

罗伟华 郑晓旋 胡志娟 鞠 雅 李小平 袁冰清 黄 荻 姜玲英

代玉敏 杨 燊 罗浪涛 王后发

七、会计硕士（19 人）

唐 祎 罗力玮 彭 双 谭丽慧 张展叶 金 平 梁 蕾 王 静

吴 剑 方志明 杨 昕 谌 鸿 闵权凤 罗 珺 邓勋元 康 颖

刘旻妮 瞿 璐 谢 芬

八、工程硕士（30 人）

钱永志 毕北鸿 杨一帆 鲍榕铭 曹 颖 孔保新 庾校华 周 欣

宗 琴 丁雪非 袁雅思 周羽皓 张 劼 龚艾蒂 曾 艳 梁 婷

晏勤勤 陈 彬 彭奕平 帅肖凡 郭 悦 唐玉桂 张存岩 喻文烨

廖志英 张 静 郑明才 孔祥浩 廖兴华 伍卫军

九、高级工商管理硕士（60 人）

陈洪海 王 斌 樊俊明 范迪曜 顾龙棣 关志坚 郭长斌 何志敏

黎友才 李金华 李水清 李松殿 李晓文 刘 平 刘 勇 刘茜翎

周 艳 倪国强 聂晓葵 潘俊丹 潘雪林 唐鹏飞 童为民 汪新辉

王 志 王华清 王丽萍 吴佳霖 肖 良 肖 焰 熊 丹 徐海华

许 荠 鄢 琼 叶 琳 袁水根 李玉兰 张文龙 鄢 勇 周惠娇

庄文瑀 张 强 艾忠光 曹敬香 曾坚辉 黄志坚 杨德银 陈 技

李 胜 李子豪 严 庆 徐 铂 王拥军 程 灿 王宏发 吴 兵

庞璟佳 黄又坚 陈文辉 肖柳南

（摘自 OA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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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学科 专业 代码 专业方向 所属学院 备注

管理学 工商管理 110201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学
市场营销 110202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学 国际市场营销

管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 110205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学 物流管理 110210W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学 行政管理 11030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学 公共事业管理 11030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11030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学 财务管理 110204 会计学院

管理学

会计学 110203

会计学 会计学院

管理学 ACCA方向 会计学院

管理学 注册会计师方向 会计学院

管理学 国际会计方向 国际学院

管理学 电子商务 110209W 国际经贸学院

管理学 管理科学 110101* 信息管理学院

管理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110102 信息管理学院

管理学 文化产业管理 110310S 人文学院

管理学 旅游管理 11020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管理学 工程管理 110104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管理学 房地产经营管理 110106W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管理学 体育产业管理 110316S 体育学院

经济学 财政学 02010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经济学 税务 020110W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经济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0201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贸学院

经济学 国际商务方向 国际学院

经济学 经济学 020101 经济学院

经济学 国民经济管理 020105W 经济学院

经济学 保险 020107W 金融学院

经济学
金融学 020104

金融学 金融学院

经济学 国际金融方向 国际学院

经济学 统计学 071601 统计学院

理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070102 信息管理学院

理学
资源环境与城乡

规划管理
070702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工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080605 信息管理学院



140

学科 专业 代码 专业方向 所属学院 备注

工学 软件工程 080611W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学 网络工程 080613W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学 电子信息工程 080603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学 通信工程 080604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080606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学 物联网工程 080640S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学 城市规划 080702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文学 英语 050201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商务英语 660108 外国语学院

文学 日语 050207 外国语学院

文学 新闻学 050301* 人文学院

文学 广播电视新闻学 050302 人文学院

文学 汉语言文学 050101 人文学院

文学 广告学 050303 人文学院

文学 工业设计 080303 艺术学院

文学 音乐学 050401 艺术学院

文学 艺术设计 050408 艺术学院

法学 社会学 030301* 人文学院

法学 社会工作 030302 人文学院

法学 法学 030101 法学院

教育学 社会体育 040203 体育学院

（教务处建设科何金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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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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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115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168 168 1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21 21

4 法学院 法学 96 96

5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115 115

6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63 63

7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101 101 4

8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 135 135

9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98 98 14

10 工商学院 市场营销想（项目投资与营销策划） 31 31

11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 37 37

12 国际经贸学院 电子商务 47 46 3

13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8 168 17

14 国际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 40 40

15 国际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 252 252

16 国际学院 金融学(国际金融) 195 195

17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158 158 23

18 会计学院 会计学 395 394 139

19 会计学院 会计学(ACCA 方向) 135 135

20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314 314 1

21 金融学院 保险 43 43

22 金融学院 金融学 382 380 26

23 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管理 33 33

24 经济学院 经济学 111 110 1

25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城市规划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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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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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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74

29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26 26

30 人文学院 广告学 19 19

31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20 20

32 人文学院 新闻学 29 29

33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57 57 1

34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6 195 53

35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64 64 2

36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 30 30

37 统计学院 统计学 172 172

38 外国语学院 日语 29 28

39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21 121 37

40 信息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32 32

41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6 86 8

42 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90 89 17

43 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32 30 1

44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75 75

45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 71 71

46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 60 60

47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数码设计) 65 65

48 艺术学院 音乐学 49 49

49 艺术学院 园林 74 74

合计 4822 4812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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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总结

巩固就业质量 提升就业层次 努力推进高水平就业工作

我校 2013届共有普通本科和高职毕业生 5701人，其中普通本科共 49个专业（含

方向）106个行政班共 4774人，高职涵盖财务管理等 13 个专业 927人。毕业生人

数维持在较高水平，就业工作任务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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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13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普通本科

初次就业率 90.01%（全省平均 85.24%），排名居全省高校第二，普通本科常规就业

率达 60.24%。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82.2%（全省平均 85.5%）。普通本科圆满完

成学校“常规就业率确保达到 60%，初次就业率达 88%以上”的工作目标，这是全校

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晶，更是各学院就业工作同志辛勤工作的结果。就业目标的实现，

为学校顺利实现 “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一、2013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数量

我校 2013届共有本专科毕业生 5701人，其中普通本科 4774人、高职 927人。

表 1：我校近七年普通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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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普通本科 3988 4026 4477 4252 4479 4700 4774

高职 2656 1791 1327 1520 1262 954 927

全校合计 6644 5817 5804 5772 5741 5654 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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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我校近七年普通本科高职毕业生人数柱形图

（二）初次就业率保持在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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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排名全省高校第二

位；考研率 10.66%，比 2012年（升学率 9.91%）略有提升；常规就业人数 2876人，

占总毕业生人数的 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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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就业工作再次经受住了考验，是初次就业率超过 90%的两个本科高校之一，彰显

出我校毕业生的良好就业状况以及较高的就业质量。

表 2：我校近五年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统计表

项目

届别
考研率(%) 常规就业率(%) 初次就业率(%) 全省高校排名

2009 届 9.23 54.44 84.68 8

2010 届 10.57 55.82 87.62 4

2011 届 9.65 62.13 90.02 2

2012 届 9.91 56.74 90.51 1

2013 届 10.66 60.24 90.0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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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我校近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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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届 4774名普通本科毕业生中，考研升学 509人，出国 309
人，签约就业 3479名，暂未统计就业的 477人，其中：

(1)其他企业就业 2056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43.07%；国有企业就业 1086人，占

毕业生总数的 22.75%；升学 509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10.66%；

(2)出国深造 309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6.47%；三资企业就业 123人，占毕业生

总数的 2.58%；其他事业单位就业 65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1.36%；党政机关就业 64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1.34%；

(3)国家基层项目就业 29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0.61%；中等、初等教育单位就业

15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0.31%；自主创业 15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0.31%；高等教育

单位就业 6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0.13%；医疗卫生单位就业 6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0.13%；

(4)地方基层项目就业 4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0.08%；科研设计单位就业 3人，

占毕业生总数的 0.06%；部队 2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0.04%；艰苦行业事业单位就业

2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0.04%；预征入伍 2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0.04%；城镇社区就

业 1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0.02%；

(5)待就业 477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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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3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流向图（全省就业信息管理系统单位性质划分）

表 3：2013 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分行业流向表

行业类别 人数 行业类别 人数

金融业 934 交通运输仓储 98

商业服务 407 教育 80

IT/通信/电子/互联网 398 制药医疗/生物/卫生保健 76

加工制造/仪表设备 325 农林牧渔/其他 61

贸易/批发/零售业 316 文化/体育/娱乐业 53

房地产/建筑业 313 酒店/餐饮/旅游 38

政府/非盈利机构 190 造纸及纸制品/印刷业 33

能源/电气/采掘/地质/石油加工 149 文教体育/工艺美术 8

备注：本行业划分以智联招聘行业划分 16大类进行划分，具体见网站 http://www.zhaopin.com/。

http://www.zhaop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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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13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图（智联招聘行业划分）

（四）就业区域流向

据统计，在我校 2013届在正常签约就业的 3478名毕业生中，其中：

(1)江西省就业 1257人，占签约就业毕业生人数的 36.14%；

(2)广东省就业 964人，占签约就业毕业生人数的 27.72%；

(3)浙江省就业 203人，占签约就业毕业生人数的 5.84%；

(4)上海市就业 131人，占签约就业毕业生人数的 3.77%；

(5)北京市就业 111人，占签约就业毕业生人数的 3.19%；

(6)福建省就业 107人，占签约就业毕业生人数的 3.08%；

(7)江苏省就业 98人，占签约就业毕业生人数的 2.82%；

(8)湖北省就业 69人，占签约就业毕业生人数的 1.98%；

(9)山东省就业 67人，占签约就业毕业生人数的 1.93%；

(10)安徽省就业 56人，占签约就业毕业生人数的 1.61%；

(11)贵州省就业 50人，占签约就业毕业生人数的 1.43%；

(12)其他省市就业 365人，占签约就业毕业生人数的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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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3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区域流向图

表 4：2013 届普通本科毕业生部分省份城市区域流向表

省份
就业

人数
占比 城市

就业

人数
占比 省份

就业

人数
占比 城市

就业

人数
占比

广东省 964 27.72%

深圳市 466 48.34%

浙江省 203 5.84%

杭州市 104 51.23%

广州市 190 19.71% 宁波市 17 8.37%

东莞市 103 10.68% 温州市 17 8.37%

佛山市 58 6.02% 其他城市 65 32.02%

珠海市 49 5.08%

福建省 107 3.08%

福州市 44 41.12%

惠州市 26 2.70% 厦门市 31 28.97%

中山市 24 2.49% 其他城市 32 29.91%

江门市 8 0.83%

其他城市 40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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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研升学区域流向

据统计，在我校 2013届考研升学的 509名毕业生中，其中：

（1）考取江西省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生 236人，占升学人数的 46.37（2012届
为 40.99%）；

（2）考取上海市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生 43人，占升学人数的 8.45（2012届为

10.73%）；

（3）考取广东省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生 39人，占升学人数的 7.66%（2012届
为 10.30%）；

（4）考取北京市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生 32人，占升学人数的 6.29%（2012届
为 9.44%）；

（5）考取湖北省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生 31人，占升学人数的 6.09%（2012届
为 7.30%）；

（6）考取福建省、四川省、辽宁省、重庆市、浙江省、天津市、浙江省、江苏

省等省市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生分别为 25人、21人、13人、12人、10人、9人，

占比分别为 4.91%、4.13%、2.55%、2.36%、1.96%、1.77%，考取其他省市高校或

科研机构研究生 38人，占比 7.47%。

表 5：2013 届普通本科毕业生考研升学区域流向表

省份 人数 省份 人数 省份 人数

江西省 236 浙江省 10 甘肃省 2

上海市 43 江苏省 9 黑龙江 2

广东省 39 贵州省 5 吉林省 2

北京市 32 湖南省 5 山东省 2

湖北省 31 安徽省 3 天津市 2

福建省 25 出国或 3 广西南 1

四川省 21 内蒙古 3 海南省 1

辽宁省 13 陕西省 3 河北省 1

重庆市 12 云南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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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13 届本科毕业生升学区域流向饼图

（六）毕业生考取公务员、地方基层就业情况

截至 9月 1日，我校 2013届普通本科 4774名毕业生中，考取公务员共 57名，

参加大学生村官计划 4名，其中考取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 2名（分别为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孙一帆同学考取外交部、金融学院杨比特同学考取国家统计局），考取公

务员和地方基层就业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 1.28%。

表 6：2013 届普通本科毕业生考取公务员或地方基层项目统计表

序号 院系名称 毕业生数 公务员总数 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数 公务员占毕业生比率

1 国际学院 485 5 1.03%
2 工商管理学院 544 7 1.29%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97 13 1 4.38%
4 国际经贸学院 245 2 0.82%
5 会计学院 988 13 1.32%
6 经济学院 137 1 0.73%
7 金融学院 417 9 1 2.16%
8 统计学院 171 2 1.17%

9 信息管理学院 241 2 0.83%
1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94 0 0.00%
11 法学院 96 2 2.08%
1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18 1 0.31%

13 外国语学院 147 0 0.00%
14 人文学院 66 3 4.55%

15 艺术学院 398 1 0.25%
16 体育学院 30 0 0.00%

总计 4774 61 2 1.28%

（七）毕业生出国升学情况

数据显示，我校 2013届普通毕业生中，共 309名毕业生出国升学继续深造，占

毕业生总数（4774名）的 6.47%，其中 11名毕业生被等全球排名前 20名（排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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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 QS世界大学排名、THE 世界大学排名和上海交大世界大学排名进行统计，

其中任一版本出现 1次以上。）高校录取。具体统计情况见表 7：
表 7：2013 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出国升学数据统计表

序号 院系名称 毕业生数 出国毕业生数 排名前 20高校数 比率

1 国际学院 485 141 7 29.07%

2 工商管理学院 544 33 6.07%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97 4 1.35%

4 会计学院 988 60 2 6.07%

5 国际经贸学院 245 11 4.49%

6 经济学院 137 9 1 6.57%

7 金融学院 417 15 1 3.60%

8 统计学院 171 1 0.58%

9 信息管理学院 241 8 3.32%

1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94 2 1.03%

11 法学院 96 4 4.17%

1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18 10 3.14%

13 外国语学院 147 6 4.08%

14 人文学院 66 2 3.03%

15 艺术学院 398 3 0.75%

16 体育学院 30 0 0.00%

总计 4774 309 11 6.47%

（八）就业困难学生帮扶工作

2013年 3月，学校专门出台了《江西财经大学就业困难毕业生帮扶实施办法》

（江财学工字[2013]4号）。根据实施办法，我校 2013届毕业生共报送 196名就业

双困生，截至 9月 1日，已帮扶成功就业 171人，就业困难毕业生就业率 87.24%，

具体数据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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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013 届普通本科就业双困毕业生数据统计表

序号 院系名称 毕业生总数 上报双困生数 双困生比率 已就业 待就业 就业率

1 国际学院 485 11 2.27% 10 1 90.91%

2 工商管理学院 544 31 5.70% 24 7 77.42%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97 4 1.35% 4 100.00%

4 会计学院 988 37 3.74% 35 2 94.59%
5 国际经贸学院 245 11 4.49% 5 6 45.45%

6 经济学院 137 4 2.92% 4 100.00%
7 金融学院 417 14 3.36% 10 4 71.43%

8 统计学院 171 3 1.75% 3 100.00%
9 信息管理学院 241 15 6.22% 15 100.00%

1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94 9 4.64% 9 100.00%
11 法学院 96 3 3.13% 3 100.00%

1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18 12 3.77% 12 100.00%
13 外国语学院 147 7 4.76% 6 1 85.71%

14 人文学院 66 3 4.55% 3 100.00%
15 艺术学院 398 29 7.29% 25 4 86.21%

16 体育学院 30 3 10.00% 3 100.00%
总计 4774 196 4.11% 171 25 87.24%

二、一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学校党政高度重视就业，校院两级共同落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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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在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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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和支持就业，健全机制制度，

出台有力举措。校、院两级“一把手”工程得到了落实，就业目标清晰，工作职责明

确，全校上下形成了教工关心帮助就业、学生积极主动就业的良好整体氛围。

（二）强化管理服务机制，日常工作做细做实。

1、坚持就业工作例会，就业工作有条不紊有序推进。

继续坚持开好就业工作例会、就业阶段性工作会议（就业工作推进会）、毕业

班班主任、班长和团支书会，及时传达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党政相关会议精神，沟

通校内外就业工作动态，传递就业招聘信息，部署各阶段工作，统一了全校就业工

作步伐，保障了就业工作能按计划有序平稳推进。

2、继续推动就业信息二级管理，把握毕业生就业状况。

在 2013届毕业生就业信息管理上，我们按照省就业指导中心的工作要求，进一

步细化了就业信息管理，明确责任，细划分解任务，并督促实施，让就业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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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院、就业专职人员和毕业班班主任能及时掌握毕业生就业状况，促进了就业

工作的信息化建设。

3、接待好用人单位，服务好毕业生和学生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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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校招

聘的用人单位都用心对待，以良好的服务态度和优质的服务质量，赢得企业和招聘

人员对学校的良好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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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学生家长，工作人员都给予耐心解答，

简化办事程序，提供便捷服务。

4、加强与用人单位联系，积极主动推介学校和毕业生。

学校每年定期向来校招聘过的单位或录用过我校毕业生的企事业单位，以邮件

或信函的方式寄发《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生简介》宣传手册和《校园招聘会邀请函》，

新年寄发贺卡、发送祝福短信，保持与用人单位的联系。另外，还通过电话方式，

向企业推介学校和未就业学生，主动邀请用人单位进校招聘毕业生。用心的就业服

务，使越来越多的单位将“江财”列入校招候选或首选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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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指导工作进一步加强并细化落实。

学校就业工作同志普遍认识到，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教育，对学生就业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我校就业工作人员就业指导技能和水平，5 月

24日-26 日，招就处邀请了北森生涯（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各学院从事毕

业生就业工作和担任就业指导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教学任务的老师，举办了

“UCC 就业辅导技术培训班”。为 2013 届毕业生举办了“公务员招考基础强化培训

班”，全校有 230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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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结合各自专业特点和学生实际，将专业特色、过程培养和就业指导

相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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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继续推动校企合作，为学生实习实训和就业搭建平台。

2013年 6月，由深圳市雁联计算系统有限公司设立的奖学金评选产生出 6名第

二届“雁联之星”，该公司总经理还以个人名义设立“席颂阳助学金”；9月，连续多年

与我校有着良好合作关系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在第五届“泰隆之星”奖学金评选出

10名“泰隆之星”；我校自 201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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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展多期，为企业“定制”人才。另外，广州森大贸易集团近期将在学

校设立“森大助学金”，资助贫困学子，加强与学校沟通和交流。“订单班”、企业奖

助学金的设立等校企合作方式的更新，为我校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习实训机会。

3、以项目化管理方式开拓就业市场，共享市场资源提升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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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工作机制，提高开拓实效。每一次市场开拓工作，从细致周密的实施计划、要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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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工作目标、既定而灵活的走访路线，到具体详细的开拓小结，确保了就业市场

拓展工作的实效性。学校采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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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校对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山东等地的就业市场开

拓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浙江、上海、福建、江苏等地每年接纳我校毕业生超

百人，个别省份超出 200人。

4、做好校园专场招聘会组织和服务工作，为毕业生搭建最低成本就业平台。

我校为 2013届毕业生共举办校园招聘专场 373场，举办大型专场招聘供需见面

会 5场，共提供有效就业岗位 2.58万余个，就业岗位数量为毕业生人数 4倍。此外，

各学院立足本学院，举办了多场学院专场招聘会；其中会计学院举办了第四届 CFO
高端论坛暨会计专业校园招聘会，工商管理学院与MBA学院合作共同举办了校友

单位招聘会。进校招聘单位总体保持较好水平，经济管理类人才需求旺盛。

三、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校 2013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好成绩，但也存在着诸多突出的问

题，有些问题已长期存在，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不懈努力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主要

表现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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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专业老师加入到就业工作中来。有的利用上课

期间或者担任班主任的机会，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规划，树立正确的求职观念，

提高求职能力；有的利用自身的资源，邀请单位来校招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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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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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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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就业指导课程建设亟待完善，纳入正常的教学计划已迫在眉睫

我校就业指导课程的开设，因各种原因，自开设以来就没有纳入正常的教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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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中，导致课程教学安排上有诸多不确定性；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排好课繁、上

好课难，离教育部要求开设必修课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进一步充实就业指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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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校就业教育和就业指导工作的必然趋势。

（四）就业市场专业需求差异显著，财经类专业需求远大于非财经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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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经济、营销等财经类专业，对非财经类专业诸如艺术、英语等专业需求不大，

熟悉我校情况的用人单位，多愿意选择在财经管理类专业聚集的蛟桥园举办校招会。

受地域和学校性质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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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改变。能否尽快缩小这种需求差异，尚需全校上下的共

同努力。从人才培养和就业推荐上，特别是如何将非财经专业融入到财经类院校办

学中，既体现出非财经类专业内涵，而又不乏“江财”特质。

（五）部分有效岗位浪费严重，毕业生就业心态和观念仍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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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就业观念和心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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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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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强化就业工作管理，加强学生诚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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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生诚信教育。

（七）求职心理有惰性，依赖学校、家庭、社会的思想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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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财经类毕业生还是非财经类毕业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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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惰性思想原因有二：一是在新时期“双向选择、

自主择业”求职方式下参与求职竞争的意愿不强烈，能力不够足，自信心缺失；特别

是有的毕业生在遭遇求职失败后，不去理性分析原因，提高能力，而是直接放弃求

职；二是“啃老族”思想下，受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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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在家等待父母的安排；

有的不管自身能力如何，都想去考公务员、考研。

（八）引导毕业生参加国家和地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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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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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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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高层次就业情况不容乐观。

2013届毕业生考取中央机关国家公务员 2名，考取地方公务员 55 名，大学生

村官 4名；考取研究生比例 10.66%。数量上都比往年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一定的

问题：考取公务员的人数相对参加考试的人数来看比例较小，层次不够高；录取研

究生的学校和地域流向较往年有向本省和本校集中的趋势，考取外省高校的比例明

显减少。

（招生就业处曾祥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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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保险专业

闵 笛 叶尔江 .赛依劳 刘彦君 于孟莹 祝晓琳 熊志新 熊小燕 蔡安冬

罗昌军 陈腾飞 王 燕 王连辉 陈 伟 李其园 邹 阳 皮青云 周 存

李颖华 温佳敏 周爱龙 陈 欣 胡 越 周燕齐 叶奀虎 姜凤婷 徐晓兰

敖天虹 李 俊 彭 晶 万里鹏 王 珏 胡瑞纹 周建城 王艳芳 曹春平

何 沛 郭晓亮 郭雨蕾 莫权辉 钟新艳 陈 雪 胡桂芳 廖加仪

财务管理专业

黄珍淮 王琴霞 闵明超 陈子龙 刘 旭 舒伟男 苏 妮 史云鹏 石婉如

沈珺宜 李苏彬 邓荃荟 周 琪 曹贤禄 李小龙 孔安然 邱瑞联 张蕾蕾

陈 凡 黄 磊 陈 颖 晏霞霞 丰翔宇 刘 娟 林明君 舒 杏 黄 剑

常思伟 熊骁静 朱卫敏 杨 康 张 玲 黄振彪 陆中杰 吴晚彤 陈小芳

刘瑞宁 周桂琴 潘鲁开 方睿祺 胡晨沛 朱一戈 陈崇晶 孙 娟 李翠花

曹梦琳 陈 涛 匡俊松 王 蕊 张淑一 胡 韵 易 蕾 郭朝文 黄世连

刘鸿斌 连 程 肖 敏 邹 瑜 黄 瑶 陈 旭 钟 敏 王 悦 廖宗怡

李玉梅 林耀东 王爱珍 官亦磊 刘 鹤 刘 浪 卢 楠 曾昭志 朱 锋

舒思琪 张科俐 孔合林 刘雪梅 徐双平 丁璟琨 崔新伟 湛 瑶 李 静

梁竞元 喻洪敏 戴林君 陈 博 刘 艺 崔云峰 钟佳君 张 宇 林惠娟

赵 俊 刘妮妮 杨建兰 胡 星 康 炜 方立香 张 奇 严能斌 钟雅虹

黄 璇 熊雨婷 蔡雨婷 谢琴刚 孙小芳 蔡长栋 范俞菡 王全魁 吴志芳

程 琳 侯启文 龚阶华 曾立芳 付 昶 陈慧云 陈忠敏 李 蓉 何 振

杨秀琴 逄淞淋 郭美含 肖 倩 张贵生 韩 亚 陈 杨 张 皓 苏 晴

崔春丽 周若琪 沈福洪 孙 娜 丁仁铃 江亚婷 陈 涛 刘 昶 华清根

杨发琳 刘传前 丁 婷 陈伟玉 何苗苗 谢维文 杨 坤 李卿文 陈隆曦

卢 斌 彭巧芳 郭小瑜 周 游 朱小珊 吴慈发 张宾玲 谭太平 刘碧玲

鄢兰萍 黄昆梅 黄 锋 刘少彬 应京芳

财政学专业

彭 商 余 雷 黄贤鹏 刘建奇 周峻弘 刘 嘉 王思卜 钱 晔 季敏敏

日孜瓦古力.赛买提 殷蕴周 许贝贝 胡伟伟 龚梦莉 王一夫 吴宏栋 吴家乐

黄 凌 廖彬彬 马 强 李雪梅 孙 韬 施 盼 付 唯 毛红梅 巢文静

骆传厚 姚建苹 陶卫红 王和江 陈 倩 陈光涛 董芬芬 赵静芳 夏振雄

汪 瑶 曾 超 陈楠楠 张 斌 陈 琴 涂志强 王鸿彬 黎 雯 徐安娜

吕伟鹏 孙一帆 程晓依 胡 元 麦嘉瑜 周嘉明 陈立彬 李采桦 朱 玲

陈 梅 李菁菁 王亚娟 吳 陽 吐合塔西古丽 .依司克坦 任惠铎 杨 意

祖力牙尔 .阿不都热衣木 王晓莉 吕海滨 汪 菲 柯佳权 黄杭玉 许布君

陈俊屹 蔡运芸 彭 飞 蔡厚文 刘 嘉 冯建梅 饶 斌 钟丹兰 卢晓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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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思聪 黄 凯 易 雯 朱文芳 陈 翊 危用积 王细姿 杨 英 叶 芬

姚有华 万 秀 黄 寒 李 春 吴运平 张彬康 饶 云 李 强 丁月影

詹伟康 汤 峰 刘 瓅 李珂珂 李 烁 石 晗 唐 静 戴海莲 杨海滨

邱碧涛 吴志龙 庞 冲 孙文婷 宁亚梅 任万鹏 张 永 陈 思 邹 旭

王 丹 曹敏之 曹曦文

城市规划专业

刘 燕 萧 谦 刘培林 刘 轶 徐怀宇 齐 灵 张 杰 侯志康 姚小龙

王佳雪 刘梦雪 何 青 丘春婷 黄 鹏 谢紫薇 杨 梅 李皋洁 陈传喜

陈宇航 王文龙 陶 力

电子商务专业

胡明明 刘 腾 商恩骥 王 磊 宫汝银 冯 凯 张佳佳 黄 洁 陈方青

王 敏 苏晓倩 熊文文 胡 静 郭星星 黄其平 廖京云 廖丽萍 邓扬亮

古禧仕 廖丽红 余爱华 熊 乐 邹 阳 黄 龙 王丽明 黄慧琴 汪 沛

盛友坤 林美云 刘孝轻 谭威威 邹友韬 彭 湃 李 丹 唐潇娜 艾 涛

刘 翼 任 环 吴 彤 林文婷 李 泉 肖 翔 邢慧君 李雪铒 陈茂莉

王晓阳 万浩坤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刘丽华 徐 腾 王 凯 孙嘉宁 王诗涵 喻 骢 徐志超 廖为国 陈锦帆

张太顺 曾莉莉 肖 晶 罗招材 胡可可 郭丁浪 陈高文 杨 林 刘小宝

李 勇 黄骏宇 易 磊 刘 群 刘海朵 刘玉林 刘 星 方 波 郑 盛

毕庆军 朱春华 涂 涛 韩 睿 余 伟 周益庆 谢志强 黄海平 付江杰

陈 刚 曾超亮 艾才卓 李新良 曾万平 孙文琴 章广兴 陈汇林 周启文

胡新毛 贾浩旅 秦 鹏 唐机发 邱 真 罗雨风 袁 婷 伍健良 胡俊伟

黄 斌 王 浩 李湘嫱

法学院

黄 皇 谢 杨 万 磊 任墨子 陈宇霆 刘 倩 姚文君 刘 娇 刘振庆

熊志文 刘海鹏 陶端远 陈 洁 伍素贞 高 斌 朱晓清 唐跃宇 洪 福

周慧敏 杨耀俊 卢 雅 晏书亮 龙梦瑶 肖雪婷 谢 玮 李玲娟 袁春兰

胡金泉 陈 颖 吴仕群 周伟平 刘逍霄 肖 速 张 颖 华泽思 肖炳星

余小键 周景辉 谭 珊 郝 琪 程 静 云天阳子 付晓雨 赵 连 吴 凡

齐冰洁 魏海卓 庞欣竹 冯 莹 高 鹏 王 晶 李燕琳 周倩月 陈茜典

檀泽鸿 李鑫佳 文才能 谭慧娟 张舒珍 陈建平 曾示男 刘良清 梁石阳

王 莹 邓永民 陆家琪 戈丽敏 张功俐 邓 娇 黄海根 姚 媛 方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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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晴 周继泽 李锋良 鲁思逸 卢建伟 余鹏峰 余 贞 许国刚 陈丽芳

田轶晓 朱三仔 黄玲梅 张金龙 李 凯 祁子珊 韦明远 黄学静 周 倩

刘晓庆 方雨欣 刘富强 项文卿 闫 蓓 裴泽毅

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

帕尔哈丁.加帕尔 龚伟阳 杨 帆 陈 桃 艾力卡木江.阿力木 刘秋海 杨利娜

毛红军 戴维宇 张 圆 崔立梅 马智远 李 豪 蔡英姿 张贤亮 陈 莎

潘 剑 邹勇强 高 庆 张小年 冯文彪 欧阳宇 王彩群 柳慧标 花 婷

江 鹏 徐玲英 张汗江 彭勤学 欧启东 黄嘉辉 吴英伟 梁中政 袁 迪

周轩如 刘 翔 李根星

工程管理专业

罗序强 何木楠 侯 帅 陈 曦 郑程晨 唐众保 高志强 李蕴言 张继亮

廖宝权 肖传华 肖锡龙 王汉彬 李仙文 黄兴炉 甘 泉 李 杰 胡佳珩

吴洪亮 张美英 程伟飞 郭 俊 段锴丰 李京京 余 韵 赖新文 周伟民

邵鹏彬 许桂兰 吴 腾 刘 乐 樊朝夕 张芳霞 徐 瑶 吴卫伟 李 博

张小立 卢春丽 胡 峥 杨胜纤

工商管理专业

樊继旭 夏提古力.阿力木 吾麦热.艾合买提 吐尔洪.吐尔松 吴小丽 罗 建

涂传龙 郭兰婷 邓昌盛 钟晓梅 唐松跃 李 明 罗 凡 丁宇田 宋志良

饶爱兵 陈 丹 刘 稳 詹建凡 许小翠 汪艳飞 陈海辉 付 珊 章博浩

饶正强 黄 涛 李欢欢 张新兰 朱添强 郭隆斌 付 倩 于金龙 孙 岩

何汝豪 李海芳 张婧月 黄 捷 李依青 刘婉婕 金 城 阿迪拉木.阿不都

沙拉木 许泽沛 普兰兰 王凤飞 刘 刚 万水根 余 洁 袁学成 宗 欢

赖东琴 袁 燊 袁 强 晏新超 王 锴 曹 丽 卢 琦 夏 欣 肖燕贇

谢兰美 张胜翔 谭 鑫 许嘉帅 汪静怡 上官印良 卢浪涛 谢思思 钟 倩

周 洋 叶 静 张 璜 赵承成 余骏亮 王一心 蔡诗琼 杨 茜 鄢雅琼

付亚超 王 尊 刘雅美 徐可昊 陈林清 徐美栋 徐非凡 黄芳萍 刘学冬

戴书昶 刘三宝 袁 柳 王 建 聂伟凡 卢 文 熊 婷 吕 敏 邓志辰

蔡丽星 徐敏富 廖长兵 江 芳 朱仁鹏 陈志伟 赖文斌 赖宇慧 高海龙

李梦薇 谭 维 吴剑梅 何 婷 周 凯 刘顿昂 黎 敏 郑 倩 杨宇翔

陶丹丹 魏珍珍 王 恬

工业设计专业

赵绯绯 郭 文 尹 磊 张 璇 韩 凯 何婷婷 赵雪婷 鞠 欢 张洪岩



160

秦 亚 孙 飞 娄颖婧 栗良玉 罗骏卿 刘成章 余修乃 方 蕾 杨玉梅

江和阳 易 隽 陈 娇 孙志强 刘 琳 赵明东 吴湛鑫 苏 鑫 黄俊翔

钱 烨 孟 凡 徐 鹏 毛 莉 蒋 超 蒋雨航 谢秋全 杨 栋 刘怡君

封亚行 吕 杰 尹 鹏 郭 波 吴 冕 韩 帅 孙 凯 陈慧慧 邵颖慧

胡永林 杨汉斌 谷 康 陈秀娟 俞育耿 姚 星 杨志斌 罗昭阳 毛尧生

姬 佶 戴 俊 黄 云 郭 晶 蒋 帅 吴 昊 黄 倩 朱彦霖 陈 岩

史珍珍 施 婷 冯重泽 徐 薇 邓二毛 向泓兴 倪沐莎 杨 云 张小海

王嫒优 郭 婧 剡治瑜

管理科学专业

罗佳薇 强 项 许娟娟 彭 聪 江李波 陈华良 徐 鹏 罗 冰 张方锦

邹少伟 彭永樟 焦伟兵 谭 寅 林礼连 聂 英 白 洁 蔡佳欣 刘志奇

欧阳波 尹宁宁 刘玉凤 林 顺 李黎静 陈 友 昌 瑶 柴 欢 王亚宁

于进洋 张俊鹏 刘铭辉 孙绍平 张英群

广告学专业

崔艳娇 曹守璇 李 剑 任 为 王淑伟 魏 江 刘志云 周天俊 古清丹

周财党 陈义芳 黄燕燕 徐 芳 尹昭昭 袁志坚 叶志辉 邹 洁 张 静

张晓芸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刘 坚 杨 希 余蕊苇 周凌霄 万 莉 张光韬 丁成福 马伏龙 魏铭洋

刘 怡 周珍珍 李茹冰 朱晓波 舒 瑜 陶秀梅 李 阳 熊 超 黄 炎

颜力洁 刘志红 孙美强 彭丽媛 喻景豪 龚 晶 陈龙才 陶敏生 周鲲生

王思民 王嘉翼 齐慧玲 施文渊 吴兴武 王大敏 方 丹 娄 雪 王 驰

程小勇 黄伟凤 夏昔军 邱丽陵 江彩霞 雷 宇 徐冠武 吴淑文 李 剑

张曼琪 林根云 姜雪芝 周杨昭 程 杰 李林芮 武疏影 陈倩婷 李震男

阿依登.阿布都艾尼 郭丽伟 梁 肖 卢海兰 陈文娟 李宁静 徐巧敏 傅燕怀

邹嫣然 熊松松 程志龙 何小夏 王 聪 池泽海 余雪燕 聂康锐 魏寒锋

陈光辉 龙燕红 温银琳 周 煌 路 程 谢晓佳 宫鲁鲁 张绍炎 吴良闺

曹文林 汤丽兰 余 菲 何 萍 周 红 龙 超 曾 艳 张 婷 温圣伟

罗 慧 王 军 郭大伟 严树丹 李珍珍 彭凯琴 李玉吉 张艳艳 黄章敏

李亚平 何小旭 卢 洋 康 鑫 王晓丹 甘晓阳 张云硕 崔 洁 李佳玲

崔 堃 唐孝贞 王 坤 杨 颖 杨柳青 胡 娟 王 奇 付声河 孔繁活

黄莹珊 黄国猛 寻 瑶 刘丽霞 黄雨兰 陈 作 陈雅萍 俞 红 吴 帆

姜琦伟 陈翠云 邹泽平 廖艺晖 顾雅丽 董梦秋 徐平国 徐 希 廖 晓

黎心怡 臧逸云 徐 可 胡 莹 彭 吉 黄小龙 李 秦 陈振凯 代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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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钒 张 弛 张小琦 龙柏澄 包婉婉 贾 磊 韩佩泽 喻雅婷 谢小莲

曹雪平 蔡龙辉 贺义龙 陈振珍 罗尹岑 曹 雄 石胜男 陈香元 王志琴

王 丹 蓝 娟 周颖虹 汪志芳 钟 楠 缪琼丽 张 扬

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专业

吴春燕 陈 璞 夏 琦 史艺夫 徐世军 吴静云 刘晶晶 杨 达 白 楠

吴 昊 李嘉琳 林晓莎 谢宝峰 胡 莉 陈 亮 程瑞兵 梁星辰 邵哲勋

周珂羽 强智蕾 杨昊文 胡海燕 高 欢 吴玉婷 黄欣培 柳 笛 虞崇洁

简之珺 罗 蓉 彭 莹 游 宇 钱江峰 周于棋 郭中南 韩玲艳 杨 阳

王 源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专业

胡治扬 梁志达 刘仲思 崔馨月 崔雅妍 邹雨君 吕轶慧 奚奕斐 姚 瑶

倪俊琛 丁文茜 谈丽娟 郭 洋 夏桃芳 刘佳玮 熊海奇 刘方平 郑若曦

张泽平 晏佳琪 王文海 游道晖 殷 杰 邓舒韵 汤天怡 刘腾腾 金 御

万琳琳 赵芷冉 万 姣 黄达伦 李 悦 王 璐 王 艺 黄志琴 谯榆姝

周 欢 宋凯莎 陈 晨 陈甜甜

国民经济管理专业

赵意成 王 聚 黄振宇 徐娴婧 陈屹挺 罗晨亮 眭京城 陈平忠 齐文强

熊春松 陈 斌 李 涛 邱湘婷 孙大倡 戴亿富 揭恒榜 尧亮亮 熊贻泽

吴和满 洪显刚 王爱兰 张 盼 袁 杨 陈明洲 唐文琪 刘洪钰 李红珊

陈碧菁 陈玉海 张 霞 陈俊豪 孙艳丽 丘伟东

会计学专业

孙圣涵 杨 伟 黄振明 秦永雁 李雨骁 刘轩竹 谢慕廷 汪春燕 彭江岚

杜艳如 王 楠 徐铭泽 杨 静 李腾达 杨 瑜 齐 峰 张 燕 钱佳平

李 琦 万杜辉 龚 璐 刘衍祥 陈传仁 刘扬椅 黄玉群 张 斌 曾素莹

易瑞欢 廖 敏 李 丹 梁彬彬 胡婧云 李 娟 李嘉宾 涂瀚熙 唐红英

陈银元 谢昌坤 刘 琴 谌 超 吴 影 邓建志 乐官涛 李 琪 占 兴

李方方 王子洋 王 冰 丁 婷 钟 文 刘晓庆 宋 帆 陈家嘉 李丽卿

克里比努尔.胡达拜地 李文玲 田 莉 黄 媛 杨秀鹏 古丽米娜.木尔扎别克 徐文腾

侯月娇 闫 智 萨伊普加玛丽.伊敏 张丹阳 谢晓红 胡 强 杨 琼 李宇淳

周潇雅 朱砾川 陈红奕 黄成标 钟 婷 周 铮 熊豪文 席玲云 孙 昆

龚 洁 熊 丹 刘 晋 彭 强 吴凤英 杨 舸 徐秉锋 龙 冰 邓利强

程亚晨 伍彬华 盛明明 谢 丹 邢慧娟 陈伟华 应小恬 吴 婷 付宇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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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欢欢 陈新敏 林嘉炜 梁振润 李 媛 杨晓丽 徐 颖 杨翎逸 卢弘恺

殷梦姣 战永昌 李艺兰 张君立 黄晓霄 付 彬 邓剑梅 陈 超 张 玲

朱 磊 卢和兰 袁 海 朱云芸 赖俊辉 范 婷 邓平平 魏小平 易淑贞

李彦贞 姚卫强 陈春莲 曾招钦 付先凯 刘 雯 舒 伟 徐凌欢 周 冀

欧阳倩文 赖伟伟 刘 莘 李 云 李 新 汪京力 吴谊东 刘 琴 黄 娟

王 鹏 程翠翠 李沛霖 岑卓玲 谭 毅 何云西 朱 喆 诺明卓娜 杨莉珈

吴 桐 高 源 王嘉荣 侯锡铮 孙海波 孙 坚 薛 平 林楚乔 李 芳

涂勇康 杨 苹 朱 剑 王晴玙 范世福 刘 慧 谢金俊 陈 珊 任 锦

李 亦 涂 娜 黄 琦 李俊鑫 刘俊恺 朱 婷 朱建强 方志兵 邓姝宜

余林洪 罗 昀 韩佩珊 李俊锋 陈 栋 徐淑芬 许 玥 彭 智 王燕丹

刘翰林 赵 月 罗伟文 樊 宁 邱雪花 甘 好 雷 悦 陈 琛 阿荣高娃

邱湉祺 刘晓玉 王 颖 李 航 张 婷 张永莉 刘文峥 赵潇岚 周竞业

刘晓雨 杨 旭 翦 玥 曾光辉 何远琴 陈 芳 周晓青 陈益纤 胡 欣

李智芹 龙映红 王 易 郭雄巍 尹娟娟 胡昊翔 谭 圣 喻 玲 黄泽群

余瑶玲 饶鹏辉 饶优锋 章 峰 饶 雅 杨梦琳 曹尉海 胡新萍 吴 薇

汪 超 蒋 玲 王令强 刘红玉 李 琤 吉怡欣 黄 敏 韩菊艳 傅 晗

宋莉莎 邓浩男 郑佐莘 肖映泽 袁 俊 邢微皓 朱娇娇 徐 焕 姚 伟

王佳艺 朱 赟 项家正 曹时宜 覃鳞淇 向 尚 季嘉伟 宋 湘 吴姝钰

黄 琼 曾 萍 李 娜 郭 杨 韩 瑞 尹 超 童春艳 付 蓉 陈 玲

杨柳芸 江 姚 方首宇 昌淑丽 孙兰兰 郭慧敏 张煜青 金爱玲 揭丽娟

施擎宇 郑小霞 黄志勇 车春红 袁功鑫 张雪丽 杨莉莉 陈 伟 董亚文

王瑞瑞 李 力 吴婕妤 陈 莉 陈 玲 骆文冰 李 渡 尹春芳 黄耀虹

伍宝玉 谭文婷 邹洁敏 郭秀珍 李开智 席 玲 万明明 邹 瑜 陶雅琴

查燕庭 郑 薇 李媛靓 明天骏 王弼华 陈 慧 姜青青 林夏育 钟安宁

涂新萍 章维玮 甘 亮 曾 艳 张晓琳 李林红 杨 茜 计天任 徐樟静

俞科克 汪丽珍 肖 敏 伍玉凤 鄢 慧 熊 玲 严芸香 伊贵平 刘蔚欣

周 青 夏 田 胡 梦 李小梅 胡 轩 陈云萍 邹 丹 袁 悦 卢会文

李 甜 雷 娇 程珊珊 孔伶俐 王 聪 林芝华 施华英 曹文椿 孔双双

李 琦 周丹丹 肖松凯 刘 倩 鄢淑娟 周栩翔 单 丹 段珊珊 潘云峰

许 丹 林 磊 徐 悦 常念南 张珍珍 熊喜昌 柯 璐 曾冰华 余晓玲

王志华 施青玲 周莉莉 陶 滨 肖 茵 卫小丹 宁玉婷 汪勇良 陈芳珍

王 芳 郑秋利 刘 娟 肖 坤 郭志平 潘 珊 陈 娟 熊淑萍 洪员珍

傅 琪 陈远峰 江 俊 彭疏影 邹 伟 张盼春 郭莹莹 吴星星 黄 琼

王亚兰 熊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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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ACCA 方向）专业

邵同春 曹 瀛 程 杰 熊李旸 贾 璐 李亚芳 吴明钰 刘伟灿 刘馨媛

陈昕筱 刘少军 张 静 付晨阳 刘期彧 傅诺维斯 李秋静 廖 慧 王韵妮

廖望云 黄丹娜 宋 波 饶婧婷 易思宇 陈典典 刘 星 文 静 文丽艳

李程昊 徐雅慧 宋丽丹 朱玉洁 周小园 李奕纬 舒美红 邓慧萍 周冰琳

李 健 吴月梁之 龙 汉 谭亦彤 刘堂正 任 怡 董亚慧 张 冉 龚爽爽

王 丹 卫栩鸿 王镱瑾 黎婉仪 邓 昱 肖 莉 华玮韵 吴姝行 张晓峰

岳静静 赵 莹 刘怡静 黄佳妮 徐启超 王 佳 卢玉捷 曾 圆 杨媛媛

江晨翾 李图南 黄 蓉 潘彦霏 朱紫希 蒋 威 姚牧云 吴亚鹏 钱璐颖

余 怡 付建敏 邓梦华 王江平 谭 睿 熊 艺 高子丰 杨 珺 孙浩平

王书婷 向洪振 袁婉云 李焕君 张 亚 兰衍青 张笑楠 陈 思 魏 祎

李 翀 刘 钰 李映宏 潘 婷 李 昊 朱羽丰 许海伦 金 兰 严 晓

林 同 丁联诚 杨 珂 袁见朴 喻 祥 陈雪菲 吉晓雨 陈昭权 唐家艺

陶李蔷 易毓敏 康佳杰 涂 婷 邹雨君 阙文倩 刘 俊 俞力仁 叶 琦

高诗宇 陈力维 符佳蕾 林辉聪 章 超 廖凯莉 吴双琪 余文超 徐子祥

彭 盼 龚鑫兰 刘颖佳 辛 静 张 果 罗东敏 张 倩 秦为径 吴逸菲

会计学（国际会计）专业

吴少甫 周毅翔 俞恒诚 顾小竺 刘 倩 唐瑞雪 黄 艳 肖海青 邓婉羚

李 雪 崔佳文 李昊阳 吴静思 吴韫怡 杨宁致 刘君洁 冯 林 饶新宇

夏诗雯 龚 晨 刘雨濛 李楚卿 何卉子 刘 昊 易 陈 李雨田 王 星

甘 晓 温华菊 辛钧剑 李 娜 金 珉 王 湾 李 昱 曾东祺 舒 凯

黄一婧 谭言诚 周 屹 陈清华 郑思民 乐 谦 李 萌 夏浔星 杨丽芸

邹岁光 刘 盼 邱会波 刘丹悦 陈晓云 杨 芬 李喆雄 周祉言 雷 蕾

刘常祯 许伶俐 肯艾斯别克.马合苏提汗 许艺桥 颜雨晴 安风桥 徐雅婷 王树深

王文娟 万美雪 胡 翔 陈建昌 陶叶婷 邓佳慧 查蕴容 万 山 朱晓露

施润楠 孙伟明 钟 智 冯首立 谢黄河 曾 鹭 周宇宁 高 笑 何骏怡

张凯强 雷昕玥 江 婷 余家龙 刘点方子 付啸南 米 旺 李梦婷 沈 烁

吴呈彦 饶佳乐 张亚薇 李嘉玉 阎 深 吴永乐 刘 婧 康 铜 林 青

王杙帆 强 扬 刘文迪 韩 超 王笑宜 杨 帆 刘 骥 汪烨丽 陈 梁

洪友派 陈丽英 田 恬 刘思远 张 轶 张 薇 李睿灵 金石川 邱 琳

黄 凯 黄 哲 邹骞辉 谢 天 杨 旸 杨令野 晏琳琳 罗安明 彭梦佳

鲍伟平 潘晶晶 黄伟超 邱盈喆 江 凯 曾 蜜 聂道真 杨 海 游 璐

崔志冬 黄 冰 闵思盈 罗冠豪 周久俊 阮欣彤 徐林哲 胡佳力 姚琼华

黄俊灵 程 莹 程小燕 莫 恒 许芳妍 王 倩 施敏慧 方润东 运 健

刘振宇 谭莹莹 陆川一 苏 琦 丁嘉骅 邱 博 吴金鑫 罗志强 王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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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梓健 段淑雅 涂婉琪 黄博文 刘孟媛 黄鹏巍 李佳君 罗海洋 宋梦龄

梁丝秋 丁浚源 朱心怡 袁 茹 胡育东 许安琪 辜依云 占丰城 徐 晶

刘玉芬 周天生 王丹平 徐浩凯 吕 明 姜 迪 杨博韬 吴卓然 吴 涛

王祖爱 欧阳群 易奥林 吴勤霖 陈瑜亭 陈 燕 周力沛 张 弦 夏桂桃

王冬薇 冯日汐 刘 硕 张绮芸 邱晓琳 胡宇昊 孙 瑶 王凯峰 李 娜

黄亚婷 涂传斌 巫 敏 刘志丹 叶善青 蒋静婷 尹 巧 李 妍 张斐芩

李泳彪 王 原 赖柏林 熊 任 周君秋 朱洪瑞 刘 星 林欣航 许四琴

吴 迪 刘 丹 华源源 翟树劼 杜晨冰 许家清 周 庆 邹 帆 危宏文

李添添 夏张梁 朱姝妍 邬 鹏 张嫱姬 晏 婷 黄 敏 赵 记 欧阳乐

李韶蕾 李 解 周世柯 梁 岑 于尔曦 赵 飞 何 辰 赖 敏 张瓅舒

沈 怡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

秦 羽 徐艺溱 贾 超 王阿龙 王静超 付 婷 黎 珺 杜娜华 李辰琼

张巧聪 雷 盼 罗轩宜 糜林昆 卢丹玲 张校莹 信连漪 席 帅 樊艳丽

汪 洋 马 也 熊 健 彭乐辰 樊诗梦 刘 畅 邓城文 付 静 陈 颖

涂水香 何 欣 谢贤洲 易骏萍 陈仙军 钟 莎 余 琦 肖 洋 蔡雯琪

刘秀青 刘玲华 占家奇 赖诗怡 宋玲玲 余白东 黄 虹 游欣良 胡优雅

陈 靖 聂 芸 戢海安 连 肃 范逸超 易小恋 刘 畅 吴晗悦 朱 健

张琦玮 段松涛 许德忠 许艳琪 梁国峰 邹榕榕 孔芳媛 姜 波 王洪婧

李 骥 罗丹莹 马文娟 王 平 王圣贤 王海燕 王 戎 弘 桥 谢 坤

万雅馨 蔡安翔 熊星晨 刘俊昌 万紫薇 谢东榴 曾华英 陈 龙 黎 源

李 威 蔡 成 赵梦嘉 熊文星 孙志文 熊子慧 钟 祯 周 娟 饶泽星

李燕宏 苏 娜 袁满霞 吴仁海 洪 成 潘诗杰 王 伟 王 曦 王 峰

官小玲 郑增文 曹丹萍 朱建芳 伍康鸿 杨 蓉 钟 帆 张 赟 谭 柳

胡方杰 符春晖 孙颖熙 姬维鹤 韩 佳 李梦雪 余 琼 柴正昌 冶赓勰

李晓莹 张婧雯 倪霖华 吴 越 吕宇晴 聂剑云 黄佳璐 唐正国 陈 欣

万小芬 曾 纬 罗 平 王齐忠 古 琼 陈晓林 彭琼玉 丁文军 罗海凤

谌 欣 傅 强 王海莉 赵成燕 应梦璇 潘 翔 徐小芬 余思芹 饶明辉

邱 亭 曾 涛 万 秋 高 宇 涂娟丽 王志奇 朱亚玲 叶佳慧 张 翼

王梓瑶 谢国辰 李英姿 张杨驰 余媛媛 何 湘 何许虹 郑余兰 字 云

贾姝蕻 吴时琳 卢富梅 周继坤 赵梦湖 王诗鑫 牟雨佳 赵科飏 钱艳苹

程思思 徐其旦 熊谢璐 屈洪元 吴思思 何 霖 钟 璇 刘 凯 刘 琼

刘于璐 邹 韬 邓嘉雯 邓高超 周 玲 李 倩 杨 露 钱培基 罗 丹

邓丽英 周燕琴 周 涛 王晨亮 林柏君 郑子灵 唐 震 黄 越 车赞强

邹 娣 付志涛 卢竹英 翁妍君 艾云杰 余诗竹 钟 丹 曹 阳 魏文众



165

崔晓斐 朱 光 冉晓敏 李梦婷 陈 曦 黄 琪 杨 艳 刘晓荟 张孝严

王 红 赵航一 俞嘉威 吴秋莎 万师云 熊 欢 邓淑婷 蒋 铭 万薇拉

董 羽 王梦琳 赖 德 蓝方志 缪丽红 刘玉平 刘 画 卢恩康 许心影

喻 倩 王 琦 谢方平 郭雯婷 聂菁嫄 王晓思盈 陈江璟 饶明敏 裴炜玮

黄碧华 刘 群 李 朋 刘松松 肖杨叶卉 吴国梁 丁冰秀 程 婧 张阮健

李 响 钟 林 吴建普 崔 嵩 李 姣 莫梓艺 陈小丽 刘明月 刘 强

李慧玲 易 欣 刘文君 牛紫朦 王 磊 王 丹 毋梦琦 张晓霞 朱勇清

付茶红 夏丽群 杨 阳 李 浪 李一鸣 张葆银 王志平 王英斌 阮 鑫

肖 珺 曾 翔 黄恩梅 周 帅 黄庆松 施娟敏 周慧敏 曾 挺 刘胜春

叶 颖 方 青 夏静斌 曾小英 严 羿 刘灵灵 樊 伟 李晓雨 陈文洲

彭兴芝 樊韦韦 刘 玉 华添林 余佳茜 许梦琴 余昊云 鲁国飞 熊雪梅

黄炳良 张瀚文 王尹哲 王炜如 胡 琼 方 袁 黄旭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刘 思 曾 华 詹义平 郑孝俊 李文聪 刘嘉昕 尹玲琳 张 昆 李 刚

刘 琳 孙 超 王涛涛 钟琼珊 赖昆锌 邱道英 黄 箭 付 鹏 胡贤利

刘 松 李洋锋 马文凭 肖筱馨茹 肖卫渭 宋 欢 陈水斌 姜吉西 程建松

周剑思 刘 芳 章 申 李波龙 梁雨农 蔡 垂 彭志真 刘 坤 朱明清

贾淳硖 李红辉 何 源 闵禹虹 刘 鑫 门永倩 宋永珍 徐晓燕 邱慧莲

章逸群 熊 冬 万文成 闵 娜 付 昊 朱 政 成云峰 熊 丽 黄 樑

黄 旋 金幼华 刘 琳 周 勇 李 路 郭 前 吴桂禄 程瑞华 江冬生

许礼文 陈恩青 章 园 钟 青 尧 旭 徐志鹏 吴军军 陈 青 董 皓

袁自扬 余智超 刘松波 张宝根 黄丽娜 陈 明 林 鹏 林武材 陈兴旺

王 成 张灵玉 邓 雄 王明亮 孔莹莹 何艳梅

金融学专业

王 兰 张秋平 喻雅龙 余 涛 王 茜 温二兰 暴亚强 肖育林 李新科

王 迪 程 瑜 邢刘阳 段红艳 车 婧 朱 霞 刘慧静 李彦孜 金智博

张吉祥 孙佳瑞 王 鑫 郭 荣 张庚午 王沁怡 丁 浩 谢婷婷 李龙马

叶 倩 朱 芸 魏绍文 余李晨 万里红 张博文 刘 鹏 陈宇淇 李枝婷

廖鸿宇 杜玉树 冯海平 李 婷 钟 晨 刘易如 杨伟婷 潘 俊 孙洪生

费丽雯 吴泽昊 张 琦 周 静 傅盼盼 蔡潘庭 姜 燕 卢晓锋 吴思颖

张 帆 王 瑾 巫义强 蔡 超 蔡 阳 李加南 杨森森 左 桐 徐 霖

罗欣雨 晏子健 邓 婧 刘隐乐 杨 溪 郑万里 陈 莹 冯剑炫 黄 丹

陈小山 韩晓萌 崔 雄 刘长林 焦玉茹 常 强 杜秋蕊 李中鹏 张 亚

张 策 张银娜 秦子建 熊莉莉 程晶晶 周露茜 陈起珑 杜梦川 张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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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安全 徐昕薇 李 娟 刘 斌 赖彩云 李 兴 肖 桐 饶诗涵 刘雅静

熊 浩 周瑾瑜 左 腾 谢 津 王 林 黄凌峰 杨杰峰 刘细娥 黄良健

曾蓝钰 应才洋 何 沙 章卫娟 熊心岚 周 游 段椋钟 刘 伟 陶伟伟

黄友文 郭伶俐 李平亮 郭冰妮 欧阳宁祥 邓 霞 邹 鑫 李晓晓 邹晨霓

向 力 杜欣芮 王 丁 何永娟 雷永平 李 铮 潘琪峰 崔 潇 赵成龙

王美琳 王 健 周 悦 徐 娇 陶国峰 朱赵云 黄曌君 尚博达 朱 兰

雷 杰 刘 云 陈思祺 邱莉娜 徐小伟 钟明莲 李燕荣 肖丽娟 张谷养

易文茹 徐 明 兰 芳 毛双虎 易炜晨 万绍敏 王志群 左怡帆 汪 汇

吴杨程 毛虹萍 张 强 雷亚薇 范晓娟 郭 劲 贺 逸 张文斌 饶川雨

徐勤峰 余乐宝 钱勇健 汪银霞 施 单 余盼盼 黄倩雯 黄 桑 宋海燕

申利民 郭 威 罗雨薇 黄佳锋 蓝立桢 张 薇 杨比特 李晓彤 李 骁

王 琪 方释庆 王亚楠 陈万胜 熊 群 徐 蕾 徐加兴 枚 杰 涂艳香

袁昶泰 邓 祥 卜梅花 陈芳树 涂增强 邓 艺 胡 政 赖桂华 熊腾焱

周文婷 周剑峰 吴 钰 黄振兴 黄 勇 朱 虹 邹长根 贺之瑶 韩梦雪

方静静 程以飞 李志洋 胡青华 胡钰哲 李 月 崔 成 蔡小威 高志群

于 松 车 云 刘秒兵 杨宏群 张阿香 陈 芳 黄腾达 刘 苇 邹 侃

詹 维 陈峻星 黄懿娇 杨思思 杨云汉 姚 兰 张熙凡 陈天彤 李政尧

张 萌 孟天阳 黄诚超 谌志远 章 艳 程 盼 付 越 黄梓峻 黄慧君

李 涛 肖声旺 曾小翠 罗明燕 郭刘丽 张全勇 赖莉莉 赖自庆 林宴哲

袁 然 林淑敏 熊 艳 朱燕琪 齐 恒 郑文彬 王碧琴 廖海华 黄 伟

张彤姿 沈万春 毛曰斐 李子渊 郑亚云 黄彩丽 戴祖华 吴 昊 周华俊

徐保兰 吴 伟 张家骅 洪 祎 康晶晶 何波元 徐智慧 张晨悦 黄若诚

欧阳独伊 周 伟 刘宇星 李予馨 黄徐冠雄 张玉萍 谢丛飞 张 静 陈雪松

蔡安宜 杨梓萌 江 苗 喻凤雪 刘在枢 周 红 裘 峰 谢联微 肖 遥

熊路易 邱 韦 林 坚 肖添秀 郭福生 卢奕宇 王晓鹏 李长秀 吴碧云

温 吟 刘 江 杨 丹 聂文彪 晏慧霞 周慧珍 宋 平 袁 欣 童小军

丁逸朦 黄景燚 朱 芸 邱伟松 肖 倩 孙瑞琪 艾 韦 邹帆路 何 斌

徐启星 吕慧敏 刘超然 丁侠琦 瞿 旖 王伟泽 黄美玲 李 雪 林亚平

谭颖瑜 吴至运 郑 珏 侯 康 徐梦秋 施晨辉 罗 锴 刘荷横 饶韵璐

林文军 罗 杰 陈 磊 夏 超 解绿秀 贺小平 熊小飞 刘海芳 严文豪

李 星 王 蒙 李杨杨 陈建红 颜丽泓 侯希尧 崔译文 陈健东 陈方林

王 昀 蔡丽娜 方火地生 尹 艳 严俊平 陈 丹 王伦福 刘宇佳 蓝冬玲

王文玲 彭迎春 王宇皎 蔡晶晶

金融学（国际金融）专业

陈鹤元 周 歆 胡梦云 刘 智 宋 轲 刘 申 齐 飞 崇 阳 荆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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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蓉 刘 漠 户 晗 潘 岩 蔡 皓 李梦苏 罗家荣 方 林 邓轶男

李方文 谢泊明 陈开涛 吴发强 曾凡慈 雷 申 赵希强 曾杏雅 尹东琼

徐 毅 俞 华 高春早 熊 湘 邱 珊 王 平 王佩佩 曾 多 叶怀圣

杨福鼎 孙诗怡 张 曦 胡傲玥 危振稷 彭小梅 邹 寰 胡 月 李 雪

肖原野 张琳琳 杨 茜 郝 欢 焦天泽 蔡 仡 蔡睿伊 李毓颖 李柏达

郭 婧 刘德欢 张晓丹 徐 涛 赵佳峰 姚希珉 张嘉琦 张黄霄鹤 李 新

戴西旺 江 帆 杨凯文 刘洋洋 叶 奂 黄业峰 杨淇潆 林悦飞 杨 丹

游志成 李泰舟 肖雅怡 黄丽琴 艾金波 傅 蕾 李 甘 郭雨晴 曾超凡

宋显昆 黄曜育 谢雯娟 胡 婧 杨帝春 陈蔚嫣 陈员员 傅宸淇 罗睿棋

孙 玉 舒 放 魏 琳 肖 佩 谭嘉升 陈 玫 沈子蒙 朱 曦 周丽丽

刘晋宇 杨玉帆 姜家璐 吕正道 代国吉 孙梦芸 庄元勋 吴 爽 冯 粟

李若玉 万良伟 刘 晗 杨以晓 孙健赟 林 杰 卢健平 廖颖馨 刘 京

张伟蓉 邹文中 刘 婷 黄颖湖 卢 姗 谢愚非 万志斌 邹淑云 李强胜

徐 煜 刘钟毓 康梦颖 潘钦宇 邱艺昕 张梦云 危俊泰 丁 璎 胡 芯

于一飞 马雅琼 林浩雨 王 悦 王博艺 邹永泉 刘 燕 陆昭妤 廖欣宇

宋宇葳 高久洋 董文博 易 楠 许嘉琪 戴 月 於仲凯 陈 曦 李崇光

方 晶 罗 瑞 曹 蓓 刘兰英 陈康鸿 赖思伍 高心仪 敖羊羽 陈雁南

匡艳梅 夏 雷 杨思晨 余立泽 余碧玮 周常浩 乐庭庭 周文龙 刘国俊

程娉婷 樊 新 黄荣思 张 弛 黄佳雯 江 艳 张 晨 沈建宇 彭 飞

舒 珂 唐润民 郑丽兰 林维经 杨 璐 李柏村 杨易晨 何楠薇 章 弟

鱼协传 张 娇 郑佳佳 董玲珏 陈皓炜 吴柳作

经济学专业

刘孟桃 吕 坛 万志强 黎汝佳 芮静怡 梁颜晖 赵俊彪 王芸芸 阎 波

李占辉 孔 瑜 尹 欢 林溱汉 栾佳蓉 章思强 黄金钢 余小琴 黄希通

蓝师燕 彭 安 张 芳 邓 鵾 肖承佩 李永林 柳 樟 张旺鉴 蔡恒忠

刘石鹏 朱 佩 傅 鹏 张志鹏 江 丽 李赞洲 陈 晨 梁 伟 朱 群

许晓敏 张林灵 漆昕欣 曾 翔 王 勇 黄腾鸿 王海明 黄 强 余 琎

张良良 林超岳 钟前景 付 菊 何茜茜 岳旭娟 谢永江 孙玉哲 朱 琳

杨嘉瑜 袁少龙 兰正宝 祖丽皮耶.麦麦提江 柳 杨 张 淼 牛 壮 徐欣煜

王 骏 张 璐 罗 亮 熊芳芳 陈阳超 杜彦甫 吴陈秀 孙健平 杨清波

吴章周 周丽平 黄小山 陈 鹏 彭圆圆 何炳波 曹理棚 胡 迁 徐 坤

朱 博 黄志琴 邓文锋 李晨霞 杨志新 樊文娇 江萍萍 贾金凤 兰 鑫

翁 骏 舒 计 王常敏 魏莉莉 杨 维 彭沅彪 黄娅琪 廖健恒 黄 月

苏楠旭 陈啸峰 李 扬 杜云霞 杨 晋 陈 轩 王玉瑢 许 欢 李晓峥

范 松 周 旋 张 强 余怀龙 任 超 兰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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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专业

胡春玲 肖健博 梁彦娟 庄松雪 王蓝敏 裘 晖 钟亚莉 叶 咏 朱江慧

喻玥玟 万昕媛 郭昕冉 朱丽琴 刘志蓉 易红全 胡 阳 鲍茜茜 周 娇

李玉萍 周 茜 王 丹 冯靓薇 李 昊 夏 芃 徐波程 张洁心 周映雪

杨 萍 孟祥晟 彭 毅 熊 丹 金 聂 蔡秀珍 张续宝 刘小军 侯丽娟

马家瑞 尹翠翠 汪 婷 李 怡 李 菁 曾 奕 欧阳琳璐 宋雨轩 熊晨琳

李林燕 陈清珍 严富桂 黎潇潇 谢 姿 王曦歆 戴全宝 阮雪忆 李倩云

陈怡培 朱灵姗 蔡瑶瑶 周 奕 张博伟 江玉洁 石佳佳 孙 力 罗雄飞

彭梦亚 章慧琳 江松华 李 珊 陈秋玉 董登科 王 琪 李小阳 朱加译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罗斌文 肖 娟 汪 涛 周孟博 张雅丽 谢碧君 周 洁 万建伟 钟文静

殷 亮 唐林立 易香玲 彭 宇 舒 畅 黄亚锋 何丛香 邹包平 朱艳艳

郑叶子健 黄运发 刘木林 鲍少军 周明芳 张 强 吴珍珍 宋 佳 厉亚敏

徐 瑶 韦建强 郑小晓 唐文婧 王少玉 程 瀚 程琬琳 仓 瑱 朱樟倩

杨 军 王小林 王紫嫣 丁 维 魏锦标 高 林 熊波涛 谢春苗 邓 湾

朱荷根 刘 芳 杨 江 张小马 肖施施 熊新华 刘 宁 冷前川 胡穆侨

邓 瑶 罗 琪 边聪聪 严玉竹 张桂珍 梁晓燕 陈 松 严琼靓 郭芸汝

日语专业

程海英 王茜月 门春蕾 杜亚星 刘晓燕 李 健 童恒斐 杨小翠 刘 鹤

田丽华 龙义英 方丽群 孙秀妹 刘宏威 邱 婷 邵惠希 席雅婷 陈 圆

许细红 洪文芳 程顺泉 王小婵 易 佳 王 珏 张婉悦 曹晓云 叶惠玲

罗 浩 陈红玉

软件工程专业

罗庆刚 陈思思 彭省省 汪懿棋 熊梦欣 王泽华 谭剑兰 张下湾 陈 思

熊 猛 曾冲冲 赵雪冬 虞皓喆 褚 楚 刘 茜 李宜霖 刘崇鼎 邱 鑫

刘永升 姜慧芳 易闻昊 王运浪 刘文平 王 翔 张育宏 李小龙 刘 威

盛意林 齐禧才 王 鹏 夏 婷 王 武 毛俊天 江小玲 严 辉 李道彪

程之阳 汪华夏 陈 晶 杨珍宝 蔡 亮 黎 杨 曾 取 郭 琼 吴倩倩

樊阳生 刘臻一 熊 琰 方 心 李文啸 蒋水梅 毛阿敏 王家欢 朱哲骏

田 鹏 邓宸明 徐 亮 蔡 枭 黄明兵 黄丽婷 罗建南 郑思敏 严维哲

陈位斌 谢 波 沈 仝 王维晴 高金专 李 强 余 伟 刘 强 吴 彬

李仁和 张小钦 张艳春 汪 伟 陈 盼 陈 鹏 潘 骥 吴海东 叶 琦

余兵兵 应鸳凯 胡 泽 汤 俊 万 峰 赵文程 万 辉 潘 鑫 陶亚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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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青 黄金龙 沈 浔 冷俊峰 黄 莉 何江山 黄 婧 孙 奎 王吉喆

蔡 盼 喻海波 胡新宇 陶自强 邓思同 应子尧 袁天睿 邓启力 姚 艳

王晨宇 胡绍博 张 弘 余志权 邓庆谱 杨丹霞 陈玉新 冷远亮 胡 高

黄 强 周 锴 卢 涛 曾彦琪 王轶昕 黄舒鹏 周 超 黄丽红 徐子淦

徐诗云 程庆顺 钟清枝 吴华林 张孟钊 程 强 廖顺鲁 周怡婷 张冠威

王一峰 陈 骥 樊子旭 左 蓉 彭 辉 周 芳 廖 琦 陈 欢 廖龙明

赵志蓬 赵文奇 周康恺 吴峙佑 王 虎 胡知音 谢金璋 周冬静 李 堂

陈昊霆 高 森 娄晓冬 邱卫军 贺少龙 李 科 钟宇飞 胡 轩 吴 凌

李 敏 罗跃芳 郑欢汀 钟 骏 郭纪生 杨敏达 陈 璇 刘 行 李 倩

练雅琦 周文轩 陈少琴 汤佳莉 杨 旭 邓 睿 肖 君 林 森 许圆鸣

谭 玲 房兆骅 丁 荔 张 锴 郭竞霞 傅雅婷 郑 舒 郑志斌 李 莎

刘 翠 黄 珊 程茜宇 邹华杰 万 聪 刘路明 黄 欣

社会工作专业

绳宝帅 焦 洋 王晓阳 王伟伟 周 鹏 林时供 刘水展 李玲慧 张福平

潘丽娟 王 欢 邹慜星 林艳阳 李星星 朱晓玲 黄秀秀 张凯华 王 炎

刘婉静 汪 磊

社会体育专业

张宝玉 马丽玲 何俊生 周建国 薛莉军 潘 飞 孙飞虎 邓 超 崔 耀

刘良宝 张荣兆 陈 宇 韦定骏 肖贵建 徐亚娟 朱桂芳 陈野平 梁 薇

王增元 王 耀 张 涛 赵大伟 周 彬 唐 伟 谢沛源 王志远 崔文彦

莫 法 王多智 杨程伟

市场营销专业

安 娜 刘岩超 张彧琛 尤吴香 余欣悦 邓 仟 徐明明 张 颖 赖金翠

兰花红 叶鑫炎 黄春香 刘 欢 温月梅 温新星 陈 鹏 许文文 孙建新

金 凯 黄 青 龙永英 刘素君 李 琳 程怡君 柯 燃 程少丽 曾齐东

李梦晓 蒋荣钰 吴思尧 叶徐飞 付 盼 李鹤立 于开辉 刘梦军 邹美玲

林靖力 彭 茜 江 丹 朱街琴 唐江波 蔡 靖 陈玉辉 赵璐平 熊福麟

肖欣荣 邓慧蓉 万川依 陈跃华 江长军 毛俪颖 李 姣 刘冬梅 苏佳珑

付 跃 章雪花 徐 佩 张美霞 刘雁飞 张颖玲 肖洲锦 王李秀 周均发

李 伟 付 蓉 陈 鹏 罗 星 张金鹏 汤包平 刘小飞 姚 洪 杨翠云

郑 婷 王秀婷 朱哲垚 付其红 龚宜强 姜荣敏 郑明高 丁 蒙 徐光伟

杨 勇 魏娉婷 黄 帅 孙 琪 宁 丹 许 娟 敖文敏 赵增鹏 张文娟

欧阳韦 沈逸雪 冯培妍 温 敏 覃世才 冉 薇 王世龙 张佳红 赵伟琴

张燕茹 徐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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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专业

石晓霜 蒋雨晋 罗 欣 雷 洪 雷明明 俞晋蓉 万文珏 肖 苑 许鲁洋

朱煜衡 康嘉晨 杨玮卿 彭 玥 康忠亮 谢伟辉 刘 茜 毛志婷 刘宏宇

邓四保 尹 瑜 李 凯 张 帆 冷 馨 刘 婕 蒋 晖 朱一瑶 李四妹

汪 健 郭梦捷 陈文玮 黄杰立 李 俊 黄 钎 张梦洵 黄 涛 袁 远

宋子雄 汤乐乐 宋冬冬 刘珊珊 方 求 梁若鹏 欧阳如雪 文 学 郑星英

李 阳 徐潇剑 孙颖琳 樊逸群 熊逸新 余 忆 郑世琦 华高荭 黄秋昽

黄 河 龙 燕 罗鑫尧 王志刚 潘 媛 刘泽坤 曾新婷 陈永钢 敖 藜

姚宇霆 黄凯丽 何 舜 王欣璐 王嘉颖 杨方文轩 张 政 董俊甜 谢冬冬

刘方卿 王安邦 陈婧婧 邱施宜 平 磊 周铁力 黎真通 夏 伟 王星尹

卜晨茜 施 展 杨 柳 郑 璐 邱 柯 艾 聪 张月林丝 黄德凯 吴文奕

龙 歌 柳 剑 万美平 蔡建芬 黎 琦 吴贻芬 吴 聪 傅健彬 邓凯仁

张静婷 高以光 曾健羽 王杰成 鲍怡如 邹 鹏 唐 旖 肖唐辉 王 萍

方 舟 余 悦 吴永冰 洪 伟 江 强 徐小婷 李 臻 徐俊龙 姜雯昱

肖 逸 李 凡 徐 成 柯丽娜 吴 江 朱旭江 蒋俊洲 段 延 张 琰

赖 霞 刘 菲 向乐乐 刘雨寒 邹子翔 洪扬波 纪圣茂 尹俊扬 王子殷

市场营销(项目投资与营销策划)专业

黄建军 熊 峰 董文龙 刘 刚 唐静妮 张姝骁 罗利民 龙伍洋 杨 鸿

宋志伟 何亚蓉 周婧丹 付小新 张瑞增 闫 静 王子乾 罗珊珊 叶 文

黄刘意 李默然 廖达海 牛昊天 谢小琴 何树良 李 享 龚雪儿 吴学俭

刘嘉琦 曾燕萍 张弘毅 赵明月

税务专业

王 盼 高云海 泮凯俊 黄俊华 乐世佳 孟熙然 艾力汗木江.依马尔 李 健

申 健 努尔姑扎.阿布拉海提 张 琳 周 楠 胡 岩 李 雪 童 真 金 堃

丁小菁 叶里娟 钟华煌 刘 云 周 凤 黄文婷 陈 旋 徐 远 江 炎

彭嘉嘉 郑丹亮 刘晓雪 陶 洵 林 凯 黄志根 李佳林 龚文娟 张志超

王长亮 陈卓敏 何 旭 李 祯 乐文琴 江旭旭 余心怡 徐浩航 李 鹏

易 露 胡文玲 郭栋栋 李进静 吴雨姗 覃玉娇 张 妹 梁玉羲 廖 思

程 朴 熊 慧 田 婧 马晓峰 穆拉迪力.卡斯木 祖 娜 尔 .苏 比 刘 洋

刘志军 比丽克孜.麦麦提 姚益婷 洪建建 黄 菲 钟泽鹏 金晓琴 万 琦

赖春泉 郑彬彬 吕梓菡 黎珍珍 张青山 田安琪 陈炜琦 聂青平 涂亚文

郭 俊 吴水兴 刘汉芸 杨俊伟 洪佳音 江泽铭 周春兰 蒋小旺 林 超

吴虹琳琬 蔡伟民 岑海林 孙弋峰 高佳俊 户梦瑶 罗鹏达 韦雪菲 叶 瑶

许蒋信 韩 朝 阮桢琰 余 波 罗 婷 张梦琪 张 博 朱玉琪 徐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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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娅 刘彦池 徐 洋 寇建强 王 苗 马 璐 桑加拉 王 攀 贾秀秀

陆宇蓉 纸 微 张天翔 肖婉清 熊衍文 朱光盛 李舒晨 韩雅文 刘 元

吴城庭 曹丽平 刘松平 刘楚楚 李永健 黄 剑 陈 浩 罗佩勤 曾 俊

邓 茜 杨思远 杨凯翔 徐 晶 李顺想 喻开兵 蔡 虹 赵昊旻 郑凤珍

沈 潜 宋圣光 倪智源 易 星 黄 静 张 超 柯丽敏 胡慧娇 李 宽

谢维其 官海斌 张 芬 张宇虹 李淑爱 冉晓艳 陈嘉和 周舒健 封亮伊

李 玲 钟 玥 张 敏 金 亮 刘 璐 韩振兴 黄秀珍 黄 媛 肖羊杰

王庆民 王 伟

通信工程专业

陈进昌 万应春 陈宇驰 孙 宇 薛 侨 沈吕春 沈力群 陈雪妹 徐 建

王 燕 曾维华 曾维清 李雅辉 肖 可 王卫红 邬宇超 兰清平 龚振宇

刘 航 鄢梦恬 舒占军 何东康 黄文俊 尹仕准 张燕飞 刘 禹 黎 斌

程文进 韩荣敢 叶红英 周 超 李结华 胡佩月 席海凤 刘 峥 吴 丹

陈加兴 过晓昌 邹长胜 谢丽华 曾国鹏 曾广圣 黄彩龙 徐 冉 胡 捷

许 巧 喻广宣 程素眉 张国稳 沈 丹 徐东东 曾小兵 罗星星 刘亚平

陈 芳 江新钊 林 琦 黄琰奕 童 英 宋 毅 沈科伟 铁生苹 刘 燕

罗清媛

统计学专业

霍 期 周彬彬 高 艳 衷玉珊 万耀辉 杨佳滨 闫 芳 李诗文 李亚凌

徐 畅 张友丹 谭利平 徐 佳 邱 帆 万明明 胡 瑜 秦 晖 叶玮羚

李月心 陈文武 陈铭权 付卫红 夏露露 刘小芬 熊琦哲 付建兵 周思雨

罗嘉铭 陈婧钰 郭建安 刘振涛 丁 颖 汤 莉 缪孟阁 曹祖明 李晗健

石建鹏 付海龙 李 萍 邹 群 赵家富 王佳乐 黄楚楚 涂 坚 谢宇康

单新林 朱建水 吴志恒 何 琴 刘乔平 张武茂 曹 哲 孔德超 孟 鸽

钟文婷 叶留娜 贺志明 万 金 贺 媛 赵俊桂 郭 斓 翟艳慧 唐 冰

潘 劭 陈晓洁 姜 孜 郭张敏 万 红 陈文尖 王淑平 万文杰 周志鹏

周聪聪 谢代玲 高 磊 曾凡裕 陈 兴 黄 婷 高 鹏 唐鸿飞 叶梓琪

黄 涛 徐雯歆 白有翔 汤小鹿 孙宇环 徐 琼 汪淑梅 夏旭升 姬文灏

徐 鹏 黄已佳 蔡丽华 占柳生 王超武 王 蕾 许顺华 杨 琪 李 琦

但家威 曹文文 徐祥灿 刘博伟 邱 利 张 雄 江玉燕 黄 诚 王中亚

宋飞宇 李 杭 胡青青 薛志韬 王巧玲 李思慧 王浩然 陈 鸣 赵 双

李文勇 洪 菁 毛运云 熊 晶 熊春勇 万国文 李梦迪 胡 强 徐武伟

江期才 黄浩桂 李世伟 刘旭达 彭晶晶 熊 宇 刘欢欢 唐夷平 邓家麒

况艳霞 韩岱陶 李彩萍 肖鹏涛 吴 娟 吴志成 江钰然 邵慎利 徐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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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建 杨 求 饶 芬 宋星宇 卢楷文 周志杰 陈 丹 邹煌亮 陈军辉

万 强 高文俊 刘志翔 蒋晚秋 谢予民 文轶璇子 潘伟超 超爱英 陈 凯

吴金凤 符丽珠 朱志豪 王 莹 黎欣玙 鲁 周 马 惠 阳燕萍 周大为

刘嘉璐

物流管理专业

陈 涵 伊宾宾 李 倩 郭雨欣 郝 爽 柏冰燕 段玉姣 陈佳华 罗 胜

涂院彬 钟群斌 黄利文 王淑敏 甘梦霞 甘飞文 甘思佩 易英辉 李小兵

郭 鹏 高龙正 李 勉 邱幼珍 邹彩霞 吴国咸 魏婷婷 袁明杰 温小明

杨 洋 王 晨 彭 栋 潘春晓 吴 铃 姚 萍 吴小方 刘 凯 吴 昌

尹 飞 倪修平 叶凤仪 吴兴安 王 钰 石珊珊 李超丽 王晓宇 韩凯英

包巧慧 楼文剑 汪美艳 金 明 丛青山 王翠平 朱兆洪 彭 帆 易秋艳

凌 健 左员琴 蔡基成 徐懿喆 龙 齐 邹宇涛 王 海 袁舒贤 李小平

吴 霞 张冰佳 余伟英 谢明华 晏伟凡 王 忆 刘若尘 郑雄伟 王能铭

韩凯娟 陈素瑶 项佩芳 高 宇 王 晶 薛文斌 翁鸿贵 李冬琴 冯学慧

王胜斌 张 琴 葛文娟 甄佳丽 管曙玲 刘淑攀 赵伟麟 朱 凯 涂平平

周雪晶 宋晓明 徐丽娟 邹凤情 江 波 吴琴琴 刘利源 张金梅

新闻学专业

张大伟 段 珩 王桂丹 王亚楠 赖 晟 谢丽虹 唐秋莎 赖 慧 王婷婷

范 敏 黄 杰 谢 薇 王建雄 戴建敏 郤勤光 刘凌梅 亓晓敏 王庆峰

郭军丽 刘思言 田 娇 张 薇 杨 佩 李玉兰 张希雯 刘漪璐 吴 丹

丰冬梅 孙 静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魏 昭 罗 辛 王 笑 王静怡 郭仁杰 罗静静 邱舒航 李 伟 文 蕊

胡 群 刘 丹 周毅明 凌鸿程 谢国斌 易君勇 刘 彬 梁春玲 彭 飞

宋小东 姚 俊 王 鹏 喻悦菆 黄 莹 沈庭靖 刘叶欢 曹 威 易 艳

彭水林 张 栓 梁 聪 郑雅丽 朱佳樱 王纯豪 王嘉明 刘 奇 蒋婷婷

刘丝雨 成晨明 李亚洁 赵明挺 牛逸群 沈 江 郑泽峰 熊娟娟 王 海

钟千惠 钟 华 赖明剑 喻 露 张弘伟 刘 凯 朱怀辉 陈小林 彭武云

叶 磊 祝小静 邵 兰 毕锦程 汪志强 黄山平 郑小芳 程红斌 危 璨

简 俊 杜小玲 邹 铮 张 晖 黄兴杰 夏川东 李雪兵 尹 丹 邓健美

李 睿 刘 惠 金佩薇 万海燕 谢 容 乐 宇 李玉娟 欧阳青 石平峰

刘小京 杨崇地 谢永红 蔡煌石 刘明峰 刘青凤 赵晶晶 陈 山 刘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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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计算机科学专业

卜秋月 李哓昇 殷沙沙 刘 超 颜 镳 钟以婷 谭洁琼 邓小强 宋 瑞

朱菊明 康 川 裴凯强 徐厚华 陈 升 张 璐 龚 兵 余雅琪 朱 瑶

潘玲敏 邹小芳 华飞琴 熊华华 胡启明 穆松松 时亮亮 吴 芳 左婷婷

程 佳 吴朝霞 余 静 邵晓雄 叶振东

行政管理专业

李谷丰 陈思思 曾秀红 黄爱俊 李仁宝 朱椿荣 曾 文 曾斯艳 余洪超

周新亮 郑结昌 高智明 陈瑞敏 张晓智 石 强 邱淳淳 王国彦 贾 舜

王 星 徐 霞 张 莹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专业

刘四洋 徐可心 管舒然 郭 恺 孙 晨 费琳祺 张茜茜 马 强 毛仔怡

聂伟伟 林 娟 桂婉婷 王云奇 韦彭那 费 凡 周辰玥 余雯佳 施 伟

彭 璇 张 斌 张竹君 狄 媛 王 娉 韦宝宝 李 骏 原 芳 王久銮

陈 娇 甘 腾 刘 敏 蒋 浩 陈堇年 唐纯纯 金 平 宁舒影 成永刚

杨 娜 阳 见 罗紫蛟 张 璐 刘一丛 翟 凝 刘 明 史清云 冯 欣

张琪越 韩 笑 侯 珉 孙 茹 闫 淼 陈晓青 梅 玫 翁亮亮 叶燕萍

王正兴 吴圆圆 冯 玮 李浩铭 扈学祥 武 雪 赵梦雅 梅 巍 谢惠婷

鲁 杰 陈 奇 谭 涛 李 芸 余 兰 陈晋昌 刘月姮 高 涛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专业

常文文 石雨曦 郭 佳 王 丹 徐 颖 张 宇 孙美美 徐 可 文 雅

王思阳 凌蔚雯 卫洁怡 张 斌 刘梦妍 苏恺绥 林文卿 王艳梅 曾文镇

黄枝子 杨 敏 王宏月 于欣平 王之鑫 袁 露 张淙迪 李泽昂 彭 立

曹 曼 杨 红 高墨涵 郑 敏 刘 键 吴 倩 唐光辉 王伟轩 王小川

郑 瑶 王 严 蒲永斌 徐守兵 郑 丹 章婷婷 冯浩然 王 霞 肖正海

欧阳春梅 潘 力 詹苑源 樊恩明 王 迪 黎 沁 甘觉晓 刘 芸 胡 莹

谢亚丞 瞿娅芸 王曦妍 郭 羽 邵立春 马鹏程

艺术设计（数码设计）专业

朱志强 杨长修 胡欣洋 郝亚光 高 原 苏春霞 徐雅歌 陈丽娟 刘文静

何华伟 陈 栋 郑 俊 黄月香 陈思含 赖锦昌 胡秀平 左亚平 张婧玉

任朋飞 赵曙君 史银娣 王新波 宋 云 常金娥 王希文 曹 珊 康彩霞

钟景明 覃敏琴 杨廷君 张小娟 孙源君 杨 远 秦 静 栗 波 李剑利

杨 悦 石广宇 顾心莲 严凌杰 殷 韵 吴章文 陈灵怡 项 阳 吴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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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萍 王 强 刘备芝 罗 昭 肖 阳 张明珠 郭 锴 李 璇 张 扬

曲 直 李雅茹 余小杰 肖新砚 皮 莉 陈 鹏 严 瑾 易土生 蒋顺锦

汪云娟 黄永春

音乐学专业

徐淏轩 李思墨 杜瑞雯 陈娟梅 华 琼 王 荪 褚长琪 田 颖 吴修齐

潘治帆 刘珂岩 朱乐天 柯 琪 李经纬 袁 达 吴天傲 夏 露 张 慧

罗 喆 郑帅杰 陈 默 肖 薇 汪 思 林甡屾 金 悦 庄 薇 曹文洁

朱 琳 张东阁 王海杰 陈祥荣 和冬冬 曾 珠 徐 源 柯文丽 陈建军

韩 斌 王婧秋 徐 纳 郑 赞 王滢滢 李玉泉 肖融倩 刘早星 舒红艳

唐文卿 黄凯炜 温丽君 朱婷芳

英语专业

蔡延琨 李文靖 熊 伟 黄 斌 韩海燕 应骏腾 李艳萍 刘梅秋 朱可歆

付 湛 温珍真 廖 秀 刘美伶 钟玉婷 顾新骏 彭雪玲 熊志文 王 颖

罗小盼 吴书菊 徐贵平 余晓艳 陈 铮 赵冰晶 范雷鸣 陈芳林 周 蓉

朱 婷 吴楚滨 卢文蓓 敖玲洁 丁海燕 林坤海 胡姝敏 万小田 陈海萍

欧阳璐 蓝 燕 钟 西 艾淑娇 黄 恺 徐娇榕 焦小琴 徐冰玉 郑 倩

王 婷 邓国亮 余梦云 艾 娜 钟丽芳 嵇梦欣 危万万 邱 祎 章细女

黄沛芳 杨 昕 熊兰花 吴晓菲 聂银红 周 蕾 刘则远 黎小琼 许琴梅

郭红红 钟玉蓉 邹秋萍 刘 琳 万亚军 万冬晴 漆凤梅 肖文涛 姚美君

周素琴 翁 倩 肖舒婷 张 晨 廖 杰 游丹妮 熊美娟 李梦华 苗俊丽

王馨尉 吴亚欢 普琪璐 黄沙沙 肖金花 万小婷 王丽琳 谭 靓 高萍萍

陶兰兰 付 頔 苏海昌 许丽思 吴承露 董小静 丁桃生 黄 馨 夏 玲

邹秋连 邓 艳 邓湾湾 王 韬 徐 虹 江 平 陆灵毓 江冬凤 郭召毅

孙逸人 万 璐 陈晓萍 张 艳 陈 珊 樊 成 金晓颖 李贵红 张金平

林 玥 袁 品 孙 艳 杨继斌

园林专业

农 羽 刘著靖 姜梦桥 陈 泓 曹 冶 杨强龙 武超波 韩晓昉 周 星

王文静 杨 帅 苏晓娜 丁鹏程 徐煜宸 李 俊 姜琳琳 曹 杨 王银环

周文杰 林李玲 董太义 温桂兰 何秋虹 王 婷 陈 明 刘 凯 张洪凯

左晨旭 董轩铭 张 茜 张 娜 赵 晓 徐佳晶 张芯木 陆筱婷 康 雪

黄雪雯 万 颖 徐红孟 裴慧哲 钟德岩 王 敬 林路平 苏俞竹 许雨佳

张文彬 黄艄杰 梁 淼 叶顺南 李殿坤 王 玉 陈 文 许金飞 李创征

张 茜 程殷洁 刘思羽 邓伟东 黄 杰 彭 旭 庞艳斌 侯万里 鲁轶楠

杨 飒 黄 雄 张 尹 胡雪丽 毛 斌 刘林鸿全 马冰颖 王 青 韩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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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莉铭 胡佳琴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

胡丹丹 符永佳 张 延 俞 晗 陈景升 杨丽梅 甘云天 黄书闽 彭小琳

贺艳鹏 吴小敏 赵丹平 潘永强 曾小伟 黄 毓 李 兢 蒋顺明 汪 婷

沈国强 叶锐源 陈 敏 杜月辛 华 元 杨 娅 袁玉梅 舒 妍

（教务处运行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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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届专科毕业生名单

10 级财务管理专业

劳诗彦 卢 晗 程凯坤 张 辉 杨小林 孔令峰 刘福来 李辉鸿 曾凌燕

谢芸佳 柴 嵩 宋 杉 曾涛涛 熊源平 周 珊 葛金斐 方燕兰 陈澄发

陈媛媛 王玉霞 邹联咏 谭广亮 陈 筱 郭 良 谢金玲 吕 斌 毛艳花

匡谊玭 钟志强 汪 冰 徐丽芳 胡大春 刘 燕 吴爱主 席依凡 黄梅花

华菊芳 程军星 王 静 张 敏 陈 盼 黎晓聪 蔡文雅 熊罡月 陈金娥

吴成志 汪 玲 占 富 殷苏敏 潘 耀 彭 珊 王佳颖 胡 梦 陈太阳

李冬林 张艳平 李 平 刘汉勇 宋正妹 谢李斌 孙 静 徐建河 谢一仙

杨 芳 李 梅 毛 伟

10 电子商务专业

周业姑 廖 思 徐林风 朱 倩 郭 锋 温慧英 鲁 箫 孔 健 刘艳娜

余 婷 罗根金 林国城 钟运林 陈建华 王春燕 王燕飞 王玉亭 文 南

陈 丁 廖永福 杨 春 吴芳芳 康 莲 何显华 欧阳丹 熊叶清 尧倩玲

吴欢辉 曾祥海 朱诗雨 聂凤娟 肖扬祥 肖秀华 平 瑾 朱海燕 张 玮

赖祥玉 王玲美 孙慧娟 高兴发 刘 香 胡 燕 石清琴 李小虎 陈礼宁

张 婷 刘丽萍 潘国华 戴柳燕 吕 婷 周 欣 赖正伟 詹晓婷 刘维绮

童 玲 郑小峰 叶柳清 钟 欢 过曼雪 罗达祥 王晓琴 李梦娟 孟 香

卢泽东 刘木贵 付德梅 徐加玲 谢长明 肖 琴 肖 琼 吴灵霞 赖 旭

刘 丹 李淑春 李 引 毛海波 叶 霖 彭 蕾 钟 晴 刘永衡 蒋祝远

查红玲 唐子豪 周志平 陈克星 熊培芳 邹云秀 丁 磊 胡秀敏 张坚满

何秀宝 江文峰

10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王 云 李 婷 周亚萍 张冬飞 徐 攀 黄子花 彭 颖 刘志鹏 姜岭岭

肖冰兰 蔡瑞红 谭聪平 周恬恬 汪倩倩 吴得枝 刘浩东 李银玲 李红平

蔡 璐 吴梦佳 明小莉 钟慧丹 弥飞鹤 罗 翀 曾燕梅 汪雪琴 祁雪妮

兰波浪 谢丽娜 殷士欣 王 敏 刘永瑞 罗水英 何海英 谭锦辉 黄志龙

李 娜 谢妮娜 郝如霞 关 晗 邓桃金 葛晓连 毛宗强 许 飞 杨玉凤

杜思佳 何淑敏 张福兵 贺云荣 曾宜萍 龙 军 董明青 张宇婷 王思静

邹成臣 李良斌 杨根华 张 倩 蒋小平 马金成 彭 真 陈开明 吴庚锋

刘烈源 段龙华 李 攀 毛 智 杨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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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会计专业

陈文静 张 维 顾倩倩 杨金帅 王联欢 陈 祺 邱在飞 陈 永 钟菊香

蔡超林 钱婕妤 吴新兰 周 婷 彭娇娇 胡 余 赵 宇 刘 蕊 叶兴流

王 菡 张义薇 廖 晗 郑 淏 凌华武 邓文娟 张 瑞 肖 波 刘娟娟

冯 霞 刘 玉 陈秋霞 邓策濒 段小凤 程秀娟 陈 猛 曹久梅 高 霞

夏鹏玲 陈丹丹 赖鹏祺 廖 听 张香林 包 乐 林玲坤 郭苏梅 杨 丽

曹 婷 戴华健 刘彩萍 王君旎 郭 灿 杨志鹏 肖益华 彭 娜 王菲菲

曾文英 施 敏 陈丽婷 蔡祈涛 赖仁祥 刘春兰 潘小艳 宋 芮 毛素云

刘莎莎 刘 欣 陈超凡 钟观福 李 娟 李 晶 陈美兰 黄 敏 邓 娟

袁 鸳 张佳华 卢展宏 刘 悦 卫颖洁 付凤英 杨 绿 向 桃 陈 艳

熊文龙 赖正财 匡萃苹 吴 松 聂戈婷 罗淑云 蔡 艳 肖彩霞 王 丹

陈声洪 刘三姣 明良平 李松颖 刘磊婷 钟小婷 黄丽君 王建琴 吴小龙

郑 婷 刘 平 刘小翠 朱 丹 欧阳梦丽 石书萍 卢彦香 徐左明 吴龙仙

叶春龙 汤文泉 刘四娇 张 婉 付中静 陶 薇 祝 福 刘 芬 彭晓军

谢红霞 吴 珍 郑宝珠 杨艳琳 姜笑丽 曾令武 闵春芳 李霞云 洪 虹

聂巧珍 胡 丽 占金金 王 盼 段 江 王霞萍 李 青 贾思瑶 程志燕

王思梦 方 雯 杨 笋 张炳昆 胡 娜 沈 华 黄文菊 刘小梅 胡 灿

杨 婷 童 婧 金泽华 杨 槐 冯春玲 郝喜田 陈 云 代丽婷 徐晓兰

刘 婷 潘铮正 蒋媛媛 林梦如 程冠帅 江苏缘 杨晓培 徐 欣 文艳玲

卢开城 徐 娇 邝冠军 汪 亮 罗巧珍 张夫龙 宁 璇 邹 晴 李永强

陈荣荣 刘 珍 艾新云 刘 为 陈贻钫 王素云 谈 倩 刘 霞 张小娟

姜伟筠 潘金龙 熊 敏 郭海林 周俊丽 袁 莉 高晶晶 王 洋 徐海珍

周 辉 杨依依 杜裕廷 方 熠 王 莉 郑华丽 郑亮亮 袁 洁 陈水根

朱金蝉 曾垂远 陈文燕 陈 围 周 婷 聂一波 徐敏岳 刘江台 陈川雄

蔡忠文 周一冉 黄玉兰 张金连 黎永华 徐 旺 严 棋 刘克樟 谢 毅

陈瑞玉 马书尧 魏燕红 徐文龙 官付高 童 龙 康道均 汪佳南 王 茜

卢敏芬 曾庚凤 肖贺鹏 祝光良 张龙飞 张 煜 唐国平 蒋莲花 伍超超

裴天妤 李顺利 胡小辉 饶文彬 胡 斌 贺本维 赵冬冬 卜国丽 蒋 婧

苏光鸫 刘志鹏 刘向阳 黄小丁 金 强 董 力 习艳琴 郑清剑 江 峰

刘学荣 郑小怀 吴阳健 朱卫军 钟 响 刘昌丰 刘 兵 滕奇峰 漆 庆

陈阳阳 袁紫洋 严匡轩 欧阳基 曹芳琴 叶 宁 罗 斌 喻 翔 李辉友

刘晓清 王政钊 刘 青 黄玉珍 吴志远 穆 操 杨义森 童 翔 胡宝荣

杨 腾 廖文伯 江婷婷 欧阳承义 江 婷 滕雨晨 谢小军 盛海兵 郭红伟

杨忠振 杨 扬 曾文军 陈秋平 刘祥军 李 芳 黎金发 祝丰俊 许 平

刘雅迪 童志超 宁 安 张功平 罗 微 涂成辉 邓小欢 何 山 叶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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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杭 陈翠婷 董焰华 俞文艳 李承和 李宝万 贾毛文 张益林 段隆彦

胡丽萍 郭昭才 陈 聪 游科兵 徐 靖 程作武 黄彬彬 郭 森 杨建英

杨 洋 曾 凤 郭圣敢 贺秀梅 王 豪 盖 恒 杨 星 徐美琪 张 江

赖淑芸 陈 旭 李 敏 蔡 彦 陈 浩 吴功煌 彭聪玲 郭留印 徐苇晶

程光盛 王美群 丁一辉 潘昊伟 邝利明 詹慧敏 李程程 袁 媛 叶小强

夏胜英 邹敏聪 钟林霖 钟 诚 黄颖慧 张学龙 叶爱青 陈 山 李 婉

江东亮 龙 腾 黎光少 陈 冉 付 强 赖梅芳 谢 凯 刘运娣 徐乐乐

张志国 李思远 彭小芳 廖翰星 张如梦 余建科 刘玉芳 刘 爽 李正富

钟丽媚 欧阳秀连 钟 理 王培培 李汉雄 刘 芳 徐天洋 唐江灵 朱霜叶

刘春燕 罗理芳 袁 婷 陆 斌 蔡桂兰 周 燕 周腾飞 王晓格 康 灵

余文丽 李彩凤 巢斯伊 杨 玲 卢宝珊 游崔龙 旷晓玉 肖红娟 余定盼

吴 云 肖如斌 雷志雯 肖继萍 李燕平 吴 珊 屈梦依 黄莺莺 魏海锐

羊小秀 黄 乾 刘三英 罗俊平 易艳萍 罗霞萍 彭 瑶 马姝香 李婉玉

陈 景 姜小梅 金 超 李招群 李晓萍 潘 丽 廖娜娜 张慧莲 丁 洁

吴春凤 孟庆林 傅文艳 郭红梅 汪 玉 张丽琼 邱凌芳 陈晓仙 许红霞

钱向威 刘 莉 黄晓燕 乐晓庆 李亚飞 赵 容 董海青 刘 莉 刘玉珍

肖雨莲 何优优 王欢欢 严 洁 陈佳佳 许海建 刘 佳 姚 晴 曾庆甜

林 云 吴淑通 袁雅薇 杨红云 杨成竹 祝媛媛 胡淑芳 王美玲 熊钦茹

陈 啟 蔡珍珍 杨 侨 钟超群 郭叙华 谢 昊 周 君 刘紫微 张海斌

程军妮 陈 倩 邓 飞 何 琴 张蓉天 邹 番 朱水英 徐翔宇 劳麒谕

邹瑞琴 张邦民 刘琳琳 罗海凤 程钰婷 冷小玲 李义丰 赵传艺 杨开智

张 兵 翁建平 方 干 黎 容 罗秀秀 黄 斌 谢星荣 张 凯 王科仁

赖贞琼 邓小琴 熊素芳 刘小艳 童 鹏 肖 晶 吴汉铖 方 辉 高连城

蔡 明 张文娟 何建新 彭斌斌 吴泰飞 肖子强 饶旭梁 廖友妹 舒珊英

陈 思 陈河生 刘永明 刘朝金 李德强 林建玲 谭淑芳 黄淑女 张 丹

龚 云 胡 鹏 刘庭亮 符 炜 邓跃兵 袁彩桃 叶 园 丁秋红 易 芳

吴小明 周武祥 彭杰厚 周 洋 李 丹 陈小丽 钟一帆 管永玲 彭 滔

张军飞 肖 华 王 鑫 吴佳敏 金增妹 申力展 刘 敏 张平根 彭水林

王永亮 曾剑文 汪谷桂子 何 妮 韩 磊 王 芬 欧阳海平 康 勇 曾跃飞

张佳宾 陈莉莉 张 巍 唐海文 柳 蓓 陈智聪 夏 霖 王光平 谢焕斌

吴美灵 朱 琴 汪越伟 邓娉婷 陈 伟 邹 磊 邹辉斌 曹荣青 安丽金

左丽梅 赵 兴 尹 丹 梁振辉 谢思强 万远辉 杨伦军 时 健 涂 丽

刘智慧 黄兰香 侯文刚 罗宝林 李 明 罗大清 李文彬 郑 芝 华国涛

邓秀红 周佐枰 刘 昌 钟新建 徐 刚 许洋洋 王 秀 熊 涛 刘洪佩

陈海林 钟 阳 黎 旺 周文清 郭昌露 张兰秀 杨立国 甘润红 徐文锦

陈小文 邱仁煌 史水鸿 陈明哲 李 希 黄天宇 易 丰 徐德宝 聂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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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宸 骆江锋 郭地长 高 倩 陈妹琴 黄芳美 王金剑 陈海龙 张爱祥

朱旭飞 彭小龙 念雨薇 伍亚丽 万 霜 方秋平 郭江荣

10 会计电算化专业

林书花 熊 丹 朱艳琴 李小婷 郭美玲 胡慧云 邹高强 吴忠义 严来霞

孙 莉 彭林琦 杨 红 刘 青 高梦瑶 曾福泉 王 强 陈菁菁 左 茜

刘春凤 彭 佳 危希意 张 雪 江 飚 丁克顺 周雪华 游 玉 曹栋佩

龚 凡 黄 山 冷晚玲 钟 璇 尹文斌 曾小超 叶菊芳 钟秋香 曾 丹

桂 晨 曹皓秋 吴芃芃 王国辉 林 娇 何细云 王 青 廖素华 刘霜爽

姚凌云 余 林 车艳军 胡彩齐 李秀珍 詹秋菊 陈梦莲 朱丽琴

10 计算机应用专业

郑华丽 魏燕红 蒋 婧 叶 宁 曾文军 段隆彦 吴功煌 黎光少 周 婷

曾庚凤 郑清剑 吴志远 童志超 郭 森 邝利明 李思远 张金连 裴天妤

刘 兵 欧阳承义 苏 杭 杨 星 钟 诚

10 酒店管理专业

钟丽媚 刘 莉 熊素芳 唐海文 陈妹琴 肖益华 刘 芬 张小娟 苏光鸫

朱霜叶 肖雨莲 张文娟 汪越伟 伍亚丽 刘春兰 闵春芳 王 洋 江 峰

王晓格 曾庆甜 陈 思 赵 兴 杨金帅 李 娟 王霞萍 郑亮亮 滕奇峰

旷晓玉 王美玲 张 丹 刘智慧 吴新兰 刘 悦 胡 娜 聂一波 罗 斌

吴 珊 周 君 丁秋红 华国涛 张义薇 匡萃苹 杨 槐 黎永华 穆 操

易艳萍 邹 番 钟一帆 熊 涛 冯 霞 刘三姣 蒋媛媛 徐文龙 陈荣荣

李招群 程钰婷 申力展 杨立国 高 霞 郑 婷 徐 娇 肖贺鹏 李顺利

傅文艳 黎 容 韩 磊 黄天宇 郭苏梅 吴龙仙

10 商务英语专业

江 婷 詹慧敏 屈梦依 刘紫微 易 芳 邓秀红 廖 晗 吴 松 彭聪玲

陈秋平 黄颖慧 罗霞萍 朱水英 管永玲 刘洪佩 刘 玉 明良平 肖红娟

宁 安 陈 冉 李晓萍 冷小玲 刘 敏 甘润红 夏鹏玲 刘 平 熊钦茹

陈翠婷 彭小芳 郭红梅 罗秀秀 王 芬 易 丰 杨 丽 叶春龙 龚 云

胡丽萍 欧阳秀连 黄晓燕 刘小艳 柳 蓓 黄芳美 彭 娜 彭晓军 黄兰香

杨建英 刘春燕 何优优 何建新 邓娉婷 万 霜 潘小艳 卫颖洁 周 婷

徐美琪 康 灵 林 云 陈河生 尹 丹 王联欢 李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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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市场营销专业

邓文娟 张夫龙 贺本维 李宝万 刘 芳 许海建 林建玲 罗大清 段小凤

陈贻钫 金 强 徐 靖 蔡桂兰 杨成竹 邓跃兵 徐 刚 廖 听 郭海林

朱卫军 贺秀梅 杨 玲 钟超群 周 洋 周文清 刘彩萍 杜裕廷 严匡轩

李 敏 雷志雯 邓 飞 王 鑫 史水鸿 施 敏 曾垂远 王政钊 王美群

黄 乾 张邦民 曾剑文 骆江锋 刘莎莎 蔡忠文 杨 腾 夏胜英 陈 景

张 兵 张佳宾 董海青 邓 娟 谢 毅 郭红伟 李 婉 丁 洁 王科仁

谢焕斌 饶旭梁 向 桃 汪佳南 祝丰俊 刘运娣 陈晓仙 方 辉 曹荣青

杨伦军 蔡 艳 唐国平 邓小欢 刘玉芳

10 通信技术专业

李霞云 姜伟筠 胡小辉 刘祥军 李程程 余定盼 吴淑通 彭斌斌 陈智聪

李 青 徐海珍 刘志鹏 张功平 张学龙 黄莺莺 陈 啟 刘永明 陈 伟

沈 华 袁 洁 刘学荣 董焰华 付 强 彭 瑶 张海斌 胡 鹏 梁振辉

冯春玲 徐敏岳 漆 庆 郭昭才 廖翰星 潘 丽 徐翔宇 吴小明 侯文刚

林梦如 徐 旺 喻 翔 杨 洋 钟 理 汪 玉 李义丰 彭 滔 周佐枰

邝冠军 官付高 杨义森 张 江 罗理芳 乐晓庆 黄 斌 张平根 陈海林

刘 珍 祝光良 滕雨晨 郭留印 余文丽 王欢欢 童 鹏 欧阳海平 徐文锦

徐德宝 王金剑

10 微电子技术专业

方秋平 陈秋霞 宋 芮 李松颖 洪 虹 程冠帅 周 辉 童 龙 郑小怀

陈 祺 陈丹丹 陈美兰 刘小翠 贾思瑶 汪 亮 陈水根 张龙飞 陈阳阳

彭娇娇 曹 婷 付凤英 汤文泉 黄文菊 艾新云 刘江台 饶文彬 李辉友

郑 淏 王菲菲 聂戈婷 谢红霞 郝喜田 潘金龙 严 棋 刘向阳 童 翔

谢小军

10 物流管理专业

李 芳 张如梦 严 洁 刘庭亮 钟 阳 戴华健 聂巧珍 陈川雄 盛海兵

谢 凯 罗 微 王培培 袁雅薇 周武祥 陈小文 曾文英 程志燕 刘克樟

黎金发 余建科 俞文艳 袁 婷 蔡珍珍 张军飞 聂桃平 毛素云 刘小梅

康道均 涂成辉 李汉雄 陈 聪 李彩凤 程军妮 彭水林 陈海龙 黄 敏

陈 云 张 煜 李承和 陆 斌 曾 凤 吴 云 劳麒谕 康 勇 郭江荣

杨 绿 江苏缘 胡 斌 游科兵 巢斯伊 赖淑芸 魏海锐 赵传艺 夏 霖

邱在飞 罗淑云 罗巧珍 黄小丁 郭圣敢 肖如斌 徐苇晶 马姝香 谢星荣

邹 磊 胡 余 刘磊婷 刘 为 吴阳健 陈 旭 朱金蝉 袁 媛 廖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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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晶 谢思强 凌华武 朱 丹 熊 敏 袁紫洋 程光盛 胡宝荣 叶爱青

张丽琼 吴泰飞 罗宝林 邓策濒 刘四娇 杨依依 刘晓清 叶小强 陈 山

赖梅芳 李亚飞 刘朝金 刘 昌 赖鹏祺 吴 珍

10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

羊小秀 邱凌芳 杨红云 邹瑞琴 吴汉铖 符 炜 王永亮 邹辉斌 钟新建

李婉玉 赵 容 杨 侨 杨开智 肖子强 彭杰厚 曾跃飞 万远辉 黎 旺

张慧莲 陈佳佳 陈 倩 张 凯 李德强 肖 华 王光平 李 明 邱仁煌

张 宸 张爱祥 朱旭飞 陈 永 赵 宇

（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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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届成教毕业生获得学士学位名单

江财学位字〔2013〕7 号

授予 2013年度下半年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吴蒙等 513人学士学位。具体情

况如下：

一、自考本科毕业生（513人）：

（一）管理学学学士（407人）：

吴 蒙 肖慧娟 邓志刚 俞瑞娟 严春燕 刘玉婵 舒 伟 赵 杰 刘 敏

蔡文韬 韩玉婷 许 俊 邹 丽 潘虹蓓 罗梦洁 刘 丹 杨莉芳 易玉环

姜祥云 蔡 磊 李 凯 王 莹 孙 芹 崔淑婷 曹俊锋 彭亚兰 左秋香

贺佩红 张 洁 范孟星 张欣欣 何洪丽 李慧慧 李明燕 徐静雅 李 畅

刘 琴 付论文 马菜丽 叶芳馨 熊顺龙 陈雪红 刘易君 张亚平 傅 鹏

刘 玲 卢玉媛 王 英 吴明慧 尤秀丽 钱晶晶 罗 凯 林建辉 李美荣

李浩飞 尹李平 饶若云 杨熙艳 周玉莹 申 欣 张芷宁 罗玉龙 刘娟华

何柳圆 周 姮 樊慧芳 李 娟 杨莉平 沈 珺 罗 静 李小娟 魏 莉

余小毛 刘姝龄 刘阁君 全丽霞 吴静莹 谢水连 李 霏 傅芳芳 谢羽静

李慧玲 陈木辉 涂远程 宋 琪 姜运运 刘艳琳 高琴丹 赖小军 陈 艳

夏丽萍 李 艳 陈 瑶 杨光艳 胡 伟 胡丽娟 詹建峰 魏小波 邹丽华

李小双 刘朝美 黄瑞玲 郭 倩 韦 丽 梅 敏 李 洪 朱红燕 付建静

万 娟 杨 双 徐金会 魏俊兰 方 军 胡美青 钟雅迪 彭 璇 曾 葳

郑春叶 罗智超 刘从艳 岳英倩 王 斌 杨 莹 李 莎 安慧丽 刘青铃

王斐萍 胡 冉 庄彩晖 林 侠 白静静 王 友 余 艳 代孟秀 杨 芳

钱凤伟 张舒娟 李夫梅 丁晶晶 彭茶平 樊 萍 吴美芳 高苹苹 刘 夕

李晨瑜 崔燕燕 万 娜 聂小香 王桃梅 孙文群 杜玲琳 罗 萍 廖英秀

胡 丹 邹露贞 徐丽婷 鲁小燕 项 莉 张东生 宋 翔 龚梦微 钟梓璇

廖 玲 吴晓红 郭 岚 卢 菁 章 霞 许 超 吴雅慧 刘玲凤 黄 瑶

黄 婧 邹舟婷 钟晓甜 张 丹 李颖艳 俞 琼 陈小丹 张亚妮 张 苏

程 莉 李慧芳 杨国慧 谢文飞 洪 禹 潘 磊 陈凌霞 胡 俊 刘 彬

王家慧 黄 琪 郑明珠 刘玉莹 孙晓琳 邱金兰 孔瑞武 郭萍萍 刘才华

陈柯江 陈欢欢 余 斌 汪秋红 师永鹏 黄发平 黄 欢 卢 勇 夏 博

朱新荣 王玉平 文 靓 刘 辉 吕艳丽 张 涛 付云霞 詹典鲸 李惠敏

周梦纯 李艳梅 宋婵娟 彭 辉 廖 菲 况 雪 张 可 丁德福 熊文龙

杨师师 陈丽思 吴云英 陈 曼 杨一林 陈玲琴 王 华 江 蓉 江丽红

钟春萍 王 琳 贺 文 邓 磊 刘晓薇 赖 婷 陈 芸 罗 婷 彭红丹

杨盼彬 纪金英 张细波 王振伟 周亚宝 孙仕香 郑 镔 孙航冰 吴海华

郭德福 刘 渊 张 玮 朱天纬 张艳青 黄 源 莫珊珍 谢 芬 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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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桂清 周雷刚 陈 迪 钟 华 辛 珺 周 捷 刘 捷 杨为莲 周 敏

宋申亮 邓泽林 邹 强 段慧慈 毛碧秀 刘 灯 戴小林 程 莉 林圣力

池启君 杜 慧 王红玉 刘丹阳 吴 婷 代 琴 刘彦娇 肖配礼 鲁 影

郑卓均 孙鹏程 吴明芳 石 渝 马 炜 赵一帆 陈继武 夏 钦 阳 恒

孙民喜 邹 波 安 勇 刘锦涛 余 欣 苏卫东 陈伟杰 马 娟 张 强

张 平 于惠婷 谭雅霜 赵 岚 胡豪杰 曹艺婷 祁 琪 蓝才斌 谭 勇

严桂秋 雷贵娇 陈 艳 史登岳 祝建平 黄德高 谢陈奇 柳 斌 王根生

袁海东 李 林 沈亚运 高 丽 薛学美 高 其 张海光 石 龙 徐红珍

黄 亮 叶 玲 李庆国 王建国 林海莲 王 勤 郑莉梅 南晓寒 马颜芬

胡玲玲 金 亮 李 旭 沈冬花 郝雅琼 牛军海 吴田华 邹云华 王闽杰

何传腾 谌 峰 庄江峰 吴科强 许建鹏 黄巾晶 李 贺 宁晋华 熊 欢

王 宇 吴贺然 霍志祥 邓金玲 王添天 刘星武 赖 玲 夏文婧 祁家蓉

肖潇雨 许翀睿 徐艳霞 赵文婕 杨 阳 朱才建 杨水荣 陈友江 张 锐

吴 帆 张绍强 黄丹丹 陈 娜 胡 燕 徐丽萍 何 芳 朱雪红 何 琴

左 江 孔 渊 王莉莉 金 艳 郑 琳 刘月娜 邬礼娇 刘 波 程存武

郭少彦 吴祖英 戴志维 叶康生 钟支祥 孙 丽 刘 单 杨 钊 吴逸妤

刘潇然 冯 铁

（二）经济学学士（34人）：

谢 琨 刘 伟 曾雪贞 杨 灿 方如一 张思雨 陶小兵 范水金 蒋 慧

谢世新 姜晓忠 石 龙 李丽珠 罗益静 余益红 申露露 熊 婷 夏 辉

陈培品 肖 芸 李 丹 王 瑶 胡 琴 衷毓雯 刘 萍 赖日梅 伍宝玉

黄 莹 许玫芳 路 伟 刘 艳 陈 玲 徐彦彬 陈朋亲

（三）法学学士（46人）：

陈诗园 韩桂琳 杜秋萍 周 瑾 高 翔 周玉芬 朱云斌 李 智 李述华

郑 珊 谌帅屿 刘 晴 何 坤 宋蔚东 晏 萍 王国臣 吴 佳 樊玉娇

肖满芬 江杰峰 薛 琦 林芳梅 吴文杰 许 伟 孙祖波 左 月 张慧玲

魏帅帅 陈雄策 熊红红 杨 帆 杨虞娇 成爱玲 应 婷 刘 敏 程永芳

张 源 李小云 胡观发 曹 菁 叶珍珍 楼艾奇 李 敏 荣 荣 李 丹

王昱杰

（四）文学学士（17人）：

唐丽红 刘春花 胡晓艳 黄静华 叶慎丽 赵 然 朱晓静 严亚萍 吁 婷

徐 峰 李鹏飞 赵 晨 叶 峄 王书亮 胡静静 李 芳 邹文华

（五）工学学士（9人）：

邹志敏 张 强 张学朋 石玉婷 刘海枫 邹长根 杨秋明 王伟鹏 曾维维

（摘自 OA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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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学工程建设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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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人 立项级别 立项年度 备注

1 多媒体 会计学原理 会计学院 程淑珍 国家级 2013 二等奖

2 多媒体 中外广告史 人文学院 吴 辉 国家级 2013 二等奖

3 多媒体 金融信息系统 信管学院 狄国强 国家级 2013 一等奖

4 多媒体
英语演讲-课后自主学习

网站
外语学院 杜景平 国家级 2013 一等奖

5 多媒体 建筑工程施工 旅城学院 李 明 国家级 2013 优秀奖

6 多媒体 Flash AS3.0程序设计 软通学院 汪彩霞 国家级 2013 优秀奖

7 多媒体 电子商务项目管理 国贸学院 王根生 国家级 2013 优秀奖

8 多媒体 体育保健学（网络版） 体育学院 严 伟 国家级 2013 优秀奖

9 多媒体 “微观经济学”移动网络学习平台 经济学院 李国民 国家级 2013 优秀奖

10 多媒体 新视野大学英语 3 外语学院 冷玉芳 国家级 2013 优秀奖

11 教材奖 货币银行学（第四版） 金融学院 胡援成 省级 2013 一等奖

12 教材奖 统计学 统计学院 罗良清、魏和清 省级 2013 一等奖

13 教材奖 财政学（第 2版） 财税与公共 匡小平 省级 2013 一等奖

14 教材奖 物流战略管理 工商学院 刘浩华、李振福 省级 2013 一等奖

15

教材奖

大学计算机基础（第二版）

信管学院 凌传繁等 省级 2013 一等奖16 大学计算机基础实验教程

17 Access数据库应用与 VBA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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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负责人 参与人 立项级别 立项年度 备注

18 教材奖 财经管理信息系统 信管学院 徐升华、沈波、舒蔚 省级 2013 二等奖

19 教材奖 决策理论与方法 信管学院 陶长琪 省级 2013 二等奖

20 教材奖 国际会计学 会计学院 宋京津 省级 2013 二等奖

21 教材奖 企业战略管理 工商学院 舒 辉 省级 2013 二等奖

22 教材奖 税收筹划教程 财税与公共 姚林香、席卫群 省级 2013 二等奖

23
精品视频

公开课
幸福生活中的政治常识 马列学院 万绍红 校级 2013

24
精品视频

公开课
漫谈文化江西 旅城学院 曹国新 校级 2013

25
专业综合

改革
工商管理 工商学院 吴照云 省级 2013

26
专业综合

改革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院 罗良清 省级 2013

27
精品资源

共享课
中国税制 财税与公共 王 乔 国家级 2013

28
精品资源

共享课
创业管理 工商学院 胡宇辰 国家级 2013

29
精品资源

共享课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信管学院 徐升华 国家级 2013

30
精品资源

共享课
审计学 会计学院 张 蕊 国家级 2013

31
精品资源

共享课
决策理论与方法 信管学院 陶长琪 国家级 2013



186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负责人 参与人 立项级别 立项年度 备注

32
精品资源

共享课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 金融学院 吕江林 国家级 2013

33
精品资源

共享课
数据库系统及应用 信管学院 万常选 国家级 2013

34
精品资源

共享课
税收筹划 财税与公共 姚林香 省级 2013

35
精品资源

共享课
统计学 统计学院 罗良清 省级 2013

36
精品资源

共享课
高级财务会计 会计学院 彭晓洁 省级 2013

37
精品资源

共享课
西方文化史 人文学院 林 新 省级 2013

38
卓越

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管学院 万常选 省级 2013

39
卓越农林

人才
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 旅城学院 蔡升桂 省级 201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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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璐

省级 2013 二等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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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 辉、熊进

光、张怡超、黄

华生、徐聪颖

省级 2013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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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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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长琪、盛积

良、胡平波、万

建香、余达锦

省级 2013 二等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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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国强、万常

选、廖国琼、刘

德喜、杨小平

省级 2013 二等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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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与公共 匡小平

匡小平、肖建

华、徐旭川、杨

得前、程 岚

省级 2013 二等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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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

法、夏德根、唐

书麟、刘晓泉

省级 2013 二等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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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 2013 二等奖

47
教学

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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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院 卢福财

卢福财、廖进

球、罗良清、李

良智、吴昌南

省级 2013 二等奖

48
教学

成果奖

博士生招生制度国际比较分析及选拔机

制创新设计
研究生院 吴照云

吴照云、李春

根、邹秀清、尹

朝华、吴志军

省级 2013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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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教学

成果奖
“1+2+3”的MBA培养模式 MBA学院 周玫

周 玫、宁

亮、郑 宁、吴

良平、庄 凯

省级 2013 二等奖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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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进球、谭光

兴、彭志武、刘

淑波、范授冶

省级 2013 一等奖

51
教学

成果奖
《数据库系统原理》教材建设 信管学院 万常选

万常选、刘爱

红、廖国琼、吴

京慧、刘德喜

省级 2013 一等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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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福财、胡宇

辰、陈 明、梅

小安、刘克春

省级 2013 一等奖

53
教学

成果奖

《中国税制》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改革

与实践
财税与公共 王乔

王 乔、匡小

平、陈 荣、徐

旭川、伍云峰

省级 2013 一等奖

54
教学

成果奖

创业型人才“一擎四轮”培养模式的理论

与实践
高教所 廖进球

廖进球、谭光

兴、彭志武、刘

淑波、范授冶

校级 2013 特等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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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与公共 王乔

王乔、匡小平、

徐旭川、肖建

华、伍云峰

校级 2013 特等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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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福财、胡宇

辰、陈明、梅小

安、刘克春

校级 2013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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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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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

发、夏德根、唐

书麟、刘晓泉

校级 2013 特等奖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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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璐
校级 2013 特等奖

59
教学

成果奖

知识管理视角下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的

研究与实践
会计学院 蒋尧明

蒋尧明、荣莉、

章丽萍、吉伟莉
校级 2013 特等奖

60
教学

成果奖

“四层两纵”的“深路链”统计学专业实践

教学体系构建与应用
统计学院 罗良清

罗良清、罗世

华、杨头平、王

建农、吴主讲

校级 2013 特等奖

61
教学

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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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管学院 万常选

万常选、刘爱

红、廖国琼、吴

京慧、刘德喜

校级 2013 特等奖

62
教学

成果奖
信息系统系列课程的建设与改革 信管学院 方志军

方志军、徐升

华、万常选、沈

波、廖述梅

校级 2013 特等奖

63
教学

成果奖

工业设计专业基于“双三元”契合下的项

目驱动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艺术学院 罗时武

罗时武、况宇

翔、韩吉安、张

相森、黄志明

校级 2013 特等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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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级 2013 一等奖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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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洋

汪洋、刘兴华、

彭玉镏、王国

忠、闵小平

校级 2013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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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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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与公共 匡小平

匡小平、肖建

华、徐旭川、杨

得前、程岚

校级 2013 一等奖

67
教学

成果奖

面向全过程的工商管理类课程教学管理

创新及其应用
工商学院 胡海波

胡海波、胡宇

辰、郑江绥
校级 2013 一等奖

68
教学

成果奖

《商务谈判》教学演练共同体的构建与

实施
工商学院 汪华林

汪华林、陆淳

鸿、余中东、

戴晓光

校级 2013 一等奖

69
教学

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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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长琪、盛积

良、胡平波、

万建香、余达锦

校级 2013 一等奖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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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一等奖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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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忠烈

校级 2013 一等奖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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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一等奖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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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辉、熊进光、

张怡超、黄华

生、徐聪颖

校级 2013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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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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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一等奖

75
教学

成果奖

“多模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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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一等奖

76
教学

成果奖

财管类《线性代数》课程双主体多目标

立体化教学研究
信管学院 何明

何明、易伟明、

徐晔、华长生、

柳键

校级 2013 一等奖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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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一等奖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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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一等奖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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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二等奖

80
教学

成果奖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技能教育模式探索与

实践——基于创业型人才培养
工商学院 蔡文著

蔡文著、黄景

洲、刘爱军、占

小军

校级 2013 二等奖

81
教学

成果奖
《会计学原理》教材建设及教学改革实践 会计学院 程淑珍

程淑珍、张蕊、

王建辉、周冬华
校级 2013 二等奖

82
教学

成果奖
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会计学院 程淑珍

王雪峰、刘浩

华、李毅学、吴

群、潘淑清

校级 2013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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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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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二等奖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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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二等奖

85
教学

成果奖
财经类大学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国贸学院 黎新伍

黎新伍、叶晗

堃、罗春香、杜

江萍、尤后兴

校级 2013 二等奖

86
教学

成果奖
财政学专业多样化实践教学平台 财税与公共 徐旭川

徐旭川、匡小

平、陈荣、肖建

华、伍云峰

校级 2013 二等奖

87
教学

成果奖
MPA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财税与公共 匡小平

匡小平、陈荣、

丁美东、方晔、

黄天发

校级 2013 二等奖

88
教学

成果奖

高校统计学专业实践教学创新体系研究

与实践
统计学院 潘文荣

潘文荣、罗良

清、漆莉莉、詹

国华、李燕辉

校级 2013 二等奖

89
教学

成果奖

国家级经管类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六
化”模式

实验教学中心 关爱浩

关爱浩、黄莉

萍、查大元、宗

云、常春

校级 2013 二等奖

90
教学

成果奖
《国际金融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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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

校级 2013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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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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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二等奖

92
教学

成果奖

以学生项目能力为核心的旅游人类学多

元教学平台
旅城学院 曹国新

曹国新 吴志军

邹勇文
校级 2013 二等奖

93
教学

成果奖
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学的联动 法学院 徐光华

徐光华、姜红

仁、易虹、陈凌、

郭晓红

校级 2013 二等奖

94
教学

成果奖

以培养竞争执法人才为目标的《市场规

制法》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法学院 喻玲

喻玲、蒋岩波、

蒋悟真、张志

伟、李翃楠

校级 2013 二等奖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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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青玥、夏

德根、唐书麟

校级 2013 二等奖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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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斌、

尹忠海、蔡前、

银平均

校级 2013 二等奖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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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二等奖

98
教学

成果奖

高校学科建设发展规划研究：以江西省

为例
金融学院 刘兴华

刘兴华、汪洋、

胡芳、陈少平
校级 2013 二等奖

99
教学

成果奖
IT-BasedAVMD视听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外语学院 朱少华

朱少华 张善军

李红梅 何爱群
校级 2013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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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教学

成果奖

以大学语文为载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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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二等奖

101
教学

成果奖

以英语竞赛为驱动力的大学英语第二课

堂教学研究
外语学院 曾剑平

曾剑平、叶卫

华、张建丽、杜

景平、何晓勤

校级 2013 二等奖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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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二等奖

103
教学

成果奖
经济新闻多维一体专业实践模式 人文学院 王玉琦

王玉琦、周立

华、文成、王妤

彬、陈县英

校级 2013 二等奖

104
教学

成果奖
艺术设计课程体系改革与立体化教材建设 艺术学院 卢世主

卢世主、彭建斌、

黄松涛、陈敏、

陈振

校级 2013 二等奖

105
教学

成果奖

基于 3D互动游戏的任务型英语视听说

课程平台建设
外语学院 杜景平 杜景平 校级 2013 二等奖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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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二等奖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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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级 2013 二等奖

108
教学

成果奖

基于机器人平台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构

建与实践
软通学院 谢建宏

谢建宏、朱华

贵、谢亮、白耀

辉、张雪娥

校级 2013 二等奖

（教务处质量科姜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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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一览表

序 号 项目类别 学科分类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1 重大招标 跨学科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通史（多卷本） 吴照云 工商管理学院

2 重大招标 跨学科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机制与政策工具研究 谢花林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3 重点项目 管理学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区域差异的形成机理及分类治理对策研究 邹秀清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4 重点项目 理论经济 基于贸易—资本双权重下的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编制研究 汪 洋 金融学院

5 重点项目 新闻学 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果的传播理论研究 张品良 人文学院

6 重点项目 艺术学 绿道规划战略：南昌市文化遗产廊道景观资源调研 魏峥 艺术学院

7 重点项目 应用经济 家庭农场发展机制优化研究 温 锐
马克思主义学院、生态文明

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8 一般项目 法学 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法律修改问题研究 易有禄 法学院

9 一般项目 法学 民国时期不动产登记制度研究 熊玉梅 法学院

10 一般项目 法学 国家干预视角下的金融机构破产法修正 巫文勇 法学院

11 一般项目 法学 我国宪法实施中的宪法解释机制问题研究 刘 国 法学院

12 一般项目 法学 互联网行业反垄断问题研究 蒋岩波 法学院

13 一般项目 法学 侵犯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徐聪颖 法学院

14 一般项目 法学 学校语境下学生基本权利研究 王柱国 法学院

15 一般项目 法学 预算公开法治化的实质、困境与发展理路 蒋悟真 法学院

16 一般项目 法学 我国统一协议管辖制度的适用问题研究 王吉文 法学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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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区域创新软环境评价及其优化对策研究 廖少纲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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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般项目 管理学 预算视阈下制度约束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研究 蔡芳宏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失独”家庭潜在社会风险防范体系构建研究 曾维涛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1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基于供应链视角的预防腐败体系研究 龚代华 工商管理学院

22 一般项目 管理学 价格离散条件下网络营销绩效评价研究 黎新伍 国际经贸学院

23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基于信息的突发事件组织机制与指挥体系构建研究 罗春香 国际经贸学院

24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基于生态旅游的山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江民锦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5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基于公私合作的廉租房建设项目 RCP融资创新研究 李 明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6 一般项目 管理学 新时期旅游产业国家战略的基础构架与实现路径研究 曹国新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生态

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27 一般项目 管理学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明代政府治理思想研究 龚 贤 人文学院

28 一般项目 管理学 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测度与提升研究 余达锦 信息管理学院

29 一般项目 教育学 基于追踪调查的高校贫困生就业质量测度与保障体系构建 季俊杰 高等教育研究所

30 一般项目 教育学 基于终身教育理念的高等职业教育学制研究 彭志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31 一般项目 教育学 生源压力下欠发达省区高等教育政策调适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谭光兴 高等教育研究所

32 一般项目 教育学 财经院校专业型与学术型研究生协同驱动管理机制研究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33 一般项目 教育学 当前我国教育机会分配失衡的公共政策性根源与对策研究 詹 政 金融学院

34 一般项目 教育学 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在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中的应用实证研究 万 春 经济学院

35 一般项目 教育学 马克思“人的解放”与新时期核心价值教育问题研究 周书俊 马克思主义学院

36 一般项目 教育学 基于云计算的区域村镇教育资源信息化服务平台构建研究 徐 斌 统计学院

37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中国经济学建构域中的实践逻辑与方法论问题研究 许光伟 经济学院

38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基础设施产业特许经营合约中的政府承诺问题及其治理研究 陈富良 经济学院

39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近代中国民间借贷风险防范的历史经验及当代转型 杨 勇 经济学院

40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当代中国农村财产权制度变革与农民自主创业的演变研究 杨丽琼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41 一般项目 人口学 国民环境素养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李文明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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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一般项目 社会学 中国农民民生问题研究 伍先斌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43 一般项目 社会学 我国农村散杂居地区社会管理能力水平测度研究 许才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44 一般项目 体育学 我国大中型体育场馆运营改革研究 陈华敏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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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淑英 体育学院

46 一般项目 体育学 民俗体育对促进农民市民化的作用研究 涂传飞 体育学院

47 一般项目 统计学 基于物质流核算(MFA)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研究 李良智 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院

48 一般项目 统计学 中国 30省区市碳足迹及省际间碳转移核算研究 曹俊文 统计学院

49 一般项目 图书情报 商业生态系统中隐性知识转移机制研究 沈 波 信息管理学院

50 一般项目 图书情报 老年人社会化网络服务采纳及持续使用行为研究 刘 炜 信息管理学院

51 一般项目 外国文学 亨利·詹姆斯小说文体研究 吴 可 外国语学院

52 一般项目 新闻学 商业广告的价值观导向研究 吴 辉 人文学院

53 一般项目 艺术学 戏曲电影身份认同及其文化自强研究 王中云 人文学院

54 一般项目 艺术学 中美家具创新设计比较研究 柳献忠 艺术学院

55 一般项目 艺术学 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市景观的价值批评 陈 敏 艺术学院

56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评估及优化研究 余桔云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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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生态文明视阈下我国节能减排税收政策效应实证研究 伍 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9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资源环境禀赋与适宜性技术耦合的地方产业升级研究 阮 敏 产业经济研究院

60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反垄断执法宽严问题研究 王自力 产业经济研究院

61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无专利保护产业中企业自主创新实现方式研究 吴昌南 产业经济研究院

62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产权理论视角下的革命老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史言信 产业经济研究院

63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新城镇视阈下新型农民创业培训研究 彭志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64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我国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与高端攀升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胡大立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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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功能转型的对策研究 黄建军 国际经贸学院

66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条件分析 郑 文 国际经贸学院

67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核心价值观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研究 宋京津 会计学院

68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投机行为识别与控制的企业衍生品监管研究 曹玉珊 会计学院

69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央企集团财务控制执行力的提升路径研究 刘剑民 会计学院

70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合理幅度研究 吕江林 金融学院

71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提高我国基础设施投资质量问题研究 刘伦武 经济学院

72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碳减排的价格实现路径研究 肖文海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生

态文明与生态经济研究院

73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促进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机制研究 周 萍 信息管理学院

74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发挥房地产税制对控房价和稳定增长的长效作用研究 周全林 杂志社

75 一般项目 语言学 汉语方言应用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曾献飞 人文学院

76 一般项目 语言学 基于汉英翻译的中国英语研究 曾剑平 外国语学院

77 一般项目 语言学 基于语法隐喻的英语阅读教学研究 毛凡宇 外国语学院

78 一般项目 语言学 泛在学习视阈下多元互动与外语发展研究 张善军 外国语学院

79 一般项目 哲学 马克思“人的解放”问题研究 周书俊 马克思主义学院

80 一般项目 哲学 马克思新世界观及其阐释形式研究 张定鑫 马克思主义学院

81 一般项目 哲学 激励自主创新的公共政策研究 王耀德 马克思主义学院

82 一般项目 哲学 生态学方法论研究 黄欣荣 马克思主义学院

83 一般项目 哲学 儒家人生哲学在现代的重建 彭树欣 人文学院

84 一般项目 宗教学 闵一得内丹思想研究 张 晟 人文学院

85 一般自选项目 管理学 美欧"双反"背景下我国光伏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刘劲松 工商管理学院

86 一般自选项目 教育学 和谐共进论--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新型关系构建研究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87 一般自选项目 教育学 高校创业型人才成长轨迹跟踪研究 范授冶 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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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一般自选项目 理论经济 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效率问题研究 李国民 经济学院

89 一般自选项目 统计学 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成本影响测算研究 万兆泉 统计学院

90 一般自选项目 应用经济 对外直接投资、反向工程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研究 刘振林 国际经贸学院

91 一般自选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长期投资者保护的控制权优化机制研究 彭晓洁 会计学院

92 一般自选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五位一体”的政府保险文化研究 刘紫云 金融学院

93 青年项目 法学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下生态补偿财税责任差异化的法律机制 徐丽媛 法学院

94 青年项目 法学 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标准及中国应对之策 李 晔 法学院

95 青年项目 法学 INCOTERMS?2010的新发展与适用研究 吴德昌 法学院

96 青年项目 管理学 我国“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绩效研究 舒 成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97 青年项目 管理学 美丽企业——组织和管理研究中的审美转向及其中国意涵 郭 英 工商管理学院

98 青年项目 管理学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品牌国际化路径研究 谌飞龙 工商管理学院

99 青年项目 管理学
基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协同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

能力形成机理研究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100 青年项目 教育学 江西创新型物流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效应与适应性研究 王友丽 工商管理学院

101 青年项目 教育学 基于 VR数字美术馆互动与协同的高校美育建构研究 刘 涵 艺术学院

102 青年项目 教育学 创意经济视阈下我国艺术创意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韩吉安 艺术学院

103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对外贸易促进我国区域生态建设的实现路径及政策选择研究 戴明辉 国际经贸学院

104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国际生产分割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邓 军 国际经贸学院

105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非预期冲击、经济波动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优化研究 张 鹏 经济学院

106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监测与预警能力建设与评价研究 李 晶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107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过剩条件下促进经济适度发展的结构优化理论与对策研究 王展祥 杂志社

108 青年项目 马列·科社 见义勇为建设机制的创新研究 刘白明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9 青年项目 马列·科社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与马克思公平正义观的关系研究 舒前毅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0 青年项目 社会学 华裔新生代跨国文化回溯与身份认同研究 李 庆 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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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青年项目 社会学 民族旅游村寨的协同治理研究 张 瑾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12 青年项目 社会学 基于自组织网络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社区参与研究 杨华星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3 青年项目 社会学 社会支持视阈下的流动学前儿童社会照顾研究 苗春凤 人文学院

114 青年项目 社会学 社会工作者情绪劳动的评估与管理研究 袁冬华 人文学院

115 青年项目 社会学 非营利组织网络筹款采纳研究 刘 佳 人文学院

116 青年项目 社会学 数字新媒体环境下突发性群体事件中谣言传播与应对 蔡盈洲 人文学院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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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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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青年项目 体育学 公共体育场馆民营化的政府规制研究 谭 刚 体育学院

120 青年项目 体育学 以人为本视野下我国竞技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彭永善 体育学院

121 青年项目 统计学
基于物质投入产出表（PLOT）视角下的循环经济统计测度问题

研究
平卫英 统计学院

122 青年项目 图书情报 中文微博舆情演化及引导机制研究 王根生 国际经贸学院

123 青年项目 图书情报 基于大数据挖掘的微博舆情发现及治理研究 丁菊玲 信息管理学院

124 青年项目 外国文学 叙事空白研究 涂年根 外国语学院

125 青年项目 外国文学 华兹华斯社会文化批评思想及其影响研究 谢海长 外国语学院

126 青年项目 新闻学 近代中国的“洋旗报”现象研究 周立华 人文学院

127 青年项目 艺术学 转型社会的流动影像：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公路电影研究 徐文松 人文学院

128 青年项目 艺术学 基于国际视野的城市导向标示系统设计方法研究 李 民 艺术学院

129 青年项目 艺术学 基于汉字构形理论的汉字设计方法研究 刘 卷 艺术学院

130 青年项目 艺术学 晋剧演唱风格研究 樊凤龙 艺术学院

131 青年项目 艺术学
城镇化进程中艺术设计的民生之本与道——民生设计思想与实

践研究
徐 津 艺术学院

132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下的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研究 王丽娟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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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碳减排的地区和产业指标分解研究 王岳龙 产业经济研究院

134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跟踪调查的高校贫困生就业质量测度与保障体系研究 季俊杰 高等教育研究所

135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水产品冷链物流中心区位选择评价与对策研究 王友丽 工商管理学院

136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竞争优势融合导向的中国加工贸易价值链升级研究 陈 琦 国际经贸学院

137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技术差距收敛视角下强化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研究 余昌龙 国际经贸学院

138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中国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改革的税收支持体系研究 刘 建 国际经贸学院

139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利益集团视角下美国对华“双反”的经济效应评估及对策研究 汤晓军 国际经贸学院

140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扩大居民消费的财政货币政策动态反馈协调机制研究 吴伟军 金融学院

141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经济视角下的网络著作权价值评估与保护研究 余炳文 经济学院

142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化机制研究 胡德龙 经济学院

143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企业参与公租房建设的决定因素研究 刘 旦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44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治理路径选择与机制设计研究 刘伟明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145 青年项目 政治学 地方政府绩效与信用的互动及其机制创新研究 杨道田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46 青年项目 中国文学 中国当代小说中艺术家形象的症候研究（1978-2012） 张细珍 人文学院

147 青年自选项目 法学 人情社会下唐代请托的法律治理研究 谢红星 法学院

148 青年自选项目 法学 行政过程法律规制研究 江利红 法学院

149 青年自选项目 法学 财产犯罪理论、审判实践与本土文化的系统梳理 郭晓红 法学院

150 青年自选项目 法学 互联网融资担保创新的法律调整 曾荣鑫 法学院

151 青年自选项目 法学 强制医疗中精神障碍患者人格权保护研究 周维德 法学院

152 青年自选项目 理论经济 收入分配与房地产市场搜寻—匹配研究 吴 涛 经济学院

153 青年自选项目 理论经济 考虑产业结构与空间关联的中国省级收入分配研究 王宇锋 经济学院

154 青年自选项目 统计学 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数据质量评价研究 杨丽琳 国际经贸学院

155 青年自选项目 统计学 随机正相依风险下保单最优分配问题研究 胡少勇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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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后期资助项目 法学 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合作机制研究 王吉文 法学院

157 后期资助项目 管理学 中国组织情境中的破坏性领导行为研究 高日光 工商管理学院

158 后期资助项目 管理学 制度环境、管理者行为与公司效率 张洪辉 会计学院

159 后期资助项目 管理学 中国典型大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城乡空间重构 涂小松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60 后期资助项目 管理学 考虑决策者风险态度的供应链定价与订货策略研究 罗春林 信息管理学院

161 后期资助项目 管理学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我国轿车企业升级研究 何 炜 信息管理学院

162 后期资助项目 统计学
经济转型期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统计研究——基于非线性模型和

非参数方法的理论及其应用
徐 斌 统计学院

163 后期资助项目 艺术学 肖像的精神 矫芙蓉 艺术学院

164 后期资助项目 应用经济 公允价值的经济学分析 管考磊 会计学院

165 后期资助项目 应用经济 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鉴定机制研究 吉伟莉 会计学院

166 后期资助项目 应用经济 城市物质代谢的生态效率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167 后期资助项目 政治学 乡村多元共治模式研究 邱贵明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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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项基金项目 A011003 无界时滞随机 Kolmogorov型系统的数值解稳定性 陈 琳

2 专项基金项目 A011003 多值随机微分方程的逼近理论的研究 张 华

3 专项基金项目 A0111 加速失效时间模型中变量选择问题 刘显慧

4 专项基金项目 A0111 投影回归深度及其诱导的类中位数回归估计 刘小惠

5 专项基金项目 A011201 一类微分半变分不等式问题研究 汪 星

6 专项基金项目 A011202 排序管理的帕累托优化问题研究 万 龙

7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A0111 加速失效时间模型的高维变量选择问题 刘显慧

8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A011202 博弈视角化下的排序问题研究 万 龙

9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A011402 随机相依风险研究 胡少勇

1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A011003 多值随机微分方程的逼近 张 华

1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A0111 统计深度函数的若干推广及其计算方法研究 刘小惠

1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A011602 图的小彩虹连通数与彩虹连通数上界的研究 董九英

13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B070502
活性官能团导向的芦苇生物炭对富硒耕地中复合重金属吸附行为的调控

机制研究
袁菊红

1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B010701 石墨烯制备及在超级电容器中应用的稳定性控制设计研究 余泉茂

1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C1304 基于 SSR和 ISSR标记的中国菰野生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研究 江绍玫

16 面上项目 D011102
基于多时空尺度与农户减贫目标的特困地区生态补偿标准及瞄准机制

——以原中央苏区为例
廖文梅

1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D0101
基于生态位 CA-MAS 的红壤丘陵区土地利用多目标协同模拟与预警调控

——以江西兴国县为例
姚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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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D0101
基于生态位 CA-MAS 的红壤丘陵区土地利用多目标协同模拟与预警调控

研究——以江西兴国县为例
姚冠荣

1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D010201 环境约束下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特征、溢出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 陶长琪

2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D010201 我国粮食生产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 张利国

2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D010202
我国公民对出境游的感知与需求心理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以杭州等地居

民为例
唐继刚

2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D010202
智慧旅游背景下旅游虚拟社区情感依恋特征、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以驴

友俱乐部为例
唐文跃

2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D010202 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居民城市怀旧特征、影响及空间性建构研究 田逢军

2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D010204
基于地学信息图谱的环鄱阳湖区域乡村聚落景观演变特征、驱动机制及优

化调控研究
胡海胜

2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D010501 基于三维地统计学方法的滨海盐碱土盐分时空变异性研究 李洪义

2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D011201 低碳城市背景下城市绿地与能源消费环境效应耦合机制研究 黄和平

2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D011201
游客生态素养评价方法与调控机制研究-——以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为例
李文明

2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D011202
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规律与作用机理研究:以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为例
张 宁

29 面上项目 F010202 基于 DNA计算和混沌系统的明文关联图像加密算法研究 张 勇

30 面上项目 F010502 具有协作分集的 CDMA上行链路多用户检测算法研究 廖汉程

3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F011301 基于人眼关注度与情感分析的电子商务智能推荐计算 方志军

3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F011806 物联网数据终端的微波能量采集机制研究 蔡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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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F020202 基于智能信息处理的Web服务可信性预测与评估技术研究 毛澄映

3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F0205 基于私有云的 4G智能移动系统研究 查大元

3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F020502 智能视频监控中图像超分辨率重建关键技术研究 黄淑英

3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F020502 图像感兴趣区域提取及加密研究 温文媖

3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F020509 针对 N>2智能体的交互式动态影响图建模及其算法研究 潘颖慧

3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F020601 融合语义信息的句法分析统计模型研究 袁里驰

3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F020701 移动云计算环境下密码计算可证安全负载迁移研究 谭作文

4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F020804 云计算网络中可靠自适应资源管理策略的研究 熊乃学

4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F020805 面向带内分发和验证的域间路由安全机制研究 杨 波

4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F030103 具有状态约束和状态依赖时滞的一主多从混沌系统同步控制研究 丁 可

4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F030201 布尔函数的计量化研究及其在多值逻辑系统中的应用 王庆平

4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F030206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对生产力和幸福感的关联模式研究 陈 滨

45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G010301 基于耗油量的带装箱约束多类型车辆调度问题研究 魏丽军

46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G0110 基于耦合性分析的产品设计方案评价模型与方法研究 尤后兴

47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G0113 频域因果关系检验理论及应用研究 魏彦锋

48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G0113 基于惩罚函数的高维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与应用 杨炳铎

49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G030202 基于市场有效性的知情交易概率研究：以中国 A股市场为例 俞 彬

50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G0304 搜寻匹配理论框架下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均衡衍变和分类调控政策研究 吴 涛

51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G0115 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领域） 凌爱凡

52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G031203 土地利用管理 谢花林

53 面上项目 G0104 具有模糊或直觉模糊方案比较的异质多属性(群)决策理论与方法 万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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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面上项目 G011203 Web金融信息的情感分析及其在上市企业财务预警中的应用研究 万常选

55 面上项目 G0206 金融歧视下的民营企业融资行为及其策略选择研究 蔡吉甫

56 面上项目 G0301 中国特殊经济区对创新能力影响的经验分析 许统生

57 面上项目 G0304 基于知识溢出的区域技术创新驱动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耦联机制研究 陶长琪

58 面上项目 G030502 基于 LMDI分解的我国粮食生产变化驱动效应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张利国

5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101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古代政府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方宝璋

6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10303 基于政府补贴的公共利益商品运营管理策略研究 罗春林

6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109 生态农业区域规模化经营模式反馈分析与动态仿真理论应用研究 王翠霞

6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10901 航空复杂产品模块化生产集群培育机制研究 戴爱明

6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11201 跨网络社会学习对移动用户创新扩散的影响研究 杜 宾

6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11203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重大法治事件舆情监测与应对 邓 辉

6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11203 自媒体环境下医患关系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与危机预警研究 王根生

6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113 金融数据起伏波动建模及实证研究 王清生

6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115 基于策略互动的机构投资组合行为及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盛积良

6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117 知识转移对校企协同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网络视角 杨 波

6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118 绿色建筑供应链合作创新驱动要素与激励机制 李 明

7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2 基于心理契约的模块化生产网络治理机制研究 何 炜

7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3 中国国情下企业家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绩效匹配关系研究 吴昌南

7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401 网购顾客互动公平感及对购买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 汪新艳

7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5 中国组织情境中的内隐追随理论：内容、结构及影响 曹元坤

7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5 一线社会工作者的情绪劳动及其作用机制：一项追踪研究 袁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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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503 领导正直的前因与结果：一项追踪研究 高日光

7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6 企业衍生品运用中的管理层投机行为研究 曹玉珊

7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6 政府资金支持与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问题研究 高 吟

7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6 卖方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联对投资者及上市公司的影响研究 黄 涛

7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6 媒体地域属性、媒体报道倾向与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 赵玉洁

8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6
分析师额外签发现金流预测报告的动机和经济后果——基于信号传递的

视角
周冬华

8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7 关系契约理论、受托责任与企业综合报告研究 宋京津

8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701 企业声誉与财务报告质量--基于契约执行机制的研究 管考磊

8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701
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采纳、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绩效：基于会计信

息质量视角的研究
汪元华

8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701 公允价值计量、治理环境与投资者保护研究 杨书怀

8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701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业绩评价问题研究 张 蕊

8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702 签字注册会计师个体执业行为特征及其结果研究 谢盛纹

8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803 价格离散环境下的网络营销绩效模糊分析研究 黎新伍

8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0901 铝工业电解-熔铸供应链调度问题研究 蒋淑珺

8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1102 上下文感知的 O2O商务信誉管理方法研究 钟元生

9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12 航空制造业集群供应链网络鲁棒性盲数测评与优化研究 吴 群

9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14 服务员工“品牌大使”的概念架构及形成机理研究 余可发

9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15 中小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模型及聚集效应的影响 项 东

9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21502 企业家社会网络与中小农业企业创业成长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刘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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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1 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出口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蒋含明

9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1 贸易引致学习效应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追赶 李 有

9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1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系统性风险评价与防范研究 彭玉镏

9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1 讯息冲击视角下我国宏观财政调控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研究 饶晓辉

9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1 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与实证研究 习明明

9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202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股价延迟反应与流动性风险 孙秉文

10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3 “随机化回答技术”研究及在逃税现象调查中的应用 邓国华

10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3 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与制度完善研究 万 莹

10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3
地方政府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测度及其差异化研究——以江西省

为例
肖建华

10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3 中部地区城乡一体化测度及财政支持效应研究 姚林香

10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4 双边市场理论框架下宽带运营商竞争战略与治理研究：网络中立视角 陈 剑

10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4 面向网络协同的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化研究 胡宇辰

10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4
区域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与调控政策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为例
卢福财

10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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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淳鸿

10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501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森林公园经营管理模式研究－－以江西为例 张 红

10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502
合作社成长促进区域农业产业集群共生发展的机制研究——基于知识共

享视角
胡平波

11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503 欠发达省区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互动的实现途径与政策支持体系 车圣保

11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503 政府主导型的农村扶贫效率与政策调控研究——以赣南苏区为例 罗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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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503 农业现代化下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有效供给研究--基于农户参与意愿 邹宽生

11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6 中国公共体育服务的财政投入:规模、结构、效率 易剑东

11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6 以政府统计职能创新为导向的国民主观幸福标准化度量方法研究 周海欧

115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703 环境规制视角下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研发效率研究 阮 敏

116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0703
生态文明视阈下“中三角”跨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驱动机理、构建策略与联

动机制研究
熊小刚

117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1101 中国技能溢价的测度及其成因研究 彭树宏

118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1102
养老保险制度差异化机理及均衡目标下的整合机制：基于 CGE 模型的理

论分析与数值模拟
万 春

119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1201 工程项目参与主体的低碳技术协同创新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赖小东

120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1201
社会资本视角下经济环境双赢的路径选择与对策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为例
万建香

121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1202 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转型：理论机制及经验证据 何小钢

122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1203 工业企业节能行为、形成机制及其引导政策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邹艳芬

123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1301 低碳视角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素空间联动机制研究 齐亚伟

12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G031302 城市建设与管理创新研究——以城市公共空间视觉导向系统为例 李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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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发文号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经费 所在单位

1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区域差异的形成机理及分类

治理对策研究
邹秀清 无文号 13AGL007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
贸易—资本双权重下的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编

制研究
汪 洋 无文号 13AJL008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0 金融学院

3
基础设施产业特许经营合约中的政府承诺问题

及其治理研究
陈富良 无文号 13AJL011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0 经济学院

4 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果的传播理论研究 张品良 无文号 13AXW004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0 人文学院

5 民国时期不动产登记制度研究 熊玉梅 无文号 13BFX016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8 法学院

6 我国宪法实施中的解释机制问题研究 刘 国 无文号 13BFX029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8 法学院

7 国家干预视角下的金融机构破产法修正研究 巫文勇 无文号 13BFX114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8 法学院

8 互联网行业反垄断问题研究 蒋岩波 无文号 13BFX118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8 法学院

9 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测度与提升研究 余达锦 无文号 13BGL010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8 信息管理学院

10
近代中国民间借贷风险防范的历史经验及当代

转型
杨 勇 无文号 13BJL018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8 经济学院

11 基于长期投资者保护的控制权优化机制研究 彭晓洁 无文号 13BJY004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8 会计学院

12 家庭农场发展机制优化研究 温 锐 无文号 13BJY093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 我国革命老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史言信 无文号 13BJY145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8 产业经济研究院

14
基于生态文明视阈下我国节能减排税收政策效应

实证研究
伍 红 无文号 13BJY154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8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5 我国 30省区市碳足迹及省际间碳转移核算研究 曹俊文 无文号 13BTJ024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8 统计学院

16 老年人社会化网络服务采纳及持续使用行为研究 刘 炜 无文号 13BTQ059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8 信息管理学院

17 规则视域中的竞技体育伦理体系构建研究 刘淑英 无文号 13BTY002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8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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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国“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绩效研究 舒 成 无文号 13CGL027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8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9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品牌国际化路径研究 谌飞龙 无文号 13CGL062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8 工商管理学院

20
过剩条件下促进经济适度发展的结构优化理论与

对策研究
王展祥 无文号 13CJL015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8 杂志社

21
国际生产分割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对策

研究
邓 军 无文号 13CJL033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8 国际经贸学院

22
技术差距收敛视角下强化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

协调研究
余昌龙 无文号 13CJY096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8 国际经贸学院

23 华裔新生代跨国文化回溯与身份认同研究 李 庆 无文号 13CSH059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8 高等教育研究所

24
基于物质投入产出表（PLOT）视角下的循环经

济统计测度问题研究
平卫英 无文号 13CTJ015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8 统计学院

25 公共体育场馆民营化的政府规制研究 谭 刚 无文号 13CTY006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8 体育学院

26 乡村治理模式研究 邱贵明 无文号 13FZZ004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27 多卷本《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通史》 吴照云 无文号 13&ZD081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 80 工商管理学院

28
马克思“人的解放”与新时期核心价值教育问题

研究
周书俊

教科规办函

[2013]05号
BEA130027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9 承办第 13届亚洲金融学年会 严 武
国科金计项

[2013]38号
71310307017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4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30 有限 2-测地线传递图的研究 靳 伟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11301230

国家自然基金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3 统计学院

31 非正规设计几个问题的深入研究 任俊柏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11361026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40 统计学院

32
基于生态位 CA 的区域关键性生态空间辨识与

预警研究——以鄱阳湖地区为例
谢花林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41361111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50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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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于复杂网络的时间序列中社团结构的演化机

制研究
孙建成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61362024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43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4 非合作环境下结构化数据的深层关键词搜索 刘喜平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61363010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45 信息管理学院

35 烟雾流形建模及其在视频烟雾事件检测中的应用 袁非牛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61363038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43 信息管理学院

36 面向查询的社会化短文本自动摘要研究 刘德喜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61363039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47 信息管理学院

37
无线传感网络中冗余移动内节点的低能耗路径

规划研究
万本庭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61363075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43 协同创新中心

38
项目导向型供应链跨组织知识流驱动项目价值

增值的内在机制
吴光东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01065
国家自然基金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0.5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39
中国服务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对服务贸易发展影

响的经验分析
涂远芬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03097

国家自然基金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0 国际经贸学院

40
我国开放式基金绩效指标的操纵和投资者反应

研究
钱美芬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03098

国家自然基金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0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41
大湖地区畜禽养殖污染形成机理及管控政策研

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潘 丹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03099

国家自然基金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21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42
基于认知视角的技术创新风险识别支持模型与

方法研究
肖 泉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61011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4.5 信息管理学院

43 基于多元异构信息融合的个性化推荐系统研究 张富国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61012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6.5 信息管理学院

44
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对知识创新的影响效应与

干预策略研究
陈思华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61013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3.7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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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中国背景下关系治理形成机制及效用研究 李 敏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62006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3 工商管理学院

46
风险投资、公司治理与高新技术企业投融资行

为研究
桂荷发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62007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4 金融学院

47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智力资本与审计质量 蒋尧明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62008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3 杂志社

48
多元化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治理效应：

基于资本成本视角的研究
廖义刚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62009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5 会计学院

49
服务接触中顾客欺凌行为影响服务员工的心理

机制研究
占小军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62010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8 工商管理学院

50
境外战略投资对中资银行效率的影响：理论与

实证研究
李玉花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63016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4 国际经贸学院

51
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和稳定

性的影响机理研究
邹朋飞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63017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4 金融学院

52
基金管理公司自购投资的激励效应与道德风险

研究
肖 峻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63018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6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53
工业能源效率、节能潜力与财税政策优化：以

江西省为例
王 乔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63019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4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4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监测预警与政策模

拟研究
廖进球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63020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4 协同创新中心

55 产业集群与城市群的时空分异及耦合发展研究 陈雁云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63021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6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56
泛在环境下基于情境历史和兴趣社区的个性化

信息推荐模型与实现
刘启华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63022

国家自然基金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6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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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基于顾客选择行为的网络零售退货策略研究 黄 健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71089 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56 信息管理学院

58
有限注意力配置下的鲁棒动态投资决策与金融

传染问题
凌爱凡

国科金计项

[2013]57号
71371090 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56 金融学院

59 转型中国的法律修改研究 易有禄
教社科司函

[2013]91号
13YJA820058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0 法学院

60 我国统一协议管辖制度的适用问题研究 王吉文
教社科司函

[2013]91号
13YJA820049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0 法学院

61 行政收费法治化研究 江利红
教社科司函

[2013]91号
13YJC820035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8 法学院

62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下生态补偿财税责任

差异化的法律机制
徐丽媛

教社科司函

[2013]91号
13YJC820086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8 法学院

63 基于信息级联的网购用户从众行为研究 刘启华
教社科司函

[2013]91号
13YJC8630094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8 信息管理学院

64
基于碳减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区发展模式研

究——以新能源产业为例
陆宇海

教社科司函

[2013]91号
13YJAZH060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0 现代经管院

65 课程制度视角下的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研究 朱晓刚
教社科司函

[2013]91号
13YJC880131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8 高等教育研究所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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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吕江林

教社科司函

[2013]91号
13YJA790076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0 金融学院

67
中国服务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对服务贸易发展影

响的经验分析
涂远芬

教社科司函

[2013]91号
13YJC790134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8 国际经贸学院

68 以微博为媒介的网络集体行动研究 蔡 前
教社科司函

[2013]91号
13YJC840001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8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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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中国城市公共环境导向标识系统设计研究——
基于与日本的比较

李 民
教社科司函

[2013]91号
13YJC760047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7 艺术学院

70
英语变体和文化认同：基于汉英翻译的中国英

语研究
曾剑平

教社科司函

[2013]91号
13YJA740071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0 外语学院

7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报告 孔凡斌
教社科司函

[2013]199号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报告
15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72
和谐共进论--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新型关系构

建研究
李春根

教科规办函

[2013]07号
DIA130305

教育部教育科学规划重

点项目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73
投资者偏好及其对股票价格联动和回报可预测

性的影响
黄 涛

教外司留

[2013]693号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启

动基金
1 金融学院

74
风险投资、公司治理与高新技术企业投融资行

为研究
桂荷发 教外司留[2013]号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启

动基金
1.5 金融学院

75 对在中国的美籍华裔的文化认同研究 李 庆 教外司留[2013]1792号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启

动基金
2 高等教育研究所

76
慈善法治化问题研究-以慈善捐赠信息披露的

法律规制为中心
张怡超

司法部[2013]
第 139号

13SFB2002
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

究项目
5 法学院

77 房地产发展与调控政策研究 吕江林 财人函[2013]3号 财政部共建项目 15

78 财政支持中小企业的投融资机制研究 蒋金法 财人函[2013]3号 财政部共建项目 15
79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 胡颖峰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ZX06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80
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互动

的内在机制与实现途径--以江西省为例
车圣保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JL01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产业经济研究院

81
对外贸易促进我国区域生态建设的实现路径及

政策选择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戴明辉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JL04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2 国际经贸学院

82 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策略和路径研究 刘伟明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JL07 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0.2 现代经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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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发挥房地产税制对控房价和稳增长的长效作用

研究
周全林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YJ01 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2 杂志社

84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户借贷行为研究 陈 熹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YJ07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8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85
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事务所审计报告虚假陈述

民事责任研究
蒋尧明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YJ08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8 杂志社

86
业务合作视角下境外战略投资对中资银行效率的

影响研究
李玉花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YJ09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8 国际经贸学院

87
江西宗教遗产资源的旅游价值分析与开发思路

研究
廖进球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YJ25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协同创新中心

88
江西省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效率测度与

影响因素研究
陶长琪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YJ26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信息管理学院

89
我国税收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收入再分配效应

比较研究
万 莹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YJ27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90
生态约束下“中三角”跨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驱

动机理与构建策略研究
熊小刚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YJ28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91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融资研究：控股权性质与资

金配置率
严 武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YJ29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92 中国音乐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李 霜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YJ42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2 艺术学院

93
江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效益，风险与路径选择

研究
詹 政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YJ43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2 金融学院

94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生态补偿

机制研究
潘 丹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YJ50 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0.5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95
江西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的空间关联、内

部机理和外部调节效应分析
王友丽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YJ51 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0.5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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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契约签订动机、高管行为决策与企业价值--基于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契约结构的分析
赵玉洁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YJ52 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0.5 金融学院

97
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研究--以公信力构

建为中心
张怡超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FX02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8 法学院

98 反垄断执法宽严问题研究：法经济学分析 王自力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FX07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产业经济研究院

99
互联网行业滥用优势行为的反垄断规制问题研

究
张志伟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FX08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法学院

100 反垄断刑事制裁的威慑效力研究 刘 操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FX17 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0.5 研究生院

101 人情社会下唐代请托的法律治理研究 谢红星
赣社规字［2013］

13号
13FX18 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0.5 法学院

102
基于公平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社区

参与研究
杨华星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SH08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3 汉语方言应用的历史与现状研究 曾献飞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YY09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人文学院

104 索尔﹒贝娄小说垂悬主题比较研究 李会学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WX18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2 外语学院

105 叙事空白的生成及其价值研究 涂年根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WX22 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0.5 外语学院

106 新城镇背景下新型农民创业培训研究 彭志武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JY04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8
高等教育

研究所

107
基于跟踪调查的江西省高校贫困生就业质量测

度与保障体系研究
季俊杰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JY17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高等教育研究所

108 南昌“七城会”体育场馆赛后运营研究 郑志强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TY01 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2 体育学院

109 突发性群体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影响研究 蔡盈洲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XW01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8 人文学院

110 基于微博大数据挖掘的舆情发现与治理研究 丁菊玲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TQ06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信息管理学院

111 中国背景下关系治理形成机制及效用研究 李 敏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GL03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8 工商管理学院

112 精益思维在企业集团财务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刘剑民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GL04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8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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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研究--以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为例
谢花林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GL05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8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114 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研究 张利国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GL06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8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115
基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协同驱动的区域产业

自主创新动力机制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为例

胡海波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GL16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工商管理学院

116
基于直觉模糊数可能性理论的多属性决策方法

研究
万树平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GL17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信息管理学院

117
基于城乡统筹视角的农村生活垃圾转运模式研

究
王雪峰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GL18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工商管理学院

118 地方债的预算约束机制研究 蔡芳宏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GL29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19
美丽企业--组织和管理研究中心的审美转向及

其中国意涵
郭 英 赣社规字［2013］13号 13GL34 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0.5 工商管理学院

120 安义县石鼻镇罗田村历史与文化研究 邹勇文 省社科规划村史馆专项 2
121 詹 政 省社科规划专项 1
122 基于情境学习理论的商务英语口语教学研究 陈海花 赣社规字［2013］14号 13WX304 省社科规划外语专项 0.5

商务英语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叶卫华 赣社规字［2013］15号 13WX207 省社科规划外语专项 1.5

123 财税研究文献分析 黄思明 赣社规字［2013］17号 13YD010 省社科规划邮电专项 0.3

138 基于高考数据的协同个性化推荐系统应用研究 王 炜
赣财教指

[2013]116号
20133BBE50034 省科技厅工业领域 3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139
基于云计算的化工行业生产管理服务平台构建

研究
徐升华

赣财教指

[2013]116号
20133BBE50038 省科技厅工业领域 5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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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不确定环境下基于交互式动态影响图的多

Agent个体决策研究
潘颖慧 赣财教指［2013］38号 20132BAB211026

省科技厅青年科学基金

计划
2 信息管理学院

127 工程质量管理中的过程能力指数统计推断研究 任海平 赣财教指［2013］38号 20132BAB211015
省科技厅青年科学基金

计划
2 协同创新中心

140
资源受限网络化 Euler-Lagrange系统的协作控制

研究
丁 可

赣财教指

[2013]116号
20133ACB21009

省科技厅青年科学基金

计划(重点项目)
20 信息管理学院

142 罗世华青年科学家培养对象 罗世华
赣财教指

[2013]116号
20133BCB23014

省科技厅青年科学家培

养对象
8 统计学院

146 江西生态优势向经济效益转变的对策研究 孔凡斌
赣财教指

[2013]116号
20133ACA10003

省科技厅软科学

（重大项目）
10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148 中国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桂荷发
赣财教指

[2013]181号
20135BBA10005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5 金融学院

124
基于 DEA 模型下的江西省政府科技投入绩效

评价
姚林香

赣财教指［2013］
38号

20132BBA10034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43 科技经费使用方式改革研究 桂荷发
赣财教指

[2013]116号
20133BBA10003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2 金融学院

144 江西做大做强做优工业对策研究 吴志军
赣财教指

[2013]116号
20133ACA10005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3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45 环保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绩效分析 卢福财
赣财教指

[2013]116号
20133BBA10007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3 产业经济研究院

125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对江西省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陶春海 赣财教指［2013］38号 20132BBA10025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 1 研究生院

147 基于视频图像多特征分析的人群异常行为检测 方志军
赣财教指

[2013]145号
20123BCB22005 省科技厅学科带头人 15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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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江西省数字媒体重点实验室 方志军 赣财教指［2013］38号 20132BCD40010
省科技厅重点实验室建

设计划
10 信息管理学院

128
基于计算实验的多认知主体知识共享网络演化

机理研究
杨 波 赣财教指［2013］38号 20132BAB201051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

计划
2 信息管理学院

129 基于移动情境感知的可信服务推荐方法研究 钟元生 赣财教指［2013］38号 20132BAB201050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

计划
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30 基于 SXM模型与形式方法的Web软件测试 钱忠胜 赣财教指［2013］38号 20132BAB201036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

计划
2 信息管理学院

131 多维多粒度用户兴趣模型及相关策略研究 夏家莉 赣财教指［2013］38号 20132BAB201028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

计划
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32
基于二代 Curvelet 变换的多模态医学图像融合

新方法研究
杨 勇 赣财教指［2013］38号 20132BAB20102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

计划
4 信息管理学院

133 基于得分信息的双边匹配决策理论与方法 乐 琦 赣财教指［2013］38号 20132BAB20101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

计划
2 信息管理学院

134
基于多尺度框架下的证券市场波动多重分形特

征辨识与应用研究
罗世华 赣财教指［2013］38号 20132BAB201011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

计划
2 统计学院

135 基于复杂网络的流数据聚类与预测方法研究 孙建成 赣财教指［2013］38号 20132BAB201022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

计划
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37
江西省国有企业集团财务控制技术结构创新、

管理机制与绩效研究
刘剑民 赣财教指［2013］38号 20132BAB201054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

计划
2 会计学院

141
石墨烯的低成本规模化制备及其在超级电容器

中的应用研究
余泉茂

赣财教指

[2013]116号
20133BAB20005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计

划(一般项目)
3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中心

149
新型蓝绿激光器用铒镱共掺β-NaYF4 晶体的研

发
黄新阳 赣教高字[2013]79号 KJLD13030 科技落地产学研合作 50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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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江西省居民健康管理与运动干预系统开发研究 易剑东 赣教高字[2013]79号 KJLD13031 科技落地产学研合作 50 体育学院

15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效率测度与仿真平台开发

应用研究
陶长琪 赣教高字[2013]79号 KJLD13032 科技落地科学前沿 20 信息管理学院

152
复杂（高炉）系统动态数据与先验认知混杂驱动建

模技术研究
罗世华 赣教高字[2013]79号 KJLD13033 科技落地科学前沿 20 信息管理学院

153
LED用稀土和阴离子掺杂ZnO量子点的固相法

合成及性能研究
李小侠 赣教高字[2013]79号 KJLD13034 科技落地科学前沿 20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中心

154 电子政务数据交换安全高效传输研究与应用 李钟华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307 教育厅科技重点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155 区域产业创新系统演化的机理研究 徐 晔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295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156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及其效率评价研究 胡平波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296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统计学院

157 半序空间中的不动点理论及其应用 李志龙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297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统计学院

158
基于农户尺度的自然灾害损失研究——以江西

省为例
黄颉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298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59
区域生态城镇化发展距离测度研究-以江西省

为例
余达锦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299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160
价格离散对电商企业网络营销绩效的综合影响

研究
黎新伍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300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国际经贸学院

161 身份基隐私保护理论及其在云计算中的应用研究 谭作文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301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162
基于移不变二代 Curvelet 变换的多模态医学图

像融合关键技术研究
杨勇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302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163
基于 Tri-UIM 模型的用户兴趣漂移检测与预测

研究
陈辉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303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164
面向3G软件工程师的社交化学、训、赛共享(STEP)
平台研发

钟元生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304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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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有效地分享软件缺陷预测的经验管理知识 吴方君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305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166
面向多 Agent的交互式动态影响图建模、求解

及应用研究
潘颖慧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306 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5 信息管理学院

167
泛在环境下基于情境感知和社会过滤的个性化

信息推荐模型与实现研究
刘启华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290 教育厅科技青年基金项目 1 信息管理学院

168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化肥污染管理政策优

化：基于农户行为选择和管制成本最小化的分

析

潘 丹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291 教育厅科技青年基金项目 1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169 基于得分信息的稳定匹配决策理论与方法 乐 琦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292 教育厅科技青年基金项目 1 信息管理学院

170
基于环境约束的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作用

机制研究
齐亚伟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293 教育厅科技青年基金项目 1.5 信息管理学院

171
供应链模式选择对农产品流通成本影响的仿真

研究——以江西为例
杨头平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294 教育厅科技青年基金项目 1 统计学院

172 江西教育科技二十年 谭光兴 赣教高字〔2013〕36号 GJJ13308 教育厅科技委托项目 3 高等教育研究所

173 江西融入“美丽中国”建设发展战略研究 孔凡斌
赣教社政字

[2013]38号
ZDGG02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重大攻关课题
15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174
江西省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研究

——以新材料产业为例
刘满凤

赣教社政字

[2013]38号
ZDGG04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重大攻关课题
15 协同创新中心

175 金融支持江西经济发展研究 桂荷发
赣教社政字

[2013]38号
ZDGG05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重大攻关课题
15 金融学院

176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升级的作

用机制及政策设计
陶长琪

赣教社政字

[2013]39号
ZD05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重点招标课题
10 信息管理学院

177 江西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邹勇文
赣教社政字

[2013]39号
ZD09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重点招标课题
10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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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的法律问题相关案例研究 王金海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FX1302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7 宣传部

179
现代商人法视野下《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2010》
的新发展与适用问题

吴德昌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FX1303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0.7 法学院

180 基于社会互动的复杂社会网络演化机制研究 杜宾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GL1308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5 信息管理学院

18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物流网络体系构建研究 涂淑丽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GL1309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5 工商管理学院

182 信托业发展战略及产品设计 张春华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GL1310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1 会计学院

183
公司资本结构的产业特征研究——来自江西上

市公司的数据
张绪军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GL1311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 会计学院

184
江西农业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基于信息资源

化视角
周萍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GL1312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7 信息管理学院

185
欠发达地区环境约束下外贸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

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周早弘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GL1313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7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86
领导风格、个人工作价值观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研究
朱建斌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GL1314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0.5 工商管理学院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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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光东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JC1309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0.7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88
生态约束下“中三角”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协同

发展机理与对策研究
熊小刚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JC1310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7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89 江西省高校留学回国人员现状调查研究 李 庆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JY1308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1 高等教育研究所



224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发文号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经费 所在单位

190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研究：课程制度的视角 朱晓刚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JY1309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5 高等教育研究所

191 江西工业地产融资模式研究 陈春霞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JJ1308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5 金融学院

192
承接产业转移背景下产业集群发展研究——兼

论江西省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径
李汉国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JJ1309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7 金融学院

193
基于产业链视角的中国光伏产业现状和促进政

策研究
史言信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JJ1310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5 产业经济研究院

194
美国对华实施“双反”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解

释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汤晓军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JJ1311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0 国际经贸学院

195 反垄断执法宽严问题研究 王自力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JJ1312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7 产业经济研究院

196
构建“中三角”与江西经济发展研究：理论与政

策
习明明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JJ1313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0.7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97 江西省支柱产业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张孝锋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JJ1314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5 工商管理学院

198
控房价与稳增长的长效机制：建立有效的房地

产税制研究
周全林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JJ1315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1 杂志社

199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与当前我国实现正义分配

改革的路径研究
舒前毅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MKS1306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 微博在网络集体行动中的传播和动员机制研究 蔡 前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SH1305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0.5 人文学院

201
自组织网络治理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参与研

究
杨华星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SH1306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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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我国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改革研究－以江西

省为例
陈华敏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TY1305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5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3 随机正相依风险下保单最优分配问题研究 胡少勇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TJ1302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0.7 金融学院

204
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战略背景下设计选材的方法

及评价体系研究
韩吉安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YS1306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0.7 艺术学院

205 基于感性价值创造的产品设计研究 李民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YS1307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1 艺术学院

206 基于“婺源茶艺”的民间审美探析 刘涵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YS1308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0 艺术学院

207 戏曲电影身份认同的文化自觉研究 王中云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YS1309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 人文学院

208
多媒体传播下城市形象设计研究——以南昌城

市形象设计为例
杨 泳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YS1310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0.5 艺术学院

209 竹文化创意产业的设计创新策略研究 张相森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YS1311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0.5 艺术学院

210 政治文化视角的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研究 邹力宏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YS1312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5 艺术学院

211
转型社会的流动影像——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公路

电影研究
徐文松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YS1313 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0.5 人文学院

212 江西红色影视文化品牌建设研究 蔡盈洲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YS1314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7 人文学院

213 英语广告语篇的面子—营销双维度研究 陈海花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YY1305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5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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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异化翻译可接受性研究 曾剑平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YY1306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7 外语学院

215 马克思“类生活与人的解放”问题研究 周书俊
赣教社政字

[2013]23号
ZX1301 省高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16
基于价值驱动的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整合研

究
袁业虎

赣教社政字

[2013]20号
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 2 会计学院

217 环保产业发展与规府规制 卢福财
赣教社政字

[2013]20号
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 3 产业经济研究院

218 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环境规制研究 邢小明
赣教社政字

[2013]20号
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 3 产业经济研究院

219 阶梯电价实证研究 张昕竹
赣教社政字

[2013]20号
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 3 产业经济研究院

220 江西省国家级工业园区评价研究 张孝锋
赣教社政字

[2013]20号
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 2 工商管理学院

221 集群内部企业的竞合案例研究 胡宇辰
赣教社政字

[2013]20号
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 2 工商管理学院

222 江西小微企业金融支持问题研究 吴伟军
赣教社政字

[2013]20号
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 2 金融学院

223
我国商业银行对信贷风险控制的效应研究——
基于中小企业信贷视角

胡援成
赣教社政字

[2013]20号
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 2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224
从“山江湖”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江西发展

路径研究
杨华星

赣教社政字

[2013]20号
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25 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与模式选择研究 武 力
赣教社政字

[2013]20号
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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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中央苏区乡村建设经验研究 肖文燕
赣教社政字

[2013]20号
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 杂志社

227 江西省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季俊杰 JXJG-13-4-1 省级教改重点课题 10 高等教育研究所

228
基于创业胜任力培养的创业教育模式研究与应

用
彭志武 JXJG-13-4-2 省级教改重点课题 1.5 高等教育研究所

229
精品课程网络共享的评价研究——以江西财经

大学生产运作管理课程为例
胡宇辰 JXJG-13-4-3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6 工商管理学院

230
统计学专业“立体化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的实

践与探索
杨头平 JXJG-13-4-4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6 统计学院

231
法律专业英语课程教学改革尝试——多模态教

学模式的运用
孙 挥 JXJG-13-4-5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法学院

232
面向全过程的项目驱动式教学研究—以《统计

学》为例
傅 岚 JXJG-13-4-6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工商管理学院

233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构建研究
王雪峰 JXJG-13-4-7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工商管理学院

234
《创业财务管理》课程内容、方法的改革与实

践——以探究性教学为导向
刘剑民 JXJG-13-4-8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会计学院

235
探究式教学模式在《建设项目评估》课程教学

中的应用研究
许 丹 JXJG-13-4-9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36 基于计算实验金融学的金融工程课程互动设计 易 蓉 JXJG-13-4-10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金融学院

237 商务英语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特色研究 叶卫华 JXJG-13-4-11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外语学院

238 本科计量经济学案例库建设研究 齐亚伟 JXJG-13-4-12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信息管理学院

239 大学英语词汇搭配语料库创建与创新教学探索 吴云龙 JXJG-13-4-13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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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把“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融入《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教学的探索
刘晓根 JXJG-13-4-14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41 行政管理专业“1+X+Y”教学模式探讨 曾维涛 JXJG-13-4-15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42
网络技术在高校公共体育足球课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
谭 刚 JXJG-13-4-16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体育学院

243 《政治经济学》联动教学机制研究 彭新万 JXJG-13-4-17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经济学院

244 社会体育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郑志强 JXJG-13-4-18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体育学院

245 基于项目教学法的环境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胡 颖 JXJG-13-4-19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艺术学院

246
案例情境教学法在《公共政策学》课程中的应

用
杨道田 JXJG-13-4-20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47
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在财经类本科专业课程中的

有效性实证研究
万 春 JXJG-13-4-21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经济学院

248
校本条件下体验式教学法在《概论课》教学中

的应用
万绍红 JXJG-13-4-22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49 统计类课程可视化教学模式研究 万兆泉 JXJG-13-4-23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统计学院

250 《奢侈品贸易概论》课程教学研究 刘春兰 JXJG-13-4-24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国际经贸学院

251 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渗透创业教育研究 曾献飞 JXJG-13-4-25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5 人文学院

252
基于“六维目标导向”的本科课程《旅游学》教

学改革研究
汪忠列 JXJG-13-4-26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4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53 《宏观经济学》探究式教学研究 何建春 JXJG-13-4-27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4 经济学院

254
基于 Peer-Instruction 教学理念的《国际商务谈

判》双语教学改革研究
梁 红 JXJG-13-4-28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4 国际经贸学院

255
“后现代课程观”下普通高校音乐鉴赏课程教学

改革探析
李 霜 JXJG-13-4-29 省级教改一般课题 0.4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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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高校创业型人才成长跟踪研究——以江西财经

大学学生（校友）为对象
范授冶

赣教规办字

[2013]4号
省教育科学重点课题 3 科研处

257 江西省苏区教育发展史研究 刘 涵
赣教规办字

[2013]4号
省教育科学一般课题 1.3 艺术学院

258 创业教育提升大学生就业力的实证研究 彭志武
赣教规办字

[2013]4号
省教育科学一般课题 1.3 高等教育研究所

259
基于心理契约的独立学院兼职教师工作满意度

研究
吴忠华

赣教规办字

[2013]4号
省教育科学一般课题 1.3 工商管理学院

260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网络教学平台使用行为的

实证研究
李 季

赣教规办字

[2013]4号
省教育科学一般课题 1.3 信息管理学院

261 基于感性工学的小家电产品设计评价系统研究 李 民
赣艺规立字

[2013]003号
YG2013003 省艺术规划重点项目 0.1 艺术学院

262 铅山县石塘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研究 胡海胜
赣艺规立字

[2013]003号
YG2013004 省艺术规划一般项目 0.02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63 江西民间玩具器形的审美意趣研究 刘 涵
赣艺规立字

[2013]003号
YG2013005 省艺术规划一般项目 0.02 艺术学院

264 当代民族声乐对原生民歌的传承与发展 李 珺
赣艺规立字

[2013]003号
YG2013006 省艺术规划一般项目 0.02 艺术学院

265 江西艺术生态与艺术区发展研究 徐 津
赣艺规立字

[2013]003号
YG2013006 省艺术规划一般项目 0.02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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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合同经费 所在单位

1 我国保险经纪行业隐性壁垒问题研究 曹 邓 江西联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0 金融学院

2 “放歌五一”国利建设集团大型文艺晚会策划书 陈 红 江西省国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 艺术学院

3 江西华太医药有限公司装饰工程设计 陈 茜 江西华太医药有限公司 21 艺术学院

4 南昌市触摸屏产业发展行动纲要 陈雁云 南昌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 8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5 江西省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崔开玲 江西省体育局 10 体育学院

6
江西省耕地质量等级监测基础数据处理与江西省分等

定级转换
但承龙 江西省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5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7 中国昌海健康城项目建议书 邓 军 江西昌海糖酒食品有限公司 26 国际经贸学院

8 鄱阳县城区商业网点规划 黄建军 鄱阳县商务局 32 国际经贸学院

9 南昌市融资平台政府性债务压力测试 匡小平 南昌市财政局 8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0 优化行政层级体制，推进扁平化分类分级管理 匡小平 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1 江西省直管县研究 --省发改委 李春根 江西省发展和改委委员会 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2 南昌市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李汉国 南昌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2 金融学院

13 推进昌九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李汉国 南昌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6 金融学院

14 在南昌市建立碳排放市场的政策建议（无级别 算一分 李汉国 南昌市政府参事室 0 金融学院

15 我市重大工业项目投融资体制改革研究 李汉国 南昌市政府参事室 0 金融学院

16
加强区域合作推进昌抚城市一体化政策建议（无级别

算一分）
李汉国 南昌市政府参事室 0 金融学院

17 孔雀城大湖示范区标识系统设计 李民 汉符志品牌设计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35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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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江西昌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位体系咨询项目 刘操 江西昌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 研究生学院

19 江西扩大消费政策研究 刘满凤 江西省发改委 5 协同创新中心

20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 刘振林 红谷滩新区管委会 12 国际经贸学院

21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公益创投模式研究 罗良意 江西省民政厅 0 人文学院

22 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研究 秦小红 江西山野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 法学院

23 山高制药厂厂区景观规划 舒洪岚 江西洪洲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8 艺术学院

24
万载县青林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研究
汤晓军 万载县青林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36 国际经贸学院

25 供电企业管理人员岗位能力模型与培训规划 陶永进 北京德源博思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22 工商管理学院

26
关于实施烟草商业企业物流作业动态循环管理及评价

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
涂淑丽 江西省烟草公司南昌市公司 13.4 工商管理学院

27 贵溪市宏鑫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固定工资设计方案 汪新艳 贵溪市宏鑫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25 工商管理学院

28 关于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研究 汪洋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4 金融学院

29 南昌金昌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风险管理研究 王光俊 南昌金昌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 工商管理学院

30 质检技术机构长效发展评价体系研究 王国忠
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计划财务

科技处
5 金融学院

31 南昌市红角洲 C-11 地块项目定位研究 王文群 南昌市英沃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32
关于《药品医疗器械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基层实施

情况研究
王柱国 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法学院

33 万载三十把水利风景区旅游规划编制协议书 吴志军 万载县水务局 11.7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32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合同经费 所在单位

34
南昌地区创业环境对创业成效的影响及其环境优化对

策研究
熊小斌 南昌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40 工商管理学院

35 课题研究委托协议书 徐海云 北京斯柏瑞佳门窗有限公司 32 统计学院

36 美达股份化纤类产品外部经营环境 徐 炜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30 国际经贸学院

37
民政部项目（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培训教材编写与编

写研讨会
银平均 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 3 人文学院

38 南昌市体育场馆资源一体化开发与利用研究 詹新寰 江西省体育局 10 体育学院

39 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评价研究 张 红
江西省福欣生态工程与旅游研究

院有限公司
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40 南昌市文化旅游项目可行性研究 张 瑾
江西省福欣生态工程与旅游研究

院有限公司
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41
城市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构建研究—基于南

昌市、深圳市的对比数据
张欣艳 南昌市科学技术局 2 技术中心

42
我国户外广告法规管理的缺失与矛盾——兼论户外广

告管理立法的目标
张志伟

江西南昌御锦传智广告传媒

有限公司
10 法学院

43
企业节能效果测算与优化研究

——以江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周早弘 江西天地人环保节能有限公司 23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44 南昌融入“中三角”发展的战略研究 朱丽萌 中国南昌市委政研室 5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45
永新县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施规划

（2011-2015 年）
朱丽萌 永新县扶贫和移民办公室 6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46 青东绿道规划设计方案 邹勇文 中共吉安市青原区委农村工作部 20 人文学院

47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中采购合同 周海欧 国家发展银行江西省分行 6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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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民事恶意诉讼及其法律规划 易 虹 江西九州医药有限公司 20 法学院

49 林脂板一体化产业发展总体规划与重大工程 刘伦武 江西省吉安林业局 30 经济学院

50 江西演出与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 王玉琦 江西省文化厅 10 人文学院

51 南昌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距离与政府支持策略研究 吴照云 江西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 3 工商管理学院

52 潜山县石塘镇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蔡升桂 铅山县石塘镇人民政府 1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53
图的最大化问题近似算法研究及其在金融数据研究中

的应用
凌爱凡 西安交通大学 7 金融学院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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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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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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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单位 项目分类 项目子类 立项日期 结项日期 批准经费

1 全民医疗保障目标下医疗卫生公共投入研究 张仲芳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2010-07-01 2013-11-30 10

2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财政保障机制与政策研究 肖建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2010-06-10 2013-09-29 10

3 公司法的政治学研究 邓 辉 法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2007-06-15 2013-05-09 7.5

4
转型时期调整垂直管理机关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法

治对策研究
朱丘祥 法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2008-09-07 2013-01-21 8

5
农地保障功能区域差异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拓

展与合理限制研究
邹秀清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2009-06-10 2013-01-21 8

6 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法立法研究 黄华生 法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07-06-15 2013-05-09 8

7 新农村建设中电子农务管理创新研究 黄丽娟 工商管理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6-10 2013-05-30 12

8
国有垄断企业内部治理中第三类代理成本问题研

究
饶晓秋 会计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4-05 2013-09-01 15

9
统筹城乡发展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土地管理制度联

动机制研究
彭新万 经济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01 2013-12-30 15

10 西方政治思想专题研究 王乐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6-18 2013-02-28 7

11 当代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研究 曾良盛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06-05-30 2013-02-2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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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于潜在语义对偶空间的跨语言信息检索理论和

算法研究
王明文 技术中心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09-09-01 2013-04-26 22

13
人力资源管理措施对知识工作者组织认同与专业

认同影响机理的研究
杨 杰 工商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0-01-14 2013-04-26 25

14
城市化过程中社区居民地方依恋特征、影响及空间

效应研究
唐文跃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09-09-04 2013-04-26 22

15
基于 LUCC 的区域城市群物质代谢时空动态变化

研究——以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例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09-09-04 2013-06-20 26

16 基于非线性特征辨识的高炉炉温混合控制模型研究 罗世华 统计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09-09-04 2013-04-26 23

17 高技术产业集群内的知识溢出机制与溢出效应研究 刘满凤 协同创新中心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09-09-01 2013-04-26 22.5

18
基于模糊与核聚类算法的脑磁共振图像分割方法

研究
杨 勇 信息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09-09-01 2013-04-26 20

19
农村规模养殖区域生物质能产业开发反馈理论和

仿真研究
王翠霞 信息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09-09-04 2013-04-26 22

20 可证安全代理密码系统研究 谭作文 信息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09-09-09 2013-03-19 19

21 承办第十三届亚洲金融学会 严 武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国际合作与交流

项目
2013-11-04 2013-12-31 4

22 非线性阈值协整及其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应用研究
欧 阳

志 刚
经济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2010-01-01 2013-03-06 20

23
基于多阶段动态二形博弈模型的多渠道供应链竞

争与协调策略研究
黄 健 信息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2009-09-04 2013-03-28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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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于网络视角的园区中小企业非竞合行为治理研究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09-09-16 2013-04-09 22

25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宋代政府治理思想研究 方宝璋 会计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9-15 2013-04-26 23

26 中部地区科技与金融结合研究 吕江林 金融学院
国家软科学

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9-11 2013-05-15 8

27 财政支持中小企业的投融资机制研究 蒋金法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国家其它部委

项目
财政部重点项目 2013-05-03 2013-12-20 15

28 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与调控政策研究 吕江林 金融学院
国家其它部委

项目
财政部重点项目 2013-05-20 2013-12-31 15

29 社会工作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 蒋国河 人文学院
国家其它部委

项目
民政部重点课题 2012-01-05 2013-02-25 1

30 基于网络动力学的农村土地流转家庭生计支持研究 吴军民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
特别资助项目 2011-09-13 2013-12-10 10

31
农产品营销中心理契约违背对农户关系行为影响

机理研究
蔡文著 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项目 2012-05-16 2013-06-30 5

32 江西省博士后科研择优资助项目一等资助 唐健飞 法学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项目 2013-03-18 2013-12-12 8

3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面上资助 唐健飞 法学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项目 2013-03-18 2013-11-18 5

34
基于期权契约的零售商主导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

协调研究
崔爱平 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项目 2012-05-08 2013-12-12 8

35
农户感知心理契约违背对农户合作行为影响机理

研究——基于江西省农户样本的调研
蔡文著 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项目 2012-05-08 2013-12-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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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基于资源视角的中小农业龙头企业成长机理与扶

持政策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刘克春 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项目 2012-05-08 2013-09-20 8

37 中国中部地区农村低保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何植民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0-10-30 2013-12-02 7

38 面向中国市级政府的公民满意度指数测评研究 杨道田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0-11-01 2013-11-14 7

39
亲贫视角下中国公用事业改革与规制模式的最优

设计研究
陈 剑 产业经济研究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0-11-30 2013-11-29 7

40 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规范审查制度研究 陈运生 法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09-12-21 2013-11-14 5

41
文化视域下的刑法解释学——刑法解释学困境的

新路径
徐光华 法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0-11-30 2013-05-24 7

42 中国学生资助的反周期供给机制构建 季俊杰 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0-11-25 2013-04-10 7

43
基于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大物流服务运作

模式及相关对策研究
吴 群 工商管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0-10-30 2013-12-17 7

44 中国组织情境中的破坏性领导行为研究 高日光 工商管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0-11-10 2013-09-04 7

45
高质量审计与债务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来自中国上

市公司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廖义刚 会计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0-11-30 2013-05-24 7

46
独立审计对公司代理成本的作用研究——基于审

计行业专门化的经验证据
谢盛纹 会计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0-11-30 2013-05-24 6

47 中国煤电纵向关系研究：冲突机理与协调机制 徐 斌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0-09-30 2013-11-1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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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快速城镇化地区土地经济承载力测度和预警实证

研究
谢花林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08-11-20 2013-10-28 5

49 基于 PBF的代理投资及其风险约束机制研究 盛积良 信息管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0-11-19 2013-07-08 7

50 税收征管效率的定量研究与政策设计 杨得前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0-16 2013-04-10 8.9

51 大学生就业促进法律机制研究 杨德敏 法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09-12-21 2013-12-02 7

52 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中的国家救助法律制度研究 巫文勇 法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9-11 2013-04-11 9

53
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虚假陈述的经济后果及其

监管（教育部人文社科）
蒋尧明 杂志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1-20 2013-06-17 9

54 江西省青年科学家培养计划项目 谢花林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省科技厅人才

计划

青年科学家

（井冈之星）
2011-12-01 2013-12-11 6

55 江西省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绩效评价研究 张 锋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省科技厅软科

学计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8-10 2013-10-12 1

56
国企重组环境下江西企业集团财务控制力评价与

提升路径
刘剑民 其他

省科技厅软科

学计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04 2013-12-30 1

57 江西省 R&D资源投入绩效评价分析 魏和清 统计学院
省科技厅软科

学计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20 2013-12-31 0.3

58 江西生态优势向经济效益转化的对策研究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省科技厅软科

学计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3-07-20 2013-11-30 10

59 江西省科研机构科技创新能力分析与评价 魏和清 统计学院
省科技厅软科

学计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09-04-23 2013-11-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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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 R&D投入及绩效评价研究 王 拓 统计学院
省科技厅软科

学计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09-05-14 2013-04-24 0

61
供应链金融创新下物流与资金流整合优化模型、算

法及决策研究
李毅学 工商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1-01 2013-11-14 1

62
鄱阳湖富营养化与重金属污染相互作用及生态效

应研究
胡绵好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09-12-12 2013-06-21 1

63
土地利用和覆盖变化对江西东江源区景观格局和

生态安全影响评价研究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省科技厅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2-22 2013-12-24 1.5

64 相空间法对混沌序列的调制自相关特性的研究 陈 滨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09 2013-12-31 1.5

65 基于 GPU并行的群体智能优化算法研究 汪 靖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1-01 2013-12-31 2

66 柔性 JobShop调度问题的分步求解方法研究 尹爱华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12-30 2013-12-30 2

67
基于变异测试与规则挖掘的 Web 服务软件脆弱性

分析技术研究
毛澄映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2-28 2013-11-30 1.5

68 基于物联网的物体跟踪定位理论与方法研究 党建武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7-01 2013-06-30 2

69 基于模型的Web软件测试技术的研究 钱忠胜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2-18 2013-12-31 1.5

70 基于三角直觉模糊数的动态多属性决策方法研究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5-20 2013-12-30 2

71
基于开源信息的上市企业金融风险预测数据挖掘

方法研究
万常选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9-01 2013-12-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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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基于数据挖掘的开源软件的复杂网络特性研究 吴方君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1-01 2013-11-30 2

73 考虑主体期望值的双边匹配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 乐 琦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9-28 2013-11-30 2

74
结合人类视觉系统的双树复小波图像融合及其评

价方法研究
杨 勇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7-01 2013-10-31 1

75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政策研究 王 乔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3-01-17 2013-12-18 1

76 社会救助立法理念及其制度建构 蒋悟真 法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2-11-28 2013-12-31 2

77 人大下设司法官纪律惩戒机构的制度架构 谢小剑 法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0-12-14 2013-12-31 1
78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体系建设研究 胡大立 工商管理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0-12-22 2013-12-31 0.8

79
基于集成视角的农产品物流协同管理模式构建与

策略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舒 辉 工商管理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12-11 2013-12-18 1

80
员工追随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

理研究
曹元坤 工商管理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0-12-30 2013-06-23 1

81 江西融入“中三角”发展战略研究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2-02-02 2013-12-18 2

82 江西省财政支农资金配置绩效研究 姚林香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2-11-15 2013-12-31 0.8

83 江西省医疗保险药品价格谈判机制研究 万谊娜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2-12-20 2013-12-31 0.5

84 短中期目标兼顾的房地产税研究 席卫群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2-12-11 2013-12-3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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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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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5-05 2013-12-30 0.5

86 改革背景下的银行法律问题 邓 辉 法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12 2013-12-31 0.8
87 死刑适用与民意的互动研究 徐光华 法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31 2013-12-31 0.5

88 物权法实施后自然资源使用权流转制度研究 杨 峰 法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08-12-30 2013-12-25 0.4
89 反垄断法在文化产业的适用 喻 玲 法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2-11-17 2013-10-31 0.5
90 建设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历史的视角 朱晓刚 高等教育研究所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13 2013-07-10 0.3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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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管理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08-12-10 2013-10-31 0.4

92 江西省中小企业创业期融资建设研究 袁红林 国际经贸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1-08 2013-12-31 0.3
93 农业发展及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研究 彭晓洁 会计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2-10-04 2013-12-26 0.5

94 我国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会计调查及防范 张 蕊 会计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6-15 2013-12-06 0.5

95 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政策措施研究 习明明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2-11-27 2013-12-30 0.2

96 政府担保小额货款：机制、行为与绩效研究 严 武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2-12-31 2013-04-10 0.5

97
民间金融的存在机理及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

研究-基于江西的现状分析
吴伟军 金融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2-11-19 2013-12-31 0.5

98 江西省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理论与创新设计研究 曾鸿志 金融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6 2013-12-20 0.3

99
江西赣南中央苏区矿产资源富集地带农村转型发

展模式研究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9-01 2013-12-12 0.5

100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叙事研究 杨 莉 其他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1-15 2013-01-22 0.5
101 江西电影产业化发展与市场培育研究 王中云 人文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2-30 2013-12-13 0

102 词曲演变研究 龙建国 人文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5-10 2013-10-29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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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基于 CBI的双语教学模式——以《管理学》双语课

程为例
叶卫华 外国语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30 2013-12-31 2

104 大学生英语听力自我评估的实证研究 潘清华 外国语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2-28 2013-06-15 0.5
105 基于动态影响图的教学评价研究 潘颖慧 信息管理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2-11 2013-12-31 0.5

106 企业技术联盟知识转移的效用研究 徐升华 信息管理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1-01 2013-11-15 0.3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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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2-11-15 2013-12-31 0.2

108 一个新剧种永修丫丫戏的调查与认定 陈 红 艺术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21 2013-12-31 0.3
109 核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阙占文 法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2-01 2013-12-30 0

110 赣江水资源保护与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 徐丽媛 法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0-12-30 2013-10-31 0
111 破解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困局的法治对策研究 朱丘祥 法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7-09 2013-01-01 0

112
南昌市服务外包产业差异化发展战略与政策支撑

体系研究
宋丽丽 工商管理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0-12-28 2013-12-06 0

113 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中的有效竞争研究 陈 明 工商管理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08-10-16 2013-04-20 0

114 国际油价波动冲击的缓冲机制研究 刘 建 国际经贸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2-30 2013-12-06 0
115 政府窗口指导与 IPO定价效率研究 邹 斌 会计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2-30 2013-12-30 0

116 中国产业规制政策的过程研究 陈富良 经济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1-12-30 2013-12-31 0

117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工业产业体系构建与新型

工业化发展研究
万 春 经济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0-12-20 2013-11-15 0

118 江西高校图书馆联盟信息服务体系研究 喻 樟 图书馆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0-12-15 2013-12-06 0

119
大学生村官政策合法性困境及其对策研究——以

江西省为例
曾维涛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5-10 2013-08-30 0.3

120 我国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徐聪颖 法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1-20 2013-12-3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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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土地储备法律问题研究 杨 峰 法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08-02-28 2013-12-30 0.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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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5-20 2013-08-30 0.5

123 促进自主创新与技术标准融合的策略研究 舒 辉 工商管理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26 2013-12-30 0.5

124 “中国创造”的国家品牌形象塑造研究 谌飞龙 工商管理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1-10 2013-12-30 0.4

125 江西服务贸易保护成本估计及其政策措施 许统生 国际经贸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0-10 2013-08-30 0.4

126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 宋京津 会计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5-05 2013-12-30 0.5

127 非正式制度与会计准则变迁的演化博弈研究 李 宁 会计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7-08 2013-12-30 0.3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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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1-31 2013-06-30 0.5

129 开放条件下的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崩溃与综合治理 桂荷发 金融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

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5-10 2013-12-30 0.3

130
基于禀赋条件的江西生态工业产业体系构建与新

型工业化发展研究
万 春 经济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2-18 2013-08-30 0.3

131
旅游业与山区农民生计问题研究——以井冈山为

例
江民锦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08-12-03 2013-06-3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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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依托红色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陈始发 马克思主义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1-30 2013-12-30 0.5

133 吉登斯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胡颖峰 马克思主义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1-15 2013-08-30 0.3

134 建立江西碳交易市场机制研究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28 2013-12-30 0.5

135
从“缺位”到“强化”——广告行业自律的改革与创

新
罗书俊 人文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07-05-23 2013-12-30 0.3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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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1-01 2013-12-30 0.3

137
江西省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以农民工法律

援助工作的现状及对策为视角
王妮妮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0 2013-10-31 0.3

138 高技术企业知识联盟知识转移效用研究 杨 波 信息管理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1-01 2013-08-30 0.5

139 基于价值观视角的企业中层管理者选拔机制设计 李良智 研究生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09-05-15 2013-05-15 0

140 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 伍世安 国际经贸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重点项目 2009-05-12 2013-12-30 1.2

141 建立高校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严 武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重点项目 2012-12-01 2013-12-24 4

142 江西省地理标志农产品质量体系研究 赵 星 工商管理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09-12-30 2013-12-30 0.3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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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管理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2-01-20 2013-08-3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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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对我国金融约束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 黄飞鸣 金融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2-01-20 2013-08-30 0.8

145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法律规制 郑威 校办公室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1-12-31 2013-12-30 0.3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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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2-01-01 2013-12-30 0.5

147 中国广告产业竞争与规制政策研究 吴昌南 产业经济研究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招标项目
2011-02-01 2013-12-30 1.5

148 碳金融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研究 彭玉镏 金融学院
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招标项目
2011-09-01 2013-11-25 1

149 战略投资者引进对我国商业银行竞争的影响研究 邹朋飞 金融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

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招标项目
2011-01-30 2013-11-25 1

150 中德高等职业教育比较及其借鉴研究 曾晓燕 会计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17 2013-06-26 0.8

151 行政管理学经典文献导读研究 许才明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3-03 2013-06-30 0.1

152
案例型教学课堂实施研究——以政府预算管理课

程为例
罗晓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25 2013-06-30 0.1

153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货币银行学》 钱卫红 高等教育研究所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01 2013-12-30 0.2
154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评测指标体系研究 邹艳芬 工商管理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1-26 2013-12-31 0.2

155
基于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研究

——以江西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业为例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02 2013-06-05 1

156 全日制MPAcc(会计专业硕士)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余新培 会计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25 2013-12-30 0.1

157 《高级财务会计》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陈明坤 会计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5-17 2013-06-17 0.1
158 三本院校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与实践 李红浪 技术中心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1-11 2013-12-2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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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金融服务外包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刘兴华 金融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2-30 2013-12-30 0.2

160 财经院校政治经济学特色教材建设 杨 勇. 经济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09-11-10 2013-12-31 0.1

161
工程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实验室建设与实践

教学方案研究
李 明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25 2013-12-31 0.2

162 课堂与社会对接；社会工作本科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蒋国河 人文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2-25 2013-06-30 0.2

163 复合型 ERP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尹爱华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09-12-01 2013-12-31 0.2

164
篮球“合作学习”教学促进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实

验研究
余文斌 体育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9-20 2013-12-16 0.1

165
案例教学博弈分析与师生互动模式研究——基于

信息认知视角
郭 露 统计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25 2013-06-30 0.1

166 基于CLIL的商务英语本科新专业的专业建设研究 陈海花 外国语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14 2013-12-31 0.2

167
独立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改革方案的研

究——以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为例
曾日波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25 2013-06-30 0.2

168
《数据库系统原理》课程探究式教学方法的探索与

实践
万常选 信息管理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19 2013-12-31 0.2

169 《博弈论》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陶长琪 信息管理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6-15 2013-06-15 2

170
“五位一体” 实践性教学法在《CIS设计》课程教学

中的运用
李 民 艺术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07 2013-06-30 0.2

171
社会工作专业“五维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

探索
陈家琪 人文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2011-12-14 2013-12-31 1

172
基于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教学管理学习预警信息

服务研究
陈丽萍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2011-09-09 2013-06-30 1

173 运用互动模式进行金融研究生教学改革 邹玲 金融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自筹项目 2011-06-22 2013-12-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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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基于移动宽带网的在职研究生移动学习问题研究：

以MBA为例
钟元生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教改项目 2011-01-13 2013-05-15 1

175 财经类高校研究生双导师制培养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郑志强 体育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教改项目 2010-06-01 2013-06-05 1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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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11-09 2013-12-30 0.8

177 高校本科课程改革思想研究：基于实践理论范式 朱晓刚 高等教育研究所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1-10-05 2013-06-26 0.8

178 本导制与职业特质驱动下的国贸特色专业建设 刘振林 国际经贸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09-10-20 2013-12-23 0.6

179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育

实证研究
许 静 马克思主义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08-09-06 2013-12-27 0.6

180 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的研究 潘克栋 外国语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07-11-27 2013-12-20 0.2

181 开展大学生心理素质拓展训练的实践研究 刘春来 体育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9 2013-12-23 0.2

182 中小学生远离犯罪预防教育研究 郭晓红 法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16 2013-12-27 0.3

183 基于胜任力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曹元坤 工商管理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08-12-29 2013-12-10 0.4

184
90后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就业能力与就业绩效的关

系研究
宋丽丽 工商管理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1-04 2013-12-01 0.3

185
高校教学团队成员心理契约内容、结构及管理对策

研究
余可发 工商管理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1-15 2013-11-17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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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高等院校会计专业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研究 王建辉 会计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2-11-13 2013-12-23 0.2

187 CPA职业教育“行动导向”教学模式研究 程琳 会计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26 2013-12-16 0.3

188 ACCA专业方向的教学问题研究 李宁 会计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1-12 2013-12-04 0

189 关于我国高校和谐师生关系的发展研究 邹玲 金融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08-11-18 2013-12-18 0.25

190 高校“半开卷考试模式”：实践探讨与制度设计 李国民 经济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09-03-15 2013-12-18 0.2

191 江西省高校体育设施建设研究 林敏 体育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08-11-11 2013-12-28 0.25

192
终身体育视角下的大学体育教育——基于数据挖

掘的体质健康数据深度利用
余岚 体育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09-12-18 2013-12-16 0.2

193 课堂的生态学研究与生态化大学英语课堂模式构建 吴云龙 外国语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1-17 2013-12-04 0.3

194
如何运用交际教学法和环境因素提高中学生英语

交际能力
曹久平 外国语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08-09-26 2013-06-11 0.5

195
增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对

策研究
刘满凤 协同创新中心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06-12-09 2013-12-10 0

196 高校教学质量评估的模糊方法研究 董九英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1-25 2013-12-23 0.4

197 江西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个人需求分析及政策建议 邹宽生 艺术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09-12-18 2013-12-0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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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基于生长模型的江西省水稻遥感估产研究 陈拉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09-01-01 2013-12-18 1.5

199 基于生态效率的江西省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1-25 2013-04-23 1

200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安全评价与预警研究 谢花林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1-01 2013-04-15 1.5

201 基于物联网的运动物体定位技术研究。 党建武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1-01 2013-12-12 2

202
面向方面软件变更影响分析及测试用例选择技术

研究
毛澄映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1-11 2013-06-15 1.5

203 基于协同学习的流数据挖掘方法研究 孙建成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9-01 2013-04-08 2

204 半序空间中不动点理论及其应用 李志龙 统计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3-01-01 2013-12-27 2

205 基于变尺度分析的高炉系统多变量重构建模与优化 罗世华 统计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1-20 2013-04-25 1

206 基于无线传感网络的远程移动生理健康监测研究 万本庭 协同创新中心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3-12-11 2013-12-11 1.5

207 XML文本检索结果的主题云构建研究 刘德喜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4-09 2013-12-27 1

208 “3G/多跳”混合网络中的跨层视频传输研究 万征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2-20 2013-12-12 2

209 区域产业创新系统演化的机理研究 徐晔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6-15 2013-11-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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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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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4-22 2013-11-18 1.5

211 基于规则与统计相结合的依存句法分析研究 袁里驰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2-20 2013-11-08 2

212 企业技术联盟知识转移演化模型的构建与仿真 杨波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6-01 2013-06-21 1.5

213
基于小波分析的我国股市风险度量与预警机制研

究
方志军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01-06 2013-06-06 2

214 基于 Adaboost的烟雾检测及动态视频检测模型 袁非牛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0-11-21 2013-05-21 1.5

215 应急物流系统的优化与设计研究 柳键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09-11-20 2013-05-05 1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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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0-15 2013-03-15 2

217 新农村建设中乡土植物景观保护研究 江灶发 艺术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0-01-25 2013-12-24 1

218
高校毕业生、招聘单位就业服务手机、网络互动系

统研究
曹文利 招生就业处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一般项目 2011-12-10 2013-06-20 1.5

219 面向检索的平行语料库构建及跨语言检索模型研究 罗远胜 技术中心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青年项目 2010-01-20 2013-12-12 1

220 基于数据挖掘的大学生个性化健康促进研究 余岚 体育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青年项目 2011-01-10 2013-12-12 1

221 具有恶化特征的新型调度问题研究 蒋淑珺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青年项目 2012-01-01 2013-12-2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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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嵌入式 RFID中间件关键技术研究 廖国琼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重点实验室项目 2010-11-22 2013-12-31 2

223 基于云计算的数据存储安全研究 万常选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重点实验室项目 2011-12-30 2013-11-20 1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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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

项目
重点实验室项目 2012-12-30 2013-11-18 1

225 国际期货定价中心空间测度研究 黄先明 国际经贸学院

省研究生创新

专项资金省教

育资助项目

一般项目 2012-06-01 2013-12-30 0.5

226 江西省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 鲍韵 国际经贸学院

省研究生创新

专项资金省教

育资助项目

一般项目 2012-11-22 2013-12-10 5000

227 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公共政策问题研究（司法部） 熊进光 法学院 司法部课题 自筹 2009-12-25 2013-05-27 0

228
1946—1949：《印花税法》的修订及其效果评析

——以江西地方法院的印花税诉讼为例
戴丽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2-12-31 2013-09-30 0.2

229 水产品冷链物流中心区位选择模型应用研究 王友丽 工商管理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3-03-07 2013-05-13 2000

230 石油安全视角下中国战略石油储备体系建设研究 刘建 国际经贸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3-03-07 2013-12-19 0.2

231 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理论与中国的实证 习明明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2-03-20 2013-01-15 0.2

232
江西银行业信贷投放与中小型企业发展的研究-基
于当前金融危机的研究

吴伟军 金融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09-12-19 2013-03-26 0.2

233 高校贫困生心理问题调查及应对研究 秦安兰 人文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1-05-05 2013-07-05 0

234 广义经验深度函数及其应用 刘小惠 统计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3-03-05 2013-12-12 0.2
235 新型批处理机调度研究 蒋淑珺 信息管理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0-11-29 2013-11-29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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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吉泰走廊城乡一体化研究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校级科研项目

为地方服务重大

项目
2013-04-25 2013-12-08 4

237
中国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地区差异与寻求型对外

投资研究
余昌龙 国际经贸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1-12-30 2013-12-17 0.6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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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贸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3-03-07 2013-06-15 0.6

239 江西财经大学校运会的历史变迁 彭永善 体育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3-04-07 2013-11-13 0.3
240 汉英翻译可接受性研究 曾剑平 外国语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0-10-15 2013-06-26 0.6

241
创业教育背景下高等数学创新教育模式研究（高教

所立工作课题）
余达锦 信息管理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1-11-26 2013-12-20 0.5

242
《电子商务项目管理》多媒体课件（计 2分，根据

教务处 2014年 1号文件）
王根生 国际经贸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其他校级课题 2013-04-10 2013-09-25 0.5

243 竞技体育伦理体系的构建与竞赛规则的完善 刘淑英 体育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其他校级课题 2009-10-15 2013-06-28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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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化行政层级体制，推进扁平化分类分级管理 匡小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3-12-31 5
2 江西省直管县研究 --省发改委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3-12-24 5
3 南昌市融资平台政府性债务压力测试 匡小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3-09-26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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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3-03-03 0
5 居民阶梯电价问卷调查与分析 张昕竹 产业经济研究院 2013-09-12 10
6 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研究 秦小红 法学院 2013-12-30 20
7 民事恶意诉讼及法律规制 易 虹 法学院 2013-12-27 20

8 我国户外广告法规管理的缺失与矛盾——兼论户外广告管理立法的目标 张志伟 法学院 2013-12-20 10
9 关于《药品医疗器械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基层实施情况研究 王柱国 法学院 2013-10-31 6

10 关于实施烟草商业企业物流作业动态循环管理及评价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 涂淑丽 工商管理学院 2013-12-25 13.4
11 供电企业管理人员岗位能力模型与培训规划 陶永进 工商管理学院 2013-12-20 22

12 南昌地区创业环境对创业成效的影响及其环境优化对策研究 熊小斌 工商管理学院 2013-12-20 40
13 江西科泰华软件有限公司关于九江市庐山公安分局绩效考核方案设计 陈小锋 工商管理学院 2013-12-06 0

14 南昌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差距与政府支持策略研究 吴照云 工商管理学院 2013-12-01 0
15 南昌金昌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风险管理研究 王光俊 工商管理学院 2013-11-19 20

16 贵溪市宏鑫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固定工资设计方案 汪新艳 工商管理学院 2013-11-15 25
17 江西奉新工业园区发展规划 刘小铁 工商管理学院 2013-11-08 8
18 铅山县石塘镇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蔡升桂 工商管理学院 2013-08-31 10
19 美达股份化纤类产品外部经营环境 徐 炜 国际经贸学院 2013-12-31 30

20 提升新时期我省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基于新国际分工视角 邓 军 国际经贸学院 2013-12-20 0.5
21 鄱阳县城区商业网点规划 黄建军 国际经贸学院 2013-12-2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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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 刘振林 国际经贸学院 2013-12-19 12
23 万载县青林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汤晓军 国际经贸学院 2013-12-10 36

24 基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的人力资本培育研究 陈 琦 国际经贸学院 2013-11-30 32
25 《中国昌海健康城项目建议书》委托合同 邓 军 国际经贸学院 2013-11-27 26

26 资源枯竭型城市区域经济的发展路径- 刘 骏 会计学院 2013-12-26 20
27 特大型有色金属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李 宁 会计学院 2013-11-29 1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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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学院 2013-06-07 10
29 市场化运行下的南昌公交集团薪酬管理体系 郭华平 会计学院 2013-04-22 20

30 秦安县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 刘国英 会计学院 2013-01-18 35
31 城市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构建研究—基于南昌市、深圳市的对比数据 张欣艳 技术中心 2013-01-16 0
32 南昌市触摸屏产业发展行动纲要 陈雁云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013-12-02 10
33 南昌融入“中三角”发展的战略研究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013-11-07 5

34 万载三十把水利风景区旅游规划编制协议书 吴志军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013-06-30 11.7
35 江西省现代物流行业金融开发研究 张进铭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013-06-08 8

36 永新县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施规划（2011-2015年）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013-02-20 6
37 我国房地产调控对经济影响的研究 胡援成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2013-04-15 32

38 推进昌九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李汉国 金融学院 2013-12-31 6
39 南昌市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李汉国 金融学院 2013-12-31 2

40 关于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研究 汪 洋 金融学院 2013-12-22 4
41 促进我省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对策研究 桂荷发 金融学院 2013-12-20 0.5

42 我国保险经纪行业隐性壁垒问题研究 曹 邓 金融学院 2013-12-20 20
43 我市重大工业项目投融资体制改革研究 李汉国 金融学院 2013-11-30 0
44 在南昌市建立碳排放市场的政策建议（无级别 算一分 李汉国 金融学院 2013-10-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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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加强区域合作推进昌抚城市一体化政策建议（无级别 算一分） 李汉国 金融学院 2013-09-30 0
46 江西省工业地产融资方式的探索与研究 陈春霞 金融学院 2013-04-16 0.8

47 产业集群质检科技需求与发展战略研究 王国忠 金融学院 2013-03-19 5
48 质检技术机构长效发展评价体系研究 王国忠 金融学院 2013-03-19 5

49 国家自然基金子课题——图的最大化问题近似算法研究及其在金融挖掘中的应用 凌爱凡 金融学院 2013-01-16 7
50 “中国绿色建筑科技城”项目策划书 王小平 经济学院 2013-12-19 10

51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中采购合同 周海欧 经济学院 2013-03-06 6
52 南城县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史言信 科研处 2013-11-13 28

53 企业节能效果测算与优化研究——以江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周早弘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3-12-30 23
54 南昌市红角洲 C-11地块项目定位研究 王文群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3-12-25 12
55 江西省耕地质量等级监测基础数据处理与江西省分等定级转换 但承龙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3-11-27 5
56 南昌市文化旅游项目可行性研究 张 瑾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3-11-16 8

57 汽车典型零部件制造成本分析 李文明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3-10-30 10
58 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评价研究 张 红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3-10-10 1

59 上犹县 14个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 但承龙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3-08-15 31

60 万载县潭埠镇等 12个乡（镇、街道）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实施规划

与拆旧区土地复垦规划设计
涂小松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3-03-31 20

61 大力推进中央苏区振兴对策研究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013-12-20 0.5
62 瑞金市绵江湿地保护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013-12-20 20.6

63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两区一带”分区详细规划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013-12-17 80
64 林业对江西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效应研究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013-12-16 10

65 世界银行贷款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城镇示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013-12-16 73.1597
66 江西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节能减排路径与综合管理体系研究 肖文海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013-04-28 15

67 2012江西省演出与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 王玉琦 人文学院 2013-12-1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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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民政部项目（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培训教材编写与编写研讨会 银平均 人文学院 2013-11-25 3
69 青东绿道规划设计方案 邹勇文 人文学院 2013-06-30 20

70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公益创投模式研究 罗良意 人文学院 2013-01-21 0
71 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蔡 前 人文学院 2013-01-18 11.609

72 南昌市体育场馆资源一体化开发与利用研究 詹新寰 体育学院 2013-12-06 10
73 江西省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崔开玲 体育学院 2013-12-02 10

74 课题研究委托协议书 徐海云 统计学院 2013-12-31 32
75 江西扩大消费政策研究 刘满凤 协同创新中心 2013-12-05 5

76 融入省会、对接海西，实现昌抚一体化 廖进球 协同创新中心 2013-01-24 15
77 江西昌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位体系咨询项目 刘 操 研究生学院 2013-11-01 20
78 山高制药厂厂区景观规划 舒洪岚 艺术学院 2013-12-31 8
79 孔雀城大湖示范区标识系统设计 李 民 艺术学院 2013-12-25 35

80 高效糖料作物甜菊新品种推广市场调研分析 周玉卿 艺术学院 2013-12-13 8.25
81 江西华太医药有限公司装饰工程设计 陈 茜 艺术学院 2013-11-28 21

82 “放歌五一”国利建设集团大型文艺晚会策划书 陈 红 艺术学院 2013-10-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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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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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影统计深度函数的推广及应用 刘小惠 罗世华 刘显慧 涂小青 辛钦杰 重点 6000 统计学院

2 中文微博与情演化及引导机制研究 王根生 钟敏娟 闵潞 重点 6000 国际经贸学院

3
社会资本视角下经济环境双赢的路径选择与区域差

异研究
万建香 毛小兵 齐亚伟 石振林 邵常笑 重点 6000 信息管理学院

4 保单限制和豁免的最优分配问题研究 胡少勇 易艺 赵玉洁 易蓉 曹邓 重点 6000 金融学院

5 中国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改革的税收支持体系研究 刘建 王守坤 肖明智 重点 6000 国际经贸学院

6 基于利益集团视角美国对华实施“双反”的效应评估 汤晓军
吴朝阳 黄先明

龙瑜清
重点 6000 国际经贸学院

7 国民环境素养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李文明
吴志军 李向明 王立国 徐沅林

凌桂连 李勇
重点 6000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8 我国农村散杂居地区社会管理能力水平测度研究 许才明
曾维涛 何植民 吴军民 都永浩

卢小平
重点 6000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9 校企知识转移协同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 杨波
徐升华 廖述梅 沈波 潘颖慧 谭

亮 龙厚文
重点 6000 信息管理学院

10
基于跟踪调查的高校贫困生就业质量测度与保障体

系研究
季俊杰

蒋国河 徐海云 毕鹤霞 赵永辉

陈士平 彭佳
重点 6000 高等教育研究所

11 民俗体育对促进农民市民化的作用研究 涂传飞
郑国华 夏思永 李德满 余涛 李

先长 李晖
重点 6000 体育学院

12 水产品冷链物流中心区位选择评价与对策研究 王友丽 吴群 杨道田 杨芳 一般 4000 工商管理学院

13
南昌市能源消费环境问题与城市绿地环境效应耦合

机制研究
黄和平

李秀香 胡绵好 袁菊红 陈纬 熊

凯 彭小琳
一般 4000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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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转型增长动力：技术、效率与规模效应--基于江西工

业 36行业的实证研究
何小刚 王跃龙 卢任 一般 4000 产业经济研究院

15
财政货币政策动态反馈协调机制研究-基于扩大居

民消费的视角
吴伟军 黄飞鸣 舒成 王怀军 周敏 一般 4000 金融学院

16 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侵权赔偿评估研究 余炳文
杨飞虎 李国民 文豪 乐琦

肖珏 黄强
一般 4000 经济学院

17 “失独”家庭潜在社会分险防范体系构建研究 曾维涛
张仲芳 康静萍 吴军民 熊小刚

朱椿荣
一般 4000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18 社会支持视下的流动学前儿童社会照顾研究 苗春凤
杨正德 袁冬华 蒋国河 王蒙蒙

万建军
一般 4000 人文学院

19
低碳视角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素空间联动

机制研究
齐亚伟

陶长琪 陈思华 何炜 杨海文 江

海峰
一般 4000 信息管理学院

20 马克思主义观视域下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探究 舒前毅 黎世光 成亚林 刘白明 一般 4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1 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长效管理机制探索 严军亮 田忠民 曾民华 游林 吕泽华 一般 4000
大学生健康教育

中心

22 中央苏区民众婚姻生活研究 庄秋菊 易凤林 李德满 青年 30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 偏微分方程应用于红外小目标分割研究 温文媖 方玉明 舒蕾 童松 青年 3000 信息管理学院

24 中国经济增长中需求因素分析 王俊杰 钟琴 陈琳 青年 3000 当代财经杂志社

25 博弈视角下的排序问题研究 万龙 罗春林 乐琦 邓小方 青年 3000 信息管理学院

26 两倍素数 2-测地线传递图的研究 靳伟 刘小惠 张华 青年 3000 统计学院

27 多值随机微分方程的逼近 张华 陈琳 刘庆 青年 3000 统计学院

28 可微多目标优化问题及其应用 汪星 温文媖 张华 青年 3000 信息管理学院

29 删失回归模型变量选择问题 刘显慧 刘小惠 张华 青年 3000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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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基于三维视觉感知的智能适配显示技术研究 方玉明 方志军 温文英 舒雷 青年 3000 信息管理学院

31 民族音乐在大学生心理治疗中的作用及策略分析 周涵 李霜 孔晓飞 青年 3000 艺术学院

32 江西省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财税支持研究 黄思明 陈鸿章 青年 3000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33 江西省劳动报酬占比的实证研究 彭树宏 梁威 王岳龙 习明明 青年 3000 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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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学生科研课题立项一览表

重点项目：15 项

序

号
姓名 学院 课题名称 类别

1 李杰玲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及其解决机制

——基于南昌市生米镇的分析
重点

2 李诗瑶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政策研究 重点

3 罗 军 产业经济研究院
中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设定研究—基于空间和

行业异质性假设
重点

4 帅 燕 产业经济研究院 南昌地铁 1号线对沿线房价的溢出效应 重点

5 邓 珊 工商管理学院 元素品牌对知名主品牌联合效应的影响机理研究 重点

6 陈红梅 国际经贸学院 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协同效应研究 重点

7 董 跃 国际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双语教学下外教集中授课教学效果研究 重点

8 胡佳羽 会计学院
低碳经济下绿色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重点

9 万啸尘 会计学院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成本控制研究 重点

10 徐彦筠 会计学院 政府干预与上市公司税负关系的实证研究 重点

11 赵静妍 金融学院 民间金融如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 重点

12 朱丽媛 金融学院 我国国债期货价格形成机制研究 重点

13 黄 毓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生态文明视觉下江西省生态旅游竞合研究——以

婺源，瑶里为例
重点

14 习黄勇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家居安全监控系统 重点

15 危文朝 信息管理学院 生态共生视角下产业集群升级机制研究 重点

一般项目：73项

序

号
姓名 学院 课题名称 类别

1 邱俊钦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征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与农民利益博弈分析——
基于赣州三县区的调研

一般

2 王 山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现状及改进措施--以北川

重建为例
一般

3 袁春梅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赣南中央苏区红色文化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整合

开发路径研究
一般

4 王术玲
产业经济

研究院

药品价格管制的优化路径研究——基于引入第三

方机构的视角
一般

5 王 思 产业经济研究院 樟树药业转型升级的系统分析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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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小龙 法学院 网络反腐的作用、问题与对策 一般

7 刘名辉 法学院 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法律规制研究 一般

8 刘先良 法学院 我国保理合同法律制度研究 一般

9 杜 琴 工商管理学院
创业型虚拟团队信任度与工作绩效间关联性的研

究---以小中型企业为例
一般

10 段 毅 工商管理学院 婺源发展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般

11 黄启旺 工商管理学院
高校学生会“大部制”改革的探究——以江西某高

校为例
一般

12 江 颖 工商管理学院
微博广告价值维度对顾客购买意愿影响的研究

——以餐饮业为例
一般

13 林选辉 工商管理学院
基于南昌高校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模型构建及影

响因素研究
一般

14 魏宗军 工商管理学院
考虑关键瓶颈突破的离散型制造企业精益采购策

略研究——以江铃汽车为例
一般

15 张瑞韵 工商管理学院
新媒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及影响研

究
一般

16 陈 妙 国际学院
“新国五条”后二手房市场的前景分析及对策——
以南昌市为例

一般

17 王世军 国际学院 基于分层抽样的南昌市民消费行为调查 一般

18 殷 彧 国际学院
大学生就业观与企业要求差异的实证研究——以

江西省六所高校财会专业学生为例
一般

19 赵 谦 国际学院 铁道部企业化后的车票定价机制分析 一般

20 段 颖 国际经贸学院 江西生猪饲养业生态化发展研究 一般

21 赖安宁 国际经贸学院 赣南苏区农业资源适度规模经营模式探讨 一般

22 李雪峰 国际经贸学院
基于会计视角的反倾销研究—以江西省陶瓷产业

为研究对象
一般

23 马毓徽 国际经贸学院 赣企境外投资：现状、问题、对策 一般

24 聂思媛 国际经贸学院 城镇化背景下南昌市农业银行网点选址调查分析 一般

25 崔百瑞 会计学院
运用 SWOT 分析法分析与研究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下的内部控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一般

26 董晓娟 会计学院
个人所得税率变动对二手房供求的影响分析——
以南昌市为例

一般

27 傅 予 会计学院 外部审计与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成本 一般

28 高雪菲 会计学院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

的实证研究
一般

29 黄琼诗 会计学院 基于BSC的农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评价研究 一般

30 黄晓欢 会计学院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分析——以我国制

造业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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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兰玉婷 会计学院
对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思考——基于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规模化发展与审计质量关系的视角
一般

32 李晨睿 会计学院 CEO变更对公司预算松弛的影响 一般

33 李剑斌 会计学院 独董的高教专家背景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一般

34 刘 倩 会计学院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研究——以江西铜业为例 一般

35 钱希撼 会计学院 XBRL下审计模式面临的挑战和应对 一般

36 沈明杰 会计学院 引入智力资本的高科技企业动态资本结构调整研究 一般

37 王 储 会计学院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民营中小企业财务外包问

题研究
一般

38 熊雅琴 会计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专业硕士学生学术氛围状况调研报告 一般

39 徐婉艺 会计学院 外教对我国高等教育影响的探析 一般

40 游 录 会计学院 创业板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探析 一般

41 张同林 会计学院
国有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会计手法红旗标志

及其防范
一般

42 艾 涵 金融学院 资本约束下我国中小银行盈利模式转型研究 一般

43 管 超 金融学院
媒体关注对 IPO抑价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创

业板市场的实证分析
一般

44 谢志斌 金融学院
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股价影响的实

证研究
一般

45 杨 辉 金融学院 城镇化与江西银行业发展的关系研究 一般

46 姜云鹏 经济学院 税基评估及涉税业务资产评估研究 一般

47 王小威 经济学院
城镇化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基于对南昌市

蒋巷镇的调查
一般

48 袁乐翔 经济学院 江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障碍及对策研究 一般

49 彭小琳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基于空间均衡的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与粮食生产

格局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一般

50 宋 鑫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利用冲突形成机理及

治理对策研究——以江西省吉安市为例
一般

51 徐 丰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变化趋势及

激励机制研究——以赣南苏区信丰县为例
一般

52 刘玲娜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鄱阳湖南矶湿地保护与旅游发展研究 一般

53 彭 凯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我国内陆核电开发利用风险的伦理思考——以江

西彭泽核电项目为例
一般

54 吴雄平 鄱阳湖生态研究院
生态补偿促进农户减贫的作用机制与政策研究

——以赣南原中央苏区为例
一般

55 熊 凯 鄱阳湖生态研究院
基于农户意愿的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标准及瞄准

机制研究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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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高天童 人文学院
智障儿童家庭的“三位一体”综合服务模式研究

——兼议社会工作的资源整合功能及其介入路径
一般

57 王 斌 人文学院
泛媒体环境下地方戏曲电视节目发展研究——以

河南卫视《梨园春》节目为例
一般

58 易 魁 人文学院 产业融合视角下的江西影视旅游长远发展研究 一般

59 曾 徽 人文学院 中国电视综艺节目模式困境及其突破研究 一般

60 练 慈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招生辅助管理信息系统 一般

61 魏延楠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太阳能遮阳伞 一般

62 刘 恒 体育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校运会运行绩效调查 一般

63 胡双彪 统计学院 南昌市公共自行车运营效能调查报告 一般

64 邵玲 外国语学院
基于自建语料库的中国特色政论文英译研究-以十

八大政府工作报告为例
一般

65 袁文武 外国语学院
财经类高校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现状对比与影响因素研

究——以江西财经大学与浙江财经学院的对比为例
一般

66 曹艺文 信息管理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评

价研究
一般

67 胡志芳 信息管理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技术效率

测度研究
一般

68 蒋恒彪 信息管理学院
我国绿色物流金融一体化发展研究——基于南昌

市物流行业的调查
一般

69 刘挺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Web 金融信息的非财务指标体系构建及主题

映射
一般

70 刘贤杰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人脸的性别识别 一般

71 周阳锦 信息管理学院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江西省电子政务评价体系研究 一般

72 顾晓涵 艺术学院 香蒲、芦苇对铅尾矿污染水体的修复研究 一般

73 王 飞 艺术学院 网络时代下中国流行歌曲的困境与出路问题研究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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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权威刊物发表论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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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物类型 所属单位

1 Coinsurance Within Business Groups:Evidence from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in an Emerging Market Nan Jia

Nan Jia(外),石

劲,Yongxiang

Wang(外)

2013-10-31
Management

Science

国际著名权

威期刊 A

金融管理国

际研究院

2 Exploiting structures in keyword queries for effective
XML search 刘喜平

刘喜平,Lei

Chen(外),万常选,

刘德喜,Naixue

Xiong(外)

2013-08-10
Information

sciences

国际著名权

威期刊 A

信息管理

学院

3 中国林业市场化进程的林业经济增长效应 孔凡斌
孔凡斌,廖文梅

(外)
2013-08-30 中国农村经济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4 股市周期与基金投资者的选择 肖峻 肖峻 2013-07-28 经济学季刊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金融管理国

际研究院

5 基于沙漏模型的移动互联网用户行为分析 胡宇辰 胡宇辰,郭宇(学) 2013-07-18 管理世界

（3000-6000字）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工商管理

学院

6 审计行业专业性、债务代理成本与违约成本——来自

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谢盛纹

谢盛纹,闫焕民

(学) 2013-06-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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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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物类型 所属单位

7 反垄断审查中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研究 黄坤
黄坤(外),陈剑,张

昕竹
2013-06-06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产业经济研

究院

8 经济增长、交易费用与制度变迁的一个形式化分析框

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贡献
周海欧 周海欧 2013-05-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经济学院

9 互联网骨干网互联与结算治理模式比较研究及其启示 张昕竹 张昕竹,陈剑 2013-05-10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产业经济研

究院

10 内外部经济失衡下我国税制改革取向 王乔 王乔,伍红 2013-02-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1 我国失业保险金标准比较分析及科学确定 王乔
王乔,李春根,杨
珊(学),席卫群

2013-01-05 财政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2 失地农民冲突意愿形成的心理感知影响因素研究 邹秀清
邹秀清,钟晓勇

(学) 2013-12-12 资源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3 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测度的国际对比研究 邹艳芬 邹艳芬 2013-11-14 资源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工商管理

学院

14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潘丹 潘丹,应瑞瑶(外) 2013-07-01 资源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5 国民休闲背景下城市游憩空间意象特征分析_以南昌

市为例
田逢军 田逢军 2013-05-15 资源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6 社会化短文本自动摘要研究综述 刘德喜 刘德喜,万常选 2013-12-07 小型微型计算机

系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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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林业市场化进程的林业发展效应研究 孔凡斌
孔凡斌,廖文梅

(学) 2013-12-01 林业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8 基于词性标注和依存句法的Web金融信息情感计算 万常选
万常选,江腾蛟,
钟敏娟,边海容

2013-12-01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信息管理

学院

19 跨语言信息检索中的双语主题相关模型 罗远胜
罗远胜,王明文(外),
勒中坚,张华伟

2013-12-01 小型微型计算机

系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技术中心

20 基于配价结构和语义依存关系的句法分析统计模型 袁里驰 袁里驰 2013-10-25 电子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信息管理

学院

21 基于 Rabin签名的一种低带宽域间路径验证方法 杨波 3 杨波 3 2013-10-01 小型微型计算机

系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信息管理

学院

22 利用组件交互自动机测试基于组件的Web应用 钱忠胜 钱忠胜 2013-08-01 小型微型计算机

系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信息管理

学院

23 中心词驱动句法分析中的平滑技术 袁里驰 袁里驰 2013-07-25 电子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信息管理

学院

24 中国农业生态效率评价方法与实证—基于非期望产

出的 SBM模型分析
潘丹 潘丹,应瑞瑶(外) 2013-06-22 生态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25 场景切换视频自适应帧间码率控制 方志军

方志军,高永彬

(学),舒雷,袁非

牛,杨勇

2013-06-06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信息管理

学院

26 基于 LDA图像场景分类方法的增量学习研究 唐颖军 唐颖军 2013-05-01 小型微型计算机

系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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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物类型 所属单位

27 基于临界区划分的实时事务并发控制机制 夏家莉

夏家莉,王文乐

(学),朱文婷,
曹重华

2013-04-15 小型微型计算机

系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经济管理与

创业模拟实

验中心

28 一种面向移动服务拍卖的信任管理模型 熊建英
熊建英(学),
钟元生

2013-04-01 小型微型计算机

系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29 铅胁迫下硒处理的彩叶草根系和叶片的 SEM/XRD
光谱学分析

袁菊红 袁菊红,胡绵好 2013-03-25 园艺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30 基于贝叶斯信息更新的风险规避库存策略研究 罗春林 罗春林 2013-03-01 运筹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信息管理

学院

31 一种基于关系图的Web应用测试生成方法 钱忠胜 钱忠胜 2013-03-01 小型微型计算机

系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信息管理

学院

32 金融摩擦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进展 吴恒煜
吴恒煜(外),胡锡

亮(外),吕江林
2013-07-18 经济学动态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金融学院

33 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研究——基于拓展的未定权

益分析法
吴恒煜

吴恒煜(外),胡锡

亮(外),吕江林
2013-07-12 国际金融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金融学院

34 基于流程特征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流程再造 伍红 伍红,胡杰琦(外) 2013-06-01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35 税收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调查与分析 席卫群 席卫群 2013-05-25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36 从液晶面板案件看价格垄断协议的反垄断规制——
国际执法实践比较与经验借鉴

熊进光 熊进光 2013-05-15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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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国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土地财政库

兹涅兹曲线假说的提出与面板数据检验
邹秀清 邹秀清 2013-05-15 中国土地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38 我国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配套体系研究——基

于保障石油安全视角
刘建 刘建 2013-04-20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国际经贸

学院

39 西方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研究综述 吴昌南
吴昌南,曾小龙

(外) 2013-01-15 经济评论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产业经济研

究院

40 土地财政、补偿机理与被佂地农民保障水平 李春根
李春根,杨珊(学),
王乔,席卫群

2013-12-30 财政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41 国际自然资源出口限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黄先明 黄先明 2013-12-20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国际经贸

学院

42 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理念及其维度——兼评我国社会

救助立法征求意见稿的完善
蒋悟真 蒋悟真 2013-12-20 法学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法学院

43 换“所”不换“师”式变更、超工具性关系与审计质量 谢盛纹
谢盛纹,闫焕民

(学) 2013-12-19 会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44 中国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力评价——基于模糊综合

评价方法的分析简
易剑东

易剑东, 袁春梅

(外) 2013-12-15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体育学院

45 省直管县体制与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基于参与三

方视角的分析
肖建华 肖建华 2013-12-14 中国行政管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46 从威慑到合规指引:反垄断法实施的新趋势 喻玲 喻玲 2013-12-02 中外法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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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要素价格扭曲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蒋含明 蒋含明 2013-12-01 统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国际经贸

学院

48 基于金融生态环境主体异质性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的分析
王东明

王东明(外),
黄飞鸣

2013-11-15 经济评论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金融学院

49 理论与评价：NBA运动员工资的研究 朱亚坤 朱亚坤 2013-11-15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体育学院

50 移动应用平台定价机制研究-基于双边市场理论 吴志军 吴志军,赵雪(学) 2013-11-05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江西经济发

展研究院

51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基于群组决策分析模型的运用
何植民 何植民 2013-11-01 中国行政管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52 我国城市体育场馆公共财政研究 郑志强 郑志强 2013-10-31 体育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体育学院

53 近百年来小农户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共识与前沿 温锐 温锐,范博(学) 2013-10-30 中国农村经济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马克思主义

学院

54 中国进口贸易的结构分析 郑文 郑文 2013-10-20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国际经贸

学院

55 公允价值的会税分离与合璧——基于《企业会计准则

—公允价值计量（征求意见稿）》的分析
宋京津 宋京津 2013-10-16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56 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审计经验略论 方宝璋 方宝璋 2013-10-15 审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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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略论宋代商税（字数不够，降一级） 方宝璋 方宝璋 2013-10-15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58 预算公开法治化：实质、困境及其出路 蒋悟真 蒋悟真 2013-10-09 中国法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法学院

59 从生存状态差异化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况宇翔 况宇翔 2013-10-01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60 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产品属性研究 谭刚 谭刚,易剑东 2013-09-15 体育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体育学院

61 "小农·农户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余永和
余永和(外),
邹心平

2013-09-13 中国经济史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马克思主义

学院

62 财政分权、卫生改革与地方政府卫生支出效率—基于

省际面板数据的测算与实证
张仲芳 张仲芳 2013-09-10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63 城市公共体育场馆运营：财税激励模式及中国思路 杨金钟
杨金钟(外),
郑志强

2013-09-01 体育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体育学院

64 印度对华反倾销与我国报复性威胁机制的缺位 汤晓军
汤晓军,张进铭,
殷功利(外) 2013-08-28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国际经贸

学院

65 具有多元权值约束的鲁棒 LPM 积极投资组合问题 凌爱凡
凌爱凡,杨晓光

(外),唐乐(外) 2013-08-25 管理科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金融学院

66 法务会计鉴定意见的采信机制研究 张蕊 张蕊,杨书怀 2013-08-15 会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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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梨花季（封底作品） 彭建斌 彭建斌 2013-07-10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68 中英商科学生课堂小组讨论方式对比研究-跨文化交

际视角
王力媛 王力媛 2013-07-04 外语教学与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现代经济管

理学院

69 我国生态税实现生态补偿的法律思考 熊进光 熊进光,徐丽媛 2013-07-01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法学院

70 齐默尔的技术理念论 黄欣荣 黄欣荣 2013-07-01 自然辩证法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马克思主义

学院

71 基于高质量反馈源的 XML查询扩展 钟敏娟
钟敏娟,万常选,
刘德喜,江腾蛟

2013-06-20 情报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信息管理

学院

72 中国省区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研究 许统生 许统生,洪勇(学) 2013-06-01 经济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国际经贸

学院

73 构建环境保护税制体系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改

变
王乔 王乔,郭卫泉(学) 2013-05-30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74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构隐患、内因探究及其政府规制

行为
邹艳芬 邹艳芬,陆宇海 2013-05-17 改革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工商管理

学院

75 中国区域经济时空演变的加权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 陶晓红
陶晓红(外),
齐亚伟

2013-05-15 中国工业经济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信息管理

学院

76 论纳税遵从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 肖建华 肖建华 2013-05-01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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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物类型 所属单位

77 我国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的合意性：基于：“事权”
与“事责”角度的分析

马海涛
马海涛(外),任强

(外),程岚
2013-04-26 财政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78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历史纠结、共识与创新点 温锐 温锐 2013-04-15 经济学动态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马克思主义

学院

79 地方性与旅游开发的相互影响及其意义（字数不够，

认定 C刊）
唐文跃 唐文跃 2013-04-06 旅游学刊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80 单位根过程联合检验的 Bootstrap研究 陶长琪
陶长琪,江海峰

(学) 2013-04-01 统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信息管理学

院

81 “可以获利”与“将会获利”：基于情景分析比较相关市

场界定结果
黄坤 黄坤(外),张昕竹 2013-03-21 中国工业经济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产业经济研

究院

82 社科学术论文摘要的编译 曾剑平 曾剑平,叶卫华 2013-03-15 中国翻译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外国语学院

83 世博会对现代奥运会复兴的影响 钞群英
钞群英(外),张爱

红(外),涂传飞
2013-03-15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体育学院

84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省际贸易成本测度、效应及决定

因素
许统生

许统生,洪勇(学),
涂远芬,黄先明

2013-03-01 经济评论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国际经贸

学院

85 从新近WTO/TBT争端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应对 阙占文 阙占文 2013-03-01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法学院

86 食品安全发展的阶段性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朱明春
朱明春(外),何植

民,蒋宇芝(外) 2013-02-21 中国行政管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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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农产品营销中农户感知心理契约对农户行为的影响 蔡文著 蔡文著,杨慧 2013-02-16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工商管理

学院

88 网络规制背景的网络中立及互联网产业链变革 陈富良 陈富良,王林(学) 2013-02-15 改革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经济学院

89 我国高尔夫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靳英华

靳英华(外),詹国勇

(外),詹新寰,庞善东

(外),鲍芳芳(外)
2013-02-15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体育学院

90 基于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的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的实证研究
匡小平 匡小平,杨得前 2013-01-25 中国行政管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91 住房负担能力度量——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王雪峰 王雪峰 2013-01-15 经济评论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92 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不对称影响 封福育 封福育 2013-01-15 经济评论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经济学院

93 关于中外税收协定引入仲裁程序的探索 阙占文 阙占文 2013-01-01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法学院

94 双语潜在语义对应分析及在跨语言文本分类中的应

用研究
罗远胜

罗远胜,王明文

(外),勒中坚,陆旭
2013-01-01 情报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技术中心

95 玉山秋远（封底作品） 李民 李民 2013-12-23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96 结构优化过程中合意发展速度的识别与辨析：历程与

评价
王展祥 王展祥,魏琳 2013-12-16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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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An Analysis of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of
deindustrialization补齐 8分，计 5分 王小平

王小平,王一新

(学) 2013-12-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经济学院

98 基于广义资本及其价值创造的动态财务理论探讨

——一个演化分析的新视角
袁业虎 袁业虎 2013-12-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99 我国逆向获取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出口贸易抑或外

向对外直接投资
李有 李有 2013-12-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杂志社

100 信息共享边界理论基本框架研究—基于市场价格决

定视角
关爱浩 关爱浩 2013-12-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01 我国公共投资经济效率分析及政策建议 杨飞虎 杨飞虎,周全林 2013-11-16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经济学院

102 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民事责任的特征及其

合伙人民事责任的配置研究
蒋尧明 蒋尧明 2013-11-04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杂志社

103 CEO权力、董事会稳定性与管理层业绩预告 周冬华 周冬华,赵玉洁 2013-10-22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104 震荡市场、基金持股与证券市场稳定 梅国平
梅国平(外),胡才

泓(学),封福育
2013-10-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经济学院

105 静好（作品，封底） 黄松涛 黄松涛 2013-10-10 文艺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艺术学院

106 基于标准形成机制的技术创新模式分析 舒辉 舒辉 2013-09-16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工商管理

学院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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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物类型 所属单位

107 我国财富效应表现特征的经验研究 陶长琪
陶长琪,杨海文

(学) 2013-09-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信息管理

学院

108 交通基础设施、地方保护与中国国内贸易成本 刘建
刘建,许统生,涂

远芬
2013-09-02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国际经贸

学院

109 我国产出波动与失业率变化之间的趋势性与非对称

性研究
李国民 李国民,饶晓辉 2013-08-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经济学院

110 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曹玉珊 曹玉珊 2013-08-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111 中国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因素分析 袁红林 袁红林,蒋含明 2013-08-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国际经贸

学院

112 （补齐 8分，计 5分）Is the Limit of Four Times the
Primary Interest Rate of Loan Reasonable? 胡援成 胡援成 2013-07-01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金融管理国

际研究院

113 主权债务危机预警系统的构建——基于新兴市场国

家数据的研究
胡援成 胡援成,康鸿 2013-06-30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金融管理国

际研究院

114 儒家行为管理思想探析——中西比较的视角 余焕新 余焕新 2013-05-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工商管理

学院

115 制度环境与商业信用融资有效性 曹向 曹向(学),匡小平 2013-05-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16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ustaninability of china’s
trade计 5分 许统生

许统生,YIN
GONG LI(学),

朱永军

2013-05-02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国际经贸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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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无标度特性下的网络舆情演化迁移元胞模型 王根生 王根生 2013-05-01 小型微型计算机

系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国际经贸

学院

118 基于会计视角的国企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特征分

析及其防范
张蕊 张蕊,陈剑洪 2013-04-2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119 组织品牌内化及员工品牌内化的整体概念模型研究 余可发 余可发 2013-04-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工商管理

学院

120 优化住房保障体系的财税政策探讨 程伟 程伟(学),席卫群 2013-03-23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21 公允价值的经济学分析 管考磊 管考磊 2013-03-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122 多值 Lukasiewicz逻辑公式的范式表示和计数问题 王庆平
王庆平,王国俊

(外) 2013-03-15 软件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统计学院

123 部属追随力:概念界定与量表开发 曹元坤 曹元坤,许晟(学) 2013-03-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工商管理

学院

124 外资异质、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 马瑞超 马瑞超(外),张鹏 2013-02-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经济学院

125 公允价值计量对审计费用、审计质量的影响——基于

2003-2010年 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杨书怀 杨书怀 2013-02-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126 公开增发新股与定向增发新股中盈余管理的比较研究 章卫东
章卫东,刘珍秀

(外),孙一帆(学) 2013-01-30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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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不等式约束条件下经验似然法在两总体中位数检验

中的应用
邓国华 邓国华 2013-09-27 中国科学

国内著名权

威 A+ 统计学院

128 Forced-convergence decoding for LDPC-coded
modulation 戴利云

戴利云,楊鸿文

(外),范建晓(外),
尧文元

2013-01-10 中国科学
国内著名权

威 A+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29 营业税征收力度评估：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杨得前 杨得前 2013-05-06 管理世界
国内著名权

威期刊 A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30 基于安全规则变异的Web Services安全性测试方法 陈锦富

陈锦富(外),李青

(外),毛澄映,詹永

照(外),黄如兵

(外),陈加梅(外)

2013-10-15 计算机学报
国内著名权

威期刊 A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31 基于结点权重模型的 XML片段检索策略 刘德喜

刘德喜,万常选,
刘喜平,钟敏娟,

江腾蛟

2013-08-15 计算机学报
国内著名权

威期刊 A
信息管理

学院

132 阶层分化、代际剥削与农村老年人自杀 杨华 杨华(外),欧阳静 2013-05-01 管理世界
国内著名权

威期刊 A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33 L3*中逻辑公式的范式表示及对称逻辑公式的构造

方法
王庆平 王庆平 2013-04-15 计算机学报

国内著名权

威期刊 A 统计学院

注：本表未删除第一作者为校外人员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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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D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彭元 专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2 2013-12-22 彭元 MBA学院

2 全民医疗保障与医疗卫生公

共投入研究
张仲芳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4 2013-12-30 张仲芳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财政保障

机制与政策
肖建华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6 2013-11-20 肖建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4 云计算商业模式 余来文 专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6.2 2013-11-01 余来文(外),王乔,封智

勇(外)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5 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运行绩效

评价
熊小刚 优秀专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7 2013-09-01 熊小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 比较税制（第三版） 王乔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379 2013-07-26 王乔,席卫群,姚林香,
朱门添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7 政府采购 廖少纲 一般教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

版社
23 2013-07-01 廖少纲,熊小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8 税式支出的效应分析与绩效

评价
万莹 专著 中国财经出版社 20 2013-05-23 万莹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9 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税

收政策研究
万莹 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8.9 2013-05-17 万莹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10 税收征管效率评估：方法与

应用
杨得前 专著 中国税务出版社 21 2013-03-29 杨得前,李建军(外)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11 公共组织财务管理（第三版） 王为民
国家级规划

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9.4 2013-03-08

王为民(外),张琳(外),
王梅花(外),罗晓华,刘
敏卿(外),邱文琦(外)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12 国际商法 阙占文 一般教材
江西省人民

出版社
25 2013-12-16 阙占文,陈凌,张怡超,

李晔,吴德昌,陈军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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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学生就业促进法律机制研究 杨德敏 专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23.2 2013-11-16 杨德敏 法学院

14 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论-公共

政策的视角
熊进光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2 2013-11-01 熊进光 法学院

15 儿童权利一般理论研究 吴鹏飞 专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9 2013-09-10 吴鹏飞 法学院

16 民法总论 熊进光 一般教材 厦门大学出版社 42.5 2013-08-30

熊进光,曾芳芳(外),籍
明明(外),王晓云(外),刘
国华(外),龚美华(外),孙
挥,陈淑文(外),杨莉(外),

汪志刚(外)

法学院

17 知识产权法 刘俊 一般教材 厦门大学出版社 55.5 2013-08-26
刘俊(外),杨志民(外),
徐聪颖,张明(外),张以

标(外),喻晶(外)
法学院

18 婚姻家庭与继承法 曹贤信 一般教材 厦门大学出版社 46.8 2013-08-26
曹贤信(外),徐聪颖,陈
思琴(外),宋金华(外),
汤亮(外),吴金莲(外)

法学院

19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万里鹏 一般教材 厦门大学出版社 37.5 2013-08-15
万里鹏(外),杨德敏,钟
金(外),章明亮(外),陆
明(外),陈永福(外)

法学院

20 宪法学 沈桥林 一般教材 厦门大学出版社 55 2013-08-01
沈桥林(外),宁立成

(外),朱丘祥,张晓明

(外),张扩振(外),刘国

法学院

21 国际私法 马德才 一般教材 厦门大学出版社 57.1 2013-07-01

马德才,邱润根(外),吴
萍(外),吴德昌,李叶欣

(外),洪萍(外),彭丽明

(外)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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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规范审查

制度研究
陈运生 专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0.5 2013-06-01 陈运生 法学院

23 刑法总论 黄华生 一般教材 厦门大学出版社 45 2013-05-10

黄华生,苏雄华(外),刘
君(外),郭小亮(外),卢
宇(外),刘士国(外),王

振(外)

法学院

24 从行政分权到法律分权 朱丘祥 专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4 2013-05-01 朱丘祥 法学院

25 国际法 朱炜 一般教材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 2013-03-05
朱炜(外),王吉文,郭洪

(外),柳琦(外),熊建文

(外)
法学院

26 法理学 朱力宇 一般教材 科学出版社 38 2013-03-05
朱力宇(外),易有禄,王
丽君(外),袁刚(外),杨

磊(外),杨贝(外)
法学院

27 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

建与运行
姜红仁 专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25 2013-02-11 姜红仁,熊进光 法学院

28 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竞争力

研究
邓玉华 专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15 2013-12-26 邓玉华 工商管理学院

29 管理技能 陈明 一般教材 福建人民出版社 34.9 2013-12-19 陈明,余来文(外),曾国

华(外) 工商管理学院

30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我国轿车

企业升级研究
何炜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 2013-11-28 何炜 工商管理学院

31 国际物流与货运代理运作 崔爱平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22 2013-10-25 崔爱平 工商管理学院

32 产业经济学 卢福财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52.4 2013-10-15

卢福财,吴昌南,阮敏,
黄彬云,陈剑,徐斌,赵
雪(学),鲍韵(学),饶超

(学),罗军(学),陈小兰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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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邓谣(学),李莹

(学),陈洪章(学),彭慧

莲(学),谢巍(学),常雅

靓(学)

33 薪酬管理理论与实务（第二

版）
刘爱军 一般教材 机械工业出版社 15 2013-10-10 刘爱军 工商管理学院

34 运营管理 邹艳芬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 57.7 2013-10-09 邹艳芬,胡宇辰,陶永

进,陆宇海,陈小锋
工商管理学院

35 标准化管理 胡海波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51.8 2013-09-01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36 中国管理学原理 胡海波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43.5 2013-06-01 胡海波,郭英 工商管理学院

37 雾霾天气治理中的企业社会

责任：理论与案例研究
邓玉华 专著 中国工商出版社 15 2013-05-10 邓玉华 工商管理学院

38 战略管理（第二版） 吴照云 一般教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2.6 2013-03-01

吴照云,舒辉,胡大立,
陈明,胡海波,刘爱军,
宋丽丽,余焕新,徐健,
蔡文著,占小军,杨晓

玲,王光俊

工商管理学院

39
价值观契合与企业文化文

本：概念、测量及其关系研

究

王晓春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18 2013-02-20 王晓春 工商管理学院

40 技术差距与经济增长方式转

变研究
余昌龙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2 2013-12-30 余昌龙 国际经贸学院

41 复杂产品模块化生产网络分析

技术
戴爱明 专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5 2013-12-01 戴爱明 国际经贸学院

42 电子政务服务对政府信任影

响的实证研究
李虹来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15 2013-11-01 李虹来 国际经贸学院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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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

易规模及结构影响的研究
潘永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2 2013-11-01 潘永 国际经贸学院

44 面向群体极化的网络舆情演化

研究
王根生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16 2013-11-01 王根生 国际经贸学院

45 循环经济中的价格形成研究 梁红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3 2013-11-01 梁红 国际经贸学院

46 国际油价波动冲击的缓冲机制

研究
刘建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1 2013-10-15 刘建 国际经贸学院

47 中国海外投资促进体系研究 裴长洪 专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8 2013-05-20
裴长洪(外),郑文,夏先

良(外),樊瑛(外),张宁

(外),汤婧(外)
国际经贸学院

48 电子商务概论（第二版）0.3的
系数

杜江萍 一般教材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4.5 2013-02-20 杜江萍,陈欢欢(学),关
茗予(学),扶慧芳(学) 国际经贸学院

49 两宋经济管理思想研究 方宝璋 专著 电子科技出版社 42 2013-12-18 方宝璋 会计学院

50 审计学 张蕊 一般教材 科学出版社 47 2013-11-15 张蕊,谢盛纹,张其镇,
廖义刚

会计学院

51 闵台民俗研究 方宝璋 专著 人民出版社 30 2013-09-18 方宝璋 会计学院

52 高级财务会计 第四版 荣莉 一般教材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45.7 2013-08-15 荣莉,彭晓洁 会计学院

53 先秦管理思想 方宝璋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31 2013-07-15 方宝璋 会计学院

54 会计制度设计（第二版） 程淑珍 一般教材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49 2013-07-11
程淑珍,王建辉,陈明

坤,唐广,张其镇,吕晓

梅,顾署生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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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第二

版）
王建辉 一般教材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7 2013-07-11 王建辉,程淑珍,周冬

华,蒋珩,严真红
会计学院

56 成本管理会计（第二版） 李金泉 一般教材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56 2013-07-02
李金泉,余新培,郭小

金,张绪军,袁园,杨桂

兰,吉伟莉

会计学院

57 国际会计学（第二版）0.3的
系数

宋京津 一般教材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0 2013-05-15 宋京津,赵伟,王宏,项
平,陈婕,何燕芳

会计学院

58 审计学：一种整合方法（英

文版·第 14版）改编
谢盛纹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7.8 2013-04-15 谢盛纹 会计学院

59
独立审计对公司代理成本的

降低研究——基于审计行业

专门化的经验证据

谢盛纹 专著
东北财经大

出版社
14.7 2013-03-15 谢盛纹 会计学院

60 会计学原理 张蕊
国家级规划

教材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48 2013-02-15

张蕊,程淑珍,王建辉,
郭华平,马国芬,管考

磊,刘海生,吴志斌

会计学院

61 审计学：一种整合方法 谢盛纹 译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0 2013-01-15 谢盛纹 会计学院

62 中三角智慧城市群的发展战

略研究
陈雁云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1 2013-12-06 陈雁云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63 人力资本、贫困陷阱与经济

增长
习明明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 2013-12-01 习明明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64 我国基金投资者行为与基金

管理人策略研究
肖峻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17 2013-12-01 肖峻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65 我眼中的美国 李佳 编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6 2013-10-13 李佳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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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国际经济学（第二版） 黄飞鸣 一般教材 南京大学出版社 51.8 2013-08-01

黄飞鸣,胡源源,李京

福(外),陈静(外),李冰

(外),彭支委(外),张家

龙(外),张迎(外)

金融学院

67 资产价格泡沫的信贷解释与

综合治理
桂荷发 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5.8 2013-01-30

桂荷发,黄飞鸣,吴伟

军,
邹朋飞

金融学院

68 成功创业的 6 个秘密——让

创业激情照进现实
付小非 译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18 2013-01-01 付小非(外),吴艳艳,范

博(外) 金融学院

69 西方主权债务危机形成机理

研究
刘爱文 专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15 2013-12-10 刘爱文 经济学院

70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江西省

生态工业产业体系构建与新

型工业化发展研究

万春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42 2013-08-01 万春 经济学院

71 帕金宏观经济学原理 王小平 译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3.3 2013-04-01
王小平,李胜兰,王守坤,
王宇锋,吴涛,李佳,肖

璐,李国民

经济学院

72 帕金微观经济学原理（第五

版）
王小平 译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6.4 2013-03-01 王小平,李胜兰 经济学院

73 土地整治项目规划理论、方

法与实践研究
李洪义 专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5 2013-12-02 李洪义,周就猫(外)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74 旅游地地方感研究 唐文跃 优秀专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5.5 2013-12-01 唐文跃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75 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拓展与

合理限制研究
邹秀清 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3 2013-11-12 邹秀清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76 基于知识合作创新的工程项

目供应链协同创新研究
吴光东 专著 新华出版社 11.1 2013-06-01 吴光东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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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国学导论 吴通福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45.5 2013-10-31 吴通福,李德满,龚贤,
鲍克伟

马克思主义学院

78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马德普 一般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45 2013-07-01

马德普(外),周明军

(外),高景柱(外),庞金

友(外),薛新国(外),陈
高华(外),金纬亘

马克思主义学院

79 动态开放小农 温锐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5 2013-05-15 温锐 马克思主义学院

80 西方政治思想史 吴玉军 一般教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5 2013-02-10

吴玉军(外),李德满,王
锦刚(外),夏洞奇(外),
霍伟岸(外),韩伟华

(外)

马克思主义学院

81 基于生态效率的物质代谢研

究：理论、方法与实践
黄和平 专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 2013-12-30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82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资源利用

与开发模式研究
谢花林 编著 中国环境出版社 25 2013-12-25 谢花林,刘桂英(学),胡

海胜,宫之君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83 基于资源约束视角的中国农

业绿色生产率研究
潘丹 专著 中国环境出版社 21 2013-10-01 潘丹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84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自然资源

评价和低碳旅游研究
刘良源 编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66 2013-10-01

刘良源(外),肖忠优

(外),冷清波,江民锦,
周早弘,严淑梅,欧阳

翠凤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85 财务会计综合模拟实训 戴建 一般教材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 2013-08-08 戴建(外),刘剑民,甘岱

琳(外),李国彬(外) 其他

86 事实本位与人文观照——新

闻采写原则与思维论
张庆胜 专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4.5 2013-12-19 张庆胜 人文学院

87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研

究
苗春凤 专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21.4 2013-12-18 苗春凤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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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清代前期通俗小说传播机制

研究
文革红 专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5 2013-12-05 文革红 人文学院

89 三千年诗词胜览 龚贤 编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45 2013-10-31 龚贤,江枰 人文学院

90 明代管理思想：基于政策工

具视角的研究
龚贤 专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34.1 2013-10-16 龚贤 人文学院

91 MBA精英人物风采录 邹勇文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34 2013-10-01 邹勇文,于鸿莉(学),陈
庆鸿(学) 人文学院

92 古代人生哲学在晚清民国的生

存状态——以梁启超为中心
彭树欣 专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 2013-03-15 彭树欣 人文学院

93 C＋＋编程——面向问题的

设计方法
李刚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89.2 2013-11-01 李刚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94
嵌 入 式 实 时 操 作 系 统

uC/OS-III应用技术——基于
ARM Cortex-M3 LPC1788

张勇 编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

版社
56.5 2013-04-15 张勇,夏家莉,陈滨,蔡

鹏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95 Android应用开发教程 钟元生 一般教材 江西高校出版社 50 2013-01-30 钟元生,高成珍(学),朱
文强,徐军,涂云钊(学)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96 乐在 C语言 谢亮 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35.3 2013-01-01 谢亮,谢晖(外)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97 我国竞技网球软实力建设研究 彭永善 专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 2013-11-15 彭永善 体育学院

98 我国武术散打现代发展之路

探析
钟冬根 专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1.5 2013-11-01 钟冬根 体育学院

99 中国高尔夫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 SCP框架的分析
詹新寰 专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12 2013-11-01 詹新寰 体育学院

100 体育职业概论 易剑东 一般教材 复旦大学 39.5 2013-10-09
易剑东,郑志强,朱亚

坤,詹新寰,刘淑英,余
文斌,谭刚,彭永善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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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健身健美操的科学性研究 熊建萍 专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 2013-09-30 熊建萍 体育学院

102 2010年中国运动竞赛业发展

报告
朱亚坤 专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39 2013-06-01 朱亚坤 体育学院

103 数据随机缺失情形下半参数

模型的统计推断
刘小惠 专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0 2013-12-05 刘小惠 统计学院

104 中美产业内贸易与贸易摩擦

关系
万兆泉 专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 2013-11-16 万兆泉 统计学院

105 国民经济核算原理 刘小瑜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36.3 2013-10-10 刘小瑜,李海东,
曹俊文,郭露,陶春海

统计学院

106 江西财经大学校史 骆兵 编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37 2013-09-18 骆兵,肖华茵,宋初健,
叶慧

统计学院

107 英汉翻译教材研究：理论与

实践
曾剑平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2 2013-10-01 曾剑平 外国语学院

108 汉英笔译基础教程 刘有发 一般教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

版社
45 2013-09-10

刘有发,刘莉琼,张萍

萍,李红艳,李莉,吴冰,
袁志美

外国语学院

109 英汉笔译基础教程 刘有发 一般教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4.1 2013-09-10
刘有发,钟达祥,黄德

先(外),卢润,李红艳,
孙斐斐,李莉

外国语学院

110 幼儿园教师教育基本能力 曹树华 一般教材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集团
30 2013-09-01

曹树华(外),张莉琴

(外),刘建平(外),罗小

梅(外),董玮

外国语学院

111 大学英语 6级考试一本全 陈幼平 编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50 2013-09-01

陈幼平(外),陈战(外),周
欢(外),盛梅(外),冯潇

(外),史湘琳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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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英语新题型专项突破 梁莉娟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7 2013-03-01

梁莉娟(外),张秀峰

(外),吴碧宇(外),刘启

升(外),史湘琳,张薇

(外)

外国语学院

113 综合应试教程 梁莉娟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43.8 2013-02-01
梁莉娟(外),徐国萍

(外),初萌(外),吴碧宇

(外),史湘琳,张薇(外)
外国语学院

114 中国学术编年-两汉卷（计 15
分，0.2系数）

宋清秀 工具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85 2013-07-09
宋清秀(外),曾礼军

(外),
包礼祥

外校单位

115 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第二版） 钱宁
国家级规划

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41 2013-04-10

钱宁(外),银平均,杨魏

敏(外),熊跃根(外),张
军(外),孙立亚等人

(外)

外校单位

116 非营利组织管理 徐顽强 一般教材 科学出版社 36 2013-04-01
徐顽强(外),王守文

(外),白玉华(外),高梦

(外),熊小刚

外校单位

117 国家科技奖励体系中的非政

府奖项研究
徐顽强 专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8 2013-03-01 徐顽强(外),熊小刚 外校单位

118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 3版） 陈梓城
国家级规划

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45 2013-01-15

陈梓城(外),夏敏磊

(外),邓海,吴忠(外),徐
敏(外)

外校单位

119 中国垄断行业公平规制问题

研究
彭树宏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 2013-12-10 彭树宏 协同创新中心

120 项目管理学理论、方法及技

术
杜宾 一般教材 清华大学出版社 48.4 2013-12-30 杜宾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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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基于检索结果聚类的 XML
伪反馈技术研究

钟敏娟 专著
江西省高校

出版社
10 2013-12-26 钟敏娟 信息管理学院

122 XML文档搜索技术研究 刘喜平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18 2013-12-20 刘喜平 信息管理学院

123 钢铁企业批量计划及调度理论

研究
蒋淑珺 专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0.2 2013-12-01 蒋淑珺 信息管理学院

124 风险厌恶供应链的定价与订

货策略研究
罗春林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17 2013-12-01 罗春林 信息管理学院

125 基于偏好序信息的满意双边

匹配决策方法研究
乐琦 专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4 2013-11-10 乐琦,樊治平(外) 信息管理学院

126 面向复杂项目的风险管理网

络模型及应用
杜宾 专著 外文出版社 29.5 2013-11-01 杜宾 信息管理学院

127 新时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胡秋梅 专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 2013-10-17 胡秋梅 信息管理学院

128 制造商多渠道销售策略研究

及其计算实验
徐峰 专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 2013-09-09 徐峰(外),黄健 信息管理学院

129
基于公钥自证明路由通告验

证的 IP前缀劫持防范机制研

究

杨波 3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12 2013-09-01 杨波 3 信息管理学院

130 基于模型的Web应用测试理

论与方法
钱忠胜 专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18 2013-08-01 钱忠胜 信息管理学院

131 微积分（二） 华长生 一般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 45 2013-01-01 华长生,邓咏梅,徐晔,
钟友明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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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赣傩面具艺术研究 柳献忠 专著 北京林业出版社 20 2013-12-01 柳献忠 艺术学院

133 企业形象设计 李民 编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 15 2013-12-01 李民 艺术学院

134 园林绘画（第 2版） 孛随文 一般教材 重庆大学 30 2013-10-09 孛随文(外),张莹(外),
罗时武,戴继明(外) 艺术学院

135 美术鉴赏——西方美术卷 包礼祥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8.3 2013-10-01 包礼祥,罗时武,张相

森
艺术学院

136 产品创意设计手绘 况宇翔 一般教材 广西美术出版社 18 2013-09-01 况宇翔,杨泳,刘花第

(外) 艺术学院

137 肖像的精神 矫芙蓉 专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1.6 2013-06-01 矫芙蓉 艺术学院

138 中西方钢琴流派与作品赏析 雷敏 编著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18.2 2013-02-01 雷敏 艺术学院

139 中级财务会计（第四版） 蒋尧明 一般教材 中国财经出版社 55 2013-07-05 蒋尧明,荣莉,程淑珍,
彭晓洁,章美珍

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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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省航空制造业布局与优化对策 吴昌南 2013-11-06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吴昌南 产业经济研究院

2 江西省半导体照明产业布局与优化对策 吴昌南 2013-09-15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吴昌南 产业经济研究院

3 江西省航空制造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鲍韵 2013-05-14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鲍韵(学),吴昌南 产业经济研究院

4 江西省半导体绿色照明产业现状与发展对

策
吴昌南 2013-04-04 江西经济分析 吴昌南 产业经济研究院

5 江西省“十二五”节能减排的困难、挑战与对

策
王岳龙 2013-01-15 江西经济分析 王岳龙 产业经济研究院

6 南昌与主要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比

较及启示
吴照云 2013-12-01 江西经济分析 吴照云,尹懿(学) 工商管理学院

7 南昌市物流园区建设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计 1分）
舒辉 2013-11-18 调研报告 舒辉 工商管理学院

8 江西做大做强风能核能产业的对策与建议 李敏 2013-09-30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李敏,彭树宏 工商管理学院

9 打造多元旅游特色村镇品牌 助推江西新型

城镇化建设
余可发 2013-04-08 江西经济分析 余可发 工商管理学院

10 我市农业科技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计

一分）
舒辉 2013-03-25 调研报告 舒辉 工商管理学院

11 江西省国有企业应对 GPA谈判研究报告 姜晓川 2013-03-12 江西经济分析

姜晓川(外),杨建

锋,廖进球,陈向

明(外)
工商管理学院

12 江西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推

进策略
吴朝阳 2013-03-16 江西经济分析 吴朝阳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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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构建核心增长极打造南昌经济升级版

的几点建议
朱丽萌 2013-12-28 江西经济分析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

院

14 破解江西战略性新兴产业高产值、低利润的

困局
徐斌 2013-12-13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徐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

院

15
江西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提案《建议我省

打造一个南方最大的现代化农资农贸大市

场》

朱丽萌 2013-12-04 其他研究报告 朱丽萌,李秀香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

院

16 立足工业园区，加速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的几点建议
徐斌 2013-10-07 江西经济分析 徐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

院

17 依托工业园区，加快江西新型工业化进程 吴志军 2013-09-02 江西经济分析 吴志军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

院

18 加快江西省金属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对策建

议
徐斌 2013-06-12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徐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

院

19 尽快设立省级政府引导基金 支持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
陈雁云 2013-06-06 江西经济分析 陈雁云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

院

20 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的空间发展战略与建

议
习明明 2013-05-09 江西经济分析 习明明,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

院

21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发展江西非金属

新材料产业
徐斌 2013-05-07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徐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

院

22 新形势下如何运用金融杠杆撬动江西经济

发展
桂荷发 2013-09-10 江西经济分析

桂荷发,王国忠,
曾鸿志,吴伟军

金融学院

23 深入推进我省旅游扶贫开发的思路、模式与

措施
黄细嘉 2013-05-17 其他研究报告

黄细嘉(外),李向

明,何小芊(外),
陈志军(外)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

院

24 加速现代物流园区建设 提升工业园区发展

水平（决策咨询）
彭志平 2013-12-11 江西经济分析

彭志平(外),黎世

光,王铿(外) 马克思主义学院

25 加大鄱阳湖流域生态保护推动我省生态文

明建设的对策建议
孔凡斌 2013-10-01 江西经济分析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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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做大做强吉

安旅游产业
邹勇文 2013-11-29 其他研究报告 邹勇文 人文学院

27 江西省农村演出市场开发实证研究 吴辉 2013-07-30 江西经济分析 吴辉,王玉琦 人文学院

28 江西演出市场的现状、问题与发展对策研究 周立华 2013-03-10 江西经济分析
周立华,吴辉,王

玉琦
人文学院

29 江西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调研报

告
易剑东 2013-11-10 其他研究报告

易剑东,周立华,
邹勇文

体育学院

30 对最好 2014年我省经济工作的若干建议(发
展改革研究）

廖进球 2013-12-19 江西经济分析
廖进球,吴志军,

徐斌
协同创新中心

31 江西省先进装备制造业布局与优化对策 彭树宏 2013-12-11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彭树宏 协同创新中心

32 江西省生物产业布局与优化对策 彭树宏 2013-11-20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彭树宏 协同创新中心

33 江西省电子信息产业布局与优化对策研究 梁威 2013-11-15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梁威 协同创新中心

34 江西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布局分析与优化

对策
杨头平 2013-11-06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杨头平 协同创新中心

35 江西省生物及新医药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彭树宏 2013-11-04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彭树宏 协同创新中心

36 江西各地区新材料产业发展布局重点与对

策建议
刘满凤 2013-10-18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刘满凤 协同创新中心

37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布局比较与优

化措施
廖进球 2013-09-26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廖进球,杨头平 协同创新中心

38 江西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绩效考评体系研

究（发展研究报告）
廖进球 2013-08-30 江西经济分析 廖进球,周海欧 协同创新中心

39 加快江西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彭树宏 2013-08-25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彭树宏 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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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促进江西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对策与

建议
梁威 2013-08-21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梁威 协同创新中心

41 提升江西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质量的思路

与对策
杨头平 2013-06-22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杨头平 协同创新中心

42 关于推进昌抚一体建设的若干思考 廖进球 2013-06-21 江西经济分析 廖进球,王自力 协同创新中心

43 提速江西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发展

的对策与建议
刘满凤 2013-05-15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刘满凤 协同创新中心

44 做强做优我省文化创意产业的思路与措施 杨头平 2013-05-10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杨头平 协同创新中心

45 江西光伏产业破解当前困境的对策与措施 刘满凤 2013-04-17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刘满凤 协同创新中心

46 促进江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

对策与建议
廖进球 2013-04-02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廖进球 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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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各类科研成果获奖汇总表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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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蒋悟真 反垄断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 法学院 蒋悟真 2013-03-22 国家级 三等奖

2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高日光

破坏性领导会是组织的害群之马吗？

——中国组织情境中的破坏性领导行为

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高日光 2013-03-22 国家级 三等奖

3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桂林 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与治理结构 经济学院 桂林 2013-03-22 国家级 三等奖

4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易剑东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形象

研究
体育学院

易剑东,洪建平(外),

张署光(外),王永顺

(外),孙科(外),岳红

艳(外)

2013-03-22 国家级 三等奖

5

第六届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陶长琪
基于融合的信息产业自主创新与产业成

长的协同机制
信息管理学院 陶长琪 2013-03-22 国家级 三等奖

6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徐光华 刑法文化解释研究 法学院 徐光华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一等奖

7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胡援成

美元贬值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传导

途径及其效应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胡援成,张朝洋(外)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一等奖

8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桂林 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与社会收入差距： 经济学院 桂林,陈宇峰(外),尹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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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权力寻租的视角 振东(外)

9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谢花林 区域生态用地的演变机制与调控研究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谢花林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一等奖

10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欧阳静 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欧阳静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11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付琼 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校补 人文学院 付琼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12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熊小刚

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运行绩效的投入产出

分析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熊小刚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13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肖建华

财政分权与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基于

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肖建华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14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熊进光 现代金融服务法制研究 法学院 熊进光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15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蒋岩波 反垄断司法制度 法学院 蒋岩波,喻玲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16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许统生 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的测度 国际经贸学院

许统生,陈瑾(外),

薛智韵(学)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17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章卫东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资产收购与利益输

送
会计学院

章卫东,邹斌,周子

剑,杨秀英(外)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18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方宝璋

宋代管理思想——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

研究
会计学院 方宝璋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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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张蕊

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的会计调查及

防范
会计学院 张蕊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20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吴志军

合作创新还是自主常新？——个扩展的

AJ 模型及其在中国互联网产业中的应用

研究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吴志军,赵立昌(学)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21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肖峻

基金业绩与资金流量：我国基金市场存

在“赎回异象”吗？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肖峻,石劲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22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严武

产权保护和市场信息不对称：来自中国

A-B 股的证据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严武,许荣(外),史清

华(外),汪勇祥(外)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23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黄飞鸣 金融亲周期性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研究 金融学院 黄飞鸣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24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凌爱凡

基于 Google Trends 注意力配置的金融

传染渠道
金融学院 凌爱凡,杨晓光(外)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25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周海欧

A New Framework of Happiness Survey

and Evaluation of National Wellbeing
经济学院 周海欧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26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廖卫东 食品公共安全规制：制度与政策研究 经济学院

廖卫东,何笑(外),时

洪洋(外),王云平

(外)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27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杨丽琼

财富与剥削在苏维埃革命阶级划分中的

演变与启示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杨丽琼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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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温锐

农地产权变革与社会生态的互动——八

十多年来赣南闽西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环

境考察

马克思主义学院 温锐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29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周书俊

马克思“对象性存在”问题与其经济学

说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书俊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30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龙建国 唐宋音乐管理与唐宋词发展研究 人文学院 龙建国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31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林新 拉斯韦尔模式与传播学研究的误区 人文学院 林新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32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廖进球 对做好2013年我省经济工作的几点建议

协同创新

中心
廖进球,朱丽萌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33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刘满凤 知识溢出机制与溢出效应研究

协同创新

中心
刘满凤,唐厚兴(外)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34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李民 城市导向标识系统设计方法研究 艺术学院 李民,胡颖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35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巫文勇

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中的国家救助法律制

度研究
法学院 巫文勇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36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刘克春

多元化非农经营战略对农业龙头企业产

出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工商管理

学院

刘克春,张明林(外),

包丽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37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李宁

会计准则制度变迁问题研究——基于演

化博弈的视角
会计学院 李宁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38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彭玉镏

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基于美国金融

危机后的思考
金融学院 彭玉镏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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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匡小平 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与土地财政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匡小平,卢小祁(外)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40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万莹 我国流转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万莹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41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杨得前 中国税收增长方式转变的时空特征分析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杨得前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42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胡海波 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及其评价研究

工商管理

学院
胡海波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43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卢福财

工业废弃循环利用中企业合作的演化博

弈分析--基于利益红驱动的视角

工商管理

学院
卢福财,朱文兴(学)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44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徐斌

中国煤电纵向关系研究：冲突机理与协

调机制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徐斌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45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李文明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研究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李文明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46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黄欣荣 现代西方技术哲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欣荣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47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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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48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蒋国河 返乡农民工子女学业适应状况调查分析 人文学院 蒋国河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49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刘细发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与社会管理创新研

究-以萍乡市为例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刘细发,陈东(外),万海

芳(外),江亚庆(外),冯

韵(外)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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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涂传飞

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一个村落舞

龙活动变迁的启示
体育学院 涂传飞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51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罗良清

农村扶贫效果评价研究——以江西省为

例
统计学院 罗良清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52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李志强 可持续发展系统评价与方法研究 统计学院 李志强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53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李会学

索尔•贝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时间轴

上的展开
外国语学院 李会学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54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万树平

直觉梯形模糊群决策的可能性均值方差

方法
信息管理学院

万树平,张小路(学),

李登峰(外)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55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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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志社 肖文燕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56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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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志社 蒋尧明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57
江西省第十五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王展祥

去工业化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研究——

基于结构失衡视角
杂志社 王展祥 2013-11-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58
第五届蒋一苇企业改

革与发展学术基金
吴照云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形成轨迹和发展路径 工商管理学院 吴照云 2013-11-06 省级一类奖 一等奖

59
江西省第十三批高等

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
王乔

《中国税制》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改革

与实践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乔,匡小平,陈荣,

徐旭川,伍云峰
2013-01-17 省级一类奖 一等奖

60

江西省第十三批高

等教育省级教学成

果奖

卢福财
“创业基础”课程系统化构建的探索与

实践
工商管理学院

卢福财,胡宇辰,陈

明,梅小安,刘克春
2013-01-10 省级一类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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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江西省第十三批高

等教育省级教学成

果奖

廖进球
江西财经大学创业型人才“一擎四轮”

培养模式

协同创新

中心

廖进球,谭光兴,彭志

武,刘淑波,范授冶
2013-01-01 省级一类奖 一等奖

62

江西省第十三批高

等教育省级教学成

果奖

万常选 《数据库系统原理》教材建设
信息管理

学院

万常选,刘爱红,廖国

琼,吴京慧,刘德喜
2013-01-14 省级一类奖 一等奖

63

江西省第十三批高

等教育省级教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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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1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64

江西省第十三批高

等教育省级教学成

果奖

匡小平
“专业”+“个性”分类培养的能力复

合型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匡小平,肖建华,徐旭

川,杨得前,程岚
2013-01-1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65
江西省第十三批高等

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
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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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1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66

江西省第十三批高

等教育省级教学成

果奖

吴照云
博士招生制度国际化比较分析及选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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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1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67

江西省第十三批高

等教育省级教学成

果奖

卢福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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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管理

学院

卢福财,廖进球,罗良

清,李良智,吴昌南
2013-01-1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68

江西省第十三批高

等教育省级教学成

果奖

胡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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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管理

学院

胡宇辰,胡海波,张孝

锋
2013-01-15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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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江西省第十三批高

等教育省级教学成

果奖

王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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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15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70

江西省第十三批高

等教育省级教学成

果奖

陈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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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始发,江水法,夏德

根,唐书麟,刘晓泉
2013-01-1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71

江西省第十三批高

等教育省级教学成

果奖

陶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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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管理

学院

陶长琪,盛积良,胡平

波,万建香,余达锦
2013-01-10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72

江西省第十三批高

等教育省级教学成

果奖

狄国强
《软件工程》课程财经管理背景实践教

学改革

信息管理

学院

狄国强,万常选,廖国

琼,刘德喜,杨小平
2013-03-06 省级一类奖 二等奖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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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02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74
第五届江西省高校

科技成果奖
万常选 XML关键词检索与自动文摘技术研究

信息管理

学院

万常选,刘德喜,刘喜

平,廖国琼,钟敏娟,

邓松(学)

2013-09-16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75
第五届江西省高校

科技成果奖
杨勇

基于模糊与核聚类算法的脑磁共振图像

分割方法研究

信息管理

学院

杨勇,黄淑英,黎新

伍,杨巨成,曾献军

(外)

2013-09-10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76
第五届江西省高校

科技成果奖
廖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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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管理学院

廖国琼,夏家莉,狄国

强,万常选,万征,邓琨
2013-08-31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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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第五届江西省高校

科技成果奖
周海欧

A New Framework of Happiness Survey

and Evaluation of National

Well-Being

经济学院 周海欧 2013-08-27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78
第五届江西省高校

科技成果奖
刘满凤 组织间知识溢出吸收模型与仿真研究

协同创新

中心
刘满凤,唐厚兴(外) 2013-12-27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79
第五届江西省高校

科技成果奖
狄国强 计算机电话集成中间件

信息管理

学院

狄国强,万常选,方志

军,廖国琼,刘德喜,

丁菊玲

2013-09-01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80
第五届江西省高校

科技成果奖
方志军

自适应提升多小波可分级视频编码技术

研究

信息管理

学院

方志军,高永彬(学),

杨寿渊,万征,舒雷,

袁非牛

2013-09-15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81
第五届江西省高校

科技成果奖
谢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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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谢花林 2013-09-16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82
江西省第五届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刘浩华 物流战略管理

工商管理

学院
刘浩华,李振福(外) 2013-01-10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83
江西省第五届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胡援成 货币银行学（第四版）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胡援成,杨荣,邹玲 2013-01-09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84
江西省第五届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刘谦 大学计算机基础实验教程

信息管理

学院
刘谦,刘德喜 2013-12-02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85
江西省第五届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匡小平 财政学（第 2 版）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匡小平,肖建华 2013-01-09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86
江西省第五届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罗良清 统计学 统计学院 罗良清,魏和清 2013-01-16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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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江西省第五届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曾剑平 《21世纪研究生英语教材：写译教程》 外国语学院 曾剑平,廖昌盛(外) 2013-01-09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88
江西省第五届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骆兵 财经管理应用文写作 人文学院 骆兵,王中云 2013-01-09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89
江西省第五届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徐升华 财经管理信息系统

信息管理

学院
徐升华,沈波,舒蔚 2013-01-09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90
江西省第五届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姚林香 税收筹划教程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姚林香,席卫群,万

莹,伍红,邱慈孙,伍

云峰

2013-05-01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91
江西省第五届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宋京津 国际会计学 会计学院

宋京津,章美珍,何燕芳,

赵伟,陈丹,章琳一,方

芳,陈剑洪,项平

2013-07-15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92
江西省第五届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舒辉 企业战略管理

工商管理

学院
舒辉,徐健,杨晓玲 2013-01-01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93
江西省第五届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陶长琪 决策理论与方法

信息管理

学院
陶长琪 2013-08-15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94
第十三届全国多媒

体课件大赛
狄国强 《金融信息系统》课件

信息管理

学院

狄国强,万常选,廖国

琼,刘德喜,吴方君,李

季,周萍

2013-11-11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95
第十三届全国多媒

体课件大赛
吴辉 中外广告史网络课件 人文学院 吴辉 2013-11-11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96
第十三届全国多媒

体课件大赛
程淑珍 会计学原理 会计学院

程淑珍,张蕊,王建

辉,吕晓梅,周冬华
2013-11-11 省级二类奖 二等奖



305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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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第十三届全国多媒

体课件大赛
杜景平 “英语演讲”课后自主学习网站 外国语学院

杜景平,刘琳红,徐惠

莲
2013-11-11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98
第十三届多媒体教

学课件大赛优秀奖
严伟 《体育保健学网络教学平台》 体育学院 严伟,曹清,杨兵 2013-09-25 学校级 一等奖

99
第十三届全国多媒

体课件比赛优秀奖
李国民 《“微观经济学”移动网络学习平台》 经济学院 李国民,王小平 2013-11-11 学校级 一等奖

100
第十三届全国多媒

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冷玉芳 多媒体课件《新视野大学英语 3Unit6》 外国语学院 冷玉芳 2013-11-11 学校级 一等奖

101
第十三届全国多媒

体课件大赛优秀奖
王根生 《电子商务项目管理》多媒体课件 国际经贸学院 王根生 2013-09-25 学校级 一等奖

102

2013年度全省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

师教学基本功比赛获

三等奖（省级二类打

八折算)

李云琴
2013 年度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

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获三等奖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李云琴 2013-10-30 省级一类奖 三等奖

103

广东广西云南海南

江西五省区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

教学比赛获奖（按省

级二类八折计）

李德满
五省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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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1-10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104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青年教师教学比

赛获（按省级二类八折

计）

李德满
江西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教

学奖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德满 2013-10-31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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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中国发展研究奖 吴时辉
江西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体系与促进政

策措施研究
人文学院 吴时辉 2013-03-01 省级二类奖 三等奖

106

2013 年江西省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

功比赛（按省级二

类八折计）

舒前毅
江西省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

一等奖
马克思主义学院 舒前毅 2013-10-30 省级二类奖 一等奖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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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09 学校级 一等奖

108

江西财经大学优秀

多媒体课件（计 2

分，根据教务处

2014 年 1 号文件）

李明
江西财经大学 2013 年度重点资助项目

（20136204）建筑工程施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李明,殷乾亮,吴光

东,姜薪萍
2013-09-25 学校级 其他奖

109

十三届全国多媒体

课件大赛高教工科

足优秀奖（计 2分，

根据教务处 2014

年 1 号文件）

汪彩霞 《flash as3.0 程序设计》多媒体课件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汪彩霞 2013-11-11 学校级 其他奖

110

2013 年全省首届

高校微课教学比赛

（计 1 分）

汪乐 2013 年全省首届高校微课教学比赛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汪乐 2013-07-23 其它 三等奖

111

第二届全省青年教师

音乐舞蹈电视大赛（计

1 分）

李珺
第二届全省青年教师音乐舞蹈电视大赛

高等院校专业组声乐类二等奖
艺术学院 李珺 2013-07-02 其它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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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江西省第五届职业院

校艺术专业师生作品

设计大赛三等奖（不

定级，计1分）

李苏云 音乐厅 艺术学院 李苏云 2013-01-01 其它 三等奖

113
江西省高等学校首届

微课比赛（计2分）
张曦凤 修改信用证及其往返信函

国际经贸

学院
张曦凤 2013-08-01 其它 二等奖

114
江西省高等学校首届

微课比赛（计2分）
冷玉芳 微课作品《地震预测与应对》 外国语学院 冷玉芳 2013-08-28 其它 二等奖

115
江西省首届高校微课

教学比赛（计3分）
刘晓根 《发展才是硬道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晓根 2013-07-18 其它 一等奖

116
江西省微课教学比

赛（计 2分）
罗世华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统计学院 罗世华 2013-09-02 其它 二等奖

117
首届全国微课教学

比赛（计 2 分）
刘晓根 发展是硬道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晓根 2013-10-30 其它 三等奖

118
微课《社会性别的建

构》教学（计2分）
唐斌 江西省高等学校首届微课比赛 人文学院 唐斌 2013-08-01 其它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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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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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折叠储物的椅子 姜红仁 姜红仁 实用新型 201320043768.8 法学院

2 一种无线遥控器 王根生 王根生 实用新型 201320165774.0 国际经贸学院

3 环保笔筒 殷乾亮 殷乾亮 实用新型 201220036195。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4 一种易清洗可扩展的刀架 况宇翔 况宇翔 实用新型 201220478834.x 艺术学院

5 可拆卸回形衣架 韩吉安 韩吉安 实用新型 201220602625.1 艺术学院

6 仿生两用婴儿摇篮 韩吉安 韩吉安 实用新型 201220602631.7 艺术学院

7 佛光茶壶 黄志明 黄志明 外观设计 201330062641.6 艺术学院

8 扭腰发电秤 罗时武 罗时武 实用新型 201320034649.6 艺术学院

9 弹簧笔筒 罗时武 罗时武 实用新型 201320034669.3 艺术学院

10 养生碗 周敏 周敏(学),向泓兴(学),况宇翔 外观设计 201330160656.6 艺术学院

11 展示架 胡颖 胡颖 实用新型 zl201320115942.5 艺术学院

12 便携式胶带裁剪器 李民 李民 实用新型 201320137525.0 艺术学院

13 磁铁取针器 李民 李民 实用新型 201320137152.7 艺术学院

14 带数字标签的计分牌 李民 李民 实用新型 201320137627.2 艺术学院

15 香水瓶 周敏 周敏(学),向泓兴(学),况宇翔 外观设计 201330100657.0 艺术学院

16 带有试衣镜的可旋转服装展架 胡颖 胡颖 实用新型 2013202652222.7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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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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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cal and tax policy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such as south Jiangxi
王乔 王乔,cheng wei(外) 2013-12-05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2
Research on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徐丽媛 徐丽媛 2013-05-18

Advanced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and
manufacturing,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I检索会议论

文
法学院

3
An location-routing proble woth simultaneous

pickup and delivery in urban -rural
dual-diretions logi

王雪峰 王雪峰 2013-05-01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APPLIATIONS
EI检索会议论

文

工商管理

学院

4
Research on dynamic pricing based on rationing

for two deterministic demand classes
程永生 程永生 2013-01-01 Lecture Not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I检索会议论

文

工商管理

学院

5
非第一单位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System for e-Supply Chain Based on
ImprovedFAT-GrowthAlgorithm

黄丽娟 黄丽娟 2013-08-1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

学院

6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Materials' price and its
impac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
杨慧

杨慧,Hu
Bao-Quan(学)

2013-05-30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

学院

7
（非第一单位）E-Tourism Supply Chain
Evaluation Based on AHP and FCE Method

黄丽娟
黄丽娟,余鹏(学),骆
巧巧(学),邹春芳(学)

2013-01-19
Journal of Theoretical & Appli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I检索期刊

（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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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Based on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f Relational
Norms of Marketing Channel Governance study

吴忠华 吴忠华,张孝锋 2013-11-20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

学院

9
tesearchonthecoopetitionrelationshipofclusterent
erprisesbasedonthenetworkview-takingcentral-s

atellit
胡宇辰 胡宇辰,何小兰 2013-11-13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

学院

10
A new BP algorithn for network market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邹春芳

邹春芳(学),
黄丽娟

2013-10-29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

学院

11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n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Chinese Household

Consumption Behaviours
何炜 何炜 2013-09-3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

学院

12
Psychological Contract Stucture of Banks and
Credit customer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bankin
杨慧 杨慧,huisan Fu(学) 2013-09-16 Joural of Applied Science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

学院

13
Determination of the optimal batch size fo a
manufacturing system with multiple delivers

and randon
仲昇 仲昇,舒辉 2013-06-01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

学院

14
Study on Fuzzy Evaluation of Credit Risk of

Corporate Bond
欧阳家忠 欧阳家忠(学),李敏 2013-04-21

Journal of Digit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

学院

15
low-endlockingdilemmaandbreakthroughofzheji

angindustrialclustersinglobalvaluechain
胡大立 胡大立 2013-02-14 journal of appliced science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

学院

16
amethodofidentifyingenterprisescorecompetenci

esbasedonartificialneuralnetwork
胡大立 胡大立 2013-01-31 AIS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工商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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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n Inventory Controlled Supply Chain Model

Based on Improved BP Neural Network
何炜 何炜 2013-11-22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SCI检索期刊

论文

工商管理

学院

18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prediction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mong Chinese

undergradua
杨建锋 杨建锋 2013-03-09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SSCI检索期刊

论文

工商管理

学院

19
Linking proactive personality to moral

imagination: moral identity as a moderator
杨建锋 杨建锋 2013-01-09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SSCI检索期刊

论文

工商管理

学院

20
A novel approach for product design scheme
evaluation with non-functional attributes

尤后兴 尤后兴 2013-07-23 AMM/ICITMI2013 EI检索会议论文
国际经贸

学院

21
A novel approach to evaluate the stability of

production manufacturing system based on P-N
and A-H-P

尤后兴 尤后兴 2013-01-18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ICMPMT2012
EI检索会议论文

国际经贸

学院

22
Reserch on supply cga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何望 何望 2013-12-18 INMATEH-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国际经贸

学院

23
The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a medical image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IDL platform

黎新伍 黎新伍 2013-11-12 BioTechnology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国际经贸

学院

24
Improvement of BP Neural Net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Evaluation
王根生 王根生 2013-11-01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国际经贸

学院

25
Research on Demand Prediction Based 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黎新伍 黎新伍 2013-10-08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国际经贸

学院

26
Research on Supply Chain Demand Prediction

Based on 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王根生 王根生 2013-10-01 Agricutural Engineering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国际经贸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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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n Improved 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ustomer Classification

王根生 王根生 2013-10-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国际经贸

学院

28
Research on Hotspot Discovery in Internet

Public Opinions Based on Improved K-means
王根生 王根生 2013-09-01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Neuroscience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国际经贸

学院

29
Research on customer clustering for energy
network marketing system based on K-means

黎新伍 黎新伍 2013-04-16
ENERGY EDUC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PART A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国际经贸

学院

30
A New 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University Innovation Education

Evaluation
叶晗堃 叶晗堃 2013-12-2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ournal EI检索一般期刊

国际经贸

学院

31
A new segmentation algorithm for medical

volume image based on
黎新伍 黎新伍 2013-12-10

Journal of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EI检索一般期刊
国际经贸

学院

32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Improved Particle
Swarm Algorithm in Online Trading

Customer Classification
黎新伍 黎新伍 2013-11-1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ournal EI检索一般期刊

国际经贸

学院

33
A Novel Algorithm of Network Trade Customer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Fourier Basis Functions

黎新伍 黎新伍,官鹏程(学) 2013-11-12 TELKOMNIKA EI检索一般期刊
国际经贸

学院

34
A Novel Algorithm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Evaluation
王根生 王根生 2013-07-01 TELKOMNIKA EI检索一般期刊

国际经贸

学院

35
research on water microorganism recognition

based on BP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黎新伍 黎新伍 2013-09-18

Journal of Pure and Applied
Microbiology

SCI检索期刊

论文

国际经贸

学院

36
Single-Particle Coherence and the Reciprocalof

the Mean Quantum Fisher Informationin
Three-Particle

舒剑 舒剑 2013-08-1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国际经贸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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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Research on Color Consistency for Color
Marketing in Electronic Business System

黎新伍 黎新伍 2013-03-07
Applied Mathematics & Information

Science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国际经贸

学院

38
Direct Segmentation Algorithm Research for

3D Medical Data Field
黎新伍 黎新伍 2013-04-16

Journal of Pure and Applied
Microbiology

SCI检索期刊

论文

国际经贸

学院

39
Cross-lingu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model
based on Bilingual Topic Correlation

罗远胜
罗远胜,勒中坚,王明

文(外)
2013-03-01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技术中心

40
Do stock Prices Underreact to Information

Conveyed by Investors
吴飞 吴飞 2013-03-01

ASIA-PACIFIC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SCI（SSCI）检

索一般期刊

金融管理国

际研究院

41
Dimension effect of the liquidity measuring of

corporate bond market
闵晓平 闵晓平 2013-07-19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
20th annu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EI检索会议论

文
金融学院

42
非第一单位 Stochastic Comparisons and
Optimal Allocation for Policy Limits and

Deductibles
胡少勇

胡少勇,WANG
RONGMING(外)

2013-11-25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金融学院

43 基于乘同余的 LSB数字图像信息隐写 聂鹏 聂鹏 2013-07-15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EI检索核心期

刊

经济管理与

创业模拟实

验中心

44
A Component-based back-propagation
reliability mode with low complexity for

complex software systems
聂鹏

聂鹏,耿技(外),秦志

光(外)
2013-09-01 High Technology Letter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经济管理与

创业模拟实

验中心

45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Utilization in China
杨飞虎

杨飞虎,张鹏,王小威

(学)
2013-08-18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Part 2

EI检索会议论

文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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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Knowledge collaborative incentive based on
inter-organizational cooperative innovation of

project-ba

吴光东 吴光东 2013-10-01
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47
Joint investment Decision on Knowledge

Cooperation Innovation for Construction Supply
Chain

吴光东 吴光东 2013-08-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48
非第一单位Mapp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variation of soil salinity in a rice-paddy soil
李洪义

李洪义,史舟

(外),Rjchard
Webster(外),John
Triantafilis(外)

2013-03-12 Geoderma
SCI检索期刊

论文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49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Land Use
Change in the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 China
谢花林

谢花林,王鹏,
黄宏胜(外)

2013-01-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CI检索期刊

论文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5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ynamic changes in

CO2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fossil fuel power
plants in Ch

张宁 张宁 2013-11-01 Energy Policy
SCI检索期刊

论文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51
Bioenergy Prospects in Taiwan Using Set-Aside

Land--An Economic Evaluation
宫之君

宫之君,MCCARL
B(外),CAO,XY(外),

谢花林

2013-10-15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SSCI检索期刊

论文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52
Economics of Pyrolysis based Energy

Production and Biochar Utilization_ A Case
Study in Taiwan

宫之君

宫之君,Bruce A.
McCarl

(外),Xiaoyong
Cao(外)

2013-07-24 Energy Policy
SSCI检索期刊

论文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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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非第一单位 An Improved Negative Binomial
Approximation for Negative Hypergeometric

Distribution
胡冬萍

胡冬萍,崔永泉(外),
尹爱华

2013-09-15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dustrial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MEIEI

2013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54
Structural test data generation based on

harmony search
毛澄映 毛澄映 2013-06-15

Proc.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 on
Swarm Intelligence (ICSI’03)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55
An approximate formula for WER of

TURBO-like codes over fading channels
戴利云 戴利云 2013-01-31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56
the wireles application of spread-spectrum ofdm

technology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 s
廖汉程 廖汉程 2013-09-14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57
Encryption speed improvement on "An

improvement over an image encryption method
based on total shuff

张勇 张勇 2013-05-18 SNS & PCS 2013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58
On Performance of Combining Methods for

Three-Node Relay Network
尧文元 尧文元 2013-01-3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in
Industry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59
A Novel Method for Reducing Cross-Slot
Interference between Base Stations in

TD-SCDMA System

尧文元 尧文元 2013-01-3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in

Industry
EI检索会议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0
QoS prediction for web services based on
similarity-aware slope one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毛澄映 毛澄映,陈积富(学) 2013-06-15 Informatica（Slovenia）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1
Test Data Generation for Software Testing

Based on Quantum-Inspired Genetic Algorithm
毛澄映 毛澄映,喻新欣(学) 2013-03-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Applications

EI检索期刊

（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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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An enhanced differential evolutio n algorithm
for solving large scale optimization problems on

graph

汪靖 汪靖 2013-01-03
Int. J.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Technology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3
Plaintext Related Image Encryption Scheme

Using Chaotic Map
张勇 张勇 2013-12-11 TELKOMNIKA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4
The Mixed Dispatch Rule for Single Machine

Total Weighted Tardiness Problem
尹爱华 尹爱华,汪靖 2013-12-20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

EI检索一般期

刊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5
非第一单位 Anisotropic Fourth-Order
Diffusion Regularization for Multiframe

Super-resolution
黄淑英

黄淑英,杨勇,王国宇

(外)
2013-11-01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CI检索期刊

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6
Multiscale complex network constructed from

chaotic time series
孙建成 孙建成 2013-08-15 Electronics Letter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7
Dense Coding with Nonmaximally Entangled

Cluster State via Local Measurement
朱华贵

朱华贵,黄国强,罗翠

兰
2013-08-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68
Computing halfspace depth and regression

depth
刘小惠

刘小惠,YIJUN
ZUO(外)

2013-12-05
Communication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SCI检索期刊

论文
统计学院

69
On isomorphisms of small order bi-Cayley

graphs
靳伟 靳伟,Weijun Liu(外) 2013-11-01 Utilitas Mathematica

SCI检索期刊

论文
统计学院

70
Weak approximation of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delay equations for bounded measurable

functions
张华 张华 2013-10-15

LMS Journal of Computation and
Mathematic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统计学院

71
Exactly computing bivariate projection depth

contours and median
刘小惠 刘小惠 2013-04-18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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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group variable selection and estimation in tobit

censored response model
刘显慧

刘显慧,王占锋(外),
吴耀华(外)

2013-04-07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统计学院

73

BLAST FURNACE SYSTEM MODELING
BY MULTIVARIATE PHASE SPACE
RECONSTRUCTION AND NEURAL

NETWORKS

罗世华
罗世华,郜传厚(外),
曾九孙(外),黄健

2013-03-10 Asian Journal of Control
SCI检索期刊

论文
统计学院

74
On Fixed Point Theory of Monotone Mappings
with Respect to a Partial Order Introduced by a

Vector
李志龙 李志龙,蒋淑珺 2013-02-15 Abstract and Applied Analysi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统计学院

75
Comparison of Two variances Under inequality

Constraints by using empirical likelihood
method

邓国华 邓国华 2013-04-17 应用数学学报（中、英）
SCI检索期刊

论文
统计学院

76
A New Pressure Regularity Criter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Micropolar Fluid Equations
任俊柏 任俊柏 2013-12-01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统计学院

77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BP Neural Network in

English Teaching Evaluation
李红梅 李红梅 2013-08-01 TELKOMNIKA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外国语学院

78
A Study of Language Self-asesment & Effects
for English Listening in Network Learning

Environment
徐惠莲 徐惠莲 2013-03-15 Advances in Education Research ISSHP 外国语学院

79
National voice: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s News Simulcast
冯德兵 冯德兵 2013-08-22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SSCI检索期刊

论文
外国语学院

80
A Sut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Activity Based
Costing in Chinese Logistics Enterprises

陆长平 陆长平,隋 宇(学) 2013-05-13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Logistics

Engineering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现代经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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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Bayesian test procedure of lifetime pertormance

index for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under
progressive

刘满凤 刘满凤,任海平(学) 2013-02-08
intern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statist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协同创新中

心

82 石油焦氧化改性制备活性炭及其电容性能研究 邓梅根 邓梅根,王仁清,冯义红 2013-07-15 功能材料

EI检索期刊

（CSCD核心

库）论文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83
Synthesis and photo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Cl−-doped ZnS nanoparticles prepared by a

solid-state
李小侠

李小侠,陈忠

(外),Guoping
Du(外),NanChen(外),

余泉茂

2013-08-20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
SCI检索期刊

论文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84
ＨＣｌＯ４氧化对石油焦基活性炭超级电容

器性能的影响
邓梅根 邓梅根,王仁清 2013-08-01 新型炭材料

SCI检索期刊

论文

新能源技术

与应用研究

中心

85
An Effective Search Results Semantic

Optimization Clustering Method for XML
Fragments

钟敏娟 钟敏娟 2013-12-14 Proceedings of CSA EI检索会议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86
Cooperative game analysis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齐亚伟 齐亚伟 2013-12-10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EI检索会议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87
E-Government Application Adaptation and

Optimization Based on the Domestic
Foundational Software

李钟华
李钟华,武友新(外),
徐升华,张薇(外)

2013-07-23 AppliedMechanics andMaterials EI检索会议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88 Resarch on Secure Mode of E-business 黄寒燕 黄寒燕 2013-03-16 ICCI2012 EI检索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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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Price-Matching for Sales Service Coordination

with Free-Riding between Retailers
李杰 李杰 2013-02-15 EI-CA EI检索会议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90
An Effective XML Identifying Feedback
Documents Method based on Two-Stage

Ranking Model for Pseudo-R
钟敏娟 钟敏娟 2013-07-06

chemical mechanical
engineering,imformation technologies

EI检索会议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91
Analysis Twitter Management Platorm of

College Enrollment and Employment Services
狄国强

狄国强,曹文利,罗锐,
曾祥麒

2013-01-30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EI检索会议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92 Web数据源选择技术 万常选
万常选,邓松(学),刘
喜平,廖国琼,刘德喜

2013-04-01 软件学报

EI检索期刊

（CSCD核心

库）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93 考虑主体心理行为的双边匹配决策方法 乐琦 乐琦 2013-01-15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EI检索期刊

（CSCD核心

库）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94
Semantics Oriented Inference of Keyword
Search Intention over XML Documents

刘喜平 刘喜平 2013-01-0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ournal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95 基于需求敏感指数的供应链延保服务模式分析 李杰 李杰,柳键 2013-07-15 控制与决策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96
Security Analysis on a Timestamp-based
Remote User Authentication Scheme

谭作文
谭作文,Jianfeng

Wang(外) 2013-11-09 Journal of Computer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97
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自适应多聚焦图像融合

新方法
杨勇

杨勇,郑文娟(学),黄
淑英,魏文明(学),刘

心韵(学)
2013-07-01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98
The extended VIKOR method for

multi-attribute group decision making with
triangular intuitionistic f

万树平
万树平,王强英(学),

董九英
2013-11-20 Knowledge-Based Systems

SCI检索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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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tensions of banach contraction principle to
partial cone metric spaces over a non-normal

solid con

蒋淑珺 蒋淑珺,李志龙 2013-11-15 Fixed Poi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00
Improving Head-Driven Statistical Models for

Natural Language Parsing
袁里驰 袁里驰 2013-10-15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01
A Query-Oriented XML Text Summarization

for Mobile Devices
刘德喜

刘德喜,吴思汉(外),
兰月华(外),狄国强,

彭接招

2013-09-16 Soft Computing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02
The game analysis of negative externality of
environment logistics and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陈思华 陈思华 2013-09-01

Intern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03
A Novel Automatic Block-based Multi-focus

Image Fusion via Genetic Algorithm
杨勇

杨勇,郑文娟(学),黄
淑英

2013-07-30
KSII Transactions on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04
A communication and computation-efficient

three-party authenticated key agreement protocol
谭作文 谭作文 2013-07-30 Security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05
An enhanced ID-based authenticated multiple

key agreement protocol
谭作文 谭作文 2013-06-28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NTROL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06
2-tuple linguistic hybrid arithmetic aggregation
operators and application to multi-attribute

group
万树平 万树平 2013-06-25 Knowledge-Based System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07
Power average operators of trapezoidal

intuitionistic fuzzy numbers and application to
multi-attribu

万树平 万树平 2013-06-20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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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AVariational SurfaceDeformation and Subdivision
BasedModeling Framework forNoisy and Small

n-Fur

袁非牛 袁非牛 2013-05-01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09
Possibility mean and variance based method for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with triangular

intui
万树平

万树平,Li
Dengfeng(外)

2013-04-25 Journal of Intelligent and Fuzzy System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10
Possibility mean, variance and covariance of

triangular intuitionistic fuzzy numbers
万树平

万树平,Li
Dengfeng(外),zheng

feng,rui(外)
2013-04-20 Journal of Intelligent and Fuzzy System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11
Some hybrid geometric aggregation operators
with 2-tuple linguistic Information and their

applicatio
万树平 万树平 2013-04-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System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12
A chaotic maps-based authenticated key
agreement protocol with strong anonymity

谭作文 谭作文 2013-04-15 Nonlinear Dynamic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13
Largest and least fixed point theorems of

increasing mappings in partially ordered metric
spaces

蒋淑珺 蒋淑珺,李志龙 2013-03-28 Fixed Poi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14
U-commerce research: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classification
刘启华 刘启华 2013-03-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 Hoc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15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method based
on possibility variance coefficient of triangular

intui
万树平 万树平 2013-02-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ncertainty,
Fuzziness and Knowledge-Based

Systems

SCI检索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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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Weighting Tags and Paths in XML Documents
According to Their Topic Generalization.

刘德喜

刘德喜,万常选,
Lei Chen (外),

刘喜平,Jian- Yun
Nie(外)

2013-11-10 Information science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17
FuzzyLINMAPapproach toheterogeneousMADM
considering thecomparisonsofalternativeswithhesitat

万树平
万树平,Li

Dengfeng(外)
2013-11-20

Omeg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18
A note on a fully polynomial-time

approxmimation scheme for minimizing
makespan of deteriorating job

万龙 万龙 2013-11-20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19
Generalized contractions of rational type in

ordered partial metric spaces
蒋淑珺 蒋淑珺,李志龙 2013-10-24 Abstract and Applied Analysi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20
a competitive two-agent scheduling problem on

parallel machines with release dates and
preemption

齐亚伟 齐亚伟,万龙 2013-09-10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21
Useful Specification-Based Logic Coverage

Criteria
钱忠胜 钱忠胜 2013-09-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Knowledge

Engineering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22
Top-k entities query processing on uncertainly

fusedmulti-sensory data
刘德喜

刘德喜,万常选,熊乃

学(外), Jong Hyuk
Park (外),Sang-Soo

Yeo(外)

2013-06-15 Personal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23
Efficient pairing-free provably secure

Identity-based proxy blind signature scheme
谭作文 谭作文 2013-05-15 Security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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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Energy-efficient algorithm for broadcasting in

ad hoc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熊乃学

熊乃学(外), HUANG
XINGBO(外),CHEN
G HONGJU(外),万征

2013-04-15 Sensors
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25
Promoting electric automobiles: supply chain

analysis under a government’s subsidy incentive
scheme

黄健

黄健,LEBG
MINGMING(外),LIA
NG LIPING (外),柳

键

2013-08-08 IIE Transactions
S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26
Demand functions in decision modeling: A

comprehensive survey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黄健

黄健,LENG MING
MING(外),MAHMU
T PARLAR(外)

2013-06-05 Decision Sciences
SSCI检索期刊

论文

信息管理

学院

127
Study on the measurement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of medical service in China

陶春海 陶春海 2013-03-05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EI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研究生学院

128
Effect of Pb and Zn combined stress on the
growth and elements accumulation of two

different ecotype
韩玉林

韩玉林,黄苏珍,原海

燕(外),顾继光(外),赵
九洲,吴雪(学)

2013-05-31 Fresenius Environmental Bulletin
SCI检索期刊

论文
艺术学院

129
Research on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of reduce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of driving fatigue
detection

况宇翔 况宇翔,吴群(外) 2013-04-01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Medicine
SCI检索期刊

论文
艺术学院

130
Organic acids on the growth, anatomical

structure, biochemical parameters and heavy
metal accumulati

韩玉林

韩玉林,黄苏珍,原海

燕(外),赵九洲,顾继

光(外)
2013-06-05 Ecotoxicology

SCI检索期刊

论文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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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全国与国际性学术会议一览表

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主办单位 国际或全国性

1 创新创业与人才培养”高端论坛 2013.10.26 科研处 全国性

2 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 CFO高端论坛 2013.11.2 会计学院 全国性

3 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MPAcc）指导委员会“管理会计理论

与实务”师资研讨会
2013.6.22 会计学院 全国性

4 2013海峡两岸会计辩论邀请赛 2013.12.6 会计学院 全国性

5 第二届白鹿洞论坛暨江西省管理学会 2013年年会 2013.11.02 工商管理学院 全国性

6 2013年度“国际经贸形势高端论坛” 2013.10.13 国际经贸学院 全国性

7 第三届“《资本论》与当代经济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 2013.7.6-8 经济学院 全国性

8 2013年“公共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学术研讨会 2013.10.19—21 经济学院 全国性

9 江西财经大学第二届青年经济学者论坛 2013.12.14-15 经济学院 全国性

10 江西省土地科学研究生论坛会议 2013.6.17—19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全国性

11 旅游产业融合创新研讨会 2013.10.23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全国性

12 土地资源管理学科建设与土地管理制度创新研讨会 2013.11.16—17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全国性

13 房地产业创新研讨会 2013.12.13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全国性

14 “小农经济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2013.5.18-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全国性

15 2013年生态中国论坛 2013.10.22-2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全国性

16 “毛泽东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 2013.12.2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全国性

17 全国青年体育学者理论研讨会 2013.7.3-5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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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全国高校体育暨体育学科建设高峰论坛 2013.10.20 体育学院 全国性

19 欧盟研究和科技发展框架国际学术会议 2013.11.25-26 体育学院 国际性

20 2013年全国经济统计高端论坛 2013.7 统计学院 全国性

21 第九届和谐人机环境联合学术会议（HHME2013） 2013.9.26-28 信息管理学院 全国

22 第七届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管理国际会议（ICMeCG2013） 2013.11.8-10 信息管理学院 国际性

23 第四届中国艺术与设计高端论坛 2013.11.1—3 艺术学院 全国性

24 传统音乐高端论坛 2013.11.8—10 艺术学院 全国性

25 城镇化建设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研讨会 2013.6.8 金融学院 全国性

26 第二届期货高端论坛 2013.10.19 金融学院 全国性

27 深化中国金融改革高端论坛 2013.11.16 金融学院 全国性

28 第五届地方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工作创新论坛 2013.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性

29 MPA学位论文质量与导师指导研讨会 2013.1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性

30 新型城镇化与发展升级高峰论坛 2013.10.20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全国性

31 全国阶梯电价理论与政策研讨会 2013.10.12 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竞争研

究中心
全国性

32 2013年第二届全国产业经济学研究生学术论坛 2013.11.30 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竞争研

究中心
全国性

33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家高峰论坛 2013.6.15 协同创新中心 全国性

http://www.baidu.com/link?url=uyNwnFYyjZPV7hpbmz1LnTjWtS2r9Q3GQa0AmfcK9iAHFxxHttByUmk7JXixb2G-7UhCqWHKPaEzbcfu3oU4fNIAoTDkTWozEWHlAENdalTAA8zg9ymOF2bK7-hObd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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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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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学时间 讲学题目 邀请单位

1 曾耀辉 上饶市国税局 经济学博士 11月 25日 税票与税制及社会演进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 米加宁 《公共管理学报》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

编
12月 19日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 尚虎平
兰州大学管理

学院
博士 副教授 12月 15日

服务型政府建设绩效：低效、非服务

与技术黑洞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4 马海涛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 博导、教授、院长、 10月 26日 关于当前财政政策的若干思考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 丛树海 上海财经大学 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 10月 18日 当前经济形势及财税改革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6 顾华晔
财政部驻赣

专员办
副专员 10月 20日 财政监督面临的现状与对策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7 王家龙 江西省委党建办 副主任 10月 19日 关于党建工作的几个问题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8 陈 艳 南昌市高新区党工委 委员 10月 20日 对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一些思考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9 周广仁 浙江省国税局 局长 10月 22日 税务风险防控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0 徐华平
江西省纪委宣

教室
主任 10月 13日

信心、智慧、力量—反腐倡廉与青年

干部成长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1 贾 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9月 18日 宏观经济形势与财税政策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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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国贤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9月 14日
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评价与绩效指标

的科学化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3 李安泽 江西省发改委 主任 9月 15日 尚公讲坛第 1讲江西经济形势报告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4 马骏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 5月 11日 治理、政策与美好生活：不丹经验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5 张定安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副秘书长、研究员 5月 3日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务服务创新发展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6 樊丽明 上海财经大学 校长、教授 4月 20日 美国进步时代的改革及启示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7 李俊生 中央财经大学 副校长、教授 4月 19日
财政热点问题研究与财税基础理论建

设的关系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8 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4月 17日 社会治理视野中的三种基本行为模式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9 刘剑文 北京大学 教授、会长 4月 20日 全国人大税收立法权 法学院

20 漆多俊 中南大学 教授 5月 6日 经济法基础理论问题 法学院

21 林来梵 清华大学 教授、副会长 9月 23日 宪法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法学院

22 余劲松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评

委
10月 23日

国际投资法律问题

研究
法学院

23 张广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研究员、主编 11月 13日 法学论文写作技巧 法学院

24 林士平 西南政法大学 教授、副主编 10月 21日
国际私法中的基本

问题
法学院

25 陈金钊 华东政法大学 教授、主编 9月 21日 法学方法论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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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长江

学者
11月 8日 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程序法治建设 法学院

27 吴汉东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教授、校长、国家社科

基金评委
11月 8日 中国知识产权战略 法学院

28 刘风景 南开大学 教授 9月 22日 法律修辞学问题 法学院

29
甲斐素直

（日本）
日本大学 教授 12月 1日

日本社会保障预算

问题
法学院

30 吴宗宪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5月 6日 社会矫正若干问题 法学院

31 兰宜生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博导 12月 15日 上海自贸区与对外开放升级版 国际经贸学院

32 张亚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
教授、博导 11月 1日 中国对外贸易的包容性增长 国际经贸学院

33 宋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
研究员、博导 6月 1日 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国际经贸学院

34 Derek Leslie
Emeritu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Swansea Schoo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教授 3月 29日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World
Economic Stagnation

国际经贸学院

35 马龙龙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研究员、博导 10月 25日 贸易经济学科建设 国际经贸学院

36 陈宪
上海交大安泰

学院
执行院长、博导、教授 5月 6日

“国际服务贸易”课程教学改革与重点

问题探讨
国际经贸学院

37 郭周明
《国际贸易》

杂志社
执行副主编 10月 13日 度“国际经贸形势高端论坛” 国际经贸学院

38 霍建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院长 10月 13日 度“国际经贸形势高端论坛” 国际经贸学院

39 钱建初
《国际贸易》

杂志社
社长 10月 13日 度“国际经贸形势高端论坛”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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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盛斌 中国 APEC研究院 院长 10月 13日 度“国际经贸形势高端论坛” 国际经贸学院

41 尹艳林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局长 10月 13日 度“国际经贸形势高端论坛” 国际经贸学院

42 赵玉敏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研究员 10月 13日 度“国际经贸形势高端论坛” 国际经贸学院

43 钟昌标 宁波大学商学院 荣誉院长 10月 13日 度“国际经贸形势高端论坛” 国际经贸学院

44 钱建初
《国际贸易》

杂志社
社长 10月 13日 对当前国际经贸形势的若干看法 国际经贸学院

45 盛斌
南开大学研究

生院
副院长 10月 13日 新时期中国贸易改革议程 国际经贸学院

46 霍建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院长 10月 13日
把握当前经贸形势，加大对外开放力

度
国际经贸学院

47 尹艳林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局长 10月 13日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中国的对策 国际经贸学院

48 赵玉敏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研究员 10月 13日
金融危机后大宗商品国际市场格局演

化
国际经贸学院

49 钟昌标 宁波大学商学院 荣誉院长 10月 13日
民营企业集群国际化的转移与转型模

式
国际经贸学院

50 潘 飞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 3月 30日 战略成本管理 会计学院

51 甘成久 江铜集团公司 董事、总会计师 6月 16日 套期保值的会计问题 会计学院

52 沈振宇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博士、经理 9月 16日 沪市重组并购之最 会计学院

53 李明生 美国俄亥俄州宝格林大学 教授 10月 9日
Stock Price and Firm

Distance: Are They Related?
会计学院

54 杨小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教授 10月 10日 管理会计与企业决策 会计学院

55 胡志勇 江西省审计厅 总审计师 10月 13日 依法审计与依法理财 会计学院

56 秦荣生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书记、教授 10月 25日 会计职业的未来发展 会计学院

57 王文京 用友软件 董事长 10月 27日 会计很重要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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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俞善敖 德勤会计师融为所 合伙人 10月 27日
从实务角度谈学好会计应注意的若干

问题
会计学院

59 宁永忠 成都农商银行 总监 10月 26日 商业银行财会运行模式的最优化探索 会计学院

60 郭晋龙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所长 11月 2日 企业改制上市应关注的财务会计问题 会计学院

61 童善进 上饶中和资产评估事务所 所长 11月 2日
注册会计师新业务的赢利空间和价值

所在
会计学院

62 胡皓华 深圳市天健（集团）公司
董事、财务

总监
11月 2日 深圳国企财务总监委派制度 会计学院

63 甘成久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财务总监 11月 2日 特殊市场环境下企业外汇理财实践 会计学院

64 饶戈军 毕马威上海分所 全球转让定价服务总监 11月 2日 全球供应链税收管理 会计学院

65 胡兆峰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
牡丹卡中心项目管理部

副总经理
10月 25日

支付江湖恩仇录——国内支付产业的

格局、创新与嬗变
金融学院

66 毛裕民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

公司

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建设

银行香港分行行长
10月 25日 香港银行业及其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学院

67 温彬 中国银行
《国际金融研究》

副主编
10月 25日

“双脱媒”背景下的中国商业银行转型

发展之路
金融学院

68 杨晓光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0月 21日
支付江湖恩仇录——国内支付产业的

格局、创新与嬗变
金融学院

69 张明 中国社科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国际投资所主任
9月 5日 中国现阶段影子银行 金融学院

70 崔宇清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发展部
总经理 11月 27日 对互联网金融的一点思考 金融学院

71 郭戎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科技投资研究所
所长 11月 22日 中国科技金融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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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郭旭红 江西保监局统计研究处 博士 10月 12日 互联网金融时代对保险业的挑战 金融学院

73 韩 旺 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博导、教授 10月 18日
对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效率的几点看

法
金融学院

74 花象清
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货币信贷

管理处
副处长 10月 10日

江西省债务融资工具发展现状及中小

企业集合票据之运用
金融学院

75 江华柱 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营业部 总经理 9月 17日 银行职场——青年人关注的几个问题 金融学院

76 刘志 交通银行支行 行长 9月 29日
做一个优秀的客服

经理
金融学院

77 邵学清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

研组织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 11月 22日 中国科技保险理论与实践进展 金融学院

78 温彬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主管、博士、研究员 4月 12日 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与金融机构应对之道 金融学院

79 温建东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预测

分析处
处长 12月 1日 关于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几点认识 金融学院

80 肖小和 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部 副总经理 9月 18日 中国票据市场风险现状与策略建议 金融学院

81 许忠华 江西省政府金融办公室 9月 22日 江西金融发展形 9月 18日势报告 金融学院

82 杨菁菁 江西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主任 12月 11日
Fraud， Market Reaction, and Rol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Chinese Listed

Firms

金融学院

83 杨晓光 中国科学院 研究员 10月 21日 从金融传染看社会发展 金融学院

84 叶晓鹏 民生银行贸易金融事业部南昌分部 总经理 9月 13日 银行融资前途在握 金融学院

85 张礼卿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院长 11月 15日 中国资本账户的开发进程 金融学院

86 冯广京 《中国土地科学》杂志社 执行主编 4月 10日
我国城镇化发展土地政策创新与 2012
年土地科学研究重点进展评述及展望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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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黄文波 天津商学院国际合作学院 教授 6月 7日 国家重点专业与国际化办学经验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88 王晓峰 江西省旅游局 局长 10月 25日 江西省旅游发展战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89 欧名豪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 11月 6日 城乡统筹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90 张安录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 11月 16日
土地科学前沿、研究方法及硕士生研

究能力的培养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91 谭术魁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 11月 16日
土地科学前沿、研究方法及硕士生研

究能力的培养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92 张占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11月 17日
土地资源管理本科及硕士生人才培养

策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93 王克强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11月 17日
土地资源管理本科及硕士生人才培养

策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94 全 华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旅游学院 院长 12月 2日 美国的旅游教育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95 姚玲珍 上海财经大学 校长助理 12月 13日
进一步完善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几点

思考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96 庞元正 中共中央党校 教授 3月 28日 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建设美丽中国
马克思主义

学院

97 严书翰 中共中央党校 教授 6月 6日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党的社会

建设思想

马克思主义

学院

98 逄锦聚 南开大学 教授 10月 17日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繁荣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

马克思主义

学院

99 李德顺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10月 19日 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00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 院士 10月 25日
建立“科技×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新”

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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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沈谦芳 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教授 11月 1日
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十八大以来关于

党史问题的重要论述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02 钟涨宝 华中农业大学 教授 11月 14日 新型城镇化中的问题与对策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03 何友良 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教授 11月 1日 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04 徐勇 华中师大
教授、博导、农村研究院

院长
10月 22日

集体与个体的根与源－－共同体视角

下的庄寨与村落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05 刘玉峰 山东大学 教授、博导 10月 22日
中国王朝国家经济管控与传统经济社

会发展模式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06 王景新 浙江师范大学
教授、博导 中国农村研

究中心主任
10月 23日

中国历史名村变迁与当今生态农村发

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07 何爱国 复旦大学 研究员 10月 23日
生态文明月月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新

审视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08 李占才 同济大学 院长、教授、博导 11月 28日
驾驭时势得天下 顺应民意开太平

——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与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09 孙志刚 美国密苏里大学 博士、教授 5月 13日
新媒体时代美国新闻业的最新变化及其前

瞻
人文学院

110
Steve

Anderson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教授 5月 26日

SocialWork and SocialWork Education in
theU月S

人文学院

111 刘美蓉 美国华盛顿霍华德大学 博士 5月 26日
Family and Child Welfare Programs in

the U月 S
人文学院

112 丁建定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博导 5月 28日
社会工作发展新机遇新挑战：十八大

及两会精神专题解读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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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刘石呈 江西省民政厅 处长 5月 28日
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功能分

析
人文学院

114 马雪松 江西省社科院 研究员 5月 29日 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管理 人文学院

115 唐勇 伊利诺伊大学 博士 6月 13日 中美媒体的比较 人文学院

116 陈小勇 江西省电视台 频道总监 7月 4日 媒介策划与创意 人文学院

117 陈立立
江西科技师范

学院
博导、教授 7月 5日 陶瓷文化产业专题 人文学院

118 姚振山 中央电视台 10月 26日 对新闻未来的思考 人文学院

119 关信平 南开大学 教授 10月 28日 养老保障政策的改革与发展 人文学院

120 朱惠国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11月 1日
词乐、词谱与词的

唱诵
人文学院

121 应星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11月 12日 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若干方法问题 人文学院

122 钟涨宝 华中农业大学 教授 11月 15日 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若干问题 人文学院

123 张国涛 中国传媒大学 教授 11月 24日 OTTTV互联网思维重塑电视产业 人文学院

124 尹毅剑 江西广播电视台 主任 12月 6日 媒体人的大局意思与责任意思 人文学院

125 熊跃根 北京大学 教授、博导 12月 8日 社会工作理论 人文学院

126 马雪松 江西省社科院 研究员 12月 10日 关于城市化的思考 人文学院

127 宋继新 吉林省体育局 局长、教授 4月 22日
现代高端体育服务的基础——“从技

能传习到文化传承”
体育学院

128 黄汉升 福建师范大学 教授、校长 6月 9日 科学研究方法论 体育学院

129
Terrence
Brathwaite

英国考文垂大学 教授 7月 6日
Cross月 cultural Synergistic Skills in

Sports management
体育学院

130 杨桦 北京体育大学 教授、校长 10月 20日 关于体育学学科建设的几个主要问题 体育学院

131 仇军 清华大学 教授 10月 20日 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学科的定位与发展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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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黄汉升 福建师范大学 教授、校长 10月 20日 加强我国体育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体育学院

133 季浏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长江

学者
10月 24日 体育课程改革与学生健康促进 体育学院

134 来晓雷 NBA中国 全球市场合作经理 11月 15日 超越体育——NBA体育营销简介 体育学院

135 彭道宾 江西省统计局 高级统计师 5月 3日 统计视角下江西经济形势 统计学院

136 钟荷花 江西省科技厅 研究员 9月 11日 科技计划体系及相关计划申报 统计学院

137 习勤 华东交通大学 教授 10月 26日 统计学与艺术的关系 统计学院

138 张启良 江西省统计局 所长/研究员 10月 26日 统计学视角下江西经济发展 统计学院

139 彭祖雄 江西省教育厅 处长 10月 26日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申报相关事项 统计学院

140 杨联愚 江西省教育厅 副处长 10月 26日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申报的要求 统计学院

141 许余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教授 3月 20日 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英汉对比研究 外国语学院

142 王建国 华东理工大学 教授 3月 27日 美国语言与文化漫谈 外国语学院

143 刘 森 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 4月 3日
ACRC动机模式下的语音教学创新实

践
外国语学院

144 谢宗兴 台湾实践大学 教授 4月 11日 国际贸易术语 外国语学院

145 王守仁 南京大学 教授 5月 10日 新形势下的英语教师发展 外国语学院

146 刘建军 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 5月 10日 外国文学经典中的人生智慧 外国语学院

147 吴雪峰 台湾实践大学 讲师 5月 17日 示范课 外国语学院

148 刘一虹 北京大学 教授 6月 26日 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语学习和教育 外国语学院

149 叶荣鼎 东华大学 教授 10月 16日 日汉互译学习的切入点及方法技巧 外国语学院

150 Paul Jackson 英国考文垂大学 教授 10月 31日 JUFE—Interviewing Skills 外国语学院

151 司显柱 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 11月 1日 漫谈文学语言与文学翻译 外国语学院

152 陆建德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研究员 11月 11日
文学中的伦理探究：以艾丽丝月门罗

为例
外国语学院



336

序号 主讲人姓名 主讲人单位 职称/职务 讲学时间 讲学题目 邀请单位

153 胡小平 浙江大学 讲师 11月 13日 如何成为优秀的英语应试专家 外国语学院

154 李期铿 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 11月 20日 外语教师的科研与职业发展 外国语学院

155 陈文伟 国防科技大学 教授
10月 10
日 15:00

从数据到决策的大数据时代 信息管理学院

156 黄正能 华盛顿大学 教授 7月 5日
Self月 Organized and Scalable Array of

Smart Cameras
信息管理学院

157 李登峰 福州大学 教授 7月 1日
合作对策（博弈）理论与应用发展现

状
信息管理学院

158 杨晓光 中国科学院 研究员 10月 22日 社会行为的数学建模 信息管理学院

159 许忠 杭州剑齿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OO 10月 23日 企业信息化发展与现状 信息管理学院

160 肖条军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 教授 5月 2号 供应链服务担保策略研究 信息管理学院

161 霍晓明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教授 6月 3日
Matrix factorization in a new

information displaying paradigm
信息管理学院

162 乌家培
国家信息中心名誉主任，中国信

息协会副会长
教授 6月 4日 大数据与商务模式 信息管理学院

163 黄河 重庆大学 教授 6月 13日
ProcurementContracts In the Presence of

Endogenous Supply Risk
信息管理学院

164 蔡宗武 厦门大学 教授 6月 15日
ANewSemiparametric Quantile Panel
DataModel withEstimating theGrowth

Effect of F
信息管理学院

165 何钦铭 浙江大学 教授 6月 20日
算机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的经验和体

会
信息管理学院

166 毛基业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6月 24日
高管支持信息化的理论模型和概念再

界定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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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邵维忠 北京大学 教授 9月 23日
软件领域最近研究

方向
信息管理学院

168 张成奇 悉尼科技大学 教授 10月 9日
Big Data Related Research Issues and

Progresses
信息管理学院

169 韩清龙 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学 教授 12月 23日
如何写一篇高引用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70 郑曙旸 清华大学 教授 5月 2日 设计学的专业定位 艺术学院

171 郑曙旸 清华大学 教授 5月 3日 中西文化融会的传承、创新 艺术学院

172 孙守迁 浙江大学 教授 6月 22日
解读产品设计技术路线图——谈未来

产品设计趋势
艺术学院

173 卢善芬 南昌大学 教授 7月 5日
认识当前设计中的

跨界
艺术学院

174 赵塔里木 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院长 9月 9日 木卡姆研究 艺术学院

175 温为才 五邑大学 讲师 10月 15日 设计的高度和角度 艺术学院

176
Enrico

Leonardo
Fangone

意大利米兰工业设计学院 教授 10月 15日 意大利交通工具设计前沿及案例分析 艺术学院

177 赵小元 江西省文联
一级导演/省舞蹈家协会

主席
10月 17日

如何提高舞蹈的表

现力
艺术学院

178 王国胜 清华大学 教授 11月 1日 当代设计的理念 艺术学院

179 管顺丰 武汉理工大学 教授/博导 11月 2日 设计师能力结构与提升路径 艺术学院

180 彦风 中央美术学院 副教授 11月 2日 相对的思维，不同的美——艺术与设计 艺术学院

181 吴祐昕 江南大学 教授/常务副院长 11月 3日
DIM会议分享及设计管理组织构建之初体

验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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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蒋红斌 清华大学 教授 11月 3日 工业设计前沿 艺术学院

183 周博 中央美术学院 副教授 11月 3日
1945年以来的设计

思想
艺术学院

184 李未明 厦门大学 教授 11月 3日 键盘和声与即兴伴奏 艺术学院

185 陈圻
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
教授/博导 11月 3日 产品语言与管理 艺术学院

186 周青青 中央音乐学院 教授/博导/系主任 11月 8日
杨荫浏的《语言音乐学初探》与民间

声乐中的语言艺术实践
艺术学院

187 赵维平 上海音乐学院 教授/博导/系副主任 11月 8日 亚洲音乐的历史流动 艺术学院

188 徐元勇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博导 11月 8日 诸多音乐概念的辨析 艺术学院

189 杨红 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博导/图书馆馆长 11月 9日 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构建和实践体验 艺术学院

190 周青青 中央音乐学院 教授/博导/系主任 11月 10日 传统音乐的发展 艺术学院

191 周耘 武汉音乐学院 教授/博导/系主任 11月 10日 多元文化的音乐与博大的音乐观 艺术学院

192 钱茸 中央音乐学院 教授/博导 11月 10日
浅谈汉藏语系鼻音语言对中国传统声

乐的影响
艺术学院

193 傅利民 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博导/系副主任 11月 10日 传统音乐研究与音乐教育 艺术学院

194 刘桂腾 沈阳音乐学院 教授 11月 10日
北纬 40度以北——神秘的萨满乐器视

界
艺术学院

195 杨民康 中央音乐学院 教授/博导 11月 10日
论当代佛教音乐的城市化及保持、求

变、跟踪三方面发展趋向——以中泰

老日诸国城市佛教音乐的比较为例

艺术学院

196 田青 中央文史馆
研究员/中央文史馆馆

员
11月 12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意义 艺术学院

197 林家阳 同济大学 教授/博导 11月 21日 培养有用的设计人才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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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林家阳 同济大学 教授/博导 11月 21日 产、学、研指导 艺术学院

199 吴水弟 江西省文化厅 处长、主任 12月 25日 艺术规划项目课题申报方法与技巧 艺术学院

200 高良谋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 3月 29日 关于重点学科建设与评估的问题 工商管理学院

201 赵曙明 南京大学商学院 名誉院长 6月 1日 当前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工商管理学院

202 何新明 英国杜伦大学 副教授 6月 26日
HOWTOPUBLISH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工商管理学院

203 王耀球 北京交通大学物流研究院 副院长 9月 2日 南昌市物流产业发展规划项目建议 工商管理学院

204 王竑弢 中国联通江西省分公司 总经理 9月 18 拥抱移动互联新时代 工商管理学院

205 凌文辁
暨南大学管理

学院
教授 10月 17日 组织行为学的过去与未来 工商管理学院

206 方俐洛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研究员 10月 17日 心理健康与调试 工商管理学院

207
大堪布索达

吉
四川喇荣五明佛学院 上师 11月 2日 戒定慧与人生幸福 工商管理学院

208 于渤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院长 11月 2日 文化要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工商管理学院

209 苏敬勤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部长 11月 2日 理案例教学—知识与能力是如何构建？ 工商管理学院

210 黄旭 香港理工大学 教授 11月 8日
Beauty is in the eyes of beholders:A

new perspective on social exchange and
leadership effect

工商管理学院

211 汪中求
细节管理咨询

公司
首席咨询师 11月 11日

与细节管理专家对话——青年学生该

如何创业
工商管理学院

212 余来文 深圳市文字传媒有限公司 总裁 12月 4日
初创企业的商业模式——我的商业模

式在哪里？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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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5月 5日
全球经济与中国改革的政府与市场的

关系
经济学院

214 刘黑子 南昌市西湖区发改委 4月 18日 区域经济发展与规划问题 经济学院

215 王平
加拿大安大略省市政财产税评估

公司
4月 26日 北美房地产税评估系统研究 经济学院

216 冷崇总 江西省价格理论研究所 所长 4月 18日 居民收入倍增中的价格问题 经济学院

217 吴军 南昌市城管委环卫处 处长 4月 18日 城市发展中的环境卫生问题 经济学院

218 洪银兴 南京大学 教授 10月 19日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经济学院

219 刘瑞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10月 18日 新一轮城镇化的公共投资问题 经济学院

220 韩旺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10月 18日 对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效率的几点看法 经济学院

221 张军 复旦大学 教授 10月 18日 关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经济学院

222 杨大楷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 10月 17日 股市—楼市—汇市 经济学院

223 陆懋祖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教授 9 中国影子银行问题 经济学院

224 逄锦聚 南开大学 教授 10月 17日 认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努力建设中国经济学 经济学院

225 张建波 美国堪萨斯大学 教授博士 6月 20日 讨价还价中的博弈 经济学院

226 金海 华中科技大学 博导、教授 1月 9日 如何进行学院管理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27 李馨 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
副主编、

副社长
3月 29日 新形势下教育技术学研究热点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28 黄希里 中通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9月 25日 如何度过大学四年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29 段哲民 西北工业大学 博导、教授 10月 16日 电子信息类行业、职业、专业与就业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30 李初民 法国昂热大学 教授 4月 20日 NP难问题的研究现状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31 吕志鹏 华中科技大学 研究员 04月 21 一类调度问题的解决方法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32 徐勇 华中师大 教授、博导、 10月 22日 集体与个体的根与源－－共同体视角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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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庄寨与村落

233 刘玉峰 山东大学 教授、博导 10月 22日
中国王朝国家经济管控与传统经济社

会发展模式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234 王景新 浙江师范大学 教授、博导 10月 23日 中国历史名村变迁与当今生态农村发展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235 何爱国 复旦大学 研究员 10月 23日
生态文明月月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新

审视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236 李占才 同济大学 院长、教授、博导 11月 28日
驾驭时势得天下顺应民意开太平——
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与基本经验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237 孟浩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 研究员/主任 3月 15日 主要国家能源管理及其启示报告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

238 蔡跃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副所长 5月 23日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

239 杨邦朝 电子科技大学 教授 9月 13日 高功率器件的技术发展与应用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

240 王稼国 温州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教授 11月 28日
白色发光二极管（WLED）用红色发光

粉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

241 李明生
美国宝林格林

大学
教授 5月 31日

“Price Comovement and Distance: Are
They Related?”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242 王克敏 复旦大学 教授 6月 9日
“Exercise price regulation and the

timing of ESO reports”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243 吕长江 复旦大学 教授 6月 9日 “家庭企业 IPO抑价率研究”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244 刘霞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教授 12月 11日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趋势与宏观政策着力点”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245 田 刚 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 教授 12月 19日 “家族企业与政治关联”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246 汪寿阳 中国科学院 研究员 11月 8日 产业监测与预警方法 协同创新中心

247 马费成 武汉大学 教授 12月 10日 CGE模型与方法 协同创新中心

248 蒋国忠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6月 15日 LED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 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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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施明顺
江西省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江

铃汽车集团
6月 15日 江西省新能源汽车发展举措及建议 协同创新中心

250 揭小健
江钨控股集团

公司
副总经理 6月 15日 江西稀有金属产业 协同创新中心

251 张福成 江西凯马百路佳车有限公司 总经理 6月 15日 新能源汽车发展中客车的作用和地位 协同创新中心

252 张洁卉 泰豪集团 副总裁 6月 15日 江西动漫产业发展与思考 协同创新中心

253 周国兰
省发改委研究

中心
主任 3月 20日 江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产业经济

研究院

254 高平 《江西社会科学》杂志社 主编 社长 7月 2日 当前经济热点问题及其相关研究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55 金碚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所长 10月 12日 城镇化中的产、住、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56 李伟
南昌市对外经

贸委
主任、博士 11月 13日 自贸区对南昌的挑战与机遇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57 吕新业 中国农科院 研究员 6月 28日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的路径及机制研究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58 李波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5月 18日 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研究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59 宋显春 中国环保促进会 副研究员 10月 19日 水生植物适应性评价方法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60 李晓波 中国林科院 研究员 10月 19日 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与方法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61 张锦华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11月 10日 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均衡性分析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62 戴国海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调统处 研究员 10月 27日 我国农村金融创新及发展分析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63 李光泗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经济研究所 副教授 10月 21日 我国粮食"十连增"背后的隐忧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64 刘平辉 东华理工大学 教授 12月 10日
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内在机制

及驱动研究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65 齐述华 江西师范大学 教授 12月 10日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调控方案的探讨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66 李均 深圳大学高教所 教授/副所长 11月 7日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建过程及重大

意义
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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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聘任客座教授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聘用专业 聘用日期 聘用单位

1 熊峰 1965年 6月 会长、研究员教授
社团法人 中日书

法艺术协会
13707913391 艺术设计 艺术学院

2 Qing-Long
Han 1963年 3月

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

学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

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

学教授

澳大利亚昆士兰

大学
61749309270 管理科学与

工程
2013.13 信息管理学院

3 徐念沙 1957年 4月 董事长、党委书记 教授

级高工

中国保利集团公

司
13911809022 法学 2013.1 法学院

4 王殿军 1956年 12月 厅长、高级审

计师

江西省

审计厅
13979136068 审计学 2013.3 会计学院

5 庞正元 1947年 9月 原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主

任、教授

中共中央

党校

马克思主义

哲学
2013.3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黄正能 1958年 11月 主管科研副系主任、电

机工程系教授
华盛顿大学 1（425）9740832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2013.5 信息管理学院

7 胡伏云 1963年 7月 党委书记、局长、教授 江西证监局 0791-87601299 会计学院

8 李新华 1959年 6月 董事长、总经理
贵州三利房地产有

限公司
13809437868 房地产管理 2013.5 江西财经大学

9 黄旭 1970年 6月 系主任、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 （852）27667370 工商管理 2013.11 工商管理学院

10 黄汉生 1958年 12月 校长、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体育 2013.6 体育学院

11 王竑弢 1968年 11月 党委书记、总经理、高

级工程师

中国联通江西省

分公司
18679100001 企业管理 2013.5 工商管理学院

12 章丁万 副厅长
江西省

审计厅
审计学 2013.3 会计学院（校办

特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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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校内教研人员学术报告汇总表

序号 题目 主讲人 时间 报告组织单位

1 管理者的心智模式修炼 胡宇辰 7月 6日 工商管理学院

2 影响全球市场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因素 李胜兰 10月 23日 工商管理学院

3 中美企业文化比较 杨晓玲 11月 20日 工商管理学院

4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政治风险防范研究 宋丽丽 10月 21日 工商管理学院

5 管理沟通 王筱琴 11月 10日 工商管理学院

6 城乡双向物流系统构建 王雪峰 9月 20日 工商管理学院

7 幸福快乐与苦难浅谈 景进安 3月 20日 工商管理学院

8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介绍 舒辉 10月 27日 工商管理学院

9 ISHRM中心发展战略构想与研究突破点选择 杨杰 11月 8日 工商管理学院

10 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 刘小铁 11月 13日 工商管理学院

11 当前客户关系管理的几个问题 汪华林 11月 16日 工商管理学院

12 公司治理问题与对策 钟运动 9月 25日 工商管理学院

13 大学教师考评新论 曹元坤 4月 28日 工商管理学院

14 新能源治理需求风险：438个样本 刘浩华 11月 13日 工商管理学院

15 管理案例开发与教学 胡云清 12月 11日 工商管理学院

16 制造战略和制造国际化 程杨 5月 20日 工商管理学院

17 传统文化与当代管理思想 钟尉 11月 20日 工商管理学院

18 如何用薪酬认可员工的贡献 陈小锋 11月 22日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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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运营管理的理念 邹艳芬 11月 20日 工商管理学院

20 服务型企业的绩效管理 黄彬云 11月 30日 工商管理学院

2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汪新艳 11月 24日 工商管理学院

22 创业计划撰写 陈明 11月 4日 工商管理学院

23 破坏性领导的内涵、模型与测量 高日光 5月 15日 工商管理学院

24 服务接触中顾客欺凌行为影响服务员工的心理机制研究 占小军 10月 16日 工商管理学院

25 新经济条件下的集群企业共生形态研究 李良贤 11月 13日 工商管理学院

26 基于企业知识的动态能力构成要素及演化机制 陆淳鸿 4月 17日 工商管理学院

27 战略执行 徐健 11月 13日 工商管理学院

28 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风险管理 王光俊 9月 27日 工商管理学院

29 东方管理中的相关问题探讨 柳振群 5月 20日 工商管理学院

30 企业人力资源积累模式 赖勤 6月 14日 工商管理学院

31 进化心理学的人行假设及其对管理研究的启示 郭英 10月 18日 工商管理学院

32 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农场对接平台运行策略研究 杨芳 11月 1日 工商管理学院

33 物流外包决策分析 吴群 6月 26日 工商管理学院

34 农产品物流竞争力水平测评 仲昇 10月 7日 工商管理学院

35 大数据时代智慧物流信息平台的构建 王友丽 10月 10日 工商管理学院

36 生辉电商运营模式研究 崔爱平 9月 24日 工商管理学院

37 商业计划书的撰写理论及技巧 余可发 6月 13日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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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CIS策划的理论与方法 王晓春 11月 2日 工商管理学院

39 服务营销的理论及运用 钟岭 11月 2日 工商管理学院

40 心里契约对规范型营销渠道治理方式影响 吴忠华 4月 19日 工商管理学院

41 创新在品牌战略中的应用 夏锦文 11月 20日 工商管理学院

42 国际石油地脉政治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刘劲松 11月 20日 工商管理学院

43 南昌市电力需求管理可行性研究 熊小斌 10月 17日 工商管理学院

44 全球供应链下的中国化工企业的现状 胡大立 11月 20日 工商管理学院

45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专业管理研究方法 刘克春 11月 15日 工商管理学院

46 基于供应链协同管理方法的水源安全机制 龚代华 6月 7日 工商管理学院

47 关系治理内涵及效用分析 李敏 10月 9日 工商管理学院

48 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 胡海波 11月 21日 工商管理学院

49 创业机会评价 周林 12月 3日 工商管理学院

50 基于派系的启发式社团结构发现算法 戴爱明 6月 18日 国际经贸学院

51 国际商务硕士月 学位性质、课程体系与质量保障体系 袁红林 9月 21日 国际经贸学院

52 发展服务外包，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突破口 戴明辉 6月 19日 国际经贸学院

53 国际生产分割、人民币汇率波动与进口贸易 邓军 3月 26日 国际经贸学院

54 包含技术资本的国际贸易分工 何昌 11月 6日 国际经贸学院

55 服务补贴分析 何勇 11月 18日 国际经贸学院

56 有关我国出口工业品转型升级的相关文献与研究 蒋含明 11月 13日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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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不完全电子商务的评价研究 黎新伍 5月 22日 国际经贸学院

58 境外战略投资者撤资中资银行的原因和影响研究 李玉花 6月 19日 国际经贸学院

59 浅论世界经济兴衰之道与中国崛起 刘振林 11月 9日 国际经贸学院

60 混沌密码在电子商务安全中的应用 舒剑 4月 10日 国际经贸学院

61 中国服务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对服务贸易发展影响的经验分析 涂远芬 10月 12日 国际经贸学院

62 国际粮食贸易格局演化与我国对策 吴朝阳 9月 25日 国际经贸学院

63 研究生导师应处理好的十种关系 徐炜 12月 01日 国际经贸学院

64 我国服务贸易统计中镜像数据应用的探讨 杨丽琳 11月 27日 国际经贸学院

65 移动商务服务采纳模型研究 尤后兴 11月 15日 国际经贸学院

66 技术差距与技术进步的非线性结构突变 余昌龙 4月 10日 国际经贸学院

67 论中国海外投资促进体系的构建 郑文 10月 23日 国际经贸学院

68 中国服务外包城市的影响指标研究 邹全胜 11月 06日 国际经贸学院

69 中国汽车产业并购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李虹来 12月 04日 国际经贸学院

70 当前国内经济形式及未来发展 黄建军 12月 02日 国际经贸学院

71 研究生导师应该处理好的十种关系 许统生 12月 01日 国际经贸学院

72 从立法角度管窥美国药品安全管制制度的变迁 吴晓东 11月 25日 国际经贸学院

73 国际原油贸易格局的社会网络分析 刘建 3月 27日 国际经贸学院

74 生态产业特征 体系与运营机构 李秀香 11月 9日 国际经贸学院

75 国际铜产品市场定价格局与我国的对策研究 梁红 12月 4日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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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国际天然气定价格局研究 陈琦 11月 20日 国际经贸学院

77 篮球运动员基本功的训练方法探讨 崔开玲 11月 13日 体育学院

78 传统的发明与再造 涂传飞 4月 7日 体育学院

79 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开设情况剖析 朱亚坤 5月 23日 体育学院

80 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发展现状 刘淑英 5月 23日 体育学院

81 中国体育产业政策的历史与走向 詹新寰 7月 6日 体育学院

82 我国大型体育场馆公共财政问题研究 郑志强 11月 26日 体育学院

83 学校体育功能的再认识 余岚 12月 4日 体育学院

84 国家网球文化崛起的研究 彭永善 12月 12日 体育学院

85 非正规设计几个问题的深入研究 任俊柏 9月 18日 统计学院

86 测量理论与测验编制的思考 李峰 10月 13日 统计学院

87 Blast furnace system modeling by multivariate phase space reconstruction and neural
networks 罗世华 6月 28日 统计学院

88 我国省际间碳转移核算研究 曹俊文 9月 18日 统计学院

89 一元 n次方程的求根公式 王庆平 9月 25日 统计学院

90 Variable selection in censored regression model 刘显慧 10月 27日 统计学院

91 R&D资本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分析 魏和清 9月 23日 统计学院

92 我国股市波动跨时间尺度传导的非对称性 徐海云 12月 13日 统计学院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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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01日 统计学院

94 风险度量的渐近性 刘庆 10月 27日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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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物质流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 平卫英 10月 25日 统计学院

96 缓冲算子的公理、性质与构造方法 陈孝新 11月 14日 统计学院

97 金融工具与金融风险管理 杨婷 11月 21日 统计学院

98 高维投影中位数的近似计算 刘小惠 11月 10日 统计学院

99 随机微分方程理论解分析和数值解估计 陈琳 10月 20日 统计学院

100 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成本影响测算研究 万兆泉 10月 05日 统计学院

101 中国 CPI的编制问题 李海东 10月 10日 统计学院

102 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波动性分阶段研究 王平平 6月 29日 统计学院

103 统计论文写作 王拓 10月 27日 统计学院

104 随机过程的分类及应用 徐慧植 11月 29日 统计学院

105 数学文化漫谈 靳伟 4月 19日 统计学院

106 非参数统计——理论与方法 邓国华 10月 18日 统计学院

107 锥度量空间不动点理论及其应用 李志龙 11月 13日 统计学院

108 非参数模型理论与应用研究 徐斌 11月 15日 统计学院

109 随机微方程的欧拉折线逼近的收敛速度 张华 9月 25日 统计学院

110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主权债务危机风险预测 康鸿 10月 30日 统计学院

111 南昌打造核心增长极的可行性分析 朱丽萌 10月 23日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12 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及政策意图 刘镇 9月 25日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13 生态环境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与对策 刘修礼 9月 11日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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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经济增长的本质月 月 月 兼论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王小平 6月 18日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15 专职科研人员如何搞科研 孔凡斌 6月 4日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16 江西上市公司总体运营案例分析 吴志军 11月 7日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17 产业集群与城市群耦合发展 陈雁云 11月 25日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18 做大做强做优江西工业的政策研究 徐斌 10月 10日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19 美国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 张进铭 9月 18日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20 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熊俊 11月 21日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21 民主、收入与腐败 习明明 11月 1日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22 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对农业生物技术的影响研究 黄颉 10月 8日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23 江西中小企业的金融困境 项文彪 10月 30日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24 One Year in Columbia University 易剑东 11月 13日 外国语学院

125 英语变体和文化认同：基于汉英翻译的中国英语研究 曾剑平 10月 09日 外国语学院

126 鞭挞现实，如魔似幻——从魔幻现实主义视角解读莫言的《蛙》 季大方 11月 06日 外国语学院

127 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的英语听说课的意见、观念、问题与策略 刘有发 11月 10日 外国语学院

128 制约英语阅读效果的因素 曹久平 11月 15日 外国语学院

129 视觉月听觉与记忆——听说课受众记忆路径与渠道研究 吴可 11月 24日 外国语学院

130 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方案的特色研究 叶卫华 04月 17日 外国语学院

131 基于 3CS视角的英语语篇赏析 张善军 10月 15日 外国语学院

132 抗战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史研究：现状与思考 熊兵娇 11月 01日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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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索尔月贝娄与卡夫卡“垂悬”主题比较研究 李会学 12月 11日 外国语学院

134 从末世到救赎—W月 S月默温的生态诗学历程 邹雯虹 12月 04日 外国语学院

135 关联理论框架下的商务谈判模糊语言 毛凡宇 12月 11日 外国语学院

136 “整体批评”与文学研究的“科学转向” 谢海长 12月 11日 外国语学院

137 研究生培养模式与流程 刘小瑜 11月 20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38 房地产市场健康研究 陈红艳 12月 6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39 复杂性语境下的生态旅游研究——对传统生态旅游研究的反思 江民锦 4月 16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40 失地农民冲突意愿形成的心理感知影响因素研究 邹秀清 5月 9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41 公正规划的实践理性 王 彦 5月 12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42 加强专业认知，提升学习兴趣 蔡升桂 6月 12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43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优化城乡体系格局研究 李洪义 6月 12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44 新“国五条”宏观调控政策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王文群 7月 3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45 逆向抵押贷款及其在中国的前景 王雪峰 10月 28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46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条件下江西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管理模式研究 张 红 10月 30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47 乡村聚落景观变迁机制研究 胡海胜 11月 1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4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经验介绍 吴光东 11月 5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49 农村经营性土地入市 但承龙 11月 11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50 助力科研：NoteFirst软件的使用 姚冠荣 11月 13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51 基于景观格局演变的鄱阳湖典型流域水环境响应及其优化模型研究 胡绵好 11月 13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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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经验介绍 吴光东 11月 13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53 西南民族地区旅游中心城市复合意象研究 唐继刚 11月 15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54 城乡一体化导向下的南昌城市总体布局优化研究 涂小松 11月 15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55 南昌市人口与城市发展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刘 旦 12月 4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56 欠发达地区环境约束下外贸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为例
周早弘 12月 6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57 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方法 张 瑾 12月 6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58 本科论文辅导讲座：文献综述的写作 唐文跃 12月 6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59 基于和谐旅游的旅游信息生态系统共生度评价的理论框架 李文明 12月 6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60 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举措与启示 陈始发 3月 25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的关键因素——兼评大国地位“赐予”说 温锐 4月 18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2 恩格斯的复杂性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黄欣荣 11月 15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3 中国梦——一个国家和名族的复兴梦 夏德根 11月 21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动因分析 黄大建 6月 13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5 匈牙利民族自治制度 杨友孙 5月 13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6 当代美国新品格教育运动对我国大学生品格教育的启示 唐书麟 5月 30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7 马克思主义与的党的理论自信 周书俊 10月 10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8 新疆维吾尔族民族心理与社会交往研究 许静 10月 28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9 从美国政府“停摆”看西方民主的缺限 曾良盛 10月 10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0 大学国学教育反思 吴通福 10月 24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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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关于建设文化强国的几个问题 张定鑫 11月 28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2 规训权力与规训社会——柯权力理论探索 胡颖峰 4月 2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3 幸福生活中的政治常识 万绍红 4月 9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的两个价值概念 鲍克伟 4月 25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5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追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江水法 5月 9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6 诺齐克分配正义观与其论证之间的悖论 金纬亘 5月 16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7 政治认同与社会稳定 李德满 5月 23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8 台湾大学教授颜元叔的爱国心 李桂生 5月 23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9 近代中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演变 刘晓泉 5月 30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0 推进我省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对策研究 黎世光 9 月 12 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1 乡村治理模式研究 邱贵明 9月 26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2 竞争与依存：传统重农抑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杨华星 9月 19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3 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 刘晓根 10月 17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4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及危害 黎建军 11月 10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5 儒家中庸之道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刘白明 11月 7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6 马克思正义观视野中社会主义中国廉政机制构建研究 舒前毅 11月 7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7 孔子与耶稣生死伦理之比较 朱清华 12月 5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8 新中国建立初期北京居民的婚姻变迁 庄秋菊 12月 5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9 拉斯韦尔研究模式及其缺陷 林新 10月 25日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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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对新闻概念的理解 张庆胜 9月 18日 人文学院

191 大学新生生命观引导 熊青 9月 27日 人文学院

192 大学生的人生追求 张品良 10月 22日 人文学院

193 西学东渐“中国对待西方化”的四种态度 陈家琪 11月 7日 人文学院

194 古代戏曲身份认同与文化研究 骆兵 11月 8日 人文学院

195 如何抓好研究生选题 尹忠海 11月 10日 人文学院

196 从公文看政府管理语言 付家柏 12月 6日 人文学院

197 明清时期唐宋八大家选本群的地理分布及其相关问题 付琼 11月 30日 人文学院

198 我国受众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吴辉 10月 8日 人文学院

199 古代戏曲身份认同的人文精神 骆兵 10月 26日 人文学院

200 《非诚勿扰》中的择偶策略 朱彬钰 10月 31日 人文学院

201 政府购买服务与公益创投的运作 唐 斌 11月 11日 人文学院

202 黄州之谪对苏轼词作的提升 江枰 11月 15日 人文学院

203 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邹勇文 11月 19日 人文学院

204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庭观 苗春凤 11月 20日 人文学院

205 江西文化产业的现状与发展思路 王玉琦 11月 27日 人文学院

206 古代汉语与古代散文 曾献飞 11月 28日 人文学院

207 文化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李旭 12月 2日 人文学院

208 《论辛弃疾的战略思想》 龚贤 12月 3日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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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周明鹃举办博士讲座一次 周明鹃 12月 3日 人文学院

210 近代中国的“洋旗报”现象 周立华 12月 5日 人文学院

211 社区矫正社会工作 蔡前 12月 5日 人文学院

212 清代前期通俗小说传播中的解码活动 文革红 12月 6日 人文学院

213 《周易》与人生规划 彭树欣 12月 6日 人文学院

214 联系实际、联系专业、联系学生月 月 月 认真做好十八届三中全会 邹勇文 12月 9日 人文学院

215 老年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农村留守老人社会支持 银平均 12月 13日 人文学院

216 可持续发展视阈下文化资源的市场配置 王中云 12月 14日 人文学院

217 金融社会学的起源、发展及趋势 吴时辉 12月 14日 人文学院

218 当前情绪劳动研究进展及启示 袁冬华 12月 15日 人文学院

219 我国综合性农民组织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兰世辉 12月 16日 人文学院

220 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 孙建成 11月 12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21 服务计算的发展 党建武 10月 17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22 并行挖掘大数据频繁模式 陈辉 11月 13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23 麦庐园排课的形式化问题 尹爱华 12月 24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24 基于混沌系统和 DNA编码的图像加密技术 张勇 5月 17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25 网构软件研究现状 张驰 9月 19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26 Service Science & Engineering 黄茂军 11月 5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27 光学计算机和降值设计理论 严军勇 10月 10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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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基于 GPU并行的智能优化算法 汪靖 11月 15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29 混沌序列的相关和调制相关特性 陈滨 11月 10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30 LTE概述及其关键技术 廖汉程 11月 8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31 无线通信新技术 李刚 6月 6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32 基于启发式搜索的软件测试用例生成技术 毛澄映 5月 10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33 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 李华旸 5月 17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34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以萍乡市为例 刘细发 11月 7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35 线性元器件的 FDTD分析 蔡鹏 10月 31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36 基于判决域半径谱的错误率估计技术 戴利云 9月 26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37 计算转发：有限域及高斯干扰网络之间的联系 尧文元 6月 16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38 基于 LDA生成模型的图像场景分类研究 唐颖军 6月 13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39 图像超分辨率重建技术研究 黄淑英 10月 29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40 虚拟跳频与编队目标分辨 黄坚 5月 23日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41 城市导向识别系统设计流程管理研究 李民 11月 12日 艺术学院

242 中国古代声乐表演艺术探源 李二永 11月 15日 艺术学院

243 科学研究和思维方法 韩玉林 11月 19日 艺术学院

244 学术论文写作要点 包礼祥 12月 5日 艺术学院

245 重金属污染与植物修复研究进展 赵九洲 11月 28日 艺术学院

246 南昌城市道路绿地植物景观调查与分析 袁菊红 12月 2日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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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协调性研究 刘满凤 11月 20日 协同创新中心

248 江西省文化创意产业布局与优化 杨头平 11月 13日 协同创新中心

249 战略新兴产业指标筛选策略 万本庭 11月 15日 协同创新中心

250 中国技术进步的偏向性 彭树宏 11月 7日 协同创新中心

251 医院改革与政府规制问题 张昕竹 5月 8日 产业经济研究院

252 非线性定价与最优阶梯定价设计 张昕竹 10月 12日 产业经济研究院

253 环境规制、地方经济差异与技术创新—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阮敏 3月 28日 产业经济研究院

254 我国广告监管实证研究 王岳龙 4月 11日 产业经济研究院

255 反垄断执法‘宽’、‘严’问题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王自力 4月 24日 产业经济研究院

256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经济转型与内生性政府——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车圣保 5月 2日 产业经济研究院

257 产业分析报告写作框架的讲座 吴昌南 5月 13日 产业经济研究院

258 如何估计真实的因果关系月 月 以地铁开通对房价影响为例看实证研究策略的

选择
王岳龙 9月 18日 产业经济研究院

259 转型增长动力：技术、效率与规模效应 何小钢 9月 26日 产业经济研究院

260 法学前沿与热点问题论坛
学院所有

教授

每周四下午 2点
到 4点 法学院

261 部门法理论研究
学院具有博士学位

的副教授或讲师

每周三下午 2点
到 4点 法学院

262 存款保险制度国际比较探讨 陈少平 10月 23日 金融学院

263 合力打造科技银行 定向支持科技企业 桂荷发 12月 6日 金融学院

264 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特征与影响 黄飞鸣 6月 28日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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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dividend policy: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rises 黄涛 10月 11日 金融学院

267 如何与导师合作开展研究 凌爱凡 9月 24日 金融学院

268 一类关于局部高地点的牛熊体制转换模型 王清生 12月 12日 金融学院

269 资本运作与投资评价准则 曾鸿志 11月 27日 金融学院

270 利率市场化及影响 陈春霞 5月 8日 金融学院

271 跳跃行为、杠杆效应及长期记忆下的 VaR预测 胡志军 12月 5日 金融学院

272 巴塞尔协议 III与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彭玉镏 10月 15日 金融学院

273 公司债券市场流动性维度效应 闵晓平 1月 17日 金融学院

274 养老金入市的道德风险管理研究 陈家洪 4月 17日 金融学院

275 企业四大融资方式 杨荣 11月 8日 金融学院

276 关于我国影子银行的思考 邹玲 6月 7日 金融学院

277 A Semiparametric Condition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杨炳铎 11月 1日 金融学院

278 A Semiparametric Condition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杨炳铎 11月 1 下午 金融学院

279 工业排出气硫化氢的湿去除 杨小毛 3月 14日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

280 太阳能上转换材料研究进展 黄新阳 4月 1日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

281 电致发光显示及有机电致发光器件 李小侠 5月 10日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

282 基于低碳经济的我国风电产业发展 邓梅根 9月 27日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

283 搅拌磨制备石墨烯过程中的二次叠片控制 余泉茂 10月 18日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

284 如何查找文献资料 陈富良 9月 26日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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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人民公社的兴起原因——一个三方需求分析框架 龚立新 3月 7日 经济学院

286 分利行为、舆论监督与政府治理 桂林 7月 6日 经济学院

287 江西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胡德龙 10月 24日 经济学院

288 基于目标逼近法的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研究 姜瑾 10月 31日 经济学院

289 产业结构调整与我国城镇化效率问题研究 李国民 10月 25日 经济学院

290 马克思与他的“先驱者”们——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刘爱文 5月 25日 经济学院

291 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认识偏差 罗雄飞 6月 19日 经济学院

292 基于财产权视角的农村集体新成员权取得制度 彭新万 11月 7日 经济学院

293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绩效研究 邵国华 10月 31日 经济学院

294 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在外贸中的作用 陶然 11月 7日 经济学院

295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工业产业体系构建研究 万春 10月 24日 经济学院

296 近代中国民间借贷风险防范的历史经验及当代转型 杨勇 9月 12日 经济学院

297 产权清晰与交易费用：以广州实行垃圾按袋、按重量收费制度为例 袁庆明 10月 17日 经济学院

298 中国政府投资效率分析 张鹏 11月 2日 经济学院

299 中国各省区资本流动能力再检验及其影响因素 王守坤 9月 26日 经济学院

300 社会力量参与与公共服务的激励机制设计 何建春 11月 20日 经济学院

301 十八届三中全会教育问题解读 谭光兴 11月 21日 高等教育研究所

302 试论我国大学生课程范式的转变 朱晓刚 3月 22日 高等教育研究所

303 高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功能和定位——兼议我所的功能定位和发展” 钱建豪 11月 14日 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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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浅谈教育研究中的“需求选题法”——兼论高教所的研究定位 季俊杰 11月 28日 高等教育研究所

305 校本研究，高校高教研究所最重要的职能——兼议我所开展校本研究 彭志武 12月 12日 高等教育研究所

306 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蒋尧明 10月 31日 《当代财经》杂志社

307 十八大后新一轮财税政策改革的目标 周全林 11月 19日 《当代财经》杂志社

308 学术期刊的引文著录规范 魏 琳 12月 02日 《当代财经》杂志社

309 全面提升企业信用水平的基本理论、关键问题及其对策 朱星文 11月 23日 《当代财经》杂志社

310 企业中的“软资产”：虚拟资本及管理 徐鸣 12月 01日 《当代财经》杂志社

311 结构优化过程中合意发展速度的识别与辨析：历程与评价 王展祥 11月 20日 《当代财经》杂志社

312 论中央苏区审计特点及其启示 肖文燕 5月 23日 《当代财经》杂志社

313 中国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 李有 11月 01日 《当代财经》杂志社

314 需求力量与中国经济增长 王俊杰 9月 22日 《当代财经》杂志社

315 基于排污权的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孔凡斌 11月 8日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316 基于耕地利用效用的粮食生产时空变化分析 张利国 11月 22日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317 Exploring the main driver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using spatially explicit economic
model: a case study in Jiangxi province, China 谢花林 11月 4日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318 高速公路节能减排路径与综合管理体系 肖文海 11月 28日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319 农业政策评估前沿方法 潘丹 11月 27日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320 低碳城市背景下能源消费与城市绿地环境效应耦合机制研究 黄和平 11月 24日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321 国内外农业直补资金运行监管对策与技术差异分析 陈拉 11月 29日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322 Economics of Pyrolysis based Energy Production and Biochar Utilization 宫之君 4月 11日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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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方向距离函数在能源环境经济学中的应用 张宁 12月 13日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324 对“乡财县管”的综合分析与探索 蔡芳宏 1月 07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25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中的税收政策 姚林香 3月 29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26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机制与体系分析 肖建华 5月 26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27 我国二氧化碳税征收的设想及对经济的影响分析 席卫群 7月 01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28 电子政务的主要模式 熊小刚 9月 25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29 我国“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绩效研究 舒 成 9月 04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30 治理视野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成因与建议 曾维涛 9月 12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31 高等教育机制研究 罗晓华 9月 28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32 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效应分析 席卫群 10月 29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33 学术论文写作与规范 熊小刚 10月 25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34 我国税收制度改革趋势分析 朱门添 10月 12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35 民生财政与卫生筹资改革的探讨 张仲芳 10月 14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36 美国的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县为视角 许才明 10月 22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37 和研究生谈科研规范 李春根 11月 08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38 十八大与社会保障 赵万水 11月 15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39 开放式基金绩效操纵 俞彬 4月 28日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340 基金公司自购投资的激励效应与道德风险非军事化 肖峻 11月 27日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341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之谜 钱美芬 4月 24日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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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Aggregate Analyst Forecast Errors, Stock Market Liquidity, and the Economy 孙秉文 11月 14日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343 资源价值流会计及其发展前景 程淑珍 11月 26日 会计学院

344 关于剩余会计规则的探讨 刘 骏 12月 19日 会计学院

345 会计专业学生如何提高会计职业道德问题探讨 王建辉 10月 26日 会计学院

346 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探究 张其镇 3月 21日 会计学院

347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思考 郭亚雄 10月 12日 会计学院

348 计算机数据审计的应用 胡玲 11月 13日 会计学院

349 案例教学与使用 袁园 11月 28日 会计学院

350 MPAcc学位论文选题及写作规范 余新培 9月 27日 会计学院

351 会计目标探析 曾晓燕 11月 14日 会计学院

352 对中国 CPA业声誉的思考 程琳 11月 21日 会计学院

353 《高级财务管理》课程建设体会 张绪军 12月 12日 会计学院

354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方宝璋 4月 5日 会计学院

355 企业合并及其财务报告列报（英文） 章美珍 7月 14号 会计学院

356 我国企业会计目标研究 肖尧春 7月 3日 会计学院

357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与审计实务 喻小明 ６月 30日 会计学院

358 论企业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的未来发展 唐 广 12月 5日 会计学院

359 换“所”不换“师”式变更、超工具性关系与审计质量 谢盛纹 10月 17日 会计学院

360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会计的影响与思考 陈明坤 12月 6日 会计学院



363

序号 题目 主讲人 时间 报告组织单位

361 企业发生环境成本的动因研究 李金泉 5月 16日 会计学院

362 国有垄断企业内部治理中第三类代理成本问题研究 饶晓秋 11月 28日 会计学院

363 文献检索与文献综述的撰写 荣莉 11月 21日 会计学院

364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业绩评价若干问题研究 张蕊 4月 5日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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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届白鹿洞论坛暨江西省管理学会年会 11月 2日 江西南昌 胡宇辰、陈明、胡海波（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2
江西省管理学会南昌地区部分高校管理学院院长

座谈会
7月 2日 江西南昌 胡海波（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3 第二届 SPS案例研究方法研讨会 7月 21-22日 北京 胡海波（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4 2013中国管理案例年会 8月 17-18日 北京 胡海波（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5 第二届中国管理案例中心联盟会议 9月 21日 上海 胡海波（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6 第六届江西省MBA培养高校工作交流会 11月 2日 江西南昌 胡海波（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7
第三届跨文化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海峡

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11月 30-12月 01日 上海

胡宇辰、胡海波、郭英柳振群、

舒辉、李敏（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8 第十二次中国物流学术年会 11月 9 -10日 福建省福州市 刘浩华、吴群、王友丽（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9 第十二届全国高校物流专业教学研讨会 12月 7日-8日 福建省厦门市 王友丽（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0
“文化发展与管理创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企业管理

研究会年会
11月 9-10日 江西景德镇

舒辉、仲昇、宋丽丽、郭英、舒

辉、余焕新（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1 中国工业企业物流论坛 7月 27-29日 重庆 吴群（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2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博士后学术论坛 11 月 15-16日 南昌
吴群、崔爱平

（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3 第二届人力资源管理论坛暨幸福管理研讨会 10月 5—6日 武汉大学 李敏（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365

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参会教师名单(进修、访问、讲学) 所在部门

14 营销科学国际论坛 6月 南京大学
陆淳鸿 谌飞龙

（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5 中国营销科学年会 8月 清华大学 谌飞龙（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6 全国高校商务管理年会 8月 广东商学院 陆淳鸿（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7 中国市场学年会 5月 北京 陆淳鸿（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8 中国商科教育高端论坛 10月 18日 浙江工商大学 陈明（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9 第七届中国能源战略研讨会 10月 15日 湖北武汉大学 邹艳芬（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20 世界青年佛教会议 7月 15---21日 香港教育学院 柳振群（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21 案列教学培训 11月 清华大学 王晓春（参加培训） 工商管理学院

22 新进教师岗前培训 8月 12- 27日 江西师范大学 王友丽（进修） 工商管理学院

23
全国MBA市场营销教学培

训会
6月 南京大学 陆淳鸿 谌飞龙（培训） 工商管理学院

24
第 14届海峡两岸三地环境资源与生态保育学术研

讨会
7月 10-19日 云南昆明 谢花林、陈拉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25
国际林产品贸易中的碳转移计量与监测项目”研讨

会
9月 17日 北京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26 转型与经济发展”（TED）国际双年会 9月 20-21日 上海 张宁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27 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 10月 19-23日 河北石家庄 张利国、廖文梅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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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国生态学学会学术年会 10月 17-19日 南昌
孔凡斌、谢花林、黄和平、廖文

梅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29 第十一届 Esri中国用户大会 10月 22-23日 北京 谢花林、陈拉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0
2013杨凌国际农业科技论坛暨第十一届中国林业经济

论坛
11月 7-9日 陕西杨凌 孔凡斌、张利国、廖文梅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1 江西省地理学会学术年会 11月 8-10日 江西抚州 谢花林、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2 第三届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 11月 12-13日 上海 谢花林、刘桂英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3 北京中科院生态环境所 9月-2014月 9日 北京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4 2013国际生态城市建设高端论坛 11月 29-30日 北京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5 第 17届（2013）中国资本市场论坛 1月 12日 北京 桂荷发（参会） 金融学院

36 陕西金融科技促进研讨会 2月 20-22日 西安 桂荷发（参会） 金融学院

37 第六届全国金融数学工程学科建设与学术研讨会 6月 1-3日 上海 胡少勇（参会） 金融学院

38
2013中部财金学术联盟暨第十届金融市场发展研

讨会
4月 14-17日 台湾 汪洋（参会） 金融学院

39
中工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峰会暨《国际金融研究》论

坛（春季）——新形势下的中国及国际金融：挑战、

机遇、创新、发展

4月 20日 广州 汪洋（参会）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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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财政部属院校联合研究课题启动会 5月 20日 北京 吕江林（参会） 金融学院

41 中国投资学专业教学与科研高级研讨会 5月 31日 北京
刘兴华、陈春霞

（参会）
金融学院

42 第四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 7月 14日 大连 汪洋（参会） 金融学院

43
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暨培养

单位院长（系主任）工作会议
8月 21日 北京 吕江林（参会） 金融学院

44
《中国金融研究》论坛（秋季）-变化中的全球金融

业：问题与选择
11月 1日 北京 汪洋（参会） 金融学院

45 《金融论坛》第三次理事会 10月 25日 北京 吕江林（参会） 金融学院

46
“金融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征求意见

稿）”研讨会
11月 3日 武汉

汪洋、胡少勇

（参会）
金融学院

47 江西省对接上海自贸区研究调研 10月 25日 上海 汪洋（参会） 金融学院

48 世界经济理论研讨会 11月 9-10日 广州 汪洋（参会） 金融学院

49 全国高校期货教学与人才培养研讨会 10月 27日 北京 李汉国（参会） 金融学院

50 全面深化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主题研讨会 12月 6日 北京 汪洋（参会） 金融学院

51 师资培训 1月 14-18日
金融硕士核心课

程师资培训
易蓉（进修） 金融学院

52 师资培训 1月 14-18日
金融硕士核心课

程师资培训
梁娟（进修） 金融学院

53 师资培训 1月 7-11日
金融硕士核心课

程师资培训
吴伟军（进修）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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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师资培训 1月 7-11日
金融硕士核心课

程师资培训
桂荷发（进修） 金融学院

55 哲学社会科学骨干教师培训 6月 13-7月 12日
中央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
曾莉华（进修） 金融学院

56 财政学专业第一届暑期师资培训 08月 21--25日 上海财经大学
徐崇波、罗晓华

（进修）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57 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 10月 5--6日 安徽合肥 李春根、邹传教、杨得前、纪江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58 “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讨会 05月 17--19日 河北经贸大学 注柱旺、万军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59 第七届全国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方法高级研修班 07月 14--20日 中国人民大学
杨得前、曾维涛、伍先斌、注柱

旺、熊小刚（进修）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0
第九届社会保障国际论坛暨第二届全国社会保障

教学研讨会
08月 24--26日 浙江大学 张仲芳、余桔云、万谊娜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1 吉林大学公共管理学科论坛 10月 20--21日 吉林大学 张仲芳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2 省委教育工委调训工作 09月 2--22日 江西南昌 万莹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3 中国梦月财税改革高峰论坛 09月 13--14日 南京财经大学 朱门添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4 全国财政学基础理论与教学改革研讨会 11月 1--3日
河南大学经济学

院
程岚、黄桂香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5
税收筹划理论、实践与案例研讨会暨中国税收筹划

研究会第七届年会
11月 9--11日 四川成都 姚林香、万莹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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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中国税收教育研究会”第七届研讨会 9月 16日 安徽蚌埠 杨得前、姚林香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7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经济学） 11月 21—22日 北京 舒成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8
高校本科教学工程与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设

研讨会
12月 6--8日

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
徐崇波、伍云峰、叶静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9 海峡两岸财税学术研讨会 10月 25-27日 厦门大学 席卫群（研讨）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70 《中国政策与税收》国际会议 12月 14-15日 厦门大学 席卫群（研讨）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71 第二期全国MPA培养院校案例教学师资培训班 12月 20--22日 国家行政学院 贾宝和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72 第二届政府管制论坛 4月 27日 浙江财经大学 王自力、陈剑、王岳龙（参会） 产业经济研究院

73 第十三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 9月 21日 北京师范大学 王岳龙（参会） 产业经济研究院

74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武汉）

年会
10月 19-20日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何小钢（参会） 产业经济研究院

75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年会 11月 2-3日 浙江财经大学 王自力、吴昌南、何小钢（参会）产业经济研究院

76 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11月 16-17日 西南财经大学 王岳龙 产业经济研究院

77 宪法实施问题研究 11月 5-11月 6 中国人民大学 王柱国、访问 法学院

78 中日财税法比较研究 10月 9-10月 12 东华政法大学 刘国、访问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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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20

周年庆典暨学术年会
10月 25-27日 湖北武汉 钱建豪、彭志武、刘淑波 高等教育研究所

80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 11月 1-3日 浙江宁波 谭光兴、季俊杰 高等教育研究所

81 第十七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 10月 19日 江苏宜兴 彭志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82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系列讲座”之《当前的教学改革

动向和教改课题的选题与研究》
4月 26日 南昌航空大学 谭光兴（讲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83
the transition of the BRICS’ economy under

globalization
12月 7-8日 上海交通大学 许统生、涂远芬、李玉花（访问） 国际经贸学院

84 第五届全国国际贸易实务教学与研究高级研讨会 11月 15日至 17日
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

戴明辉、王善论

（访问）
国际经贸学院

85
第十二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中

国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论坛
12月 13-15日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
邓军（访问） 国际经贸学院

86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

（第一期）
6月 16日—20137月 14日

中共江西省委党

校
余昌龙（进修） 国际经贸学院

87
中国价格协会高校价格理论与教学研究会第 29次

年会
7月 21日—23日 河北承德

伍世安、吴朝阳、黄先明、邬佩

琳、梁红（访问）
国际经贸学院

88 全国高校贸易经济教学研究会年会 6月 21日—23日 广西财经学院
吴朝阳、张曦凤

（访问）
国际经贸学院

89
第十二届WTO与中国学术

年会
11月 8日—10日 北京

吴朝阳、张曦凤

（访问）
国际经贸学院

90 第二届中国商科教育高层论 10月 18日—20日 浙江工商大学
吴朝阳、陈明

（访问）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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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 11月 8至 10日
中山大学岭南学

院

刘建、刘振林

、许统生（访问）
国际经贸学院

92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博士后论坛 11月 15-16日 江西财经大学 李玉花（访问） 国际经贸学院

93 中国会计学术年会 7月 6日—7日 广西南宁

张蕊、章卫东

会计学院曹玉珊、廖义刚等

5人

94 全国 ACCA教学研讨会 7月 23日—27日 浙江杭州 吉伟丽、宋京津 会计学院

95 CPA方向师资培训班 7月 29日—8月 2日
厦门国家会计学

院
李宁 会计学院

96 2013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培训班 8月 5日-8日 上海财经大学
李宁、吕晓梅、胡玉可、黄善东、

左贯中
会计学院

97 会计学会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会 9月 14日—16日 湖北恩施
张蕊、荣莉、余新培、李宁、曹玉珊

等
会计学院

98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师资培训会 10月 18日—19日
厦门国家会计学

院
宋京津 会计学院

99 财务会计、审计理论与实务师资研讨会 10月 21日—23日 南京理工大学
荣莉、彭晓洁

会计学院
程淑珍、张其镇

100 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与 ACCA教学研讨会 11月 2日—4日 湖北武汉 李宁 会计学院

101 CIMA中国度 CFO高峰论坛 11月 22日—23日
CIMA上海代表

处
李宁 会计学院

102 中国高校 AICPA项目国际教育研讨会 11月 25-26日 南京审计学院 李宁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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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第五届中国MPAcc教育发展论坛 12月 4日—6日 广西财经大学 陈青 会计学院

104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 9月 18日 重庆 吴志军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105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年会 11月 1日---3日 浙江财经大学 吴志军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106 产业组织前沿问题 7月 6日 东北财经大学 徐斌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107 工业经济学会年会 11月 1日---3日 浙江财经大学 徐斌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108 中国区域经济学年会 9月 18日 重庆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109 中国地理学年会 9月 26日 武汉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110 第七届发展经济学年会 11月 22日---24日 华中科技大学 张进铭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111 第七届发展经济学年会 11月 22日---24日 华中科技大学 习明明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112 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问题 11月 8日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严武讲学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113 “金融安全与金融战争” 10月 29日 新余学院 严武讲学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114 AsiaFM 2013 7月 15-17日 江西财经大学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全体人员参会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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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World Finance and Banking Symposium 2013 12月 16-17日 中央财经大学 孙秉文参会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116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年会 11月 2至 3日 浙江杭州 陈富良，参会 经济学院

117 日本北东亚洲学会第 19届研究大会 9月 20日至 25日 日本广岛 杨飞虎，访问 经济学院

118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 10月 25日至 28日 河南商丘 杨飞虎、，参会 经济学院

119
第二届资产评估专业硕士工作会及首届案例大赛

颁奖会
10月 25日 云南昆明 余炳文，参会 经济学院

120 资产评估——评估、创新、发展国际研讨会 5月 9日至 11日 湖北宣昌 余炳文、，参会 经济学院

121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 10月 25日至 28日 河南商丘 张鹏，参会 经济学院

122 资产评估——评估、创新、发展国际研讨会 5月 9日至 11日 湖北宣昌 张鹏，参会 经济学院

123 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第14次学术研讨会 9月 21日至 22日 河南郑州 刘爱文，参会 经济学院

124
第三届全国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微观计量经济学高级研

修班
7月 1日至 12日 北京 吴涛，进修 经济学院

125 （首届）中国法治经济论坛 4月 20日 北京 吴涛，进修 经济学院

126
“泰山学术论坛——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专题”暨中

国经济学创新与发展国际研讨会
6月 14日至 17日 山东济南 罗雄飞，参会 经济学院

127 （首届）中国法治经济论坛 4月 20日 北京 桂林，参会 经济学院

128 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第十五届年会 6月 15日至 16日 黑龙江哈尔滨 康静萍，参会 经济学院

129 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讨会 7月 26日至 30日 四川成都 康静萍，参会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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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制度经济学年会 11月 14至 15日 重庆 袁庆明，参会 经济学院

131 “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比较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 11月 8至 10日 广东广州 肖璐，参会 经济学院

132 全国 BIM师资培训 8月 15-19日 井冈山
缪燕燕、吴光东

（进修）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33
“土壤遥感与信息专业委员会”和“土壤发生分类与

土壤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
8月 19-22日 山西农业大学 李洪义（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34 中国工程管理论坛 8月 25-28日 哈尔滨 吴光东（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35
中国土地科学论坛——新型城镇化与土地资源管

理创新暨第十二届全国高校土地资源管理院长（系

主任）联席会

10月 25日-27日 浙江财经大学 邹秀清（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36
第七届中国房地产学术研讨会暨高等院校房地产

学者联谊会
10月 25—27日 成都 陈红艳（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37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财政代偿机制研讨会 11月 18日 上海财经大学 邹秀清（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38
全国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TA）培养单位教学

研讨会
11月 20日 桂林理工大学

蔡升桂、曹国新

（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39 江西省土木建筑学会年会
11月 29日
-12月 1日

赣州
李明、赖小东、

吴光东（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40
教育部旅游管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
11月 30日 广州大学旅游学院 蔡升桂、胡海胜、张瑾（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41 2013第一届旅游信息化研究国际研讨会 12月 5日
北京联合大学旅

游学院

李文明、徐沅林

（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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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讨会暨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年会
7月 15日至 18日 呼和浩特 张定鑫（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3
“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第四届西方政治思想史暑期

高级研讨班
7月 25日至 28日 北京 万绍红（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与中国梦”学术研讨会
10月 25日
至 27日

上海 周书俊（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5 第二届“心性现象学”学术研讨会 1月 14日至 17日 广州 鲍克伟（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6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关于召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

和教学大纲征求意见调研座谈会
3月 14日至 15日 哈尔滨 陈始发（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7
第五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论坛”
7月 20日至 24日 呼和浩特 周书俊（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8
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革

研讨会

7月 27日
至 8月 2日

呼和浩特 唐书麟（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9
关于举办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修订教材培

训班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作研讨会的通知
9月 12日至 16日 南昌 刘晓根（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0
教育部社科司关于举办第 31期全国普通高校“形势

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班通知
8月 26日至 30日 北京 刘晓根（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1
中宣部教育部关于组织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

干研修
9月 1日至 30日 北京 周书俊（进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2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
7月 5日

至 7月 7日
北京 杨友孙（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3 “比较视野下的民族与族群政治研究”学术研讨会 8月 16日至 20日 上海 杨友孙（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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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 12月 1日至 2日 武汉 邱贵明（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5 第十六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 8月 24日至 28日 济南 黄欣荣（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6
关于举办全省高校思政课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骨

干教师研修班

7月 5日
到 7月 9日

南昌 李立娥（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7 “中国道路与国情的国际解读”学术研讨会 1月 26—27日 北京 温锐（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8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编写提纲研讨会 2月 2日 北京 温锐（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9 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 5月 25—26日 武汉 温锐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0 “纪念改革开放 35周年”学术研讨会 6月 28日--30日 武当山 温锐、杨华星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1 “中国抗日战争与现代国际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 7--10日 重庆 温锐、中心硕士学生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2 《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出版座谈会 11月 17日 北京 温锐、中心博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3 北京大学中文系 12月 9－16日 北京大学中文系 文革红（访问） 人文学院

164 公文写作与语言沟通艺术 1月 9日
主办：江西省财政

厅乡财处
张庆胜（参会） 人文学院

165
《中国文化产业评论》创刊 1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

学术研讨会
6月 7-6月 10日 上海 王中云（参会） 人文学院

166 第十一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 6月 28日 成都（四川大学） 曾献飞（参会） 人文学院

167 中国社会学年会 7月 贵阳 蒋国河（参会） 人文学院

168 第三届电通·中国广告教育高端论坛 7月 5-7月 6日 苏州 吴辉、罗书俊（参会）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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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文化管理·会 7月 13- 15日 北京 周明鹃、李旭（参会） 人文学院

170
第九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朝向更加公平的社会政

策”
7月 14—15日 上海 银平均（参会） 人文学院

171 中国社会政策年会及第九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 7月 16- 17日 上海复旦大学 兰世辉（参会） 人文学院

172 中国社会学年会“美丽中国：城镇化与社会发展” 7月 19—21日 贵州 贵阳 银平均（参会） 人文学院

173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年会 8月 广州 蒋国河（参会） 人文学院

174 民政部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战略研讨会 8月 重庆 蒋国河（政策研讨） 人文学院

175 2013：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 10月 29-31日
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
周明鹃（参会） 人文学院

176 华南片区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研讨会 10月 31-11月 1日 厦门大学 苗春凤（参会） 人文学院

177 第六届中国韵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 8－11日 苏州大学 彭树欣（参加学术会议） 人文学院

178 第十届全国文化管理类学科建设联系会议 11月 15-17日 安徽师范大学 周明鹃、林新、王中云（参会） 人文学院

179
第十届全国文管学科建设联席会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

论坛
11月 16-18日 安徽师范大学 林新（参会） 人文学院

180
第十届全国文化管理类学科建设联席会议暨区域

文化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11月 16-18日 安徽芜湖 王中云（参会） 人文学院

181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 11月 29日 南昌 成亚林(参会) 人文学院

182 2013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 12月 6-12月 8日 复旦大学 林新（参会） 人文学院

183 中国（南昌）军事题材电影创作会 12月 7-12月 8日 南昌 王中云（参会）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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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第五届全国经济新闻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暨第三届全国

大学生经济新闻作品大赛颁奖会
12月 14日 北京 成亚林（参会） 人文学院

185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学术研讨会 12月 14-12月 15日 广州中山大学 蔡前（参会） 人文学院

186
《西部》《粤海风》“江西作家新活力三十人作品大

赛”专辑出版座谈会
12月 15日 南昌 王中云（参会） 人文学院

187 江西省体育总会工作会 5月 7日 景德镇 郑志强（参会） 体育学院

188 第 18期全国荷球运动培训班 6月 24-26日 绍兴 彭澄升、熊三平、余文斌（培训） 体育学院

189 第一期全国科学健身指导志愿者培训班 9月 10日 北京 彭澄升（培训） 体育学院

190 第二期全国科学健身指导志愿者培训班 11月 10-15日 北京 刘璇（培训） 体育学院

191
国际毽球教练员、裁判员

培训班
11月 30-12月 4日 晋中 谭刚、肖舒鹏（培训） 体育学院

192 第三届全国概率统计青年学者会议 11月 1日 徐州 刘小慧 统计学院

193 全国高校辅导员骨干培训 10月 21日 武汉 涂远武(进修) 统计学院

194 教育部语言培训 9月 12日 西安 罗世华(进修) 统计学院

195 统计学博士点建设研讨会 7月 20日 上海 罗良清、罗世华 统计学院

196 统计学本科教育研讨会 5月 25日 合肥 罗良清、罗世华 统计学院

197 译介学与翻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 4月 24日 上海外国语大学 熊兵娇（参会） 外国语学院

198 全国大学俄语教学研讨会 6月 5日 三峡大学 郝燕（参会）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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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外语教育与跨文化交际学术研讨会 6月 24日 湖北大学 晏飒绮（参会） 外国语学院

200 第 40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会议 7月 14日 中山大学 毛凡宇（参会） 外国语学院

201 多模态研究 7月 21日 香港理工大学深圳基地 毛凡宇（参会） 外国语学院

202 沟通与谈判委员会首届年会 9月 24日 北京对外贸易大学 毛凡宇（参会） 外国语学院

203 跨文化语境下的外国文学研究中青年学者论坛 11月 18日 北京师范大学 谢海长（参会） 外国语学院

204 材料工程国际学术会议 5月 17-19日 江苏南京 李小侠参会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205 第三届材料工程,化学,生物信息学国际会议 10月 26-27日 安徽合肥 李小侠参会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206 2013第二届先进材料及其应用国际研讨会 6月 22日~23日 中国广州 杨小毛、余泉茂参会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207 2013全国材料科学与工程会议 5月 18-19日 河北石家庄 杨小毛、余泉茂参会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208 第十八届固体激发态动力学国际会议 8月 4-9日 福建福州 黄新阳参会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209 2013第二届中国稀土峰会 8月 10-13日 江西赣州 黄新阳参会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210 2013中国(深圳)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及研讨会 8月 27-29日 广东深圳 余泉茂参会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211 2013中国石墨烯展览及发展论坛 11月 13-15日 中国上海 余泉茂参会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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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材料工程国际学术会议 5月 17-19日 江苏南京
邓梅根、王仁清

参会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213 2013中国(深圳)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及研讨会 8月 27-29日 广东深圳 邓梅根参会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214 2013第二届先进材料及其应用国际研讨会 6月 22日~23日 中国广州 邓梅根、王仁清、胡光辉参会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215 高等学校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研讨会 5月 10-12日 常州 黎升洪（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16 第二届高等学校计算机网络类专业教育与教学研讨会 5月 25-5月 26日 深圳 李季（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17 2013 中国数据库发展研讨会暨审稿会(数据库专委会) 6月 13-6月 14日 秦皇岛北戴河 万常选（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18
The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Age

Information Management(WAIM2013)
6月 15-6月 16日 秦皇岛北戴河 万常选（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19
第二届全国计算思维研讨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

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
7月 29-7月 31日 哈尔滨 骆斯文、黎升洪（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20 第 30届中国数据库学术会议(NDBC2013) 8月 16-8月 18日 哈尔滨 万常选、吴方君、钟敏娟（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21
月 2017教育部高等学校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暨成立大会）
8月 28日 北京 万常选（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22 全国高校计算机教育大会 11月 15-11月 17日 温州 万常选、吴方君（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23 第二届高等学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高峰论坛 11月 29-12月 1日 海口 万常选（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24 第 2届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高峰论坛 11月 30-12月 1日 杭州 杨勇、李季（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25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年会 10月 18-20日
武汉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

陶长琪、万建香、齐亚伟等 6人
（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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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大学数学课程骨干教师培训班 8月 4-7日 井冈山大学
万建香，严淑梅

（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27 管理国际会议（ICM 2013） 7月 21-23日 江西，九江 余达锦（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28 高校数学课程教学系列报告会（2013） 11月 16-17日 安徽省合肥市 余达锦（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29 2013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暨博士生论坛 11月 29—12月 1日 广州 中山大学 徐升华（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30 ICISEM2013 8月 长沙 刘炜（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31
ICMeCG2013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Management of
e-Commerce and e-Government)

11月 昆明 刘炜（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32 IEEE VCIP（国际视觉通信与图像处理会议） 2013 11月 17-20日 马来西亚古晋 方玉明 信息管理学院

233 第九届和谐人机环境联合学术会议（HHME2013） 9月 26-9月 28日 江西南昌
方玉明

（大会秘书长）
信息管理学院

234
教育部高等学校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管理科学

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第一次研讨会议
11月 30日 上海交通大学

万建香、罗春林、李杰、万龙（参

会）
信息管理学院

235 全国农业系统工程学术年会 10月 19- 21日 河南郑州 王翠霞（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36 全国高校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教学模式创新研讨会 11月 1-5日 浙江杭州 万龙（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37
013 全国图像图形处理技术应用大会暨 2013 中国

图像图形处理技术工程师年会
11月 1-3日 北京 杨勇、袁非牛、温文瑛（参会） 信息管理学院

238 新进教师岗前培训 8月 12- 27日 江西师范大学 方玉明（进修） 信息管理学院

239 新进教师岗前培训 8月 12- 27日 江西师范大学 方玉明、汪星、温文瑛、万龙（进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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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240 武汉理工大学访问学者 1月 6日 湖北武汉 胡颖（访学） 艺术学院

241 中国音乐学院国内高级访问学者
2012年 9月 1日至 2013

年 7月 1日
中国音乐学院 吴雅玲（访学） 艺术学院

242 国际工业设计研讨会暨第十七届全国工业设计学术年会 3月 19日 福建福州 李民（参会） 艺术学院

243 2013全国高等音乐院校钢琴艺术指导学科发展论坛 5月 6至 9日 北京 马艳(参会) 艺术学院

244 全国青年设计师工作会议暨第四届理事会第六次常务理事会 5月 17日 广东深圳 李民（参会） 艺术学院

245
“设计”再认识

6月 8日
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
刘卷(参会) 艺术学院

—“西方现代设计理论体系研究”学术研讨会

246 2013舞蹈教育与科学研习会 7月 25至 8-23日 北京 习珍英(参会) 艺术学院

247 教育部教育培训中心高校教育教学研讨会 8月 15日 西藏 张维刚(参会) 艺术学院

248 第 12届中国广告教育研究学术年会 8月 17至 8-22日 江西井冈山 尹晖（讲学） 艺术学院

249
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中国梦民族魂”书画名家作品

展新闻发布会暨名家笔会
8月 27日

北京钓鱼台国宾

馆
阳小毛（参会） 艺术学院

250 第四届国际创新设计与教育论坛 9月 19日 江苏南京 李民（参会） 艺术学院

251 中国公益事业促进会十周年年会 9月 22日
北京钓鱼台国宾

馆
阳小毛（参会） 艺术学院

252 第三届全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比赛 10月 18日
重庆西南大学音

乐学院
李珺（参会）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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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赣鄂两省中国古代文学年会 10月 19日 江西上饶 包礼祥(参会) 艺术学院

254 第七届“中国数字传媒教育与发展论坛”年会 10月 25日 海南海口 温强（参会） 艺术学院

255 亚洲设计管理论坛 11月 9日 浙江杭州 况宇翔（参会） 艺术学院

256 中俄艺术家交流会 11月 15日
俄罗斯驻北京大

使馆
阳小毛（参会） 艺术学院

257 2013全国视觉传达设计教育论坛 11月 28至 30日 中国美术学院 刘卷、黄志明(参会) 艺术学院

258 2013清华国际设计管理大会 12月 1日 广东深圳 包礼祥、李民（参会） 艺术学院

259 2013第二届“中国中部设计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12月 18日 江西景德镇 包礼祥、罗时武、李民（参会） 艺术学院

260
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马革顺教授百岁华诞庆典音

乐会
12月 16日 上海 陈红(参会) 艺术学院

261 江西省文艺学会青年学者论坛 12月 21日 南昌 包礼祥、李民、黄志明 艺术学院

262 中国学习与发展大会 8月 1-2日 中国北京 钟元生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63 全国高校移动互联网骨干教师培训 10月 12-14日 上海 王颖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64 第四届全国高校软件工程专业教育年会 10月 26-27日 同济大学 邓庆山、黄茂军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65
2013高等院校云计算及大数据课程建设研讨会—暨

全国移动互联网创新教育基地年会
11月 4-6日

成都信息工程学

院
邓庆山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66
第三届计算机科学与物流工程国际学术会议

( ICCSLE2013 )
9月 13-9月 18日 香港 尹爱华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67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nsor Network 5月 18~5月 19日 哈尔滨 张勇（讲学）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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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Technology and Privacy Communication
System (SNS&PCS 2013)

268 访学 9月 1—2014月 8月 31日 香港大学 李刚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69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厦漳泉大都市区建设 5月 18-5月 19日 集美大学厦门 李有（参会） 《当代财经》杂志社

270 教育部加强名栏建设推动学报特色化发展座谈会 4月 21日 杭 州 魏琳、王展祥（参会） 《当代财经》杂志社

271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讨会暨财经系统联络中

心年会
7月 4-7月 8日

内蒙古财经大学

呼和浩特

蒋尧明、魏琳、周全林、郭向明

（参会）
《当代财经》杂志社

272 第三届《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讨会 7月 6-7月 8日 江西财经大学南昌 王展祥、王俊杰（参会） 《当代财经》杂志社

273 第十三届亚洲金融学年会 7月 16-7月 17日 南昌 魏琳（参会） 《当代财经》杂志社

274 全省学术期刊创品牌座谈会 8月 7-8月 9日
江西省新闻出版

局井冈山
魏琳（参会） 《当代财经》杂志社

275 中国期刊交易博览会暨百强期刊颁奖典礼 9月 14-9月 15日
国家新闻出版总

署武汉
徐鸣、黄晗、肖蔚群、王俊杰（参会）《当代财经》杂志社

276 尚公讲坛（贾康主讲） 9月 18日 江西财经大学 周全林（参会） 《当代财经》杂志社

277 全国阶梯电价理论与政策研讨会 10月 12日 江西财经大学 李有（参会） 《当代财经》杂志社

278 2013公共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研讨会 10月 18日 江西财经大学 周全林（参会） 《当代财经》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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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第二届白鹿洞讲坛暨江西省管理学年会年会 11月 2日 江西财经大学 王展祥（参会） 《当代财经》杂志社

280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博士后论坛 11月 15日 江西财经大学 王展祥、王俊杰（参会） 《当代财经》杂志社

281
纪念张培刚先生诞辰 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

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
11月 22-11月 24日 华中科技大学 王展祥、王俊杰（参会） 《当代财经》杂志社

282 会计前言论坛及会计教育改革研讨会 11月 23日 南京财经大学 朱星文（参会） 《当代财经》杂志社

283 第三届“跨文化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 30-12月 1日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徐鸣 《当代财经》杂志社

284 中国农民发展研讨会 12月 14-12月 15日 浙江农业大学 朱星文（参会） 《当代财经》杂志社

285 中国企业运筹学会 10月 11-13日 四川大学 刘满凤，讲学 协同创新中心

286 高等教育学会第三届统计专业建设论坛 4月 5-7日 南京财经大学 杨头平，参会 协同创新中心

287
大数据时代统计学：机遇与挑战—中国统计学高端

论坛
20137月 12-13日 上海财经大学 杨头平，参会 协同创新中心

288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学分会 10月 12-13日 中国人民大学 彭龙宏，参会 协同创新中心

289 江西省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座谈会 6月 7日 江西省发改委 彭树宏，参会 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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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出国（境）人员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出访地区 出访日期 出访内容

1. 廖进球、罗良清、袁雄、郭庆丰、

曾剑平

意大利、西班牙、

瑞士
2013.9 1.访问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2.访问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

2. 王乔、匡小平、蔡升桂
墨西哥、巴西

阿根廷
2013.9.10 1.墨西哥 UPAEP大学

2.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立大学

3. 王金华、陈曦、魏琳、刘琳红 英国、法国 2013.9 访问英国思克莱德大学

2.访问巴黎雷恩高等商学院

4. 胡建国、李春根、许明喜、吴涛 比利时、芬兰 2013.5 1.访问阿德维德大学

2.访问奥卢大学等

5 蒋金法、刘满凤、胡文烽、

李新海、张善军

澳大利亚、

新西兰
2013.11 1，访问邦德大学

2，访问奥克兰理工大学

6. 杨建林、阙善栋、刘振林、

李金云、肖镧
美国、加拿大 2013.10 1.访问协和大学

2.访问加拿大圣玛丽大学

7. 李春长 英国剑桥大学 2013.01—2014.01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

8. 唐颖军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 2013.06—2014.06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

9 刘德喜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 2013.07.01—2014.06.30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

10. 李洪义 英国洛桑试验站 2013.08.15—2014.08.14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

11. 高日光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2013.09—2014.09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

12. 江绍玫 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2013.09.01—2014.8.31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

13. 刘伦武 美国波尔州立大学 2013.09—2014.08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

14 谭作文 瑞典 Uppsala 大学 2013.09---2014.08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

15. 方志军 美国华盛顿大学 2013.10.30—2014.10.30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

16. 廖少纲 美国弗罗里达州立大学 2013.01.15—2014.01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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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陶纪坤 英国牛津大学 2013.03.01---2014.03.01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18 王雪峰 英国华威大学 2013.03—2013.09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19 曾荣鑫 法国巴黎二大 2013.03.15—2013.04.30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20 蔡吉莆
澳大利亚邦德

大学
2013.07—2014.01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21 朱晓刚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校

区
2013.07.20—2013.12.31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22 邹斌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 2013.10.04—2014.04.09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23 刘淑英 美国乔治亚大学 2013.08—2014.07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24 毛澄映 澳大利亚斯文本科技大学 2013.08—2014.07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25 陈文钢 澳大利亚艾迪斯科文大学 2013.08---2014.07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26 易蓉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13.08.10—2014.02.10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27 甘仙女 美国密西根大学 2013.09—2014.07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28 宋丽丽 英国考文垂大学 2013.09.15—2014.01.15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29 盛积良 加拿大温莎大学 2013.11.28—2014.11.27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30 李刚 香港大学 2013.09.01—2014.08.31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31 蒋国河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2013.08—2014.08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32 吴伟军 新加坡管理大学 2013.09—2014.04.25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33 柳献忠 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2013.09—2014.08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34 管考磊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2013.09—2014.03.25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35 邹朋飞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13.12—2014.5.27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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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方志军、尹爱华 美国弗罗里达理工大学 2013.01.09—2013.02.06 江西省教育厅短期培训项目

37 章卫东 新西兰 2013.02.04—2013.02.14 奥克兰理工大学商学院访问

38 许基南、王金海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2013.03.30---2013.04.26 江西省教育厅短期培训项目

39 高杨松 澳大利亚艾迪斯科文大学 2013.04.15—2013.04.20 参加学生出国交换咨询会

40 周矿先、曹文利 美国 2013.05.27—2013.06.07 参加 NAFSA会议，并访问当地学校

41 李庆 美国 2013.05.29—2013.07.12 访问美国 Syracuse University

42 郑志强、詹新寰 法国 2013.06.10—2013.06.10 法国第一商学院

43 周冬华 英国 2013.07.15—2013.07.28 参加 ACCA项目培训

44 叶卫华、朱小红、席卫群 日本 2013.07.01—2013.07.06 访问立命馆大学

45
胡琳瑜、潘克栋、

周永平、徐艳、欧阳翠凤、

李红梅

英国 2013.07.06—2013.08.03 考文垂大学进修

46 郑赟、刘灵 新西兰 2013.08.09—2013.09.14 坎特伯雷大学

47 吕腮菊、王江璐 土耳其、希腊、以色列 2013.09.09—2013.09.20 参加 EAIE欧洲国际教育协会年会

48 肖珑
白俄罗斯、

乌克兰
2013.10.18---2013.10.25 参加教育展会

49 刘彪文
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
2013.11.03---- 2013.11.23 江西省教育厅短期培训项目

50 肖清雷、邓梅根 美国弗罗里达理工大学 2013.10.30—2013.11.30 江西省教育厅短期培训项目

51 曾献飞 南非 2014.03—2016.12 南非大学讲学

52 何炜 日本东京 2013.05.08--11 出席第六届国际信息大会

53 陈家琪、唐斌 香港 2013.05.15--18 参加明爱成立 60 周年大庆典礼暨“放眼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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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同心建立关爱社会 ”国际学术会议

54 杨建峰 瑞典 2013.07.09--12 出席第 13届欧洲心理学大会

55 关爱浩 新加坡 2013.07.26---31 参加云服务技术与国际化教育技术发展研

讨会

56 尹爱华 香港 2013.09.02--09.18 第三届计算机科学与物流工程国际会议

57 杨飞虎 日本 2013.09.20--09.24 参加日本北东亚洲学会第十九届研究大会

58 蒋岩波、喻玲 韩国 2013.09.02—09.08 参加 ACA’S 2013 Annual Conference

59 严武 印度尼西亚 2013.12.10--14 参加首届金融与银行国际学术会议

60 杨建锋、姜晓川 马来西亚 2013.10.27--11.04 参加第二届管理、经济与金融国际学术会议

61 方玉明 马来西亚 2013.11.16—2013.11.22 参加 2013 年 IEEE 国际视觉通信与图像处

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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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16号

姓 名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杨飞虎 020101 政治经济学

廖卫东 020104 西方经济学

张利国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邹秀清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黄欣荣 0201z1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万 莹 020203 财政学

伍 红 020203 财政学

桂荷发 020204 金融学

刘兴华 020204 金融学

吴志军 020205 产业经济学

陈 明 020205 产业经济学

袁红林 020206 国际贸易学

李秀香 020206 国际贸易学

徐 晔 020209 数量经济学

熊进光 0202z1 法律经济学

李志强 071400 统计学

魏和清 071400 统计学

曹俊文 071400 统计学

李志龙 071400 统计学

万树平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袁非牛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方志军 1201z1 服务计算及应用

郑志强 1201z2 公共经济与管理

杨得前 1201z2 公共经济与管理

杨 杰 120202 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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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导师新增名单

江财字〔2013〕 68号

学科专业 姓名 专业所属院所

西方经济学 王展祥 经济学院

财政学 蔡芳宏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史言信 产业经济研究院

国际贸易学 郑 文 国际经贸学院

经济法学 喻 玲 法学院

民商法学 阙占文 法学院

教育技术学 邓庆山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教育技术学 蔡 鹏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新闻传播学 罗书俊 人文学院

新闻传播学 吴 辉 人文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 杨华星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钱忠胜 信息管理学院

软件工程 廖汉程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陈 滨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杨 波 信息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丁 可 信息管理学院

会计学 黄 蕾 会计学院

会计学 蒋 珩 会计学院

企业管理 杨建锋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宋丽丽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叶卫华 工商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何植民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季俊杰 高教研究所

音乐与舞蹈学 韩玉澎 艺术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林 莉 艺术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 孔晓飞 艺术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段远鸿 工商管理学院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 邱慈孙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熊小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杨道田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黄勇辉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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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周冬华 会计学院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张洪辉 会计学院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吴伟军 金融学院

资产评估（硕士专业学位） 杨 勇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 刘 建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 余昌龙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 邓 军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 王根生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 尤后兴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 涂远芬 国际经贸学院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 胡少勇 金融学院

统计（硕士专业学位） 刘小惠 统计学院

统计（硕士专业学位） 平卫英 统计学院

统计（硕士专业学位） 靳 伟 统计学院

统计（硕士专业学位） 任俊柏 统计学院

统计（硕士专业学位） 李 峰 统计学院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杨建林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柳献忠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李向明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 苗春凤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 蔡 前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 袁冬华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 洪泸敏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 朱彬钰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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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兼职硕士生导师新增名单

江财字〔2013〕 67号

专业所属学院 姓名 专业类别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郭金丰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莫红民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许 锐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吴淑琴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徐华平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徐云涌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许晓帆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叶 剑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尹志鹏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周凌荣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家龙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顾华晔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 伟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杜章彪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甘国华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安泽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陈 艳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邓 峻 税务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赖新生 税务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显和 税务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陈国英 税务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黎伦和 税务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 平 税务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汤志水 税务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袁继军 税务硕士专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徐建波 税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郑少波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李 涛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李国平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左北平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刘功滨 会计硕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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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院 童善进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聂长流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程芝映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李安民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冯丽娟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饶戈军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戴利佳 会计硕士专业

会计学院 赵东升 会计硕士专业

国际经贸学院 戴品成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高小琼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张智富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潘 淦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周 军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闫 峻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姜成茂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余红永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程劲松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俞 坚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周 晓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肖明华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张力生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先卫国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黄小基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栾建胜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程 翔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胡兆峰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温 彬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刘羡庭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潘 明 金融硕士专业

金融学院 朱腊生 金融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张启良 统计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彭家彬 统计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刘 忠 统计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万昱原 统计硕士专业

统计学院 杨昌斌 统计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席颂阳 工程硕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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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学院 汪志坚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董洛民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刘 丹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赖国文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褚国华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许 忠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张晓辉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宋利康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庄力可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刘 斌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徐依庚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吴 俐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杨国强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郑 强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白晓松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赵希和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余力克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黄集慧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徐玉茗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程乐华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刘东生 工程硕士专业

信息管理学院 万 懿 工程硕士专业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李淑英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

人文学院 胡 宜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

人文学院 易外庚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

人文学院 马雪松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

人文学院 张晓霞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

人文学院 王红艺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

人文学院 刘 扬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

人文学院 冯小林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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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新增名单

江财研教字〔2014〕 5号

姓名 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楼文高 工商管理

王胜桥 工商管理

吴晓伟 工商管理

刘 斌 工商管理

曹 静 工商管理

刘会齐 工商管理

陈小愚 工商管理

张期陈 工商管理

姜 红 旅游管理

查爱苹 旅游管理

张凯旋 旅游管理

李玉花 国际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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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任免情况

江财字〔2013〕 38号

聘任：陈建南、严武、邹传教为校务委员。

江财党字〔2013〕 18号

任命：邓辉、阙善栋、李良智为校长助理。

江财字〔2013〕79号

聘任：蒋悟真为法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鲁决斌为保卫处副处长。

以上同志职务任期自 2013年 8月起至 2017年元月止。

决定解聘：邓辉的法学院院长职务。

江财字〔2013〕15号

解聘：刘满凤同志的科研处副处长职务。

江财字〔2013〕128号

聘任：

廖国琼为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列沈波之前(参照江财字〔2013〕53号文件）]，
职务聘期自 2013年 12月起至 2017年元月止。

江财党字〔2013〕 20号

任命：刘灵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正处级）；习金文为团委书记；雷迎春为人

武部部长；

以上同志职务任期自下文之日起至 2017年元月止。

免去：雷迎春的党委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职务。

江财字〔2013〕65号

聘任：刘灵同志为江西财经大学新闻中心主任。职务聘期自 2013 年 6 月起至

2017年元月止。

江财党字〔2012〕58号

决定：免去刘操同志研究生部党总支干事（副科级）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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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党字〔2013〕9号

免去：

徐翔的党委办公室信访科科长兼行政科副科长职务；

罗庆辉的党委宣传部影视科科长职务。

江财字〔2013〕42号

聘任：

汪宗亮为财务处处长；

荣莉为研究生院副院长（正处级）；

雷迎春为保卫处处长；

彭元为后勤保障处处长；

肖清雷为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罗锐为招生就业处处长；

肖珑为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海外教育中心、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李金云为档案管理中心主任；

李春根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关爱浩为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院长；

邹勇文为人文学院院长；

钱建豪为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桂荷发为科技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免去：

荣莉的会计学院副院长职务；

彭元的MBA学院副院长职务；

肖清雷的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职务；

肖珑的国际学院副院长职务；

李金云的档案馆馆长职务；

李春根的研究生院副院长职务；

关爱浩的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主任职务；

钱建豪的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职务；

桂荷发的金融学院副院长职务。

江财字〔2013〕70号

聘任：习金文为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兼）。

该同志的职务聘期自下文之日起至 2017年元月止。

江财党字〔2013〕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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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宪同志任副调研员，免去其纪委副处级纪检员职务。

财党字〔2013〕19号

任命：

袁雄为党委办公室主任；

李法贵为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陈丽萍为党委统战部部长；

欧阳康为党委组织部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机关党总支书记；

汪业军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王金海为党委宣传部部长；

郑赟为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

刘金凤为工会主席；

毛细荣为正处级辅导员；

徐国荣为调研员；

郭朝华为调研员；

庄东泉为调研员；

张维刚为调研员；

卢建华为调研员；

伍先斌为调研员。

以上同志职务任期自下文之日起至 2017年元月止。

决定免去：

阙善栋的党委办公室主任职务；

邹传教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职务；

郭朝华的党委统战部部长职务；

陈建南的党委组织部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机关党总支书记职务；

欧阳康的党委宣传部部长职务；

王金海的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团委书记职务；

肖明辉的工会主席职务；

许明喜的人武部部长职务；

邹国辉的保卫处、人武部党总支书记职务；

庄东泉的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党总支书记职务；

郑赟的国际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

朱海琴的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

陈丽萍的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

罗明芳的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党总支书记职务；

伍先斌的图书馆党总支书记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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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凤的国际经贸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

毕正华的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

夏国华的信息管理学院党总书记职务；

张品良的人文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

姜红仁的法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

张维刚的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

刘赣平的体育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

卢建华的正处级辅导员职务。

江财党字〔2013〕 26号

任命：

章蓉为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韩国玉为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团委副书记（兼）；

严云生为纪委正处级纪检员；

陈华为统战部副处级统战员;
欧阳迎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徐李全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徐翔为党委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

喻春龙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罗庆辉为副处级组织员；

段远鸿为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刘志蓉为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吴太福为工会副主席；

许秀胜为后勤保障处党总支书记；

刘赣平为保卫处、人武部党总支书记；

鲁决斌为副处级辅导员；

冷清波为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党总支书记；

许明喜为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陆旭为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

曹文利为国际学院党总支书记；

涂艳为国际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团委副书记（兼）;
夏国华为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王芳为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车友才为职业技术学院副处级辅导员；

刘永早为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方勤为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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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春福为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熊绍辉为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黄雨虹为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陈荣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卢建华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彭清宁为会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陈光秀为会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黄文德为会计学院副处级组织员；

罗明芳为国际经贸学院党总支书记；

叶绍义为国际经贸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胡文烽为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

邹春发为经济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胡建国为金融学院党总支书记；

陈伟峰为金融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毛小兵为统计学院党总支书记；

涂远武为统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姜红仁为信息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王琪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张志军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李新海为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党总支书记；

彭敏为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唐海燕为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副处级辅导员；

项震为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

左家盛为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杨尚勇为人文学院党总支书记；

李援为人文学院副处级辅导员；

贺三宝为法学院党总支书记；

毛细荣为法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毕正华为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黄黑平为艺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邹国辉为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党总支书记；

叶申玲为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党总支副书记;
江水法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邓必礼为附中党支部书记（副处级）;
张立军为医院党支部书记（副处级）;
肖明辉为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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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曦为调研员；

朱海琴为调研员；

陈江泉为副调研员；

刘慎河为副调研员；

习勤为副调研员；

苏海忠为副调研员；

黄安为副调研员。

以上同志职务任期自 2013年 5月起至 2017年元月止。

决定免去：

蔡盈洲的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

黄雨虹的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职务；

苏海忠的工会副主席职务；

段远鸿的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职务；

刘春根的人武部副部长职务；

易润水的人武部副部长职务；

魏清华的招生就业处副处级辅导员职务；

刘慎河的国际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涂向新的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李援的职业技术学院副处级辅导员职务；

陈江泉的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陈伟峰的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吴太福的经济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邹春发的金融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韩国玉的信息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胡文明的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蔡志刚的人文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左家盛的法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3〕 29号

决定：

郑威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助理（正科级）；

曾爱英任党委办公室调研科科长；

黄瑶妮任党委办公室信访科副科长（主持工作）；

王智明任党委办公室行政科科长；

李伟任党委办公室行政科副科长；

吴宗福任副科级组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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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贤明任副科级组织员；

秦建兵任纪委办公室主任；

胡雪琴任党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陈志平任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廖勇勇任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

钟洪涛任党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肖慜任党委宣传部宣教科副科长（主持工作）；

郝海涛任党委宣传部校报编辑部主任；

王志任党委宣传部影视科副科长（主持工作）；

匡琳任党委宣传部网络信息管理办公室主任；

丁智慧任党委学生工作部（团委）综合科科长；

刘人玮任党委学生工作部（团委）综合科副科长；

付艳任党委学生工作部（团委）麦庐园学工办主任（团工委书记）；

利忠任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管理科科长；

李大晖任党委学生工作部思想教育科科长；

陈志杰任工会办公室主任；

王明华为国际学院正科组织员；

吴少文为职业技术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远翠平任工商管理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周江军任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唐磊雯任会计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魏丽艳任国际经贸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郭勇任经济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邱晓平任金融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许桂芳任统计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肖建文任信息管理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江庆国任外国语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胡诚民任人文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王慧芳任艺术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胡尤良任体育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朱烈民任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肖洁任会计学院副科级组织员；

邹俊任信息管理学院副科级组织员；

张雅娟任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科级组织员；

刘小春任法学院副科级组织员；

李国艳为国际学院正科级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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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荣为职业技术学院正科级辅导员；

陶国成为职业技术学院正科级辅导员；

饶开明任会计学院正科级辅导员；

周洪任金融学院正科级辅导员；

周军花任国际经贸学院副科级辅导员；

李莉任法学院副科级辅导员；

杨婉琪任工商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

赵磊任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

阮艳平任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

周海燕任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分团委书记；

吴小刚任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

廖春妍任国际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娄玮任会计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匡仁相任国际经贸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曹雯任经济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张毅任金融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顾勇任统计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陶志超任信息管理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王昊任法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陈雅萍任艺术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马李琛任外国语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马明任体育学院分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以上同志的职务任期自 2013年 6月起至 2017年元月止。

免去：

龚美君的党委办公室秘书科科长职务；

郑威的党委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兼正科级秘书职务；

王昀的党委办公室调研科科长职务；

胡志远的党委办公室行政科科长职务；

吴斌的纪委办公室主任职务；

李梅兰的统战部统战员（正科级）职务；

曾爱英的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职务；

肖慜的党委宣传部影视科副科长职务；

钟洪涛的党委宣传部宣传教育科副科长（主持工作）职务；

万永和的党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职务；

刘志蓉的党委学生工作部、团委综合科科长职务；

付艳的党委学生工作部、团委综合科副科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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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智慧的党委学生工作部、团委麦庐园学工办主任（团工委书记）职务；

万春花的工会办公室主任职务；

李国艳的国际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涂远武的统计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饶开明的会计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陈华的国际经贸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张曙虹的经济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刘秀民的法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唐海燕的兼任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胡尤良的职业技术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吴少文的体育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万卫东的艺术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王慧芳的艺术学院分团委书记职务；

叶申玲的体育学院分团委书记职务；

魏丽艳的人文学院分团委书记职务；

郭勇的经济学院分团委书记职务；

王明华的国际学院分团委书记职务；

李援的职业技术学院分团委书记职务；

陈志平的党委组织部正科级辅导员职务；

许桂芳的外国语学院分团委副书记职务；

郑艳萍的艺术学院副科级辅导员职务；

江庆国的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团委副科级辅导员职务；

曾祥麒的招生就业处副科级辅导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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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评聘情况

江财职称字〔2013〕 6号

决定聘任丁可等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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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副高、专技 7级）

丁 可：聘期：从 2013年 10月至 2016年 9月。

二、讲师 (30人，中级，专技 10级)
潘 丹 李 峰 詹 政 李玉花 陈 琳 张 华 靳 伟 汪 星

胡志军 杨炳铎 蒋含明 庄秋菊 方玉明 王俊杰 刘 庆 温文媖

万 龙 朱清华 李二永 徐 佳 方 芳 李 静 张 璐 左贯中

刘 凌 张 静 王庆平 董九英 曾祥麒（思政） 周海燕（思政）

以上同志的聘期：其中潘丹、徐佳、方芳、李静、张璐、曾祥麒、周海燕从 2013
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李峰、詹政、李玉花、左贯中、刘凌、张静从 2013年 3月
至 2016年 2月；王庆平从 2013年 6月至 2016年 5月；陈琳、张华、靳伟、汪星、

胡志军、杨炳铎、蒋含明、庄秋菊、方玉明、王俊杰、刘庆从 2013年 9 月至 2016
年 8月；温文媖、万龙、朱清华、李二永、董九英从 2013年 10月至 2016年 9月。

三、工程师（2人，中级）

王 刚（专技 10级） 罗远胜（转系列）

聘期：从 2013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

四、馆员（2人，中级）

林 青（专技 10级） 张春晖（专技 9级）

以上同志的聘期：林青从 2013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张春晖从 2013年 6月
至 2016年 5月。

五、助理研究员（13人，中级，转系列 1人，专技 10级 12人）

黄金花（转系列） 黄思明 何春燕 王旭卫 阳 珊 刘小春

唐彩声 戴晶晶 欧阳丽花 朱晶佳 童巧珍 姜 锐 何小钢

以上同志的聘期：黄思明、黄金花从 2013年 6月至 2016年 5月；姜锐从 2013
年 9月至 2016年 8月；何小钢从 2013年 10月至 2016年 9月；其他同志从 2013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

六、助理馆员（4人，初级，转系列 1人，专技 12级 3人）

欧春华（转系列） 张青 徐雪梅 柯玉莲

以上同志的聘期：欧春华、张青从 2013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徐雪梅、柯玉

莲从 2013年 7月至 2016年 6月。

七、助理实验师（2人，初级，转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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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炜 李 蕾

聘期：从 2013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

八、助理经济师（1人，初级，转系列）

王 虹

聘期：从 2013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

九、研究实习员（6人，初级，转系列 1人，专技 12级 5人）

赵筱媛（转系列） 王东 邓剑 肖海琦 姜红 胡承嘉

以上同志的聘期：赵筱媛、王东、邓剑、肖海琦、姜红从 2013年 1月至 2015
年 12月；胡承嘉从 2013年 11月至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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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号

决定聘任邹艳芬等 28位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教授（7人）（正高、专技 4级）

邹艳芬 罗世华 盛积良 周明鹃 汪柱旺 黄飞鸣 黄和平

聘期从 2013年 11月至 2016年 10月。

二、副教授（21人）（副高、专技 7级）

任俊柏 黄志明 占小军 涂远芬 陈思华 黄 坚 陈运生 徐文松

廖少纲 欧阳静 肖文燕 陈 拉 吴 群 胡颖峰 周冬华 谌飞龙

郭晓红 潘克栋 谭 刚 邢小明 喻国平

聘期从 2013年 11月至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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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4〕3号

根据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 2013年江西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

二级岗位人选的通知》（赣人社字[2014]83号）精神，我校匡小平等 4位同志已取得

江西省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匡小平 吴照云 胡大立 胡宇辰

经研究，决定聘用以上 4位同志担任我校教授二级岗位专业技术职务。聘期从

2013年 12月起至 2016年 11月止。

聘期内对聘用人员实行定期考核、动态管理。考核分为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

考核办法及内容按国家和江西省有关规定执行。

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3〕8号

经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定，省有关部门批复，黄先明等 11位同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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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讲师资格人员（2人）：黄先明 黄文琳

二、具备实验师资格人员（1人）：常 春

三、具备馆员资格人员（4人）：谌 芸 杜华珍 周文静 顾成钢

四、具备助理研究员资格人员(4人）(赣社职字［2013］2号)
崔 磊 尹朝华 吴 俊 杨瑞桂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具体如下，黄先明、黄文琳、常春、谌芸、杜华珍、

周文静、顾成钢 7位同志从 2013年 11月 23日起算；崔磊、尹朝华、吴俊、杨瑞桂

4位同志从 2013年 11月 1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3〕 5号

根据江西省人社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赣人

社发〔2013〕30号）的有关规定，经学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评议工作小组审核批准，

确定潘丹等 55位同志具备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讲师资格人员(27人)
潘 丹 李 峰 詹 政 李玉花 陈 琳 张 华 靳 伟 汪 星

胡志军 杨炳铎 蒋含明 庄秋菊 方玉明 王俊杰 刘 庆 温文媖

万 龙 朱清华 李二永 徐 佳 方 芳 李 静 张 璐 左贯中

刘 凌 曾祥麒（思政） 周海燕（思政）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其中潘丹、徐佳、方芳、李静、张璐、曾祥麒、周

海燕从 2013年 1月 30日起算；李峰、詹政、李玉花、左贯中、刘凌从 2013年 3月
30日起算；陈琳、张华、靳伟、汪星、胡志军、杨炳铎、蒋含明、庄秋菊、方玉明、

王俊杰、刘庆从 2013 年 9 月 30日起算；温文媖、万龙、朱清华、 李二永从 2013
年 10月 30日起算。

二、具备工程师资格（2人）

王 刚 罗远胜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3年 1月 30日起算。

三、具备助理研究员资格（13人）

何春燕 王旭卫 阳 珊 刘小春 唐彩声 戴晶晶 朱晶佳

姜 锐 童巧珍 黄思明 黄金花 何小钢 欧阳丽花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黄思明、黄金花从 2013年 6月 30日起算；姜锐从

2013 年 9 月 30 日起算；何小钢从 2013 年 10 月 30 日起算；其他同志从 2013 年 1
月 30日起算。

四、具备助理馆员资格（4人）

徐雪梅 柯玉莲 欧春华 张 青

欧春华、张青的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3年 1月 30日起算；徐雪梅、柯玉莲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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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资格时间从 2013年 7月 30日起算。

五、具备助理实验师资格（2人）

熊 炜 李 蕾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3年 1月 30日起算。

六、具备助理经济师资格（1人）

王 虹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3年 1月 30日起算。

七、具备研究实习员资格（6人）

王 东 赵筱媛 邓 剑 肖海琦 姜 红 胡承嘉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王东 赵筱媛 邓剑 肖海琦 姜红从 2013年 1月
30日起算；胡承嘉从 2013年 11月 15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4〕1号

经相关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省人社厅批复，邹艳芬等 28位
同志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教授资格人员（7人）（赣人社字［2013］520号）

邹艳芬 罗世华 盛积良 周明鹃 汪柱旺 黄飞鸣 黄和平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3年 11月 23日起算。

二、具备副教授资格人员（21人）（赣人社字［2013］520号）

任俊柏 黄志明 占小军 涂远芬 陈思华 黄 坚 陈运生 徐文松

廖少纲 欧阳静 肖文燕 陈 拉 吴 群 胡颖峰 周冬华 谌飞龙

郭晓红 潘克栋 谭 刚 邢小明 喻国平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3年 11月 23日起算。

（ 摘自OA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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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退休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时间 退休时间 部门名称 职务 职称 政治面貌

1 华梅芳 女 1958年1月 1973年1月 2013年1月 MBA学院 中级 中共党员

2 勒中坚 男 1948年1月 1968年8月 2013年1月 信息管理学院 正高

3 林 凯 女 1958年2月 1977年2月 2013年2月 后勤保障处 科员 初级

4 郑水花 女 1958年2月 1975年9月 2013年2月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正科 中级 中共党员

5 赵玲玲 女 1963年2月 1981年1月 2013年2月 后勤保障处 高级工

6 郭洪萍 女 1963年2月 1985年7月 2013年2月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

院（用友软件学院）
中级

7 张喜荣 男 1953年2月 1970年1月 2013年2月 党委、校长办公室 高级工 中共党员

8 顾燕倩 女 1963年3月 1980年12月 2013年3月 招生就业处 初级

9 杨杰辉 男 1953年3月 1970年1月 2013年3月 后勤保障处 副科 初级 中共党员

10 周 红 女 1963年4月 1981年1月 2013年4月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高级工

11 罗顺祥 男 1953年4月 1970年12月 2013年4月 纪检、监察、审计处 副处 初级 中共党员

12 赵明成 男 1953年4月 1970年2月 2013年4月 内退 高级工

13 熊新星 女 1958年5月 1982年12月 2013年5月 医院 正高

14 谌杏元 女 1963年5月 1981年11月 2013年5月 图书馆 高级工

15 熊红英 女 1963年5月 1986年12月 2013年5月 党委、校长办公室 高级工 初级

16 裘花香 女 1963年6月 1983年12月 2013年6月 后勤保障处 高级工

17 胡江林 男 1953年6月 1968年12月 2013年6月 后勤保障处 高级工

18 吴宇红 女 1963年7月 1981年10月 2013年7月 后勤保障处 高级工

19 罗宝英 女 1963年8月 1983年12月 2013年8月 后勤保障处 高级工

20 许立堃 男 1953年8月 1971年8月 2013年8月 体育学院 副高 中共党员

21 崔江涛 男 1953年8月 1970年2月 2013年8月 内退 正科 中共党员

22 刘友元 男 1953年8月 1969年11月 2013年8月 后勤保障处 高级工 中共党员

23 温锐 男 1953年9月 1972年1月 2013年9月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副厅 正高

24 潘其荣 男 1953年9月 1969年4月 2013年9月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副科 初级 中共党员

25 杨淑玲 女 1953年9月 1968年11月 2013年9月 信息管理学院 副高 中共党员

26 骆立 女 1958年10月 1980年4月 2013年10月 财务处 正科 中级 中共党员

27 廖美英 女 1958年10月 1976年9月 2013年10月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正科 副高 中共党员

28 胡茶生 男 1953年10月 1976年1月 2013年10月 研究生部 高级工

29 徐国荣 男 1953年10月 1972年2月 2013年10月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正处 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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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时间 退休时间 部门名称 职务 职称 政治面貌

30 胡援成 男 1953年10月 1968年10月 2013年10月 金融学院 正处 正高 中共党员

31 彭接招 女 1953年10月 1978年8月 2013年10月 信息管理学院 正高 中共党员

32 彭茹娟 女 1963年10月 1981年12月 2013年10月 医院 高级工

33 罗福根 男 1953年11月 1972年12月 2013年11月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正处 正高 中共党员

34 舒秉信 男 1953年11月 1969年7月 2013年11月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技师

35 朱士云 男 1953年11月 1972年12月 2013年11月 医院 高级工

36 胡建春 男 1953年11月 1973年12月 2013年11月 附属中学 中级 民进会员

37 查小玲 女 1963年11月 1980年12月 2013年11月 会计学院
科员、

高级工
初级

38 王炳文 男 1953年12月 1972年2月 2013年12月 后勤保障处 高级工

39 肖 芳 女 1963年12月 1981年10月 2013年12月 继续教育学院 初级

40 张少萍 女 1963年12月 1980年12月 2013年12月 图书馆 中级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江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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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合作交流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2013年大事记

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活动类型 主要内容

1 2013-1-5 2013-1-6 合作来访
比利时 Artevelde University College Ghent大学商学院院长William Van Vooren教授一

行四人来访

2 2013-1-9 教师项目 信息学院院长方志军和软件学院副院长尹爱华赴美国弗罗里达理工大学进修

3 2013-1-9 合作来访 台湾静宜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詹秋贵一行八人来我校访问

4 2013-1-10 来华留学 国际处举行 2012年秋季留学生毕业典礼

5 201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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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3-1-13 2013-1-15 合作来访 新加坡特许科技学院李德威院长一行访问我校

7 2013-2-25 2013-2-26 来华留学 留学生报到注册

8 2013-2-26 来华留学 留学生开学典礼

9 2013-2-27 来华留学 留学生进行南昌城市参观

10 2013-3-6 合作来访
埃塞克斯大学 Charly Robinson一行三人来访讨论合作培养研究生项目,短期来华留学

生来访

11 2013-3-6 教师项目 我校举行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出国项目与地方合作项目宣讲会

12 2013-3-7 外教工作 2013年外教工作会议召开

13 2013-3-8 出国留学 高杨松副处长赴北京参加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组织的留学论坛会议

14 2013-3-14 出国留学 召开出国免学费交换学生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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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活动类型 主要内容

15 2013-3-14 合作来访 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会长Mark Spofforth一行三人来访

16 2013-3-14 教师项目 国际处召开我校 2012年度留学回国人员座谈会

17 2013-3-16 合作来访 美国协和大学威斯康星分校亚太国际事务主任来我校访问

18 2013-3-20 合作来访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系主任 David LeBlanc,国际学生办公室主

任 Kathlen Kielly, 项目主管 Jerry Wang来访

19 2013-3-20 合作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 Don Finlay教授一行来校访问

20 2013-3-20 合作来访 英国林肯大学国际项目主管 Ian Barnes教授来访

21 2013-3-20 合作来访 加拿大尼亚加拉学院国际部东亚区经理Mike Tang(汤敏华)来访国际处

22 2013-3-20 教师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公派面上项目报名，我校共有 3位教师报名，录取 1人。

23 2013-3-20 来华留学 我校取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培养单位”资格

24 2013-3-25 合作来访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陆懋祖教授来访,进行两校项目启动及

学术交流的活动

25 2013-3-26 2013-3-28 合作来访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商学院院长Mark Hirst一行两人来访

26 2013-3-26 合作来访 英国斯旺西大学商学院 Derek Leslie教授一行两人来访

27 2013-3-26 出国留学 召开我校 2013年赴英思克莱德大学留学学生会议

28 2013-3-26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赴安义古村进行文化考察活动

29 2013-3-30 教师项目 教务处副处长许基南和校团委书记王金海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修。

30 2013-3-31 外教工作 组织外教参加中外厨艺大赛

31 2013-4-1 2013-4-2 合作来访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副校长 Tony McGrew教授来访，进行 2013

年学生项目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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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活动类型 主要内容

32 2013-4-1 教师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公派地方合作项目报名开始，我校共有 7位教师报名，录取 4人

33 2013-4-3 2013-4-4 合作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Coventry University)商学院副院长 Don Finlay一行两人来校访问

34 2013-4-11 合作来访 台湾实践大学原校长谢宗兴教授来校访问并讲学

35 2013-4-13 外教工作 组织外教赴武功山文化考察活动

36 2013-4-14 2013-4-19 赴台业务 汪洋老师赴台参加 2013中部财经学术联盟暨第十届金融市场发展研讨会

37 2013-4-14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赴景德镇文化考察活动

38 2013-4-15 2013-4-16 合作来访
芬兰凯亚尼应用科学大学(Kajaani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项目负责人 Veikko

Piirainen来校进行项目洽谈

39 2013-4-15 2013-4-22 出国留学 高杨松副处长赴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参加交换生伙伴工作会议及留学展

40 2013-4-15 合作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Andrew Wood博士一行两人来校进行学术交流

41 2013-4-16 2013-4-18 合作来访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副校长 Steven Michael访问我校

42 2013-4-16 2013-4-19 合作来访
美国米勒斯维尔大学(Millersville University) 国际处长 Timothy Shea来校访问，进行国

际学生交换项目总结与推进

43 2013-4-17 2013-4-18 合作来访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Mark

Cranshaw 来校进行 2013年学生项目录取

44 2013-4-18 来华留学 三位留学生 Stephanie、Dalena、Lechelle赴南昌岭背小学支教

45 2013-4-18 来华留学 邓军老师组织来华留学生赴清华泰豪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实践教学活动

46 2013-4-20 2013-4-29 赴台业务 外国语学院老师一行四人赴台湾实践大学学术交流

47 2013-4-20 合作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NG Wing Lon来校进行学术交流

48 2013-4-20 来华留学 组织来华留学生赴安义古村文化考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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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013-4-24 2013-4-27 合作来访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会计学首席教授 Keith

Hooper一行两人来访,进行学术交流和两校合作协议洽谈

50 2013-4-26 来华留学 墨西哥留学生 Violeta Benitez荣获校园十大歌手桂冠

51 2013-4-27 来华留学 召开全体来华留学生关于五一放假外出安全的会议

52 2013-5-7 内部管理 肖珑到任国际处处长

53 2013-5-7 出国留学 召开 2013年 ISEP学生出国签证会议

54 2013-5-8 合作来访 韩国又松大学副校长卢基学一行三人访问我校

55 2013-5-8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参加南昌市湾里区太平镇政府举办中外学生厨艺比拼大赛趣味活动

56 2013-5-15 出访交流 李春根一行四人访问比利时阿德维德大学根特学院和芬兰奥卢大学

57 2013-5-19 外教工作 开展中国文化交流活动

58 2013-5-23 合作来访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校长 J. Colin Dodds一行访问我校

59 2013-5-24 来华留学 万谊娜老师组织部分留学生赴安义孤儿院进行深入中国社会实践活动

60 2013-5-25 出访交流 周矿先、曹文利老师参加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双跨团组赴美国参加 NAFSA教育展

61 2013-5-26 2013-5-27 出访交流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Steve Anderson教授来访

62 2013-5-31 合作来访 台湾东吴大学柯琼凤副教授来我校讲学

63 2013-5-31 来华留学 王海南老师组织部分留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64 2013-6-4 合作来访 渝州职业技术学院外事办主任徐小平等一行四人来处交流学习

65 2013-6-6 来华留学 留学科组织上学期评教活动

66 2013-6-7 来华留学 校长办公会原则通过留学生公寓改造方案，要求调整完善后组织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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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2013-6-9 来华留学
纪委杨建林书记赴留学生公寓实现察看，制订公寓改造实施办法，校产、后勤等部门

随同考察

68 2013-6-10 外教工作 组织外教赴南京文化考察，感知中国历史

69 2013-6-19 合作来访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唐勇教授来访并讲学

70 2013-6-19 合作来访 美国堪萨斯大学蔡忠武教授来访并讲学

71 2013-6-20 2013-6-25 赴台业务 图书采购中心欧阳薇老师赴台湾参加图书论坛

72 2013-6-26 来华留学 留学生毕业典礼

73 2013-7-1 出访交流 外语学院院长叶卫华和朱小红老师、席卫群老师赴日本立命馆大学访问

74 2013-7-4 2013-7-8 赴台业务 人文学院张晟老师赴台参加道教论坛

75 2013-7-5 2013-7-7 合作来访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会计学首席教授 Keith

Hooper一行两人来访

76 2013-7-6 教师项目 外国语学院 6位教师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研修

77 2013-7-8 2013-7-22 赴台业务 国际学院、工商学院暑期交流团（29人）赴台湾文化考察

78 2013-7-15 国际（地区）会议 亚洲金融学会和江西财经大学联合主办第十三届亚洲金融学年会

79 2013-7-17 合作项目 我校加入国际商学院联盟（NIBS）

80 2013-8-9 教师项目 学工处处长郑赟，宣传部副部长刘灵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研修。

81 2013-8-12 学习培训 肖珑赴北京拜访外交部外交外事审计局局长马晓方

82 2013-8-20 2013-10-8 赴台业务 人文学院学生赴台湾铭传大学短期交换

83 2013-9-1 2013-9-3 来华留学 2013年秋季来华留学生入校报到

84 2013-9-1 2014-2-28 赴台业务 法学院王吉文老师赴台湾东海大学访学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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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2013-9-1 2014-2-28 赴台业务 10名学生赴台湾实践大学、静宜大学、长荣大学交换学习一学期

86 2013-9-2 学习培训 易剑东副校长来处调研

87 2013-9-4 来华留学 2013年秋季来华留学生入学教育

88 2013-9-5 2013-9-6 来华留学 2013年秋季来华留学生南昌城市参观和体检活动

89 2013-9-8 2013-9-20 出访交流 国际处吕腮菊和王江璐同志参加 2013年欧洲教育年会

90 2013-9-8 合作来访 新西兰北方理工学院 Philip Alexander-Crawford访问我校

91 2013-9-8 合作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 Bob Wilkinson高级讲师来校讲学

92 2013-9-10 2013-9-11 合作来访 英国斯克莱德大学 Tony McGrew副校长来访，与人文学院洽谈

93 2013-9-10 2013-9-13 合作来访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科学院国际项目负责人Mark Cranshaw一行四人来校做新生入

学教育

94 2013-9-14 出访交流 王乔一行三人访问墨西哥 UPAEP大学和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立大学

95 2013-9-21 出访交流 廖进球一行五人访问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和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

96 2013-9-25 2013-27 来华留学
组织 Sonya-Rachel，Xiong Xia,Halykov Begmyrat等 三名留学生参加江西省首届留学生

汉语大赛复赛，

97 2013-9-27 2013-9-27 来华留学 国际处召开全体来华留学生关于国庆放假安全等事项目的大会

98 2013-10-1 网站建设 江西财经大学英文网站上线正式运行

99 2013-10-15 2013-10-17 来华留学 留学生 Sonya-Rachel参加汉语大赛的决赛

100 2013-10-15 来华留学 举办首届江西财经大学留学生与中国家庭结对子活动并颁发志愿家庭证书

101 2013-10-17 2013-10-19 来华留学 留学生参加校运动会开幕式,John等 9名留学生参加跑步及跳高等项目

102 2013-10-17 合作来访 法国驻武汉领馆教育专员 Eric Molay先生携法国南特、Skema、IPAG等院校代表一行七人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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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2013-10-18 出访交流 国际处肖珑处长出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参加教育展

104 2013-10-23 合作来访 英国林肯大学教务处主任 Heather Hughes教授，Ian Barnes教授一行两人来访

105 2013-10-23 2013-10-26 合作来访 芬兰奥卢大学商学院院长 Petri Sahlström教授一行五人访问我校

106 2013-10-24 2013-10-27 合作来访 奥地利维也纳新城应用科技大学Walter Egger 教授出席我校校庆活动

107 2013-10-24 2013-10-28 合作来访 芬兰奥卢大学商学院院长 Petri Sahlstrom一行五人出席我校校庆活动

108 2013-10-24 来华留学
高杨松副处长参加省汉语大赛颁奖典礼（Sonya获优秀奖，我校获优秀组织奖，黄燕红

获优秀领队）

109 2013-10-24 综治工作 龚美君参加经开区综治维稳干部培训（第一次）

110 2013-10-25 2013-10-27 合作来访 纽约理工大学校长爱德华朱利安诺一行两人出席我校 90周年校庆

111 2013-10-25 2013-10-27 合作来访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副校长 Steven Michael出席我校校庆活动

112 2013-10-25 2013-10-27 合作来访 台湾实践大学教務長兼管理學院院長黃博怡等一行四人出席我校校庆活动

113 2013-10-25 2013-10-27 合作来访 台湾銘傳大學秘書長兼金門校區主任樊中原等一行三人出席我校校庆活动

114 2013-10-25 2013-10-27 合作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商务、环境与社会学院副院长 Don Finlay一行两人出席我校校庆活动

115 2013-10-25 来华留学 组织外教留学生参加校庆系列活动

116 2013-10-30 教师项目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肖清雷和新能源技术中心的邓梅根主任赴美国弗罗里达理工

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研修。

117 2013-10-31 综治工作 高杨松参加经开区综治维稳干部培训（第二次）

118 2013-11-1 学习培训 处举行座谈会欢送廖美英老师退休

119 2013-11-2 出访交流 王金华一行四人访问英国斯克莱德大学和巴黎雷恩商学院

120 2013-11-3 教师项目 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彪文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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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活动类型 主要内容

121 2013-11-7 综治工作 高杨松参加经开区综治维稳干部培训（第三次）

122 2013-11-8 来华留学 组织部分留学生赴江西润田公司进行《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教学

123 2013-11-10 来华留学 留学生 lily与学校的义工协会去永泰老年公寓看望老人

124 2013-11-12 来华留学 组织部分留学生赴江西中航证券公司进行《投资学》实践教学

125 2013-11-13 2013-11-14 合作来访 美国勒努瓦-雷恩大学（Lenoir-Rhyne University）国际处长 Duane Kirkman一行两人来访

126 2013-11-14 综治工作 高杨松参加经开区综治维稳干部培训（第四次）

127 2013-11-15 合作来访 台湾实践大学刘弘景教授来访

128 2013-11-15 学习培训 召开处科室负责人民主生活会

129 2013-11-20 合作来访 美国夏威夷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期铿教授来访

130 2013-11-20 来华留学 南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陈伟科长一行来留学科，指导外国人服务站建设

131 2013-11-21 出访交流 阙善栋一行四人访问威斯康星协和大学和加拿大圣玛丽大学

132 2013-11-21 外教工作 组织留学生外教进行消防演习活动

133 2013-11-21 综治工作 高杨松参加经开区综治维稳干部培训（第五次）

134 2013-11-23 外教工作 组织留学生外教赴鄱阳湖进行文化考察

135 2013-11-25 国际（地区）会议 欧盟研究和科技发展框架国际学术会议在体育学院召开

136 2013-11-28 出国留学 周矿先赴会计学院宣传介绍出国（境）留学项目

137 2013-11-28 国际（地区）会议 第三届中澳研究生金融与统计论坛暨我校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揭牌仪式在我校隆重举行

138 2013-11-28 来华留学 在江中制药集团设立我校留学生实践基地,并组织留学生进行第一次实践

139 2013-11-29 来华留学 留学生公寓新建厨房厨柜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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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2013-11-30 来华留学
留学生 Pieter、 Rodolfo、Edoardo、Alessandro和 Sonya和留学生志愿者一起到南昌

市社会福利院看望小朋友

141 2013-12-1 短期访问、讲学 2013年我校共有 30人/次教师通赴国外短期访问、讲学

142 2013-12-1 国际（地区）会议 2013年我校共有 13人/次教师赴海外参加国际会议。

143 2013-12-1 教师项目 2013年我校共有 9位教师通过国家公派访问学者项目出国研修。

144 2013-12-1 教师项目 2013年我校共有 26位教师通过学校公派访问学者项目出国研修

145 2013-12-2 来华留学 肖珑、何碧晨赴广西医科大学拜访全国来华留学管理学会副秘书长于书诚先生

146 2013-12-2 来华留学 留学生校友比利时留学生 Dieter回母校走访

147 2013-12-3 合作项目 我校举行第十二期中美合作培养MBA项目开学典礼

148 2013-12-3 综治工作 校综治考评组来我处考评 2013年综治工作

149 2013-12-4 2013-12-5 合作来访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副校长 Tony McGrew教授、陆懋祖教授来

访，举行项目推介会

150 2013-12-5 出国留学 我校五位同学获芬兰奥卢大学生 GS3D研究生项目奖学金申请机会

151 2013-12-6 合作来访 纽约理工大学副校长 Peter C Kinney III来我校访问

152 2013-12-6 国际（地区）会议 我校举行 2013海峡两岸大学会计辩论邀请赛

153 2013-12-6 来华留学 留学生公寓新建洗衣房验收

154 2013-12-9 合作项目
肖珑赴国家留学基金委拜访曹士海副秘书长、规划部龙曼主任、来华部李彦光主任，

汇报青骨项目准备情况及政府奖学金项目运行情况

155 2013-12-10 来华留学 协调校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为留学生公寓新装 Lanport机柜

156 2013-12-11 合作项目 我院学子跻身国际商学院案例大赛全球 14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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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2013-12-12 来华留学 ISEP交换生 Bettina Duran生病住院

158 2013-12-13 孔子学院
肖珑、何碧晨、黄燕红拜访瓦努阿图驻中国前大使罗治伟先生，商谈孔子学院申报事

宜

159 2013-12-13 合作来访 校友香港浸会大学珠海国际联合商学院孙勇副教授来访，洽谈美国新墨西哥大学项目

160 2013-12-13 来华留学
留学科邀请人文学院中文教研室主任龚贤博士座谈对外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课程开发

问题

161 2013-12-14 合作项目 肖珑赴上海与美国佐治亚大学张健辉教授，商谈两校合作事宜

162 2013-12-17 合作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代表Michael Long一行两人来访

163 2013-12-17 来华留学 高杨松、吕腮菊就学历留学生培养方案赴工商管理学院调研

164 2013-12-18 外教工作 组织外教 James Muhamma参加摄影比赛，获得省级优秀作品奖

165 2013-12-20 案例大赛
我校的参赛队（包括 4位学生和 1位领队）通过国际商学院联盟案例大赛的初赛，受

邀参加 2014年 3月在英国伦敦南岸大学举办的决赛。

166 2013-12-20 来华留学 国际处召开留学生教学工作研讨会

167 2013-12-21 来华留学 肖珑、高杨松等就学历留学生培养方案赴国贸学院学院调研

168 2013-12-25 教师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获批

169 2013-12-26 内部管理 我校召开国际化办学推进会

170 2013/13/31 内部管理 肖珑参加江西省欧美同学会、江西省留学人员联谊会成立大会暨一届一次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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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境外合作院校、机构一览表（2013年 12月，85所）

序号 学校、机构名称 中文名 国别 主要合作形式

1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iener Neustadt, Austria 维也纳新城应用科学大学 奥地利 交换学生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2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Bussiness Administration

(The Wirtschaftsuniversitat Wien (WU))
维也纳经济大学 奥地利

交换学生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科

研合作

3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 接收访问学者，合作科研

4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中昆士兰大学 澳大利亚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管理人员培训项

目

5 Edith Cowan University 埃迪斯科文大学 澳大利亚 人员往来，学生项目，科研合作

6 James Cook University Brisbane 詹姆斯库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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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NTIFÍCIA UNIVERSIDADE CATÓLICA DE MINAS

GERAIS
米纳斯吉拉斯州立大学 巴西 交换学生项目

10 Artevelde University College Ghent 阿德维尔德大学根特学院 比利时 交换学生项目

11 Uniwersytet Ekonomiczny w Krakowie 克拉科夫经济大学 波兰 学生交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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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克福应用科学大学 德国 交换学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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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 Frankf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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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ics

and Law
柏林经济法律大学 德国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科研合作,硕士教

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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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furt School of Finance and Management 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 德国 交换学生项目

18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бластной

социально-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институт
莫斯科州国立社会人文大学 俄罗斯 人员往来

19 Ecole Supérieure de Commerce de Rennes （ESC） 雷恩高等商学院 法国 学生留学项目

20 Institut de Management Europe-Asie 欧亚高等管理学院 法国 学生留学项目

21 KAJAANI UNIVERSITY CONSORTIUM 凯亚尼联合大学 芬兰 交换学生项目，联合科研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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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University of Oulu,Finland 奥卢大学 芬兰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科研合作

24 University of Tampere 坦佩雷大学 芬兰 交换学生项目

25 Ajou University 亚洲大学 韩国 教学交流、学生项目、科研合作

26 Sogang University 西江大学 韩国 交换学生项目,硕士教育项目

27 Ｗoosong Ｕniversity 又松大学 韩国 学生留学项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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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汤普森河大学 加拿大 学生留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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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 爱德华王子岛大学 加拿大 学生留学项目

31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Prague 布拉格经济大学 捷克 研究生交换项目

32 Danubius University 达努比乌思大学 罗马尼亚 学生交换项目

33 Arcadia University 阿卡迪亚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人员往来

34 Bridgeport University 布里奇波特大学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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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entral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美国中密苏里州立大学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37 Concordia University Wisconsin,USA 肯卡迪亚大学 美国 MBA项目

38 Duquesne University 杜肯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

39 Internantion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ISEP) 全球大学生交换平台 美国 学生项目

40 Kent State University 肯特州立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人员往来

41 Lenoir-Rhyne University 勒努瓦-雷恩大学 美国 学生交换项目

42 Millersville University 米勒斯维尔大学 美国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人员往来

43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USA 纽约理工学院 美国 MBA项目，科研合作

44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Stony Brook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45 Southern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 南新罕布什尔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人员往来

46 Toledo University 托力多大学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47 University of Central Missouri 中密苏里州立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

48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东北大学 美国 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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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波特兰州立大学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50 La Universidad Autonoma Del Estado De Hidalgo 伊达尔戈州立大学 墨西哥 交换学生项目

51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San Luis Potosí 圣路易斯波托西州立自治大学 墨西哥 学生交换项目

52
UNIVERSIDAD POPULAR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PUEBLA
普埃布拉自治大学 墨西哥 学生交换项目

53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 日本 人员往来

54 Okayama Institute of Languages 冈山外语学院 日本 学生项目

55 Okayama Shoka University 冈山商科大学 日本 合作研究，学生项目

56 Ritsumeikan University 立命馆大学 日本 合作研究

57 karlstad University 卡尔斯坦德大学 瑞典 学生交换项目，科研合作

58 Mahidol University 玛希隆大学 泰国 学生交换项目

59 ALBA Graduate Business School ALBA高等商学院 希腊 学生留学项目

60 Universidad Rey Juan Carlos 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西班牙 学生交换项目

61 Auckland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奥克兰理工大学 新西兰 互派访问学者，学生项目

62 Massey University 梅西大学 新西兰 学生留学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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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Bristol University 布里斯托大学 英国 学生留生项目

65 Cardiff University 卡迪夫大学 英国 学生项目

66 Coventry University 考文垂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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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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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London College of Business &Accountancy(LCBA) 伦敦商务会计学院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

69 Strathclyde University 思克莱德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

70 University of Essex 埃塞克斯大学 英国 学生留生项目，人员往来

71 University of Glasgow 格拉斯哥大学 英国 学生留生项目

72 University of Lincoln 林肯大学 英国 人员往来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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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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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University of Sussex 苏塞克斯大学 英国 学生留生项目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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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Universidad Adolfo Ibañez 阿道夫•伊班奈兹大学 智利 学生交换项目

78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台湾长荣大学 中国台湾 学生交换项目

79 Ming Chuan University 台湾铭传大学 中国台湾 人员往来,,科研合作，讲学

80 Providence University 台湾静宜大学 中国台湾 学生交换项目

81 Shih Chien University 台湾实践大学 中国台湾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科研合作，讲学

82 Soochow University 台湾东吴大学 中国台湾 学术交流

83 Tajen University 台湾大仁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人员交流，学生交换项目等

84 Tamkang University 台湾淡江大学 中国台湾 学术交流

85 Yuanpei University 台湾元培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人员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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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新增合作院校名单

序号 国家 学校名称 英文名

1 墨西哥 圣路易斯波托西州立自治大学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San Luis Potosí

2 希腊 ALBA高等商学院 ALBA Graduate Business School

3 智利 阿道夫•伊班奈兹大学 Universidad Adolfo Ibañez

4 泰国 玛希隆大学 Mahidol University

5 美国 波特兰州立大学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6 韩国 又松大学 Woosong University

7 罗马尼亚 达努比乌思大学 Danubius University

8 日本 立命馆大学 Ritsumeikan University

9 英国 布里斯托大学 Bristo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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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江西财经大学赴台人员一览表（共 50人）

序号 姓名 学院 职位或职称 访台地点 出访内容

1 汪洋 金融学院 院长 淡江大学 学术交流

2 潘清华 外语学院 教授 实践大学、淡江大学 学术交流

3 陈海花 外语学院 教授 实践大学、淡江大学 学术交流

4 朱少华 外语学院 副教授 实践大学、淡江大学 学术交流

5 杜景平 外语学院 讲师 实践大学、淡江大学 学术交流

6 王吉文 法学院 副教授 东海大学法律系 学术交流

7 林昭秀 国际学院 学生 静宜大学 赴台交换生

8 黄子芸 国际学院 学生 静宜大学 赴台交换生

9 伍沿树 国际学院 学生 实践大学 赴台交换生

10 高天童 人文学院 学生 实践大学 赴台交换生

11 王露祎 人文学院 学生 实践大学 赴台交换生

12 张晟 人文学院 副教授 台中科技大学 学术交流

13 陈荣、程琴、徐斌等29人 国际学院 学生团组 实践大学等 暑期交流

14 欧阳薇 图书采购中心 副教授 图书论坛 新闻总署活动

15 张皓然 软件学院 学生 长荣大学 赴台交换生

16 毛侠 软件学院 学生 长荣大学 赴台交换生

17 付豪 软件学院 学生 长荣大学 赴台交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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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叶志彬 软件学院 学生 长荣大学 赴台交换生

19 刘淳 软件学院 学生 长荣大学 赴台交换生

20 毛雯钰 人文学院 学生 铭传大学 赴台交换生

21 俞源清 人文学院 学生 铭传大学 赴台交换生

22 龚贤 人文学院 副教授 南华大学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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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涉外来访情况统计表

序号 时间 来访情况 来宾人数

1 2013-1-5 比利时Artevelde University College Ghent大学商学院院长William Van Vooren教授一行四人来访 4

2 2013-1-9 台湾静宜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詹秋贵一行八人来我校访问 8

3 2013-1-13 新加坡特许科技学院李德威院长一行三人访问我校 3

4 2013-3-6 埃塞克斯大学Charly Robinson一行三人来访讨论合作培养研究生项目,短期来华留学生来访 3

5 2013-3-14 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会长Mark Spofforth一行三人来访 3

6 2013-3-16 美国协和大学威斯康星分校亚太国际事务主任Christine Kao一行两人来我校访问 2

7 2013-3-20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系主任David LeBlanc,国际学生办公室主任Kathlen Kielly, 项目主管

Jerry Wang来访

3

8 2013-3-20 英国考文垂大学Don Finlay教授一行来校访问 2

9 2013-3-20 英国林肯大学国际项目主管Ian Barnes教授来访 1

10 2013-3-20 加拿大尼亚加拉学院国际部东亚区经理Mike Tang(汤敏华)来访国际处 1

11 2013-3-25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陆懋祖教授来访,进行两校项目启动及学术交流的活动 1

12 2013-3-26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商学院院长Mark Hirst一行两人来访 2

13 2013-3-26 英国斯旺西大学商学院Derek Leslie教授一行两人来访 2

14 2013-4-1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副校长Tony McGrew教授来访，进行2013年学生项目洽谈 2

15 2013-4-3 英国考文垂大学(Coventry University)商学院副院长Don Finlay一行两人来校访问 2

16 2013-4-11 台湾实践大学原校长谢宗兴教授来访并授课 1

17 2013-4-15 芬兰凯亚尼应用科学大学(Kajaani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项目负责人Veikko Piirainen来校进行项目洽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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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来访情况 来宾人数

18 2013-4-15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Andrew Wood博士一行两人来校进行学术交流 2

19 2013-4-16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副校长Steven Michael访问我校 1

20 2013-4-16 美国米勒斯维尔大学(Millersville University) 国际处长Timothy Shea来校访问，进行国际学生交换项目总结与推进 2

21 2013-4-17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Mark Cranshaw 来校进行2013年学生项目

录取

1

22 2013-4-20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NG Wing Lon来校进行学术交流 1

23 2013-4-24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会计学首席教授Keith Hooper一行两人来访,进行学术交

流和两校合作协议洽谈

2

24 2013-5-8 韩国又松大学卢基学生副校长一行2人来访 3

25 2013-5-23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校长J. Colin Dodds一行访问我校 2

26 2013-5-31 台湾东吴大学柯琼凤副教授来我校讲学 1

27 2013-6-19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唐勇教授来访并讲学 1

28 2013-6-19 美国堪萨斯大学蔡忠武教授来访并讲学 1

29 2013-7-5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会计学首席教授Keith Hooper一行两人来访 2

30 2013-9-8 新西兰北方理工学院Philip Alexander-Crawford访问我校 1

31 2013-9-8 英国考文垂大学Bob Wilkinson高级讲师来校讲学 1

32 2013-9-10 英国斯克莱德大学Tony McGrew副校长来访，与人文学院洽谈 1

33 2013-9-10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科学院国际项目负责人Mark Cranshaw一行四人来校做新生入学教育 4

34 2013-10-17 法国驻武汉领馆教育专员Eric Molay先生携法国南特、Skema、IPAG等院校代表一行七人来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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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来访情况 来宾人数

35 2013-10-23 英国林肯大学教务处主任Heather Hughes教授，Ian Barnes教授一行两人来访 2

36 2013-10-24 奥地利维也纳新城应用科技大学Walter Egger教授出席我校校庆活动 1

37 2013-10-24 芬兰奥卢大学商学院院长Petri Sahlstrom一行五人出席我校校庆活动 5

38 2013-10-25 纽约理工大学校长爱德华朱利安诺一行两人出席我校90周年校庆 2

39 2013-10-25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副校长Steven Michael出席我校校庆活动 1

40 2013-10-25 台湾实践大学教務長兼管理學院院長黃博怡等一行四人出席我校校庆活动 4

41 2013-10-25 台湾銘傳大學秘書長兼金門校區主任樊中原等一行三人出席我校校庆活动 3

42 2013-10-25 英国考文垂大学商务、环境与社会学院副院长Don Finlay一行两人出席我校校庆活动 2

43 2013-11-13 美国勒努瓦-雷恩大学（Lenoir-Rhyne University）国际处长Duane Kirkman一行两人来访 2

44 2013-11-15 台湾实践大学刘弘景教授来访 1

45 2013-11-20 美国夏威夷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期铿教授来访 1

46 2013-11-25 英国残奥理事会委员Dr. Ian Brittan一行七人访问体育学院 7

47 2013-12-4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副校长Tony McGrew教授、陆懋祖教授来访，举行项目推介会 2

48 2013-12-6 纽约理工大学副校长Peter C Kinney III来我校访问 1

49 2013-12-13 校友香港浸会大学珠海国际联合商学院孙勇副教授来访，洽谈美国新墨西哥大学项目 1

50 2013-12-17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代表Michael Long一行两人来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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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来华留学生汇总表（上学期，共 38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项目类别 来源学校(英文)

1 DUDOVA ZDENA 女 捷克 交换 布拉格经济大学

2 DUŠKOVÁ MICHAELA 女 捷克 交换 布拉格经济大学

3 PARK SOYOUNG 女 韩国 交换 亚洲大学

4 KIM JI HYUN 女 韩国 交换 亚洲大学

5 GARCIA-MORENO NATALIA 女 西班牙 交换 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6 HIDALGO POAVON CARMEN 女 西班牙 交换 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7 Kaijalainen Tiina Maarit 女 芬兰 交换 坦培拉大学

8 Nurmi Elisa Heidi Hillevi 女 芬兰 交换 奥卢大学

9 Hanski Jari Tapio 男 芬兰 交换 奥卢大学

10 KENOLA KATRI SUSANNA 女 芬兰 交换 奥卢大学

11 DAMERAU STEFAN 男 芬兰 交换 奥卢大学

12 KARJALAINEN MIKAEL PÄIVIÖ 男 芬兰 交换 奥卢大学

13 MENDOZA BAUTISTA YESENIA 女 墨西哥 交换 伊达尔戈州立自治大学

14 BENITEZ JASSO VIOLETA 女 墨西哥 交换 伊达尔戈州立自治大学

15
HERNANDEZ RAMIREZ

MONTSERRAT
女 墨西哥 交换 伊达尔戈州立自治大学

16
CORTAZAR HERNANDEZ LEIDI

KARINA
女 墨西哥 交换 伊达尔戈州立自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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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项目类别 来源学校(英文)

17 RAMIREZ LÓPEZ AZUCENA 女 墨西哥 交换 伊达尔戈州立自治大学

18 van Meurs Hester Elisa 女 荷兰 交换 阿姆斯特丹应用科技大学

19 Pelt Johannes Cornelis 男 荷兰 交换 阿姆斯特丹应用科技大学

20 Molkenboer Willem Anthon Christiaan 男 荷兰 交换 阿姆斯特丹应用科技大学

21 Bakker Lyndi Elisabeth 女 荷兰 交换 阿姆斯特丹应用科技大学

22 Kim Sung Hun 男 韩国 自费

23 VO DALENA 女 美国 ISEP 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

24 ROWLEY KELSEY JEAN 女 美国 ISEP 艾姆赫斯特学院

25 WEBSTER LAUREN MARIE 女 美国 ISEP 埃克德学院

26 MEIER ANDREW DAVID 男 美国 ISEP 埃克德学院

27 BROOKS III VALLIE CARLTON 男 美国 ISEP 罗兹学院

28 BREEDEN LECHELLE EVONNE 女 美国 ISEP 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

29 HEBERT STEVEN COURTNEY 男 美国 ISEP 阿肯萨斯州立大学

30 Hawn Stephanie Michelle 女 美国 ISEP 中田纳西州立大学

31 Nesbitt Caleb Markwell 男 美国 ISEP 西伊利诺斯大学

32 Na Min Young 女 韩国 自费

33 TSARYOVA EVGENIYA 女
乌兹别克

斯坦
自费

34 Kiger Elizabeth Lindbey 女 美国 交换 米勒斯维尔大学

35 Krajan Elizabeth Kay 女 美国 交换 米勒斯维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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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项目类别 来源学校(英文)

36 Yang Linda 女 美国 ISEP 田纳西技术大学

37 Spease Jeremy David 男 美国 ISEP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East Bay

38 Im Irina 女
乌兹别克

斯坦
自费

（国际处刘小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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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工作

财 务

一、基本数据

1、财务收支总额

截止 2013 年 12 月 20日，实现各项收入 74,122.86 万元，总支出 58,884.74 万元。

2、在校生缴费率

截止 2013 年 12 月 16日，在校生学费收缴率达 98.53%，连续五年稳定在 98%以上。

3、在职教职工收入水平

在职教职工人均工资收入达 12.11 万元，人均增加 2.37 万元，增长率 24.38%。

二、工作举措

1、抓住契机，积极争取财政资金的更大支持

我校申报的“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通过了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的审批，获批中央

资金 9500 万元、江西省政府资金 3650 万元，共 13150 万元，用于新建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麦

庐园北区综合实验实训大楼。

2、加大投入，向教学科研等内涵建设倾斜。

2013 年围绕学校年度工作重点，预算继续向教学科研倾斜，加大了教学设备购置、图书购置、

人才引进、师资培训、科研项目配套等专项经费的投入，增加了 600 万元，为学校内涵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

3、保证经费，实现教职工收入较快稳定增长

打足经费，把实现教职工收入较快稳定增长作为学校民生工程，在职教职工人均收入达 12.11

万元，增长 2.37 万元，增长率 24.38% ，主要是增加了基础性绩效工资、住房公积金、职业年金、

文明奖等。

4、加强内控，确保资金和财务安全

建立银行存款多级对账复核制度，借助国库系统网上定期核对，做到出纳、会计按月对账，

分管处长按季对账、审计人员按年对账。

推行学费收入多层次内部稽核制度，确保收费系统、核算系统实收学费相一致，检查收费变

动是否手续齐全，记录是否完整。

5、履行节约，进一步规范经费支出。

在中央“八项规定”以后，及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严格财经纪律规范经费支出管理的若干

规定》，对 “三公”经费进行严控。

在江西省审计厅科研专项审计后，与科研处共同出台有关补充规定，规范课题经费支出，不

允许报销礼品、餐费等接待费用。

6、持之以恒，做实做细学生缴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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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落实学费统计月报、欠费统计周报制，此项工作得到王乔校长的亲笔批示、表扬和奖励。

截止 2013 年 12 月 16日，在校生缴费率达 98.53%，连续五年稳定在 98%以上。

7、认真回复，解答有关研究生学费政策

多次解答回复上级信访、教育等主管部门转来的有关向部分研究生收取学费的函件，2013 年

统招研究生学费收入 2000 多万元。

8、加强交流，扩大学校影响力

组织全校财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汪宗亮同志到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唐敏、宋丽萍同志到东

北财大，章俊、杨越等多名同志参加了业务培训。

山东财经大学、湖南商学院、江西中医药大学等兄弟院校来我校学习预算管理、收费管理、

工资核算、会计委派制等，扩大了学校的影响力。

三、工作亮点

1、加强沟通，获取上级有关部门政策支持。

联合华东交大等高校，多次向教育厅、财政厅、发改委提交申请报告，要求提高学费标准，

如在 2014 年能实现，每年可增加学费收入 4000 万元。

取得财政厅支持，解决了由于财政授权支付额度不足，医保及工资等人员费用共 5000 多万元

无法支付问题。

2、认真组织，编制《2013-2015 年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规划》

规划申报项目共 26个，中央财政资金 9000 万元。2013 年获批中央财政支持项目 9个，资金

2500 万元（江西最多），涵盖学科建设、实验室、实践基地、人才培养、数字图书、科研平台六

大方面。

4、优化结构，提高存款利息收入

合理安排，减少活期，增加定期存款组合，每年提高利息收入 500 多万元；主动联系，利用

90 周年校庆契机，取得五大银行各种形式捐赠款 55 万元。

5、谋划纳税，降低科研课题税赋

把握“营改增”机会，主动与经开区地税局、国税局取得联系，在全省高校中第一个实现科

研课题纳税由原 5.6%的营业税改为 3.26%的增值税，大大降低我校教师的科研税赋。

6、创新方式，引入校园卡自助充值机

与工商银行联系，免费引进安装了四台校园卡自助充值机，弥补了原有人工充值方式的不足，

延长了充值服务时间，方便了广大师生员工。

7、接受委托，编写全省教育系统财务人员培训教材及考试题库

受教育厅委托，精心编写财务培训教材一本（500 多页），考试题库考题 600 道，全校 60 余

名财务人员参与该项培训与考试，获得教育厅好评。

8、落实整改，化解报账难问题

践行群众路线，采取即查即改方式，解决高峰时期排队报账问题，简化部分报账审批手续，

多次深入学院讲解学校财务政策，化解报账难问题。

(财务处唐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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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建设

一、2013 年完成的主要工作

（一）重点工程

1、积极推进“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目前麦庐园北区实验实训

大楼工程正进入施工阶段；蛟桥园北区图文信息大楼列入 2013 年江西省重点工程，

现已完成初步设计方案评审，待省发改委审批。

2、做好了公共租赁住房的施工管理工作，目前室内装饰基本完成，正在进行整

改扫尾工作和室外道路、管线的建设工作。

3、积极推进麦庐园北区 1#教学楼和食堂改造项目。目前麦庐园北区食堂改造

工程已完成室内装饰部分，正在进行外墙装饰工作，预计春节前可交付使用。麦庐

园北区教学楼项目已完成施工招标工作。

4、完成了招待所贵宾楼建设工作，今年 4 月已投入使用。

（二）民生工程

1、完成了麦庐园、蛟桥园 9 栋教工宿舍给水管改造工程、蛟桥园周转房 A、B

栋卫生间改造工程、蛟桥园北区部分家属宿舍屋檐琉璃瓦的铲除粉刷工程。

2、通过新建青山园停车场、青山路宿舍停车场、麦庐园北区垃圾站停车场及校

史馆道路增设停车位等项目，全校新增停车位 108 个，有效缓解了师生停车难的问

题。

3、完成了蛟桥园游泳馆、南区网球场、足球场围网翻新、麦庐园健身房、网球

场等维修改造工程，新建了蛟桥园篮球场、麦庐园北区篮球场，极大的改善师生员

工健身锻炼条件和环境。

（三）校庆工程

1、完成蛟湖清淤及水草种植工程，蛟桥园路灯改造工程、蛟桥园礼堂周边园林

小道及增设休闲座椅工程、崛起雕塑翻新、南区雕塑工程等一系列工程，美化亮化

了校园环境。

2、完成了校史馆、博物馆改造;蛟桥园礼堂装修改造;蛟桥园田径场塑胶跑道和

人造草铺设、翼珍楼外墙粉刷等 6 项大型维修改造项目。

（四）招标采购

1、完成 400 次招标采购任务，其中政府招标 37 次，协议采购 307 次，自行采

购 61 次，（校内评标 21 次，商务谈判 40 次）合同标的 4560.67 万元。

2、完成 74 项基建维修工程招投标工作，其中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

招标 6 项，校内招标 68 项，招标总额约 6738 万元。

（五）基建档案资料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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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定了《江西财经大学校园建设处档案工作规范》全年共对完工工程档案进

行整理立卷 48 套卷，整理旧图纸资料 260 盒，录入档案管理系统 930 条，移交学校

档案馆 56 盒，确保工程建设需要。

2、完成了麦庐园图文信息楼、麦庐园北区 3#、4#、8#学生公寓、蛟桥园留学

生公寓工程政府消防验收。完成了基建工程城建档案备案 6 项，即：蛟桥园 22#学

生宿舍、图书馆、附中实验楼工程；麦庐园第二食堂工程；枫林园 5#、6#学生宿舍

改建工程、2#、3#教师公寓工程。

（六）工程造价审核和工程预算工作

1、完成基建工程决算二审 235 项，审核后累计决算金额共计 5433001.62 元。

2、协助造价咨询公司完成大型基建工程预算编制工作 78 项，独立完成小型维

修工程招标控制价标底等编制工作 65 项。

二、坚持为民务实清廉、推进工作落到实处

（一）组织全处党员积极开展学习讨论，通过集中学习广泛宣传使全处深刻认

识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进一步坚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二）全处干部职工从思想意识上重视安全工作，做到逢会必江安全，层层签

订责任状，与施工单位签订安全责任书，全年未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和不稳定的现

象，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三）通过专题民主生活会、专题组织生活会的形式认真对照检查，深挖思想

根源。以整风精神开展积极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达到了帮助同志，增进团

结，促进工作的目的。

（四）广泛征求师生意见、建议，拓宽监督范围。例如在学校公租房建设过程

中，邀请校工会、资产处、财务处、审计处和青年教工代表参与装修材料的选材过

程就深受教职员工的好评。在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方案设计中，邀请使用部门全程

参与，有效避免设计布局混乱，使用不便的问题。

（五）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要求，按程序、守纪律、受监督，客观公正地

进行物资采购和基建队伍招标选择，扩大透明度，在校园网、招标交易市场网、政

府采购网进行公示，接受师生和各级主管部门及社会监督。

(党办、校办吴宗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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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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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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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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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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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大事记

1、2013 年 1 月 22 日图书馆蒋馆长、校园建设处肖兴福处长带队共 12 人出访

湖北经济学院、武汉大学图书馆进行新馆建设调研考察。

2、2013 年 2 月 25 日上午新学期首次全馆大会，蒋岩波馆长总结 2012 年工作，

布置 2013 年工作计划。

3、3月 4日上午，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小强、书记甘安龙等一行八人来

我馆参观考察。我馆馆长蒋岩波、书记伍先斌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与师大同仁进行了

座谈交流。

4、3 月 29 日下午，图书馆在馆报告厅召开了 2013 年度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

会议。会议由馆党总支书记伍先斌主持。

5、 正值第十八个“世界读书日”之际，我馆组队参加了 4月 26 日上午，昌

北高校图书馆联盟在南昌大学图书馆举行了联盟第三届“知网杯”搜索竞赛活动，

并取得优异成绩。

6、5月 6 日上午，校长助理王小平教授携图书馆新一任党政领导在图书馆四楼

报告厅与全体馆员召开见面会。王校助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此次学校干部调整后图书

馆的新一届领导：蒋岩波教授继续留任馆长，许明喜同志担任党总支书记。

7、5 月 9 日下午，图书馆纪念“世界读书日”活动总结暨颁奖大会在四楼报告

厅隆重举行。校长助理王小平、校团委书记习金文、图书馆馆长蒋岩波、党总支书

记许明喜出席了大会，获奖代表、学生会代表和图书馆代表近百人参加了会议，大

会由图书馆副馆长胡新主持。

8、5 月 28 日，图书馆科级干部竞聘大会工作顺利开展，选举出副科级人员 8

位，正科级人员 3 位。此次科级竞聘原则为：有能力、年轻化、为人正派、具有奉

献精神。此次竞聘中，有三位德高望重的、具有副高职称的老主任自愿放弃科级职

务竞聘，把机会留给了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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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月 24 日，图书馆召开 2013 年文献资源建设专家组成员工作会议。专家组

审议、论证并全票通过了 2013 年度我校数字资源续订方案。校长助理王小平作了总

结发言，并建议适当增加外文数据库子库的购买数量，并要求各位专家根据我校学

科发展需求，积极推荐有价值的数字资源，力求达到一流财经院校数字文献资源的

保障力度。

10、6月 28 日，江西师大图书馆黄群副馆长一行十二人来我馆考察交流，主要

学习我馆“超市式”大流通开放的模式，馆长蒋岩波教授、党总支书记许明喜热情

迎接。蒋馆长陪同来访人员参观图书馆一至四楼，并详细介绍本馆的办馆理念、办

馆目标、大流通开放模式应做的准备工作等。黄馆长对我馆的热情迎接表示感谢，

并希望双方以后更深入的交流，共同推动江西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1、7 月 5 日，图书馆召开本学期末全体馆员会议。馆长蒋岩波作上半年工作

总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蒋馆长就文献资源建设、文献信息深化服务、昌北高校图

书馆联盟工作、员工培训、图书馆开放时间及模式等软硬件方面作工作总结与计划。

许明喜书记就党建工作、工会工作及综治工作和馆员们详细交流。季小刚副馆长、

胡新副馆长、童霞副馆长分别就自己分馆部门工作作总结并作暑假工作安排。

12、7月 18 日至 20 日，图书馆召开了 2013 年度暑期工作会议。会议旨在进一

步理清图书馆各部门工作职责及确定下半年工作目标，并激发团队协作精神，把图

书馆的事业推上新高。图书馆领导、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13、为贯彻学校 2013 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及总体要求，践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

精神内涵，图书馆本着“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工作指导方针，在 2013 年暑假期

间，图书馆照常向读者开放。

14、8 月 31 日下午，图书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及下半年工作部署

大会在四楼报告厅召开。许明喜书记传达了学校暑期会议精神并对图书馆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了动员及部署，王小平校长助理在动员大会上讲话。他指出，

图书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为广大师生员工提供优质的图书情

报服务。一是提供优质的文献资源，加快新图书与读者见面的时间，二是提供优质

的服务，尽量满足读者全面又个性化的需求。图书馆要借着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强化馆风建设，全心全意把图书馆打造成读者温馨精神家园。

15、9 月 2 日，图书馆召开了群众路线教育系列座谈会，进行“学习教育，听

取意见”阶段的学习。校长助理王小平教授出席会议，图书馆领导班子、图书采购

中心、部分学院教师代表、离退休人员代表、学生代表参加座谈，会议由图书馆党

总支书记许明喜主持。会议收集意见和建议共 20 条。并已经形成相关文件，上报至

有关活动领导小组。

16、图书馆党总支从 2013 年 7 月以来，在全馆认真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

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认真学习、听取意见”第一阶段，结合图书馆

工作实际情况，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群众路线工作经验总结，并在学校有关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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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作经验介绍。

17、2013 年 10 月 10 日，由校工会主办，图书馆承办的“江财梦 劳动美”系

列之 2013 年图书馆岗位技能竞赛在图书馆四楼报告厅开幕。校工会主席刘金凤、校

工会副主席吴太福、图书馆党总支书记许明喜先后讲话。此次活动弘扬了中华总工

会提倡的“勤奋工作、爱岗敬业”的美德，又是校工会借 90 年校庆，落实“江财梦

建百年名校”、“我爱江财、责无旁贷”校园文化精神的重要契机。图书馆党总支书

记许明喜对校工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使每位员工将学

习和增强岗位技能作为一种职业习惯。

18、2013 年 10 月 11 日下午，我校 2013 年度第二次文献资源建设专家组会议

在图书馆四楼报告厅召开。校文献资源建设专家组成员、校纪检等工作人员参加了

会议，会议由图书馆馆长蒋岩波主持，图书馆馆长蒋岩波首先介绍了我校数字文献

资源的相关情况和本次新增方案。然后, 12 个数据库产品的 11 家数据库厂商的工

作人员分别用在线演示和讲解的方式向参会专家做了 5 分钟左右的产品说明。参会

专家再对数据库产品的相关技术参数、价格以及试用情况等进行了提问。专家们认

真审议、论证并投票通过了 2014 年度我校数字资源新增方案。

19、2013 年 10 月 12-16 日，中国高教学会财经分会图书资料协作委员会 2013

年年会在湖北经济学院召开。来自全国 50 多所高等财经院校图书馆的馆长和代表共

计 50 余人参加了这次年会。我馆蒋岩波馆长、许明喜书记和生修雯老师参加会议。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图书馆创新服务”，分别进行了主题报告、分组讨论与自由发言、

主题演讲、数据库信息发布等活动。在本次年会征文中，我馆申报的“中经网杯”

调研项目《国内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与发展趋势分析》被评审为“重点调研项

目”，并获得资助经费 1万元万元。我馆生修雯、陈香珠、吴晓波及胡荣老师所提交

的论文分别被评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20、2013 年 10 月 17 至 19 日，江财第三十三届校运动会顺利开展。图书馆工

会委员精心组织，图书馆人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校运动会挑战，最后取得团体总分第

三名的好成绩。本次参赛人员达 110 人次，上报个人项目二项，集体项目十一项，

取得名次由 2 到 6 名次不等。总成绩为：121 分。（第一名：176 分，第二名：148

分）

21、2013 年 10 月 12-16 日，中国高教学会财经分会图书资料协作委员会 2013

年年会在湖北经济学院召开。我馆蒋岩波馆长、许明喜书记和生修雯老师参加会议。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图书馆创新服务”。蒋馆长就“嵌入教学的学科服务”和馆员队

伍建设所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发展方向进行了大会发言，得到了与会专家和馆长们的

普遍关注与共识。在本次年会征文中，我馆申报的“中经网杯”调研项目《国内高

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与发展趋势分析》被评审为“重点调研项目”，并获得专项经

费资助。我馆生修雯、陈香珠、吴晓波及胡荣老师所提交的论文分别被评为一等奖、

二等奖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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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月 7 日下午，图书馆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班子专题民主

生活会。校长助理王小平教授、校教育实践活动第一督导组组长苏海忠莅临指导。

图书馆三位支部书记列席旁听。王校助对图书馆领导班子提出了七个提高要求。 校

组组长苏海忠认为图书馆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有以下一些特点即：班子重视，活动

开展有序、规范；活动的准备充分、齐全，写得好，主题明确有深度；剖析深刻，

问题、原因、措施较全。汇总起来就是八个字：落实到位、提高创新！

23、11 月 12 日-13 日，图书馆各支部全体党员召开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

会。这次民主生活会，重点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场发言热烈、气氛融洽。党

员们的自我批评，从具体工作上深入查找，从工作差距中深刻查摆，从思想党性上

深度剖析，发自肺腑，触及灵魂。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在思想交流交锋

中深化了认识、凝聚了共识，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24、为加强图书馆馆员之间的情感交流，提升图书馆职工的集体荣誉感，图书

馆分工会组织全体馆员赴西海温泉镇的“易家河”桔园采摘桔子，中午用完午餐回

程。活动分二天进行，11 月 18 日 51 人，由许明喜书记带队；11 月 19 日 56 人，由

蒋岩波馆长带队。活动气氛热烈、溶洽，馆员们采摘兴致极高，达到了交流感情、

增进了解的效果。

25、2013 年 12 月 3 号，校综治考评小组来馆做 2013 年综治工作检查。图书馆

五位馆领导、各部主任及考评小组共二十五人参加了会议。图书馆党总支书记作为

综治责任人代表图书馆向考评小组作综治报告。

26、12 月 16 日下午，图书馆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顺利召开。馆

长蒋岩波教授作《2013 年图书馆工作报告》。蒋馆长回顾了 2013 年我馆工作中的

大事记，并以 PPT 形式和全体馆员分享了一年来图书馆的点滴进步，还和代表们分

享了新图文信息大楼的落成效果图。

王校助对图书馆一年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对图书馆未来的工作给予了

指导。他强调：图书馆的员工要提高为师生服务的思想、提高为师生服务的水平，

要脚踏实地、勤奋工作、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化水平，要思考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发

展趋势，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全体代表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了

《图书馆工作报告》、《图书馆工会工作报告》、《图书馆财务工作报告》、《图

书馆考勤考核办法（修订稿）》，还对新图书馆的内部设计和构想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

（图书馆汪任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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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 案

一、守护百年历史，进一步做好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工作

2013 年 5 月，档案馆升格为正处级单位，更名为档案管理中心。中心下辖 4 个

馆，即档案馆、校史馆、校友馆和博物馆，下设 4个科，即综合档案科、人事档案

科、展馆科和办公室，现有处级干部 2人，正式在岗人员 13 人。体制改了，人员多

了，任务也更重了，责任也更大了。全年完成对校属各单位的档案归档 23699（卷）

份，毕业生档案整理邮寄 7 千多袋，校史馆、博物馆和校友馆“三馆”参观接待 9

千余人次，各类档案利用 1 万多卷次，馆藏档案数字化 3100 多卷 24 万多页，编研

资料（主编年鉴、参编校史、足迹和校友名录）50 多万字，配合完成校史博物两馆

建设、布展、开馆、开放。

1、完成 2012 年度各类档案归档共计 23699（卷）份。

类别 数 量

综合档案 7798（卷）份

学生档案 7200袋

教工人事档案 8000多份

实物档案 701件

2、完成各类毕业生档案整理、计算机输机、邮寄和毕业生查询 7000 多袋。

3、完成“三馆”接待参观 8000 余人次，重要团体参观 80 余次，包括教育部领

导、省市领导、国际友人等重要参观及校园开放日、毕业二十周年校友聚会、九十

周年校庆等重大活动的参观，为宣传学校发展成就做了积极努力。

4、完成教学类、基建类、科研类档案数字化加工共 3400 多卷，52 万多页。

5、完成学位认证、出国留学学生翻译证明、教工人事档案查阅等其它利用服务

3000 余人次。

6、主编完成《江西财经大学年鉴 2012 年》编印和分发工作。

二、传承江财文明，构建全新档案三防安全体系，发挥“三馆”宣传教育多重

功能，谋划数字档案中心建设。

（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防、物防、技防“三防”体系，从源头开始做

好安全防范工作，确保档案馆、校史馆、校友馆 、博物馆“四馆”万无一失。

1、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科学规范。中心在原有的制度基础上，结合

新的机构，场所和人员情况，对有关制度进一步修订和完善。针对中心场馆多，重

要部位多等特点，重点完善值班制度，加强人防工作，加强设施和设备管理。进一

步完善值班制度，做好人防工作。新建门卫值班登记制度。中心现有四馆，分散二

地，馆藏各种档案资料都是学校的宝贵资源。加强场所安全管理是当务之急。中心

在四馆都安排专人负责场所安全。两栋楼一楼都有专职门卫，明确了门卫职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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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严格的登记制度。校史、校友、博物三馆还有专职保安员和相应的值班制度。

完善员工一人一周值班制度。去年开始，我们试行员工一人一周值班制度，效果良

好。今年要求值班期间安全工作全面负责，从而确保中心办公场所和档案库房场所、

设施、设备安全多重保险。

2、进一步加大物防技防建设，做到科学防范。2013 年，中心在学校和相关部

门大力支持下，在所有重要场所均安装了红外视频监控系统、库房安装了自动报警

装置、重要场所加装了防盗窗。各种设施和设备运行正常。下一步我们将争取在所

有重要场所安装自动报警装置，从即时和事后二个方面加强防盗、防火，提升中心

科学防范水平。

(二) 努力发挥“三馆”对外宣传窗口，爱校教育基地和教学实践基地作用，打

造江财文化品牌。

1、提前组建“学生校史校情讲解团”，努力使她们成为“三馆”的鲜活名片，

江财文化的传承使者。

为了做好校庆当天的讲解接待工作，历经 3 个多月的时间，从学校 4 个校区 450

多位报名者中挑选 30 名学生组建了“校史校情讲解团”。这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学生

社团。采用指导老师负责，学生干部自我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学生自我创新能力，

培养学生个人荣誉感和团体合作意识。由指导老师先期进行培训，对社团活动阶段

性安排任务，对学生的讲解任务进行指导。学生通过严格的校史校情、形体礼仪等

专业的培训，增强爱校意识，提高形象素质，得到多方面的提高。目前“校史校情

讲解团”已接待参观 5000 多人次，较好完成各项任务。

2、精心组织接待校庆来宾参观。校庆当天共有四项纪念活动，参观校史馆、校

友馆 、中国税票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 10 月 26 日 8：00-21：00，校史校友博物

三馆攘来熙往，喜气洋洋。原财政部部长刘仲黎、美国纽约理工学院校长 Edward

Guiliano（爱德华 朱利安诺），中智互通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新等来宾在我

校教工的带领下，浩浩荡荡来馆参观。30 多位热情大方、训练有素的学生讲解员用

最佳的状态最好的秩序热情讲解引导，受到校内外参观者的一致好评。

（三）积极推进馆藏档案数字化处理，广泛调研数字档案建设的背景、意义和

要求，科学谋划数字档案中心建设。

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是数字档案中心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今年，我们加快了馆藏

重要档案的数字化处理，利用内外包结合的办法，整理 3421 卷（件）、扫描 520000

页、录入挂接 41000 条，使馆藏重要档案数字化率达到 50%。

数字档案中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挖掘、调动全员建设数字档案馆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中心利用暑期安排有关科长到南京大学、云南大学调研数字档案馆建

设情况，撰写调研报告，充实和完善数字档案馆建设的规划方案。

（档案管理中心喻晓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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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管理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成立于 2013 年４月。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下设办公室、网络管

理部、信息管理部、卡务管理部、视频系统管理部、软件技术部、运维技术部七个

部门。

网络信息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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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学生宿舍电视机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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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完成的工作：

一、主要工作

（一）信息化建设专项工作

1、专项项目建设：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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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内容，完成《校园无线网络系统》、《服务器与存储

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的建设等工作。

2、无线校园网系统：部署 1000 个 AP 和 70 台 POE 交换机，基本覆盖蛟桥园、

麦庐园办公楼、教学楼和公共场所，实现有线无线一体化，无线网注册用户数达 5900

人，省内高校首家实现无线网开通自主申请。

3、服务器与存储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基于云技术（虚拟化技术）的公共服务平

台，构建 60T 公共存储，为全校各类业务应用部署 255 台虚拟机。

（二）校园网建设与核心业务升级工作

1、升级校园网出口带宽：带宽由 4.9G 新增到 5.4G，同比增长 10.2%，人均带

宽位居全省高校之首和全国财经类院校前列。

2、网络核心设备升级：校园网主干线路升级至万兆，部署 SSL VPN 网络安全设

备，校外用户访问校园内网更加通畅。

3、架设负载均衡设备：部署 29 个节点池，实现校园网主页、办公自动化（OA）、

信息门户等各类应用和 150 多个学校二级网站的动态域名解析和访问流量均衡。

4、网络建设、规划和改造：完成公租房、麦庐园北区综合楼、麦庐园北区 1 号

教学楼、四教汇聚层网络迁移等 6 项网络工程改造、弱电工程规划工作。

（三）软件应用系统开发与研究

1、定制开发人事管理信息系统：完成教工信息、教工信息审核等 3 个功能模块

的定制开发和测试工作，并交与人事处测试。

2、搭建对外认证和数据服务平台：基于三大平台提供对外数据服务，配合校办

建立东航订票认证系统，配合招就处对接云梯职业生涯规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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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增软件系统和二期研发：研发学校《移动终端信息门户系统》，二期开发

《杂志社期刊投稿系统》、《教材管理信息系统》等，共完成代码 25 余万行。

4、省科技项目研究：加强技术和理论研究工作，成功申报省科技厅支撑计划项

目《基于高考数据的协同个性化推荐系统应用研究》和《基于层次聚类的协同过滤

推荐系统及其应用研究》。

二、日常服务工作

（一）网络、软件和教学设备的运行与维护

1、网络运行日常维护：日常维护 23 台核心网络设备、256 台服务器、37 台汇

聚层交换机，核心设备全年无故障运行；四校区 1346 台接入层交换机、36000 余个

信息点、1000 个无线接入点的日常维护与管理工作，全年外出维修出勤 1520 人次。

2、软件系统运行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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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04 人次、

课程 143703 门次。

3、首次实行分校区选课：改造《本科生网络选课系统》，132 学期首次实现蛟

桥园和麦庐园分校区选课，首次实施学分制数据库性能监控，蛟桥园校区二年级学

生 1 个半小时左右和麦庐园校区二年级学生 1 小时左右基本完成选课，选课体验大

为改善。

4、多媒体教室、空调、有线电视维护：自 4 月起为 400 间多媒体教室上门故障

处理 960 余台次，更换配件 126 台次；11 月全校多媒体教室空调集中清洗和保养一

次；10 月巡检全校学生宿舍有线电视传输网络，配合影视中心迁移教工有线电视信

号光缆。

5、设备维修工作：累计维修多媒体教室音响 65 台、分屏器和中控 43 台、显示

器 19 台、计算机 53 台、空调 55 台、电视机 63 台、交换机 17 台、交换机电源 23

个，有力地提高了设备的可用性。

（二）校园卡事务工作

1、整理、制作卡工作：整理、清分、制作校园卡 23126 张。

2、校园卡系统：截至 11 月底承载 7645 万元资金流通，每天交易次数 300 万，

圈存金额 2503 万元；工行一卡通改造项目升级改造 POS、L-PORT 设备 689 台；在食

堂、综合楼等公共场所部署 30 台工行圈存、资讯一体机；维护维修设备 201 机次，

同比增加 20%。

3、省内首个高校推出校园卡现金自助充值机：截至 11 月底，全校部署 4 台充

值机，现金充值总额 891.5 万元，有效地缓解了财务处充值压力。

（三）国际学术报告厅服务：全年完成 95 场次的各类学术报告和重大会议、活

动，20 余场就业招聘会的技术服务工作。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江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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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两刊概况

2013 年的工作及主要成绩

1、《当代财经》入选国家“百强社科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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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两刊的转载、复印率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4. 两刊的影响因子、期刊综合即年指标等重要质量评价指标继续不断攀升

5.圆满、超额完成编校任务，确保两刊按时发行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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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完善制度，科学管理，为持续提升办刊质量提供保证

8.培养与引进并举，努力构建学者型编辑队伍

9. 编辑与研究并重，精品科研成果丰硕

10.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特色鲜明

（当代财经杂志社崔磊提供）

两刊学术顾问

《当代财经》学术顾问（按汉语拼音排序）

邓子基 洪银兴 李京文 廖进球 刘志彪 吕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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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金法（常务） 王小平

委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曹元坤 胡援成 蒋尧明 匡小平 吕江林 李秀香 李良智 石 劲

陶长琪 王自立 魏 琳 吴志军 许统生 杨 慧 杨德前 严 武

张昕竹 张进铭 张 蕊 周 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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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编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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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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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单位

医 院

2013 年的主要工作成绩和亮点：

1、积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创新医院支部党建工作。

2、全年门诊量 64085 人次，其中，住院人数 88 人次，较去年增长 69%，大小

型手术共 20 例，全年业务总收入 345 万元，全年总支出为 310 万元，收支结余为

35 万元。

3、全年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项体检工作，其中新生体检 9090 人，全校在

职教工及离、退休人员体检健康体检 1744 人，全校女教工妇科普查人数 611 人。

4、做好健康教育和食品卫生监督工作。为防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好食品卫

生监督工作，会同后勤保障处对学校食堂卫生、饮用水开展了 4 次卫生大检查，对

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书面整改意见建议，督促其改正，促进了校食堂饮食卫生安全。

5、做好爱国卫生工作，春、秋两季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灭鼠、灭蚊、灭蝇、灭

蟑螂活动 3次，有效降低了“四害”的密度。利用板报、网络、电视对常见多发病、

传染病进行知识宣传。

6、较好地完成了职工医疗保险工作。2013 年 1 月 1 日起我校在编职工 2663 人

参加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医疗保险，一年来运行情况良好。

7、组织完成正高、正处教工至江西省人民医院体检 310 人次，组织安排 50 岁

以上正高、副厅级以上干部等金卡自管保健干部至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体检 193

人次。

8、组织完成了我校 8172 名新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完成 5890 名新生参加商业保险、的填表及报盘工作。学生疾病保险赔付 403 人次，

保险赔付金额共计 241 万元。

9、启动我校 10433 名各类毕业生免费体检。以便于掌握我校大学生入校四年来

的身体健康各项指标的变化,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防预措施。

10、计生管理人员在管理服务中不断完善管理机制，推动计生优质服务工作发

展，全年办理准生证 63 份，独生子女证 28 份，独生子女下册 68 人。为 60 位教职

工独生子女办理爱心保险，发放计生用品 600 余盒，发放并收集单独家庭生育意愿

统计调查表 45 份。

11、协助校工会开展了“中国梦·劳动美”系列活动――医院岗位技能竞赛，

进一步努力提高医务人员业务技能。

12、全程参与麦庐园校区学生意外事件处置，在医学专业和家属人员身体保障

方面做了应有的、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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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重视和加强学校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会同人事处、相关学院对有违反国家

计划生育政策倾向的某教职工进行教育引导帮助，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使此事

消除在萌芽阶段。防止了学校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上因违反计划生育而被“一

票否决”事态的发生。

(医院唐彩声提供)

附 中

2013 年工作亮点及成效

1.强调为学而教，实施了“高效课堂”，推行了“推门听课”并建立了“一听二

查三问四记录”的听课评价制度，促进了教育教学工作科学、扎实、有效的开展。

2.突出专项教育，活动精彩纷呈。“专家讲坛”“专题讲座”已成为校园特色，

开展了“中国梦·我的梦”、素质教育月活动、运动会及阳光体育、“三文明”教

育、“大手牵小手”暨“六一”庆典、梅岭下、“十星”评选、感恩教育、国防教育、

读书活动、爱心捐书等多项大型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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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贯彻群众路线，加强队伍建设。深入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建

立了以手机短信为传媒的附中党建平台，完善了二十个规章制度。开展网上视频教

育，组织党员学习了龚全珍等先进人物事迹，开展荐美文、读精品、新思维活动，

举办了贯彻群众路线，集中民智谋发展“读书心得”展评。

4.办特色高中，开设艺体特长班，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高二已有一人获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

5.恢复了两级家长委员会，制定了家长委员会章程，有效利用了家长网校平台，

密切家校联系，赢得了家长的赞誉。组织了“家长问卷评教”，举办了中小学 “教

学开放日”，接待家长听课评议 114 人次。

6.稳定教师队伍，提升整体素质。为外聘教师增加了社保，坚持从外聘教师中

择优引入（人事代理）。今年组织了校内观摩研讨课、教研组长赴城东学校参观学习、

“江财梦，劳动美——附中教师说课比赛”，举办了财大附中第十一届“班级管理艺

术”研讨会、请省市名师来校讲座，组织 80 余名教师参加了不同层次的远程教育培

训等等。在省市业务竞赛中有 3 人次获奖，年内收获教研成果 10 余项，“运芳工作

室”经省教育厅认定为名师网络研修工作室，58 名在编专业技术人员提交调研报告

58 篇。通过多渠道多形式为教师搭建平台，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7.暑假组织附中部分教师到万安县，帮扶23所农村中小学300多名教师的培训，

得到了万安县及帮扶学校的高度赞誉。

8.严格内部管理，维护和谐平安。今年 2 月召开了财大附中二届三次教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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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民主管理。通过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岗位职责来全面规范管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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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落实安全工作，校园秩序井然。

9.我校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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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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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经典诵读《少年中国说》荣获南昌市比赛一等奖；童谣《梅岭下》参加财大

九十周年校庆表演获好评；我校小记者站再次荣获南昌市“十佳校园记者站”称号；

“体彩杯”江西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中荣获男子双打第二名、男子团体第六名；南

昌市中小学“我们的节日”小报评比、“中国梦、少年梦”主题演讲比赛、规范汉字

书法竞赛、华人杯作文大赛等活动中，佳绩频传。

11.在财大校领导关怀下，更换了小学 18 个教室门、为教师办公室安装了空调、

中学教学楼南面地面硬化、更新了四楼多媒体教室的课桌椅等，进一步改善了附中

的办学条件，优化了育人环境。

(附中张俊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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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 榜

2013年度校属单位受上级部门表彰情况

获奖单位 所获荣誉 授予单位

统战部

全省侨联系统先进组织 江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2013年度全省统战工作党外干部工作先进单位 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

民建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荣获全省先进基层组

织
民建江西省委员会

工会

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 全国厂务公开协调小组

江西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位 江西省厂务公开领导小组

全省教育系统工会《知识女性与实现中国梦》论

文征集评选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工会

全省教育系统工会《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知识竞赛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工会

学工部（处）、

团委、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

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校级优秀组织奖

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组委会

2012—2013 年度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优秀

等次项目办

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

目管理办公室

新长城---彭磷基助学基金十周年优秀执行团队 中国扶贫基金会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江西省

教育厅

全省五四红旗团委 共青团江西省委

第一届全省高校辅导员职业技能竞赛（本科组）

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厅

2013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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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明办、

江西省教育厅、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省学生联合会

学工部（处）、

团委、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

江西省第四届大学生舞蹈比赛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

“关注海洋、爱我海疆”江西省大学生国防教育主

题征文活动单位组织奖

江西省国防教育办公室、江西省

教育厅、共青团江西省委

校友办、共建办 《江财人》荣获江西省优秀连续性内部资料三等奖 江西省新闻出版局

教务处

第十三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组织奖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江西省首届高校创业指导课程教学大赛优秀组

织奖
江西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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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所获荣誉 授予单位

研究生院 2013年江西省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人民政府

学位委员会

财务处 全省教育系统财会人员全员培训工作优秀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离退休人员工

作处

五好基层关工委先进集体 江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全省老干部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 中共江西省委老干部局

继续教育学院 江西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进主考学校
江西省自学考试委员会、江西省

教育厅

MBA学院 EMBA项目荣获“CHINA EMBA TOP20”

中国市场最具领导力 EMBA 评选

组委会、品牌时代国际传媒、

EMBA时代网站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江西省

教育厅

2013年江西省情教育教学先进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团委荣获学雷锋暖童心爱心字典捐赠行动宣传

奖

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江西省学生联合会

团委荣获 2013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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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明办、

江西省教育厅、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省学生联合会

团委荣获全省高校第四届学生社团文化艺术节

优秀组织奖

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学生联合会

暑期赴瑞金法律宣讲服务团荣获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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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明办、

江西省教育厅、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省学生联合会

教学管理部荣获全国大学英语竞赛优秀组织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工商管理学院

绿派社荣获“青年人·中国梦”2013全国大学生社会实

践评选活动优秀团队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人民日报政

文部、人民网

绿派社重金属排污服务队荣获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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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明办、

江西省教育厅、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省学生联合会

会计学院

赴内蒙“我的中国梦 生态环保”沙产业调研服务

团荣获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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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明办、

江西省教育厅、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省学生联合会

金融学院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江西省

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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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所获荣誉 授予单位

第四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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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工商银行

杯”全国大学生银行产品创意设

计大赛组委会

江西省高校示范性党员活动室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信息管理学院 全省高校十个先进院系团委
共青团江西省委学校部、江西省学

生联合会办公室

体育学院
2013—2014 CUBA 李宁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江

西“江西现代学院杯”赛区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厅

《当代财经》

杂志社

《当代财经》2013 年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推荐为“百强报刊”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摘自 OA 系统）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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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人事处、党校 国际学院 宣传部、新闻中心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2013年度嘉奖单位

法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 金融学院 会计学院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科研处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当代财经》杂志社

党委学工部（处）、团委 档案管理中心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海外教育中心、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教务处、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校友办、共建办 招生就业处

纪委、监察、审计处 工会 后勤保障处

2013年度综治工作先进单位

党办、校办 宣传部、新闻中心 学工处、团委 教务处 研究生院

财务处 国际合作和交流处 保卫处 国际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档案管理中心 法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会计学院 经济学院

金融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 医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中心 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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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教学十佳”

周 林（工商学院） 崔爱平（工商学院）

饶文军（工商学院 胡少勇（金融学院）

陈运生（法学院） 王南（外国语学院）

张萍萍（外国语学院） 李苏云（艺术学院）

舒小坚（艺术学院） 黄善东（会计学院）

2013年度主干课程金牌主讲教师

工商管理学院： 崔爱平 饶文军 周林 余可发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万谊娜 熊小刚

会计学院： 程淑珍 刘淑华 黄善东

国际经贸学院： 陈琦

经济学院： 胡德龙

金融学院： 胡少勇

统计学院： 李燕辉

信息管理学院： 严淑梅 李杰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何尤刚 汪忠列

法学院： 陈运生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党建武 蒋娜

外国语学院 ： 王南 孙斐斐 钟淑敏 张萍萍 刘莉琼

人文学院： 龚贤 朱彬钰 蔡前

艺术学院： 李苏云 舒小坚

体育学院： 彭永善 熊建萍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冉新

2013年度“青年教师教学奖”

万谊娜（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燕辉（统计学院）

朱彬钰（人文学院） 蔡前（人文学院） 熊建萍（体育学院）

第五届师德标兵称号

尹忠海 李汉国 李海东 李 霜 张仲芳

冷玉芳 邹秀清 邹艳芬 彭小燕 温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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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十大优秀研究生导师”

胡宇辰（工商管理学院） 张 蕊（会计学院） 许统生（国际经贸学院）

王小平（经济学院） 胡援成（金融学院） 李海东（统计学院）

陶长琪（信息管理学院） 邹秀清（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蒋悟真（法学院） 周书俊（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3年度 “科研十强”

万树平（信息管理学院） 方宝璋（会计学院）

肖建华（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易剑东（体育学院）

邓国华（统计学院） 黄和平（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邹秀清（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孔凡斌（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黄 健（信息管理学院） 戴利云（软通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3年度“青年教师科研五强”

刘德喜（信息管理学院） 詹新寰（体育学院） 何 炜（工商管理学院）

潘 丹（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李 民（艺术学院）

2013年度“服务十优”

刘操 廖勇勇 肖慜 王智明 周海燕 许桂芳 赵磊 张鹏 周子剑 刘丽芳

2013年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一、先进单位

经济学院 统计学院 金融学院

二、先进个人

卢建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吴昌南 产业经济学院 文晓玲 法学院

余新培 会计学院 庄 凯 MBA学院 尹朝华 工商管理学院

2013年度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优秀单位

工商管理学院 金融学院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 人文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 统计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 法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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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先进单位

会计学院 体育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协同创新中心

《当代财经》杂志社 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高等教育研究所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摘自校 OA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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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一月

2 日晚, 千余名师生参加零点升旗仪式，喜迎 2013 年新年。

3日下午，我校 2013 年度国家课题申报动员暨表彰大会隆重召开。江西省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祝黄河，校长王乔，副校长蒋经法，校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援成等

出席会议。首席教授、各教学学院院长、科研副院长、学术骨干、专职研究机构负

责人，以及相关行政部门负责人等 1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4 日上午，比利时阿德维德大学生根特学院商学院院长 WilliamVan Vooren 及

国际项目主管 Griet Naeyaert 和 Hilde Eeckhout 来我校访问。王乔校长在学校迎

宾厅会见了外宾。

6 日上午，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评估验收专家组顺利完成对我校国家级经

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现场验收评估工作。

7日下午，我校召开 2013 年第一次学校工作会。

8 日上午, 我校举行省高校高水平学科中期检查汇报会。根据江西省教育厅的

统一部署，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艳国、省教育厅财务处处长胡军、省学位办调研

员王俊、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永红、南昌航空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

院长李康平、江西理工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处长刘飞飞、我校高等教育研究

所谭光兴教授、省学位办何元琴同志组成的专家组一行 8 人，对我校应用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3 个省“十二五”高水平学科进行中期检查。

8日下午，我校举行了 2012 年度网络教学与信息门户推广工作会议。

13 日，著名经济学家、化学家，有着“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之称的温元凯教授

莅临我校 MBA 学院第八届新春年会，主讲《十八后中国经济走势》。

18 日上午，我校离退休老同志 2012 年度工作情况通报会在校招待所举行。

二月

5 日，共青团江西省委十四届七次全会在南昌召开。会议对江西财经大学团委

等 2012 年度工作突出的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我校团委连续第八次获得“全省共青

团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8 日中午，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肖华茵代表学校和全体留校学生、外

籍教师、青年教师一起共吃“团圆饭”，欢庆春节。

26 日，省委省政府考核组来我校检查考核党风廉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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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3 日上午，我校教职工迎校庆 90 周年健步走全民健身启动仪式在蛟桥园北区崛

起广场举行。校领导王乔、易小明、卢福财、蒋金法出席启动仪式。

5 日上午，在全国上下积极学习“十八大”和两会精神之际，我校新学期学生

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在蛟桥园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1 室召开。

7 日上午，校财经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蛟桥园南区第一会议室召开，财经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校长王乔，副组长、副校长蒋经法及财经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席

了会议。

12 日下午，我校党委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两会”精神。校领导班

子成员，党群部门主要负责人、各党总支书记参加了学习。会议由校党委书记廖进

球主持。

13 日下午，我校与江西省审计厅举行教育合作签约仪式。

14 日，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会长 Mark Spofforth 先生、

大中华区总监 James Lee、大中华战略发展总监王丽然一行应邀访问我校。

19 日下午，我校 2013 年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十一楼第二会

议室召开。

22 日下午，我校八届三次教代会暨工代会在蛟桥园北区国际学术报告厅举行。

25 日下午，2013 年全省高校审计工作会理事会议在我校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三

会议室召开。

28 日下午，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庞元正到我校作十八大精神宣讲辅

导报告。校党委中心组成员和师生代表共 400 余人参加报告会。

30 日下午，中国国民党江西财经大学支部在校蛟桥园南综合楼第三会议室举行

第 7 次换届大会暨民革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成立大会。

四月

2 日，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副校长 Tony McGrew 教授，斯特拉斯克莱德大

学教授、我校客座教授陆懋祖一行应邀访问我校。

3日上午，学校 2013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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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上午，安徽财经大学校长丁忠明一行来我校就学科建设及研究生教育等内

容进行考察交流。校长王乔会见了丁忠明校长一行。

10 日，校党委宣传部筹办和组织的 2013 年宣传骨干培训班开班仪式在蛟桥园

南区综合楼第二会议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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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复旦大学竺乾威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唐任伍教授、国防科技大学沙基昌

教授、南京农业大学欧名豪教授、吉林大学张贤明教授一行五位专家对我校开展了

为期一天的 MPA 教学合格评估实地考察。

17 日上午，我校与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暨职业年金签约

仪式在南昌隆重举行。

17 日下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与江西财经

大学硕士预科项目签约仪式在南区综合楼十一楼第三会议室隆重举行。

19 日，财政部 2013 年共建工作联席会议在我校蛟桥园南区综合楼 11 楼第三会

议室举行。

19 日上午，团省委书记曾萍一行来我校调研服务大学生创业工作。团省委组织

部部长王成兵，团省委城青部部长汪剑莹，南昌团市委书记盛炜等随行调研。校党

委副书记王金华陪同调研。

19日下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副司长李月田一行 3人来到我校，

对我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及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实地调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刘

滇鸣副厅长随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南昌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昌市人才开发交流服务中心、南昌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处相

关负责人和人员出席了座谈会。

24 日下午，我校与上海商学院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在南区综合楼第三会议室

举行。江西财经大学校长王乔、上海商学院校长朱国宏及两校相关负责人出席仪式。

五月

5 日，我校举行 2013 年校园开放日活动。

5 日上午，以“中国梦，江财情”为主题的成人仪式在蛟桥园北区崛起广场举

行。

7 日下午，省政协主席黄跃金来到我校，就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调研。省

政协主席副主席汤建人，省政协秘书长肖为群，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龚林

儿、省政协办公厅副主任杨木生，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彭世东等

随同调研。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出席调研汇报会。

10 日，由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主办的“竞争法实施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际

研讨会在校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召开。韩国律村律师事务所卞雄载律师、香港岭南大

学林平教授、台湾大学法律学院黄铭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王晓晔教

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盛杰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中国政法大学

时建中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徐士英教授、南开大学法学院许光耀教授等

知名学者共 50 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12 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谢焕忠司长、葛华副司长，综合司宋德民副司长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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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彭世东等随同调研。校党委书记廖进

球，校长王乔，校长助理阙善栋、李良智等出席调研座谈会。

23 日下午，学校 2013 年毕业生工作会议在蛟桥园大学生活动中心 202 会议室

召开，校党委王金华副书记出席会议并讲话。

27 日下午，中央党校中央直属机关分校青干班赴南昌青山湖区调研小组一行 27

人，与江财学子进行座谈交流。

29 日下午，我校与东方航空公司江西分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在我校蛟桥

园南区综合楼 11 楼第三会议室举行。

30 日下午，全校 2013 年科研工作会议在南区综合楼十一楼第二会议室召开。

30 日下午，原江西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交通运输与物流协会名誉会长

黄懋衡一行，在江西省社科院钟群英研究员的陪同下，来我校信息管理学院考察调

研。

31 日下午，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团省委联合举办了“增强实现中国梦的

自信自觉”专题报告会，邀请省委副书记尚勇为全省大学生作主题报告。报告会在

我校设立了分会场。校领导廖进球、胡建华、易小明、蒋金法、杨建林、王小平、

阙善栋，党群行政教辅部门，科研机构主要负责人，各学院党总支负责人和学生代

表共 90 余人参加了会议；校长王乔率 40 名优秀学生代表赴南昌大学主会场聆听报

告会。

六月

6 月 2 日晚，由教育部、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主办的 2013 年“高雅艺术进校园”

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专场演出在我校麦庐园大礼堂举行。

3日上午，在南区综合楼第一会议室召开“2013-2015 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

发展专项资金建设规划”及项目申报工作布置会。会议由财务处召集，蒋金法副校

长主持。

5日上午，学校在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103 室召开了 2013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冲

刺会。

13 日上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与江西财经大学合作协议签约暨揭牌仪

式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三会议室举行。

17 日下午，江西财经大学举行新闻发布会。学校新闻发言人、党委宣传部部长

王金海就今年校庆 90 周年相关事项回答了校内外媒体记者的提问。

20 日下午，在我校校友、江西欧亚汽车集团执行总经理章新挺先生的力促下，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主任张宝颖一行 28 人来我校举行校企合作洽谈会暨

“应用型人才培养及就业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出席会议。

24 日，我校在蛟桥园北区学术报告厅举行了 2013 年征兵工作动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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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下午，华东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万明、校长雷晓燕一行来我校进行考察交流。

28 日下午，江西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彭世东一行五人来我校，

就部分高校党委书记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调研。

28 日上午，我校 2013 届毕业典礼在蛟桥园大礼堂隆重举行。

七月

1 日清晨，纪念建党 92 周年升旗仪式学生党员宣誓活动在我校蛟桥园崛起广场

举行。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易小明，校长助理王小平、阙善栋出席了活动。

6日以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和王乔校长带队分别对北京、上海、浙江、广西、

深圳、广州等地校友会进行了走访和看望。

9 日下午，省委副书记尚勇在我校召开调研座谈会，听取教职工对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建议。校党委书记廖进球简要汇报了我校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体情况；校长王乔围绕学校发展中突出问题作了简要汇报。

11 日，学校领导班子成员集中在南区综合楼 11 楼第一会议室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校领导班子专题学习会。

13 日上午，共青团江西省委副书记伍复康来到我校暑期“三下乡”中洲团驻地

考察指导。共青团江西省委农青部部长刘雅琴、校团委书记习金文随同考察。

15 日，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学工部部长郑赟、校团委书记习金文及江西电视

台记者一行前往我校暑期“三下乡”丰城村长助理服务团驻地考察指导。

31 日上午，以省教育厅巡视员周金堂为组长，省司法厅原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廖春勤为副组长的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十六督导组一行六人来我校督

查指导。

八月

6 日，我校召开了全校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征求意见教师代表座谈会。

7日，我校召开了全校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征求意见学生代表座谈会。

7 日上午，校党委书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廖进球同志

应约接受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和江西电视台联合采访。根据“两台”记者提问，廖进

球着重介绍了我校教育实践活动的进展情况、显著特色以及下一步工作部署。

16 日，国家自然基金科学基金委网上公布了 2013 年度国家自然基金立项资助

情况，我校共获得 30 项立项资助，资助经费为 1053.2 万元，其中集中受理期申报

的 102 项中，立项 29 项，立项资助率为 28.43%。

22 日下午，在圆满完成全部学习培训项目后，我校 2013 年领导干部“弘扬井

冈山精神与学校创新发展”专题学习培训活动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落下帷幕。

24 日下午，由江西财经大学主办，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的省发改委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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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江西财经大学金融专题研修班在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二楼会议室隆重举行开班典

礼，省发改委办公室周莹副调研员等 50 人将在我校接受为期 5天的金融专题培训。

开班典礼由学院书记陈荣教授主持，副校长、博士生导师蒋经法教授及省发改委干

部教育培训中心胡和平主任出席了典礼。

九月

2 日下午，学校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三会议室召开迎新工作协调会。

2日，党委书记廖进球通过座谈会、入户走访等形式深入青年教师、民主党派、

在校学生和离退休老同志中详细了解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认真征求他们

对改进学校各项工作的意见建议。

3 日，校长王乔一行到工商管理学院开展调研工作，并与学院领导班子进行座

谈。

7日上午，卜基田校友感恩母校奖教金捐赠仪式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举行。

7 日上午，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前往三校区检查迎新工作，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

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随同检查。

10 日上午，2013 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麦庐园运动场举行。

10 日，省委书记强卫来我校开展调研并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慰问教师代表。

10 日下午，我校在南区 11 楼第 3 会议室举行庆祝教师节暨“三育人”座谈会。

12 日下午，校党委召开第 17 次党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我校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查摆问题工作情况。省委副书记尚勇全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省

委第十六督导组的全体成员出席了会议。

14 日-21 日，王乔校长率团出访墨西哥、巴西高校。科研处处长匡小平教授、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院长蔡升桂教授陪同出访。

21 日上午，我校 2003 级产业经济学博士班 20 多名校友聚首母校举办入学十周

年师生座谈会。

21 日-28 日 ，校党委书记廖进球率团访问意大利、西班牙高校。党办、校办主

任袁雄、统计学院院长罗良清、校友办副主任郭庆丰及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曾剑平陪

同出访。

24 日，我校 2013 级新生军训总结表彰大会在田径场隆重举行。

24 日，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陈金印、江西农业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曾志将、江西

科技师范大学研究生部主任易萍、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处长陈江鸿、九江学院

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王殿元、江西省政府学位办主任科员叶国光组成的专家组一行

6 人，对我校公共管理、法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

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 7 个省“十二五”重点学科（示范性硕士点）进行中期检查。

副校长蒋金法，副校长易剑东，人事处、财务处、科研处、图书馆等职能部门负责

人，各省重点学科（示范性硕士点）所在学院的院长、分管副院长、研究生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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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全体人员参加汇报会。

26-28 日，第九届和谐人机环境联合学术会议（HHME2013）在南昌召开。此次

联合学术会议由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多媒体专业委员会、中国计算机学会多媒体技

术专业委员会、中国计算机学会普适计算专业委员会、ACM SIGCHI 中国分会、中国

自动化学会计算机图形学和人机交互专业委员会、中国计算机学会人机交互专业组

等共同发起和主办，由江西财经大学承办。

29 日下午，我校 2013 年就业工作会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二会议室召开。

30 日上午，经学校研究，组织人事部门召开海外人才座谈会。校长王乔、党委

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易剑东、校长助理李良智出席会议。副校长易小明主持会议。

30 日上午，我校举行校史馆、博物馆揭牌仪式，校长王乔，知名校友、上饶市

国税局副局长曾耀辉共同为两馆揭牌，至此，学校校史馆、中国税票博物馆向师生

开放。

十月

1 日清晨，我校在崛起广场隆重举行升旗仪式，军校合作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

64 周年。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蒋金法，校长助理王小平、阙善

栋出席仪式。我校蛟桥园校区近 2000 名师生参加仪式。

2日，我校 89 级校友毕业二十周年联谊会在蛟桥园区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 200 多名 89 级的本科校友重返母校。

2日上午，89级证券班毕业20周年活动之庆贺母校九十华诞捐赠仪式正式举行。

89 级证券班代表桑自国向学校捐赠“华尔街牛”石雕 1座。

8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专程拜会了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

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

10 日晚，招商银行南昌分行在我校隆重举行“梦工场——与招行共成长”实习

基地计划宣讲会。招商银行南昌分行副行长沈彬、人力资源部总经理高翠芳，江西

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招生就业处处长罗锐等出席。副校长易剑东和副行长沈彬

分别在会上致辞。

11 日下午-13 日下午，校领导班子召开了为期两天半的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

生活会，省委副书记尚勇参加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12日上午，团省委学校部调研组赴我校开展学校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调研。

12 日，商务部研究院、江西财经大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我校蛟桥园南区综合

楼 11 层第二会议室举行。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我校校长王

乔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开展长期的国际经贸发展战略合作研究。副校长蒋经法主

持签约仪式。

12 日，由我校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办，产业经济研究院、中国工业经济杂志

社、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当代财经杂志社共同协办的“全国阶梯电价理论与政策



467

研讨会” 在我校招待所四楼会议室隆重举行。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家发改委

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华北电力大学、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工业和

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等单位的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校党委书记廖

进球教授代表学校致欢迎词。

14 日上午，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召集迎接校庆 90 周年工作协调会并

作重要讲话。

15 日下午,欢庆穆斯林同胞盛大节日——古尔邦节仪式在蛟桥园北区大学生孵

化中心隆重举行。

15 日，副省长李炳军来到我校，就学校对江西省城镇化规划问题的研究情况开

展调研。省政府副秘书长叶磊，省发改委副主任李志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

长曾绍平陪同调研。

17 日上午，我校第 33 届体育运动会在校蛟桥园田径运动场隆重举行。

19 日上午，我校承办 2013 公共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研讨会。

19 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莅临我校经济学院，

在蛟桥园北区综合楼八楼会议室做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学术讲座。讲座由校

长助理王小平教授主持。

20 日，我校 90 周年校庆系列科研活动“全国高校体育暨体育学科建设高峰论

坛”在麦庐园体法楼模拟法庭隆重召开。

20 日上午，我校在蛟桥园举行广东校友会向母校赠送 1 座“五羊砚屏”的捐赠

仪式，蒋金法副校长代表学校接受捐赠礼物并颁发捐赠证书。

20 日晚，我校第二十四届学术节开幕式在麦庐园大礼堂隆重举行。

21 日，我校召开会议，通报 10 月 11 日下午至 13 日下午校领导班子教育实践

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省委第十六督导组副组长、省司法厅原党组成员、纪检

组长廖春勤，第十六督导组成员曾兆昕、叶定东出席会议。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出席

会议并讲话，党委副书记胡建华主持会议，王金华作情况通报。

22 日上午，省委副书记尚勇亲临我校视察指导工作。

23 日，学校深圳校友会 93 届研究生向母校捐赠 10 万元，为学校 90 周年华诞

献礼。学校深圳校友会向母校捐赠人民币 10 万元，用于支持母校建设和发展。

23 日，学校 84 级统计学专业校友、北京中视东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高

素梅向学校捐赠人民币 1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学校教学科研工作。

23 日，学校 79 级会计学专业校友、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向母

校捐赠人民币 100 万元，用于支持学校建设发展。

23 日，学校 81 级工业经济专业校友、科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跃文向母校

捐赠人民币 100 万元，用于支持学校建设发展。

23 日，学校 83 级基建财务信用专业校友、北京抱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卜基田向母校捐赠人民币 100 万元，支持学校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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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81 级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校友、中国瑞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

明向学校捐赠人民币 1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学校教学、科学技术与研究、对外交

流、文化传播、校园建设等方面。

23日下午，由我校 2001 级春季 MBA 班校友编撰、江西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MBA

精英人物风采录》文集赠书仪式在学校举行。

各地校友会向母校捐赠礼物，上海校友会向母校捐赠价值不菲，寓意深刻的汉

白玉桃李芬芳雕刻艺术品一座。四川校友会向学校捐赠校庆礼物——“中华国宝图”

屏风。河南校友会向学校捐赠校庆礼物——汴秀屏风。厦门校友会向母校捐献石狮

一对。职业技术学院校友会向学校捐赠校庆礼物——“醉翁亭同乐图”屏风。

25 日，2002 级产业经济博士班向母校捐赠“奔马石雕”。

25 日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亲切会见了我校校友代表并与大

家进行了座谈，副省长朱虹会见时在座，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参加了座谈

会。

25 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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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应邀回到母校，为母校师生作了一场题为“会计职业的未来发展”的精彩讲座。

25 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氢弹理论开拓者之一，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哲

学、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何祚庥莅临我校讲学，在蛟桥园北区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一楼报告厅作了题为《建立“科技×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新”

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蒋金法副校长主持。

25 日上午，吉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金硕一行来到我校，就人才队伍建设、学科

建设、国际化办学以及招生就业情况进行交流，座谈会在蛟桥园南区 11 楼第一会议

室举行。

25 日上午，王晓峰担任江西财经大学客座教授礼聘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麦庐校

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大会议举办。

25日,我校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孔凡斌教授主持完成的 2013 年江西省软

科学研究重大招标项目《江西生态优势向经济效益转化的对策研究》主报告在江西

省科技厅主办的《科技创新前沿》2013 年增刊（2）刊发，并于 10 月 10 日获江西

省人民政府朱虹副省长批示。

25 日，学校 2006 级 MBA、首届 EMBA（09 级）陈建钢、江财 EDP 总裁六期黄晓

宇校友企业财购集团向母校捐赠人民币 20 万元，设立“财购创业创新奖学金”支持

学校创新创业发展建设。

26 日，社会知名爱心企业家、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绍文向学校

捐赠人民币 1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学校教学、科学技术与研究、对外交流、文化

传播、校园建设等方面。

26 日上午，江西财经大学建校 90 周年纪念大会在蛟桥园北区田径场举行。财

政部原部长刘仲藜，中国科学院院士、学校顾问何祚庥，教育部原副部长、学校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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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周远清，原财政部教育司司长张玉泰，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副司长何振国，江西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秉发，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谢茹校友、胡幼桃校友，省政协副主

席孙菊生校友，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志雄校友，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马潞生

校友，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政治部主任、少将吴淞荣校友，中国人民大学党

委常务副书记牛维麟、江西抚州市市委书记龚建华校友、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

副院长梅黎明校友、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京校友、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赖小民校友、中国建设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总裁毛裕民校友，以及

美国纽约理工学院校长 Edward Guiliano（爱德华 朱利安诺）、东北财经大学校长

李维安、南昌陆军学院院长黄新炳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校党委书记

廖进球主持大会,校长王乔在会上致辞。

26 日上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晓求来校讲学。

26 日下午，“创新创业与人才培养高端论坛”在我校蛟桥园北区学术交流中心

举行。

26 日下午，我校发展基金会揭牌仪式在学校蛟桥园南区第三会议室隆重举行。

27 日，我校 1984 级审计专业校友、北京博瑞莱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小清向学校捐赠人民币 100 万元，用于支持学校教学科研、对外交流、文化传播、

校园建设等方面。

29 日上午，由我校承办的省发改委 2013 年江西财经大学第三期机关干部统计

及经济理论专题研修班举行开班典礼。

30 日上午，我校与江西省财政厅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在学校蛟桥园南区

第三会议室隆重举行。

31 日下午，应学术活动周组委会和我校科研处邀请,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博

士生导师于立教授在研究生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反垄断与政府规制——法律经济

学的视角”的学术报告。省社科联副主席吴永明出席。副校长蒋经法教授主持报告

会。

十一月

2 日，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 CFO 高端论坛暨校园专场招聘会在蛟桥园北区大礼

堂隆重举行。

2 日，“第二届白鹿洞讲坛暨江西省管理学会 2013 年年会”在我校举行，来自

省内外高校和企业界的 60 余位专家莅临会议。

2 日上午，由我校主办，艺术学院承办的第四届中国艺术与设计高端论坛在南

区综合楼开幕。

2日上午，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 2013 年年会在我校开幕。

2日下午，第六届江西省 MBA 培养高校工作交流会在我校举行。

3 日上午，江西财经大学上海校友会国际经贸学院分会在上海宝燕壹号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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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会。校长助理阙善栋、国际经贸学院院长袁红林、招生就业处处长罗锐、上海

校友会会长康志强等应邀出席联谊会。

6 日上午，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念沙博士客座教授礼聘仪式

暨全球竞争力下的央企成长学术报告会在蛟桥园北区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校长

王乔教授为其颁发客座教授聘书。

6 日下午，教育部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土地资源

管理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学院）院长欧名

豪教授应邀来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作了题为“城乡统筹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学

术讲座。

7 日下午，在校保卫处和经济学院的联合承办、组织下，经开区消防大队武警

官兵走进江西财经大学，和现场近千学生共同举行大型消防演练活动。

8 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来校，

给全体法学院师生带来一场学术盛宴。

8日，昌北片区高校 2013 年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集中宣讲教育报告会在我校开

讲。

8 日上午，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携学工处处长郑赟、校团委书记习金文，学工

处副处长段远鸿、刘志蓉等一行来到巡回现场办公第四站经济学院，并在此主持召

开现场办公会。

6 日-8 日，应工商管理学院和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邀请，香港理

工大学黄旭教授访问我校。副校长蒋金法会见了黄旭教授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胡宇辰、

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杨杰就共同推动 DBA 博士学位项目的可行

性、合作研究以及互访等重要议题与黄旭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流，达成了四项合作

研究共识，进一步巩固了互信互助、长期合作的关系。院长胡宇辰教授为其颁发客

座教授聘书。

2 日-9 日,党委副书记王金华一行应邀访问了英国斯克莱德大学和法国雷恩高

等商学院，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心调研员陈曦、《当代财经》杂志社副社长魏琳和外

国语学院刘琳红老师随行出访。

9日上午,由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科技厅、共青团江西省委主办，江西财经大

学承办的《江西省创意电子商务大赛》在我校国贸学院 3 楼会议室顺利举行。

9 日上午，由我校主办，艺术学院承办的“2013 第二届传统音乐高端论坛”在

南区综合楼举行。

11 日，由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办的“第十三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在

北京落下帷幕。我校教师获得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两项和优秀奖十一项的佳绩，这

是我校自参加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我校获全国二等奖以上课

件数量在江西省高校中排名第一。教务处获得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组织奖。

11 日上午，校长助理李良智和研究生院副院长陶春海到信息管理学院进行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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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信息管理学院全体班子成员及校首席教授徐升华、万常选、陶长琪参加了调

研座谈。

11 日，应外国语学院诚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

编陆建德来校讲学。副易剑东校长在讲座前会见了嘉宾，并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

了交流。

12 日，我校 1979 级工业会计专业校友、上海建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桥学

院董事长周星增向学校捐赠人民币 50 万元，用于支持学校教学科研、对外交流、文

化传播、校园建设等。

12 日，为积极落实厅校战略合作协议精神，由省财政厅主办的第十二期县级财

政局长培训班在我校开班。省财政厅副厅长辜华荣、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等出席开

班典礼。

12 日，我校金融学海外学科带头人、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院长石劲博士等合作

的论文《Coinsurance Within Business Groups: Evidence from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in an Emerging Market》，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Management

Science》2013 年第 59 卷第 10 期。

12 日，我校在摄影艺术展中获得好成绩，其中学校摄影协会会长、校长助理王

小平教授的两幅作品获优秀示范奖，段长征等四位师生的作品获二等奖，吴阅华等

两位学生的作品获佳作奖，张志宏等五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罗敏等五位师生的

作品获入选奖。我校获得优秀组织奖。

12 日，副校长邓辉、教务处副处长徐旭川、教学建设科科长何金伟一行三人到

信息管理学院调研指导本科教学工作，学院首席教授万常选、党总支书记姜红仁、

副院长沈波、杨勇、万建香、曹小英、党总支副书记肖建文，数学与管理决策系主

任盛积良、数学与数量经济系副主任齐亚伟等参加了调研座谈会。

12 日上午，校长王乔到经济学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校长助理王小平，教

务处处长许基南、科研处处长匡小平随同调研，经济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各系主任

及教师代表参加了调研座谈。

12 日下午，我校召开建校 90 周年纪念活动总结会。

13 日，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2013 年年会上，我校副校长吴照云教授和李晶

老师合作的论文《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形成轨迹和发展路径》一文获得第五届蒋一

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论文奖。

13 日下午，江西理工大学温和瑞副校长携该校国际处及涉外办学相关部门负责

人来到我校调研。

14 日上午，王小平与应邀出席下午学生先进表彰会的企业家代表及获得企业家

奖助学金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座谈会。校学工处处长郑赟致欢迎辞并表达了对企业家

校友的衷心感谢。

14 日下午，森大国际总裁沈延昌莅临我校进行就业专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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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下午，我校学生先进表彰大会在蛟桥园北区礼堂隆重召开。

15 日，2013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博士后学术论坛在我校举行。

15日，江西省普通高校2014届毕业生专场就业洽谈会(财经类专场)暨我校2014

届毕业生冬季供需见面会在我校举行。

16 日，我校 EMBA 教育五年发展规划研讨会举行。

16 日-17 日，我校 1979 级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校友及部分家属近 80 人毕业 30 周

年后浙江杭州再次聚首。校长助理、校友办主任阙善栋，统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涂

远武和 1979 级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班班主任翟业亿老师参加聚会。

18 日下午，以东华理工大学副校长李德平为组长的全省高校安全工作评估检查

组一行 5 人来校检查工作，校领导胡建华、王金华、易小明、蒋经法、杨建林、王

小平、阙善栋出席汇报会，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在会前接见了检查组一行，校党委副

书记王金华代表学校汇报工作，汇报会由校务委员陈建南主持。

19 日上午，省委宣传部人才培训处副处长吴寒冰、应艳琦代表省委“赣鄱英才

555 工程”专项办公室来我校走访调研，对我校第一、二批赣鄱英才入选人员人文

社科类的资助项目情况进行考察，同时广泛征求入选人员对“555”工程的意见建议。

20 日下午，校长王乔主持召开我校高层次人才座谈会。副校长易小明、蒋金法

出席座谈会。

20 日下午，九江学院副校长杨耀防一行来到我校党委宣传部进行调研。我校纪

委书记杨建林会见了杨耀防一行，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主持召开座谈会。

21 日上午，校长王乔到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财务处处

长汪宗亮、党办校办副主任韩国玉、教务处副处长吕晓梅、科研处副处长史言信随

同调研。

21 日上午，江西省科技厅社会发展科技处李文信处长、刘清梅副处长一行 6人

莅临我校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调研。

21 日下午，2013 年江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江西融入

“美丽中国”建设发展战略研究》开题论证会在我校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学术报

告厅召开。

22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 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第二批）立项课题名单，我校副校长吴照云教授主持申报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管

理思想通史》成功获得立项，成为江西省工商管理学科首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2 日，《2012 年江西财经大学年鉴》编印完成。

23 日上午，我校第二十四届学生学术节模拟板块集中展示开幕式。副校长蒋金

法、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税局副局长张三英等领导应邀出席了本次开幕式。

22 日-24 日，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带队，图书馆馆长蒋岩波、校园建设处处长肖

兴富、张丹等一行四人前往宁波，参观了浙江海洋学院新校区图书馆，与宁波建筑

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设计人员共同讨论了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的初步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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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上午，2013 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在蛟桥园北区学术报告厅隆重举

行。

25 日下午，校领导王金华、易小明、蒋金法、杨建林、李良智，校务委员邹传

教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七楼组织部会议室，就年度考评方案的修订展开充分的讨论。

25-26 日，欧盟研究和科技发展框架国际学术会议在我校召开。英国残奥理事

会委员 Dr. Ian Brittan、英国考文垂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Gerry Urwin 教授、英国

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主办的全球性体育管理赛事“运球帷幄”裁判 Dr. Thomas

Bason 等一行七人作为欧盟特邀嘉宾参加了本次会议。副校长易剑东教授出席了本

次会议并做了 “Ac-tivating the Greenbelts: Analyzing the Integration of

Garden Greenbelts, Residential Green Space and Sport Yard in China”的主

题演讲。本次会议由央视体育频道进行了报道，江西教育电视台还对副校长易剑东

教授进行了专访。

27日上午，上饶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王胜华率领党务工作考察组一行 4人来访。

师院党委组织部部长杨发建、党委统战部部长余龙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余启全随

同考察。我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主持召开座谈会，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处

长汪业军，党委统战部部长陈丽萍，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喻春龙参加了座谈交流。

27 日下午，副校长易剑东会见了日本冈山商科大学校长井尻昭夫和校长助理胡

勇彬先生二位的来访。

29日下午，我校与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举行。

22日至 29日,我校代表团在校长助理阙善栋的带领下应邀访问了美国威斯康辛

协和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 Wisconsin）和加拿大圣玛丽大学(Saint Mary’

s University)，档案管理中心主任李金云、国贸学院副院长刘振林和国际合作与交

流处肖镧随行出访。

30 日，由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产业经济学

研究生学术论坛在我校隆重召开。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蒋金法出席论坛开幕式并欢

迎辞。

十二月

1 日，第七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跨文化管理学术研讨会在

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我校作为研讨会发起单位之一应邀到会，副校长吴照云,工商

学院院长胡宇辰、副院长胡海波及师生代表参加研讨会。

3 日下午，江西财经大学与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在我校举行。

4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宣讲团成立。

5 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调研组来我校就部分重点项目资金投

入、使用和管理情况开展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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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上午，“电子商务税收征收问题研究”开题在我校举行。国家税务总局收入

规划核算司司长杨元伟主持开题报告会，江西省国家税务局副局长汤志水也到会指

导。副校长蒋金法、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春根、副院长杨得前作为开题报告

论证专家出席会议。校长王乔会见了杨元伟一行。

5日晚，我校第二十四届学术节闭幕式在蛟桥园大礼堂隆重举行。

6 日，中共江西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第三届“江西省突出贡献

人才”表彰人选名单。我校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蕊教授获此殊荣，成为本届 36

名入选人员之一，亦是我校继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胡援成教授后第二位入选“江西

省突出贡献人才”的人员。

6 日，2013 海峡两岸大学会计辩论邀请赛在我校蛟桥园北区国际学术报告厅举

行。

6日上午，我校中美合作培养 MBA 项目第十四期开学典礼在青山园报告厅举行。

7日，我校 2011 级 EMBA 论文答辩会在青山园校区顺利展开.

7 日晚，“喜迎九十华诞，颂歌献给江财”江西财经大学第二十九届“12•9”大

合唱在蛟桥大礼堂成功举办。

8 日，由共青团江西省委、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省统计学会

与我校共同主办，统计学院承办的江西省首届“华创杯”市场调查分析大赛落下帷

幕。

8日，2013 年“相约青春”三校联谊活动在梅岭恒茂森林海度假村隆重举行。

10 日下午，省委宣讲团成员、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教授到江西师范大学宣讲十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11 日，接赣人社字[2013]440 号文，继申报 2013 年度江西省博士后科研择优资

助项目取得喜人成绩后，我校博士后流动站吴伟军博士后（合作导师王乔教授）、王

忠诚博士后（合作导师卢福财教授）、唐健飞博士后（合作导师王乔教授）、贾珍荣

博士后（合作导师易剑东教授）、许晟博士后（合作导师曹元坤教授）等 5位博士后

荣获 2013 年江西省博士后日常经费资助。

12 日上午，由江西日报主办的“江西人文大讲坛”第四讲在江西日报大厦报告

厅开讲。副校长易剑东教授受邀以《三业（产业、专业、职业）匹配视野下江西高

等教育的选择》为题做了一堂精彩的报告。

13 日，2013 海峡两岸会计辩论邀请赛落幕。

13 日,我校一年一度的“江西财经大学网络优秀教师”评选复赛工作由计算机

实践教学中心精心策划组织，在南综合楼 501 举行。

13 日上午，校长王乔为大家带来一场题为“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

专题讲座，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专业视角解读，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

13 日下午,我校统一战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暨加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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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派、统战团体自身建设座谈会在南区综合楼党派活动室举行。

13 日下午，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第九次代表大会和江西财经大学第十七次学生

代表大会在蛟桥园北区礼堂隆重开幕。

16 日，协同创新中心两份报告获省长鹿心社和副省长朱虹批示。截止目前，协

同创新中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系列研究报告获得省领导批示共计 22 次。

16 日上午，以省教育厅副巡视员吕玉琪为组长的省社会管理综治委考评组一行

三人来我校考评 2013 年度综治工作。考评工作汇报会在学校蛟桥园南区第三会议室

举行，校领导胡建华、王金华、吴照云、易小明、蒋经法、易剑东、邓辉、王小平、

阙善栋、李良智,校务委员陈建南等出席，校属综治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校党

委副书记胡建华主持汇报会，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做工作汇报。

18 日，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率领宣传部、学工部（处）、团委等负责同志，远

赴小金县慰问我校首届支教团成员。抵达小金县后，胡建华一行来到城关二小，与

支教团志愿者亲切座谈。

18 日，我校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建设研讨会隆重召开。

18 日上午，我校老教授协会正式成立。

18 日上午，副校长蒋金法率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春根、副院长肖建华一

行 5 人来到江西省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拜会预算工委主任周山印先生。

18日下午，我校创业型人才培养工程特色项目结项汇报会在教务处会议室召开。

19 日，由我校教师史言信、胡海胜撰写的论文《实现江西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

深度融合的对策建议》（《发展改革研究》2013 年第 5 期）获得省长鹿心社和副省长

谢茹批示，并转省文化厅、旅游局阅研。

19 日下午，副校长易小明到麦庐园校区走访调研，先后走访了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艺术学院、外国语学院、体育学院、法学院、信息管理学院、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20 日下午，民进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举行“争先创优”主题教育活动。省政协

副主席、民进省委会主委汤建人，民进省委会副主委欧阳剑雄、秘书长陈洪萍等出

席，我校统战部长陈丽萍应邀出席活动。活动由我校副校长、民进主委邓辉主持。

22 日上午，副校长易剑东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体

育产业政策研究”（09ZD&054）结题鉴定会在北京成功举行。

21 日-22 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开办了成立以来第一个培训班：新进教师教学

规范培训班。副校长邓辉出席并讲话，来自全校各学院 56 位近三年新进教师参加了

培训。

23 日下午，校党委召开会议，就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工作进行

专题研究，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24 日，由人文学院院长邹勇文主持的吉安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招标课题的研

究成果《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做大做强吉安旅游产业》获得了省长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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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社批示。

24 日上午，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司副司长李兆宇一行对我校“节

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工作进行了实地评价验收。

25 日，由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教授和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吴志军教授、

徐斌副教授撰写的论文《对做好 2014 年我省经济工作的若干建议》（《发展改革研究》

2013 年第 11 期）获得省长鹿心社同志批示。

26 日，校纪委书记杨建林一行莅临青山园校区，对校区内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

进行现场调研。

26 日上午，图采中心组织召开了 2014 年度“信毅教材大系”教材选题评审会

议。会议由副校长邓辉主持，校长助理王小平、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审刘子馨及我

校“信毅教材大系”评审专家出席了此次会议。

26 日下午，我校召开 2013 年国际化办学推进会。

26 日下午，全省高校新闻发布工作座谈会在我校举行。

26 日下午，我校召开 2013 年国际化办学推进会。本次会议主题为“面向世界 赢

得未来”，旨在总结近年来我校国际化办学工作，不断提升我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推

进学校国际化再上新台阶。

27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三部委联合发布的

《关于全国工程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换届及更名的通知》（学位

[2013]43 号），明确了部分专业学位委员会更名、换届情况，我校副校长吴照云教

授继续担任第五届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27 日，我校 2011 级 EMBA 南昌班和广东班 60 多名学员顺利毕业获得硕士学位

并举行了 2011 级 EMBA 班“上善远行”毕业晚会。

27 日上午，我校 2013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蛟桥园北区网络信

息管理中心报告厅隆重举行。

27 日下午，校长王乔在校纪委书记杨建林，校长助理王小平的陪同下，对麦庐

园图书馆改造工程进行实地调研。

30 日上午，省总工会副主席、省教育工会主席柯进水带领省教育工会常务副主

席吴艳玲，副主席陈伟芳、刘永东一行到江西财大慰问困难职工代表。

30 日晚，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支持下，我校海归博士协会正式成立。副校长易

剑东出席成立仪式并讲话，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肖珑及近 20 位我校海归博士参加仪

式。

31 日上午，校工会举办教工“迎新年·校园健步走”活动，拉开了工会在新的

一年举办“江财梦·健康行”系列活动的序幕。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工会负责人

和各分工会代表及 200 余教职工参加了本次活动。

(档案管理中心黎荆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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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校级发文目录

序号 发文字号 公文标题

1 江财字[2013 ]1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举办“第十三届亚洲金融学年会”的请示

2 江财字[2013 ]2号 空号

3 江财字[2013 ]3号 关于承办“2013年海峡两岸大学会计辩论邀请赛”的请示

4 江财字[2013 ]4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恳请增拨 2012年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招生名额的请示

5 江财字[2013 ]5号 空号

6 江财字[2013]6号 关于调整我校MPA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7 江财字[2013]7号
江西财经大大学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秘书学等 7个本科专业挂靠相近专

业授予学士学位有关问题的请示

8 江财字[2013]8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2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的报告.

9 江财字[2013]9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设立江西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请示.

10 江财字[2013]10号 关于同意我校报废处置资产设备的请示

11 江财字[2013]11号 关于廖国琼等同志免职的通知

12 江财字[2013]12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

13 江财字[2013]13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请“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节能评估的请示

14 江财字[2013]14号
关于要求将我校“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列入省重点工程建设

的请示

15 江财字[2013]15号 关于解聘刘满凤同志职务的通知.

16 江财字[2013 ]16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请调整普通本专科招生计划结构的请示

17 江财字[2013 ]17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请列为“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申报单位

的请示

18 江财字[2013]18号 关于表彰2012年度江西财经大学“科研十强”和“青年教师科研五强”的决定.

19 江财字[2013]19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20 江财字[2013 ]20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请发放新进和职务职称晋升在编职工住房补贴的请示

21 江财字[2013 ]21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设立“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和新职业全省统一鉴

定”报考点的请示

22 江财字[2013]22号 关于授予孙瑛等 10位同志 2012年度“服务十优”荣誉称号的决定

23 江财字[2013]23号 关于给予党办校办校友办等 29个单位通报表扬的决定.

24 江财字[2013 ]24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请列为自学考试本科（专升本）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学

校的请示

25 江财字[2013 ]25号 关于调整我校中美、中澳合作培养MBA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

26 江财字[2013]26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举办 90周年校庆的请示

27 江财字[2013 ]27号 关于陈德萍博士学位论文涉嫌造假行为处理意见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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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文字号 公文标题

28 江财字[2013 ]28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确定 2013年普通本科招生计划的请示

29 江财字[2013]29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校园商业活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30 江财字[2013]30号 关于印发 2013年度《学校工作报告》的通知.

31 江财字[2013]31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国有资产管理领导小组的通知.

32 江财字[2013]3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职工继续教育管理办法》的通知.

33 江财字[2013]3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校园开放日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34 江财字[2013 ]34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主办“第十三届亚洲金融学年会”申请财政专项支持经费

的请示

35 江财字[2013]35号 关于调整校属部分机构的通知

36 江财字[2013 ]36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恳请增拨 2013年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招生名额的请示

37 江财字[2013]37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的报告.

38 江财字[2013]38号 关于陈建南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39 江财字[2013]39号 关于袁雄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40 江财字[2013 ]40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调整中美合作培养MBA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

41 江财字[2013 ]41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调整中澳合作培养MBA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

42 江财字[2013]42号 关于汪宗亮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43 江财字[2013 ]43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同意我校 2010级本科学生沈怡提前毕业的请示

44 江财字[2013 ]44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更改1996届专科毕业生邹瑾媚学历电子注册信息的请示

45 江财字[2013 ]45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补注册两名往届普通本专科毕业生学历电子注册信息的请示

46 江财字[2013 ]46号 上江西财经大学关于修改我校 2013届毕业生学籍信息的请示

47 江财字[2013 ]47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修改 2013届毕业生康晶晶、毛莉学籍信息的请示

48 江财字[2013]48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推荐省级精品课程的报告.

49 江财字[2013]49号 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钟秋香等 851名学生学士学位的请示

50 江财字[2013 ]50号 关于伍世安同志任职的通知

51 江财字[2013]51号 关于调整校庆工作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52 江财字[2013 ]52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报江西省 2013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的报告

53 江财字[2013]53号 关于章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54 江财字[2013]5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网球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办法》的通知

55 江财字[2013]55号 关于启用“江西财经大学档案管理中心”等 4部门印章的通知.

56 江财字[2013]56号 关于启用“江西财经大学科技金融研究中心”印章的通知

57 江财字[2013]57号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董事会成员的通知.

58 江财字[2013 ]58号 关于补注册我校 2004届普通本科结业生徐玉华学历电子注册信息的请示

59 江财字[2013 ]59号 空号

60 江财字[2013 ]60号 空号

61 江财字[2013]61号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招生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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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文字号 公文标题

62 江财字[2013]62号 关于调整校庆工作小组分管校领导的通知.

63 江财字[2013]63号 关于推进校院两级英文网站建设工作的通知

64 江财字[2013 ]64号 关于在江西财经大学设立“江西省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市场”的请示

65 江财字[2013]65号 关于刘灵同志任职的通知.

66 江财字[2013 ]66号 关于调整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请示

67 江财字[2013]67号 关于新增郭金丰等 97位同志为我校专业学位兼职硕士生导师的通知

68 江财字[2013]68号 关于新增王展祥等 55位教师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通知.

69 江财字[2013]69号 关于对我校闲置公务用车进行处置的请示

70 江财字[2013]70号 关于习金文同志任职的通知.

71 江财字[2013]71号 关于我校 2013届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情况的报告

72 江财字[2013]72号 关于同意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钟秋香等851名学生学士学位的请示.

73 江财字[2013]73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保密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74 江财字[2013]74号 关于要求调整我校公共管理硕士（MPA）收费标准的请示

75 江财字[2013]75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罗世华老师申请延长留学资格和免除语言培训的请示

76 江财字[2013 ]76号 空号

77 江财字[2013]77号 关于开立江西财经大学校园一卡通专用帐户的报告

78 江财字[2013 ]78号 空号

79 江财字[2013]79号 关于蒋悟真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80 江财字[2013]80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3-2015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建设项目

规划申请报告.

81 江财字[2013]81号
江西财经大学2013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建设项目申请书

及预算的报告

82 江财字[2013]82号 关于启用“江西财经大学网络信息管理中心”部门印章的通知

83 江财字[2013]83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增设六个普通本科专业的请示

84 江财字[2013]84号 关于启用“江西财经大学共建工作办公室”部门印章的通知

85 江财字[2013 ]85号 空号

86 江财字[2013]86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校园车辆管理办法》的通知.

87 江财字[2013]87号 关于申报 2014年增设专科专业的申请

88 江财字[2013]88号 关于开通我校中外合作办学在线账户的请示

89 江财字[2013]89号 关于我校部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毕业信息电子注册的请示

90 江财字[2013]90号 关于办理江西财经大学与英国林肯大学合作办学项目学位认证的请示.

91 江财字[2013]91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习勤同志涉嫌学术不端行为处理结果的报告.

92 江财字[2013]92号 关于公布江西财经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的通知

93 江财字[2013]93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94 江财字[2013]94号 关于创办《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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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江财字[2013]95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 2012-2013学年国家奖学金评审情况的报告

96 江财字[2013]96号 关于创办《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请示

97 江财字[2013]97号
关于请求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为江西财经大学 90周年校庆发送贺信

的报告

98 江财字[2013]98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 2012-2013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情况的报告

99 江财字[2013]99号 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自考）本科毕业生吴蒙等 513名学生学士学位的请示

100 江财字[2013]100号 关于申请提升学校内涵建设资金的请示

101 江财字[2013]101号 关于给予铅山县虹桥乡村资助的请示

102 江财字[2013]102号 关于申请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的请示

103 江财字[2013]103号 关于邀请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出席中国立法学研究会 2013年年会的请示

104 江财字[2013]104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工作报告

105 江财字[2013]105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情况报告

106 江财字[2013]106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在校生学年电子注册工作情况报告

107 江财字[2013]107号 关于 2013年专升本学生报到入学情况的报告

108 江财字[2013]108号 关于创办《发展改革研究》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请示

109 江财字[2013]109号 关于创办《发展改革研究》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的请示

110 江财字[2013]110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编制问题的请示

111 江财字[2013]111号 关于郑赟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112 江财字[2013]112号 关于补录我校 2009级博士研究生余长春录取信息的报告（与江财字 139号重复）

113 江财字[2013]113号 关于江西省人民人民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初审结果的报告

114 江财字[2013]114号 关于申报 2013年省级环保专项资金的请示

115 江财字[2013]115号
关于转发《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档案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的通知》

的通知

116 江财字[2013]116号 关于申报“财政网络舆情分析与引导平台系统”建设项目的报告

117 江财字[2013]117号 关于我校教师凌爱凡放弃国家公派访学的报告

118 江财字[2013]118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修改 2012级学生苏凯学籍信息的请示

119 江财字[2013]119号 空号

120 江财字[2013]120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梳理完善江西财经大学规章制度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121 江财字[2013]121号 关于对我校图文信息大楼初步设计方案进行审核的请示

122 江财字[2013]12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年度“服务十优”评选办法》的通知

123 江财字[2013]123号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付娟等 8名学生学籍注册的请示

124 江财字[2013]124号 关于我校 331名毕业生成人高等学历毕业信息补报注册的请示

125 江财字[2013]125号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2014届毕业生的情况报告

126 江财字[2013]126号 关于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更名的通知

127 江财字[2013]127号 关于补注册 9名学生学历电子信息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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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江财字[2013]128号 关于廖国琼职务聘任的通知

129 江财字[2013]129号 关于要求调整我校会计硕士专业学位（MPAcc）收费标准的请示

130 江财字[2013]130号 空号

131 江财字[2013]131号 关于同意我校购买进口免散瞳眼底照相机等眼科设备的请示

132 江财字[2013]132号 关于表彰二级英文网站建设先进单位的决定

133 江财字[2013]133号 空号

134 江财字[2013]134号 关于推荐两位教师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参加高校英语教师进修项目的报告

135 江财字[2013]135号 关于推进我校独立学院进驻共青城大学城工作的报告

136 江财字[2013]136号 关于非学历教育讲课酬金等发放标准的规定

137 江财字[2013]137号 关于核准江西财经大学章程的请示

138 江财字[2013]138号 空号

139 江财字[2013]139号 关于我校 2009级博士研究生余长春补学籍注册的请示

140 江财校友办字[2013]1号 关于成立《足迹?B江西财经大学校友风采录》编委会的通知

141 江财校友办字[2013]2号 关于做好我校 92届校友毕业 20周年返校相关工作的通知

142 江财阅字[2013]1号 党委书记廖进球在八届三次教代会暨工代会上的讲话

143 江财阅字[2013]2号 在江西财经大学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44 江财阅字[2013]3号
关于印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在 2013年领导干部专题学习班讲话

的通知

145 江财综合字[2013]1号 关于做好 2012年度文件材料归档工作的通知

146 江财综合字[2013]2号 关于调整《当代财经》、《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编委会成员的通知

147 江财综合字[2013]3号 江西财经大学博士后科研奖励办法（2013年修订稿）

148 江财综合字[2013]4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加强校友会（分会）工作的若干意见

149 江财综合字[2013]5号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教职工重大疾病医疗费用互助会管理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150 江财综合字[2013]6号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各单位档案工作分管领导及兼职档案员的通知

151 江财综合字[2013]7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办公室的通知

152 江财学位字[2013]1号 关于认定陈德萍博士学位论文作假的决定

153 江财学位字[2013]2号 关于授予 2013届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生苏妮等 4811人学士学位的决定

154 江财学位字[2013]3号 关于授予王林等 2013届研究生博士学位的决定

155 江财学位字[2013]4号 关于授予汤小芳等 2013届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决定

156 江财学位字[2013]5号 关于授予张志伟等 2013届研究生博士学位的决定

157 江财学位字[2013]6号 关于授予张静等 2013届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决定

158 江财学位字[2013]7号
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自考）本科毕业生吴蒙等 513名学生学士学位的

决定

159 江财监察字[2013]1号 关于聘任庄东泉等八位同志为校管理服务督查组成员的通知

160 江财继教字[2013]1号 关于表彰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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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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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

161 江财继教字[2013]2号 关于聘任黄敬等 45位同志为我校函授教育兼职教师的决定

162 江财继教字[2013]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自学考试本科（专升本）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实施

方案》的通知

163 江财审计字[2013]1号 江西财经大学内部审计办法

164 江财审计字[2013]2号 江西财经大学校属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165 江财审计字[2013]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审计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166 江财审计字[2013]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经济负责审计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的通知

167 江财财务字[2013]1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进一步严格财经纪律规范经费支出管理的若干规定

168 江财财务字[2013]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教育事业经费预算》的通知

169 江财财务字[2013]3号
关于转发《江西省省本级 2013年度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和执行政府采购

及国库集中支付有关事项的通知

170 江财校办字[2013]1号 关于学校 201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的通知

171 江财校办字[2013]2号 关于重新印发校属单位发文代码及文号界定的通知

172 江财校办字[2013]3号 关于公布《江西财经大学 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校历表》的通知

173 江财校办字[2013]4号 关于举行 2013届毕业典礼的通知

174 江财科研字[2013]1号 关于公布 2012年度校级课题立项的通知

175 江财科研字[2013]2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研究中心的通知.

176 江财科研字[2013]3号 关于完善和修改部分科研管理制度的通知.

177 江财科研字[2013]4号 关于公布第四批（2013年度）优秀青年学术人才支持计划入选名单的通知

178 江财科研字[2013]5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管理哲学研究中心的通知

179 江财科研字[2013]6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中心的通知

180 江财科研字[2013]7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美术研究中心的通知

181 江财科研字[2013]8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社科文献研究中心的通知

182 江财科研字[2013]9号 关于成立江西省高校新闻研究中心的通知

183 江财科研字[2013]10号 关于表彰 2013年度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单位的决定

184 江财函字[2013]1号 关于商调杨菁菁同志的函

185 江财函字[2013]2号 关于办理我校学生赴港实习入境签证手续的函

186 江财函字[2013]3号 关于在昆明五华博众教育培训学校设立函授教育辅导站的函

187 江财函字[2013]4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建议在菊圃路与富樱路交叉口设置交通信号灯的函

188 江财函字[2013]5号 关于在云南省昆明市设立函授教学辅导站的函

189 江财函字[2013]6号 关于核销我校赣M40665小轿车户头的函

190 江财函字[2013]7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麦庐园北区新建教学楼规划方案调整说明的函

191 江财函字[2013]8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请麦庐园北区新建 1#教学楼工程立项的函

192 江财函字[2013]9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请求对我校 22#学生公寓工程建筑质量验收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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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江财函字[2013]10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基础性研究课题和青年教师奖推荐

人选的复函

194 江财函字[2013]11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请蛟桥园留学生公寓竣工验收的函

195 江财函字[2013]12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 2013年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项目免费

指标分配的函.

196 江财函字[2013]13号 空号

197 江财函字[2013]14号
关于申请我校“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监测预警与政策模拟平台”采用单一

来源方式采购的函

198 江财函字[2013]15号 关于推荐第四届江西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委员的函

199 江财函字[2013]16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文培森同志信访事件的函

200 江财函字[2013]17号 关于推荐邓安太与建行江西省分行签定劳动合同的函

201 江财函字[2103]18号 关于协办我校蛟桥园校区专家公寓相关房产业务的函.doc

202 江财函字[2013]19号 关于袁雅宣信访事项调处情况的报告

203 江财函字[2013]20号 关于请求对我校 22#学生公寓工程建筑质量重新验收的函

204 江财函字[2013]21号 关于申请调整 2013级博士研究生徐艳录取专业的报告

205 江财函字[2013]22号 关于申请办理我校麦庐园北区新建 1#教学楼工程项目规划许可证的函.

206 江财函字[2013]23号 关于办理我校土地划拨证的函

207 江财函字[2013]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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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江财函字[2013]25号 关于恳请将我校联合招生列入本科一批层次招生的函

209 江财函字[2013]26号 关于同意我校教师高日光赴美访学延期的函

210 江财函字[2013]27号
关于请求将我校列为江西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相衔接

试点专业主考学校的函

211 江财函字[2013]28号 关于请求增加自学考试综合改革试点本科专业的函

212 江财党发字[2013]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213 江财党发字[2013]2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点.

214 江财研教字[2103]1号 关于调整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正常毕业科研学分条件的通知

215 江财研教字[2013]2号 关于表彰 2012年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216 江财研教字[2013]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考核方案》的通知

217 江财研教字[2013]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任职资格审核办法（2013年修订）》

的通知

218 江财研教字[2013]5号 关于修改博士生导师岗位津贴发放办法的通知

219 江财研教字[2013]6号 空号

220 江财研教字[2013]7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修订稿）的通知

221 江财研教字[2013]8号 关于“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 的检测及处理办法（修订稿）

222 江财研教字[2013]9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推荐2013年度江西省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立项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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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江财研教字[2013]10号 关于研究生优质课程立项的通知

224 江财研教字[2013]11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报 2013年度“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的报告

225 江财研教字[2013]12号 关于同意 2012级研究生孟鑫退学申请的决定

226 江财研教字[2013]13号 关于聘任研究生培养督导组成员的通知

227 江财研教字[2013]14号 关于同意 2012级研究生缪赟退学申请的决定

228 江财研教字[2013]15号 关于表彰 2010-2011年度校级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决定

229 江财研教字[2013]16号 关于新增杨飞虎等 25位同志为博士生导师的通知

230 江财研教字[2013]17号 关于聘任周加来等三位同志为我校兼职博士生导师的决定

231 江财研教字[2013]18号 关于 2013年博士研究生导师考核情况的通报

232 江财研教字[2013]19号 关于同意 2009级硕士研究生罗辉辉退学申请的决定

233 江财研教字[2013]20号
关于印发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副校长吴照云、校长助理李良智在

全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234 江财研教字[2013]21号 关于同意 2011级研究生陈翔退学申请的决定

235 江财研教字[2013]22号 关于同意 2012级研究生何孟东退学申请的决定

236 江财研教字[2013]23号 关于给予 2013级研究生陈倩退学处理的决定

237 江财研教字[2013]2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38 江财研教字[2013]25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十大优秀研究生导师评选办法》的通知

239 江财研教字[2013]26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与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的通知

240 江财职教字[2013]1号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1级通信技术专业陈鹏同学退学的决定.doc

241 江财职教字[2013]2号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0级会计专业马丹艳同学退学的决定.doc

242 江财职教字[2013]3号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12级酒店管理专业曾丹同学退学处理的决定.doc

243 江财职教字[2013]4号 关于给予职业技术学院 2012级酒店管理专业许水平同学退学处理的决定

244 江财职教字[2013]5号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2级市场营销专业鲁明波同学退学的决定

245 江财职教字[2013]6号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1级酒店管理专业常芳同学退学的决定

246 江财职教字[2013]7号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0级会计专业刘桂香同学退学的决定

247 江财职教字[2013]8号 空号

248 江财职教字[2013]9号 空号

249 江财职教字[2013]10号 空号

250 江财职教字[2013]11号 空号

251 江财职教字[2013]12号 空号

252 江财职教字[2013]13号 空号

253 江财职教字[2013]14号 空号

254 江财职教字[2013]15号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3级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刘成龙退学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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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江财职教字[2013]16号 空号

256 江财职教字[2013]17号 空号

257 江财职教字[2013]18号 空号

258 江财职教字[2013]19号 空号

259 江财职教字[2013]20号 空号

260 江财职教字[2013]21号 空号

261 江财职教字[2013]22号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0级会计专业李一凡退学的决定

262 江财党办字[2013]1号 关于召开校八届三次教代会暨工代会的通知

263 江财党办字[2013]2号 关于进一步精简公文简报及会议活动的实施意见

264 江财职称字[2013]1号 关于确定许才明等 26位同志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通知

265 江财职称字[2013]2号 关于聘任许才明等 26位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266 江财职称字[2013]3号 关于范桂英等 10位同志具备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通知

267 江财职称字[2013]4号 关于聘任范桂英等 10位同志担任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268 江财职称字[2013]5号 关于确定潘丹等 55位同志具备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

269 江财职称字[2013]6号 关于聘任丁可等 60位同志担任高、中、初级的通知

270 江财职称字[2013]7号 关于确定林青、张春晖两位同志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通知

271 江财职称字[2013]8号 关于确定黄先明等 11位同志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

272 江财职称字[2013]9号 关于聘任黄先明等 11位同志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273 专委会纪[2013]1号 2013年第 1次校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274 专委会纪[2013]2号 2013年江西财经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

275 专委会纪[2013]3号 江西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3年第 1次会议纪要

276 专委会纪[2013]4号
江西财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报考国家公务员学籍、档案处理有关问题会

议纪要

277 专委会纪[2013]5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体育运动委员会会议纪要

278 专委会纪[2013]6号 江西财经大学军训领导小组 2013年会议纪要

279 专委会纪[2013]7号 2013年第 2次校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280 江财基金字[2013]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81 江财党函字[2013]1号 空号

282 江财党函字[2013]2号 空号

283 江财党函字[2013]3号 空号

284 江财党函字[2013]4号 空号

285 江财党函字[2013]5号 空号

286 江财党函字[2013]6号 空号

287 江财党函字[2013]7号 空号

288 江财党函字[2013]8号 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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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江财党函字[2013]9号 空号

290 江财党函字[2013]10号 空号

291 江财党函字[2013]11号 空号

292 江财党函字[2013]12号 空号

293 江财党函字[2013]13号 关于提名刘金凤同志为江西财经大学工会主席候选人的函

294 江财党函字[2013]14号 关于提名吴太福同志为江西财经大学工会副主席候选人的函

295 江财党字[2013]1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加强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doc

296 江财党字[2013]2号 空号

297 江财党字[2013]3号 关于谢宪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doc

298 江财党字[2013]4号 关于表彰 2012年度综治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doc

299 江财党字[2013]5号 关于表彰 2012年度综治先进个人的决定.doc

300 江财党字[2013]6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民生工程安排意见.doc

301 江财党字[2013]7号 关于表彰 2012年度先进单位的决定

302 江财党字[2013]8号 空号

303 江财党字[2013]9号 关于免去徐翔等同志职务的通知.doc

304 江财党字[2013]10号 关于表彰 2012年度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doc

305 江财党字[2013]11号 关于表彰 2012年度优秀学生党员和先进学生党员的决定.doc

306 江财党字[2013]1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工表》

通知.doc

307 江财党字[2013]1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的通知.doc

308 江财党字[2013]14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方案.doc

309 江财党字[2013]15号 关于对部分机构调整的通知.doc

310 江财党字[2013]16号 关于下达校属各单位处级干部职数的通知.doc

311 江财党字[2013]17号
关于下达校属各单位非教学科研人员科级干部职数及科以下人员编制的通

知.doc

312 江财党字[2013]18号 关于邓辉等同志任职的通知.doc

313 江财党字[2013]19号 关于袁雄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doc

314 江财党字[2013] 20号 关于刘灵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doc

315 江财党字[2013]21号 关于对部分单位干部职数及人员编制调整的通知

316 江财党字[2013]22号 关于对杜江萍等人进行帮扶情况的报告

317 江财党字[2013]23号 关于欧阳康同志任职的请示

318 江财党字[2013]24号 关于破格提拔副处级干部的请示

319 江财党字[2013]25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320 江财党字[2013]26号 关于章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doc

321 江财党字[2013]27号 关于推荐肖华茵同志提拔交流使用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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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江财党字[2013]28号 关于推荐邓辉同志提拔使用的通知

323 江财党字[2013]29号 关于郑威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324 江财党字[2013]30号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325 江财党字[2013]31号 关于校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的通知

326 江财党字[2013]32号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江西财经大学2013年干部调整

工作总结.doc

327 江财党字[2013]33号
关于贯彻落实全省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的情况汇报.doc

328 江财党字[2103]3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网络舆情管理办法》的通知.doc

329 江财党字[2013]35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新闻发言人管理办法》的通知.doc

330 江财党字[2013]36号 关于调整部分非常设机构组成人员的通知.doc

331 江财党字[2013]37号 关于对省委常委会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情况的报告.doc

332 江财党字[2013]3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实施细则》的通

知.doc

333 江财党字[2103]39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实

施方案》的通知.doc

334 江财党字[2013]40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的通知.doc

335 江财党字[2013]4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深入开展“中国梦”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doc

336 江财党字[2013]42号 关于习金文同志任职的通知.doc

337 江财党字[2103]43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方面的情况汇报.doc

338 江财党字[2013]44号
关于调整校领导定点联系教学学院、基层党支部、民主党派和统战社团分

工安排情况的通知

339 江财党字[2013]45号 关于对我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doc

340 江财党字[2013]46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doc

341 江财党字[2103]47号
关于印发《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及

其办公室的通知》的通知.doc

342 江财党字[2013]48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集中解决“四风”问题专项调研活动的汇报.doc

343 江财党字[2013]49号 关于鲁决斌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doc

344 江财党字[2013]50号
关于在全校开展党政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接受和赠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

凭证问题专项治理活动的通知.doc

345 江财党字[2013]50号
关于启用“中国共产党江西财经大学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党总支部委员会”印

章的通知

346 江财党字[2013]51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教育事业统计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doc

347 江财党字[2013]52号 关于表彰 2013级军训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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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江财党字[2013]53号 关于表彰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征文活动优秀作品的决定

349 江财党字[2013]54号 江西财经大学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方案.doc

350 江财党字[2013]55号 对吴照云、易剑东和罗良清 3名同志的审核意见

351 江财党字[2013]56号 2013年度江西财经大学党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的报告

352 江财党字[2013]57号 关于印发《校领导与网民在线交流工作方案》的通知

353 江财党字[2013]5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的通知

354 江财党字[2013]59号 关于免去曹文利等同志职务的通知

355 江财党字[2013]60号 关于我校推荐金融专家到共青城市挂职锻炼的请示

356 江财党字[2013]6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升挂国旗管理办法》的通知

357 江财党字[2013]6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深化平安校园建设行动方案》的通知

358 江财党字[2013]63号 关于校党委班子成员党组织关系调整的通知

359 江财党字[2013]64号 关于退休教师欧阳在三向省委活动办反映问题处理结果的报告

360 江财党字[2013]65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方案》的通知

361 江财党字[2013]66号 关于开展 2013年度综治工作考核的通知

362 江财党字[2013]67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领导班子谈心谈话制度的通知

363 江财党字[2013]6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校领导调研暂行规定的通知

364 江财党字[2013]69号 空号

365 江财党字[2013]70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第九届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

的通知

366 江财党字[2013]71号 关于做好第九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

367 江财党字[2013]72号 空号

368 江财党字[2013]73号 空号

369 江财党字[2013]74号 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370 江财党字[2013]75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加强制度建设工作计划》和《江西财经大学开展“四

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371 江财党字[2013]76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度考评方案

372 江财党字[2013]77号 关于授予尹忠海等 10位教师第五届师德标兵称号的决定

373 江财党字[2013]78号 关于报送《江西财经大学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的报告

374 江财党字[2013]79号 关于夏贤锋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375 江财党字[2013]80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深化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376 江财党字[2013]8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3年工作总结的通知》

377 江财学工字[2013]1号 关于同意工商管理学院 2009级人力资源管理 2班学生傅梦珊退学的决定

378 江财学工字[2013]2号 江西财经大学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实施管理办法

379 江财学工字[2013]3号 关于印发第八届大学生创业技能竞赛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380 江财学工字[2013]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就业困难毕业生帮扶实施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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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江财学工字[2013]5号
关于开展2013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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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江财学工字[2013]6号 关于表彰 2012年度蛟湖博客“博客之星”和优秀博文的决定

383 空号

384 江财学工字[2013]8号 关于同意国际学院 2009级国际商务专业学生程法荣退学的决定

385 空号

386 江财学工字[2013]10号 关于表彰 2013年度“1%工程”获助学生的决定

387 江财学工字[2013]11号 关于表彰“江西财经大学第八届创业技能竞赛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388 江财学工字[2013]12号 关于表彰 2013届毕业生先进个人的决定

389 空号

390 江财学工字[2013]14号 关于表彰 2013年“江西财经大学新生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391 空号

392 江财学工字[2013]16号 关于同意工商管理学院 2012级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吴恩博退学的决定

393 江财学工字[2013]17号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2010级国际市场营销2班学生陈威舟记过处分的决定

394 江财学工字[2013]18号
关于对《江西财经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候选人附加分实施细则》进行补充

规定的通知

395 空号

396 江财学工字[2013]20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2014届普通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397 空号

398 江财学工字[2013]22号 关于表彰 2013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399 空号

400 江财学工字[2013]2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和特聘就业指导师评选

办法》的通知

401 江财学工字[2013]25号 关于表彰 2012-2013学年度本专科先进班集体标兵和先进班集体的决定

402 江财学工字[2013]26号 关于表彰 2012—2013学年度本专科学生先进个人的决定

403 江财学工字[2013]27号 关于表彰 2012—2013学年度“科瑞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404 江财学工字[2013]28号 关于表彰 2012—2013学年度“鼎汉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405 江财学工字[2013]29号 关于表彰 2012—2013学年度“洪银兴经济学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406 江财学工字[2013]30号 关于表彰 2012—2013学年度“岳向东奖学助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407 江财学工字[2013]31号 关于表彰 2012—2013学年度“兴业证券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408 江财学工字[2013]32号 关于表彰 2012—2013学年度 “上海校友会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409 江财学工字[2013]33号 关于表彰 2012—2013学年度“用友奖学助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410 江财学工字[2013]34号 关于表彰 2012—2013学年度“移动之星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411 江财学工字[2013]35号 关于表彰 2012—2013学年度“市政公用集团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412 江财学工字[2013]36号 关于表彰 2012—2013学年度“九江银行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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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江财学工字[2013]37号 关于表彰 2012—2013学年度“北京银行奖学助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414 江财学工字[2013]38号 关于表彰 2012—2013学年度研究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415 江财学工字[2013]39号 关于表彰第五届“泰隆之星”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416 江财学工字[2013]40号 关于表彰第二届“雁联之星”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417 江财学工字[2013]41号 关于公布第一届“森大助学金”获助学生名单的决定

418 空号

419 江财学工字[2013]43号 关于同意工商管理学院 2010级国际市场营销 2班学生匡包祺退学的决定

420 江财学工字[2013]44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招生推广活动实施办法（试行）

421 江财学工字[2013]45号 关于同意解除张金生等三位同学留校察看期的决定

422 江财学工字[2013]46号
关于表彰2013年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工作案例和辅导员优秀论文的

决定

423 江财学工字[2013]47号 关于表彰 2013年度蛟湖博客“博客之星”和优秀博文的决定

424 江财学工字[2013]48号 关于表彰“洪城商会奖助学金”获得者的决定

425 江财外事字[2013]1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卢福财副校长一行出访比利时、芬兰的请示

426 江财外事字[2013]2号 关于我校陈建南一行两人应邀赴台的请示

427 江财外事字[2013]3号 关于我校汪洋老师应邀赴台参加研讨会的请示

428 江财外事字[2013]4号 关于接收 KIM SUNGHUN等两名韩国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429 江财外事字[2013]5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廖进球教授一行出访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的请示

430 江财外事字[2013]6号 关于我校王吉文老师应邀赴台交流学习的请示

431 江财外事字[2013]7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曹文利一行赴美访问的请示

432 江财外事字[2013]8号 关于我校张晟老师应邀赴台参加论坛的请示

433 江财外事字[2013]9号 关于我校林昭秀等两位学生应邀赴台湾静宜大学交换学习的请示

434 江财外事字[2013]10号 关于我校高天童等三位学生应邀赴台湾实践大学交换学习的请示

435 江财外事字[2013]11号 关于我校陈荣一行赴台参加暑期交流活动的请示

436 江财外事字[2013]12号 关于接收 NATHAN JAMES LEE 等三十二位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437 江财外事字[2013]13号 关于我校续聘田中弘美等六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438 江财外事字[2013]14号 关于我校聘请大卫一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439 江财外事字[2013]15号 关于我校续聘詹姆斯等三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440 江财外事字[2013]16号 关于我校欧阳薇应邀赴台湾参加图书馆资源建设研讨会的请示

441 江财外事字[2013]17号 关于我校张皓然等 5位学生应邀赴台湾长荣大学交换学习的请示

442 江财外事字[2013]18号 关于我校聘请贾胡安等三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443 江财外事字[2013]19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王金华一行出访英国、法国的请示

444 江财外事字[2013]20号 关于接收 JOKINEN SANTTU OLAVI等十七名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445 江财外事字[2013]21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纪委书记杨建林一行出访美国、加拿大的请示

446 江财外事字[2013]22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蒋金法一行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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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江财外事字[2013]23号 关于毛雯钰赴台参加学习活动的请示

448 江财外事字[2013]24号 关于我校聘请安妮一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449 江财外事字[2013]25号 关于接收 JO RUNHEE等两名韩国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450 江财外事字[2013]26号 关于我校聘请约翰一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451 江财外事字[2013]27号 关于詹国华一行赴台进行学术比赛交流的请示

452 江财外事字[2013]28号 关于我校聘请马修一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453 江财外事字[2013]29号 关于我校聘请尼克一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454 江财外事字[2013]30号 关于我校聘请项东一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455 江财外事字[2013]31号 关于我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 LUA BOSCHMAN的请示

456 江财外事字[2013]32号 关于龚贤赴台参加学术会议的请示

457 空号

458 江财外事字[2013]34号
关于接收 CURTIS GEORGE FREDERICK等二十三位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

请示

459 江财人事字[2013]1号 关于公布 2013年度学校公派出国（境）研修（访学）计划的通知

460 江财人事字[2013]2号 关于聘任张昕竹为“产业经济学科”特聘教授的通知

461 江财人事字[2013]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规范处级以上干部、高级职称教师及其他专职教

研人员校外兼职的规定》的通知

462 江财人事字[2013]4号 关于表彰 2012年度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463 江财人事字[2013]5号 关于徐翔等同志职务解聘的通知

464 江财人事字[2013]6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职业年金方案》的通知

465 江财人事字[2013]7号 关于对经济学院邵国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466 江财人事字[2013]8号 关于校属单位内设机构调整的通知

467 江财人事字[2013]9号 关于同意黄苏珍同志辞去公职的批复

468 江财人事字[2013]10号 关于郑威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469 江财人事字[2013]11号 关于李敏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470 江财人事字[2013]12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新闻中心的通知

471 江财人事字[2013]13号
关于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罗江波老师违反劳动纪律及学院考勤管理失严情

况的通报

472 江财人事字[2013]14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通知

473 江财人事字[2013]15号 关于提高离退休人员“两节”慰问金发放标准的通知

474 江财人事字[2013]16号 关于对部分单位内设机构、科级职数及人员编制调整的通知

（党办、校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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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党委、校行政的重视下，在分管校领导吴照云副校长的关心指导下，我们

组织编写了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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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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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得到了校属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

感谢。

档案管理中心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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