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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以经济、管理类

学科为主，法、工、文、理、艺术等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财经学府。2008年 2月 6
日，温家宝总理与江西财大师生共度除夕，发表了重要讲话，并称赞说：“你们学校

是所很好的学校”，激励着学校永葆奋斗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办学历史：江西财经大学的前身为 1923年秋创办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1958
年成立江西财经学院，文革期间几经更名并遭停办，1978年复校，1980年成为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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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由江西省主管，2012年成为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2、办学特色：办学以来，学校秉承“信、敏、廉、毅”的校训和“敬业乐群、

臻于至善”的大学精神，形成了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业型人才的办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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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院，

高等教育研究所，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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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江西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监测、预警与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法治江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协同创新中心等 4个江西省 “2011协同创新中心”；有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会计

发展研究中心、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研究中心、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生

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江西法治政府研究中心、江西省应用统计研究中心共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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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江西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电子商务工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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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中心）；2个江西省重点实验室（江西省电能存储与转换重点实验室、江西省

数字媒体重点实验室）1个江西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数据与知识工程重点实验室）；

1个江西省软科学研究基地(江西省科技经济决策融合软科学研究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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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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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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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拥有 8 门国家精品课程、3 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

课、3门国家级双语示范教学课程、3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1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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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项（含教学成果奖 2项），国家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12项（含教学成果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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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取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 27项，第 17次
位居江西第一，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 26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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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江西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180余项。主办的

《当代财经》（月刊）入选“全国三十佳社科学报”和“新闻出版署百强优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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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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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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李秀香老师的研究报告《反映内陆湖天然

渔业资源逐年减少建议国家实施转捕为养政策》项获得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批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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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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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5人，专任教师 1599人，其中有教授 363人、副

教授 475人；博士 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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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人，全国模范教师 2人，全国优

秀教师 10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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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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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个省份一本招生，近年来在江西省招生投档线和录取平均分稳

居省内高校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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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省内录取

分数优势明显（在江西一本层次文理科投档线分别高出省一本线 20分和 21分，录

取平均分高出省一本线 28分和 34分），省外录取分数同比 2013年稳中有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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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所高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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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等 25个国家和地区的 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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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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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校获得“中国政府奖

学金来华留学生培养”单位资格、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

实施院校资格、国家留基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资格。学校 2002年成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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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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国外合作院校实现了行政管理人员互派交流学习，开辟了

学校管理干部国际化培训新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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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招收第一批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的留学生，已经建立了从本

科、硕士到博士的来华留学体系；获批全英文授课国际金融来华留学硕士项目，获

得“江西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院校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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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我校国际学院金融学专业（CFA方向、国际金融方向）获得

CFA协会大学认证项目的正式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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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学生多次获得素有“工业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德国红点奖获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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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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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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中涌现出了用

友集团董事长王文京，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跃文，上海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等

大批知名企业家；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广西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江西省委

常委、省委秘书长龚建华，副省长谢茹、胡幼桃，湖北省副省长甘荣坤，甘肃省副

省长李荣灿，海南省副省长陆俊华，河北省副省长董仚生等优秀党政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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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淼等知名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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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第 60 名，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第 42
名。据上大学网资料，学校排名 2014高考生最喜爱的百强大学榜第 71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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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办吴宗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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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

江西财经大学章程

序 言

江西财经大学（以下简称学校）肇始于 1923年创办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 1958
年成立江西财经学院，1996年更名为江西财经大学。

为了明确学校的法律地位，规范学校的办学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国共产党普通

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有

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校是由江西省人民政府举办，由财政部、教育部与江西省人民政府

共同建设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第二条 学校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校长为法定代表人。

第三条 学校全称为江西财经大学，简称江西财大或者江财，英文名称为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英文缩写为 JUFE）。域名为 www.jxufe.cn 和

www.jxufe.edu.cn。
第四条 学校有蛟桥园、麦庐园、枫林园、青山园等校区。学校法定注册地为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港东大街 168号和 169号。在办学过程中依照法律

法规和有关规定并入学校的机构，均为学校的组成部分。

第五条 学校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学校章程的规定，独立自主实施办学和

管理活动，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职能。

第六条 学校的办学活动接受举办者的领导和监督，举办者支持学校依法自主

办学。

第七条 学校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招收学生，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专业招生比例；

（二）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

（三）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依法授予学生学士、

硕士及博士学位，颁发毕业证书、结业证书、肄业证书；

（四）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

（五）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及其他机构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

（六）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

配备；

http://www.jxufe.cn/
http://www.jxu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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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学生进行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八）聘任教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九）确定内部收入分配原则，制定和实施工资及津贴分配方案；

（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的资产；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八条 学校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政策，保障教育教学质量；

（三）服从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的管理和考核；

（四）维护学生、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五）以适当方式为学生及其监护人了解学生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有关情况提供

便利；

（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开信息；

（七）依法接受监督。

第二章 办学理念与办学特色

第九条 学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法

德治校，坚持立足江西、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方向，坚持“做强”战略，建

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

第十条 学校秉承“信敏廉毅”校训和“敬业乐群、臻于至善”精神，坚持以

人为本，树立办学以教师为主体、教育以学生为主体的双主体意识，坚持诚信为本、

敏学为基、廉洁为镜、坚毅为魂的行为准则，形成爱生爱教、行为世范的教风，知

行合一、永葆光荣的学风，敬业爱岗、勤政廉政的政风。

第十一条 学校以学分制为基本教学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教室、校园、社会

三个课堂联动，课程实验、专业实训、综合实践三类实践互促”的人才培养模式，

努力培育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

第十二条 学校坚持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格局，坚持

以重点学科为龙头带动学科建设，形成优势学科创品牌、成长学科显特色、交叉学

科出亮点、博雅学科有活力，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又突出办学优势的学科生态。

第十三条 学校依法保障学术自由，反对不端学术行为，致力于形成学术研究

特色，创建全国有影响的学术团队，努力形成学术流派，鼓励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促进学术繁荣和科技进步。

第十四条 学校充分利用学校学科优势和人才资源优势，通过合作办学、对策

研究、产政学研结合等多种方式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成为全国有重大

影响的财经人才培训基地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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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育形式与学科门类

第十五条 学校依法招收学生，对学生实施教育。学校实施普通高等教育，基

本教育形式为全日制学历教育。学校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体，以留学生教育、

继续教育和其他教育为补充，不断优化办学结构，提高办学水平。

第十六条 学校按照国家规定，根据社会和学校发展需要，依法自主设置和调

整学科门类，自主设置和调整专业。学校设有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理学、文学、

工学、艺术学、农学、教育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门类。

第十七条 学校按照国家规定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第十八条 学校积极开展国际、国内合作交流，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办

学。

第十九条 学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组织实施教学活动，依法确定和调

整学历教育修业年限，推行弹性学习年限制度。

第二十条 学校通过课堂教学、专业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论文（设计）等环节

与渠道，加强对学生的培养与教育。

第二十一条 学校根据人才培养需要，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依法自主选择

和编写教材，并依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要求检查教学活动，考核学生成绩。

第二十二条 学校致力于全面提高教学质量，通过设立教学委员会、教学督导组

及其它相对独立的评估机构等，对教学质量、教学管理、学生学习状态进行考核和

评估。

第二十三条 学校依法对完成学业的学生颁发学业证书或者相应的学习证明。

第二十四条 学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制定学校学位管理办法，依

法授予学生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

第二十五条 学校向为学校事业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突出贡献

的卓越学者或者著名社会活动家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等荣誉称号。

第二十六条 学校配备与学科专业相适应的办学条件，保障学科专业需要及学校

长远发展。

第四章 内部管理体制

第二十七条 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遵循“党委领导、校长治校、

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治理模式。主要通过学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

会、学位评定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实施管理

行为。学校实行校院二级管理体制。

第二十八条 中国共产党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以下简称学校党委，其召开的

委员会简称学校党委会）是学校的领导核心，履行党章等规定的各项职责，把握学

校发展方向，决定学校重大问题，监督重大决议执行，依法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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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保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完成。党委实行集体领

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体讨论决定学校重大问题和重要事

项，领导班子成员按照分工履行职责。党委书记主持党委全面工作，负责组织党委

重要活动，协调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工作，督促检查党委决议贯彻落实，主动协调党

委与校长之间的工作关系，支持校长开展工作。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由学校党委会

决定。

校党委的主要职责是：

（一）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依法治校，依靠全校师生员工推动学校科学发展，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讨论决定事关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及教学、科研、行政管理中的重大事项

和基本管理制度。

（三）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干部的选拔、教育、培养、

考核和监督，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负责人的人选，依照有关程序

推荐校级领导干部和后备干部人选。做好老干部工作。

（四）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讨论决定学校人才工作规划和重大人才政策，创新

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优化人才成长环境，统筹推进学校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五）领导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武装师生员工头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

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维护学校安全稳定，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六）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培育良好校风学风教风。

（七）加强对学校院（系）等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做好发展党员和党员教育、

管理、服务工作，发展党内基层民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学校党委自身建设。

（八）领导学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推进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九）领导学校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做好统

一战线工作。

（十）讨论决定其他事关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

党委会主持党委经常工作，主要对学校改革发展稳定和教学、科研、行政管理

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事项作出决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程序推荐、提名、

决定任免干部。学校党委会由党委书记召集并主持，党委委员出席会议。半数以上

委员出席方为有效；若研究干部问题等重要事项，则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出

席。非党员校领导和党委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其他列席会议人员根据需要

确定。学校党委会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采取表决制作出决定，重大议题或干部人事

任免事项的表决采取票决制，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委员人数的二分之一方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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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党内监督机制。中国共产党江西财经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学校的党内监

督机构，在学校党委和上级纪委的领导下，遵照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监督检

查党组织和党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以及学校重大决策的情况，

协助学校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组织协调反腐倡廉工作，保障和促进学校各项事

业健康发展。

第二十九条 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在学校党委领导下，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组织实施学校党委有关决议，行使高等教育法等规定的各项职权，全面负责教

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向党委负责并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

作。校长由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命。校长办公会是校长行使职权的基本形

式。

校长的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发展规划、基本管理制度、重要行政规章制度、重

大教学科研改革措施、重要办学资源配置方案。组织制定和实施具体规章制度、年

度工作计划。

（二）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按照国家法律和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

（三）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人才发展规划、重要人才政策和重大人才工程计划。

负责教师队伍建设，依据有关规定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

（四）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重大基本建设、年度经费预算等方案。加强财务管

理和审计监督，管理和保护学校资产。

（五）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和科学研究，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把学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六）组织开展思想品德教育，负责学生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处分，开展招

生和就业工作。

（七）组织做好学校安全稳定和后勤保障工作。

（八）组织开展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依法代表学校与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和

境外机构等签署合作协议，接受社会捐赠。

（九）向党委报告重大决议执行情况，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组织处理

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和团员代表大会有关行政工作

的提案。支持学校各级党组织、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群众组织和学术组织开展工作。

（十）履行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校长办公会是学校行政议事决策机构，主要研究提出拟由党委讨论决定的重要

事项方案，具体部署落实党委决议的有关措施，研究处理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

作。校长办公会由校长召集主持。校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会议必须有半数以上

成员到会方能召开。学校主要行政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其他列席会议人

员根据需要由校长决定。集体讨论问题时，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充分发表意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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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作出决定。

第三十条 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学术评议、审议和决策咨询机构，对校长负责。

校学术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议学校中长期学科、科研发展规划，对重大科研工作与学术问题进行

论证、提供咨询；

（二）审议学校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含职称评审）和人才培养等有关工

作中的重要学术事项；

（三）审议学术政策性文件，指导学校科研基金管理工作，评定校内科学研究

成果奖，评议和向外推荐申报奖励的科学研究成果；

（四）指导学校学术交流活动；

（五）指导、组织学术道德教育，监督、规范学术行为，端正学术风气，加强

学术道德建设；

（六）指导学院（研究机构）学术委员会工作；

（七）学校委托的其他工作。

校学术委员会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方为有效，否则应改期举行；

会议决议一般应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经应到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第三十一条 学校设立学位评定委员会，依照相关法律与规定开展工作，行使

职权。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按授予学位的学科门类及行政单位的学科相近性关系，设

置院（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学士、硕士、博士授予资格条件，审定授予相应学位名单；

（二）审批硕士生指导教师、博士生指导教师增列与认定名单；

（三）审核并推荐申请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专业名单；

（四）制定、修改学位授予和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的有关规定；

（五）做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决定；

（六）研究和处理学位授予和导师增列认定工作中的争议和其他事项；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

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四分之三以上委员出席，方为有效，否则应改期举

行；会议决议一般应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经投票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

有效。

第三十二条 学校设立教学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是学校教学工作的管理、咨询

和审议机构。校教学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学校的教学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和建议；

（二）审议职能部门提出的关于教学工作的规划、教学改革措施、教学管理制

度，并提出意见；

（三）审议、指导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和建设规划；

（四）审议、指导教学实验室设置和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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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各类教学奖评定标准和办法，评审教学成果奖、教学名师奖等教学

奖励；

（六）审议教学改革各类项目的管理办法，评审教学团队、品牌特色专业等重

大教学项目；

（七）指导教学督导组，对教学质量、教学管理、学生学习状态进行评价、考

核和质量监控；

（八）学校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三条 学校教授委员会是学校教授治学和民主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为

学校改革、发展和教学、科研、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提供决策咨询和批评意见,依照其

章程履行职责。由首席教授和各教研机构推选的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代表组成，

每年召开 1-2 次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听取学校主要领导的情况通报，对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思路提出意见

和建议；

（二）对学校制订各类规划、重大政策、重大改革方案，确定重大建设项目等

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对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对学校办学质量进行监测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向学校反映师生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四条 学校实行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

是教职工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形式。学校尊重和支持教职工代表大

会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落实教职工代表大会有关决议和提案。在学校党委的

领导下开展工作，尊重和支持校长依法行使职权。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依照相关法

律法规产生。

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议校长工作报告，讨论学校发展规划、财务工作报告、重大改革方案、

重要工作制度及其他关于学校工作的重大问题；

（二）民主评议学校领导干部；

（三）审议和通过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重要议题和规章制度；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

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设执行委员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校教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执行委员会行使其职权。

第三十五条 校工会是学校党委和上级工会领导下的教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

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独立开展工作，履行工会

职责。校工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工作，行使下列职权：

（一）配合学校党委和行政，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维护教职工的政治权利、民主权力、经济利益和精神文化利益，协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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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教职工生活和工作中的具体困难；

（三）努力推进学校民主政治建设；

（四）积极开展有益于教职工身心健康的各类文化、体育活动；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六条 学校设立共青团、学生会、青年联合会等组织，引导其在学校党

委和上级团委的领导下，按照各自章程独立开展活动，发挥其在青年师生思想政治

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维护师生合法权益、促进师生素质提高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三十七条 校内各民主党派组织和社会团体接受学校党委的领导，按照各自

章程开展活动。学校鼓励校内各民主党派组织、社会团体和无党派人士为学校发展

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并为其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第三十八条 学校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设置校属党政职能部门及教辅、后勤、

附属单位，所设机构根据学校授权履行管理、服务职责。

第三十九条 学校根据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需要设置学院、研究

机构，学院、研究机构在学校授权范围内实行自主管理。

第四十条 学校建立董事会制度。学校董事会是由热心高等教育，关心、支持

学校发展的各界人士自愿组成的咨议机构，旨在促进学校与社会建立广泛联系与合

作、筹措办学资金，为学校非行政常设机构，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

第四十一条 学校逐步建立完善的监督体制，通过纪检监察部门、管理服务督

查组、教学督导组等机构加强对学校内部监督。学校纪检监察部门、教职工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学生申诉委员会等机构接受教职工、学生维护权益的申诉或者

仲裁要求。

第五章 学院与研究机构

第四十二条 学校根据学科关系设置学院。学院是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组织实施单位。学院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决策制，

遵循“党政联席、院长负责、专家治学、民主管理”的治理模式。

第四十三条 学院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学校的规划、规定或者授权制定学院发展规划；

（二）制定并组织实施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及教学计划；

（三）组织开展科学研究和其他学术活动；

（四）提出年度招生计划建议；

（五）按照学校章程和学校规章制度制定学院管理制度；

（六）在学校核定的编制内，提出学院人员聘任建议，管理本单位人员；

（七）考核并评价本院教职工的工作，提出本院教职工绩效工资的分配建议；

（八）负责学生的教育与管理；

（九）管理和使用学校核拨的办学经费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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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行使学校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四十四条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是学院党政共同讨论和决定本院重大问题的议

事和决策主要形式。支持院长在其职责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重大问题包括：

（一）学院发展的重大事项；

（二）学院改革的重大事项；

（三）学院教学、科研和制度建设的重大事项；

（四）学院干部任免、内设机构、人员调配、职称聘用、职工奖惩建议；

（五）涉及师生切身利益和收入分配的重大事项；

（六）学校认为需要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

党政联席会议参加成员为院级领导和非院级领导的党委（党总支）委员，由院

长和院党委（党总支）书记共同召集；出席党政联席会议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三

分之二方能举行；会议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决策，会议做出的决定须经应到会

成员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第四十五条 院长办公会是学院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的日常工作形式。院级领

导参加会议，由院长主持。院长办公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全面贯彻落实学校党委、行政的各项决定，贯彻落实学院党政联席会议

决定的重大事项；

（二）制定并组织实施本院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三）研究制定本院各项管理制度、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

（四）审定学院教研、行政经费的使用；

（五）决定学院社会服务、对外合作交流事项；

（六）决定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其他事务。

第四十六条 学院党委（党总支）委员会发挥政治保证作用。学院党委（党总支）

委员参加会议，由党委（党总支）书记主持。学院党委（党总支）委员会行使下列

职权：

（一）宣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学校各项决定，并为其贯彻落实发挥保

证监督作用；

（二）支持本单位行政领导班子和负责人在其职责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

（三）加强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

设。指导党支部开展具体工作；

（四）领导学院的思想政治、就业、综合治理工作；

（五）做好学院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六）领导本单位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和教职工代表大会。

第四十七条 学院学术委员会是学院学术评议、审议和决策咨询机构。学院学术

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议本单位中长期学科、科研发展规划，对重要的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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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

（二）审议本单位学科建设和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等有关工作中的重要学术事项；

（三）审议本单位学术政策文件，评定本单位科学研究成果奖，评议和向外推

荐申报奖励的科学研究成果；

（四）指导、组织学术道德和学风教育，监督、规范学术行为，端正学术风气，

加强学术道德建设；

（五）学院或者校学术委员会责成的其他工作。

第四十八条 学院设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行使下列职

权：

（一）对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申请人予以提名和推荐；

（二）审定学士、硕士、博士培养方案；

（三）审核申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专业；

（四）审核增列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的申请；

（五）对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者进行调查与审议，提出撤销学位的建议。

第四十九条 学院设立教学委员会，保障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各项人才培养工作的

执行。学院教学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本单位的人才培养、教学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和建议；

（二）审议本单位职能部门提出的关于教学工作的规划、教学改革措施、教学

管理制度，并提出意见；

（三）审议、指导本单位专业设置和建设规划，以及教学实验室设置和建设规

划；

（四）审定本单位各类教学奖评定标准和办法，评审教学成果奖、教学名师奖

等教学奖励；

（五）审定本单位教学改革各类项目的管理办法，评审教学团队、品牌特色专

业等重大教学项目；

第五十条 学院有条件的可设立二级教职工代表大会（未达到规定人数的实行教

职工大会制度，职权同），学院二级教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听取和审议本单位行政领导的工作报告，讨论审议本单位的发展规划、学科

建设、教职工队伍建设等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审议本单位与教学、科研、管理相关的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奖惩规定

以及关系到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情；

（三）讨论决定本单位重大的生活福利事项，津贴和奖金的分配，以及福利费

的管理和使用办法等；

（四）对本单位领导干部进行民主评议和监督，根据学校的部署，民主推荐本

单位领导干部的人选；

（五）审议和监督本单位的其它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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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条 学院设立分工会，依据法律、法规，在学校工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行使下列职权：

（一）依法参与本单位民主管理；

（二）监督本单位人事制度的实施与人才的管理，维护本单位教职工权益；

（三）参与起草或者修改直接涉及本单位教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并发表

建议与意见；

（四）组织本单位教职工开展群众性合理化建议、业余文化学习和培训，组织

教职工开展文体娱乐活动；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五十二条 学院根据教学、科研需要，设系、研究所（室）等机构。学院所属

系、研究所（室）行使下列职权：

（一）提出专业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方案；

（二）拟订和组织实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三）组织开展科研、教研活动；

（四）执行和落实教学各环节质量标准，保障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

第五十三条 学院根据需要，可设立其他内部临时组织机构，引导其按照学校规

定开展工作，支持与鼓励其参与管理，完成学校和学院的各项临时性工作。

第五十四条 学校独立建制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主要承

担科研任务，同时结合学校学科专业需要为学科建设作出贡献，有条件的研究机构

还承担培养研究生任务。独立建制的研究机构实行院长（所长或中心主任）负责制。

第六章 学生与校友

第五十五条 学生是指被学校依法录取，取得入学资格，具有学校学籍的学生。

第五十六条 学生除享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权利外，还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

（二）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

（三）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完成学校规定学业并符合

相关规定的，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四）根据有关规定申请奖学金、助学金、困难帮助及助学贷款；

（五）参加社会服务、勤工助学，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团体及文娱体育等活

动；

（六）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的，向学校申诉或者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提出申诉；

（七）对学校、教职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向学校提出申诉

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八）学校规定的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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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 学生除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义务外，还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坚守校训，完善人格，维护学校利益，努力成为具有“信敏廉毅”素质

的创新创业型人才；

（二）遵守学校各项管理规定、学生行为规范，服从学校的管理；

（三）遵守学校考试制度和获得学历学位的相应规定；

（四）按规定交纳学费、住宿费等费用，履行获得助学贷款及助学金所承诺的

相应义务；

（五）爱护并合理使用学校教育设备和生活设施；

（六）学校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十八条 学校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条件，建立学生权利保护机制，维护学

生合法权益。学生通过党团组织、学生代表大会、学生会等形式参与学校管理，维

护自身权益。

第五十九条 学校教育引导学生养成珍爱生命、尊重人权、诚实守信、尊敬师

长、爱护自然、热心公益的良好品行。

第六十条 学校关心特殊群体学生，为其身心健康成长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六十一条 学校对表现突出和为学校赢得荣誉的学生集体或者个人进行表彰

或者奖励。表彰和奖励采取授予荣誉集体或者个人称号、颁发奖学金等多种形式。

第六十二条 学校对违法、违纪学生给予批评教育和相应的纪律处分。纪律处

分种类分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

与学生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性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相适应，做到证据充分、程

序正当、依据明确、定性准确。

第六十三条 学校实行学生代表大会制度。校、院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由各选举

单位经民主程序产生。校学生代表大会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校团委的指导下依据其

章程开展活动，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维护学生的利益。院学生代表

大会在院党总支领导下、院分团委的指导下依据其章程开展活动，行使民主权利，

参与学院民主管理，维护学生的利益。

第六十四条 学校和学院的共青团、学生会、青年联合会等组织，分别在学校

党委、院党委（党总支）领导下按照各自章程独立开展活动，支持学生参与学校民

主管理。

第六十五条 学校支持学生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各类课外活动，支持学生参

加社会实践、社会服务、社团活动和开展勤工助学活动，把课外活动纳入人才培养

方案。学生进行课外活动不得干扰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若因特殊

原因或者事项影响，应给予特别审批。学生参加各类实践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规章以及学校、用工单位的管理制度，履行勤工助学活动的有关协议。

第六十六条 校友是指在学校学习半年以上的同学，工作过的教职工，学校名

誉顾问、客座教授、兼职教授，以及经学校批准获得荣誉学位的个人。学校视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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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校的使者，学校声誉的代表，学校的宝贵财富。校友应当珍惜和维护学校的声

誉。

第六十七条 校友会是校友自愿联合，本着加强校友之间及校友与母校之间的

联系，为促进校友进步、社会和谐和母校发展做出贡献的宗旨，经民政部门注册登

记具有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校友会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

第六十八条 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是致力于加强江西财经大学与社会各界的联

系和合作，募集办学资金，奖励、资助学校师生，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由校友

及其企业和社会各界发起成立的法人机构。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按照其章程开展活

动。

第七章 教职工

第六十九条 学校依靠教职工办学。学校教职工由教学岗位人员、研究岗位人员、

其他专业技术岗位人员、管理岗位人员和工勤技能岗位人员组成。

第七十条 学校依据发展规划和年度进人计划公开招聘教职工。学校对教职工

依照国家人事政策实行聘（任）用和管理。

第七十一条 学校教职工承担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任务，

应当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努力创造科学新知，传播先进思想，培育国家和社

会需要的人才。

第七十二条 学校教职工除享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权利外，享有下列权

利：

（一）公平使用学校的公共资源、享受福利待遇。

（二）公平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相应工作机会和条件；

（三）在品德、能力和业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

（四）公平获得各种奖励和荣誉称号；

（五）知悉学校改革、建设和发展及关涉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六）通过教代会、工会等形式依法参与民主管理，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

议；

（七）就职务、福利待遇、评优评奖、纪律处分等事项表达异议和提出申诉；

（八）聘约规定的权利；

（九）学校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七十三条 学校教职工除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义务外，还应履行下列

义务：

（一）恪尽职守，勤勉工作；

（二）尊重和爱护学生；

（三）珍惜和维护学校声誉，维护学校利益；

（四）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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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聘约规定的义务；

（六）学校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七十四条 学校对教学岗位人员、研究岗位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

业技术职务评聘。教学系列的职称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个等级；研究

系列的职称分为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实习研究员四个等级；其他专业

技术系列的职称等级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十五条 学校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尊重和爱护教职工。学校尊重教师教学

和科研创造性活动。学校尊重和保护学术自由，规范教师的学术行为，引领教师树

立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学校根据办学条件，稳步提高教职工的福利待遇、生活与

工作条件。学校努力为教职工发展营造民主、公平、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激励

各类人才脱颖而出，为学校事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第七十六条 学校对教职工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聘（任）用、晋升、奖惩

和解聘的依据。对为学校做出贡献、争得荣誉的教职工进行表彰；学校对不履行义

务、违反学校纪律、损害学校利益的教职工, 进行批评教育或者依照法律、法规、

规章及学校有关规定给予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开除处分。

第七十七条 学校依法建立教职工权利保护和救济机制。教职工权益受到侵害

或者对学校处理有异议的，可依法向学校或者上级机关申请调解、复议、仲裁，或

者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十八条 学校按国家规定实行教职工退（离）休制度。教职工退（离）休

后按国家和学校规定享受相应待遇。学校为退（离）休教职工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

的活动提供必要支持。

第八章 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七十九条 学校资产主要来源于国家划拨、学校合法收入及接受捐赠等渠道

形成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学校

资产为国有资产，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法规制度。学校对拥有的资产享有法人财产权，

依法自主管理，形成长效监督机制，保障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第八十条 学校资产管理服务于教学、科研中心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类管

理的管理体制。资产主管部门负责对资产购建、使用、维护及处置进行全过程监督

管理，促进各类资产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第八十一条 学校物资设备采购和基建维修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等法律、法规，资产处置应遵循国家有

关管理规定。学校支持闲置资产综合利用，规范校园商业经营活动，严格监控非经

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学校积极推进后勤社会化改革，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第八十二条 学校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认真贯彻执行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依法多渠道筹集事业资金，坚持民主理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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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财、勤俭办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八十三条 学校成立财经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协调学校的财经工作。凡涉

及重大经济决策、大额资金的使用等重大经济事项，必须进行科学论证，经学校财

经领导小组研究后，提交学校决策机构集体讨论决定。

第八十四条 学校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组织收入，各项收入必须全部纳入学

校预算统一管理、统一核算。对于按照规定应该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的资金，依据

国家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和监督制度，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督

与检查。

第八十五条 学校经费来源，包括：

(一)财政补助收入，即高等学校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即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事业收入，即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经营收入，即学校在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

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即学校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即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收入，包括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利

息收入等。

第八十六条 学校按照“量入为出、统筹兼顾、保证重点、收支平衡”的原则，

科学合理编制财务预算，并按要求及时、准确、真实、完整地编制年度决算。财务

部门每年向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年度财务预算执行和决算情况，接受监督和评

议。

第八十七条 学校积极接受公共机关团体、公益性团体、民间私营企业以及个

人的各类捐赠，接受捐赠的基本原则如下：

（一）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遵循自愿捐赠的原则；

（三）严格遵循捐赠协议使用；

（四）除捐赠协议规定的用途外，全部用于学校事业发展，不得挪作他用。

第九章 学校标识

第八十八条 学校校徽包括徽志和胸徽。

徽志为“圆形篆书汉印图案”（见附件一）。以并列竖式篆书校训“信敏廉毅”

为基础，结合学校中英文校名全称及建校时间设计而成。标准色为体现传承、厚重

和地域特色的映山红色（c/10、m/100、y/90、k/0）。中文校名为手写魏碑体。英文

校名为专用标准字。

胸徽为学校中文校名的长方形佩章（见附件二）。

第八十九条 学校校旗为标有学校徽志或者学校徽志加中英文校名的映山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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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见附件三）。

第九十条 学校校歌为《永葆我校光荣》（见附件四）。

第九十一条 学校校庆日为每年的十月二日，校园开放日为每年五月的第二个

周日。

附 则

第九十二条 本章程经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校长办公会审议，由学校党

委会审定，报江西省教育厅核准和教育部备案。

第九十三条 章程是学校的根本制度，是学校制定其他制度和规定的基本依据。

学校的其他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均应以本章程为依据，不得与本章程相抵触。

第九十四条 本章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时，由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提

议、或者校长提议、或者学校党委三分之一以上委员联合提议、或者教职工代表大

会三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合提议，经学校党委会决定，可启动章程修订程序：

（一）章程依据的教育政策或者法律法规发生变化；

（二）学校的举办者与管理体制发生变化；

（三）学校发生分立、合并；

（四）学校的名称、类别层次、办学宗旨、发展目标发生变化；

（五）其他应修改章程的情形。

对本章程的修订程序应与章程制定程序一致，并报江西省教育厅核准和教育部

备案。

第九十五条 学校党委负责对本章程解释，监督章程的执行情况，依据章程审

查学校内部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受理对违反章程的管理行为、办学活动的举报

和投诉。

第九十六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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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工作要点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年”，学校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深入学习

和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精神，以内涵建设、创新发

展为着力点全面启动 18项改革项目，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发挥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牵引作用，抓住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两个基本点，优化内部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在新的起

点上开创学校教育事业综合改革新局面。

一、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加强招生就业工作。启动本科招生制度改革，关注国家高考和招生改革动向，

探索本科按“学院招生”或“大类招生”，拓宽招生渠道。力争广东省实现全部或部

分专业一本招生，加强非经济管理类特色专业的招生宣传。建设 APP多人语音对话

平台、“云梯生涯教育自助软件”课程平台、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测评系统，加强加

强就业工作队伍建设和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做好就业教育和就业服务工作，加强就

业市场开拓，做好毕业生就业区域科学布局，做好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常规

就业率 60%以上、初次就业率不低于 90%。

2、启动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与机制改革。按照“降总量、调结构,强基础、重实

践”的原则，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完善“三个课堂联动、三类实践互促”的人

才培养机制，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业型人才。调整与优化二阶段教学方案。

推行探究式、项目式、访谈式、案例式、大作业、翻转课堂等教学范式。推进大学

体育课程俱乐部制试点改革，探索体育课、课余活动和各项比赛有机结合的公共体

育教学模式。

建设优质本科教学资源。积极申报国家级和省级本科教学工程，加强校级、省

级、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建设优质课程资源

库，向全校学生开放。选拔学生学习 MOOCs 等在线课程，确认相应学分。抓好

“3+7+X”主干课程建设。构建经管类课程建设协调机制。升级部分双语课程为全

英文课程，提高英文版教材的使用比例。

优化本科教学运行管理。出台学分互认办法、教学工作突出业绩奖励办法和本

科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准备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研发新版学分制系统，对接

学校数据中心和信息门户系统。发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职能，组织教学沙龙、培训

与进修。

3、启动研究生培养与管理体制综合改革。试行博士研究生选拔“申请审核”机

制。实施硕士生导师考核，动态遴选硕士生导师。出台管理办法规范、细化管理流

程和学业考核，建立并落实管理责任体系。创新培养理念，改革培养模式，完善专

业学位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开展质量评价；强化案例教学，形成案例教学库，

开展案例教学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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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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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定向培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新模式。探索长短期交流、博士生互访等国

际联合培养模式，力争新增 1-2 个联合培养项目。

整合研究生院、各院所和研究生各级组织的网络资源。建立历届毕业生校友库，

加强研究生校友联络工作。抓好学术社团队伍，搞好学术诚信教育，办好研究生论

坛、各类学科竞赛、省级研究生创新课题申报等活动。

二、加强以学科为龙头的平台建设，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1、抓好学科申报与建设。组织实施国家重点学科申报工作，力争新增 1个以上

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做好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报工作，力争新增 2个硕士专

业学位授权点。开展优势学科、特色学科顶层设计工作。努力打造专业硕士学位特

色专业，塑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品牌。以特色工作为抓手，进一步拓展办学平

台和空间。

2、抓好科研基地申报与建设。申报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和江西省

协同创新中心。争取江西法治政府研究中心和应用统计研究中心成为江西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加大力度建设科技金融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使之成为服务江西科技

产业发展的基地。

3、加强专业建设。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大力发展传统专业，强化朝阳专业（方

向）和区域特色专业的培育和建设。选择 5-7 个本科专业开展专业综合改革。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落实人才强校战略

1、启动学校定员定编规划及改革。梳理学校岗位、编制、人员的基本情况，探

索岗位分类分级管理，逐步搭建不同管理体制间教师转换的平台，科学配置人力资

源。试行职员制，完善人事代理人员管理制度。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启动高端人才支持计划，完善对首席教授、拔尖人才、

青年学科带头人、海归博士四个层次的支持计划。进一步推进国内外学术研修计划，

建设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3、启动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计划。在体制建设、机制运行、政策保障、资金投

入、环境营造和工作模式等方面创新举措，实现人才总量明显增加、人才结构明显

改善、人才队伍素质明显提高、人才使用效率明显提升。

4、启动教师管理考核评价体系方案。调整教师职称评聘办法，构建科学的绩效

评价机制，建立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健全与

人才的业绩和贡献紧密联系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

5、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设立“教育终身成就奖”，健全工作机制发挥先进典型

示范作用，提高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提高教师师德水平。

四、推进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创新发展内生动力

1、启动科研管理改革制度，充分发挥科研服务功能

（1）改革科研评价制度。落实教育实践活动中广大教职员工对科研管理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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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切，改革科研管理特别是考核和财务管理，分类落实科研成果评价、推广应用和

奖励计划，为高产高质量成果提供机制上的保障。

（2）大力推进科研育人。鼓励研究生和大学生课外科研活动和科技竞赛活动。

推进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把科研成果对人才培养的贡献作为科研评价的

主要因素。

（3）以学科建设为导向引导科研。优化科研结构和方向，开拓社会急需和学科

发展需要的研究领域，抓好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科基金项目申报，鼓励高水平成果出

版。鼓励国际科研合作和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打造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在全省

有重大影响的跨学科科研团队和合理的学科梯队。

（4）提升科研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三

届八次全会精神为行动指南，落实与厅、局、市的战略合作协议，落实若干重大合

作项目。完善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改革试点，推进协同创新中心、新能源技

术研究中心作为试点，打造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智库”。

2、深化治理结构改革，积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

（1）启动制定“百年名校”发展规划，完善实施方案细则。深入教育事业改革

校本研究，加强“百年名校”顶层设计，明确百年名校的目标体系和阶段任务。开

展财经类高校排行评价研究，跟踪标杆大学发展动态，开展年度与标杆大学的发展

对比，确定跟进具体措施。

（2）制订校院治理结构改革方案。探索成立董事会、教授委员会。健全校院两

级治理结构，理清事权，学校层面重在规划、标准、保障和监管，适度下放管理权

力，扩大学院办学自主权。完善两级预算分配体制，加强财务管理，积极推进项目

经费预算的编制、执行和考核。

（3）推动独立学院办学体制机制调整。以迎接教育部规范工作验收为主线，进

一步调整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办学水平和育人质量。

3、启动后勤教辅管理服务体制改革，全面提升服务质量

（1）加强信息化校园建设。建设校园无线网络二期工程，实现四校区公共场所

全覆盖。规划容灾中心、数据交换中心实现本科学分制教务系统、人事管理信息系

统和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等数据资源共享，购置网络核心设备加强校园网络安全。升

级 OA智能办公平台，推进各业务应用系统建设。

（2）提升后勤服务质量。加强外包物业、餐饮单位的监管。加强后勤服务精细

化管理，对各个环节实行流程再造，初步建设学校后勤管理信息系统。打造网络服

务平台，拓展与师生的沟通渠道。开展好零星维修、教工自助餐厅、天燃气改造、

校园绿化美化、麦庐园 LED 灯安装、节能平台推广等活动。

（3）加强校园建设与资产管理。进一步完善校园建设总体规划、年度基建计划

和新项目前期规划设计。抓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项目（麦庐园实验实训楼工

程、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工程）和麦庐园北区一教楼工程三大工程建设，在麦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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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区建设两栋学生宿舍，抓好蛟桥园北区东北角运动场地规划建设，提高体育场馆

适用性和使用率。建设学校物资设备管理、房产地产管理、经营性资产管理信息系

统。

五、推进国际化办学体制改革，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

1、提高国际化办学层次。申办孔子学院。与 2-3所北美、欧洲等地区高水平大

学建立校际合作关系，开拓 1个硕士、博士层次联合培养项目。建立 1个全英文授

课专业。

2、加强教师队伍国际化。提高语言外教教学质量，规范与加拿大英语教育中心

（EIE）的合作。完善教职工出国境管理规定，做好国家留基委项目和学校公派项目，

使教师出国（境）人次有较大增长。

3、加强人才培养国际化。组织 2014年出国留学咨询展，力争在校生出国人数

达到 240人。力争外国留学生人数达到 110人，进一步优化来华留学生层次，探索

招收博士留学生，探索留学生分班化管理。

4、全面推进国际化办学。选择 2-3个学院，通过项目引荐、专项经费支持等方

式,推进学院国际化办学取得明显成效。完善学校英文网站，各教学单位和部分科研

机构开设英文网站。

六、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全面推进学校教育事业发展

1、开展学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启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

革方案，抓好思想引领，组织广大师生开展学习、座谈和践行《关于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立德树人紧密结合，与我校信

敏廉毅校训有机统一，与学生的养成教育、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统一，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贯穿到宣传引导和舆论监督中，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2、落实教育实践活动整改举措并构建长效机制。启动党建改革方案，强化服务

型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青年教师发展党员、创先争优、党校规范化建设等工作，

促进基层团建有形化，焕发新活力。以作风建设为重点加强干部教育管理，制定并

落实“好干部行为规范细则”，加强干部监督力度。启动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机制

改革方案，构筑反腐倡廉制度防线，构建公共权力运行的有效机制，开展好警示教

育、重点领域、重点岗位的防范工作。加强对学校管理服务督查组工作的领导和指

导。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启动学生管理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方案，筹建窗口式、一站

式大学生事务管理与服务中心，把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监督学校

管理服务工作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广大学生在深化学校教育事业中的推动作用。

3、加强校友会、基金会和共建工作。健全管理制度，构建网站、短信平台、微

信群等信息化平台，完善校友信息数据库。筹备校友会换届、校友论坛和校友联谊

活动，成立 4个地方校友会。建立共建工作联席会制，建立共建高校信息共享平台

和具有我校特色优势的共建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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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力推进民生工程。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谐校园建设为主线，以健全完

善制度、服务教职工为重点，推进麦庐园校区部分学生宿舍安装空调、蛟桥园两湖

清理与排污、教工宿舍天然气改造、加强教工文体协会建设等民生工程项目，进一

步改善教职工工作生活条件，让师生共享学校改革发展成果。

5、做好离退休人员工作。拓展“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教、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内涵，抓好老干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的落实，丰富离退休

人员活动项目，加强老教授协会等组织建设，提高离退休人员工作满意度和生活幸

福职数。

6、拓展图书资源采购经费来源，探索与学院联合购买机制。改进数字图书馆和

图书馆学习中心建设，实施麦庐园图书馆改造计划，提高馆舍使用效率。采用“信

毅”教材出版合作模式，集结国内一流出版社搭建自编教材出版平台，力争更多自

编优秀教材入选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

7、加强校园综合治理。启动综治维稳材料信息报送平台，修改完善学校社会管

理综治治理考核细则，加强校内外环境整治和交通安全管理，推进“天网工程”建

设，完善人防、物防、技防体系，加强与属地政府、公安、消防等机关的联系，确

保学校政治稳定和校园和谐。

8、做好其他各项工作。启动附中改革与发展方案，创新附中办学理念，提升办

学影响力和育人质量。推进统战工作在制度完善上有新进展，在党外人士队伍建设

上有新举措，在活动品牌塑造上有新成效，在参政议政服务发展上有新贡献。拓展

继续教育发展的路径，改革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抓好校企合作项目。完善医院、幼

儿园以服务师生为中心的运行机制和体系。大力推进馆藏综合档案数字化建设，发

挥“三馆”爱校教育基地和教学实践基地作用。

全校广大师生员工要在校党委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开拓进取，围绕学校中心

工作，全面深化教育事业改革，为把我校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实现百

年名校江财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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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工作总结

2014年，学校在省委省政府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学习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继续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面

深化教育事业改革，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上取得了

突出业绩，开创了教育事业发展的崭新局面，迈出了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

学、实现“百年名校”江财梦的坚实步伐。

一、全面启动学校事业综合改革，五项改革成效显著

学校将 2014年定为“全面深化教育事业改革年”，制定并下发了《关于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改革精神，全面深化教育事业改革实施意见》,开启了学校全面深化改

革的新篇章。经过充分论证，确定了“学校治理结构改革”等 18项深化改革项目。

在“人才培养体系和机制改革”中，全面推行了“学院招生，大类培养”方案，开

启了培养“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新模式；在“师资

队伍建设改革”中，学校被列为江西省“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探索建立了评聘资

深教授、内聘教授(副教授)、教师转岗分流、教师岗位分类管理等机制，出台了师资

队伍建设“百人计划”方案；在“学生服务体系改革”中，组建了麦庐园大学生服

务中心，10个部门 12 个项目入驻，提供一站式服务；在“后勤社会化改革”中，

进一步扩大三校区物业、园林服务外包范围，细化了外包服务管理考核办法，设立

了后勤服务一体化工作站；在“教研单位去行政化改革”中，印发了《江西财经大

学教学学院、科研单位专业技术管理岗干部任用和管理暂行办法》，教学学院、科研

单位不定行政级别，其专业技术管理岗位实行聘任制。这 5个改革项目调研充分、

目标明确、路径精准、推进得力，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树立了改革标杆，积累

了改革经验，有力推动了学校事业发展，全校深化改革的浪潮高涨。

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育人特色更加鲜明

学校全面推进了人才培养体系与机制和人才培养配套制度的综合改革。2014年，

学校教育教学成果不断涌现，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

奖 5项、二等奖 4项；新增“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4部，出版“信毅学术文库”

9部；“本科教学工程”建设获国家级项目 2项（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1门、国家级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个）、省级项目 14项，《商解孙子制胜韬略》在“我最喜爱

的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评选”中获评“最意趣课程”；获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优秀奖 10项，居全省第一。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

得国际奖项 8项、国家级奖项 137项、省级奖项 782项；立项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103项、创业训练项目 9项、创业实践项目 3项，其中获国家级立项 25项，省级立

项 45项；学校试行“无人监考制度”入选教育部《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典型案例》。学校明确了独立学院向“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转型的发展目标，

不断完善与之相应的教学体系与教学内涵，逐步建立以分类培养为基础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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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学校全面停止高职招生，逐步退出高职教育；合作开办“职教本科实验班”，

积极进行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试点工作；推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综合改革工作。

新增“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推行了《奖助学金改革实施办法》

《学科评估实施办法》等 13 项研究生教育改革制度，完成了《10所财经院校学科

分析报告》等调研报告 5个；实施了博士申请审核制，生源质量有所提高；开展了

“优质课程建设项目”验收、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修订等，分类培养改革稳步推进；

规范学位管理实施办法，论文质量稳定提升；建立了导师培训、考核和淘汰机制，

提升师资水平。拟定了 EMBA教育五年发展规划，中美、中澳两个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居教育部质量评估全国前列、江西第一。共立项省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 4项、

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0项、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 64项，

获评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4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3篇；获数学建模全国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4 项，省级奖 19项,全国英语比赛二等奖 1项；研究生发表国际著名权

威论文 3 篇、国内著名权威论文 2 篇、一般权威论文 33 篇、CSSCI/CSCD 论文 42
篇。

学校确立了学院在国际化办学中的主体地位，启动了国际化办学重点示范项目

评选；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资格；国际学院金融学专

业（CFA方向、国际金融方向）获得 CFA协会大学认证项目的正式认证；首次招收

博士留学生 5人，在校留学生总数突破 100人；获批全英文授课国际金融来华留学

硕士项目；新增合作院校 12所；实现了与国外合作院校行政管理人员的互派；首次

组织学生参加国际商学院联盟案例大赛，进入八强，并获得 2015年决赛资格；出台

了资助教师出国学习等 7项制度，29位教师出国访学，236名本科生出国留学，370
人毕业后出国深造。

成功召开校友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完成换届工作。成功举办第 8届校友论

坛。东莞校友会、湖南校友会陆续成立，备案的校友分会、专业分会达 29家。2014
年募捐资金 500余万元，净资产总额 1900余万元，投资收益额 80余万元，全年发

放奖助金 246万。据中国校友会网数据，学校校友捐赠排名连续两年进入全国前 50
位；据“2014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数据，学校培育了 6名亿万富豪，排名全国第

43位，成为江西唯一的名列造富大学排行榜 50强高校。

三、科学研究成果丰硕，社会服务高端发力

2014年，机制设计与产业组织国际研讨会在我校举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埃里克·马斯金、让·梯若尔等世界顶级经济学大师走进江财，为广大师生作学术报告。

与之相应，学校科研水平稳步提高，学术视野不断开阔。学校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27项，年度项目立项总数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 26位，财经类院校中排名第三，

第 17次在江西省高校中排名第一；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0项，立项数在全

国财经类院校中排名第二；首次获得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课题资助，江西省

高校社科重大重点招标课题、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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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题立项数均在江西省高校中排名第一。成功申报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 17项、

省博士后科研择优资助项目及日常资助项目 17项。学校获批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 2个（江西法治政府研究中心、江西省应用统计研究中心），江西省软科

学研究基地 1个(江西省科技经济决策融合软科学研究基地)，江西省“2011协同创

新中心”1个(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学校教研人员在国际

著名 A类刊物发表论文 3篇，发表国内著名权威论文 4篇（其中 A+类 1篇，A类 3
篇）、SCI 一区论文 1 篇、SCI 二区论文 20 篇、国内一般权威论文 113 篇，CSSCI
论文 289篇。《当代财经》入选“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及 2013年度中国国际影

响力优秀学术期刊（TOP1%-10%期刊），英文精粹版列入中国知网文献总库，《江西

财经大学学报》入选“全国百强社科期刊”，《当代财经》“理论经济”栏目和《江西

财经大学学报》“三农研究”栏目同时被评为“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

学校印发了《关于推进战略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根据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明确了 27 个对接单位、34 个支撑单位，将战略合作任务落实到具体承接院所，筑

牢了战略合作基础。学校与江西省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江西省财政厅联合组建了

“预算管理与监督研究中心”，与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联合组建了“江西省信

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研究中心”，推进合作研究常态化；承担了 3项财政部委

托课题、竞争性课题和舆情分析平台项目，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课题《江西省新型

城镇化规划》《昌九一体化发展规划》、江西省国资委《江西省属国有经济十三五规

划》等一批重大规划课题，发挥决策咨询效用；举办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高端

论坛”、“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与江西日报联袂打造了《财大论道》

专栏，学校研究报告共获得省级以上领导批示 9次，其中 1项获得国务院副总理汪

洋批示，建言江西经济发展；承办了财政部第二期巡视工作培训班、财政支农政策

培训师资培训班、商务部援外培训研修班、民政部社会工作培训项目、江西省旅游

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等高端人才培训班，智力服务成效明显。

四、创新思政教育和团学工作，立德树人成效显著

学校引导青年学生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开展“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中国梦•我的梦”等主题活动，

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

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来校调研并参加学校“三走”活动动，给予全校团员

青年巨大鼓舞。学校第三十届合唱艺术节暨“12·9”大合唱隆重举行，校友、师生

倾情演唱，红歌传唱三十载，红色基因润江财。“夺刀少年”易政勇走进江财，被评

为“CCTV中国法治年度人物”，入围“2014中华儿女年度人物”候选人，获评“江

西法治人物特别奖”，弘扬了正气，传递了正能量。学校获评团中央全国百万青年创

业计划优秀组织高校（我省唯一获奖高校）、中国扶贫基金会“2014善行 100温暖

行为”最具影响力高校、团中央暑期“三下乡”先进单位、团中央中国大学生百炼

之星全国优秀组织高校，荣获全国大学生微公益大赛“优秀组织奖”，全国青少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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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运动最佳组织一等奖。学生社团获评团中央全国百佳体育公益社团、志愿者服

务广州交流会暨全国青年志愿项目大赛全国银奖、首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银奖、《南风窗》“调研中国”全国大学生社会调查奖学金（全国 15支）、人民网“绿

色新生力”全国大学生环保公益项目大赛优秀案例奖（全国 10个）、团中央“井冈

情•中国梦”全国重点全额资助团队。

学校在广东省招生列入一本批次，一本招生省份增加至 28个。省内录取分数优

势明显（在江西一本层次文理科投档线分别比省一本线高出 20分和 21分），省外录

取分数同比 2013年稳中有升。据上大学网资料，学校排名 2014高考生最喜爱的百

强大学榜第 71位。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88.27%，位居全省第二，常规就业率达 61.09%。

五、加强干部队伍和人才建设，凝聚干事创业合力

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重点，组织党委中心组学习 12次，组

织处级领导干部专题培训班、处级干部暑期学习培训班、新任处科级干部党性修养

与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等学习培训，切实增强了党员领导干部贯彻中央、省委和校

党委决策部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出台了《江西财经大学关于“五凝人”工程

建设的实施方案》《江西财经大学基层党组织建设考评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

发展和党员教育管理的实施意见》《江西财经大学开展“好干部”标准内化活动的实

施方案》等实施方案，开展“连心、强基、模范”三大工程建设，推进服务型基层

党组织建设，集中整顿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落实干部作风问题专项清理整

顿，圆满完成了干部连心虹桥包村帮扶工程工作，推动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觉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认真落实整改措施。搭建“小支部、大统战”的交流平台，营造

党派协作、相互监督、互利共赢的良好氛围。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干部选拔任用制

度进行了修改完善，新选任和调整处级干部 26人、科级干部 60人。出台了《人才

引进工作暂行办法》，成功申报人才工作重大项目——管理科学与工程院士工作站，

10名海归博士、26名国内博士加入江财，3名教师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省级人

选，荣获江西省高校人事人才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化水平

2014年，学校与中航共青城实业有限公司、共青城市政府正式签订《合作办学

协议》，共青校区整体规划和校园建设详细规划已基本完成，校区建设正式启动，进

一步拓展了办学空间。学校获批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 9项，项目总金额达 3200万
元，涵盖学科建设、实验室、实践基地、人才培养、数字图书、科研平台六个建设

方面。中西部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中央资金 9500万元、省级配套资金 1510万元

已全部到位，完成了蛟桥园北区图文信息大楼桩基施工工程、麦庐园综合实验实训

大楼装饰和实验室建设工程；完成了麦庐园北区 1#教学楼主体工程。

《校园网虚拟桌面和安全防范建设》获批中央财政支持地方专项资助。校园网

出口带宽由 5.4G增至 6.3G，用户带宽创历史最好水平。开发了人事系统、本科生

电子离校系统；改造 OA 办公系统，实现移动终端查阅、处理公文；升级校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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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发送关系教职工切身利益的服务短信 14万余条；建立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推

出成绩、体检等查询以及新生卧具预订等 16项功能;引入图书管理自助设备，开通

无线终端图书资料查阅；完成了数字档案馆建设项目申报及实施方案制定、论证和

审批工作。

七、加大民生工程投入，建设平安和谐校园

天然气置换工程稳步推进，学生宿舍空调安装、教职工宿舍进水主管、幼儿园

户外活动设施更新完善、麦庐园南校区主干道路灯改造等工程快速完成；加大了对

双困毕业生的就业帮扶力度，增加了教职员工体检项目，做好了职工困难补助和重

大疾病互助会工作，组建了 18个教工文体协会推进全民健身活动，学校 2014年“十

大民生工程”项目得到全面实施，取得预期成效。教职工收入较快增长，离退休干

部“双节慰问金”再次提高；青山园老干部活动中心装修一新；增加教职员工体检

项目 2 项，提高了体检效果。师生满意，校园和谐，学校获评省公共机构节能先进

单位、省平安校园创建先进单位，连续十年荣获省综治工作先进集体。

八、落实“依法治校”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营造风清气正校园生态

2014年，《江西财经大学章程》获得江西省教育厅核准，成为学校办学治校的

根本大法。为全面落实中办《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的实施意见》，学校重新修订了党委会、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全面梳理了校级各

项规章制度 374条，进一步强化“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

治理模式，完善了沟通机制、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依法治校”理念深入人心。

制定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机制改革方案》《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

实施意见》、《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点及任务分工表》、《学校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考核办法》，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

核和社会评价工作，开展了纪检监察转职能、转作风、转方式的“三转”工作，聚

焦执纪监督问责主业。加强了对基建维修、物资采购、资产招租、招生考试、干部

人事等重点领域的监督检察，有效地防范腐败问题的滋生；完成了校领导和校属各

单位办公用房的清理、整改；开展了学校预算执行及财务收支审计、二级单位的财

务收支审计和科研经费、财政资金等专项审计，维护了学校经济秩序和利益；获批

成为“江西省廉政文化进校园示范点”单位，典型做法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予以

刊登。

九、大力推进教辅后勤服务改革，倡导“服务育人”新理念

2014年，学校全面推进后勤管理服务改革工作。麦庐园校区物业整体外包；采

取 BOT 模式为学生宿舍安装空调 3716台，刷卡式空调消费模式在全国高校首创；

建设了后勤服务大厅；开发了后勤咨询与网上报修平台；节约型校园建筑节能监管

平台顺利通过验收，学校获评“全国首批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规范了资产管

理决策审批职责与流程，制定了行政办公设备配备标准和资产管理工作质量标准，

建立资产管理统一数字平台，创新校园商业管理举措，优化了资产配置，提高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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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水平。附属中学开展了“高效课堂”活动，中考重点高中上线率达 68.90%，

名列全市前茅。开展了“节能宣传周”、“光盘行动”、“阳光服务”等活动，让学生

参与到服务工作中，倡导“服务育人”新理念。

2014年，学校工作获得了高度赞誉，工商管理学院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学校的事业发展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全年播发我校

报道近 800篇，其中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中国高等教育等主流

媒体报道突破百篇。

2014年学校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推进教育事

业综合改革的广度还不够，部分改革项目推进不够顺畅，成效不够明显，还需要进

一步提升攻坚克难的智慧和能力；二是百年名校建设的总体规划和配套方案还不够

完善，建设路径需要进一步明晰；三是高层次人才引进成效还不够明显，还需要进

一步突破瓶颈，大力引进拔尖人才。

展望 2015年，蓝图已然绘就，力量已经凝聚，道路正在脚下，我们将继续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锐意进取，创新发展，全力推

进学校教育事业综合改革、深化改革，为师生的全面发展、事业的全面提升，为建

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实现“百年名校”江财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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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心 凝聚共识 为建设“百年名校”做出新贡献

——在九届一次教代会暨工代会上的讲话

党委书记 廖进球

（2014年 3月 23日）

各位代表，同志们：

为期两天的“双代会”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次“双代会”时间短、内容多、任

务重，在代表们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是一次很好的大会。好就好在

全体代表认真审议了王乔同志代表学校所做的《学校工作报告》，对学校三年来的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学校领导班子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信任，对今后的工作也

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建议；好就好在全体代表认真履职，行使民主权利，顺利选

举产生了第九届教代会执委会等七个委员会，为学校民主管理、民主治校奠定了坚

实的组织基础；好就好在广大代表积极参政议事、建言献策、反映民意民声，提出

了不少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将把这些批评和建议全部进行整理并形成“台账”，逐一

加以落实，能马上解决的，迅速解决；需要深化改革来解决的，通过深化改革有效

解决；需要争取上级支持的，通过积极争取上级支持较好解决；需要解释的，认真

做好解释工作。对于代表们反映出的民声民意、意见建议和对学校发展的箴言良策，

校党委和行政一定认真对待、认真处理，认真把工作做好。在此不再作一一说明。

下面，我想以“团结一心，凝聚共识，为建设‘百年名校’做出新贡献”为题谈点认识，

希望引起大家的共同关注和讨论。

一、江财人对“百年名校”的追求和现实基础

（一）实现“百年名校”是几代江财人的共同夙愿

学校从创建到现在已经走过了 90年的办学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到发

展的快车道。随着办学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办学目标逐步明晰。最早提出学校办学

宏伟目标的是，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刘积斌同志，1990年他来我校视察时提出了“建

设全国一流的高等财经学府”的目标；1995年史忠良校长又提出了“三有一流”的

办学目标，即“江西有优势、华东有特色、全国有影响的一流高等财经大学”，进一

步丰富了目标内涵；2004年底，学校召开校领导班子务虚会，会上大家普遍认为“三

有”的目标已基本实现，进而又提出了建设“一流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目标

设想，我在 2005年教代会上的学校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办学目标；沿着这

一目标我们继续推进，到 2012年实现与财政部共建前夕，按照财政部的部署要求，

我们将办学目标确定为“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去年在校庆筹备工作中，

大家都在思考：建校九十年了，再过十年到百年校庆时，江财应该是什么样子？我

们说要建设“百年名校”，王乔校长在纪念大会致辞中专门提到建设“百年名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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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这些办学目标理念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所有江财人的共

同理想：把江西财经大学越办越好，越来越有名气，越来越成为一所全国乃至世界

有名的学校。

（二）已具备向百年名校冲刺的现实基础

在中国校友会网12014中国大学评价的星级排名2中，我校被评为 3星级大学，

也就是“中国知名大学”。他们的评价基于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

务三大职能，从国际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贡献三大视角审视和考量中国大学，侧

重从“校友成就”与“学术成就”对中国大学进行选优排序，体现中国大学对世界

文明、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贡献率与影响力。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有一定的道理。

从总体来看，我们无论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科研水平还是从校友影响力和社会

声誉上来说，我们都已经具备了向“百年名校”冲刺的现实基础，我们要有这样的

充分自信和战略定力。

（三）已聚集向百年名校冲刺的内生力量

——有一个好的风气。江财的风气很好，一心“谋事”的人多，专门“谋人”

的人少，正能量始终占上风，歪风邪气的空间很小。以尽责履职为主，以好事正气

为主，这是一个单位要发展难得的好基础。几十年来积淀下来的好风气是最宝贵的

内生力量，为学校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有一批好老师。今天会上表彰了一批先进个人，主要是以表彰老师为主。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批优秀年轻教师年年涌现，敬业乐群的师资队伍基本形成。尽管

教师队伍中还存在少数人学术水平不高、敬业精神不强等问题，但主流是值得充分

肯定的，教师们尽心尽责教书育人的风气非常好，教风是值得信赖的。

——有一支好干部。学校的不断发展与有着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密不可分，尤其

是认真履职、踏实工作的中层干部，他们对支撑学校的整体发展，形成有效的管理

和服务，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有着这样一批好的干部队伍，才有了学校稳

定团结向上的大好局面。这样的局面仅靠校领导班子成员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层干

部是学校管理工作的中流砥柱。

——有一个好班子。校领导班子内聚力很强，民主风气很好。班子成员之间有

商有量，有意见随时可以谈；班子能正视问题、改正缺点，不回避矛盾；班子成员

专心谋事、不断创新，不因循守旧；这个班子得到了广大师生的支持与厚爱，广大

师生多次对学校领导班子的评价都是高看一眼，评价结果比我们预想得要好。这样

的评价是对校领导班子工作的肯定，也说明大家对这个班子充满着期待。我们一定

1中国校友会网(cuaa.net)[中国校友网]创建于 2001年 11月，是我国专业为校友会组织提供网络服

务的网站，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知名研究机构，致力于中国大学评价和大学生创富研究。
2 6星级：中国顶尖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5星级：中国一流大学，有复

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4星级：中国高水平大学，有东北财经大学、西南财

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3 星级：中国知名大学，有暨南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华东

政法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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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努力努力再努力，唯有做好工作才能报答大家的信任和期待。

对于建设“百年名校”，我们一直有追求，现在我们也有了很好的现实基础，无

论是外部影响还是内部条件，我们都完全具备了走向“百年名校”的条件。我们要

坚定实现“百年名校”的自信，增强实现“百年名校”的行动自觉。

二、对建设“百年名校”目标和任务的认识

随着全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重点学科、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都不评了，

很多曾经高校努力追逐的东西要逐渐取消了。这也引起了人们对大学的思考，高等

教育的内涵是什么？什么东西是大学应该去追求的？这次很多代表也表达了类似的

思考和忧虑。的确，如果我们“百年名校”追求的目标和任务都没有搞清楚，就谈

不上建设“百年名校”。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明确“百年名校”的目标和任务。这里，

我不代表校党委、也不代表班子，只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大家还要展开大讨论。

我觉得我们的总目标可以用这样一句通俗的语言描述：从中国知名大学走向中国高

水平大学，不断向中国一流大学迈进——这就是我们“百年名校”的目标。如果我

们还是停留在“中国知名大学”，没有更高的目标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东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 4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我

们是 3星。我们要稳定在财经高校第一方阵，并争取排名前移，必须要尽快达到“4
星”标准。对于“百年名校”具体目标任务有哪些，需要大家进一步讨论，并形成

共识。这是我们未来十年的行动指南。

对于如何实现上述目标，我认为重点要完成以下几项任务，可以概括为“六个

名”：

（一）名学生

建设“百年名校”，首先就是要培养出名学生，这也是我们所有任务的重中之重。

第一，进口要越来越旺，生源质量要够高。生源质量要不断上升，好的办学声誉才

能吸引好的生源，我们要使越来越多的优质生源都报考我们学校。生源质量的下降

就意味着学校名气的下降，如果一个专业，学生都不愿意来，总要调来调去，我们

就要思考。第二，培养过程要特色鲜明，培养出的学生能力要过硬。要让社会普遍

认为江财培养的学生很好，不仅学风好，而且在江财四年能够得到全方位锻炼，变

化很大，能够产生质变。前不久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在我校举办了《中国创业榜样》

节目，我看后很自信。我们学校的两支在校生团队分别以第一、第二名进军总决赛，

从队员的言谈举止来看，其他队伍比我们差一大截。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要培养学

生在校期间去冲击更多的国内外奖项。要让更多重要赛场成为江财学生纵横驰骋的

舞台，在更多权威赛事领奖台上都能看到江财学生星光璀璨的身影，哪怕是演讲、

篮球、足球比赛的大奖，也很了不起。第三，出口要越来越畅，要得到社会的广泛

认可。用人单位要喜欢，觉得江财毕业的学生很优秀，踏实肯干。考研率要高，考

进名牌大学读研的学生越来越多，本硕、硕博连读的学生越来越多。第四，名校友

充分涌现。名学生不仅体现在学生在校期间有名，他们走出校园后名气更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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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江财校友中要有商界领袖、政界精英和学界泰斗，这要成为我们始终不变的

追求。一个大学产生不了名学生尤其是名校友，这个大学就不可能成为名校。大学

之所以有名，就是扎根于她的人才培养。

（二）名教师

名教师是学校站稳脚跟，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是能否培养出名学生的重

要前提。一所大学没有大师名师，就不可能成为高水平大学，更不可能成为全国一

流、世界一流大学。学校推进改革，重要任务就是要打造名师。今年的务虚会上，

学校决定要重点造就 100位名师，年轻老师要在近几年基本上实现博士化。师资队

伍基础非常重要，师资队伍必须有结构，光有名师还不够，还要有梯队。我们在造

就 100位名师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人才梯队建设，青年教师要占很大比重。学校

的最大希望是在座的年轻人，再发展十年，到建校一百年的时候，你们将成为百年

江财的顶梁柱，成为撑起“百年名校”的脊梁。希望年轻的老师们更加努力奋斗，

学校也会努力创造条件，让江财出现更多的名师大师。“名师工程”是我们将要推进

的重大工程。名师出高徒，没有名师不可能有名学生，我们将对名师进一步提高薪

酬标准，确保优秀人才在待遇上有相对优势。

（三）名学科

对于学科建设我们要认真思考，要有一批专业和学科叫得很响。目前，只有会

计等少数专业影响力还行。有很多学科太散，不聚焦，不利于集中力量。要考虑将

一些散学科组装，思考能不能交叉，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我校的旅游管理

和法学是同时开办的，目前法学专业已经成为江西省比较有名的专业，但是旅游管

理等一些专业招生困难；有人说社会工作和语言文学搭不上，其实不然，人文学院

很多专业都可以搭桥。不积极思考，不努力推进是不行的。学科越多、越散越难有

名，要打造名学科唯有学科整合、聚焦出特色。我们学校要有一批有影响的学科，

排名要靠前。我们经济学、管理学目前排名还过得去，但要有忧患意识，一不注意

就会掉下来。如果从大类上说，我们有五个学科能够排在全国 50强，我们就往前大

大推进了一步。

（四）名院所

要有一批学院、研究所能够进入全国百强，我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在财经类

高校。商学院就要向全国百强商学院挺进，经济学院要在全国经济学院进入 50强，

其他的学院和研究所在对应的领域里必须要在全国排上名，有些研究机构要争取在

国际上有影响。协同创新中心现在做的很好，省领导多次批示，下一步就要争取做

成最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库，分析研判形成的成果最接地气。如果能做到这些，

不仅在江西有影响，在全国也会很有名。比如高教研究所就可以作财经院校排名研

究，如果排出来了，大家也很认可，你的影响力就上来了。每个研究所都要打造自

身特色，要亮点突出。如果研究所光靠几个研究人员各自为政，不发挥团队协作精

神，不去凝练积淀特色，这个研究所迟早要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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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学刊

《当代财经》现在很有名了，要保住这个荣誉更上一层楼。我们还有几个内刊

要办好，慢慢地办出影响。目前很多大学“以书代刊”做得很好，像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的《财政经济评论》、山东大学的《产业经济评论》已经做的很有名了。我们也

做过《产业竞争与规制前沿问题研究》，我牵头做了几期，后来没有很好坚持下来，

停掉了。如果我们能够策划好，持之以恒办下去，办出能够代表理论前沿的“以书

代刊”也是能够做出名气的。一所学校有几个权威名刊物，对学校的影响也是巨大

的。

（六）名文化

名校还要养大气，要有一种文化。要让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念能够得

到社会认同、校友认同、同行认同，能够形成师生们的行为规范并变成自觉行动。

大气养成是“百年名校”必须具备的，“百年名校”没有一点大气没有文化底蕴，就

不成其为名校。我们必需把文化建设工作抓实抓好，进一步挖掘长期办学实践形成

的价值理念并紧跟时代发展要求不断创新，形成特色鲜明的学校文化，并得到广大

师生、校友、同行和社会的广泛认同。

这六个“名”能不能作为我们推进“百年名校”建设的重点，需要展开讨论，

形成共识。我建议，近期请宣传部牵头，在师生中广泛展开“我心目中的‘百年名校’”
大讨论。要有征文，把大家心目中的‘百年名校’都亮出来。要汇集整理，要把江财人

心目中的“百年名校”确定为我们的努力方向。希望全校上下都能够积极参与，不

断地建言献策，共同努力尽快把“百年名校”的蓝图描绘好。

三、推进“百年名校”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要更加具体，更有可操作性。有抓手才能层层落

实，有举措才能责任到人。

（二）重在实践。一分规划、九分行动。关键要靠广大师生把“百年名校”江

财梦通过实践落到实处。希望在座的各位并通过你们在全校掀起走向“百年名校”

的实干热潮，都积极行动起来，为建设“百年名校”添砖加瓦。

（三）向改革要动力。建设“百年名校”，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

学校把 2014年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年”，我们要用三年时间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的改革。全面推进学校各项事业的改革，首要的就是

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改革。一是要改革招生制度。如果条件成熟，今年就开始探索

按学院招生。这一重要改变，将带来一系列调整。学生招过来不分专业，公共课要

读两年。这两年要开什么课，我们能开出什么课，部分专业课怎样开成共同的基础

课……这里会涉及到一系列问题。二是实践教学要显著加大。三是授课时间要缩短。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讲二十分钟、一个意义讲半小时的时代了。信息时代，我们

课堂教学的信息量也要加大。互联网对学习方式带来的改变，要引起全校教师的高

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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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是教师，要对教师

进行分类管理改革，形成有进有退、教师脱颖而出的机制。教学好的老师不参与科

研考核不要紧，课上的非常好，学生非常欢迎也可以。但是不考核科研不是不用搞

科研，真正高水平的老师，没有科研的支撑，课是上不好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

课，不钻研就抓不住最新的东西，课是不可能真正讲好的。名师大师没有科研也是

不行的，只是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可以有所侧重。有的科研上不是最拔尖，但是

他掌握了最前沿的知识，有了自己的观点，能够把这些转化为教学，把学生探索真

理和创新的热情激发出来，引导学生去研究，这也是很了不起的。

——干部制度要改革。院所要去行政化，院就是院，所就是所，不要把它当作

行政处级机构去管理。我们可以参照行政级别享受待遇，推荐干部的时候可以具有

同等的基础。

——服务师生的体系和机制要不断健全。怎样更好的服务师生，尤其是服务学

生，目前意见反映最大的就是我们的窗口服务部门。如何系统化地改善服务需要大

家共同思考。

另外，还有收入分配体制、奖惩机制等方面的改革都要跟上，要通过全面深化

改革，使我们奠定实现“百年名校”的良好体制机制基础。

（四）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改革创新要有顶层设计，但不能仅仅按照顶层

设计走，各个基层单位可以大胆探索、大胆实践，有困难、有障碍要主动去想办法，

遇到矛盾、遇到问题要主动应对。不能这个不能干、那个也不能干，就什么都不干

了。基层单位既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大局和总目标相一致，又要解放思想，敢想

敢干，学校支持各种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行动。

（五）强化责任，敢于担当。对于管理服务部门来说，尤其要增强服务力和执

行力。管理要接地气，不能坐在办公室里，从管理方便的角度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我在这里只谈一些大的思路，就不具体展开了。我相信，只要全校师生增强共

识、团结一心、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为实现“百年名校”做出更好成绩，交出更

好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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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工作报告

——2014年 3月 21日在九届一次教代会暨工代会上的工作报告

校长 王乔

各位代表，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学校向大会报告过去三年的工作和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并就如

何做好 2014年工作提出具体意见，请各位代表予以审议，请特邀代表和列席代表提

出意见。

一、2011－2013年学校工作的回顾

2011－2013年，是学校“十二五”规划快速推进的三年，是学校充实内涵、创

新发展的三年，是学校全面做强、彰显特色的三年，全校师生在省委、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在学校党委、校行政的带领下，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全面

推进学校各项事业跨越式发展，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

新上取得了突出业绩，“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建设目标更加明确，“百年名

校”江财梦日益深入人心。下面，我对学校过去三年的工作作一简要回顾。

（一）办学平台更加广阔。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签署协议共建江

西财经大学。学校成功跻身“中西部基础能力建设工程”，获经费资助 1.31亿元。

新增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统计学 4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 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获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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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基本覆盖了经济管理类学科

门类，一级学科博士点数排名全国财经类院校第 4位。获批江西省首批 2011协同创

新中心、江西省电子商务高水平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

（二）人才培养特色更加鲜明。学校本科生人数增加到 2.6万人，研究生人数

增加到 5300人。获批 7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1门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1项
国家级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项目、1 个国家级法学实践教育基地，新增中央与地

方共建实验室项目 8项。教师获得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 6项、二等奖 4项、

三等奖 1项，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 1项，首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国家

级文史类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获批 2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和 15 项

省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14项，省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9
项、二等奖 9 项。出版了信毅教材 21部。学生获得国际商学院联盟（NIBS）商业

案例大赛、德国“红点”设计大赛、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大学生管理决策模拟大

赛、大学生网球联赛等省级以上竞赛奖项 1000余项。顺利完成了研究生二级管理体

制改革，立项省研究生优质课程 7 门、省教改项目 26 项、省创新专项资金项目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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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获评首届省研究生教学成果二等奖 3项、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4篇。

（三）科研成果更加丰硕。学校共承担各类课题 1053 项，累计科研经费 1.12
亿元。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81项，其中重大招标项目 2项、重点项目 7项，立项

数连续 3年列全国财经高校前 3位、全省高校首位，2项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

果要报》；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2项，立项数列全国财经类高校前列。立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和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45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1项，

江西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课题 2项，江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 5 项、重点招标课题 4 项。获评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5
项、省第 15次社科优秀成果奖 52项。教师在权威期刊上共发表论文 365篇。获批

教育厅第一批江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创新团队 1 个、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 2个。举办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 82场。《当代财经》入选 2013年国家“百

强社科期刊”，获评为“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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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评“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

（四）师资力量更加充实。学校引进博士 81人，其中海归博士 31人（含柔性

引进海归博士 11人）。新增博士生导师 39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议组专家 3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6人、全国专业学位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

委员 2人、“井冈学者”特聘教授 2人、“百千万人才工程”省级人选 2人、“江西省

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专家”3人、 “江西省十大教书育人楷模”1人、“江西省教学

名师”3人、“赣鄱英才 555工程”人选 29人。

（五）服务社会成效更加突出。学校积极承担财政部省部共建课题及信息平台

开发等项目；与省发改委等 30余家省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建

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承担了《昌九一体化发展规划》《江西省“十二五”规划中期评

估》《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研究》等多项重大研究课题，针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

报告多次获得省领导批示；学校获评“江西省服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先进单位”。

（六）国际化办学步伐更加坚实。学校加入国际商学院联盟，新增国际合作院

校 24所，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培养”资格, 招收来华留学学历生取得

突破，共招收来华留学生 160人。553名学生保留学籍赴国（境）外留学，886名本

科毕业生赴国（境）外攻读硕士学位，其中 240余人被世界排名百强大学录取。获

批成为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实施院校，近百名教师出国研修。

外教中 2人获评江西省“庐山友谊奖”、1人获评南昌市“滕王阁友谊奖”。

（七）思政教育、招生就业形势更加喜人。学校各级党团学组织围绕学生成长

成才，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探索，打造了一批品牌项目。共立项全省高校

党建课题重点项目 1项、青年项目 2项，获评全省五四红旗团委、“挑战杯”竞赛全

国优秀组织奖，学校共青团工作经验在团中央简报中予以刊登；学生组织获评团中

央社会实践“百强重点团队”1 个、三下乡全国重点团队 3 个、湿地使者行动全国

一等奖 1项，立项团中央等组织资助的活动项目 3项；在 2013年教育部学信网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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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中，学校被评为“全国本科生综合满意度 50强高校”。学

校开办了创业精英班和创业能力提升培训班，创业项目入选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

会“创业推介项目 30强”，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现有 53家实体公司入驻，年销售收

入 2000余万元、利税 300余万元，已有 12家企业走向社会；校友创业声誉日隆，

学校名列 2014年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第 42名、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第 43名。

学校在 27个省份一本招生，在江西省招生投档线和录取平均分连年保持全省高校第

一。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均居全省高校前列，学校荣获国务院表彰的“全国就业

先进工作单位”称号。

（八）办学条件更加优化。学校年总收入增至 7.4亿元，固定资产总值增至 14.58
亿元；通过政府财政化债资金支持，学校银行贷款成功“清零”。多媒体教室和语音

实验室增至 462间，馆藏文献增至 260万册，电子文献增至 6.6万千兆；校园网络

带宽增至 5.4千兆，实现了无线校园网系统的基本覆盖，启动了档案中心、图书馆

数字平台建设；稳步推进了后勤社会化改革。

（九）民生工程惠及面更加宽广。建立了教职工收入增长机制，提高了绩效工

资分值、公积金缴存额度、“三节”福利标准、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和“双节”补贴

标准，实施了职业年金制度，进一步改善了教职工待遇；建设公租房，改造教工宿

舍、教学楼、食堂以及体育场馆，改善了教职工生活条件；建立了教职工重大疾病

互助会，提高了困难职工补助额度，加大了扶困力度；增设停车位，加强校园车辆

停放管理，有效缓解了停车难的问题；加大了学生宿舍维修改造力度，发放贫困生

就业专项补助，切实解决学生诉求；持续增加附中、附小、幼儿园的办学投入，附

中已经成为南昌市品牌初中，附小已经成为南昌市亮点小学，幼儿园已经成为周边

地区模范幼儿园，为教职工子女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

（十）发展力量更加凝聚。学校深入开展“以德为先”主题教育活动，扎实推

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作风建设，集思广议，大

力整改，凝聚事业发展共识。修订了《江西财经大学章程》，完善了大学治理结构。

开展了第五轮干部人事改革，激发了干部队伍活力。举行了“热烈、俭朴、欢乐、

祥和”的建校 90周年纪念活动，成立了教育发展基金会，募集资金 1400万元，建

设了校史馆、校友馆、中国税票博物馆，启动了江财 VI（形象设计）推广工程，展

现了江财办学 90年的文化积淀，进一步激发了校友情、师生情和教职工校兴我荣的

强烈感情，凝聚了人心，汇聚了力量。

学校统战、监察、审计、综治、继续教育、高职教育、资产管理、离退休人员

工作、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均取得了可喜成绩，为学校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三年

来，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法制教育先进集体”“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先进

集体”“第二次全国 R&D（研究与试验发展）资源清查先进单位”“全国高校节能管

理先进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先

进集体”“全国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优秀组织奖”等荣誉称号；学校已连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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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评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学校事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三年来，社会媒体对我

校进行了 1200余次报道，其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中央

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中

国教育电视台等中央和国家级媒体报道 126次，《江西日报》、江西电视台、江西人

民广播电台、中国江西网、今视网等省级重要媒体报道 300余次，大大地提高了我

校的办学声誉。

各位代表、同志们，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上级领导部门、社会各界、离退休老

同志的关心、指导和帮助，得益于海内外校友的心心相依与全力支持，得益于全校

师生员工的敬业精业与开拓创新！在此，我代表学校向所有为学校发展作出贡献的

同仁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各位代表，同志们，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对照“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

发展目标，我们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差距：一是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体系还不够完善，

要进一步加大教学方法的改革、“三个课堂联动”、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力度；二

是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优势还不够突出，要进一步加大学科专业品牌塑造力度，加

大高层次拔尖人才、学术大师、教学名师的引进与培育力度；三是特色鲜明的科学

研究成果还不够显著，要进一步加大培育拔尖人才成长环境、孵化高水平科研成果

的力度。

二、2014－2016年学校工作的主要目标与任务

同志们，2014－2016年是学校完成“十二五”规划发展目标和开启“十三五”

规划的关键三年，也是推进改革，深化改革，见改革成效的三年。展望 2014－2016
年，学校将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精神，继续坚持“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

校，法德治校”办学方针，坚持内涵式发展，以创业型人才培养为根本，以学科建

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为基础，以学术科研和服务社会为抓手，以国际化办学为突破口，

以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为动力，巩固学校在财经类高校第一方阵地位，力争实现学

校综合实力和主要学科排名前移；扩大在江西高校的优势地位，全力打造高品质区

域人文社会科学中心；进一步凝炼办学特色、提高办学声誉，努力建设成基础厚实、

社会认可、人民满意的特色鲜明高水平财经大学，为实现 “百年名校”江财梦奠定

基础。

（一）进一步凝炼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特色，全面提升育人质量

1、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拔尖人才培养模式，以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为人才培养根本标准，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

新创业型人才。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建立专业设置准入、预警和退出机制。完善双

专业培养机制，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力度。探索本科至博士阶段

课程衔接，加强公共基础课程分类分层次改革，构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开放式网

络教学平台，加大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和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力度，探索与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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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跨校选课对接的“学分银行”制度。探索与相关部门、科研院所、行业

企业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新模式。深化以“3+7+X”为主要内容的课程

体系综合改革。

2、加大科研育人与实践育人工作力度，完善协同育人机制。促进科研团队与教

学团队融合、科研基地与教学基地融合，推动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分类

制订实践教学标准，增加实践教学比重，确保各类实践教学必要的学分，支持学生

参加创新性实验、创业计划、创业竞赛和创业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广泛开展社会调

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研发明、勤工助学和顶岗实习等社会实践

活动；完善“以赛促学”资助及奖励办法；构建国家、省、校、院四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实施体系。探索联合育人新机制，吸引社会资源投入人才培养，巩固

和完善现有战略联盟。

3、完善质量监控体系和教师考评机制。遵照管办评分离的原则，完善学校本科

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定期发布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落实人才培养质量责任，

健全校内质量保障体系，建立健全主动迎接政府、专门机构和社会多元评价的学校

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与反馈机制。完善以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

改革教师遴选、考核与评价制度，健全责权机制，实行聘用制，探索年薪制，激励

教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工作中。

4、逐步调整招生模式，推进招生制度改革。紧跟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趋势，

进一步拓宽招生口径，探索按学科大类招生，适时推进高考自主招生试点，探索自

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破格录取的招生录取方式。本科招生要继续保持省

内优势。推进硕士生招生制度改革，推进博士生招生选拔评价方式、评价标准和内

容体系等改革，完善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等长学制选拔培养制度，探索建立博士生“申

请—审核”制及中期分流补充制；积极发展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开拓并发展

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二）推进协同创新，实现科研工作新突破

激发创新活力，提高科研质量，推进科研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以科研成果创造

性、实用性以及科研对人才培养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激励机制。重点推进科研为育人

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实施“创新团队支持计划” “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支持计划”“科研品牌支持计划”“学术交流支持计划”“学术特区支持

计划”；瞄准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与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合作，

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咨询、研究机构，打造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在全省有重大影响的

跨学科科研团队和合理的学科梯队。认真落实已签订的各类战略合作协议，打造为

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新型智库。

（三）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完善师资队伍管理

充分用好全省人才管理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权，采取超常规举措汇聚高端人才，

设立“流动编制”，规范兼职管理。制定教师分类管理及分类考评办法，完善退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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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实施大师名师培育计划、优势学科人才提升计划、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

优秀青年学术人才支持计划、国内外学术研修计划，加速培育一批中青年拔尖创新

人才和优秀骨干人才。完善基层教学组织，完善老中青教师传帮带机制，加强助教、

助研、助管工作。实施人才成长环境保障计划，搭建个性化科（教）研基地和平台。

（四）全面推进国际化办学，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

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规划，明确推进国际化办学的阶段任务和时间表。提高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数量和层次，积极申办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力争办成示范性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构建与国际化战略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明确各学院各部门在国际

化办学中的职责与分工。有计划地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学术团队，吸引优秀留学人

员回国服务，加大力度鼓励师生出国研修和参加高水平学术活动，争取教师在国际

学术组织任职和担任国际学术期刊编委人数上实现突破。建立新的国际化办学特区，

加快全英文专业建设。设立专项经费鼓励师生参与高水平的国际性赛事。充分利用

国家奖学金和地方政府奖学金，设立“留学江财”奖学金、学生出国留学奖学金，

吸引更多优秀的留学生，资助优秀学生出国学习。

（五）创新思政教育，提高思政教育科学化水平。

实施立德树人工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教学实效，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学生工

作制度建设、学生活动品牌建设；把握青年思想脉搏和基本需求，加强青年学生理

想信念教育和形势与政策教育。利用新媒体拓展思政教育新阵地，建设一批主题教

育网站、网络社区；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关心学生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

推进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工作，引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

服务。

（六）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提高办学治校能力

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遵循“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民主管理”的学校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教

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等组织职能与作用。进一步扩大和落实学院办学自主

权，探索推进教研单位去行政化，探索实行职员制。完善独立学院办学和运行机制。

加强校院领导班子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深化学校行政体制改革，规范

行政决策机制与办事流程，营造好、维护好广大师生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提高领

导力和执行力。培养广大干部敢于担当与勇于创新的精神，强化干部质量意识与责

任意识，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和项目工程负责人责任制。加大校务公开及校属各单

位政务公开力度，切实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管理与监督。

（七）改革管理服务体制，提升管理服务质量

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加强数字校园、数据中心、现代教学环境等信息化

条件建设。拓宽三校区物业、园林服务外包范围，重点抓好学生食堂和公寓的监管。

推进劳动关系代理制和劳务派遣制，规范资产管理决策审批职责与流程，制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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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设备配备标准与指导使用年限，试点建立资产管理质量评价考核体系。关爱特

殊群体师生，健全帮扶困难师生的长效机制，让师生公平分享学校发展成果。切实

关心离退休教职工，完善教职工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每年立项民生工程投入增长 10%
以上。提高附中办学质量，力争办成省内示范性中小学。完善医院、幼儿园以服务

师生为中心的运行机制和体系。

三、2014年学校的主要工作

同志们， 2014年是学校“全面深化改革年”，我们必须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三届七次、八次全会精神，以内涵建设、创新发展为着

力点全面启动教育改革，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

才培养方案，抓住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两个基本点，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提升科研能力与国际化办学水平，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学校事业发展新局面。

（一）坚守育人本位，提升育人质量

1、改革本科阶段人才培养模式。按照“降总量、调结构,强基础、重实践”的

原则，修订学校本科阶段人才培养方案，完善“三个课堂联动、三类实践互促”的

人才培养机制，调整与优化二阶段教学方案。推行启发式、探究式、项目式、访谈

式、案例式、参与式等教学范式。推进大学体育课程俱乐部制试点改革、大学英语

课程综合改革。

2、建设优质本科教学资源。积极申报国家级和省级本科教学工程，加强校级、

省级、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建设优质课程资

源库，选拔学生学习MOOC（慕课）等在线课程，确认相应学分。继续抓好“3+7+X”
主干课程建设。构建经管类课程建设协调机制。升级部分双语课程为全英文课程，

提高英文版教材的使用比例。

3、优化本科教学管理。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体系，推动昌北地区乃至全省高

校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探索建立育人工作校校协同、校所协同、校企协同、校地协

同、国际合作协同新模式，出台学分互认办法，研发新版学分制系统。完善教学工

作突出业绩奖励办法和本科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积极准备接受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发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职能，组织教学沙龙、培训

与进修。

4、加强研究生教育管理。试行博士研究生选拔“申请－审核”制。实施硕士生

导师考核和动态遴选制。重构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方案，开展案例教学研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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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长中期交流、博士生互访

等国际联合培养模式，力争新增 1-2 个联合培养项目。抓好学术社团建设，搞好学

术诚信教育，办好研究生论坛，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加强省级研究生创新

课题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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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招生就业工作。探索本科按学院招生或按学科大类招生，拓宽招生渠道，

力争在广东省实现全部或部分专业一本招生，加强非经济管理类特色专业的招生宣

传。建设 APP 多人语音对话平台、“云梯生涯教育自助软件”课程平台、大学生职

业生涯规划测评系统，做好大学生生涯规划和就业服务工作，加强就业市场开拓和

毕业生就业区域的科学布局，保持毕业生常规就业率 60%以上、初次就业率 88%以

上，年终就业率 90%以上。

（二）加强科研管理，充分发挥科研服务功能

1、改革科研考评办法。落实教育实践活动中广大教职员工对科研管理切合实际

的要求，改革科研管理特别是考核和奖励办法，分类落实科研成果评价、推广应用

和奖励计划，为高质量成果提供机制上的保障。

2、培养科研团队。优化科研结构和方向，开拓社会急需和学科发展需要的研究

领域，抓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鼓励高水平成果出版；鼓

励协同创新、国际科研合作和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3、推进科研育人。推进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把科研成果对人才培养

的贡献作为科研评价的主要因素。

4、落实科研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落实与省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和

企事业单位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落实若干重大合作项目。完善江西经济发展与改

革研究院改革试点；以协同创新中心、新能源技术研究中心为试点，打造江西经济

社会发展新型智库。

（三）加强平台建设，提升学科专业竞争力

1、抓好品牌专业建设。优化优势学科、特色学科顶层设计，努力打造专业硕士

学位特色专业，塑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品牌。

2、抓好科研院所与基地建设。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江西省

协同创新中心。加大力度建设科技金融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使之成为服务江西科技

产业发展的基地。

3、加强学科专业建设。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大力发展传统专业，加强朝阳专业

（方向）和区域特色专业的培育和建设。选择 5-7 个本科专业开展专业综合改革。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落实人才强校战略

1、加强人员编制管理。梳理学校岗位、编制、人员的基本情况，探索不同岗位

分类分级管理办法，逐步搭建不同管理体制间教师转换的平台。试行职员制，完善

人事代理人员管理制度。

2、完善高端人才支持体系。完善对首席教授、拔尖人才、青年学科带头人、海

归博士四个层次的支持计划。进一步推进国内外学术研修计划。

3、启动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在体制建设、机制运行、政策保障、资金投入、环

境营造和工作模式等方面创新举措，加大力度引进与培养高层次拔尖人才。

4、加强教师考核管理。调整教师职称评聘办法，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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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健全与人才的业绩和

贡献紧密联系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

5、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设立“教育终身成就奖”，提高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

和责任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高教师师德水平。

（五）加强人才培养国际化，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

1、提高国际化办学层次。与 2-3 所北美、欧洲等地区高水平大学建立校际合作

关系，开拓 1个硕士、博士层次联合培养项目，建设 1－2个全英文授课专业。积极

申办孔子学院。继续建设好学校英文网站，开通各教学单位和部分科研机构英文网

站。

2、加强教师队伍国际化。完善教职工出国境管理规定，做好国家留基委项目和

学校公派项目，使教师出国（境）人次有较大增长，层次继续提升。提高语言外教

教学质量，加强与加拿大英语教育中心（EIE）等机构的合作。

3、加强人才培养国际化。组织 2014年出国留学咨询展，力争在校生出国人数

达到 240人、外国留学生人数达到 110人，探索招收博士留学生及留学生分班管理。

选择 2-3 个学院，通过项目引荐、专项经费支持等方式,推进学院国际化办学取得明

显成效。

（六）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培养青年学生健康成长

1、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加强干部作风建设。以作风建设为重点加强干部教

育管理，完善落实“八项规定”，纠正“四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方面工作的

具体举措和规章制度。加强对科研课题、重大工程项目经费支出的监督和管理。加

大对基建后勤、采购招标、招生考试、财务开支、培训办班、奖学金核发等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的治理，加强教学督导组、管理服务督查组工作，开展好校风教风学

风督察工作。

2、开展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培养青年学生健康成长。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立德树人紧密结合，与学校校园文化有机统一，与学生的养

成教育、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统一。做好青年学生日常教育与服务工作，打造

学生工作“一院一品牌”体系，继续维护好“移动办公桌”品牌。启动学生管理服

务体制综合改革，筹建窗口式、一站式大学生事务管理与服务中心。

（七）加强顶层设计，推进精细化管理

1、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加强“百年名校”顶层设计，明确百年

名校的目标体系和阶段任务。开展财经类高校排行研究，跟踪标杆大学。健全校院

两级治理结构，理清事权，适度下放管理权限，扩大学院办学自主权，完善两级预

算分配体制。

2、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后勤教辅服务质量。进一步完善校园建设总体

规划、年度基建计划和新项目前期规划设计。推进“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项目”

麦庐园实验实训楼、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工程的建设，抓好麦庐园北区 1栋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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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两栋学生宿舍的建设。建设校园无线网络二期工程，实现学校公共场所 wifi（无

线网络）全覆盖。规划数据容灾中心、数据交换中心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升级 OA
（办公自动化）系统，推进各业务应用系统建设。加强外包物业、餐饮单位的监管，

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后勤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流程再造，为打造“数字后勤”奠定基

础。

3、加强校友会、基金会和共建工作。健全管理制度，构建网站、短信平台、微

信群等信息化平台，完善校友信息数据库。筹备校友会换届、校友论坛和校友联谊

活动。建立共建工作联席会制度，建立共建高校信息共享平台和具有我校特色的共

建资料库。建立毕业生校友库，加强研究生校友联络工作。

4、大力推进民生工程。推进毕业生双困帮扶、学生宿舍安装空调、蛟桥园两湖

清理、教工宿舍天然气改造、教工文体协会建设、重大疾病医疗互助会、麦庐园校

区主干道亮化、幼儿园户外活动设施建设等十大民生工程项目，优先保证 600余万

元民生工程经费的投入。

5、加强校园综合治理。启动综治维稳材料信息报送平台，加强校内外环境整治

和交通安全管理，推进“天网工程”建设，完善人防、物防、技防体系，加强与属

地政府、公安、消防等单位的联系，确保学校安全稳定。

6、做好其他各项工作。继续做好统战工作，创新附中办学理念，拓展继续教育

发展的路径，改革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抓好校企合作项目。加强老教授协会等组织

建设，提高离退休人员生活幸福指数；完善医院、幼儿园以服务师生为中心的运行

机制和体系。大力推进馆藏综合档案数字化建设，发挥“三馆”爱校教育基地和教

学实践基地作用。继续加强体育设施建设与维护，支持并倡导全民健身活动。以创

建特色园林、主题景观、名花名树小道为抓手，努力打造主题突出、特色鲜明、色

彩丰富的一流节能生态校园。

各位代表，同志们，过去的三年是学校发展实现重大突破的三年，是江财人凝

心聚力实现跨越发展的三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14年是一个新的起点，全校广

大师生员工要在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围绕学校中心工作，

全面深化教育事业改革，为把我校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奠定实现“百

年名校”江财梦的坚实基础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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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4年学校工作报告任务落实分解表

类别 任务分解
责任

领导

牵头部门/责
任部门

人才培养

1、改革本科阶段人才培养模式。按照“降总量、调结构,强基础、重

实践”的原则，修订学校本科阶段人才培养方案，完善“三个课堂联

动、三类实践互促”的人才培养机制；2、调整与优化二阶段教学方

案；3、推行启发式、探究式、项目式、访谈式、案例式、参与式等

教学范式;4、积极申报国家级和省级本科教学工程，加强校级、省级、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建设优质

课程资源库； 5、建设优质本科教学资源，选拔学生学习MOOC等

在线课程，确认相应学分，出台学分互认办法，研发新版学分制系统；

6、抓好“3+7+X”主干课程建设，构建经管类课程建设协调机制；7、
完善教学工作突出业绩奖励办法和本科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8、筹

备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9、发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职能，组织教

学沙龙、培训、进修。

王 乔

邓 辉

教务处、各教

学单位

10、大学英语课程综合改革；11、升级部分双语课程为全英文课程，

提高英文版教材的使用比例；12、探索长中期交流、博士生互访等国

际联合培养模式，力争新增 1-2个联合培养项目；13、推进大学体育

课程俱乐部制试点改革。

易剑东

教务处、国际

合作与交流

处、外国语学

院、体育学

院、各教学单

位

14、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体系，推动昌北地区乃至全省高校资源共

享平台构建。
王小平 图书馆

15、探索建立育人工作校校协同、校所协同、校企协同、校地协同、

国际合作协同新模式。
阙善栋 共建办

16、试行博士研究生选拔“申请－审核”制，实施硕士生导师考核和

动态遴选制；17、抓好学术社团建设，搞好学术诚信教育，办好研究

生论坛，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加强省级研究生创新课题申

报工作。

王 乔

李良智

研究生院、各

研究生培养

单位

18、重构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开展案例教学研讨；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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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照云

李良智

研究生院、各

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单

位

20、加强招生就业工作，探索本科按学院招生或按学科大类招生，力

争广东省实现全部或部分专业一本招生；21、加强非经济管理类特色

专业的招生宣传；22、建设 APP多人语音对话平台、“云梯生涯教育

自助软件”课程平台、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测评系统，做好大学生生

涯规划和就业服务工作；23、加强就业市场开拓和毕业生就业区域的

科学布局，保持毕业生常规就业率 60%以上、初次就业率 88%以上、

易剑东
招生就业处，

各本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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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任务分解
责任

领导

牵头部门/责
任部门

年终就业率 90%以上。

学科平台

建设

24、优化优势学科、特色学科顶层设计，努力打造 2－3个专业硕士

学位特色专业，塑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品牌。

吴照云

李良智

各研究生培

养单位

25、申报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和江西省协同创新中心；26、
加大力度建设科技金融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使之成为服务江西科技

产业发展的基地。

蒋金法
科研处、各科

研院所

27、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大力发展传统专业，加强朝阳专业（方向）

和区域特色专业的培育和建设，选择 5-7个本科专业开展专业综合改

革；28、进一步推进国内外学术研修计划。

邓 辉

各教学单位、

教师教学发

展中心

师资队伍

建设

29、梳理学校岗位、编制、人员的基本情况，探索不同岗位分类分级

管理办法，逐步搭建不同管理体制间教师转换的平台，加强教师考评

管理，调整教师职称评聘办法，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30、试行

职员制，完善人事代理人员管理制度；31、完善对首席教授、拔尖人

才、青年学科带头人、海归博士四个层次的支持计划；32、启动人才

管理改革试验。在体制建设、机制运行、政策保障、资金投入、环境

营造和工作模式等方面创新举措，加大力度引进与培养高层次拔尖人

才。

易小明 人事处

33、设立“教育终身成就奖”，提高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34、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高教师师德水平。

易小明

邓 辉

人事处、教师

教学发展中

心

科研管理

35、改革科研考评办法，落实教育实践活动中广大教职员工对科研管

理切合实际的要求，改革科研管理特别是考核和奖惩办法，分类落实

科研成果评价、推广应用和奖励计划，为高质量成果提供机制上的保

障；36、培养科研团队，优化科研结构和方向，开拓社会急需和学科

发展需要的研究领域；37、抓好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

报，鼓励高水平成果出版；38、鼓励协同创新、国际科研合作和教师

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蒋金法
科研处、各科

研院所

39、推进科研育人，推进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把科研成果

对人才培养的贡献作为科研评价的主要因素；40、落实科研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落实与委、厅、局和地方政府的战略合作协议，落实

若干重大合作项目；41、完善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改革试点，

以协同创新中心、新能源技术研究中心为试点，打造江西经济社会发

展新型智库。

蒋金法
科研处、各科

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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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任务分解
责任

领导

牵头部门/责
任部门

国际化

办学

42、提高国际化办学层次，与 2-3所北美、欧洲等地区高水平大学建

立校际合作关系，开拓 1个硕士、博士层次联合培养项目；43、积极

申办孔子学院。

易剑东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44、建设 1－2个全英文授课专业；45、完善教职工出国境管理规定，

做好国家留基委项目和学校公派项目，使教师出国（境）人次有较大

增长，层次继续提升； 46、提高语言外教教学质量，加强与加拿大

英语教育中心（EIE）等机构的合作。

易剑东

邓 辉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教务

处、教师教学

发展中心

47、加强人才培养国际化，组织 2014年出国留学咨询展，力争在校

生出国人数达到 240人、外国留学生人数达到 110人，探索招收博士

留学生及留学生分班管理；48、全面推进国际化办学，选择 2-3个学

院，通过项目引荐、专项经费支持等方式,推进学院国际化办学取得

明显成效。

易剑东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

49、继续建设好学校英文网站，开通各教学单位和部分科研机构英文

网站。

胡建华

易剑东

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宣传

部、各教学学

院、部分科研

机构

巩固教育

实践活动

成果和思

政教育

工作

50、开展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抓好思想引领，把握正

确舆论导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立德树人紧密结合，与我校信

敏廉毅校训有机统一，与学生的养成教育、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

统一；51、做好青年学生日常教育与服务工作，打造学生工作“一院

一品牌”体系，继续维护好“移动办公桌”品牌；52、启动学生管理

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方案，筹建窗口式、一站式大学生事务管理与服务

中心，把学生自主学习和监督学校管理服务工作结合起来。

廖进球

胡建华

学工部（处）、

团委、马克思

主义学院、各

本科学院

53、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并构建长效机制，以作风建设为重点加强

干部教育管理，完善落实“八项规定”，纠正“四风”，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等方面工作的具体举措和规章制度。

廖进球

王金华

党办校办、组

织部

54、加强教学督导组工作，开展好校风教风学风督察工作。 邓 辉 教务处

55、加强对科研课题、重大工程项目经费支出的监督和管理。
易小明

蒋金法

财务处、科研

处

56、加大对基建后勤、采购招标、招生考试、财务开支、培训办班、

奖学金核发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治理；57、管理服务督查组工作。
杨建林

纪委、监察

处、审计处

顶层设计

与精细化

管理

58、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加强“百年名校”顶层设计，

明确百年名校的目标体系和阶段任务；59、健全校院两级治理结构，

理清事权，适度下放管理权限，扩大学院办学自主权。

廖进球

王 乔

党办校办、校

属各单位

60、开展财经类高校排行研究，跟踪标杆大学；61、建设校园无线网

络二期工程，实现学校公共场所 wifi 全覆盖；62、继续加强体育设

施建设与维护，支持并倡导全民健身活动。

邓 辉

高等教育研

究所、网络信

息管理中心、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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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任务分解
责任

领导

牵头部门/责
任部门

63、规划容灾中心、数据交换中心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升级 OA系统，

推进各业务应用系统建设。

易小明

邓 辉

党办校办、网

络信息管理

中心

64、加强外包物业、餐饮单位的监管，对各个环节进行流程再造；65、
奠定“数字后勤”基础，建设节能生态型校园。

王小平 后勤保障处

66、进一步完善校园建设总体规划、年度基建计划和新项目前期规划

设计；67、抓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项目（麦庐园实验实训楼工

程、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工程）和麦庐园北区一教楼工程三大工程建

设，抓好蛟桥园北区东北角运动场地规划建设，在麦庐园北区建设两

栋学生宿舍。

杨建林 校园建设处

68、大力推进民生工程，推进毕业双困生帮扶、学生宿舍安装空调、

蛟桥园两湖清理、教工宿舍天然气改造、教工文体协会建设、重大疾

病医疗互助会、麦庐园校区主干道亮化、幼儿园户外活动设施建设等

十大民生工程项目；69、优先保证 600余万元民生工程经费的投入。

王金华

易小明

项目责任

领导

工会、财务

处、项目责任

单位

70、加强校友会、基金会和共建工作，健全管理制度，构建网站、短

信平台、微信群等信息化平台，完善校友信息数据库；71、筹备校友

会换届、校友论坛和校友联谊活动；72、建立研究生校友库，加强研

究生校友联络工作；73、建立共建工作联席会制，建立共建高校信息

共享平台和具有我校特色的共建资料库。

阙善栋

校友联络办

公室、共建工

作办公室

74、启动综治维稳材料信息报送平台，加强校内外环境整治和交通安

全管理，推进“天网工程”建设，完善人防、物防、技防体系，加强

与属地政府、公安、消防等机关的联系，确保学校安全稳定；75、推

进统战工作；76、大力推进馆藏综合档案数字化建设，发挥“三馆”

爱校教育基地和教学实践基地作用；77、完善幼儿园以服务师生为中

心的运行机制和体系。

王金华

保卫处、统战

部、档案管理

中心、工会

78、创新附中办学理念，拓展继续教育发展的路径，改革高职人才培

养模式，抓好校企合作项目。
吴照云

附中、继续教

育学院、职业

技术

79、抓好老干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的落实，加强老教授协会等组织

建设；80、完善医院以服务师生为中心的运行机制和体系；81、完善

两级预算分配体制。

易小明

离退休人员

工作处、医

院、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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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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半年退休）王金华（2014年 12月退休）

委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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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平

校长助理： 阙善栋 李良智

（组织部陈志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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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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级干部名册

姓名 职务 正副处 性别
参加工

作时间
专业技术职称

阙善栋
校长助理，校友联络办公室主任

（兼）
正处级 男 1988.07 副研究员

李良智 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兼） 正处级 男 1987.07 教授

陈建南 校务委员（综治办主任） 正处级 男 1987.07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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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处级 男 1975.09 教授

邹传教 校务委员（管理督导专员） 正处级 男 1982.08 教授

袁雄 党委办公室主任、校长办公室主任 正处级 男 1990.07 研究员

章蓉
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校长办公室副

主任
副处级 女 1990.03 助理研究员

韩国玉
党办、校办副主任、麦庐园综合办

主任
副处级 男 2002.07 助教

郑威 党办、校办副主任 副处级 男 2004.07 助理研究员

李法贵
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监察处、

审计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85.08 高级会计师

熊立芬 监察、审计处副处长 副处级 女 1985.08 高级会计师

严云生 监察处、审计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3.07 中学高级

欧阳康
党委组织部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

机关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5.07 教授

汪业军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80.07 副教授

欧阳迎 组织部、人事处副部（处）长 副处级 男 1990.03 工程师

徐李全 组织部、人事处副部（处）长 副处级 男 1984.07 讲师

徐翔 组织部副部长、党校副校长（兼） 副处级 男 2003.07 实习研究员

王金海 党委宣传部部长 正处级 男 1995.07 副教授

刘灵 新闻中心主任（正处级） 正处级 男 1998.07 助理研究员

喻春龙 宣传部副部长 副处级 男 1988.07 讲师

罗庆辉 新闻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81.09 三级摄影师

陈丽萍 党委统战部部长 正处级 女 1980.07

陈华 统战部副处级统战员 副处级 男 2005.06 助理研究员

刘金凤 工会主席 正处级 女 1985.07 教授

吴太福 工会副主席 副处级 男 1985.07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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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正副处 性别
参加工

作时间
专业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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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处级 男 1991.07 副教授

习金文
学生工作部（处）副部（处）长、

团委书记
正处级 男 2002.07 讲师

叶申玲 团委副书记 副处级 女 2004.08 实习研究员

段远鸿 学生工作部（处）副部（处）长 副处级 男 1988.07 副教授

刘志蓉
学工部（处）副部（处）长、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副处级 女 1997.07 助教

郭庆丰
共建工作办公室主任、校友联络办

公室副主任（兼）
正处级 男 1975.09 副研究员

潘桦
校友联络办公室、共建办公室副主

任
副处级 男 1988.07 副教授

许基南 教务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85.07 教授

徐旭川 教务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96.07 副教授

廖国琼 教务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9.07 教授

吕晓梅 教务处副处长 副处级 女 1991.07 副教授

梅小安
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主任（副处

级）
副处级 男 1995.07 副教授

匡小平 科研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82.07 教授

李志强 科研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7.07 教授

史言信 科研处副处长 副处级 女 1993.07 研究员

荣莉
研究生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主任、

研究生院副院长（兼）
正处级 女 1995.07 教授

魏清华 研究生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2.07 助理经济师

陶春海 研究生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6.07 副研究员

肖珑
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海外教育中

心、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正处级 女 1991.07 教授

高杨松
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海外教育

中心、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96.09 讲师

龚美君
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海外教育

中心、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副处级 男 2007.07 助理研究员

汪宗亮 财务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90.07 高级工程师

董慧英 财务结算中心主任、财务处副处长 正处级 女 1985.08 高级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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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正副处 性别
参加工

作时间
专业技术职称

章俊 财务处副处长 副处级 女 1991.07 高级经济师

彭元 后勤保障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94.07 副教授

许秀胜 后勤保障处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86.07 高级经济师

张 军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1.10 研究实习员

左维民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3.12 馆员

涂庚龙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92.07 高级经济师

雷迎春 保卫处处长、人武部部长 正处级 男 1994.07 讲师

刘赣平 保卫处、人武部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85.07 助理工程师

涂向新 保卫处副处长、人武部副部长（兼） 副处级 男 1984.08 讲师

鲁决斌
保卫处副处长、人武部副部（处）

长
副处级 男 1989.03

肖兴富 校园建设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86.08 讲师

姜 瑜 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9.07 工程师

杨有亮 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97.07 电子工程师

程扬渠 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6.11

余飒 资产管理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85.10 副教授

李武 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8.07 高级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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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处级 男 1984.08 副教授

黄和平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0.12

刘晓峰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3.09

罗锐 招生就业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98.07 讲师

王玉杰 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副处级 女 1987.07 副教授

柳晨 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2002.08 助理工程师

王耀德 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主任 正处级 男 1984.07 教授

周玫 MBA学院院长 正处级 女 1984.07 教授

吴良平 MBA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4.07 副教授

杨慧 国际学院院长 正处级 女 1983.07 教授

涂艳 国际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副处级 女 2002.07 助教

夏贤锋 国际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2004.06 初级

陈卫东 国际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9.06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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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 国际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99.07 讲师

刘彪文 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91.07 教授

夏国华 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82.08 副教授

王芳 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副处级 女 1993.08 高级经济师

丁美东 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8.08 副教授

樊明 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4.11 工程师

黄泽友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86.07 副研究员

刘永早 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85.07 副研究员

蔡利农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7.07 副教授

饶菁伟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2.12 助理工程师

陆长平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88.07 教授

方勤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女 1986.07 教授

张孝锋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教学质量监督与

评估中心主任、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副院长（兼）

正处级 男 1997.06 教授

纪春福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84.07 讲师

刘仁彪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0.08 编辑

顾耀峰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0.01

陈丽萍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2.07 副研究员

蒋岩波 图书馆馆长 正处级 男 1987.07 教授

许明喜 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80.09 副教授

季小刚 图书馆副馆长 副处级 男 1990.07 高级工程师

胡 新 图书馆副馆长 副处级 女 1985.07 副研究馆员

童 霞 图书馆副馆长 副处级 女 1982.09 馆员

陆晓兵 图书采购中心主任（副处级） 副处级 男 1983.08 助理研究员

肖清雷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正处级 男 1992.07 高级工程师

陆旭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83.07 高级工程师

黄辉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2000.07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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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处级 女 1987.09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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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济管理与

创业模拟实验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女 1984.04 副教授

吴志斌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济管理与

创业模拟实验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94.07 讲师

李金云 档案管理中心主任 正处级 女 1989.07 研究馆员

魏细仁 档案管理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82.08 副教授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兼MBA教育中

心主任
正处级 男 1987.07 教授

熊绍辉 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2.01 助理研究员

黄雨虹 工商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女 1994.07 助教

陈明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0.07 教授

刘浩华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8.07 教授

宁亮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兼MBA教育

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94.09 副教授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2003.06 副教授

金欣 工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9.12 工程师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西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

中心主任（兼）

正处级 男 1996.07 研究员

陈荣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5.07 教授

卢建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83.08 工程师

杨得前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江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

新中心副主任（兼）

副处级 男 1994.07 教授

肖建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6.07 副教授

张仲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8.07 副研究员

王萍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1.04 助理会计师

席卫群 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女 1992.07 教授

章卫东 会计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85.07 教授

彭清宁 会计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女 1985.07 副教授

陈光秀 会计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85.08 助教

余新培 会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8.07 教授

李宁 会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4.07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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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业虎 会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0.07 教授

曹玉珊 会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4.07 教授

王醒喆 会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8.07 助理工程师

黄文德 会计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2002.07 助理研究员

袁红林 国际经贸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91.07 教授

罗明芳 国际经贸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7.07 副研究员

叶绍义 国际经贸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6.07 助理研究员

张曦凤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91.07 副教授

吴朝阳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2002.07 教授

刘振林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7.07 教授

彭铭谊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6.07 助教

陈富良 经济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84.07 教授

胡文烽 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女 1991.07 副教授

邹春发 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3.07 讲师

席小炎 经济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4.07 副教授

杨飞虎 经济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5.07 教授

桂林 经济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6.09 副教授

吴斌 经济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3.07 工程师

汪洋 金融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93.07 教授

胡建国 金融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91.07 助理研究员

陈伟峰 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5.07 助理研究员

刘兴华 金融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4.07 教授

杨荣 金融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6.07 教授

凌爱凡 金融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5.07 副教授

刘菊华 金融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8.07 副教授

罗良清 统计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86.07 教授

毛小兵 统计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97.07 副教授

涂远武 统计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3.08 讲师

潘文荣 统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0.08 副教授

李志龙 统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2004.05 教授

金建军 统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4.07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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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宇 江西省应用统计研究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96.07 讲师

方志军 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94.06 教授

姜红仁 信息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2.09 副研究员

肖建文 信息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2006.07 助理研究员

沈波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8.07 副教授

杨勇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2006.03 教授

万建香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96.04 副教授

曹小英 信息管理工程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4.12 副教授

邹勇文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94.07 副教授

王琪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女 1993.07 副教授

张志军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89.07 讲师

但承龙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3.07 教授

邹秀清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8.07 教授

刘春根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78.03 助理工程师

贺三宝 法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96.07 助理研究员

毛细荣 法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84.07 副教授

蒋悟真 法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95.07 教授

杨德敏 法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2.07 副教授

徐光华 法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2005.12 副教授

张克 法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3.07 助理工程师

周维德 法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7.08 副教授

易有禄 江西法制政府研究基地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94.07 教授

关爱浩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

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93.07 副教授

李新海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

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6.07 讲师

白耀辉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

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3.07 副教授

黄茂军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

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2005.06 副教授

邓庆山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

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8.09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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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润水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

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1.09 助理经济师

彭敏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

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6.07 助理会计师

叶卫华 外国语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81.08 副教授

项震 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78.01 助理馆员

左家盛 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87.07 助理研究员

曾剑平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5.07 教授

谢海长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8.08 讲师

吴小明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3.07 研究实习员

李春长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2000.07 副教授

杨尚勇 人文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9.09 副教授

尹忠海 人文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7.07 教授

王玉琦 人文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7.08 教授

蔡盈洲 人文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7.07 副教授

蔡志刚 人文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2.07 助理工程师

李援 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女 1995.07 助理经济师

包礼祥 艺术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90.07 教授

毕正华 艺术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75.03 教授

黄黑平 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5.07 讲师

罗时武 艺术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5.07 教授

李民 艺术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8.10 副教授

陈红 艺术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2.07 教授

胡文明 艺术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2.07 讲师

郑志强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院长 正处级 男 1996.07 教授

邹国辉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党总支书

记
正处级 男 1983.08 助理经济师

车友才 体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3.07 讲师

詹新寰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副院长 副处级 男 2009.07 讲师

曹清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0.07 副教授

朱亚坤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副院长 副处级 女 2005.07 讲师

万小明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5.07 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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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始发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90.08 教授

江水法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94.07 副教授

唐海燕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副处级 女 1992.07 讲师

夏德根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9.07 教授

唐书麟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5.07 教授

刘晓泉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6.07 副教授

蒋尧明 《当代财经》杂志社常务副社长 正处级 男 1987.07 研究员

魏 琳 《当代财经》杂志社副社长 副处级 女 1986.07 编审

王展祥 《当代财经》杂志社副社长 副处级 男 2008.03 副研究员

吴志军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88.01 教授

陈雁云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2.07 副研究员

徐斌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9.07 副教授

王自力
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竞争研究

中心）院长
正处级 男 1992.07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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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处级 男 1993.07 教授

邢小明 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8.08 讲师

刘满凤 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正处级 女 1990.03 教授

杨头平
协同创新中心数据统计处理部主任

（副处级）
副处级 男 2004.04 副教授

万本庭
协同创新中心监测预警仿真部主任

（副处级）
副处级 男 1997.08 副教授

钱建豪 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正处级 男 1990.07 副研究员

黄晓全 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副处级 男 1988.07 副教授

邓梅根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 正处级 男 1996.07 教授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生态

文明与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正处级 男 1987.08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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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处级 男 2006.06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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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处级 男 1994.07 教授

李秀香 贸易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正处级 女 1990.06 教授

肖峻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1.08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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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正副处 性别
参加工

作时间
专业技术职称

谢盛纹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92.07 教授

桂荷发 科技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正处级 男 1991.07 教授

曹元坤 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正处级 男 1983.08 教授

杨杰
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主任
正处级 男 1996.07 教授

黄建军 现代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正处级 男 1985.07 教授

陈家琪
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

任。
正处级 男 1985.07 教授

舒万华 附中校长（副处级） 副处级 男 1989.07 中学高级

邓必礼 附中党支部书记（副处级） 副处级 男 1981.09 助理工程师

黄建平 医院院长（副处级） 副处级 男 1981.07 主任医师

张立军 医院党支部书记（副处级） 副处级 男 1993.07 副主任医师

（组织部陈志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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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新成立或调整领导小组及委员会情况

江财党字〔2014〕 17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校区筹建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乔（校长）

副组长：杨建林（纪委书记）、王小平（校长助理）

成 员：袁 雄（党办校办主任）

汪宗亮（财务处处长）

肖兴富（校园建设处处长）

余 飒（资产管理处处长）

陆长平（现代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方 勤（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办公室主任由现代经济管理学

院院长陆长平兼任。

江财党字〔2014〕 46号

调整江西财经大学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邓 辉

副组长：易小明 王小平

成 员：袁 雄 王金海 郑 赟 许基南 汪宗亮 彭 元 肖清雷 陆

旭 夏家莉 李金云 方志军 关爱浩 韩国玉 欧阳迎 魏清华 姜 瑜 吴良

平 黄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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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财党字〔2014〕47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袁 雄

副组长： 王金海 刘金凤

成 员： 李法贵 欧阳康 汪业军 郑 赟 习金文 许基南 匡小平 荣

莉 肖 珑 汪宗亮 彭 元 雷迎春 肖兴富 余 飒 罗 锐 包礼祥 韩

国玉 潘 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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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党字〔2014〕 59号

调整江西财经大学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廖进球

副组长：王 乔

成 员：王金华 易小明 蒋金法 邓 辉 王小平 李良智 胡援成 欧阳

康 汪业军 许基南 匡小平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党委组织部、人事处，办公室主任由欧阳康兼任。

江财党字〔2014〕64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化办学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

一、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化办学工作领导小组

（一）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包括：审议学校国际化发展战略规划；对学校国际

化战略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进行决策、协调或解决；研究学校国际化办学过程中的

其他重要事项。

（二）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易小明 邓 辉 王小平(常务) 李良智

成 员：袁 雄 汪业军 郑 赟 许基南 匡小平

荣 莉 肖 珑 汪宗亮 杨 慧

各教学学院院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二、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化办学专家咨询委员会

（一）专家咨询委员会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其主要职责包括：研究

高校国际化发展动态，并根据国际化办学的发展趋势，对我校国际化办学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和急难问题组织开展专题研讨，提出咨询建议；不定期召开咨询会议，为

学校国际化办学项目提供咨询决策服务；参与研究学校国际化发展战略规划、重要

项目选题和技术方案论证、项目评审和验收等工作；承担学校委托的其他工作。

（二）专家咨询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王小平（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英国剑桥大学 经济学）

副主任委员：严 武（加拿大温莎大学、新西兰奥塔戈大学 金融学）

肖 珑（澳大利亚南澳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可 （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吕晓梅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 会计学 )
刘浩华 （英国考文垂大学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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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民 （日本九州大学 艺术设计学）

李 宁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 会计学）

李 庆 （美国雪城大学 教育学）

李 晔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法学）

杨 杰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管理学）

吴 涛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经济学）

周海鸥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经济学）

宫之君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农业经济学）

黄 轩 （英国阿伯泰邓迪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黄 涛 （英国赫里奥特瓦特大学 金融学）

简 虎 （美国克莱姆大学 高等教育学）

江财字〔2014〕 32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学风建设委员会的

一、组成人员

主 任：胡援成

副主任：蒋经法 徐升华 张 蕊

委 员：孔凡斌 匡小平 许统生 许基南

张进铭 李良智 李法贵 汪业军

温 锐（排名按姓氏笔画）

二、工作职责

1.贯彻落实教育部及江西省教育厅关于学风建设有关文件精神；

2.总结和推广学风建设经验，指导和推进全校学风建设工作；

3.具体研究和处理学校学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4.完成校党政交办的学风建设方面的其他工作。

江财字〔2014〕 63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及工作机构

主 任：邓辉

副主任：许基南

成 员：王金海 郑 赟 邹勇文 梅小安 蔡盈洲

委员会下设普通话培训测试站，由教务处管理，负责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日常组

织管理以及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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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字〔2014〕 68号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科招生委员会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和学校教代会、学代会、校友会推荐，经研究决定，成立江

西财经大学第一届校普招委。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王 乔（校长）

副组长：蒋金法（副校长） 杨建林（纪委书记）

邓 辉（副校长）

成 员：李法贵（纪委副书记 监察处、审计处处长） 王金海（宣传部部长）

郑 赟（学工部部长）

许基南（教务处处长）

汪宗亮（财务处处长）

彭 元（后勤保障处处长）

雷迎春（保卫处处长）

罗 锐（招生就业处处长）

肖清雷（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李 明（校政评议委员会委员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教师）

鲍 玲（校政评议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岳向东（校友 1980级基信专业）

刘志华（校友 1986级物价专业）

李积文（学生 2011级） 刘玲娜（学生 2011级）

校普招委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罗锐兼任，负责日常工作。

本届普招委自下文之日起成立，任期一年。

江财研教字〔2014〕 12号

成立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吴照云

副组长：杨建林 李良智（常务）

成 员：袁 雄 李法贵 郑 赟 荣 莉 汪宗亮 熊绍辉 陈 荣 彭清宁

罗明芳 胡文烽 胡建国 毛小兵 姜红仁 王 琪 贺三宝 李新海 项 震 杨

尚勇 毕正华 邹国辉 江水法 吴志军 王自力 孔凡斌 刘志蓉 魏清华 陶

春海

评审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研究生院，承担全校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与管

理的日常工作。魏清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档案管理中心根据学校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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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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派社团及职务(校内) 党派社团上级组织职务 政治安排 备注

1 廖进球 男 省人大代表 中共党员

2 邓辉 男 民进主委 民进中央委员、民进省委会常委 全国人大代表

3 漆莉莉 女 知联会副会长 省政府参事

4 温锐 男 民盟盟员 省政府参事

5 包礼祥 男 民革主委 民革省委会委员 省政协委员

6 夏家莉 男 民盟主委 民盟省委会常委 省政协委员

7 陈富良 男 民盟盟员 省政协委员

8 李秀香 女 民建主委 民建省委会常委、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 省政协委员

9 朱丽萌 女 民建会员 民建省委会常委、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 省政协委员

10 郑志强 男 农工党副主委 省政协委员

11 吕晓梅 女 农工党副主委 省政协委员

12 舒辉 男 农工党副主委 农工党省委会委员 市政府参事

13 李汉国 男 市政府参事 中共党员

14 曹元坤 男 南昌市人大代表 中共党员

15 杨慧 女 青山湖区人大代表 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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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级以上党外干部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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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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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

表

2 温锐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

心主任
副厅 男 1953.07 民盟 江西宁都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省政府参事

3 李秀香 贸易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正处 女 1964.02 民建
黑龙江

德都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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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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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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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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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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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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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政协委

员、省国税

局特约税务

监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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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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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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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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面貌 籍贯

民

族
学历、学位 职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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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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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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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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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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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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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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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地税局税

务监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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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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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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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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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知联会第

二届理事会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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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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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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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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面貌 籍贯

民

族
学历、学位 职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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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省知联会第

二届理事会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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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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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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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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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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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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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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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肖峻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72.01 民进 江西泰和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34 易有禄 法治政府研究中心副主任 副处 男 1971.02 民革 江西于都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统战部李梅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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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

党政部门

党群部门 行政部门 教辅部门 科研机构

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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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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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情况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秉承“做管理思想的践行者”办学理念，以“培养具有‘信敏廉毅’
素质的创业型、实用型工商管理类人才”为目标，励精图治，改革创新，科学发展，

不断超越，2014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1.办学历史 学院始于 1979年的工业经济系，当时开设工业经济 1个专业，1986
年增设企业管理专业。1992年更名为工商管理系，开设有工商管理、涉外企业管理、

标准化管理三个专业，1994年又增设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2个专业。1998年
6月工商管理系升级为工商管理学院，开设有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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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入工商管理学院。

2.机构设置 学院下设 4个系（企业管理系、市场营销系、人力资源管理系、物

流管理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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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中心），2个社会服务机构（企业咨询中心、经理人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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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点(工商管理)，2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4个硕士点(企
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物流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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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开始创办普通本科创新

创业实验班，实行“双专业双学位”制。

4.师资队伍 学院现有教职工 114人，其中专任教师 86人，校内兼职教师 12人，

其中教授 29人，副教授 35人，博士生导师 12人，硕士生导师 45人，博士（含在

读）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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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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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人，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10人。

5.教学工作 学院围绕着“双基四拓”的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狠抓实践环节，

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现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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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国家级特色专业等 4
项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以及一系列省级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学院通过中央与

地方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以及昆山江西商会、中山顶固集团公司、江铃集团等 30
多个教学实习实践基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6.科学研究 学院在科研工作中实行精品战略，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近

年来，学院承担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20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6项（其中重大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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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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15项，企业重大横向课题 60余项。学院出版专著 100余
部，教材 50余部，在 SSCI、SCI、EI、ISTP收录论文 70余篇，在《管理世界》、《中

国工业经济》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390余篇。

7.国际化办学 学院坚持开放办学，与美国东北大学、纽约理工大学、英国考文

垂大学、林肯大学、北安普顿大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台湾淡江

大学等国（境）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了多形式合作关系，分别与英国考文垂大

学、美国东北大学联合组建了“中英国际商务联合研究中心”和“中美创新与战略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并在联合培养学生、教师互访交流、合作开展科学研究等

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8.党建团学工作 学院以红色教育、博雅教育、师德教育为抓手，全面推进党建、

思政和团学工作。近几年，先后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总支、全国高等财经院校党建工

作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江西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江西省师德建设先进集

体、江西省高校党建示范点、江西省五四红旗分团委。学生获得“全国百佳学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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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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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团体一等奖、“大学生管理决策模拟大赛全国总决赛”

一等奖、“全国物流设计大赛”一等奖等荣誉。

9.服务社会 学院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高素质人才，涌现了科瑞集团董事长

郑跃文，苏州和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和清等著名企业家和财政部机关党委副书

记廖路明，财政部驻广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党组书记、监察专员江龙等优秀党

政领导干部。近年来，学院先后为中共南昌市委组织部、凤凰光学集团公司、华意

电器集团公司等部门和单位培养高层次经济管理人才，与汇仁集团、江西铜业公司、

南昌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银行、苏宁物流等 30余家企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工商管理学院林岚提供)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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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财政信贷科，历经几十年的积淀和发展，已发展成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

务社会和文化传承等职能为一体的教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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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与公共事业管理系等五个教学系，依托学院设立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

省级协同创新中心、财税研究中心、中国税票研究中心、预算管理与监督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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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公共管理硕士（MPA）教育中心、税务硕

士（MT）教育中心、公务员培训中心等教学科研和教育培训机构。

师资队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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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教职员工 62人，其中专任教师 51人。具

有博士学位者 44人，教授 22人，副教授 19人，博士生导师 10人，硕士生导师 50

人，校外实践导师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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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教育基金青年教师奖、江西省教学名师、江西

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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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人次。

学科建设。学院学科建设成果显著，已形成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相互交融、相

互支撑的学科体系。拥有 2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财政学、公共经济与管理）；1 个

博士后流动站（应用经济学：财政学）；1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公共管理），4个二

级学科硕士点（财政学、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教育经济管理）；2 个专业硕士学

位点（公共管理硕士<MPA>、税务硕士<MT>）；1个省“十二五”重点学科、1个

省示范性硕士点（公共管理）。1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1个江西省财税理论与政策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1个江西

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财税研究中心）；1 个江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团队。

教学工作。学院已形成本、硕、博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开办 5个本科教育

专业（财政学、税收学、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开设本科

人才培养“信毅”实践班。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拥有国家级规划教材

1部，国家级特色专业（财政学）、国家精品课程（中国税制）、国家级精品资源

共享课程（中国税制）、江西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公共经济学、税法、税收筹划）、

专业综合改革（财政学）等省级以上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8项。拥有中央与地方共建

优势学科实验室（财税综合业务实验室）、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

目（财政学）财税管理与公共经济行为多功能仿真实验室、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

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管理类专业联合拓展实践基地）。MPA专业学位点为

江西省首批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开辟省人大预算工委、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南昌市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南昌市财政局、南昌市国税局、南昌市地

税局等实习实践基地 18个。建成国内首家中国税票博物馆。

科研工作。学院科学研究成果丰硕。近五年来，在权威期刊论文 60余篇，CSSCI

来源期刊学术论文 130余篇；学术论文被 EI收录和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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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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协同创新中

心每月出刊两期决策参考。倾力打造高端学术讲坛《尚公论坛》、《青蓝讲坛》、

《香江公共管理论坛》，每年邀请多位知名学者到学院开坛讲学，传授研究方法，

浓厚学术氛围，在业界产生了良好反响。学院采取以书代刊形式出版学术刊物《赣

江财税论坛》和《公共经济与管理评论》，打造国内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国际化办学与服务社会。学院与日本立命馆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公共

管理与政策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台湾世新大学建立

了合作关系。注重发挥自身的智力优势与专业特长，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干部培训，

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财税干部和公共管理人才；积极承担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委

托的横向项目，为政府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学院 2014年荣获全省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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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型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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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纪江提供）

会计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前身为江西财经学院财务会计系。1998年 7月，在原

财务会计系和理财系的基础上组建会计学院，目前已成为我校最大的教学学院。首

任院长为著名会计、审计学专家秦荣生教授，学院首席教授为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

师、博士生导师张蕊教授，名誉院长为我国著名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现任院长为

博士生导师章卫东教授，党总支书记为彭清宁副教授。

学院坚持以学科建设为中心，学科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会计学科是国家第

二类特色专业，江西省“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学科，工商管理学科（含

会计学科）为江西省重点学科培养单位。1985年获会计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
被江西省教育厅评为示范性硕士点，2006年获会计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取得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办学权，2011年取得了审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办学权，

2009年开始在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招收会计学方向博士后。会计学（含注册会计师

专业方向）、财务管理为江西省品牌专业，CPA专业方向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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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质量评估 A类（第三名）院校，2010年以来 CPA专业方向学生境外选拔赛连续

三年全国第一名。

学院还拥有《审计学》国家级教学团队，《审计学》课程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学

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专任教师 94人，教授 30人、副教授 30人，博士生导师 6
人、硕士生导师 52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1人、国务院政府津贴享有者 3人、江西省

“赣鄱英才 555人才”3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6人、江西省高校教学

名师 4人；江西省百千万第一、二层次人才 3人，财政部全国领军人才（学术类） 2
人。还有老一辈资深的会计、审计学家裘宗舜、成圣树教授。学院名誉院长为我国

著名会计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郭道扬教授，学院还聘任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著

名青年审计学专家秦荣生教授和中山大学副校长著名青年会计学专家魏明海教授等

一批校外兼职教授。

近年来，会计学院在会计基本理论、诉讼会计、企业经营业绩评价、公司融资、

财务报告披露的民事责任和审计史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在国内较有影响的科研成果，

承担国家自然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20多项，省部级课题 130多项，承担企、事

业单位横向课题 100余项；出版学术论著 50多部；在《管理世界》、《会计研究》、

《审计研究》、《新华文摘》等著名权威刊物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250余篇，获得省部

级科研成果奖励 30余项。

学院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有著名企业家用友软件公司总裁王文

京、北京鼎汉技术股份公司董事长顾庆伟等，还有著名学者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商学

院院长刘贤方教授、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夏冬林教授、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魏明海

和林斌教授、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秦荣生教授等，以及甘肃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李荣灿先生、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甘荣坤先生、河北省人民政府省长

助理、公安厅厅长董仚生先生、江西省财政厅副厅长辜华荣先生、江西省审计厅副

厅长章丁万先生等。

近年来，会计学院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学科排名不断晋位前移，

《中国科学评价中心》排名 12位、《中国教育网》排名 13位、《百度网文库》排名

12位、《中国科教网》排名 11位。

（会计学院曾海龙提供）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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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国际商务和贸易经济

系四个教学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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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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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经济研究和低碳经济国际比较研究四个科研团队。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 62人，其中专任教师 49人。专任教师中有教

授 8人、副教授 21人；博士 33人、在读博士 5人；博士生导师 4人、硕士生导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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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国际商务和贸易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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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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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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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余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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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日

制学历教育方面，充分发挥学院教学资源，开拓国际化办学市场，面向国外招收了

博士、硕士、本科全日制学生 61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3人、硕士研究生 46人、

本科生 12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学院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成果显著。完成地方政府商业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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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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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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将秉承我校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经大学”的总体目标，凝聚全院力

量，整合社会资源，以培养创业型经贸人才为目标，求实创新，锐意进取，为创建

全国一流的国际经贸学院而努力奋斗。

（国际经贸学院夏跃强提供）

经济学院

近年来，经济学院坚持“内涵建设，培育特色，争创一流”的发展战略，以学

科建设为载体，以“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为目标，全面深化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立足江西，面向全国，参照国内一流财经类院校先进的办学理

念和成熟的管理规范，实践教育科研改革，开拓创新，着力打造在国内有影响的经

济学院。

历史沿革：经济学院始于 1984年的经济学系，开设政治经济学专业，1988年
改为经济学专业，并开办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后转入城市与旅游学院），1992
年增设经济法、国际经济法两个专业（后转入法学院），1993年获政治经济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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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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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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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政治经济学学科再次被列为江西省“十五”期间重点建设学科，2003年获得

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和西方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获

得西方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06年获得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政治

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学科均被列为江西省“十一五”期间重点建设学科，2007年申

报成功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2009年理论经济学获得江西省“重中之重”学科

立项，2010年获得江西省高水平学科建设立项。2011年获得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权点。学院历经几十年的沉淀和积累，已形成以本科生教育、硕士研究生

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以及博士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机构设置：学院下设 3个教学系（经济学系、国际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系）、

1个科研机构（监管与治理研究中心），3个行政党团服务机构（办公室、教务办公

室和院分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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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 63人，其中专任教师 53人（另有

校内兼职 11人）。其中教授 11人，副教授 19人；44人具有博士学位（博士占比 83%，

其中海归博士 5 人）；博士生导师 12人、硕士生导师 35人（校内兼职 5人）；新世

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6 人、教育部“新世

纪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1人、省级百千万工程人选 3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1人、

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工程”领军人才人选 3人、江西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专家

1人、江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5人，

江西省高校教学名师 3人，已经形成了一支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学科建设：学院学科建设成效显著，已形成以“理论经济学”为主体，资产评

估专业为补充的学科体系。拥有 1个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理论经济学），1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理论经济学）， 5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政治

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理论经济学），7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

点（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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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经济管理），均为江西省品牌专业，其中经济学为江西省特色专业，2011年学

院开始创办经济学专业创新实验班（数理经济方向）。此外，理论经济学被评为江西

省高校重中之重学科和江西省高校高水平学科。

教学工作：学院已形成本、硕、博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 1 门国家级双

语示范课程（西方经济学）和 3个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省级特色专业——经济

学、省级教学团队——政治经济学、省级双语示范课程——西方经济学），5门省级

优质课程（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国民

经济管理学）。拥有中央与地方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宏观经济管理实验室、实验经

济学实验室）、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理论经济学）、中央财政

支持地方高校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宏观经济分析与管理实践基地）。与政府、

企事业单位联合开辟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 5个，大力培养学生理论素养与实践动手

能力。

科学研究：学院科学研究近年来取得重大突破，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近

五年来，学院共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 18项（15，其中重大招标项目 1项、

重点项目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 15项（2项），立项（结项）省部级课

题及横向课题近 60项，在《经济研究》、《经济科学》、《经济管理》、《经济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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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19项。倾力打造高端学术讲坛“《资本论》与当代经

济问题”、“公共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香樟经济学论坛（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和

“青年博士论坛”，每年邀请多位知名学者到学院开坛讲学，传授研究方法，交流学

术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反响。着力组建科研团队，聚焦科研方向，争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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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期间，出一批在国内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国际化办学：国际化办学是今后办学的重点突破方向。目前，学院共有双语教

师 10人，其中可全英文授课的教师 6人，海归博士及出国进修教师共 23人（海归

5人），50多位同学出国留学，国际化师资力量不断增强。与南安普顿大学等国际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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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学术交流日趋活跃，国际化办学经验日益丰富。

人才培养：几十年来，学院一直致力于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业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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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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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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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行政事业单位，在各行各业都享有较高的声誉。学生积极参加学科竞赛，成效显

著，先后荣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全

国电子商务三创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美国数学建模竞赛、“华创杯”江西

省市场调查分析大赛等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励 40余项。

党团建设：学院以师德师风教育为抓手，以实现“中国梦”为己任，坚持以人

为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先后被授予省师德师风建设先进集体、省五四红旗分

团委、省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单位、省级示范性党员活动室、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单

位等 2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

（经济学院吴斌提供）

金融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成立于 2003年。学院拥有江西省唯一的“金融学”专业

博士点，同时还拥有“金融学”专业硕士点和“金融硕士”、“保险硕士”专业学

位项目，开设“金融学”和“保险学”两个本科专业。“金融学”2002年获江西省

首批品牌专业称号，先后被评为江西省“十五”、“十一五”规划重点学科，2006
年被评为江西省第二批示范性硕士点；2007年“金融学”专业获教育部首批第一类

特色专业称号。学院现设有货币银行系、国际金融系、证券投资系和风险管理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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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人，其中

教授 16人、副教授 15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比达到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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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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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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应用统计研究中心成功获批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2015年，江西省经济预测与决策研究中心成功入选第二批江西省哲学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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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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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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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在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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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井冈之星 1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2人，

教授 14人，副教授 11人，其中博士 40人，在读博士 2人、在读博士后 3人。近年

来，在教学、科研和为地方经济服务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级

及横向课题共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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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院胡芳提供）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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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名誉院长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数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创始人乌家培教

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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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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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专业和江西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项目专业。

学院拥有“管理决策与决策支持”、“信息系统系列课程”2 个国家级教学团

队，《运筹学》、《数据库系统及应用》、《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决策理论

与方法》4 门国家精品课程，以及《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四维六化双主体互动式’教学模式”获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

学院下设信息管理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数学与数量经济系、数学与管理

决策系、实验中心等教学管理机构。拥有省级科研机构和创新团队包含：管理科学

与工程院士工作站、江西省电子商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省高校高水平工程研

究中心）、江西省数字媒体重点实验室、数据与知识工程江西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江西省公共安全视频技术研究中心、江西省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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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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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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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权威 A级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国内权威刊物发表论文 200余篇，被 SCI收录 100余篇、EI收录论文 200余
篇；出版专著、教材 40余部。

我院自 1997年开始组队参加数学建模比赛，2001-2014年共获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一等奖 12项，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4项。全国蓝桥杯软件大赛全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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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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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余所大学有学术交流活动。有 20余名教师

前往美国、瑞典、瑞士、奥地利、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等

国家学习、研究、访问和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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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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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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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号、2013年获江西省“十个先进院系团委”、2014年获“江西省五四红旗团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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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

学院建设目标：紧紧围绕学校创建特色鲜明高水平财经大学的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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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鲜明、人民满意、全国一

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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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管理学院沈波提供）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是为适应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而组

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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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办学思路及特色：学院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多学科交叉知识传授为基础，

以实际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以综合素质提升为根本，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以质

量求生存，以特色谋发展，增强竞争优势，将学生培养为具有“信、敏、廉、毅”

素质，具备“善思考、能实战、勇创新”和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

2、学科专业及办学历史：学院现有工程管理、旅游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等

3 个本科专业。拥有旅游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 2 个硕士点及旅游管理专业硕士

（MTA）学位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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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专业：前身为 1978年设立的基建信用专业，1998 年更名为工程管理

专业，是江西省第一所工程管理专业招生的院校。

旅游管理专业：1992年开始招收三年制旅游经济管理专业专科生。1994年招收

四年制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

房地产经营管理：1993年招收四年制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的本科生，2013年
更名为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旅游管理硕士点：2000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江西首批）。土地管理硕士点：

200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招生。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点：2010年获批全国

首批MTA招生单位。2011年开始招生。

3、机构设置：学院下设 4个教学系和 1个实验中心。实验中心下设工程管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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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学工作：旅游管理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和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旅游经济学》为省级双语示范课程；房地产人才“双证融通”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房地产开发管理专业为校级特色专业，“房地产

经营管理教学团队”、“饭店管理学教学团队”2个校级教学团队；《旅游规划与

开发》、《工程项目管理》、《旅游学》、《自然地理学》4 门校级精品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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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测量实践教学改革研究”和“基于视频课程和教学网站的

《旅游人类学》自主学习平台建设与应用”获校教学成果二等奖。完成省部级教改

课题和教育规划课题 10余项。指导本科学生参加省级以上专业学科竞赛 10余次，

先后获得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多项，指导学生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申报立项 50余项，排名全校第一。2007 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学

院的实训教学经验做了专题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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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科研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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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项，省部级科研课题 60余项。

6、师资队伍：截止 2014年 9月，学院现有教职工 50人，其中专任教师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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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百千万人才

1人，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4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26人，正在攻读博士

学位的 1人。学院还聘请了 20余位业界精英为校外导师，极大地丰富了学院实践教

学环节。

7、招生就业：通过多年发展，形成了以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行的办学格局，

专业特色鲜明。学院面向全国 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一本招生，现有全日制本科

生 700余人，各类研究生 100余人。就业工作保持良好态势，2009年以来普通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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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的初次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均居全校前列，连续 5年获得学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先进单位”荣誉。

8、国际办学：按照学校“国际化办学”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学院全力扩大国

际交流渠道，积极开拓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工作新局面，目前与英国考文垂大学、

荷兰瓦格宁根大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加拿大 Conestoga大
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办学关系，为学生出国搭建平台。

9、党建团学工作：学院以育人教育为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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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总支、全国高校德育创新研究成果三

等奖、全国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重点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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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省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服务队、校先进基层党组织、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校五四红旗分团委标兵、校就业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近 5年来，学生社团碧水行

动协会荣获团中央、世界自然基金会、全国保护母亲河办公室、中华环保基金会、

阿 SEE基金会、远洋之帆公益基金会、人民网等 12个项目和奖励。

10、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学院积极发挥智力优势，积极为地方建设服务，学

院近几年主持各类横向课题近百项，每年经费超 400万元。学院还承办了各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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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明月

山管委会干部培训班、江西旅游产业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等。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刘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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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以及我校的学

科优势，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并具有财经专业知识背景的应用型、复合型

法律人才。通通过不断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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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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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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学院被教育部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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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获

批国家级大学生校外法学实践教育基地（省法学类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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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杨德敏补

充）

6、学科建设：法学学科现为江西省“十二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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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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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洪大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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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2015 期间（截至 2015 年 6
月），共在 c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83篇；获得各类纵向课题共 87项，（其中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16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1项），项目经费合计 509.4
万元；出版学术专著 33部；获得各级、各类科研成果奖励三十余项，其中国家级奖

励 3 项。尤其是蒋悟真教授 2014年 12月获批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国家治理

现代化视角下预算法治化研究》为标志，充分显示了我校法学学科科研实力雄厚。

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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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了江平、王家福、陈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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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梁慧星、王利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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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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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

的有 40人，在读博士 5人，博士和在读博士占专任教师的 82%。有教授 18人，副

教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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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人，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428人。在校博士研究生 11人。硕士研究生 604人，其

中法学硕士研究生 156人，法律硕士研究生 448人（其中全日制法律硕士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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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连续叁年名列全校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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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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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院欧阳力提供)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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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人，其中教师 55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有 35人，占

比达 64%，25%的教师有出国进修经历。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人数 1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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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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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办学，目前与芬兰奥卢大学、瑞典达拉那大学、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台湾长荣大

学等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学院与境外高校在学生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进

行了诸多实质性的合作。学院每年有数十人赴境外读研或者交换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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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Journal of Crystal Growth》、《Journal of The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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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余项,国防项目 1项,江西省科技落地计划 3项,企
业横向项目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10余项;多项成果顺利实现产业化或者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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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和完善，学院实事求是地提出“创新改变学院”

的改革发展思路，全面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系统化创新工程，其主要内涵是：

院训：厚德、明志、博学、创新。

发展目标：建设高效率的项目牵引式网络学习型工程学院。

治理理念：以人为本、效率优先、激励创新、服务社会。

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具有“经济思维、管理素养和创新精神”的“国际化、精

英化、资格化、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

人才培养模式：用以致学、以赛促学，问题导向、开放考核，激励思维创新与

工程实现。

全面推进教学改革：知识传递将主要通过网络学习与在线辅导完成；课堂成为

问题沟通、思想碰撞、项目训练和工程实现的场所；知识记忆主导型传统考核方式

将被知识思考和问题主导型全程考核与开放评价模式替代；讲座、比赛、交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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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服务等成为人才培养综合评价的重要组成。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李蕾提供）

外语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于 200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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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人，专任教师 107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25人，硕士生导师 7人；博士（含在读）15人，硕士 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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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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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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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外合作方面，与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埃塞克斯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冈山商

科大学等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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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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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成立于 2009年，由原人文学院的社会学系和原艺术与传

播学院的中文系、新闻系、传播系整合而成。原人文学院成立于 2002年，其前身为

马列教学部；原艺术与传播学院成立于 2002年，其前身为经济文化传播系。

学院设有社会学系、新闻传播系、文化产业系和中文系四个教学系和社会工作

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一个校级专职研究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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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社会工作、经济

新闻、广告学、文化产业管理四个本科专业，其中社会学是江西省重点建设学科。

学院拥有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授予权（MSW），系全国首批具备该专业办学资格的 33
家单位之一，还拥有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点（MJC）。社会学专业阵容强大，

师资雄厚，成果丰富，在省内外有具有广泛的影响。

学院现有教职工 71人，其中教授 12人，副教授 16人；教育部教指委委员 1人，

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工程”入选者 1人，民政部行指委委员 1人，省级学科带头

人 4人，省级中青年骨干教师 4人；36位教师具有博士学位，26人为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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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闻传播实验室、社会工作实验室、中部地区社会发展调查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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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以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 项，其中支持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 1项，参与国家重点项目 4项。省部共建项目 1项，教育部、民政部、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等部委项目 16项，省级重大招标项目 2项，省级重点

和一般项目 40馀项。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世界历史》、《文学评论》、《文

学遗产》、《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光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500馀篇，出

版专著 50馀部。获得省部级及国家级学会各类奖励 20馀项。

学院重视国际化办学和学术交流。在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与澳大利亚埃

迪斯科文大学建立了联合培养机制，现已启动传播学、社会学本科生“2+2”和“3+1.5”
交换项目，以及社会学硕士“2+1”项目。人文学院每年都有学生被香港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排名前五位的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等名校录取为研究生

的记录；香港位居前三位的著名社工机构明爱高度表扬了我校实习学生，接受了 28
名学生实习，并资助人文学院 45万港币在农村开展留守儿童帮扶工作。今年，人文

学院考研率位居全校第二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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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型学术会议。2014年，举办了“环境史与社会治理国

际论坛”，班克罗夫特奖是美国史学界最高奖，两位该奖的获得者、美国艺术与科

学院院士沃斯特教授、克罗农教授以及德国洪堡基金会评委、卡森研究中心创始人

毛赫教授同时到会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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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十分重视学生的培养，已建立起完善的“本科生导师制”和“研究生读书

报告”制度。毕业生先后考入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

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

山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也涌现出翼虎网总裁、冠岳公司副总经理吴家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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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学院黄淦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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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人，其中教授 9人，副教授 25人，博士（含博士生）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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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学院曲晓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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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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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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人，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 28人，博士（含在读）10人，

硕士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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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学院按照“健康体育、快乐体育、个性体育、终身体育”的教学理念，

在江西省内开设了网球、轮滑、跆拳道、瑜珈、攀岩和击剑等多个新兴公共体育课

程，公体教学选项模式日臻成熟，处于省内领先地位。网球为我院特色项目，成绩

斐然，高水平运动队于 2011年获准招生。

我校运动场馆资源丰富，目前生均运动场馆达 8平方米，居于全国领先。学院

下辖的体育场馆中心负责管理学校各类运动场所，各场馆坚持常年开放，为全校师

生的健身休闲提供服务。丰富的比赛资源为参加、承接高水平赛事提供保障。建院

以来多次承办大型赛事，借助学院专业队伍，组织的赛事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受

到中央电视台、体坛周报等国内权威媒体报道。学校各项运动队竞赛成绩突出，在

省级以上体育竞赛共获第一名 32项次，前六名 146项次。

对接我校经济管理优势学科和发展方向，体育产业是我院学科和科研主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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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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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届城市运动会期间，体育学院超过百名师生参与到七城会科研、组织和服务工作

中，受到省领导和七城会组委会表彰。

体育是培养优秀公民最实用、最有效、最有趣的手段。体育的终极目标，不单是

夺得锦标，更在于健全人格。不仅是为了个人锻炼，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协作精神。

体育学院师生员工将继续秉承“完全人格、首在体育”院训，发扬自强不息，永争

第一的体育精神，充实内涵，凸显特色，服务于全校师生的身心健康，为学校“做

强”目标的最终实现作出新的贡献。

（体育学院顾予峰提供）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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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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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人，其中专职教师 45人，教授 13人，副教授 17人，博士

28人(在读 4人)；博士生导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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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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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骨干教师 1人。

学院现有哲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思想政治教育系、生态文明与现代中

国研究中心、办公室 6 个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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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学科。

学院拥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门省级精品课程，该课程也是省级精品资源

共享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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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马克思主义学院潘燕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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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DP 三个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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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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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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数达 100%。

MBA学院将继续坚持以品牌建设为目标，走 “特色化、规范化、人性化、国

际化”的道路，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高教学质量，成

为在江西是标杆、江南有地位、全国有影响的MBA学院。

(MBA学院兰芳提供)

国际学院

江财国际是学校国际化办学的窗口和教育品牌，以吸纳优质生源为起点，遵循

“学生是学习主人”的国际化教育理念，以“立品、厚学、开放、爱国”为院训，

按照“教学相长、中西合璧、外引内联、高位嫁接”的办学思路，通过国际化的师

资、国际化的教学、国际化的交流和国际化的环境，着力培养忠于祖国、胸怀全球、

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国际化经济管理人才。

十三年来，学院历经风雨砥砺，耕耘不辍，教学质量日渐提升，办学特色日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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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澳洲会计师公会（CPAAustralia）学位认证。

在教学工作方面，国际学院不断推动教学改革，改革期末考试“一考定音”制，

强化过程考核，细化过程管理，学生成绩的 50%来自期末考试成绩，50%来自平时

考勤、随堂测验与 presentation 等，合力分解“一锤子买卖”。改革实训教学，开拓

口语测试，2015年共举办 44场口语测试，覆盖全院 2014级 610名大一新生，测试

将全真模拟雅思口语测试，并在成绩公布后组织口语不理想的同学进行外教 CAFÉ
CORNER的一对一辅导，以切实提升同学口语水平。“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激

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大量选拔启用助教、助管、助学、助班，强化学生在学

院学风建设中的角色扮演和主体作用，既发挥了学生的潜能和创造力，又减少了教

与学矛盾的发生概率。引进高水平师资让学生“不出国门也留学”，2015年，学院

邀请来自 U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曾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聘任经

济学家的 Dr. Micheal Williams 与现任美国哈佛大学顾问 Dr. Randall Rojas为我院学

生集中授课。

在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学院积极与海外高校、专业协会及各种非盈利性国际

组织合作，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国际化教育服务，并进一步优化学院出国留学项目结

构，提升项目整体质量，为有出国需求的学生提供更多可靠、便捷和经济的渠道与

平台。与 SAF（The Study Abroad Foundation海外学习基金会）合作打通海外名校入

学渠道，可交流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在内的 50余所高层次海外顶尖名

校。携手 TWC（The Washington Center美国华盛顿实习中心）搭建海外高端实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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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国际学子可通过 Ford Program（福特项目），International Leaders Award Program
（国际领袖项目）和 President's Program（校长项目）前往美国华盛顿进行为期 14
周的实习与课程学习。学院还新近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和加拿大劳瑞尔大学建立了

合作关系，学生可以选择在暑假去南半球新西兰排名第一的大学参加假期语言研修

项目，也可以用一学期或一学年前往北美参加百年名校知名商学院的金融管理研究

生证书项目。

在党建团学方面，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强化“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

设，培育优秀的党的事业接班人。积极推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常规就业率连年位

列全校榜首。发起“品读大学•品择人生”系列活动，通过引导同学回归传统、学习

榜样、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知礼识节、思行合一，成为品格高尚、品质高贵、品

味高雅的优秀公民。积极浓厚学院国际化氛围，发起“国际文化节”，通过“悦享国

际”分享会、“韵味国际”读书沙龙、“Global Festival”全球盛典、“心随影动”大赛、

双语求职大赛、“模拟联合国”、“国际之星”评选等七大主题活动锤炼学生国际视野。

大力推进学生活动与专业接轨，成立学科竞赛中心、科研兴趣小组，通过学生自主

培训与管理推动学院学生参与学科竞赛、科研课题的热情。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启

动“励志计划”助力“造血式”帮扶，携手江西“1%工程”、中国联通、“好青年”

绿色公益发展中心、“麦田计划”等机构为贫困生提供更多勤工俭学、志愿服务机会，

变直接的经济资助为能力培养，以“造血”方式提高贫困生的竞争能力与生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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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括了包括 AIA国际会计师公会“求职王”语文比赛、法国巴黎银

行 Ace-manager 国际商业挑战赛、IIBD 国际商业案例大赛、“外研社杯”全国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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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国际挑战赛、全国高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等重大奖项数百项，屡获英国、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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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奖学金、澳洲会计师公会奖学金、美国华盛顿海外实习中心奖学金等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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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年，

国际学院已有十届毕业生共 4245人，其中近 40%的学生出国交流或交换学习，或留

学攻读硕博士学位；45%左右的学生在国内外从事金融服务业或进驻商务领域。他们

当中，有直接就业于纽约华尔街或渣打、普华永道、通用、宝洁等世界知名跨国公司，

有任职于国家外交部、税务总局等国家公务员岗位；有进入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全

球商科百强高校学习，有考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继续深造。

目前，国际学院正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建立和增强与世界

高校和国际社会更加紧密的合作与交流，致力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的发展和创新！

（国际学院程春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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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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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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物流管理等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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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坚持以育人为根本，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坚持质量

立院，特色强院，产学结合的发展方略，坚持理论学习，能力锻炼，素质养成三结

合的培养路径，坚持不断提升稳定率，就业率和升学率，培养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

娴熟的行业规范、精湛的职业技术、过硬的“信敏廉毅”素质的实用型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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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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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87.9%，高于全省平均就业率 2 个

百分点，名列全省公办高职院校前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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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扎实推进教学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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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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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加强了实训基地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基础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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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得用人单位的欢迎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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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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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管理新模式。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紧紧围绕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实用型人

才这一目标，为学生搭建素质拓展平台，形成了以“四项基础教育工程”（爱国爱校

教育工程、校风学风教育工程、安全文明教育工程、团员意识教育工程）、“三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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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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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在线网）为主轴的工作特色。高质量、有特色的高职教育引来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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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市场报》、《江西电视台》、《江西教育电视台》、《大江网》等媒体介绍了我校

高职办学特色。使学院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声誉越来越好。

作为本科院校办高职学院，江西财经大学浓郁而特殊的校园文化氛围、优良的

校园环境与教学硬件设施、优秀的师资、良好的学风以及高职与本科资源共享等办

学优势，吸引着省内外无数高分考生，这些优质资源使江西财经大学高职在历年高

招专一批次中录取分数屡屡“超三越二”。这些优秀的高职学生与其他层次的学生一

道在相同的校区学习和生活，完全融于校园文化整体之中，舒心学习，健康生活，

快乐成长。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已形成学院独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为社会培养和

输送了大量“实用型”人才。

（职业技术学院万春花提供）

继续教育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设在青山园校区，承担了学校函授、夜大学、全日

制成人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训教育等管理任务。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创

办于 1981年，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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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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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万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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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属院校函授、夜大学教育评估中，取得优秀成绩。多次被国家财政部、国家考委、

江西省教育厅授予教学管理、自考主考、招生工作的“先进集体”。

学院一贯秉承“信敏廉毅”校训，以“以生为本”为办学理念，以“育人”为根

本，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以质量和特色为生命线，以精细化管理和优质服务为特点，

形成了以学历教育为主体，融自学考试、非学历培训、国际合作以及远程网络教育为

一体，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共同发展的高水平、现代化、开放型的办学格局。

目前，学院正秉承“敬业乐群，臻于至善”的大学精神，在校党委和行政的正

确领导下，继续脚踏实地并奋力开拓，努力把学校继续教育事业推向新的辉煌，努

力朝着一流继续教育学院的建设目标奋进。

（继续教育学院易慧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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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是一所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法、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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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批准设立，并于 2003年 12月经教育部予以确认的独立学院。

学院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枫林大道，占地面积 503亩，教学、生

活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学院依托江西财经大学雄厚的教育资源和优势学科，坚持

以教学为中心，明确“以学生成才为本，走质量立院之路”的办学理念，构建以因

材施教、分类培养为基础的“三三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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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2人。学院现设

有经济学系，会计学系，工商管理系，信息管理系，外语系和文法系、思想政治理

论教学部等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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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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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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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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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把学院建成全国知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

经类职业本科院校，为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信、敏、廉、毅”

素质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朱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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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情况

研究生教育概要

2014年，研究生部在招生考试、教育培养、学科建设、学位授予、奖助体系、

学生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台改革措施 13项，研究生教育呈现良好态势。

一、主要工作举措

1.加强组织建设，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提升明显。 “热情服务学院、贴心服务

学生”，为广大师生提供优质的服务。

2.抓好招生源头，生源质量有提高。做实命题、面试、复试各环节，人数和质

量提高，招生零投诉。

3.做实学科建设，内涵建设迈出新步划。出台《学科评估实施办法》等，把好

了脉、找准了方向，内涵发展战略全面实施。

4.加强教育教学，分类培养稳步推进。规范教学、加强检查、修订培养方案，

分类培养改革稳步推进，留学生教育有序开展。

5.规范学位管理，论文质量明显提升。制定《论文规范》等，双盲审论文 653
篇，重点抽查和集中答辩，学位授予 1460人。

6.强化导师队伍，提升师资水平。严格导师遴选，实行考核淘汰机制，制定《导

师管理办法》，增加了导师津贴，开展了 “优秀导师”评选。

7.完善保障体系，成为研究生教育的指挥棒。出台《奖助学改革实施办法》5
个文件，完成了国奖、学业奖、助学金等 3258人次评审，发放奖助学金 1284.42万
元。

8.丰富学生活动，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组织了“我最喜爱的导师”、数学建

模、英语比赛、文艺汇演、篮球赛等系列活动，提升学生能力，融洽师生关系。

9.促进学生就业，就业居全省领先地位。举办“就业招聘周”，博士就业率 100%，

硕士就业率 97.1%，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全省领先。

10.重视调查研究，管理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校内外调研 14次，形成《10所
财经校学科分析报告》等 6个，组织专业学位调研，出台针对性的举措。

二、工作成效

1.全面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出台正式文件 13项，改革力度大、动真格、出实

招、见成效。

2.出台了 5个奖助文件，评审有序推进，成为了研究生教育的指挥棒。

3.17篇论文获“省优论文”，国务院学位办抽查论文合格率 100%。

4. 9项“优质课程”校内验收，获“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项。

5. “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立项 20项， “重点项目”3项，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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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项。

6. 新增专业学位授权一种。完成《10所财经校学科分析报告》、《论文质量分

析报告》等，为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

7.在读研究生发表国际著名权威 3 篇、国内著名权威 2 篇、一般权威 33 篇、

CSSCI/CSCD42篇，学术水平较大提高。

8.博士就业率 100%，硕士就业率 97.1%，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全省领先。

9.获省数学建模一等奖 5 个；全国数学建模二等奖 3个、三个奖 4 个；获全国

英语比赛二等奖。

（资料来源：研究生院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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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届毕业研究生名单

江财学位字〔2014〕2号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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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鲍 韵 郭 露

二、管理科学与工程（4人）：李普聪 王新长 胡才泓 周熙登

三、财政学（11人）：谢 波 卢月根 李 佳 王 慧 肖 超

刘斌斌 骆 嘉 黄光潜力 程 伟 刘 颖

四、政治经济学（3人）：尚 田 李永安 郭兰平

五、西方经济学（5人）：张 荭 李银才 张毓卿 洪 勇 王一新

六、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4人）：何小兰 欧阳叶根 郭 宇 周学军

七、会计学（1人）：陈 鹰

江财学位字〔2014〕5号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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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王宏飞 谢黎智

二、管理科学与工程（3人）：徐 峰 徐生菊 江海峰

三、财政学（5人）：陈天奇 丁俊峰 付 强 陈 熹 鲍啸鸣

四、政治经济学（3人）：陆 强 黄先明 张志军

五、西方经济学（1人）：汤晓军

六、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2人）：陈云川 周 挺

江财学位字〔2014〕 3号

授予孙艳菲等 497名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李宁宇等 12名“以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硕士学位，授予文瑾等 2 名“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

硕士学位人员”硕士学位,授予陈军等 155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授

予张月等 59名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学位，授予舒帅斌等 64名专业学位研究生

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授予程思豪等 11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税务硕士学位，授予游雅琴

等 123名专业学位研究生会计硕士学位，授予俞涛等 25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工程硕士

学位，授予张宇生等 22名专业学位研究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授予黄磊等 35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授予常紫宸等 39名专业学位研究生金融硕士

学位，授予郭安等 8名专业学位研究生保险硕士学位，授予杜姗等 11名专业学位研

究生国际商务硕士学位，授予曹吉超等 10名专业学位研究生资产评估硕士学位，授



105

予姜子维等 13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应用统计硕士学位，授予陈梦婷等 22名专业学位

研究生旅游管理硕士学位。

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硕士（497人）

（一）会计学(87人)
孙艳菲 马 睿 杨 辉 陈 志 孙 丹 周 兰 沐慧君 孙梦景

鲍远梅 谢露露 安 涛 吴斯卉 胡 敏 杨 宣 胡雨晴 张 韵

李江涛 胡 辉 唐 莎 廖 莎 吴素瑶 沈立群 王洪敏 陈 欣

霍筱纯 潘文芬 付文君 黄 迎 邵尤良 刘艺涵 朱 静 邹世燕

喻晓旭 刘志欣 李艳茹 邹 裕 朱 琳 梁 欢 邹叶青 万 霞

刘 婷 姚清妹 王 萍 陈丹萍 白 洁 谢登优 熊志平 李向阳

吴祥妹 张广良 徐 婧 谭雅妃 江 丽 王 玲 张建锋 郭新倩

曲振帅 黄 漠 王星杨 李 亮 王婧雅 赵 玉 袁舒漫 潘 利

詹 玲 耿传文 郝 敏 汪 伟 方 芳 王丽庐 朱成兰 孙丽娟

王 翔 高俊芳 徐碧盈 王 琪 刘美芳 聂卉茹 查利曼 章怡俊

宋丛丛 甘如彦 夏林翠 熊晓靓 戴思玉 涂苏江 高雪菲

（二）产业经济学（15人）

常雅靓 王术玲 邹贺文 占 诚 赵 雪 郭琳娜 熊嘉文 胡雷华

祝 芳 吴 赛 陈汝平 曾燕玲 李 莹 冷 杉 苏 婷

（三）企业管理（28人）

刘建兰 彭 悦 季 浩 高朋鹏 朋建芹 刘跃怡 龚 莹 倪 震

刘亚飞 张 璐 廖飞云 甘小乐 况震霆 夏婷婷 朱秋平 程静怡

申立峰 马世华 王 影 肖星星 刘芳芳 盛雅男 李佩冠 欧阳婷

李 琳 刘慧芳 敖 荣 李志成

（四）国际贸易学（18人）

徐川芳 刘 洁 高淑雯 单 姝 陈红梅 黄小娟 冷迎娅 黄 蕙

谢 维 张 瀛 周兰兰 谢珊珊 彭海燕 邓丽娜 兰 希 彭 丹

胡 超 孙 婧

（五）世界经济（3人）

郄梦娅 王 锋 方燕红

（六）国民经济学（1人）

谢雅琴

（七）劳动经济学（2人）

麦思超 敖璟荟

（八）理论经济学（7人）

龚淑珍 吴剑崇 马 俊 廖 莎 程寅霁 杨 美 熊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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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区域经济学（4人）

汤 伟 王 奕 邓玲琴 钱顺岳

（十）教育经济与管理（3人）

熊 涓 柯星星 高 雅

（十一）体育经济与管理（3人）

郑泽浩 熊学敏 卞久辉

（十二）金融学（61人）

邓 璐 薛飞熊 王凯俊 王星星 詹 尚 陈仁琪 刘 漪 林 玲

孙 凡 鄢博翔 王筠竹 梅 艳 吴玉芳 王达伟 吴奕雯 康慧玲

余 青 张晓梅 黎 阳 姜 晨 涂艳芳 罗 韬 戴大昀 李 婉

李 兵 杨 洋 李志凡 周晓红 任为之 徐 东 龚颖秋 龙杨峻

唐文强 廖 望 管 超 袁汝坤 吴维佳 黄亚伟 王明晖 姚露艳

周训斌 卢毓龙 郭 欣 曾 坤 徐芬芬 周亚萍 李 良 张 卿

朱 强 刘 欢 蔡 振 王新龙 艾 涵 蒋紫文 刘美凤 熊 珺

肖 英 张露洋 李其成 欧阳海琴 董 轲

（十三）统计学（15人）

祁 垒 陈钦香 袁斯玮 邓梦云 张昱晨 肖青云 张家骥 赵鹤芹

李 真 吴波亮 王 霞 邱 叶 李紫雁 王依纯 郑永成

（十四)财政学（22人）

雷 娟 周耘璐 罗惠方 纪霞飞 廖信庭 史 伟 王 思 沈宛鹏

程 珊 李 群 宋 薇 黄 侨 朱雨菲 毛凯畅 熊 健 熊惠君

陈志刚 肖文军 戴华华 石博磊 谢玲玲 王雯雯

（十五）社会保障（21人）

佘俊杰 褚婷婷 赵 丹 王 悦 伍思杭 黄 彬 肖 璇 全健文

应 丽 周 云 曹 莎 李诗瑶 包 叠 罗忠莲 刘仁济 张今梅

刘金莉 罗 岚 曾祥清 柳 明 艾岩萌

（十六）行政管理（35人）

秦 璐 王玉娟 王 山 黄崇锦 求佳英 范丽娟 罗 鉴 曹 俊

吴映熹 余 军 王 尚 胡元靖 肖 婧 许应锋 朱香华 杨立峰

周国平 彭 希 李 婷 罗 浩 刘 佳 张菁萍 罗 文 毛 俊

谢 婷 蒋护纹 詹月玫 刘 聃 杨盛亮 邓 幸 李秀春 何 煦

孙培仁 毛 婕 刘 乔

(十七)经济法学（27人）

林禹衡 周 丹 谭雪春 王鸿伟 刘名辉 陈 曦 郭广坤 温玉娇

钟 扬 管 娜 陈昌盛 王立成 张尊煜 陈燕鹤 陈慧萍 吴启昕

李晓娇 王日昕 许 芳 万梦薇 谭友康 巩大振 刘 娇 邵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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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达峰 陆秋梦 方毅超

（十八）民商法学（28人）

刘 红 孟凡岭 曾凡帆 宋 薇 张伟韬 武光刚 张文举 胡 迪

涂龙文 王林霞 甘云翔 程天鸽 陈荣盛 苏惠敏 阳 瑾 杨 柳

于 潇 葛 清 侯竞男 宋文源 聂开耀 杨 茜 陈小玲 衣福兴

林 丹 王思源 曾珏敏 杜 茜

（十九）诉讼法学（3人）

张潇婕 罗 芒 史桢桢

（二十）宪法学与行政法学（2人）

邵 焕 祝亭伟

（二十一）刑法学（13人）

邱锦雄 郑佳妤 程 旭 盛华林 马青萍 黄 浩 周雅晶 吴百花

余 鹏 易绮丽 吴卫明 何梦媛 王 鹏

（二十二）管理科学与工程（13人）

曹艺文 王凌剑 杨德艳 肖 黎 杨清萍 李 禄 张 豪 陈敏华

彭宇辉 王强英 龙遗璟 温奇峰 吴 越

（二十三）数量经济学（17人）

刘 丰 张学仁 邓景隆 岳雪冰 张 炼 衷亚成 谢晗进 陈 侃

黄 兆 谭 维 聂日星 万 翎 周材华 彭 乐 陈 娜 赵 静

周 璇

（二十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5人）

魏文明 郑文娟 吴 锐 刘心韵 杨小亭

（二十五）传播学（7人）

范 敏 周明瑞 陈 曦 毛雯钰 万素雅 朱豆豆 王 莉

（二十六）广播电视艺术学（7人）

黄 彤 彭 峰 吴 锐 杨新磊 胡缤尹 邓艳昕 江美莲

（二十七）社会学（3人）

刘昌玮 苗 雨 郭鹏飞

（二十八）中国古代文学（3人）

胡 蓓 王 佳 龙包兰

（二十九）戏剧与影视学（1人）

易 魁

（三十）科学技术哲学（2人）

黎 明 刘 宇

（三十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3人）

吕 萌 魏秋平 邓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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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思想政治教育（2人）

陈利平 唐 妍

（三十三）中共党史（1人）

陈亚先

（三十四）中国近现代史（5人）

袁 浩 万绍陈 杨 旦 刘文龙 王 实

（三十五）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学（3人）

许 敏 赵文进 殷姝媛

（三十六）教育技术学（7人）

孙洪伟 涂云钊 刘 平 董 雪 高成珍 夏池玉 蔡 超

（三十七）计算机软件与理论（1人）

陈积富

（三十八）英语语言文学（10人）

钟 楚 支 莉 闵 莉 何雪竹 黄志芳 廖玉莲 熊薇薇

杨 珊 桓 欢 刘玉峰

（三十九）音乐学（2人）

谢林溪 王玉清

（四十）旅游管理（2人）

袁 欣 郏慧芬

（四十一）土地资源管理（5人）

邹桃凤 张燕婷 宁纯子 钟骁勇 王 卓

二、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12）
（一）国际贸易学（2人）

李宁宇 田 丽

（二）金融学（7人）

潘求丰 牟小刚 刘 饶 谭 颖 吴飞虎 万琳琳 吴 伟

（三）西方经济学（1人）

江福建

（四）企业管理（1人）

王 曼

（五）会计学（1人）

李 华

三、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2人）

企业管理（2人）

文 瑾 何小军

四、工商管理硕士（15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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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军 涂 佳 罗斯捷 王 安 徐伟民 吴文凤 魏 俊 朱素光

杨永辉 张志军 张曙中 刘 言 张亚飞 朱彩红 王 曦 夏丹波

蒋笑宵 梅惠青 周俐伽 余 辉 李 晶 张雅婷 谭舒宁 毛中华

贺丝雨 邹冰辉 秦 璐 李海平 谢 琴 戴 琦 沈 坚 潘海虹

郑琦俊 许 珂 麻明宣 范丽华 杨仁惠 梁素元 张 琦 刘 阳

陈峰晓 叶成荫 罗永柏 吴玲斌 金益成 盛 夏 王 宇 金利洁

李利剑 叶卫华 王 军 王 芳 魏 瑾 王立男 廖 凯 邹 婧

邹维鹏 郭 嘉 王伟志 万吉安 曹东明 吴洪水 罗伟伟 刘茂春

周 芳 刘和荣 喻 婧 朱 晗 罗 芳 李 勇 覃景梅 李 争

蔡 韬 黄毅能 刘 毅 孔丽雯 叶金生 王志萍 戴 燕 李振华

黄 静 徐文平 吴 波 丰丛虎 方 灏 廖 腾 王 璐 吴舒曼

熊先红 陈庭锋 田广星 沈旭锋 邵轶凡 杨东锋 郑良勇 颜昌盛

幸大春 曾红梅 王席传 欧阳峰 胡国文 王 乔 吴海波 孔健平

邱卫星 苏 剑 曾 娴 鄢海荔 张宝娟 雷加强 万 畅 杜 婧

熊韵西 罗 丹 刘一超 万岚艳 廖 英 唐 丹 陈 玮 邵 凯

李 园 黄拯华 陈珊环 梁 晶 李 喆 钟 艺 章荣晖 杨 睿

熊 蕾 万姗姗 吴旻蔚 刘 彦 雷 艳 涂迎燕 杨 雪 徐 珺

章 良 黄三强 邱新星 漆三剑 龚 敏 任 燕 谢讴晗 左明瑞

刘 俊 王 贵 周 剑 吴仁杰 吴剑华 丁春雪 刘 瑶 刘木良

李 婷 汪毓玲 杨 峻

五、法律硕士（59人）

张 月 陈 鸿 刘秀芬 钱俊成 程 循 吴 婷 葛罗金 黄 幸

李 莹 王 莹 王 薇 章文兵 梁有文 黄黎黎 丁丹丹 郑 辉

伍淑丽 吴 迪 敖 艳 崔 凯 邓 伟 段 蓉 顾真委 华江敏

黄 璞 黄小斌 黄智刚 梁昌园 刘官清 刘移平 卢世纯 路沙沙

潘君辉 庞丹霞 彭志兰 秦冉冉 秦双双 宋寿信 唐阿婷 万妍玫

王庭琪 吴晶晶 徐骏翔 杨驭辰 叶宜伟 曾 斌 张鹿群 周保国

周存雨 王燕华 王 昕 李 瑶 彭 勇 徐 磊 于照林 何九香

马丽君 罗 颖 习 彬

六、公共管理硕士（64人）

舒帅斌 徐 晶 徐 玫 夏安民 王 健 张泰宁 潘世华 刘 钊

万亚谨 胡钰婷 谢江琴 王永刚 翁丽玲 卢志光 刘学娣 张 凤

陈海英 黄锦发 江中咏 黄 玮 曾 瑜 罗 丹 韩维斌 江志坚

吴文伟 刘国兴 黄雅琴 曾林荣 刘 越 陈松金 马 雷 王 华

郄园萍 叶晶淼 熊志刚 王芬珍 康 彬 叶 静 曾雅玲 任璐颖

黄亚羡 黄炳坤 陈仙金 姜 艳 赵少健 王 敏 周 颖 郭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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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小飞 朱先伟 汪莉云 王美华 孙丽娟 王印太 潘 莹 邱 晴

张 莹 戴 勇 赵道风 舒亚菲 左 剑 王朝腾 陈 蓉 徐佳佳

七、税务硕士（11人）

程思豪 丁 婷 樊 靥 李 晔 刘红松 刘 微 谭梦玲 杨济铭

杨 璐 周丽珠 周 群

八、会计硕士（123人）

游雅琴 余焕章 涂小芳 王 雪 朱柳源 周丽媛 邱梦婷 林丛华

上官捷 万 昱 徐小军 闵 洁 严海洲 兰 天 郑 娇 朱芳芳

赵佳莉 涂桑蓬 朱瑞瑞 钟 华 张洪全 张 杨 李佩玲 郑荣荣

刘伟霞 江玲萍 董文婵 胡 娜 江淼清 胡亚楠 吴 雪 廖 磊

赵美平 李华彪 陈志强 曾 磊 焦雪萍 陈 雁 邹 荃 徐亚芳

李小娇 章 晖 冯 鹏 邓巧媛 康娟萍 李琴琴 宋 杨 蔡 超

周梦雪 冯 婷 黄传飞 魏骋坤 姚 欣 高 鸣 丁 一 张翔瑞

陈 若 付广景 晏 琰 符 锐 刘 伊 魏俊锋 尧庆红 郭圆圆

杨晨希 胡颖彦 熊鸿儒 缪 雨 朱 珺 张开元 张齐磊 钟雯菁

荣 天 陶 芩 毛亦珍 李 雯 覃 操 陈 艳 陈 岚 周雪瑞

罗 慧 章三思 郑世红 戴 婧 敖 佳 刘 馨 郑茜祥 雷洪鸣

郭世钰 汪佳丽 刘振宇 王红兰 王康琪 徐彦筠 周晗琛 孙庆凯

姜 剑 李润星 查金莲 洪 静 过凯明 王 琳 郭媛媛 郭 青

江小美 徐丹琦 刘成彧 简育育 蒋 武 晋华云 陈 凤 凌 果

周小璜 刘伟钦 叶红兰 戴玉兰 何 畅 金小良 彭海燕 胡 静

游毓华 刘 刚 江亦明

九、工程硕士（25人）

俞 涛 陈科宇 叶一波 彭文忠 肖俊平 闵 杰 欧阳焜 张倩能

姜 健 张凌昆 阎 琦 胡正军 王磊磊 罗 彬 余 佘 彭冰彬

李 颖 杨 娇 赵彬翔 张萃欣 刘东升 郑 瀚 张 静 彭丽芸

刘 苗

十、高级工商管理硕士（22人）

张宇生 谢伟雄 刘新宇 赵 峰 张红丽 孔惠敏 赵忠臣 黄桂林

凌海亮 罗潮文 王俊涛 吴南芬 蔺泉长 崔宇清 朱立新 闵 捷

李 丹 王 辉 余小兵 侯 强 李迎春 李春雷

十一、社会工作硕士（35人）

黄 磊 黄敏盛 董海静 蔡雨婷 程 航 邓玉慧 范 梦 高晓波

胡 昕 黄志斌 姜 贵 刘 昌 刘 慧 刘 凌 刘明波 刘子颖

卢 巧 卢 勇 罗 菁 欧阳田野 田 野 王 璇 王亚波 魏晓奇

吴 巧 谢春梅 熊丽娜 殷贤国 余娟娟 余 洋 张丽芳 张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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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莲 周丽萍 周有娣

十二、金融硕士（39人）

常紫宸 陈慧有 陈艳春 方 伟 方 星 方芸芸 甘靓婷 胡文翔

胡自强 黄 波 黄嘉妮 江 山 江 涛 赖华文 李倩红 李信灵

楼晨洁 罗晓乐 彭 东 皮 芳 沈 彦 谭国春 汤 峻 汪博函

汪杨健 吴云涛 夏国荣 徐 燕 许婷婷 尹 冰 余 蓉 曾金萍

张海涛 张锦华 张 韬 章晋永 郑远明 钟 涓 邹扬华

十三、保险硕士（8人）

郭 安 黄翠翠 彭汪雅 沈延广 吴天春 杨 蕾 章 坤 周 鹤

十四、国际商务硕士（11人）

杜 姗 关茗予 胡卫平 李 钰 连 帅 聂思媛 万能华 汪 睿

魏 韬 杨 韬 张建伟

十五、资产评估硕士（10人）

曹吉超 陈用乐 戴爱平 黄 超 姜云鹏 李 卫 王荷花 王梅婷

余艳艳 张 承

十六、应用统计硕士（13人）

姜子维 刘彧茜 吴 思 刘 新 周云鑫 付若思 杨心成 何大旻

严楚楚 万志刚 胡洪波 王 欣 钟敏红

十七、旅游管理硕士（22人）

陈梦婷 俞 婕 聂剑映 章文明 徐德强 程 斌 张水茂 喻 颖

罗 林 吴 燕 闵弘琴 程 冬 何 薇 万云飞 冷 松 魏 巍

邢 亮 曾少明 邵 丹 韩 莹 马 鑫 凌桂连

江财学位字〔2014〕 6号

授予陈栋等 19名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万伟等 18名“以同

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硕士学位，授予黄炜等 20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授予王琦等 58名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学位，授予邹立文等 62名专业

学位研究生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授予俞清华等 16名专业学位研究生会计硕士学位，

授予童松等 22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工程硕士学位，授予黄晓伟等 89名专业学位研究

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授予郭瑞媛等 3名专业学位研究生金融硕士学位，授予

朱玲玲等 1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应用统计硕士学位。

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硕士（19人）

（一）会计学(3人)
章栢康 张 萌 赵 琪

（二）金融学（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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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福柏 周建波 郑志明 俞敏翔 罗 芬 曾繁荣 巫卫专

（三)财政学（1人）

邹绍东

（四）广播电视艺术学（2人）

王 尉 李笑楠

（五）社会学（1人）

叶剑锋

（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
闵阳阳

（七）中共党史（1人）

陈 栋

（八）教育技术学（1人）

胡 庆

（九）英语语言文学（1人）

林金芳

（十）音乐学（1人）

傅 雯

二、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18人）

（一）国际贸易学（1人） 尚文静

（二）金融学（13人）

梁春霞 彭 鑫 赖 毅 肖雪莲 叶景春 胡 颖 万宁娜 张婧茜

梅 祎 陈 青 胡 超 罗思安 张川琦

（三）行政管理（1人） 万 伟

（四）企业管理（1人） 李 凡

（五）会计学（2人） 丽萍 谢晨毓

三、工商管理硕士（20人）

黄 炜 李素君 邓思艺 王勇刚 曾庆德 贺 翱 李 超 朱帅喆

胡 丹 田 聪 王沅胜 饶文津 徐莉敏 王 伟 谢顺旭 骆国艳

龚叶丹 陈 徽 杨 蕾 张建江

四、法律硕士（58人）

王 琦 夏旭莉 邹 静 徐 菲 刘元峰 郭 菁 项艳奇 詹晓芬

李 巍 查丽红 昌 婧 陈 翘 陈小金 陈志华 龚育生 何 坤

黄 丹 简海红 赖朝晖 赖青青 刘生根 刘铁山 刘 玮 卢蔚萍

吕兵香 罗陆海 潘平凡 沈 星 谭 丽 万安国 王 堃 王隆彬

王荣华 王志平 吴 娟 夏 杨 夏裕旺 肖春妍 谢金荣 谢荣生

许震宇 严 正 杨程捷 杨文玉 杨艳萍 袁 博 张德利 张荃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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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颖 张 昱 章文学 章友军 郑黎晶 周红映 周 朴 朱金龙

邹佶博 邹瑞华

五、公共管理硕士（62人）

邹立文 马茗茜 钱玫君 刘 伟 陈 幸 杨庆华 熊 清 朱 翔

刘劲松 杨 玉 陈建立 陈沛沛 陈小玲 陈笑蓉 狄力彦 董 颖

黄 颖 金 明 廖 雷 倪维常 钱超奇 陶 炬 汪琪瑶 王 抗

王 林 王媚媚 项铣招 肖方凯 谢林冠 徐 强 叶速驰 余 娜

张 磊 邹 平 汤 慧 伍明敏 郑义平 徐国强 方 国 张彩瑛

罗 晶 龚 毅 潘宇华 李诗文 樊 斌 熊恩萍 张佳琦 程仁水

戴红莲 郑明国 万 志 曾顺武 李灵卿 秦 伟 兰 敏 洪土斌

付 勇 邹 玮 涂序龙 程婷婷 王长琴 晏 君

六、会计硕士（16人）

俞清华 张 英 叶梦如 谢 婧 周 丹 陈小凤 吴少琴 汪 姝

池自先 庄 艳 陈海明 徐柳忠 周 胤 赵 茁 李璞玉 吴 莎

七、工程硕士（22人）

童 松 翁 洋 王雅琼 张慧慧 俞亚星 李文萱 胡晓明 梁 玥

杜宏曲 刘 声 熊 锐 项 星 张天财 周 倩 苏 旺 曾 松

郑志伟 周赟婕 刘冬莹 芦 川 蒋大锐 陈 强

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89人）

黄晓伟 陈奕蒙 陈浩平 肖 维 肖建国 郭圣颉 刘 乐 刘德光

刘建萍 夏晶晶 徐 熠 淦 垒 冼树华 徐明科 梁有福 付群明

刘 坚 张 旭 刘建华 罗光荣 刘国华 罗伟华 范昌胜 胡万辉

梁小明 姚洪波 韩 勃 洪尧文 涂福平 王旸娣 黄小放 黄飞虎

姜明亮 胡贵华 宋丽华 肖啟宗 王继才 赵伟平 付文烜 陈国霞

陈小平 黄雨虹 肖志华 李 伟 钟先优 彭 程 熊 斌 袁 芳

衷俊华 钟紫阳 朱俊华 刘如强 孙晓薇 余晓春 章曙光 邓文会

钟绍镔 陈 伟 陶亿国 韩小平 金 琳 曹长发 翟 明 付 筠

王 涛 谢丁山 何 斌 邱 剑 陈 琳 林卓彬 黄 然 刘振宏

刘 志 朱 斌 王中高 邬坤辉 邹永扬 郭奕瑞 曾昭勇 李振强

陈秀娟 王国梁 邱碧开 蔡金新 陈永键 刘文新 龚军辉 王 端

林冬娜

九、金融硕士（3人）

郭瑞媛 徐艾丽 祝 威

十、应用统计硕士（1人）

朱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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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科教育情况

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序号 学科门类 专业名称

1 经济学

1.经济学 2.财政学 3.金融学（含国际金融方向）4.国民经

济管理 5.国际经济与贸易（含国际商务方向）6.税收学 7.

保险学 8.经济统计学 9.投资学 10.贸易经济

2 管理学

11.管理科学 12.工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3.工程管理 14.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15.工商管理 16.市场营销 17. 会计学

（含 ACCA 方向和国际会计方向）18. 财务管理 19.人力资

源管理 20. 文化产业管理 21.农林经济管理 22.公共事业

管理 23.行政管理 24.劳动与社会保障 25.体育经济与管理

26.物流管理 27.电子商务 28.旅游管理 29.国际商务

3 法学 30.法学 31.社会工作 32.社会学

4 体育学 33.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5 文学
34.汉语言文学 35.新闻学 36.英语 37.商务英语 38.日语

39.广告学 40.广播电视学

6 理学
41.信息与计算科学 42.统计学 43.应用统计学 44.自然地

理与资源环境 45.人文地理与资源环境

7 工学

46.工业设计 47.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8.软件工程 49.网络

工程 50.电子信息工程 51.电子科学与技术 52.通信工程

53.城乡规划 54.物联网工程 55.安全工程

8 艺术学
56.音乐学57.视觉传达设计58.环境设计59.产品设计60.

服装与服饰设计

9 农学 61.园林

（教务处何金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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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学科情况

我校是地处中部地区的地方财经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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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一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58个本科专业。我校各普通本科专

业结合学校培养“信敏廉毅”素质的创业型人才的宗旨办学，具有鲜明的地方财经

院校特色。

二、毕业生性别情况

我校 2014届本科毕业生的男女生比为 4:6，男生比例最高的是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男女生比例为 7:3。女生比例最高的是外语学院，男女生比例 2:8（见表 1、
表 2）。 我校 53个本科专业有 33个专业男生人数小于女生人数。女生比例最高的

专业是日语，男女生比例 3:17（见表 3）。

表 1：我校近 3年普通本科毕业生性别分布表

性别 2012届 2013届 2014届
男 2193 2265 2340
女 2507 2509 2791

总计 4700 4774 5131

表 2：2014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各学院学生性别分布表

序号 院系名称 男 女 总计 男 女

1 国际学院 208 309 517 40.23% 59.77%
2 工商管理学院 271 308 579 46.80% 53.20%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42 205 347 40.92% 59.08%
4 会计学院 306 641 947 32.31% 67.69%
5 国际经贸学院 118 144 262 45.04% 54.96%
6 经济学院 112 91 203 55.17% 44.83%
7 金融学院 250 206 456 54.82% 45.18%
8 统计学院 89 89 178 50.00% 50.00%
9 信息管理学院 144 89 233 61.80% 38.20%
1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08 110 218 49.54% 50.46%
11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86 95 381 75.07% 24.93%
12 外国语学院 30 130 160 18.75% 81.25%
13 人文学院 42 64 106 39.62% 60.38%
14 法学院 63 75 138 45.65% 54.35%
15 艺术学院 136 218 354 38.42% 61.58%
16 体育学院 35 17 52 67.31% 32.69%
—— 总计 2340 2791 5131 45.61% 54.39%

说明：本表按电话号码本学院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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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4届普通本科各专业（含方向）毕业生性别分布表

专业方向 男 女 总计 女生比例

保险 21 23 44 52.27%
财务管理 52 104 156 66.67%
财政学 38 54 92 58.70%
城市规划 13 13 26 50.00%
电子商务 26 22 48 45.83%
电子信息工程 30 17 47 36.17%
法学 40 58 98 59.18%
法学(法务会计) 23 17 40 42.50%
房地产经营管理 19 19 38 50.00%
工程管理 27 17 44 38.64%
工商管理 49 51 100 51.00%
工业设计 34 34 68 50.00%
公共事业管理 7 14 21 66.67%
管理科学 19 14 33 42.42%
广告学 14 21 35 60.00%
国际经济与贸易 75 102 177 57.63%
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 17 20 37 54.05%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 12 31 43 72.09%
国民经济管理 19 23 42 54.76%
行政管理 13 10 23 43.48%
会计学 148 315 463 68.03%
会计学(ACCA方向) 50 102 152 67.11%
会计学（国际会计） 74 169 243 69.55%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56 120 176 68.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0 30 80 37.50%
金融学 229 183 412 44.42%
金融学(国际金融) 122 109 231 47.19%
经济学(理论经济方向) 36 24 60 40.00%
经济学(应用经济方向) 57 44 101 43.56%
劳动与社会保障 6 15 21 71.43%
旅游管理 25 51 76 67.11%
人力资源管理 30 60 90 66.67%
日语 5 29 34 85.29%
软件工程 222 63 285 22.11%
社会工作 13 14 27 51.85%
社会体育 26 4 30 13.33%
市场营销 33 43 76 56.58%
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 89 81 170 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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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男 女 总计 女生比例

市场营销(项目投资与营销策划) 18 19 37 51.35%
税务 78 112 190 58.95%
体育产业管理 9 13 22 59.09%
通信工程 34 15 49 30.61%
统计学 89 89 178 50.00%
文化产业管理 8 8 16 50.00%
物流管理 52 54 106 50.94%
新闻学 7 21 28 75.0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3 36 89 40.45%
信息与计算科学 22 9 31 29.03%
艺术设计(广告设计) 23 31 54 57.41%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23 39 62 62.90%
艺术设计(景观艺术设计) 23 37 60 61.67%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24 32 56 57.14%
音乐学 9 44 53 83.02%
英语 25 101 126 80.16%
园林【09级延期毕业生】 1 1 100.00%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24 10 34 29.41%
总计 2340 2791 5131 54.39%

三、毕业生生源地情况

2014届本科毕业生生源来自全国 30个省（市、自治区），学校地处中部地区，

招生生源计划向本省倾斜较大。来自江西本省的人数最多，占到总人数的 64.12%。

最少的为西藏区，占比为 0.14%。除本省外，生源人数最多的 5 个省市依次是安徽

省、湖北省、河南省、山东省、江苏省。
说明：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1年 6月 13

号的经济区域划分办法，将我国的经济区

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

区。其中，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

省、辽宁省；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

市、上海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

浙江省、福建省、台湾省、广东省、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南省；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

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西部地区包括

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

回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

重庆市、四川省、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

图 1：2014届普通本科毕业生生源地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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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我校近三届普通本科毕业生省份来源表

届别

生源地

2012届 2013届 2014届
毕业生数 占比 毕业生数 占比 毕业生数 占比

安徽省 97 2.06% 97 2.03% 130 2.53%
北京市 43 0.91% 36 0.75% 30 0.58%
福建省 85 1.81% 97 2.03% 84 1.64%
甘肃省 54 1.15% 49 1.03% 70 1.36%
广东省 87 1.85% 74 1.55% 79 1.54%
广西区 65 1.38% 54 1.13% 68 1.33%
贵州省 56 1.19% 66 1.38% 72 1.40%
海南省 46 0.98% 47 0.98% 50 0.97%
河北省 70 1.49% 73 1.53% 62 1.21%
河南省 86 1.83% 100 2.09% 118 2.30%
黑龙江 50 1.06% 50 1.05% 41 0.80%
湖北省 100 2.13% 125 2.62% 121 2.36%
湖南省 81 1.72% 80 1.68% 88 1.72%
吉林省 40 0.85% 45 0.94% 42 0.82%
江苏省 100 2.13% 94 1.97% 98 1.91%
江西省 2990 63.62% 3085 64.62% 3290 64.12%
辽宁省 35 0.74% 32 0.67% 32 0.62%
内蒙古 32 0.68% 39 0.82% 34 0.66%
宁夏区 34 0.72% 39 0.82% 41 0.80%
青海省 34 0.72% 32 0.67% 40 0.78%
山东省 109 2.32% 103 2.16% 99 1.93%
山西省 57 1.21% 49 1.03% 71 1.38%
陕西省 33 0.70% 31 0.65% 34 0.66%
上海市 30 0.64% 24 0.50% 28 0.55%
四川省 72 1.53% 46 0.96% 48 0.94%
天津市 28 0.60% 26 0.54% 34 0.66%
西藏区 2 0.04% 0 0.00% 7 0.14%
新疆区 16 0.34% 22 0.46% 35 0.68%
云南省 52 1.11% 48 1.01% 58 1.13%
浙江省 67 1.43% 62 1.30% 69 1.34%
重庆市 49 1.04% 49 1.03% 58 1.13%
总计 4700 100.00% 4774 100.00% 513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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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届普通本科毕业生专业及人数统计

序号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学位

人数

专升本

人数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财政学 91 91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189 189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23 2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21 2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21 21
4 法学院 法学 137 137

5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100 100 2
6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90 90 1

7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77 77 2
8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 172 168

9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105 105 12
10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想（项目投资与营销策划） 3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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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4

13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7 177 16
14 国际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 43 43

15 国际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 242 242
16 国际学院 金融学(国际金融) 228 228

17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156 156 17
18 会计学院 会计学 465 465 146

19 会计学院 会计学(ACCA方向) 153 153
20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176 175

21 金融学院 保险 44 44
22 金融学院 金融学 416 413 30

23 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管理 42 42
24 经济学院 经济学 164 164

25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城市规划 26 26
2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房地产经营管理 38 38

27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44 44 1
2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76 76

29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32 31
30 人文学院 广告学 35 35

31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27 27
32 人文学院 新闻学 2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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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学位

人数

专升本

人数

人文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16 16
33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44 44 3

34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280 277 50
35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49 49 3

36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 30 30

体育学院 体育产业管理 22 22

37 统计学院 统计学 176 176
38 外国语学院 日语 34 34

39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23 123 35
40 信息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33 33 5

41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 80 8
42 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9 89 14

43 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32 32
44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68 68

45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 63 63
46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 58 58

47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景观艺术设计） 58 58
48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广告设计） 54 54

49 艺术学院 音乐学 54 54
50 艺术学院 园林 3 3

合计 5125 5113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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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届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2014年被称为“史上更难就业年”，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学校未雨绸缪，重点

突破，积极开拓就业市场，全面推进就业指导，贴心开展就业服务，大力开展困难

帮扶工作，2014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了 88.27%，高出省内平均水平近

3个百分点（全省普通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85.32%），居全省高校第二位，就业

率已经连续 6年保持在全省前茅。

就业特点之一：初次就业率保持稳定，排名居全省高校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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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发布的数据，截至 2014年 8月 31日，我校普通本科 5131
名毕业生中就业人数 4529人，初次就业率稳定在 88%以上（见附表 5），达到 88.27%，

实现了学校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排名居省内高校第二位。

表 5：我校近六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数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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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届 9.94 61.09 88.27 2

就业特点之二：校园专场招聘逐年增多，毕业生社会需求旺盛

据统计，自 2013年 9月至 2014年 6月共 1026家企业通过招就处举办的各类校

园招聘会招聘我校 2014届毕业生（不含学院接洽的单个企业），学校共为毕业生举

办大中型招聘会 10场，小型专场校园招聘会 409场，共提供就业岗位 26597个。大

中型招聘会比 2013 年增加 3场，校园专场招聘会增加 36 场，就业岗位数增加 797
个。我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欢迎，呈现旺盛的社会需求。

表 1：我校近 3年校园招聘会统计表（未包含学院举办的小型专场招聘会）

届别

规模

2012届 2013届 2014届
场次数 岗位数 场次数 岗位数 场次数 岗位数

大中型招聘会 5 11100 7 12221 10 12555

企业专场招聘会 348 12868 373 13579 409 14042

合计 —— 23968 —— 25800 —— 26597

在进校招聘的 409家企业中，超过 10%以上的分别为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占比 25%、22%、10%，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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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4届毕业生校园专场招聘会企业所属行业分布图

就业特点之三：省外就业比率超过1/3，省外集中于粤浙闽苏

据统计，在我校 2014届正常签约就业的 3649名毕业生中，37.98%的毕业生省

内就业，26.09%的毕业生往广东省就业，就业超过百人的其它几个省份分别为浙江

省（229人）、上海市（176人）、福建省（110人）、江苏省（104人）。见图 3。

图 3：2014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区域流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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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地市就业区域中，江西省内就业 1386人，其中南昌市占 67.03%；广东

省就业 952人中，深圳市占 51.26%，其它超 50 人的地市分别为广州市、佛山市、

东莞市；浙江省就业 229人，其中杭州占 40.61%；福建省就业 110人，其中 32.73%
去往福州；江苏省就业 104人，其中 22.12%去往苏州。

表 6：2014届毕业生部分省市就业区域流向统计表（“占比”以省为单位统计）

省份 地市 就业人数 占比 省份 地市 就业人数 占比

江西省

江西省南昌市 929 67.03%

浙江省

浙江省杭州市 93 40.61%
江西省上饶市 109 7.86% 浙江省宁波市 48 20.96%
江西省赣州市 83 5.99% 浙江省温州市 24 10.48%
江西省九江市 62 4.47% 浙江省金华市 18 7.86%
江西省宜春市 50 3.61% 浙江省绍兴市 18 7.86%
江西省吉安市 40 2.89% 浙江省台州市 15 6.55%
江西省鹰潭市 30 2.16% 浙江省其它 13 5.68%
江西省抚州市 29 2.09% 该省合计 229 100.00%

江西省景德镇市 23 1.66%

福建省

福建省福州市 36 32.73%
江西省新余市 20 1.44% 福建省莆田市 7 6.36%
江西省萍乡市 11 0.79% 福建省其它 20 18.18%
该省合计 1386 100.00% 福建省厦门市 47 42.73%

广东省

广东省深圳市 488 51.26% 该省合计 110 100.00%
广东省广州市 150 15.76%

江苏省

江苏省苏州市 23 22.12%
广东省佛山市 94 9.87% 江苏省南京市 20 19.23%
广东省东莞市 89 9.35% 江苏省无锡市 12 11.54%
广东省珠海市 41 4.31% 江苏省昆山市 7 6.73%
广东省中山市 34 3.57% 江苏省常州市 6 5.77%
广东省惠州市 28 2.94% 江苏省盐城市 5 4.81%
广东省江门市 8 0.84% 江苏省其它 31 29.81%
广东省其它 20 2.10% 该省合计 104 100.00%

该省合计 952 100.00% 备注：一个地市就业人数少于 5人的，计入“其

它”项。

就业特点之四：近1/3集中于金融业，超1/4从事金融业务人员岗

据统计，在我校 2014届正常签约就业的 3649名毕业生中，33%的毕业生在金

融行业就业，达 1200人；21%%的毕业生在制造业就业，达 760人；就业超过百人

的行业依次分别为建筑业、信息传输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居民服务业及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及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具体就业行业分布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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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14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分布图

在金融行业就业的 1200名毕业生中，其中 82%集中于货币金融服务行业，资本

市场服务、保险业和其它金融活动就业共 215人，见图 5。

图 5：2014届普通本科毕业生金融行业就业流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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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显示，在我校 2014届正常签约就业的 3649名毕业生中，近 1/4 的毕

业生（889名）从事金融业务人员工作岗位。其它工作岗位具体人数分布见图 6。

图 6：2014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工作岗位分布图

就业特点之五：用人单位评价高

经过对部分学院和专业毕业生跟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部分银行等用人单位

对我校毕业生各项职业能力满意度方面，认为我校毕业生优势主要体现在“专业知

识”、 “工作态度”、“团队意识”等方面，认为本科生英语水平和职业素养较高，

专业基础扎实，学习能力强；认为我校毕业生在校期间有丰富的实习实践经历、学

生活动，较好掌握了职场礼仪和办公软件使用技巧，具备较强的人际沟通和协调能

力，有较强的职业发展意识和能力。

（招生就业处曾祥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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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保险专业

袁 玮 牛梦日 温 勇 饶 强 李 根 李 芳 李 双 胡蓉蓉 廖未央

冉聆盟 孟凡丰 余凌艺 吴艳玉 张胜利 占自月 林 丽 李海兴 吴明翰

库力娅·海拉提 赵金娣 严雨晨 廖雅军 李瑶珮 于宇轩 朱爱林 张晓光

尹 雪 加美拉 ·尼比江 蒙祖盛 龙 静 王 燕 王 展 张进枫 涂戈卉

施 文 侯桂林 田 野 谭礼燕 皮 颖 周 强 黄鹤松 段又琪 胡小珍

满楚君

财务管理专业

段 恒 顾怡庭 黄余红 梅 宇 刘 尧 曾雪淋 杨 慧 龚 甜 江晓梅

于潇洋 施曼莉 蔡忠中 稂晶鑫 翁淑萍 占高祥 喻力玻 邹红梅 肖 兰

唐斯艺 蔡 葭 钟余城 王 瑞 田欣铭 姚依依 颜妮雅 黄 霄 侯文其

潘 田 罗智坪 邹小丽 肖 璐 黄夏英 喻 珍 贺姜萍 刘凤辉 邵中慧

叶 霞 諶勇华 唐 诚 曾 蓉 黎燕菲 黄 华 严晶晶 林晓芳 肖 扬

马林娜 梁 凯 谢东波 彭书勤 乐珩飞 胡殷祺 黄 婷 曾孝苗 徐凌云

李若颖 胡 茜 刘 健 丁 园 吴扬扬 刘梦芝 张 凯 黄卓毅 谢易隆

杜久龙 舒 苏 陈 慧 廖乔宇 吴 珍 詹 妮 廖 鹏 苏靖涵 张巧琳

李 苡 周美川 廖伟招 刘嘉玲 戴 飞 卢雅文 王 聪 刘 静 周 敏

张 静 梅 一 易柳婷 罗锦珊 龚 敏 刘舒虹 赵宇曦 曹瑞雪 古玲雅

陈光林 余碧莹 颜 菠 肖 昱 叶晓云 胡秋云 刘小贺 田 露 殷赛捷

时茜茜 阙持恒 周 璇 毛雅雯 章 娇 董政宏 成 旭 缪 卿 郗 娟

王妙文 谢兰芳 王建亮 程 婷 单 卿 戴 晨 何新妤 查文燕 金 迪

潘新颖 李仁斌 邹 鑫 曹均超 陈倩雯 郭玉婷 侯 静 吉 翔 宋 蕾

张世杰 张梦诗 张 庆 段雯琦 李铭扬 张洪域 汪凤一 杨艳芳 高延年

马 菁 邱朝阳 聂赵华 李文君 徐 露 樊婧璇 徐 航 马珊珊 欧阳荣章

宋海兰 王珍珍 刘兰舟 徐小妙 孙学启 王 珏 晏 卡 李星洁 戴 珺

高依群 王亮亮 吴海燕

财政学专业

向迪文 柴文俊 刘雁子 钟培声 孙 旋 李乐余 骆明心 何 佩 杨兴荣

梁艳鹏 王秋霞 林晓强 黄 晨 况 园 徐美玲 朱茜茜 王 倩 张琬琳

鲁奇松 王 燕 林华玲 罗芬芬 谢玲玉 张敏杰 汪俊羽 赵雅珺 杨云娇

何美军 杨丽坤 骆云娇 张 琪 吴玉珊 刘 颖 李 晨 陈柏洋 张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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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语谦 王鸿宇 何 如 刘志强 黄旖旎 邓乐平 张 宇 罗冬兰 杨 奎

李 婷 米尔孜娅古丽·依力合木 成 卿 何田田 罗伙平 李慧敏 吴艳凯

梁 张 苏 玥 和昱齐 张 博 刘 丛 陈福兰 肖 苗 李季季 尚江玲

刘 春 刘 赢 温世珍 梁旖慧 陈 恒 陈素琴 梁小莉 刘超群 宋 军

琼嘎顿珠宋 璇 孜白旦·阿里木 陈 丽 张 菲 罗 超 康向华 彭夕子

陈亚捷 陈文博 赵 琛珀拉提·色提瓦力地 杨 丰 杨 亮 杨 申 陈欣怡

徐飞龙 龚 锦 杨继恒 康 聪 余兰文琪

城市规划专业

闫铭鸿 周康友 王滢滢 叶裕辉 陈美文 李淑玲 刘丽浩 唐秋兰 董俏悦

管莎莎 李贵明 旷良媛 李清华 江章斌 朱琳璐 王 璨 苏俊炜 张茹博

吴逸超 汪 灏 程 瑶 熊 琪 李月平 史 月 邓 葵 王钱艳

电子商务专业

冯佐虎 程文标 詹佳培 卢 慧 吴川川 徐 荣 许杨阳 罗盼盼 余 达

郑 蕾 杨慧敏 罗来涛 宋贵红 俞秋田 汪树校 黄 鹏 曾 添 简娟勇

马 月 郭金风 甘 萍 张红秀 陈 琳 李琦钰 卢佳丽 李 盟 肖鹏亮

董晓露 黄宜兰 徐美芳 刘 遥 廖利明 周 璞 虞成熙 倪 亮 林 慧

刘 仁 徐书彬 方世国 郑跃金 李彦霏 仝里扬 程 档 郑 莎 朱华灵

曹佐松 郭益勇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刘潇頔 朱婉丽 唐志敏 王 威 周司政 张成发 程 琪 刘西梅 刘维晶

贺 勍 胡安安 钟木长 晏文清 朱少波 梁亮亮 吴 甜 郑德俊 吴玉丹

戢赫南 夏迎辉 陈 强 严 亮 余 瑾 何海峰 张新月 林容如 陈 波

信佳辰 叶会芳 帅词海 张 炎 曾 旭 李 涛 刘惠娴 黄虹翠 万承德

陈俊岭 张红梅 陈世翔 毛燕超 单耀华 习黄勇 黄姣姣 张丽萍

法学院

胡 欣 鲁明玉 何波波 刘南瑞 林 文 游 慧 朱诗浓 廖 俊 张 杰

曾青青 时常乐 孙 芸 王文冰 曾 欣 林敬靓 邓爱富 石 健 袁仲锜

张亚伦 侯明月 张 晓 程绍涛 肖 琛 刘 瑾 李光宇 罗 丹 黄聃珏

杨宪英 刘 玲 朱 可 黄阳木子 黄检兰 张春燕 尧亚男 杨凯鹏 陈 扬

董伯华 周 妍 杨睿奇 张 阳 刘 峰 王晓梦 柯海云 陈婉雯 杨璧菲

丁志超 白雨艳 秦依恬 崔 健 童明月 吴明武 郑文君 郭奇峰 冉 宁

李世一 魏晶晶 吴苏玮 李 静 李 国 李 婷 吴艳莉 方姿入 李 姣

王 奇 廖玲玲 黄林燕 肖欢庆 王 鹏 章思琴 戴媛媛 黄玉莲 姚丽晴

王秉臻 辛 玲 吴祖方 胡 飞 郑小训 廖立栋 宁风云 凌雪梅 崔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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鄯雨薇 刘晓峰 李玉燕 周 征 朱 凡 李昱青 李家华 刘丽婷 易雪婷

张羽茜 吴方雄 汪金保 黄晶婷 吴 威 付 茜 郭子纬 朱 钧 张瑜祥

刘露欣 龚 雪 曾聿晖 刘 庆 兰凌娟 张志国 李军勇 曹 星 张晚灯

刘 杨 郝驰宇 熊嘉庆 陈传勇 方皓杰 彭 乔 胡 涛 纪 超 张慧宇

石玉秀 陈 昕 黄慧敏 刘秋涵 李灿兴 李铭君 张 隆 吕海纳 杨东玲

陈春阳 林 山 宋 凯 康 鹏 吴 帅 李佳怡 祝萌萌 韩小雷 杨 强

林 慧 邱嘉民

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

张三静 顾诗越 肖 遥 俞美珠 李 星 黄 斌 吕春阳 陈 茜 张 博

贺晓磊 陈宇航 陈科吉 王 科 周 凡 钟 祥 朱舒婷 程思萌 陈志鹏

张婷婷 徐 海 谢运杰 涂菲菲 邹紫洋 黄希然 余东斌 曹斯钰 李雪梅

许多慧 王俊翔 李 娟 诸葛超 曾丛笑 樊后正 郭炎静 王 骁 李丽华

李 敬 熊训武

工程管理专业

武慧敏 陈 娟 肖爱富 罗 仁 郑 鹏 舒海基 谢金垚 柯 超 吴 林

李 敏 姚立森 康昆海 袁 静 宋泽华 章少昆 王来凤 方梦华 张 瑜

张 爽 何 洁 杨清明 肖 巧 胡春明 谢 栋 陈 璐 王丹心 潘铭标

李慧泽 林 珍 刘 祁 李鹏飞 曲 煜 周 庆 吴好云 刘 芳 徐 宁

张林乔 凌邦羽 杨 菁 黄 欣 张光松 杨 鑫 陈鹭华 陈 威

工商管理专业

张清馨 徐佳瑜 涂晓梅 李咏梅 温敏敏 张旭龙 曹 翔 文国荣 喻锦林

齐 鑫 曹国兴 朱传辉 聂 威 张 芝 徐智全 付少镇 周 森 曾昕雨

崔立通 万 兵 陈 强 龙思文 肖 霞 黄佳辉 廖筠轲 陈雪娇 张玉萍

王 燕 孙香灵 范桂生 龙 瑶 程晓强 陈光谱 王 雷 宋 琪 陈 滢

杨晓蓉 陈院院 李雄辉 袁志平 黄继发 杨 婧 易 瑶 努尼沙·吾甫 雷 伟

次仁吉 朱喆晗 温 婷 周小玲 石湘湘 朱红珊 廖延虎 文 钊 杨 茜

李 超 龚武滨 刘 波 祝 融 朱福梁 张 翠 曾启林 杨 山 尚美青

奴尔比亚·吐尔逊 杨 锦 吴华根 李远星 王元中 杨承乾 宋 坤 易永强 薛 冰

阿达莱提·吐合提买提 赖鹏飞 郭志利 吴盼盼 郑春明 倪瑞琦 陈耀东 齐雯婷 黄嘉理

胡 辉 吴先财 周丽婷 洪青梅 彭 蕾 彭慧敏 张合龙 吴仕萍 王勤雪

卢世浩 罗烈辉 李 瑶 张  徐雅琳 蒋亚雄 赵丹雨 李 捷 赖伴月

费中杨

工业设计专业

呼德昊 周秀文 尹逸骏 蔡 亮 赖 昕 曲俊荟 张惠玲 王 月 龚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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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杨 倪 搏 沈 立 王福斌 柳腾芳 张 君 陈冰茹 刘 洋 吴 楠

王 帅 蒋志宇 高 苑 邓 翔 邱海燕 刘元浩 马赫远 陈阳子 黄勇伟

韩丽军 贾 烨 檀灵滨 高 翔 叶毛金 谷 威 王杰杰 何祎伊 谭 孟

董惠萍 任勤昊 余李威 郑建文 刘 扬 张 锋 王媛媛 杜 黎 王弘扬

霍翠翠 潘 星 黄 鹄 欧阳宇虹 郝晓倩 朱梦星 孙瑞丽 谭姝婷 杨本高

方建玲 汪俊杰 刘欣荣 付 强 孔繁民 赵 萱 陈欣宇 秦 添 余辰子

曹鹏飞 孙书林 吴艳萍 赵梦晨 杨富凯

管理科学专业

撒哲利 邓少军 陈 艳 袁 硕 李阳灿 郑嘉琦 徐雁楠 黄佩军 杜新晶

杨佳伟 周 伟 许 娟 胡 龙 杨 桦 王梦霞 漆小健 邵永锋 赵庆锋

杨万里 陈细勇 赵甜甜 陈宁宁 朱定品 许春婷 赵 倩 杨 渝 包韶辉

刘传庆 朱海福 徐震思 王 枫 黄义棋 卢玉伟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孔维莹 邹 川 胡 江 龙 婷 俞 星 赵 菁 龙婷婷 王永霞 吴昌翔

李 泳 张文诚 曾美芳 贾燕宇 谢 婧 曾 秒 许水萍 徐 煊 张莫晨

刘 敏 晏行芳 周玉霞

广告学专业

师 扬 金美妍 崔惠晶 张 帅 黄 鑫 周亦然 周赫特 徐 雯 何 勇

陈 健 龚坤坤 熊斌林 蔡桂佳 王星刚 黄诗云 张 悦 曾永芳 曾佳威

陈陆平 南小娟 林 颖 金 芳 鄢海云 杨容分 张尚琦 李文超 刘武芳

黄 丽 黄 笛 徐 敏 汪金平 李灵灵 冯 帆 邓静雅 党英英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孙云龙 李 勃 袁琛琛 陈 璐 刘露颖 郑丽君 贺旻璐 袁道方 朱 蕊

杨 洋 姜 宁 王金玉 周 腾 王丰超 曾丹丹 郑 玲 宋佳慧 吴飘飘

劳秋萍 史 悦 杨金祥 刘 薇 周声盼 许志勇 嵇鸿飙 陈燕梅 陈黎萍

彭 丽 竺珊珊 陈胜林 余梨娇 吴书凤 方早荣 曾 梅 韦永芳 曾成芳

刘 杨 程俊毅 唐小萍 吴 洋 张卫芳 蔡若剑 陈 坚 张庆烨 蔡 凡

马 孝 计 磊 黄 红 王小玲 余 诗 凌 莉 李 昱 符小芬 李 丹

王 希 叶 婷 郭 荟 邓振兴 吴子玉 段颖超 郭玲婷 易思伶 王天洋

陈圣钰 裴军俊 黄 璐 巢 杨 陈 韬 魏炜彬 周洋婷 王冬梅 龙 玲

董文竹 温浩南 刘观发 张 琦 王 也 徐礼钰 张国锋 刘兴鹏 熊 旭

苏同强 王金焓 余 敏 刘孟谦 危江鹏 邹贤超 蒋之达 贺鹏欢 谢玉奇

邢琳琳 张 青 杨羽珩 张苏群 黎晨曦 田 野 夏凡辉 刘 桥 冯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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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叶 龚 哲 张文斌 彭宝华 缪 弘 郭明明 徐益帆 赵 晗 唐琦琳

刘 鑫 范 莹 易 帆 曹 易 涂巍巍 程 浩 饶梦颖 苟亚梅 钱 晶

李 楠 曾 伟 喻 梦 冯 洁 万 军 陈艳群 乐漫玉 武阁阁 王艳仙

贾曌彤 胡茜子 易智旺 张良华 付剑霞 周 彤 刘 莎 张欣萍 刘 慧

李 雪 刘 琳 廖远芳 肖导东 徐 素 黄 剑 陈 露 牛 莹 吴少明

张佳宁 何 峰 戴 勇 徐文婷 刘莎莎 张国平 敖 慧 耿兴波 康 亮

肖 宇 蔡建财 易 玉 蒋淑祯 彭 烨 汪志钊 张雅堃 祁春玉 季媛媛

金美希 彭 勇 朱梅林 叶 丹 张幻宇 马 丹 林海涛 王 娟 刘思迪

周明泽 邹国鹏 卢丹超 黄雯竹 何宗炜 江海睿

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专业

范林伟 陈晓霞 刘 茜 赖期华 谢 星 陈 杰 程伟恒 罗音芝 杨昌桢

谭舒畅 万以娟 谢春云 刘燚楠 刘小强 胡涵宇 邱柯缜 于 雷 罗月玲

戴子力 乐嘉琪 曾宪贤 陈 婷 陈杰挺 吴梦薇 曾 昕 赖心洁 毛 菲

吴 梦 吴修琦 肖 潇 孙子琪 高 山 柯贤哲 吴少军 黄映颐 龚 玲

焦 缨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专业

阿热依·阿冷别克 刘思嘉 陈婕瑛 杨 颖 胡馨文 游正洋 项新翔 何星阅 杨 洁

张博洋 左 彧 李欧瑞雯 徐继炜 陈 洋 种丹丹 王 晶 佑 获 单碧玉

胡 欣 陈奕宏 黄志玮 肖 斌 祝文秀 龚 健 潘梦婕 包 悦 马清华

史晓丹 单 琛 王 真 吴慧娟 宿文琦 胡 薇 郭 苑 冉 瑜 黄涵意

张聪聪 黄霖弘 朱 睿 黄维宇 谢涵琪 高文磊

国民经济管理专业

尉笑然 吴希明 黄莉娟 邹 勤 江子扶 孙兰辉 谢玉奇 徐敬升 骆杭燕

廖孟琦 虞李杰 邓宇洋 管永芬 刘 建 李雅威 李 帆 王 可 董重希

俞晋华 傅晓丹 李惠群 陶 慧 徐瑞林 林梦茹 陈晓菲 吴想华 左 吉

艾合买提·艾赛提 林志良 苏高林 朱秋素 骆 婷 谢雪瑶 陈晓文 李珂璐 代婷婷

黄基恩 杜国强 陈 雯 黄 琼 叶梓婧 王诗逸

行政管理专业

唐太菲 格桑多吉 杨小杰 姜增飞 王 剑 叶丽娟 廖 芳 吴传锋 林 琳

宋 微 漆骁伟 王静雯 邱紫羽 刘凯军 江 乐 周 峰 王 龙 高 心

寇海滨 朱晓丽 孔 双 邓声高 周莹辉

会计学专业



131

朱海龙 王碧涛 袁梦诚 魏健辉 张 涛 邓玉婷 陈 旭 梁建平 王晓菲

唐海林 刘 晨 王 敏 肖娇风 祝泽河 曾荣 吴晓玥 万芳勇 欧阳木兰

刘雯婷 胡啟煊 刘丛艺 吴希林 刘昌炳 陈 泱 刘 洋 邱 菲 周江明

王 琛 熊小妹 黄 霞 余 璇 徐超荣 谭宜萍 李胜奎 张 璐 邹腾娜

李 欣 郭 雅 熊 昌 姜泽文 张丽汀 易灵犀 刘一璇 李玉芳 赵芳芳

姚 杰 刘贤楠 杨 琴 陈诗琦 谢 欢 李 颖 刘丁荧 武主南 林妙莺

李敏荣 程 昆 王晓薇 朱文君 杨哲媛 谭润薇 郑文洁 饶梦慧 陈 爽

梁江玲 杨艳红 彭宇璇 刘媛媛 万玙琦 费彬河 刘 凡 黄玲俐 朱绍云

陆春依 张志鹏 罗小敏 潘 慧 杨建波 张志鹏 吴 佳 候存伟 翁淑婷

黄大娣 王 蓉 邹 玉 苏伟畅 罗 微 陆志龙 朱槟村 刘丽秋 郭晓彤

寇尚静 王 涵 朱 琳 程家鑫 舒伟康 倪 楠 梁志萍 蒋玉姣 赵 楠

席婷婷 张梦颖 罗 焕 张茜茜 余胜奇 吴佳云 苏田睿 邱玲玲 龚家山

杨 倢 李 越 熊子祎 汪佳凤 左 蒙 夏慧芳 黄亚杰 严慧芳 张美婷

张良晔 吴文柯 徐安然 潘翀敏 曾 京 邓丽琴 樊佳培 赖晓娟 彭伊婧

曹轩宜 谢贤楠彧 徐 梦 祝 骁 杨子舟 田士群 罗 欣 张 璐 袁 兰

纪 磊 袁 茜 罗 赟 杨军威 邹美玲 邹林峻 孙雪萍 王 玲 刘 瑜

王 智 朱仲君 叶 果 齐莉梅 汪思明 李 娜 罗宁芝 叶 琴 林沁青

张 煜 钟 翾 李环宇 潘迎迎 章璐瑶 刘 玺 陈慧萍 李 钦 张 坤

刘成贺 陈承伟 陈荣钊 毛青龙 严 玮 冯 晴 蔡 婷 朱丽春 张 婷

姚君皎 曾孟良 谌 超 徐占宇 邓宇星 刘 艳 刘洁琼 刘爱民 李慧琳

杨华英 董艳华 肖 慧 徐 畅 辛英芳 张媛媛 朱丽华 高 清 叶庭兵

王慧慧 张林生 刘 珊 占 建 温世泽 姚 佳 李小霞 赖明琴 蒋玉华

李学艳 廖桂林 廖 青 徐 赋 桂 琼 朱 蕊 闫五星 鄢兰丽 彭 珍

韩晓璇 钟宝康 甘修容 舒雅丽 余 帆 许 硕 李顶乾 彭小娟 付 毅

骆 静 熊 芬 李佳丽 虞晶晶 何丽晨 张启慧 潘 梦 何 妮 曾美红

田 原 廖乐平 邓文英 齐 全 李梦林 王婉婉 张燕燕 梁 莎 宣博涵

孙祥云 钟 婷 蔡水清 张 琪 查龙舟 龚 梅 张招平 陈 辉 何三元

刘 月 刘 蔚 熊瑶君 刘祖锋 李 潇 王晓玥 李烛红 欧志坚 黄 艳

姜腾博 叶 敏 赵万祥 胡涌珍 江梦梦 蓝 湖 吴 倩 揭辉燕 周 斌

孙微微 唐 强 陈桂花 章 乐 冯训贵 熊 玲 洪艳清 刘强强 孙仲琳

刘洪伯 彭 常 江 雨 段翠霞 劳 倩 吴 静 曹 能 阙丹丹 赵 越

潘 祎 廖谷维 邓肖菲 周丹丹 徐 航 李 虹 夏侠清 谢 英 刘 通

刘泽鹏 谢勇征 肖 静 潘茹钰 黄声扬 赵 静 苏新杰 丁 香 达多军

宋丹彤 赖晓静 肖柳祎 郑 宁 唐明扬 唐经纬 徐郑燕 徐 璐 龚 梅

周 洁 黄丽娟 罗婧文 姜永久 邬晓韵 郑乐中 胡 佳 王鲁敏 张慧芳

郭宇娴 廖飞贞 周岐贤 诸葛亚辉 廖思璐 陈昱菁 付亚芳 黄雪英 高 思

林婧玥 曾 静 刘建昱 蒋 忠 彭 乐 熊 珂 龙 健 彭小玉 范志红

王波芸 陈彦群 钱歆瑶 谢 政 余佑枝 邹 伟 肖 嵩 王美霞 曾路萍

袁 升 黄 鹏 谭慧珊 叶 翠 车怡雯 王小莺 杜 金 黄 曼 李玉仙

赵 越 赖伦彬 胡小冰 王敏翔 程长坤 云 婷 黄 珊 陶叙媛 肖飞飞

阙 元 何梦羚 黄 珊 段思颖 李鸿祥 谢有爱 覃 荣 杨 阳 王 倩

赵文佳 周香萍 金 婷 王 瑚 董晓娟 曾 玥 胡秀丽 苏莹莹 蔡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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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嘉琦 丁昭焜 曾 涛 傅必成 谢 珍 邓 楠 肖 金 张敏青 邹灵利

陈惠丹 钟晓梅 刘 敏 方蔚莹 徐心怡 张 露 龙舒琴 崔志力 储小桉

陈爱萍 梁 思 马 晶 吴思惠 徐则达 杜 婷 韩 玲 邹丽妹 梁 晶

王武星 凌 娴 欧阳昌楠 周梦梅 程波妮 唐一心 邹桂贤 刘 臻 熊嘉颖

万雪凤 黄韬奋 彭 莉 邱伟美 李 彬 谭素云 薛小亮 李 婷 李广显

陈之琨 高笑芳 叶子晖 陈燕云 李志雄 肖艳芬 龚鑫鑫 刘 凯 刘晓艳

涂志明 欧阳渺 高 琳 刘 姝 徐 俊 李眯咪 邓 妍 王平静 占丽霞

万逸莹 王施诗 杨佳玲 蔡联京 詹伟建 肖文琳 苏培培 张泽南 刘甜甜

丁艳平 蔡俊媛 施良乐 周雪茹 李映奇 刘亚微 江莉娇 阳 洋 周利庆

杨 雯 邱庭伟 黄伟静 周成君 郭小明 张云翔

会计学(ACCA方向)专业

石 乾 杜 越 杨翾妮 李晓路 刘冬梅 曾 嵘 韩文婧 曹 云 黄怡琰

滕寒冰 冒文静 陈子亨 赵菁羚 吴宸瑾 黄 玥 万睿智 蔡 嘉 傅志武

陈梦圆 徐景彪 张志康 刘春芸 毛四正 石昕星 罗芝涵 江士博 刘嘉俐

周启歆 周永侦 胡竣杰 吴泽楠 卓晓燕 姚 震 张婉莹 殷晏梨 方怡穎

孙培丽 王 丹 史 展 周 楠 李 欢 张斌虹 胡伟康 毛文秀 向 敏

袁 翼 林 玥 陈小涵 宋泳川 谢梦琦 伍嘉欣 董梦云 邓雪凌 王 纳

赵一山 杨雨佳 杨婉莹 喻竞韬 林振杨华 苏婧婕 刘申旺 毛 颖 汪 毅

邹 雁 刘忠民 彭天齐 钟海英 夏 琦 叶碧升 朱江晨 温清泉 钟 涛

彭林玲 胡潇锋 吴 迪 徐晨晖 曾俊森 杨宜斌 王新星 冯玉清 占能皓

吴 琼 吴加京 周 蒙 嵇 蕾 林海风 吴梦丹 曹 喆 吴晨昀 余安安

刘高山 肖 运 高 博 邹川江 黄哲娟 陈 思 上官川芝 应 杰 吴敬逖

余日双春 冯晓玉 罗硕臻 彭璐玲 万诗宇 文雨坤 彭璐瑶 周亚玲 徐 璠

刘光杰 崔百瑞 胡少英 汪晓飞 江文华 周 蒙 郑静怡 方科翔 邱 曦

彭 婷 杨 蓄 陈江涛 王凯迪 李剑斌 盛文言 黄 睿 许 畅 蔡 萌

潘佳伟 刘 旻 朱宁华 肖瑞琳 沈 妍 黄 婷 黄仁达 关雅婷 朱金鹏

柳 洋 左雪纯 罗 澜 袁 芳 曾丽娇 熊熹群 刘诗洋 李玫劼 刘 亮

杨书琪 邹 晨 曾 弘 李杨青 范鹤慧 王 琦 王 储 李 易 刘 洋

会计学(国际会计)专业

胥 婧 徐 雨 王蕾欣 郭思澄 吴 建 戴晓敏 喻 铭 万 玲 罗婧鸣

耿梓钧 蔡 维 谢 雪 潘昌熙 项 辉 汪丽榕 张伦杰 朱达飞 张 戎

陈安琪 金川颖 夏 秋 肖云飞 熊 茜 汪微熙 谢秀翔 夏 静 周嘉雄

白丽丽 陈思琪 刘 鑫 蓝春芳 尹沁云 张志燕 邓庆阳 冯 凌 龙睆程

任海涛 郝安若 甘谨毓 谢志雄 姚彤影 江 冲 朱情情 吴博慧宁 童 莹

谢 彤 吴小可 毛佳璐 洪 帅 龙雨洋 裴 浩 彭诗韵 赖泽煜 龚孚民

黄津宇 郑 义 冯松颖 王 婷 陈 飘 冯露露 邵成浩 刘希娟 付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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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茜 吴梦西 杜佳莉 邱泽鹏 陈 燕 王 昕 程吴圆 张旖钰 陈智子

孙彩萍 陈 妙 汤亚楠 刘典昆 黄 颖 占鸿飞 张 鹿 曹 霞 张 瑞

王 丽 陈 程 熊雯慧 欧阳祎文 段心悦 刘思懿 范 晟 戴笠静 徐元晨

曹 琼 陈怡冰 王 昕 蔡 晶 罗 萍 黄靖涵 黄 佳 袁早莺 郑乔升

王冠一 赖何予 杨 瑶 黄秀梅 王淑平 高晓敏 黄 荣 严方天 程 鑫

李箫潇 苏世孟 易玮琪 包 力 杜 洲 程志鹏 尧 群 何 灿 叶 偲

徐 优 苏小雯 胡 川 金文亭 谭 杨 余林玉 肖紫悦 陈 龙 马红莲

王诗文 陈心琦 罗龚璟 江 梅 皮德函 吴灵霞 封梦斐 刘卓青 王 曦

陈 闯 王晓琳 罗杨颖 肖浩东 刘 玲 孔 蕾 刘荣晟 牛 卉 易晓灿

王 笑 万露露 魏春冀 刘艳茹 邓一依 杨媛慧 熊 超 彭 皞 陈 曦

鲁晓冰 高雪凌 辛 玮 钟 颖 肖 勇 徐征南 阳思琪 江 恬 黄小峰

周书奇 罗 兴 郑秋石 唐逸心 刘谋荣 王 强 张亚婕 万 强 宋俊霏

汤承颖 赵郑成 肖诗玮 龚 斐 梁 敏 汪 悦 陈田田 杨国旗 刘思媚

芮 静 熊 能 卢丹妮 谢国平 李 颖 邓 洪 龚依然 童少震 杨 晶

钱成恺 徐媛媛 郭 雯 柳 丹 顾灵昕 滕 宇 文亦楚 胡唐祎 吴乾惕

张 誉 杨丰豪 杨园园 刘冬亮 程炤宇 左丛娟 易 明 龙 昊 黄一薇

钱开丽 陈 风 胡慧婧 罗 岚 董 跃 陈 惠 帅碧婕 傅文洁 洪艺琴

黄 力 严蕴雯 肖凯之 徐增荣 程 媛 蔡 婕 李宣晔 邓雅婷 陈子健

程炜欣 于潇南 朱盈颖 喻尤拙 李 琪 刘雅婷 胡佳馨 毛嘉雯 谢雨桐

冯 怡 翁婷珠 许玉慧 云静雯 龙 婧 雷预立 孙宇壕 徐 然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

张 阅 许文月 黄蓓蕾 温婧怡 刘诗瑶 张李群 聂 俐 刘文清 刘晋雄

孔 震 白玉玲 林可雨 赖俊树 陈冰瑶 林 枭 饶 燕 江海然 黄 莎

熊冰冰 张天宇 方雅琪 曾 骁 幸 敏 李晓慧 王晓晨 温梓良 周 怡

蒋煦涵 王浩宇 杜 彬 吴 强 任庭芳 祝雅欣 程 勤 冯 滢 琚海伟

兰 琳 吴利红 张 弛 蔡 康 李 青 汤若桢 胡影仪 梁 璇 汪 娟

杨 琛 张雅楠 王淑容 赖 伟 辛晗茜 林 云 曹梦琦 李美花 陈 琳

曹 波 陈 琪 林 婷 王小琳 王梦柳 华文清 胡雨菡 王俊入 刘 威

刘丽琦 姜 漪 胡志波 温防军 彭冬玉 赖 云 张江红 李昀轩 郑方媛

袁晓乐 卢绪伟 熊 露 吕 慧 晏芳寒 曹 政 李 曼 谢江燕 侯世霖

田亚灵 李焱楠 裘德宇 钟雪超 孙丽娟 黄璐瑶 方子雪 施 敬 苑 梅

单小倬 吴梦楠 熊 鑫 王 丽 唐淑敏 李璐瑶 叶华凌 张坤麒 高会洁

杨 玥 韩玉大 涂贤惠 文 洲 宋威明 邹菁宇 杨思涛 周 瑞 宋子豪

瓦席约则 黄昱昕 周倢宇 柳 珍 孙晨曦 肖 凯 潘 琦 秦 锋 关 欣

陈 婷 段志洁 辛佳颖 徐 达 郭文瑞 徐一墁 程晓晴 可 欣 柯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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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妮 杜颖佳 陈 浩 胡国俊 杨艳华 刘凯科 刘 逸 唐 蓉 刘 恭

董淑娟 朱梦依 邓宇曦 杨艳平 陈 鹏 黎宏昕 冯琳磬 何丽萍 林楚丹

宋思逸 柴松涛 缪思琪 付思敏 程东平 徐财艳 郑可成 雷浩媛 何丽媛

蒋隆睿 杨斯葭 李方歆 卢春朋 张 鹏 阮运香 刘欣欣 任斐鸿 何文俊

崔熙阳 余心如 田 霈 席思敏 杨艺萌 李倩楠 林 佳 曹俊茹 郑帆帆

吕颖慧 汪 晓 刘诗羽 李娇苗 汪娇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张海平 董诗雅 苗江娜 武慧洁 王倩倩 金术静 刘晓娟 李春余 徐童银

江 燊 喻 聪 曾 凯 赵皓兰 郭 茜 黄仕奇 钟志涛 彭 颖 刘志强

黄超强 胥子员 涂文虎 尹 旦 卢致昱 刘越飞 朱翔琛 张兵玉 罗 霄

吴志远 艾鹏芳 彭积坤 谢贤超 魏灵慧 徐 恒 姚胜龙 曹 涛 汤式亮

杨学森 徐志成 郎海权 陈 苗 赖晓珍 陈 忱 刘兰芳 冯令春 张 兴

倪志鹏 万 腾 钟 桥 屈丹丹 王月月 张 毅 粟芳芳 谢玉婷 李建超

石旺盛 潘 伟 章志成 汤亚凤 刘李萍 黄 君 邓璨荣 陈桂芳 周李鹏

廖苹苹 吴荣福 戴爱美 夏南辉 王 宏 车总成 侯继朋 吴运超 邱晴霞

余海霞 邓淑瑛 王国文 吴含旭 熊昌磊 孙 鹏 黄孝明 徐发海

金融学专业

黎海龙 连寅孜 陈慧玲 刘 明 陈传旋 周琨凯 付 琪 邹晨馨 张 婷

胡倩雯 徐 展 李 璇 曾昭计 李译玲 陈 艳 李 俊 王瑞琪 孔 思

詹飞 徐心航 李函颖 朱小丹 彭承江 刘 兰 李秋潼 王嘉明 汪 洋

熊志刚 金元宽 石 松 刘春莲 曹水拼 王 翠 章志敏 胡 江 彭海燕

余文斌 林逸伦 刘 衎 翁 翔 张配配 廖祥平 郑子辰 梅勇威 吴梦琦

邵 乐 沈青青 刘慧婷 匡玲梅 曹 洵 付 凯 杨 倩 王 强 何姜良

万 祥 苏 皓 伍乐鑫 王红梅 俞丽芳 邓露佳 梅 悦 欧阳正锋 张栩瑶

赵 亮 徐雅洁 谢 津 尹万平 郑健锋 邹 琼 熊疆南 吴晨露 林云民

李滢畅 王 冬 谢 翔 王小林 翟 靖 游 武 周丽青 漆 湉 陈学文

塔 娜 周健健 张 俊 谢祖辉 李江平 梁梓曦 朱明山 肖曼璇子 胡人珏

敖敦格日勒 纪若囡 罗亚运 吕 健 黄 星 孙 平 廖伟云 张学涛 曾文苍

孟姝良 顾宗好 唐亚萍 罗文捷 王飘刚 罗美丹 吕 慧 巫志华 何 凯

林 强 许 佳 王 煦 郭小琴 祝银群 胡诗林 张海波 周 游 尹杰石

唐 成 陈 楠 黄 恺 吕 娜 吴勇强 肖智磊 尧国富 肖景刘峰 周 军

龚三清 林鸿榆 李光武 彭 翼 王 道 刘富根 罗冬冬 张 霞 孔宪莉

廖明亚 陈雪娇 康兰珊 肖 敏 阎一尘 杨俊文 饶莹娜 曾雪珂 韩新亮

杨 珺 喻雅彬 钟名川 吴亦君 吴崇博 周炜鹏 宋嘉玮 谢 健 吴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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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芳 胡志刚 刘文昌 蔡佳丽 张鸿义 李 瑶 童嘉静 黎 龙 王 晗

庹 芳 李 洋 罗 超 任 宇 吴星兴 吴志诚 吴 庆 甘 鹏 祁建树

潘艺云 张 钦 唐 煌 庄 城 汤 魁 吴林秀 丁 涛 雷 雪 李洞明

韦传诗 徐思航 黄 妹 龚赫喧 毛飞良 李 航 聂 峥 袁淑一 王艺璇

刘兰希 李 子 卢 丹 黎 坤 刘万晴 吴珩坤 陈平平 黄毓捷 项 爽

霍 达 蔡海春 钟冠华 柳 伟 段枭雄 刘肃发 章 斌 刘 芳 袁 媛

陈洛霏 贺传尧 黎福英 鄢 璐 周 玮 洪洁辉 朱 魏 张 喆 邹家文

武 强 张友亮 陈海峰 罗 姗 余小芳 张琛宇 彭乙华 吴杨军 文 涵

王同舟 万仔明 谭博文 付 昆 陈良玮 王若君 白永帆 胡鹏飞 孙 瑶

罗 政 闵鹏哲 黎思榕 程骊辰 沈永淋 金 钊 乐延峰 胡俊杰 曾思依

张若丹 熊偲沂 刘 阳 杨 依 苏文超 金美霞 董少伟 王国花 王雯雯

张峻宁 陶玉婷 陈佳威 邹丽勇 郑玉燕 鲍守虹 戴 欣 刘丽芳 李楠溪

刘 磊 章 昕 廖铨怿 刘 凯 卢 俊 续志翔 胡华东 曾庆婷 刘心乐

王 冲 朱春水 金 慧 谭晨颖 王 伟 郑英博 丰一东 曹学雷 谭良彬

李晓晓 李鸣野 黄 燕 罗 超 陈甫伟 刘丽丽 熊耀楠 李凌峰 严诗裴

刘陆晗 陈 卉 方军荣 皮邦宇 缪博宇 王宇晖 徐涛涛 周旋风 杨 赢

王 欲 万顺奎 段地生 刘美江 彭高林 谭柏村 杨静雯 范朝龙 黄艳花

韩 庭 阙元盛 黄路路 赵佳明 钟芳琴 李 凡 曹传瑞 李 瑞 冯一心

任申浩 喻子轩 李兆磊 黄炎超 王丽娟 郭文坤 陈威威 韩系雁 郑丽萍

朱丽媛 甘 卉 袁志良 童霁芳 王 兰 钟小梅 左思娴 高梦霞 余燕秋

毛 婧 刘 裘 李观海 张 翔 李 頔 项文琦 钟 华 梁丹丹 邱永红

安晓祥 万 越 高 萍 金 凯 周籽言 李国亮 徐 定 刘亮斌 董 亮

柴静蓉 谢 强 曾 玲 熊海涛 刘国燚 王超群 叶青莹 周轶纯 其美曲珍

姜美芳 付金华 何炳华 龚圣梦 刘 冲 刘迎磊 胡喻越 王诗轶 杨 睿

王东君 徐 康 潘丽华 杨宇俊 崔志敏 王湖荣 曾博文 江观莉 欧阳诗振

吴语晴 汪 泳 郑礼明 陆梦颖 资孝梅 赖慎军 淦振宇 张海浪 陈 明

闫林林 孙月佳 刘小丽 聂小雯 邹少轩 胡 醇 杨 辉 平峰艳 贺则林

王 奥 罗骏超 李 京 文诗雨 邵 盼 于婷婷 汪思聪 熊子奇 易 鑫

关宇博 赵静妍 白 俊 刘 凯 张玉香 张 萍 涂思敏 赵 明 吴振华

李平方 刘新权

金融学(国际金融)专业

赵超越 李 昊 李 逸 邱 航 许文青 朱小卉 李宜凡 林敏敏 汪文宇

龙 玄 程佳伦 张 赟 孙基伟 张 逸 董璐璐 蔡 瑀 黄洁琼 吴宇楠

邓舒丹 谈秋宇 李家琰 郭欣鑫 朱欢松 孙 钢 陈文琦 袁世峰 施 治

杨 阳 黄 铮 胡 晶 易辰燕 温国柱 徐伟力 简慕豪 朱 鹏 涂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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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书娅 顾 洋 段琼宇 方愫芬 付婧怡 赵紫薇 龚 程 何 青 尧小怿

张玉泽 陈佳君 熊 堃 姚 成 李 融 徐绿帆 王轶华 陈 睿 赖波岑

虎文婷 陈 晨 刘福听 舒子兰 曾华煜 谢 菲 傅凯文 王思雨 谢朋睿

蔡高玥 倪志洋 黄瑞云 易乔东 罗 超 陈思羽 王宝娜 刘 苏 王炜强

尹剑歌 徐贝多 邹 杨 胡 灿 卢 筱 柯欣雨 王佳奇 黄 芝 杨新萍

李东琬 陈子易 王博超 袁文潇 黄 臻 刘泽宇 高敬敬 李雨婷 侯恭武

陈世凯 梅子豪 王柳期 熊秋刚 张 舒 梅煜晖 孙雅馨 王凯旋 陈宇琪

刘思源 殷 彧 曾 臻 刘 恬 游若辰 丁茂盛 张少飞 李彦仁 乐亚威

胡晓栋 孙成伟 赵 谦 黄伟峰 罗 蒙 陈 曦 马哲东 孙路珊 周 涵

张晓举 周 捷 谢桢宇 黄晨洁 汤 煜 邢亚豪 孙高阳 熊旭鑫 朱人杰

王晓丽 缪兆伟 张 磊 陈永健 汪黄翔 胡宗杨 田瑶琪 张梦圆 肖 潇

韩玉辉 陈晓昀 杨 君 王玉珏 刘津海 程 伟 夏 晓 张 魁 王 茜

卓 拉 李淑莺 方 祥 戴书航 朱永鹏 余 洋 严云青 邓 丽 钟炙兴

张 圆 王琳琳 余逸慧 游音思 邵华洋 方 园 陈 说 王婧妍 陈鸿祥

张子钰 陈 洁 罗博威 韩恒芬 刘 佳 沈菲菲 彭媛媛 伍任昊 施歆宇

李佳欢 罗钰丹 齐 威 周莹莹 舒 服 段 炼 邹 卫 李宇明 杨 越

王佳琪 吴苑玲 詹海安 黄昊田 曾 恺 蔡舒舒 刘齐椰子 周宇飞 徐斯成

贾惠麟 黄相瑜 邓思朦 罗 敏 李 政 赵涵齐 王凌霞 唐 敏 熊玉梅

郝 月 罗 越 张佳宇 刘利萍 黄兆刚 林胜利 陈佳宇 覃心妍 沈家伦

周李凯 邵 帅 胡 鹏 张馨心 陈欣雯 陈 凯 吴 奇 刘朋承 赵启凡

黄 翔 李 萌 赵珞屹 李 青 周忱晶 周玲芝 魏奇凡 钟石林 张雅琪

周媛媛 刘旺梁 郭 楠

经济学专业

李飞龙 王新雨 谈佳文 陈熠辉 欧阳雯 翁帆 程文斌 江志鹏 王俊聪

周 芬 王笑菲 陈 莉 黄 珊 刘依婷 胡丽文 郑 霞 王 伟 熊 曼

王一晨 唐雪瑶 陈功泰 李 文 滕 星 汪 斌 熊晓敏 朱明禄 刘 伟

翟文璐 王羽佳 何重源 张燕鹏 汪勤建 徐 菲 江天立 熊 亮 麦园馥

田亚丽 胡 月 谢 琳 聂利佳 黄汝婷 古昌银 徐晓芬 黄 灵 骆 晨

张海京 王一凡 杨丽君 酆舒仁 虞 丽 廖毓珠 柯 超 简路平 聂 嘉

周 扬 刘佳颖 刘玉金 王文强 徐国敏 吴秀云 唐建淳 李 鹏 梁 娇

程 乔 楼诗雨 刘举霖 龚六龙 徐淼洲 程奕聪 王 明 王克金 王雪梅

张晓辉 何 旋 周丰奉 陈小高 杨志锋 彭文军 刘林飞 何纯勇 申依懋

韩璐璐 贾长龙 李 腾 熊 容 余林锋 黄文军 王 翔 肖 飞 邓 全

宋慧琦 张 勋 汤 健 刘佳达 占素平 徐俊文 李文辉 陈荔枝 尹玉婷

王培杰 林莉莉 钟冬明 金春霞 郑雅婷 万亚华 吴有云 黄映榕 桂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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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茹 熊 婷 张 珅 郭金冬 黄 永 李 鹤 余 建 岳小云 王 捷

郑 健 喻 乐 朱顺利 刘 谨 徐梦赛 李丹凤 彭 玲 姜 喆 朱 玲

鲍研希 陈 浩 沈 露 唐吉吉 符洪强 章 瑾 黄海生 达丹丹 杨立颖

孟祥慧 吴昌俊 刘永发 胡 祁 李礼飞 邹燕婷 朱 帆 魏 燕 郭 和

彭 博 付翔翔 黄英豪 袁晨光 吴芳芳 干 聪 薛志鹏 李斯娜 王 宁

侯志馨 熊北泰 王生彪 曾安琪 糜杨元杰 包细员 毛智华 白 婷 周雄兵

罗俊明 杨 晖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杜 翰 张 露 李 涛 唐子媛 陈清秀 周 颖 吴安琪 吴成峰 戈 敏

刘琳霞 伍志翔 曾小林 谷 灿 冯 珊 周传圣 段茜茜 胡志娅 何欣彤

徐晓庆 文佳妮 王柳君

旅游管理专业

胡重华 汤嘉慧 廖巍巍 杨炯鹏 李丽玲 陈旭灵 洪良媛 杨力康 喻衍珩

吴文浩 胡 昱 张艳君 张辰悦 姜 薇 王怡群 叶晓康 田 申 吴光飞

刘银花 周 钰 朱明敏 孙倩萍 曾莹茜 谢 琦 邱敏慧 王 强 余弦奇

袁 茜 付慧筠 童 璐 刘 佳 谌梦瑶 欧阳旭 文 君 李 丹 陈 琪

沈梦宁 高思睿 陈心怡 周秋庆 庄 芬 张开剑 胡海英 刘 颖 黄 源

肖志云 郭 蓉 龙小芳 欧阳贝妮 王如兰 付 强 宋丹丹 杨晨辉 邓佳佳

吴旖旎 张 玲 吴 优 何竺闻 涂承星 高国栋 陈 洁 徐桂婷 李畅妍

胡 婧 孙耿喆 肖羽瑶 徐精敏 余明阳 张 翀 廖宝健 张龙佳 赖爱萍

傅文婧 王 菲 赵昶基 徐静怡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马 菁 费珍珍 张雅婷 严海卿 徐秀兰 戴思琪 陈 戈 李云星 陆筱睿

许烨青 戴雅娟 谢晓东 钟超文 牛钦文 苏 鹏 郑 俊 梁纯红 程 娜

李 燕 林选辉 林 艳 陈 娟 杨慧云 李东东 唐燕玲 王文英 朱自会

李亚洳 张皖秋 傅 胜 许 敏 胡嫚慧 曹 超 刘 奇 徐 鑫 张抗抗

汪 蕾 陈丽芳 刘合梁 王志鹏 王 也 彭 丽 蔡 捷 王世腾 余晓霞

李召颖 柴亦歆 卢隆理 刘 松 徐宁婧 熊 甜 舒芳芳 王元元 司马亚婷

张 璇 刘 玲 刘仁香 李 勤 毕庆芳 聂丽霞 余 卉 席祥勇 武丽霞

金丹琼 万冬冬 赖怡如 熊靓荧 叶淋雨 郑妍妍 江 辉 廖玉巧 白 雪

王奕丹 徐一萌 唐 倞 王丽凤 吴建琳 黄 曦 夏小锋 李信燕 李 磊

陈斯婷 王喆鑫 李铭敏 刘 涛 吴 潇 饶俊祥 林 文 邓金选 刘 芬

日语专业

唐小韵 买尔哈 魏晓彤 闫凤茹 侯晓同 魏轶群 古艳芳 武 丹 徐丹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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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花 林 兰 仲雷雷 黄优斌 罗翀 蔡志芳 罗 骏 刘梦萍 李思铭

江青英 朱翀臻 吴佩琦 雷国华 周双双 刘 娜 刘 慧 陈小云 夏 斐

徐慧杰 杨奥然 董光辉 宋春华 奉延玲 潘梅萍 张发燕

软件工程专业

章 刚 涂光辉 吴虑 欧阳泽信 占海旺 张敏强 王益平 徐昕琦 林忆莲

涂司晨 蔡 珉 鄢志青 欧阳欣 周冠达 李述庆 甘静林 肖 杰 王书宸

刘涂阳 程 众 陈 庭 李海浪 应杨彬 甘毓龙 周亚运 易泽源 袁 燕

李 政 蒋岳帅 鄢义龙 尹为盛 夏盼盼 王时贤 柯 晨 赵 鑫 郭 霖

罗 勇 朱 墨 詹 群 严番峰 胡浩如 张诗涛 熊潇潇 易 军 黄俊峰

宋孔通 卢玉婷 詹志强 罗 甜 张 兵 刘杨宾 吕镇坤 杨南如 程 朵

黄衍龙 黄 勇 杨先刚 梅苗苗 徐盼民 邹 剑 余传义 周星星 熊小衍

罗文强 方 堃 邹家地 郭 泉 吴加东 龚 玥 吴华杰 贺 桃 郎志宏

胡多多 朱习玮 余智昆 袁惠华 陈 镇 伍梦茜 石翠云 程 宸 李若成

黄捩己 刘春云 席 堃 袁 颖 周学斌 徐飞云 宁路路 吴 琦 丁浚哲

蔡小峰 黄可君 付 琼 谢文舟 龚章雷 邹书品 曹 菲 周志培 潘庚生

陶广清 钟立明 黄坚坚 梁荣华 汤振策 黄令翔 易正朋 陈 惠 沈 涛

刘勇勇 黄道炜 甘 泉 江欢容 吴志海 李玮琦 宁安泰 熊晨阳 黄伶凤

易才俊 廖桂珍 谢宇鹏 贺 杰 雷会江 黄 瑶 殷 凯 钱百惠 王华骏

江嘉祺 蓝洪剑 高 警 肖志钦 张 恒 全吉春 李 想 朱颖廷 李 杨

王嫣如 张钰仪 喻墙龙 冯香华 金剑扬 米 凯 聂 彬 柯如娟 范培君

陈 鑫 李 文 魏延楠 杨 斐 席 可 艾志华 严庆云 秦伟昌 谢 鹏

王 博 赖龙威 袁李健 刘 勤 占志威 李 俊 李 伟 水清龙 程燕飞

李汤军梁 秦 坤 杨 健 缪昊男 赖 茗 洪 丹 徐泓韬 王 奎 陈志果

罗希望 龙海朋 李 林 郏 成 钟代锋 刘海华 黄 鹏 周 宽 刘 晔

丁天立 黄跃武 孙宏毅 吴 昊 陈样翔 蔡俊卿 施博文 唐家洪 戴怡林

柳 磊 凌彩娇 谢 戈 郑婉依 何力健 刘嘉玮 李秋云 张 文 许 皓

梁弘志 刘思良 罗 戎 王子怡 宋排娣 聂 飞 曾倩雯 邱英健 王秋诗

刘方鑫 陈道贵 廖宇强 虞 聪 李盛男 王 恒 夏 妍 程 轩 王 理

胡斯聪 杨卓玮 瞿家威 丁 瑜 张 明 范峰宇 徐伟良 周岐同 杨雯婷

张家琛 李 聪 李帮飞 孙马海 陶欢南 张 鑫 陈 荃 李 建 黄金鹏

彭佳俊 刘诗凡 梁 浩 江前彪 饶 宇 刘 庭 张 曌 练 慈 陈潘吉

朱陈洁 余译民 熊 岳 杨子瑜 汤静远 张李焕 胡文蓓 帅 娟 文 洁

周 欢 刘 琪 欧阳博文 方 珑 梁书浪 周三宝 余齐鹏 陈岭辉 杨艳秋

王文翔 罗 骢 胡志德 朱 磊 聂桃军 祝金龙 余燕萍 沈小雯 赖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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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书琴 张 一 肖美琴 徐丽颖 范思敏 周慧颖 包醉云 孟凡雁 王晓云

李 健

社会工作专业

童 洁 缪一默 王 琴 赵 军 谢小龙 赖晓锋 缪富民 吴 舟 李迦林

谢晓旻 李志雄 易国勇 朱维浩 付庆平 蔡 丹 涂 霄 窦吉敏 吴 芸

姚水兴 程莹莹 吴晓丹 蔡智嘉 刘文斌 孙健美 李 蕾 邓泳希 陈倩敏

社会体育专业

王长征 白天宇 孙大宇 迟成伟 肖 满 徐春亮 杨 清 刘成伟 孙永东

陆小飞 罗意杈 陈家旗 张 望 双蔓蔓 廖 鼎 张金龙 刘 涛 钟文韬

李英杰 郭梓良 刘艳茹 王桃华 邓 梁 贺晓平 黄沃泉 李学伦 符永乐

黄恒辉 何 桥 王 维

市场营销专业

黄小兰 包 蓉 李 云 陈新芳 刘祥开 谢珍英 徐淑华 王 超 肖 娟

马少龙 王晓敏 戴桂花 李 强 曹文婷 刘 颖 吴海贞 邓 昱 郭燕婷

何 颖 曹开湄 曹丽娟 钟庄芹 宋燕飞 黄牛庚 曾凡阳 柯亚丽 马忠信

李 响 万全建 吴 桃 陈德武 徐路军 胡晓娟 李 丹 沈亚军 贺志俭

郭 灿 丁水青 彭小应 刘丽娟 高 璐 邱梦婷 徐 妲 曹立文 邓西亚

达瓦尼玛 胡梦翔 黄文星 曹 芹 熊晓芬 胡子云 张胜林 肖佳瑜 姜 荡

吉 慧 李海霞 朱泽炜 阳 娜 高 瑾 俞家强 施婉嫻 李宝筏 唐 欢

张曼漪 梁小玲 袁上筌 陈 严 王 馨 高一帆 焦 丹 彭 峰 曹文慧

黄月姣 胡 陵 薛 峰 钟孟恬 程 婧

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专业

陈 雪 熊训文 傅韵清 钟 煜 易小芸 黄刊刊 彭 毅 吴启超 刘志斌

周 晶 夏辉琴 胡佳男 陈威舟 邹永明 舒畅恺 陈奥文 余晓霞 蔡亚华

陈星玥 向宇宏 黄司晨 石可暄 李 刚 聂楚力 廖鸣珊 吴嫣雯 黄 河

滕 一 陈 醒 黄若斯 黄宇翔 肖 睿 廖世博 谢申易 万亚平 张凯维

田 野 熊奕昕 刘一楚 杨 申 尹 艳 刘巳阳 夏小聪 徐 浪 文 雅

闫斌斌 李伊馨 万 琦 徐苏楠 习羿晖 张 敏 缪丽之 陈俊文 陈富华

陈子豪 万 悦 姜荣蓉 黄 姝 吴淑剑 冷希楠 李振东 涂 灵 宗 晓

杨 正 余鹭阳 龚 珏 邹 颖 胥 信 李绍阳 郑伊伊 徐 冲 陈 浩

徐 畅 刘国宇 江 舸 邓彩虹 喻晓刚 裴梦茹 夏 霖 徐越琪 邱明佳

舒宏凯 韩倩云 尚隆云 杨启帆 谭仁勇 周爱萍 江秀珍 罗志伟 马 杰

晏 骏 李泽宇 吴奎臣 张奕玲 贺文丽 刘 春 杨建平 刘 洋 陈继华

万中苗宇 喻 群 陈 晨 凌 云 邹思贤 周 鑫 舒先德 江志鹏 胡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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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彦 章 园 陈睿轩 李 晶 陆书明 梁景喜 李 凯 吴 桐 黄小可

邢 敏 陈 曦 戴文婷 邱金花 胡罕琛 钟 贞 吴南华 郗嘉伦 张 蒙

邹 胜 白晔星 汤庚萍 谢 佩 冯一晅 颜 露 张月群 刘 阳 陈 勇

漆 实 毛玉虹 刘芳兰 占浩南 曹 宇 刘川雪 徐文锦 缪 琦 陈飞婷

杨蕊菲 肖倩茹 谭迎春 谢云晖 李伶俐 光 蓬 彭联超 邓思行 沈颖慧

刘少京 邱 波 付志宇 黄家蕙 刘雨晨 吴为为 张梦玥 项 楠 齐 琪

黄 姗 王若力铭 易金文 邹 诚 牛 政 吴攀攀 应 朔 陈言莘 胡晓璐

李昕潞

市场营销(项目投资与营销策划)专业

胡安妮 曾 馨 陈 曦 李姮颖 孙泽锋 韩 强 薛亚琼 呼斯楞 王世军

吕 曼 苏雅静 陈林伟 江 颖 卢毅南 刘 宾 袁 凯 何环宇 仇昌友

叶倩倩 孙恩惠 李润明 徐小勇 付左乐 汤森国 罗 晨 徐云婷 徐云萍

陈 佩 贾 飞 何 风 邢浩楠 向超越 陈泳欣 丁楠楠 郭泽楷 陈小润

祝利娜

税务专业

陈 皓
布海力且

木·阿日甫 佘 悦 曾水龙 钟云凤 张 菲 李甜甜 舒 曼 封志印

法 奇
米热阿依·莫

合塔尔
唐丹丹 钟秀平 苏海根 谢舟莹 邹 静 童学茹 秦立豪

廖 可 德吉群宗 章 磊 谢家顺 温君维 陈 睿 傅蕾洁 王宇璟 金慧祥

王 山 赵 锦 陈美玲 王 婷 李 奕 熊大峰 张宏平 黄 婷 刘 明

费树理 王江辉 张任鉴 江 军 刘 倩 李嘉丽 刘 倩 何 蓓 彭萌萌

杨雅茹 马玉洁 龚 阳 彭刘平 钟 芬 袁子来 尹丽梅 王 恒 胡 慰
穆妮热·如则

麦麦提

热伊莱·艾斯

凯尔
李 玮 梁 艳 于 婵 刘海峰 陈旭凯 杨舒晨 朱 凡

米合拉依·买

买提

茹鲜姑丽·艾

山
赵悦 王宝珊 徐梦娴 邱美红 杨飘平 黄晶晶 刘继祥

阿拉依 潘烨豪 张 骞 黄元明 朱菲平 刘喜喜 刘文之 苏 婷 梁媛媛

任书融 李 敏 郭小瑜 刘 威 杨 晓 王健华 王晓燕 祝 晨 龚汉君
尼哈提·

陈天弦 徐德林 赖小华 鲁雅坤 曾晓燕 张迎梅 华 文 邱阳子
纳孜穆

殷 唯 丁惠娟 杨伟龙 赵 凡 邹 强 谢 军 陈 帆 江 川 陈建树

余心妍 龚逸然 彭柳青 张婷婷 黄玉红 黄旭磊 董华咪 陈霄龙 詹段品

崔丽群 曲丰逸 王雯琦 邱修斌 付 琦 郭宇春 胡 勇 邹凌峰 韦媛媛

胡嘉毅 丁 鹏 程 刚 黄秋玲 张 舰 欧阳洁 汤 泓 宁彬倚 熊 鸿

盛凯林 张 芳 刘 真 邓 峰 陆 楠 袁卫群 周慧瑶 刘 旸 徐筱薇

李如玉
茹柯耶·努尔

麦麦提
欧阳佑林 肖李娜 吴建勇 肖 卿 程 丹 邹丹丹 陈 禺

李 斌 张 琼 蔡宗伟 王文雯 吴丹霞 张耀珑 沈文渊 王彦鑫 蒋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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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秉佳 袁 杰 朱 永 彭勤清 黄 莹 韩红招 周皎洁 陈 勇 朱文生

宋 微 刘 翔 刘 佩 赵敬群 刘 瑶 刘佩瑶 陈 璐 闫 萌 孔 涛

张晨晖 潘云婷 赵邑方 郝雪君 熊昕智 万晓彤 王建斯 达 理 张效霞

体育产业管理专业

王泉森 胡 芸 王 锐 李 斌 施秋波 陈 菲 万煜川 张 颖 徐甜甜

朱丹玲 程建平 李祖怡 张 刚 费 解 张 轲 彭 越 黄莉莉 宋焕纳

黄 为 刘明韬 王国君 刘 佳

通信工程专业

吴红达 孙丹丹 杨 青 陈巧云 朱俊桦 巢晓曦 朱 丽 严家琪 吴志勇

李顺文 陈绍财 周 宇 舒景斌 欧阳垂志 胡柳昌 赵 锋 吴薛明 胡良平

曾丽芳 周贻能 宋方良 刘 俊 周科甲 伍思明 聂剑锋 肖 莉 宋 涛

程海飞 杨 蕊 吴颖辉 陈素娟 邓 荣 黎志军 郝彩虹 黄 巍 查文文

姜华峰 姜大伟 刘睿轩 吴于忠 闵露平 左 登 刘赋山 邓子慧 田桃花

曾俊秋 肖前循 谷志宁 吴 强

统计学专业

陆 叶
古丽米

热·奥斯曼 刘子华 甘志云 王 琦 朱 迎 姚明瑞 张小艳 王鲁惠

路亮亮 吴 栋 涂 敏 涂 丹 钟 勇 熊凌云 黄小涵 郑文君 周振伟

罗倩倩
阿力亚·那
苏如拉 伍勇勇 张小伟 赖 涛 刘 潇 汪亮亮 柯 策 余佳勇

王 珏 闻笑婷 涂汇娟 邹 媛 沈明锋 余芳芳 俞源清 诸葛丽晨 雷志鹏

王 政 曾 嵘 李嘉珉 钟海燕 周 涛 况晓晖 吴汉邦 连 梦 项 煜

王梦颖 薛文瑞 江德浩 张林凤 赖鑫亮 胡玉珍 柯陈超 高自剑 程 旭

张旭辉 傅婵慧 张 蕾 赖建中 刘指江 易大聪 张连龙 陈华琴 郑 娴

屈佳乐 陈思超 熊 勇 朱圣明 曾栋材 刘 阳 程卓群 万亚芬 滕良星

贺国娇 余凯航 夏马强 邹烈樑 陈 荣 罗恒荣 尹 秀 孙树林 徐甜甜

吴 桐 李婷婷 陈 可 王晓文 雷 鹏 石智超 肖巨蛟 于成义 郭健伟

王红月 夏 晶 熊 赫 谢 璐 钟 诚 郭志骏 缪建林 喻萃萃 万浩文

宋远彤 刘丹丹 王昊晖 陈 莹 钟春兰 万 彬 姜艳丽 廖南奇 胡双彪

司玉丽 林宏圣 格桑多吉 郑智能 陈俊平 黄 进 夏捷敏 游坤元 江志文

黎 嫣 魏宇菁 赵超冉 艾 岑 贺兰之 刘 芳 黎广泉 曾 洁 余思勇

王森浩 王 飞 南 添 肖露露 黄秀琴 何女宝 吴世昌 杨紫烟 鲁达妮

王梦珊 姜 东 邓小丽 欧阳冬冬 许志新 陈 果 张皓然 徐 倩 邵 魁

彭文振 吴昱东 曾文静 袁振焌 陈 雪 杨 慧 王诚湦 鲁莹萍 雷 磊

王晓蓓 郭晓云 钟竞杰 郭杏萍 黄梦婷 王 露 李佳聪 张灿芝 范正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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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恋飞 董丽恩 唐崔巍 江金华 唐 谨 向晓薇 李继兄 鲁文赟 甘欢民

江训云 李 鹰 赵亚林 段思成 胡诗媛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柴 森 王 韵 嵇 晨 朱新宇 张寒颖 庄冰冰 付 丹 朱 奇 钟 磊

邓莉丽 朱 建 沈槺蔚 曾梦娜 左 乐 张冰力 林声柏

物流管理专业

马 欢 高 荧 邱胜男 王 旭 蔡宏伟 刘 洋 谢雨桐 王 蕾 顾焱迪

李能霞 沈 珊 宋文勇 陈艳君 丁小玲 连雅晴 许 阳 潘利贞 陈雨欣

曾 露 钟艳芳 李 翔 李 晟 吕思亮 刘 坚 梁 旺 彭玮琪 杜方杰

崔梦阳 刘佳文 杨乐安 沈 川 黄清如 熊 琛 宋 敏 简 成 刘 成

唐云娥 肖洪量 匡 艳 严万良 李志勇 刘裕萍 兰淳誉 董晓辉 齐 皓

王红梅 应礼波 张宇翔 曹藜娟 李 佳 程 浩 王孝青 张冬文 江博恒

胡振敏 付明明 章 磊 毛瑞岚 潘 虹 蒋聪俊 夏 杨 胡滋颖 蔡根新

袁 水 廖 鹏 黄 俊 张 建 肖 敏 李 坚 王 伟 车付文 王乐华

吴 迪 习 云 魏宗军 张 政 李亚敏 王 琦 吴 爽 陈彩云 宁龙平

周凡妮 谢金桂 唐 琳 宋廷方 卿 婷 张 东 刘志芳 钏霞君 王征科

金荣荣 王金秀 申燕茹 由芳维 潘海燕 聂丽君 黄雪峰 谢志凤 文雨辰

熊晓林 胡志强 周海琴 曾丽娜 吴智斌 刘艳萍

新闻学专业

莫艳余 王 慧 刘圣岩 许克轩 江禹昊 姜 琦 李 扬 周婷婷 沈慧博

张金生 曾莲莲 郭晓娟 黄 昕 李 文 肖凯文 姚瑞雪 邓自效 周 菁

程燕如 彭 菁 李 欢 李佳楠 王 盼 蒋文彦 武文加 余春蕾 王 婷

李文静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杨 芸 王 琪 叶罗清雯 易 丹 涂春潮 董 俐 徐蒋军 潘 蓉 刘 宇

陈攀峰 李立强 李明忠 涂阳阳 徐 婷 邹梦琴 叶鹏军 秦意欣 胡轩伟

胡艳华 张震宁 刘国财 熊海华 吴水晶 黄勇侠 王 滨 何 芃 危佳鹏

于佳煜 涂书敏 王 玺 胡俊芳 袁 媛 江根青 邱伟剑 颜 颖 胡 春

翁 敏 万 然 刘文港 邓亚运 王冰泉 孙国达 查国峰 周文瑶 刘 婷

施晔晶 魏星星 杨 东 熊 燕 梁小鹏 黄 优 苏文梁 程渝 杨 俊

赵家祥 张招兰 李 阳 颜 婷 李耀萍 黄 超 郑嘉豪 王 琴 黎玉敏

马心谊 卢 姮 张 芳 钟秀海 陈金锋 刘 婷 柳 泽 胡前松 于 跃

才吉卓玛 王梦茜 赖伟民 黄 纯 李凤丹 刘 源 邓骆强 刚文杰 姜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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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英芝 吴茂佩 黄伟强 王均林 魏玉煌 陈高阳 饶 睿 蔡 祥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邓 翔 尧 毅 杨 园 刘天成 王将军 涂 星 袁 力 吴 琪 兰静泽

李 平 葛志蒸 黄秀军 郭芳金 谢环宇 杨 轶 林姿丽 王孝梅 王 伟

张雪萍 石 洪 周立平 何童飞 曹文军 刘晓峰 余 凡 吴衍华 黎倩

熊新华 邢志彪 胡 容 张荣真 梁华强

艺术设计(广告设计)专业

刘 佩 李 甜 孙晓旭 赵雅莉 熊 筱 孙 鑫 秦 杉 宋丹丹 王 珂

李佳鹏 吴天宇 徐佳琪 陈中瑞 华 毅 田 源 刘响玲 周 敏 赵 怡

周晓旭 刘 赞 朱俊丞 吴 欢 王博明 刘华春 黄 君 戎晓茜 李世发

王 群 王圣子海 蒋心怡 李世宇 汪春国 朱 琳 黄惠敏 林 嵩 张 丹

林志杰 孙 婕 孙 朦 卢宇平 苏 艺 苗静瑶 谭翠玲 胡丽雄 龙陈齐

周茂名 刘志鹏 田 园 张宏颖 余 润 张超越 梁志丹 贺宁宁 卢泽源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专业

何海峰 唐 轩 李 磊 朱 娇 丁旭东 赵丽叶 李 桑 程小微 王春莹

王思远 李 辉 卢磊磊 高 爽 许 睿 张冠栋 陈若云 张铅中 张学磊

曹腾飞 韦 静 白院生 徐 叶 徐晓霞 方夏梦 陈 影 苏 燕 张 环

王肖涛 翟 倩 李 晴 梅志刚 杨 静 刘承旭 王 霞 邱海斌 卜祥桂

上官婉玉 程淑莹 陈小娇 明 鉴 陈美霖 胡经鹏 郭小兰 张 慧 张珊珊

李森豪 韦 磊 周 毅 粟丹丹 黄陆燕 梁庭瑞 冯利梅 王骏飞 管然然

周 鸿 李 璨 高 明 邓红晓 陈 飞 石晓宇 金 晶 申振红 蒙俊炙

艺术设计(景观艺术设计)专业

张 璐 纪 虹 陈志伟 刘 稔 周 英 刘 森 魏 丹 陈奕乔 高 瑜

陶云峰 李祖豹 司 妍 卓晓悦 汪国平 刘 洋 李 益 潘政杰 汪 帆

魏羽含 王乾杉 刘苏阳 林阳帆 邱悄丽 张宜芹 聂欣蕾 钱 鑫 安建刚

田 雨 李颜廷 李振辉 文亦豪 周少燕 李芳芳 汉欣宜 王 陶 杨安静

李东飞 李琳琳 阮 瑞 李 超 宋智龙 华 莹 肖 燕 刘晓彤 白富宽

陈亚男 王伯川 王宇琪 钟秀娟 孙 利 孙煜洋 黄靖婷 修丽娜 李任鹏

彭 迎 王思进 葛亦文 曾晨园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专业

刘 欢 吴一凡 罗文彬 陈之恒 许贵珠 郭夏晓 李冬青 赵苾琦 刘桂璐

潘梦媛 韩小叶 张 蕊 汪海军 洪翠真 王涵梅 马改琴 钟佳佳 熊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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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涛啸 王 盼 梁天明 陈 璨 姜吉安 陈 陈 宋 芹 谢 刚 聂新严

黄益萌 刘甜甜 刘 欢 秦 超 华紫菱 刘梦璐 刘思颖 陈潮镔 代 立

谢 颖 冯 蕤 裔传东 王加珠 卢 梦 杨 洋 龙宇廷 经 纬 陈 珊

吴蕊羽 李任翔 刘大程 王 涛 王 凯 赵一琳 袁 芳 杨圣龙 鲁字斌

魏 阳 刘乙凡 徐攀月 彭 铭

音乐学专业

蔡燕青 李鹏宇 闫宇佳 周 倩 王娇娇 杨 柳 毛竹青 陶彦婷 魏海洋

庞笑博 王晓荧 张 晗 程笑寒 杨丹丹 汪敏慧 樊普怡 钟相妃 刘加祥

王雅瑜 杨 勇 方 玺 李 丹 苏帆帆 丁三静 李梦茜 毛晓倩 陈文倩

邢如梅 李 溪 郝 佩 姚 洋 王 玲 彭清清 罗 柳 陈 怡 叶梁茜梓

霍 青 余德胜 欧汝知 徐萱彤 吴 朵 黄析诺 李斯妤 林开国 龙 红

曾 畅 杨 橙 骆华莹 胡欢 康梦倩 龚 兰 肖雪芸 杨雨骊 冯 琰

英语专业

侯 岩 黄 玮 陈介雄 李美玲 宋慧敏 尹诗岚 刘佳丽 吴海玺 张 峰

米叶赛尔·塔依尔 郭淑梅 栾 茜 廖溢卉 陈 瑶 陈 乐 朱亚平 郑永烽 刘 璐

韩智彬 陈旺达 张毅敏 周祚梁 兰骅麟 袁文武 章芸芸 王带金 刘 伟

高爱迪 万斯斯 喻顺坚 邓文滔 涂素平 袁 冰 徐 丹 费思琦 苏张一

李博文 罗 琪 成 广 聂进霞 黄媛媛 王佩芬 邹李文广 江 芬 周丽芳

李劭青 夏落兰 谢风兰 黄 慧 丁 莉 刘丽艳 陶美兰 吴 娇 孙 英

郁 媛 岳梅珍 蓝 英 李 平 张文斌 查凤琼 易少斌 汪佳丽 金懿萱

杨翠苗 陈诗雨 郑 单 黄科星 张华英 夏梅姿 徐 露 方 立 李 磊

高 杰 罗艺慧 黄星星 邓 芳 陈 雁 陈 艺 邱旦旦 胡苗苗 顾 玲

石 莹 林群霞 陈炫印 李 丹 余锦荣 祁楠婷 吴娅玲 黄萌萌 方乙融

樊艳军 罗金玉 张晓艳 李逸惠 余 秀 卢 丹 卢丽莎 张 双 曹 艳

何玉丹 彭 洪 王娟娟 巫宁蔚 夏 恬 刘 兴 廖珊珊 雍利勤 朱明月

宁 婵 张三千 杨月晓 陈 爽 郭润华 项 晶 秦莉莉 刘巧玉 刘颖华

伍巧珍 刘昭远 文 玲 谢 娟 易 茜 龚幸恒

园林专业

贾 真 徐 丹 柳明涛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

刘 洋 陈天龙 龙良梦 汪海冰 张栒祯 刘双豪 邵云飞 李俊怡 张同同

金少花 王 林 李遂遂 童 江 朱玉泉 杨一凡 官依琴 秦慧媛 李润国

周 娜 杨 伟 刘国栋 刘 希 李智丹 谢雨尘 庞彦辉 莫丹萍 刘汾汾

张声锋 彭 晶 汪祖根 王 斌 徐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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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届专科毕业生名单

财务管理

王月菊 魏 红 陈燕华 万素荣 康素芳 徐香香 何 钊 夏庆朗 曾 峥

张红燕 甘根秀 王明连 袁彩霞 刘 婷 王 群 徐燕萍 熊秋燕 徐秀雪

杨小兰 朱秀芳 李 艳 谢 玲 许 丽 朱美燕 李晓琦 王咏巧 陈邵娟

刘 露 罗江江 章蓓莉 董 燕 胡小秋 康雪莲 罗思琴 张阳阳 黄流建

郭吉虎 刘忠平 刘 凯 吴修法 杨华诚 钟启亮 杜 威 陶武亮 陈兆邦

汪 罡 黄乃敏 谭芳庭 缪 晗 张民锋 廖芳芳 卢 燕 卢桢梅 吴四菊

钟贵花 汤小莲 叶莉萍 黄 云 李晓庆 张桂梅 汤玲玲 童 云 邱碧连

卢 鸿 刘淑慧 方满丹 冯丽林 欧阳雪余 蔡晓琳 刘沁荷 谢艳梅 付嘉图

吴林英 朱 宁 吕 丹 贾安妮 李 丹 刘 敏 邱婷婷 吴婷艳 刘正辉

林惠云 林 威 但安安 廖天珑 石来明 邓秋生 邱子违 温声军 刘 敏

陈雨轩 刘 伟 张文辉 聂 辉 刘华健 何道亮 潘剑青

电子商务

冯萍雪 程颖妍 刘燕美 胡小菲 邹晓翠 杨 千 曾慧芳 文灵珍 巢家玲

李银铃 蔡 薇 李水连 李棋棋 黄彩云 罗锦娘 董婷婷 杨细妹 张礼秀

方羽琦 王小薇 陈博林 罗志添 符运昆 赖学文 胡协鑫 张雪强 邓明辉

黄伟太 张 峰 元梦远 江福文 褚东华 黄珍珍 杨 欢 邓燕飞 蔡人凤

欧阳金秀 高艳艳 龚书玉 刘彩霞 刘 菊 陈梦婷 曹宜敏 南江敏 郭琴琴

涂单单 王金娥 龚 赟 陈 琳 郭 莹 刘 俏 李 治 成倩倩 李双贺

邹政兴 何 帅 肖 建 刘 旭 刘志鹏 刘厚亮 易焕化 江勇忠 干 凯

应国旗 张雅婷

国际经济与贸易

李相丽 刘小花 王小妹 夏银梅 宋情情 刘 璇 钟 宇 谢小玲 彭 娇

张飞燕 夏合玲 黄 丹 丁雪琴 黄 薇 程春芳 黄 玮 朱珍珍 贺小梅

谢丽萍 江议评 文 兰 徐文婷 李 云 杨 莎 张海悦 王 彦 韩宏乐

贾帅朋 林 旭 汪 伟 杨 怀 符 平 刘 蒂 胡其凯 周 珂 韩玉飞

张梓骏 林鹏翔 孙阿建 李小玉 杨 涛 李华英 曾 艳 杨雪源 张 佩

韩春皊 钟玉敏 邵慧云 何红玉 何玲玲 余燕群 陈小玲 付双双 彭 云

刘 珍 兰芙蓉 邓书梅 洪 梅 蒙海燕 高燕青 程林霞 邹圆圆 王金嫒

谢丹丹 王铁建 刘声锋 邱志令 赵林发 吕 松 曾慧明 黄 强 郭柳柳

韩桂林 杨 涛 钟德耀 陈大力 吴金平 维 伟 张 宇 陈智超 李 彤

杨小娟 赵会会 吴鸿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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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电算化

郑丽莉 谢摇摇 蔡恬恬 陈文婷 罗梦婷 许才亿 熊 楠 张小英 祝绮芬

罗细清 叶素菲 杜春燕 罗素萍 聂欢欢 李亚露 李 玉 雷 婷 李珊婷

曾庆招 罗 毓 吴 菲 陈 菲 范国玲 曾丽红 陈文芳 罗 贞 邹嘉蓉

彭柳艳 涂紫莹 谢 红 项 婷 罗 兰 彭理博 王 波 汪跃飞 高宗彪

张 鹏 王 昆 罗常富 杨 珍 周 燚 黎小润 段禄红 葛庭婷 李玲玲

曾鸿雁 陈文琴 姜 婷 刘小芳 刘 苗 李国连 刘 红 彭玉婷 罗 莉

周泉凤 熊 凡 李飞敏 廖 丹 刘 巧 肖元萍 兰香梅 陈 荣 陈 园

任丽萍 徐丹丹 何 婷 张瑾琼 周 慧 李梦芝 彭 欢 华茂盛 熊 浩

陈成来 胡 辉 赖名伟 钱罗伟 颜健强 朱 冰 胡 岗 陈剑辉 张 欣

会计

贾清云 郑秋洪 王 燕 段丽琴 何 红 曾露露 胡灯花 刘水梅 邱正年

黄鑫琳 王美虹 华招福 郑 票 赖 菊 陈艳青 杨七秀 邓晓菲 袁 燕

欧阳上萍 陈 茜 周慧慧 颜双莲 边 娇 叶 韦 陈 媛 匡 晨 蒋雅群

丰玲婷 张 秀 沈 洁 周碧桂 孙 维 马 琼 刘 菲 黎 溶 王振友

张文彬 赵为宇 张世国 黄平军 张 恒 江杨龙 罗飞龙 曾金胜 吴维捷

郭昌浩 秦四威 赖阳辉 曾 晨 范康利 周亚兰 李列妮 李小英 段香芝

徐 瑶 饶晨雪 陈彩金 曾 玥 熊 珊 徐 玲 邱丽萍 冯兆婷 张 敏

吴 丹 肖庆颖 万小女 陈莉莉 詹永芳 黄 露 刘玉清 周桂芳 黄逸清

金碧莲 朱 兰 杨玲玲 廖玉芳 张保华 李 莉 赖 琳 杨 婷 卢 花

邓美芳 吴丽君 马俊明 王 飞 黄 勇 赖 辉 欧阳信 胡亚炜 谢运禄

程 伟 陈 鑫 陈德斌 黄 威 王剑飞 杨慧子 黄彩虹 刘 兰 孙 娜

饶伟婷 张 丽 朱倩倩 虞家楹 王 真 邱丽梅 张盈盈 周婷婷 宋淑敏

陈灵娣 敖 纯 王观秀 付 园 朱晓冬 许月月 宋婷婷 熊建亭 胡美林

廖金文 彭 林 蒋 程 郑 苗 吴素霞 黄斯莹 李三青 秦娅娅 郑美钦

杜秋华 聂梦销 陈秋兰 丁 涵 陈日舟 杨 光 魏小文 洪国靖 罗 强

谢顺聪 曾星群 丁德胜 朱建宇 黄 勇 徐 晔 朱 珊 熊 斌 林艳辉

肖薇薇 王玉星 孙丽群 揭淑萍 李 艳 张书红 江 玲 刘 美 李薇薇

唐琪馨 涂 慧 唐宗静 袁 丽 程周玲 胡 洁 吴 星 刘容榕 何辉萍

张 源 钟小芳 张 璐 韩明芳 曾素玲 柯 奕 陈志红 贺丹华 郭紫华

刘 莉 郑倩云 王飞艳 杨 萌 杨 波 柳懿巍 郑丽平 魏俊杰 李 攀

邹 炳 李 芳 廖德贤 丁 荣 廖德红 罗 康 谢成晟 梅舒天 陈 程

陈 奇 徐 玥 李 慧 罗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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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技术

符木姣 周华容 张丽娟 张 婷 张信萍 张冬萍 赵 甜 崔 航 胡忠攀

杨 威 叶林春 郭 俊 陈典仁 钟显哲 彭 清 陶少华 陈 欢 袁小龙

陈 东 张 立 鲁元镇 彭 刚 高 强 范文骏 段 辉 宋 志 邱华希

酒店管理

徐小倩 谢喜珍 张 璇 龚 越 毛红秀 魏玉容 谢莉玲 吴晓翠 乐盛燕

张 立 张小丽 张 燕 黄 婷 王霏霏 曾 涛 陈映春 魏思涛 徐赛赛

马 冲 窦晓磊 陈杰良 潘 祥 黄俊男 董先鹏 饶英琪 程 晋 陈长久

张佩瑶 李淑情 吕泉泉 高海燕 刘琳琳 钟 燕 肖子平 袁丽丽 胡艳容

沈梦秀 刘 微 袁朝霞 李 莹 曾 琪 黄 芯 肖金凤 谭晓丹 张 秀

任学通 黎朋胜 张文棚 刘 彬 刘 伟 付云辉 刘 强 舒运波 叶 俊

李志博

商务英语

熊 雯 袁春艳 伍玲芳 李树兰 陈 娉 李小梅 洪清萍 谢珍珍 陈莲花

邱小燕 朱康英 陈小艳 曾玉梅 刘冰彬 李 琴 赖素芳 宋春桃 唐素馨

熊 珍 肖春羊 周 晓 吴 晨 汤忆婷 陈圆圆 赖青君 胡 佳 刘 叶

何清清 谢天姿 钟晴兰 吴红梅 易喜玲 张 尾 喻林芝 罗慧芬 殷 桢

杨 鑫 刘婉玲 肖田静 敖欣敏 陈 鸯 吴彩云 李婷婷 吴晓倩 肖咏梅

徐希溪 胡凯丹 廖晓连 李君莲 卢 静 张水晶 胡梦秋 张秀英 肖海燕

李 庚 刘香玲 胡 节 刘 樱 胡婧洁 聂小鹏 周蓉蓉 吴超颖 熊 巧

罗小玉 胡 芳 喻 晴 李 鹭 饶丹丹 缪琦虹 黄曦婷 刘克勤 刘翠华

黄柳青 陈 林 周 玲 陈林香 吴莉莉 林 璐 林辉煌 邓海龙 易 桃

市场营销

田艳辉 谢佩君 欧阳姝 颜 芳 张汉梅 程 瑾 李 湾 刘晓萍 曹玉婷

毛雨柔 喻丽梅 李 芬 刘 敏 吴 婷 刘 江 曹 蓉 韩江英 孙苏婕

许丹倩 曾 旭 成 碧 严 鹍 赖松涛 刘 强 黄国辉 吕 翔 徐开万

陈登富 傅益平 刘焕雯 曾 煌 单 杰 赵家友 王 丁 姚润男 徐海龙

刘莎莎 刘淑敏 王琴琴 周 婷 赖敏兰 饶林霞 邓贺红 曾红妹 程冬琴

杨 雪 郭 城 陈 慧 欧阳园 赵王莉 陈平平 付小娟 潘艳红 曾 宾

邹 彬 何明亮 刘鹏明 符 伟 卢 磊 黄佳伟 汤 强 高 文 陈雅君

裴斯文 刘辉煌 谢锦星 熊 杰 段贲浪 周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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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技术

梁桂珠 闫 玲 彭敏锐 游学艳 刘小艳 敖彩云 林 玉 蓝娟娟 刘炯炯

凌玉兰 祝 婷 马坤修 钟 奇 曾载红 黄明清 段家琛 徐蔚林 吕 宣

吴 健 曾令文 王慎光 晏佳俊 兰春晖 胡建华 兰子威 邓超生 刘志鹏

邹晖琛 刘 裕 王小楠 周 聪 刘 诚 曾仕强 王雄礼 史尚俊 钟相全

贾清云 李志文 尚龙海 吴鹏 徐少文 杨翔云

微电子技术

文 艳 易紫燕 钟 芳 沈 燕 付瑞芬 刘 倩 吴大宾 郑智勇 李 尚

张 航 丁建军 陈义煌 谢建飞 谢 伟 邓通振 陈 刚 陈 强 熊小文

刘健豪 易 斌 余强强

物流管理

洪立庆 梁其娃 张亚萍 邓 雪 辛 婷 刘美玲 詹秋芳 朱增慧 黄 琳

邱小青 朱 敏 朱 蕙 徐 慧 李清林 陈 丽 张如婷 何 娜 傅 聪

饶 敏 黄 琼 张 莹 王俊杰 黄 超 陈小萍 齐柏生 袁学海 钟明生

吴 冬 谢晓东 陈子文 查中烽 谢晓军 江翔伟 曾 欣 田克瑜 尤小华

曹达茂 彭小乐 李冬虎 蔡 宇 葛义琪 占文静 郭 营 黎 丹 曹丽婷

叶 苗 赖翠珊 甘海燕 林玉婷 洪明青 甘美玲 袁玉芳 江维维 沈昭文

朱韵洁 邓 娟 晏丽萍 刘秋菊 罗 鲸 蓝余余 董莲莲 易根秀 孙华梁

温远进 鞠明辉 邱联斌 陈鸿福 罗建莹 肖光林 王国玮 肖家恩 李 军

王楚升 蔡新春 孙 奇 曾 科 吴 志 李 文 邵发兵 张宝斌 李 亮

应用电子技术

李竹波 孙淑芳 李燕燕 冯崇嘉 林丽华 龚 珊 龙 舟 樊真珍 李 倩

朱生林 罗印文 曾 亮 樊永超 李富强 罗显辉 张思学 罗康燕 谢县飞

彭宜盛 李 平 刘盼亮 邹根发 喻 智 刘军昌 陈继军 甘 华 汪飞成

黄志鹏 杨明良 吴桂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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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届成人高等教育（自考）本科毕业生获得学士学位名单

江财学位字〔2014〕4号

授予 2014年度上半年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陈卓尔等 1135人学士学位。具

体情况如下：

一、成人高等学历教育（452人）

（一）管理学学学士（386人）

邱 琳 邹 甜 余 星 刘 楚 汤 燕 李林花 万 鹏 胡鹤欢

苏芝英 黄宝琴 杨文君 徐 燕 陆慧莹 丁秀云 李高兰 袁小芸

裴昌丽 何 丹 徐小玲 朱 琳 雷 琴 袁 婧 周 艳 杨振江

杨 宇 崔晓君 李家华 柳水玲 林秋花 寇 斌 刘 欢 詹国玉

宁武进 吴亚丹 刘洪平 晏雨金 严 莉 李艳平 张明朗 曾绍环

杨慧斌 宁 俊 苏 有 阴江龙 付龙和 陈 超 杨 诚 徐小丽

高翠兰 陈卓尔 文 雅 张燕霞 刘 柳 邓 佳 赵红红 魏思思

王 群 刘礽森 方雪芳 林洪冰 凌美琼 黄佩珊 曾 铮 林 钦

黄淑静 陈碧钦 吴赛容 邱建芬 姜子涵 江振荣 江 霏 曾 婷

徐 霖 朱 妮 梁玲莉 万 露 丁 洁 肖 睛 徐丹丹 戴 威

姚 瑶 张玲玲 刘 薇 周亚伟 蔡 娜 郭亚弟 赵 敏 沈琼莹

范 瑞 杨丽萍 程 明 徐 颖 梁丽媛 甘婷婷 刘晓兰 吴 莎

曹 帅 张睿智 刘秋瑾 李文婷 龚群芳 毛盼盼 宁晓翠 姚 琦

易 敏 刘 丹 付正敏 朱湘芸 袁 青 许淑华 叶 玲 万 萍

冯晨雅 徐韵钊 贺清泉 顾 聪 杜丽红 涂梦婷 胡华宇 丰 凯

余燕燕 童文娟 易 海 袁胜蓝 赖远征 邱 静 陶静媚 何 宇

蒋 军 王文妹 陶伟玲 万跃鹏程 余迎春 周智宁 王婉璐 赵 燕

章何凤 周艳平 李 嘉 胡群兰 杨小东 卢 娟 周筱婷 胡健健

周 琳 史 丽 王博智 李思思 杨 辉 李忠洪 宋红英 李 磊

仇娣群 熊 灵 邹 芸 李幸茹 杨 琴 孔文岚 李 琴 郭建坤

龚乔品 周 婷 刘叶叶 漆 佳 曾晓丹 闵 婷 舒 华 陈 玲

顾小薇 熊 敏 曾 妤 王骏晨 刘丽娟 严斯佳 蒋亚华 符 俊

朱志亮 芦 婷 刘 康 陈铜花 胡双双 陈 璐 王士秀 钱文杰

侯 娜 朱江玥 林 宝 黄秋杏 皮 琼 陈华梅 陈仲雅 黄 娟

唐林妹 陈 静 周 杉 吴 倩 孟凡婷 陈秋红 林 艳 廖 磊

高元栩 陈婷婷 林慧彬 欧丽娟 陈丽霞 陈燕青 李志辉 张逸群

沈 燊 苏爱华 王秀芳 黄朝彬 林永良 蒋 洁 刘勇宁 吴智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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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荔萍 林俊武 蔡明杰 方征晶 陈新辉 郑志林 黄山清 陈海江

王丽曦 游 超 朱朝阳 郑雪玉 欧梅芳 方晓敏 朱善萍 宋明明

刘 昌 郑丽芳 林 滢 肖秀贞 陈耀钦 黄淑香 欧梅钦 方伟军

林丽冰 高剑斌 詹碧霞 陈 标 李 垚 阙美琴 张经华 李 莹

郭过涟 魏杭青 杨燕华 王 玥 龚玉琴 徐砚民 谢江涛 姚智超

万 勇 陈颖希 李 勇 姚 莉 甘 卉 范丹萍 关中伟 陈 敏

周云香 夏 斌 刘文婷 陈 帆 陈燕燕 陈 冲 黄华锋 郑雅婕

张 双 蔡黎敏 彭 峰 谢 昊 蔡 梦 殷实琴 陈 彤 毛耀中

余 龙 王栋炜 朱火军 林 行 易 伟 李 惠 林晓松 冼见涛

魏 蔚 李 娜 廖永生 黄巧妹 苏丽远 廖江云 田 维 袁 源

李成铭 张锦花 汪庆育 杨顺鸣 庄美灵 郭康恺 王行忠 顾苏梅

谢晓丽 曹 婷 彭蓝君 廖 玲 李 莉 王丽娟 赖燕君 王 婷

郑春兰 邹晓梅 哈 娜 邱丽萍 朱利辉 刘荣玉 杨雅舒 杨 洁

李 铖 李 芳 杨杰芝 李勇丽 梅洁琼 邬 琳 程艳娜 刘于玲

刘雯茜 章凌燕 李 超 樊梦灵 杨 律 余 艳 康 勤 何 清

刘兰英 廖卓舒 雷 蕾 朱星燕 夏 莉 谢丽芬 周心萌 刘 婷

陆 燕 罗淑妹 陈碧锦 李 超 史箭彬 李龙青 孙成欣 黄文娜

陈咪咪 吴 桂 李 铭 闵光龙 彭海平 顾海燕 王金亮 祝太欣

唐 剑 张 涛 周海军 马 勇 熊 轶 霍智慧 赵 扬 陈 欢

陈 静 徐亚娟 周林华 陈 贞 涂 芳 王 欢 王 莹 洪 春

邓 依 张芝兰 何莉霞 钟李玲 熊小媛 刘 琦 魏 薇 张新静

李 帅 姜丹丹

（二）经济学学士（49人）

傅炎辉 吴伟凡 王 芬 陈 捷 胡杨华 陈艺蓉 黄 蓉 蔡春花

林樟金 杨 超 张丽云 陈鹭星 曾玉玲 吴杰岚 陈琳丽 薛 炜

詹 媛 简香莲 张力文 王 艳 严丽燕 欧雪丹 黄丽明 陈国良

洪丽纯 邹宏兵 陈 曦 郑 珙 高 歌 杨 磊 郑伟才 梁 洪

夏雪梨 黄 军 王 玉 马冬东 杨雨淋 陈楚楚 龚 辉 汪海波

邓莉娜 徐 悦 余 京 沈 萍 梁潜兵 梁 靓 朱宗仁 王丽慧

王鹏程

（三）法学学士（17人）

吴 昊 谢 力 冷基林 易思鑫 徐雪梅 卢 韵 张 杰 吴其武

田大卫 韩 君 黄道旭 李高巍 冯 珠 钟进飘 符 乐 钟祥宥

饶懿月

二、自考本科毕业生（683人）

（一）管理学学学士（5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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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秀 万跃星 张端艳 朱 颖 吴德馨 李思雨 吴春凤 冯细平

肖 晖 何美玲 黄梅花 孙士伟 朱柯豫 吴晓勇 刘 霞 刘霜爽

伍德琼 翁建平 刘艳梅 赖 琴 康银香 许洋洋 杨 扬 冯菲菲

熊文龙 谈雅文 陈明哲 范婷婷 付中静 方 雯 蒋莲花 廖友妹

陶 薇 许红霞 刘 蕊 占金金 花峻梅 陈 筱 刘福来 王开欣

王燕章 管环环 吴雯雯 侯丽娟 叶兴流 王换换 熊源平 王 坤

陈昕怡 肖辉燕 王 珏 骆江南 叶屈莉 王思婕 张丽霞 汪若洋

汪 丹 王燕波 张银露 刘 艺 李秀珍 杨海燕 戴丽萍 余欢欢

刘 琴 敖敏红 段凌辉 吴艳玲 费 颂 赖新秀 赖豪英 赵紫薇

肖良鸿 曾兰建 卢宝珊 李思瑶 熊 丹 赖仁祥 宋 杉 夏秋兰

李小菲 陈超凡 刘琳蓉 陶光兰 曾凌燕 王 峰 王 晋 万 芳

颜小霞 任 攸 董献松 张田达利 孟超凡 黄薇薇 黄瑞力 刘 玲

梁冬英 万 蓉 邓 追 唐 款 周子捷 张 娜 王玉莲 王国兵

熊 睿 唐 琳 王盼盼 赵雅伟 朱 栖 罗睿淇 林 莉 王倩玉

伍志丹 袁彩桃 黄淑兰 周 珊 陈文静 魏彤云 王贤琴 高欣越

刘敬珍 周丽敏 杨文斌 钟瑜琳 高 璐 洪华霞 吴爱芳 龚 玲

缪 霖 肖继萍 朱婷婷 姜文婷 程 鑫 胡肖婷 樊梦琴 曹玲赛

张黄丹 宋翠萍 李海燕 邓温尧 陈 婷 孔令峰 汪 峰 朱 琴

陈朋英 易翠琳 凌成翰 廖亚圆 付伊妮 崔 恺 韩 慧 付 伟

徐 莹 陈媛媛 周 毅 彭 婷 田鲁静 梁 娜 马乐乐 王维平

桂张霞 彭 婷 程 巧 郭地长 姜小梅 杨 潭 曹 昕 张梅妮

白 慧 陈庆娟 凌 琳 张益林 杜诗琪 肖小琴 蒋 婵 颜建云

王俊翕 夏美兰 熊丽娜 涂长青 巩春光 尹 静 李天慕 郭培培

谢 程 詹 旎 杨文勇 孙 敏 韦 潇 肖迪平 钟才权 庞贵燕

黄香英 张 瑶 王 琴 戴红英 蒋珊珊 敖金燕 刘 安 杨 怡

王 君 周理强 公加新 林圆圆 何 鹏 温文杰 刘栩彤 章碧霞

熊玛丽 王 芳 钟 莉 胡一鸣 叶 蓉 陈美红 陈 青 徐丽凡

王嘉曦 罗 婧 黄文苑 揭水英 陈雨梦 龚 标 曾 迪 方 圆

薛 凯 李雪琴 陈 琪 管 晗 言文灵 宋 畅 褚金月 余晓慧

李佳轩 朱金晔 张 霞 冯苗苗 占鑫莹 李 鵾 卢愿超 刘天池

钟玉玲 郭 威 江金金 李露茜 江紫微 黄明月 赵新月 黄丽梅

李红梅 徐 琛 朱 政 谭 芳 赵丹丹 印湘君 许砚乔 王 玲

万梦媛 姜婧婧 宋央君 郭美宏 刘莹莹 袁连连 张永正 伍 霄

王从赫 闵也龚 周 圆 胡双双 赵 璐 张江飞 刘 颖 胡 霞

雷颐圆 林春霞 钱治艳 谭秋平 邹建伟 蒲建华 卢燕芳 刘娜娜

谢 姣 董 灿 王爱华 周红妗 林 敏 李 雷 樊力魁 付麟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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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艳 魏佳迎 袁 玮 邓 婷 徐东山 邬 敏 宋美芳 廖永安

丁灵琴 郑欣敏 王姗姗 熊敏君 周玉莹 尚靖霖 冯 强 刘成佳

徐 超 杨 超 李秋怡 张泽林 谢 涛 张明飞 罗 斌 王 波

王 微 漆 婷 侯艳娟 李 峰 赖琳瑶 陈亮华 汪道福 李甲强

陶志刚 于洋洋 张 宇 胡苏娜 陈苏婷 崔亚楠 杜玉婷 车 欣

刘 源 彭 维 刘 倩 赖俐娟 庞 朝 胡文丽 王 敬 王 华

刘 敏 张 露 蔡春亮 康龙翔 黄佳婷 林俊英 邝海菊 赵冰倩

谢佩芹 刘 伟 黄宏江 韦美勤 仵亚洲 周 波 王志鹏 白 露

陈 茜 林 坤 藏健强 朱亚丽 王银宏 罗 芳 彭 颖 王麓人

李国士 陈玉慧 欧阳圆圆 唐 雯 卢文玥 周 莹 王 淼 赵凯悦

马明薇 王洲鹏 陈 旭 陈海燕 程乐华 王 欢 曹 蕊 蒋月华

丁 丽 滕佩月 张胜华 潘 姗 张亚静 蔡 怡 邓俊涛 邱 慧

吴正光 何育林 邹 鹏 顾荀荀 张 孟 李 岳 陈 惠 李士麟

张曙洁 叶 琼 詹雅琪 李亚莉 邬 炜 杨天洁 岳 园 秦 超

唐 干 张 婧 牛斌斌 喻玲桦 王颖蕊 张莉苹 张 莹 刘兴祁

黄爱珍 郭 亭 王 婷 田兴荣 应惟利 杨 蓉 邱灿军 何禹成

邢周颖 栾翠翠 江能明 张玉坤 崔梦君 罗达云 毛宗强 张 龙

陈是颖 冀梦英 钟燕芳 彭 检 刘 希 晏云霞 沈文群 徐 婷

李 娟 马 莹 程崇豪 周流生 万绍宏 成亮亮 温荣强 贾庆玲

李文娟 崔艳乐 朱俊红 张昌兰 张 珮 董文娜 卓庆芳 俞 巍

戚飞龙 刘小春 孙伟超 房凤凤 刘莹杰 高 靓 梁国栋 黄其财

李彩亚 来庆飞 刘春梅 梁 远 王小俊 杨 悦 徐梦飞 孙雄平

张荣琳 邓玲燕 刘登骏 付乐平 曹俊青 王文辉 吴守平 余叶彬

曾晓艾 张益佩 肖 艳 刘春莲 田艳红 张 涛 欧阳玉炎 龚 燕

杨 园 董海青 陈 林 蔡桂兰 刘运娣 王 鑫 段小凤 陈文轩

钟隆春 罗 翀 施 敏 廖 听 张剑娟 谢 江 陈文强 简慧虹

朱小五 高连生 钱 涛 刘志敏 齐子彦 屈小娟 陈 露 杨成竹

刘 丽 聂 璇 付文琴 郑 永 黄玉丹 穆 聪 钟 琼 田 添

陈肖肖 姜 勋 王艳丽 董成明 林力楣 陈 燮 刘 超 宋君艳

王昌杰 王丹桦 杨 婉 王玉婷 刘 栋 张晴云 孙慧娟 母 渊

后万婷 龚芳芳 柯 霞 魏红俊 徐娟妮 黄伟婷 黄婷婷 肖凤玲

张正军 张子晗

（二）经济学学士（60人）

谢妮娜 刘烈源 邓相晨 朱 倩 毛 智 聂伊冉 彭灵英 何东旭

刘志艳 谢 婷 弥飞鹤 曾文英 罗红萍 黄诗培 程 琪 雷国强

邓 飞 罗铖荣 魏 佳 宋彦鋆 李 平 袁焕迪 郭凤丽 张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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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东 吕 斌 李 斯 艾 序 陈 磊 陈 曦 葛林林 黄跃跃

简志旗 娄伟杨 聂文娜 彭彩云 陶国才 陶亚洲 王家伟 王艺旋

吴芙蓉 吴雪婷 谢江华 薛 媛 严方舟 张海双 郑富中 钟心怡

朱京妹 朱烟云 祝本芬 代 萌 田 璐 黄伟香 沈月飞 欧阳明慧

蒋任波 彭茂林 卢开城 康道均

（三）法学学士（64人）

游邦兴 冯媚蓉 刘意豪 吴 斯 林 涛 潘 宇 汪 佳 辛桂菊

仲昭勇 方雯华 黄江慧 李蒙蒙 徐家蔓 廖玉兰 陶清青 洪 婷

吴国军 任莎莎 闫会杰 邹玉婷 江于恒 袁国进 邵 璐 潘春雷

邓 超 张秀奇 库佳佳 夏玮祎 徐 雯 沈 璇 刘旖婕 苗颜颜

阮彬彬 高 阳 陈茂金 朱婷婷 夏 雨 温水清 钟彦岑 刘文琴

洪瑶燕 汪忠顺 肖春平 肖俊良 曾 晖 郑文倩 龚子茜 文爱纯

占妍霞 李继东 王 威 陈宝堂 杨 航 肖邦宇 焦梦冰 邹 伟

刘 美 刘 渊 张顺成 李丽娟 蒋福群 缪莲洁 赖辉煌 周兰川

（四）文学学士（18人）

张文鑫 操 丹 徐君峰 敖加琴 刘 凤 邓芳芳 潘 红 王淑琴

谢晓丹 楼丽霞 刘 群 卢春燕 韩 玲 杨 文 李 婷 梅涛贤

黄侢禄 李 琳

（五）工学学士（3人）

邹国强 沈检平 谢 盼

江财学位字〔2014〕7号

授予张丽等 645人学士学位。具体如下：

一、成人高等学历教育（3人）：

（一）管理学学学士（3人）：

任 丹 和雪松 付 娟

二、自考本科毕业生（642人）：

（一）管理学学学士（540人）：

张 丽 王笑微 贾佶铮 罗丽平 罗海燕 王 琴 张溪溪 沈亚婷

李金河 危 欢 芦诗惠 江苏缘 程国栋 张 鹏 刘 颖 段春燕

袁 瑗 王 慧 赖金依 肖 捷 叶 妮 吴 川 涂小艳 胡勇军

余 沛 刘 娇 邓林斌 范春香 周丽萍 徐艳蓉 陈 思 林永青

周 乐 渠中红 张颖静 余 婷 林锦涛 戴文琴 巩志强 余 萍

周佩君 刘成艳 李唯骅 黄倩倩 淦躲珍 韩 婷 韩媛慧 吴 云

张 甜 黄晓燕 吴 婧 吴雅萍 刘 芳 李 璨 何 玥 晏露路

林 婷 谭 茹 吴舒静 李清如 李 科 肖 波 丁一辉 徐菊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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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丽霞 涂永志 彭争艳 邓 燕 文庆阳 王小燕 阳 旭 李 艳

张娅轩 刘燕琼 刘倩倩 姚 燕 贺 慧 廖晓菁 白秀冰 杨 群

黄耀飞 方 鹏 陈雅悦 管 杰 彭 清 王 君 徐莹静 朱慧超

肖利远 郑颖智 王海莹 于光辉 杜 晶 吴 宁 刘一娜 黄玉芳

江青燕 邓克克 王 平 方 锋 钟 璇 游成颖 刘杨佳丽 李煜斌

周小琼 熊木燕 段绍文 于开艳 鲁珂惠 黄 洁 陆 雯 孙 霞

刘 玲 王雪颖 王 雪 侯 杨 王文婷 胡招弟 郎正扬 屠嫣婷

王玉杰 胡晓晴 郭亚莉 刘欣欣 朱丽霞 邓 云 杨海岚 王 舒

陈豫盼 穆晓静 潘婉婷 杨 洋 陈浩楠 舒 杨 丁小超 邵伟伟

柯朵朵 褚建英 张娣婷 王 洋 王京文 徐湘燕 陈 欣 张弘达

胡 飞 杨 洁 刘 玮 李 娉 刘楠楠 蔺 娅 旷林青 邓司渝

彭亚妹 罗宜珍 吴 优 梅利勤 邵 蓓 吴青兰 王锦淅 方姚兵

刘佳佳 刘 颖 孙 娟 黄 骠 王 静 龙艳芝 张 洁 曾 超

曹 烈 胡 娜 林 玲 邓 宇 朱言言 郑 翔 汪 晴 晏思红

刘志宁 李 娟 史 伟 王丽铭 孟祥春 刘思洋 简 莹 陈新权

高雪芹 冯敏雅 张成硕 方金霞 毛冬梅 余 飞 罗丽娟 伍超超

陈莉莉 彭龙华 段源源 郭 灿 李文娟 万 川 厉 信 王 瑾

周致珠 方 玲 钱 萍 张芳芳 朱云红 胡 丽 许晨云 魏文辉

王照豆 王志通 祝 红 千 惠 石 敏 汪 宇 龙官鸿 张瑞明

黄 云 孙 斌 何世花 孟艳艳 吁淑琴 吴小芸 胡还还 赖杨舜

柳 瑞 李园园 万 坤 潘 婷 黄军芳 陆蕊芬 陈慧芳 邹怡晨

叶杨洁 杨亭亭 尹田田 温祝君 雷肖琴 汤 剑 杜时宇 刘 丹

刘丽红 李荷莲 许 晨 刘飞龙 李金銮 周 洁 余治琼 胡 娇

范玲娜 唐 婷 祝 迎 安敏红 黄 河 贾冰雪 荆 涛 李晓烨

葛颖群 姜海璐 朱小琳 苏 望 席小娇 胡乔丽 黄 琴 黄慧婷

欧阳敏 朱金华 吴丽华 赖祯海 杜 鹃 李 玲 张琳瑶 皮庆林

朱伟龙 邹小黄 胡 芸 罗元虎 张凯娟 杜 鑫 杜世英 关 纯

刘 艳 葛薛梅 蒋云伟 曹林燕 田慧雯 邹 琪 徐文静 李 传

夏 曦 何 杰 高卫林 靳美珍 孙建全 杨金标 黄旭鑫 喻 艳

胡炜波 方 俊 刘 鹏 童鸿博 吴卓燃 胡 凯 万 洪 王在进

殷婷如 赵 婷 闵 捷 何 伟 赵诗婕 李 夏 孙西良 高凌峰

张 智 徐 磊 陈 斌 刘 威 蒋亚飞 姚圻儇 童博闻 张春雷

朱万平 吴 惠 甘春艳 徐 柱 徐 娟 金之成 谢丽娜 杨 斌

赵 冉 李伟馨 江金九 杨会琴 黄肖敏 喻洁婷 陈洪俊 曲 正

吕继国 魏语轩 潘少伟 孙大奎 苏心亮 胡建平 王 燕 刁相程

徐晓阳 高方云 肖明钦 王 逊 向凌岚 刘 敏 张琴燕 裘鼎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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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 铭 李 依 吴正操 刘凯歌 陆 会 李荣华 李 洁 王 朋

董 鹏 周桃菊 胡伟民 段 媛 许祎珉 于业青 黄鸿飞 袁鹏飞

张晓雷 苏 婧 王 刚 刘海澜 熊胤全 林金秋 杨国栋 刘 翀

余晓红 罗 纬 王慧萍 何丽华 熊洪亮 温喻竣 张洪菲 许 彦

郭小云 钟旭志 温砚青 周飞飞 聂 义 杜巧娟 殷卫丹 杨福军

梅燕如 朱丽静 梁品红 张凯月 赵永华 江 滢 吴小芳 赖 娟

杨 鑫 刘嘉琪 顾千杰 秦铭铭 童 超 黄 伟 李 娜 徐支凤

郑 露 周 欢 张 洁 朱 勇 陈中健 李磊同 谷振平 姜仁杰

权鑫晨 许小龙 白 菊 肖罗英 杨 颖 秦建龙 金 路 陈思聪

谭波辉 高 晶 郭 敏 朱鹏雨 黄美铭 欧阳昆 赵晓倩 秦 源

齐少东 赵静静 易 苹 张玉婷 杨 潇 丁君财 梁 锋 朱鲲雨

欧其兵 李家乐 肖 斌 袁泓漪 潘苗苗 黄倩晨 廖 波 陈 圆

胡 凝 舒子横 王光德 程 苏 梁成均 雷贤友 苏海波 李 洁

曹 诚 谢恩建 代文晶 黄 龙 吴谱金 张 坤 于 昆 杨宝飞

徐开强 查代锋 刘金花 颜俊琪 余熊星 林 蕉 邓跃兵 张 娟

马启岳 马明利 叶茂华 郭立花 曹 玥 赵晓锦 朱亮亮 王兴亚

阮芳萍 王清峰 吴夏清 李高翔 闵凌冬 蔡福煌 韩依依 郑雅文

邹雅丹 杨培培 张小燕 刘祥艳 廖海蓉 崔世玉 张 蓓 马文阁

彭海霞 陈 莹 樊 仙 邰 芳 闫 丹 王 瑞 崔嘉斌 冯瑛俊

张小龙 刘 威 张方方 吴国强 徐文艺 宛 君 曹先锋 许敏龄

王群峰 姜梦婷 邓苏娟 张梓莹 杨艳红 张千春 张婉柔 周利翠

朱 娟 蔡莉华 吴春国 吴 靖 庞彩燕 李小梅 黄旭辉 柯晓媛

宋友斌 邹高鹏 应 明 赵婷婷 刘李博 戴庭文 廖玉婷 程 倩

魏屹峤 黄中亚 罗 楠 谭 阳

（二）经济学学士（42人）：

张智进 黄志龙 张 嫣 龚 丝 赖柳欢 龙东翔 张程甜 陈丽娟

朱广云 袁胜男 张 波 曹文君 胡卫仁 贾美娟 曾冬冬 柯水霞

明瑞远 王 宇 黄蔡倩 黄 威 刘尚英 蔡 骅 吴 艳 杨 茹

程梅枝 丁婷婷 丁 茜 徐青娥 刘丽芳 侯艺方 徐 维 施秀英

葛安琦 马保兰 肖明贵 林晓洁 付苏甜 王 敏 吴得枝 段龙华

蒋芳芳 侍静静

（三）法学学士（49人）：

黄 柳 李沙沙 刘 彦 谢堂慧 平加美 徐尚青 赵 云 刘敏莺

邱旖妮 吴丽丽 谢志明 叶 婷 易 妮 陈 齐 宋 珂 魏可欣

邓丽君 薛从飞 肖 辉 顾 程 张彬彬 熊 娟 顾堂武 陈光亮

纪伟斌 贺 伟 李永标 范亚晖 林 波 黄 婷 郑立坤 吴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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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海豫 刘舒尹 陈雪娇 王宇菁 王会燕 徐家伟 吴淑芬 郭宏飞

黄 新 戴筠展 魏 笑 黄静韵 杨 雯 姚文娟 盛思路 华弯弯

余柳英

（四）文学学士（7人）：

王 敏 江喜连 孙 陶 吴江平 蒋欣潼 熊 伟

皮阅浩

（五）工学学士（4人）：

曹 建 黄振福 张友金 关宏杰



157

本科教学工程建设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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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项级别 立项年度 建设年限 备注

1 专业综合改革 金融学 金融学院 汪 洋 省级 2014 5

2 专业综合改革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学院 袁红林 省级 2014 5

3 专业综合改革 人力资源管理 工商学院 胡宇辰 省级 2014 5

4 精品视频公开课 走进跨国公司 国贸学院 袁红林 校级 2014 2

5 精品资源共享课 商法学 法学院 邓 辉 省级 2014 5

6 精品资源共享课 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王小平 省级 2014 5

7 精品资源共享课 中国近代史纲要 马列学院 陈始发 省级 2014 5

8 精品资源共享课 生产运作管理 工商学院 胡宇辰 省级 2014 5

9 精品资源共享课 运筹学 信息学院 刘满凤 省级 2014 5

10 精品资源共享课 翻译理论与实践 外语学院 曾剑平 省级 2014 5

11 精品资源共享课 税法 财税与公共 陈 荣 省级 2014 5

12 精品资源共享课 计量经济学 信息学院 陶长琪 省级 2014 5

13 精品资源共享课 软件工程 信息学院 狄国强 省级 20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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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卓越人才计划
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

培养计划（新闻学）
人文学院 易剑东、邹勇文 省级 2014 5

15 教材奖 中国税制 财管学院 王乔、姚林香 国家级 2014 5

16 教材奖 财经管理应用文写作 人文学院 骆兵、王中云 国家级 2014 5

17 教材奖 公司财务学（第二版） 会计学院 张 蕊 国家级 2014 5

18 教材奖 创业通论（第二版） 工商学院 卢福财 国家级 2014 5

2014年建设中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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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创新实验区
以职业管理者为导向的

“五环联动素质拓展”
旅城学院 卢福财 省级 2011 5

2 创新实验区
“三课堂联动”软件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软通学院 夏家莉 省级 2011 5

3 专业综合改革 会计学 会计学院 张 蕊 省级 2012 5

4 专业综合改革 财政学 财税与公共 王 乔 省级 2012 5

5 专业综合改革 工商管理 工商学院 吴照云 省级 2013 5

6 专业综合改革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院 罗良清 省级 20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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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精品课程 财务分析 会计学院 章卫东 省级 2011 5

8 精品课程 生产运作管理 工商学院 胡宇辰 省级 2011 5

9 精品课程 商法学 法学院 邓 辉 省级 2011 5

10 精品课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马列学院 陈始发 省级 2011 5

11 精品视频公开课 商解孙子制胜韬略 工商学院 刘爱军 国家级 2012 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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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3 精品视频公开课 漫谈文化江西 旅城学院 曹国新 校级 2013 2

2013年
立项，

2014年
又立项

14 精品资源共享课 中国税制 财税与公共 王 乔 国家级 2013 5 升级改

造成功

15 精品资源共享课 创业管理 工商学院 胡宇辰 国家级 2013 5 升级改

造成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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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升级改

造成功

17 精品资源共享课 审计学 会计学院 张 蕊 国家级 2013 5 升级改

造成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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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升级改

造成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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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升级改

造成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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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升级改

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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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精品资源共享课 管理学 工商学院 吴照云 省级 2012 5

22 精品资源共享课 大学计算机基础 信管学院 万常选 省级 2012 5

23 精品资源共享课 公共经济学 财税与公共 匡小平 省级 2012 5

24 精品资源共享课 财务分析 会计学院 章卫东 省级 2012 5

25 精品资源共享课 统计学 统计学院 罗良清 省级 2012 5

26 精品资源共享课 税收筹划 财税与公共 姚林香 省级 2013 5

27 精品资源共享课 统计学 统计学院 罗良清 省级 2013 5

28 精品资源共享课 高级财务会计 会计学院 彭晓洁 省级 2013 5

29 精品资源共享课 西方文化史 人文学院 林 新 省级 2013 5

30 卓越法律人才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

基地
法学院 邓 辉 国家级 2012 5

31 卓越工程师 软件工程 软通学院 夏家莉 省级 2011 5

32 卓越工程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管学院 万常选 省级 2013 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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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4 教材奖
大学英语实用视听说教

程（2）学生用书
外语学院 司显柱、杨汝福 国家级 2012 5

35 教材奖 会计学原理 会计学院 张 蕊、王建辉 国家级 2012 5

36 教材奖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设计 信管学院
万常选、

廖国琼、吴京慧
国家级 20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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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教材奖 战略管理 工商学院 吴照云 省级 2011 5 一等奖

38 教材奖 物流经济学 工商学院 舒 辉 省级 2011 5 一等奖

39 教材奖 英汉互译教程 外语学院 曾剑平 省级 2011 5 一等奖

40 教材奖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设计

（丛书第一册）
信管学院 万常选 省级 2011 5 一等奖

41 教材奖
数据库系统原理与设计

实验教程（丛书第二册）
信管学院 吴京慧 省级 2011 5 一等奖

42 教材奖
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理

论与实践
法学院 熊进光 省级 2011 5 二等奖

43 教材奖 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公共学院 李春根 省级 2011 5 二等奖

44 教材奖 统计学 统计学院 罗良清 省级 2011 5 二等奖

45 教材奖 货币银行学（第四版） 工商学院 胡援成 省级 2013 5 一等奖

46 教材奖 统计学 统计学院
罗良清、

魏和清
省级 2013 5 一等奖

47 教材奖 财政学（第 2版）
财税与公共学

院
匡小平 省级 2013 5 一等奖

48 教材奖 物流战略管理 工商学院 刘浩华、李振福 省级 2013 5 一等奖

49 教材奖

大学计算机基础（第二

版）

大学计算机基础实验教

程

Access数据库应用与

VBA编程

信管学院 凌传繁等 省级 2013 5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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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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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二等奖

51 教材奖 决策理论与方法 信管学院 陶长琪 省级 2013 5 二等奖

52 教材奖 国际会计学 会计学院 宋京津 省级 2013 5 二等奖

53 教材奖 企业战略管理 工商学院 舒 辉 省级 2013 5 二等奖

54 教材奖 税收筹划教程
财税与公共学

院
姚林香、席卫群 省级 2013 5 二等奖

（教务处姜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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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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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单位

1 青年项目 党史·党建 中央苏区婚姻法制与居民婚姻状况研究 庄秋菊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一般项目 党史·党建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廉政思想研究 刘晓根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后期项目 法学 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理念研究 蒋悟真 法学院

4 青年自选项目 法学
影响性刑事个案的类型特征、民意表达、刑事司法的关联考

察
郭晓红 法学院

5 一般项目 法学 法律解释的广度、强度、契合度与法律解释体制的完善研究 袁明圣 法学院

6 一般项目 法学 就业导向型失业保险法律机制研究 杨德敏 法学院

7 一般项目 法学 我国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现状及问题的实证研究 徐聪颖 法学院

8 一般项目 法学 互联网 P2P金融法治化研究 曾荣鑫 法学院

9 一般项目 法学 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对策研究 朱丘祥 法学院

10 一般项目 法学 医疗责任强制保险的法理分析与制度构建 张怡超 法学院

11 一般项目 法学 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风险的法律规制研究 秦小红 法学院

12 一般项目 法学 转售价格维持（RPM）反垄断治理问题研究 王自力
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

与竞争研

13 一般项目 法学 省级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制度研究 谢小剑 法学院

14 一般项目 法学 农业产业安全视角下的外资并购审查制度研究 李 晔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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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般项目 法学 我国影子银行的风险防范及其监管研究 熊进光 法学院

16 一般项目 法学 反恐怖主义的国内法机制与国际法机制之互动研究 马德才 法学院

17 一般自选项目 法学 清末立宪保守思潮研究 谢红星 法学院

18 一般自选项目 法学 法律监督与行政权力和谐发展的关系研究 毛细荣 法学院

19 一般自选项目 法学 涉外环境侵权管辖权问题研究 谌 建 法学院

20 重大项目 法学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预算法治化研究 蒋悟真 法学院

21 重点项目 法学 新中国立法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及数字化建设研究 易有禄 法学院

22 青年项目 管理学 全球产业重新布局背景下泰罗主义的创造性转化 郭 英 工商管理学院

23 青年项目 管理学 我国县级政府环境保护绩效评价体系与管理机制研究 杨道田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4 一般项目 管理学 企业创新网络中的知识吸收与扩散研究 沈 波 信息管理学院

25 一般项目 管理学 WEB2.0环境下企业品牌竞争力评价研究 刘彪文 工商管理学院

26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全球制造中我国企业创新网络嵌入路径研究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27 一般项目 管理学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高校毕业生创业行为研究 邢小明 产业经济研究院

28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国际比较视域下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制度研究 何 望 国际经贸学院

29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雾霾天气治理研究 张孝锋 工商管理学院

30 一般项目 管理学 公共治理视域下的社会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研究 万谊娜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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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一般自选项目 管理学 人大监督视阈下规范地方债务的预算改革研究 蔡芳宏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3 重点项目 管理学 技术创新、专利、标准的协同转化研究 舒 辉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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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一般项目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汇率风险防范与管理研究 刘振林 国际经贸学院

35 青年项目 教育学
基于满意度视角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构建与实

证研究
杨道田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6 青年项目 教育学 面向职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 余 岚 体育学院

37 一般项目 教育学
大学生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s）使用行为及学习质

量评价研究
刘 佳 人文学院

38 一般项目 教育学 大数据环境下大学教学与学生管理的研究 柴晨阳 会计学院

39 一般项目 教育学 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德育中的生命关怀问题研究 朱清华 马克思主义学院

40 一般项目 教育学 大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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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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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所

42 一般项目 教育学 公共财政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扶持政策研究 谭光兴 高教所

43 一般项目 教育学 我国MBA课程设置的动态演化与创新：基于多案例研究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44 一般项目 教育学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问题研究 彭志武 高教所

45 后期项目 理论经济
欠发达地区生产服务业影响因素和发展战略研究---基于后

发优势分析
刘淑华 会计学院

46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消费需求、货币流通速度与中国长期通货膨胀研究 王俊杰 当代财经杂志社

47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雾霾治理与区域经济结构升级研究 王岳龙 产业经济研究院

48 青年项目 理论经济 论集群条件对集群创新的调节作用 卢 任 产业经济研究院

49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新型经营方式背景下农业工人培育机制研究 康静萍 经济学院

50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实践创新研究 许光伟 经济学院

51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自媒体时代社会治理困境与包容性制度建构研究 桂 林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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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国有垄断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研究 袁庆明 经济学院

53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税制变革对清代政权兴衰和社会演变的影响研究 曾耀辉 财税研究中心

54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体制公平视角下深化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研

究
刘伦武 经济学院

55 一般项目 理论经济 长江中游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

究院

56 一般自选项目 理论经济
我国家庭住房负担能力分化、城际差异及分类分级管控对策

研究
王雪峰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57 重点项目 理论经济 基于气候补偿的能源价格改革研究 肖文海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58 重点项目 理论经济 农民主体及城乡创业失衡与农地产权改革突围研究 杨丽琼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59 一般项目 马列·科社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研究 刘白明 马克思主义学院

60 一般项目 马列·科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 胡颖峰 马克思主义学院

61 一般项目 马列·科社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正义分配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舒前毅 马克思主义学院

62 后期项目 马列·社科 马克思新世界观阐释形式问题再研究 张定鑫 马克思主义学院

63 一般项目 民族问题研究 民族乡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许才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64 青年项目 社会学 后危机时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创新研究 洪泸敏 人文学院

65 青年项目 社会学 社会媒体在网络集体行动中的传播和动员机制研究 蔡 前 人文学院

66 一般项目 社会学 流动学前儿童教育照顾综合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苗春凤 人文学院

67 一般项目 社会学 基于社会保障文化视角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创新研究 伍先斌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68 一般项目 社会学 豫、赣、闽三省双忠信仰的再造实践及其权力结构研究 王 华 人文学院

69 一般项目 社会学 社会救助制度整合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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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一般项目 社会学 新农保对老年人口生活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余桔云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71 一般项目 社会学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研究 邹勇文 人文学院

72 青年项目 体育学 职业体育全球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中国职业体育的选择 朱亚坤 体育学院

73 青年自选项目 体育学 面向职业的大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 余 岚 体育学院

74 一般项目 体育学 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关系研究 涂传飞 体育学院

75 一般项目 体育学 契约治理视阈下我国大型体育场馆公私合作研究 陈华敏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76 一般项目 体育学 新形势下我国竞技体育软实力建设研究 彭永善 体育学院

77 重大项目 体育学等
国际体育治理背景下中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研究
易剑东 体育学院

78 青年项目 统计学 基于反事实思想的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及其应用 杨 婷 统计学院

79 一般项目 统计学 中国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研究 李海东 统计学院

80 一般项目 统计学 中国区域 PM2.5污染的空间分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徐 斌 统计学院

81 一般项目 统计学 基于多尺度MSV模型的中外股市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潘文荣 统计学院

82 一般项目 统计学 大数据背景下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估问题研究 李志强 统计学院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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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院

84 一般项目 统计学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产业内贸易对劳动力成本影响统计研究 万兆泉 统计学院

85 一般自选项目 统计学 DQAF下我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质量评价与改进研究 杨丽琳 国际经贸学院

86 青年项目 图书情报 移动社交网络对网络舆情的影响及治理研究 丁菊玲 信息管理学院

87 一般项目 图书情报 突发事件信息生产、传播机理及其应对管理研究 罗春香 国贸学院

88 一般项目 图书情报 新型农村社区信息化建设的机制研究 周 萍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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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一般项目 外国文学 英国湖畔派诗人社会文化批评思想研究 谢海长 外国语学院

90 一般项目 新闻学 近代中国的“洋旗报”研究 周立华 人文学院

91 一般项目 新闻学 数字新媒体环境下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传播机制 蔡盈洲 人文学院

92 一般项目 新闻学 数字传播时代农村公共信息传播平台的运行机制研究 罗书俊 人文学院

93 一般自选项目 新闻学 新时期广告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1979-2013） 吴 辉 人文学院

94 青年项目 艺术学 江西省当代宜黄戏研究——以宜黄县桥坑农民剧团为例 邱瑶瑶 艺术学院

95 一般项目 艺术学 戏曲电影民族审美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王中云 人文学院

96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产业链治理视角下中国石油企业国际市场势力提升研究 刘 建 国际经贸学院

97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王丽娟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98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具有普惠金融内涵的金融发展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失衡

调整
胡志军 金融学院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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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国家治理与我国国家审计“元治理”角色研究 饶 斌 会计学院

101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供应链协同管理的整体水源污染控制机制研究 龚代华 工商管理学院

102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城市化进程中生态城市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舒洪岚 艺术学院

103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产业转型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动态效率测度与提升路径研

究
李国民 经济学院

104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我国水资源有偿使用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江灶发 艺术学院

105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及我国的对

策
刘劲松 工商管理学院

106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我国产业产能过剩

的长效机制研究
袁捷敏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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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我国产业集群“低端锁定”与高端

攀升的机理及政策体系研究
胡大立 工商管理学院

108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基于财产权视角的农村集体土地成员资格的流动性及其进

退机制研究
彭新万 经济学院

109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村落型遗产旅游地的农民财产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张 瑾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10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的绩效评估与规范管理研究 徐崇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11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测度与优化 程 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12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我国住房保障绩效测度与机制优化 万 军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13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财政货币政策在提高居民消费中的动态反馈协调机制研究 吴伟军 金融学院

114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郑 文 国际经贸学院

115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房地产税制度改革的有效性研究 席卫群 财税研究中心

116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能源与环境双约束下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陆宇海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117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的激励机制研究 何建春 经济学院

118 一般自选项目 应用经济 加强商业保险文化建设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刘紫云 金融学院

119 重大项目 应用经济等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我国税制体系重构研究 王 乔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20 一般项目 语言学 汉英语码混用跨学科研究 曾剑平 外国语学院

121 一般项目 语言学 日语相似量词语义及其汉日对比研究 陶 萍 外国语学院

122 一般自选项目 语言学 汉语方言的应用研究 曾献飞 人文学院

123 一般项目 哲学 自主创新公共政策的科技哲学研究 王耀德 马克思主义学院

124 一般项目 哲学 儒家人生哲学的近代重建及其未来走向研究 彭树欣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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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一般项目 哲学 原始儒家与早期基督教生死伦理之比较研究 朱清华 马克思主义学院

126 重点项目 哲学 基于历史维度的马克思资本学说肯定侧面研究 张定鑫 马克思主义学院

127 重点项目 哲学 大数据技术革命的哲学问题研究 黄欣荣 马克思主义学院

128 一般项目 政治学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我国地方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转变问题

研究
廖少纲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29 一般项目 中国历史 中国传统社会政府与市场互动关系研究 杨华星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0 一般项目 中国历史 明代政府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龚 贤 人文学院

131 一般自选项目 中国历史
文化遗产景观线性保护视野下鄱阳湖区域景观资源评价研

究
魏 峥 艺术学院

132 一般项目 中国文学 中国近代社会小说研究 包礼祥 艺术学院

133 一般项目 宗教学 闵一得内丹思想研究 张 晟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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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特殊经济区对创新能力影响的经验分析 许统生 面上项目 国际经贸学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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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上项目 会计学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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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上项目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

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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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上项目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5 具有协作分集的 CDMA上行链路多用户检测算法研究 廖汉程 面上项目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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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上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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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上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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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上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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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上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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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国际经贸学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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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12 基于惩罚函数的高维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与应用 杨炳铎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金融学院

13 随机相依风险研究 胡少勇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金融学院

14 频域因果关系检验理论及应用研究 魏彦锋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经济学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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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经济学院

16 博弈视角化下的排序问题研究 万 龙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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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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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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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艺术学院

19 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领域） 凌爱凡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金融学院

20 土地利用管理 谢花林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

院

21 加速失效时间模型中变量选择问题 刘显慧 专项基金项目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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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无界时滞随机 Kolmogorov型系统的数值解稳定性 陈 琳 专项基金项目 统计学院

24 排序管理的帕累托优化问题研究 万 龙 专项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5 一类微分半变分不等式问题研究 汪 星 专项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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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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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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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9 中部地区城乡一体化测度及财政支持效应研究 姚林香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0 环境规制视角下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研发效率研究 阮 敏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产业经济研究院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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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产业经济研究院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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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产业经济研究院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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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产业经济研究院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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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产业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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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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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产业经济研究院

36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重大法治事件舆情监测与应对 邓 辉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法学院

37 服务员工“品牌大使”的概念架构及形成机理研究 余可发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工商管理学院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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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工商管理学院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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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工商管理学院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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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工商管理学院

41 基于心理契约的模块化生产网络治理机制研究 何 炜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工商管理学院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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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工商管理学院

43 领导正直的前因与结果：一项追踪研究 高日光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工商管理学院

44 面向网络协同的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化研究 胡宇辰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工商管理学院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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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工商管理学院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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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工商管理学院

47 中国组织情境中的内隐追随理论：内容、结构及影响 曹元坤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工商管理学院

48 航空复杂产品模块化生产集群培育机制研究 戴爱明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国际经贸学院

49 价格离散环境下的网络营销绩效模糊分析研究 黎新伍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国际经贸学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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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国际经贸学院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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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国际经贸学院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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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会计学院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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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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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公允价值计量、治理环境与投资者保护研究 杨书怀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会计学院

55 关系契约理论、受托责任与企业综合报告研究 宋京津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会计学院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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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会计学院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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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会计学院

58 企业衍生品运用中的管理层投机行为研究 曹玉珊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会计学院

59 签字注册会计师个体执业行为特征及其结果研究 谢盛纹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会计学院

60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业绩评价问题研究 张 蕊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会计学院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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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会计学院

62 政府资金支持与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问题研究 高 吟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会计学院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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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江西经济改革与发展

研究院

64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股价延迟反应与流动性风险 孙秉文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65 中小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模型及聚集效应的影响 项 东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66 金融数据起伏波动建模及实证研究 王清生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金融学院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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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金融学院

68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系统性风险评价与防范研究 彭玉镏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金融学院

69 基于私有云的 4G智能移动系统研究 查大元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经管实验中心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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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经济学院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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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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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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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经济学院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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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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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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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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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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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78 绿色建筑供应链合作创新驱动要素与激励机制 李 明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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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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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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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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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

院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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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

院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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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

院

85 我国粮食生产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 张利国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

院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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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人文学院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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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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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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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上下文感知的 O2O商务信誉管理方法研究 钟元生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90 物联网数据终端的微波能量采集机制研究 蔡 鹏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91 智能视频监控中图像超分辨率重建关键技术研究 黄淑英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92 中国公共体育服务的财政投入:规模、结构、效率 易剑东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体育学院

93 “随机化回答技术”研究及在逃税现象调查中的应用 邓国华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统计学院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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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统计学院

95 多值随机微分方程的逼近 张 华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统计学院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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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统计学院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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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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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图的小彩虹连通数与彩虹连通数上界的研究 董九英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统计学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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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统计学院

101 中国技能溢价的测度及其成因研究 彭树宏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协同中心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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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新能源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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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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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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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106 基于政府补贴的公共利益商品运营管理策略研究 罗春林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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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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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跨网络社会学习对移动用户创新扩散的影响研究 杜 宾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109 铝工业电解-熔铸供应链调度问题研究 蒋淑珺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110 面向带内分发和验证的域间路由安全机制研究 杨 波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111 融合语义信息的句法分析统计模型研究 袁里驰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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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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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114 图像感兴趣区域提取及加密研究 温文媖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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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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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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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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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管理学院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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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艺术学院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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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艺术学院

121 贸易引致学习效应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追赶 李 有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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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预算法治化

研究
蒋悟真 无文号 14ZDC015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 60 法学院

2
法治中国背景下的税收制度建设研

究
王 乔 无文号 14AZD087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
国际体育治理改革与中国体育治理

现代化研究
易剑东 无文号 14AZD086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5 体育学院

4
技术创新、专利、标准的协同转化

研究
舒 辉 无文号 14AGL003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5 工商管理学院

5 大数据技术革命的哲学问题研究 黄欣荣 无文号 14AZX006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5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转售价格维持（RPM）反垄断治理

问题研究
王自力 无文号 14BFX096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产业经济研究院

7
WEB2.0 环境下企业品牌竞争力评

价研究
刘彪文 无文号 14BGL064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工商管理学院

8
人大监督视阈下规范地方债务的预

算改革研究
蔡芳宏 无文号 14BGL184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9
自媒体时代社会治理困境与包容性

制度建构研究
桂 林 无文号 14BJL006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经济学院

10
税制变革对清代政权兴衰和社会演

变的影响研究
曾耀辉 无文号 14BJL017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1 基于气候补偿的能源价格改革研究 肖文海 无文号 14BJL107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12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我国产业 胡大立 无文号 14BJY075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工商管理



179

序号 课题（项目名称） 负责人 发文号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经费 所在单位

集群“低端锁定”与高端攀升的机

理及政策体系研究

学院

13
财政货币政策在提高居民消费中的

动态反馈协调机制研究
吴伟军 无文号 14BJY152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金融学院

14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测度与优化研究
程 岚 无文号 14BJY160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5 民族乡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许才明 无文号 14BMZ007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6
流动学前儿童教育照顾综合服务体

系构建研究
苗春凤 无文号 14BSH110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人文学院

17
新农保对老年人口生活质量影响的

实证研究
余桔云 无文号 14BSH113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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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文号 14BTJ002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统计学院

19 中国非营利机构卫星账户研究 李海东 无文号 14BTJ006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统计学院

20
契约治理视阈下我国大型体育场馆

公私合作研究
陈华敏 无文号 14BTY011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1
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新型城镇化建

设关系研究
涂传飞 无文号 14BTY023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体育学院

22 近代中国的“洋旗报”研究 周立华 无文号 14BXW006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 人文学院

23
影响性刑事个案的类型特征、民意

表达、刑事司法的关联考察
郭晓红 无文号 14CFX066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 法学院

24
水产品冷链物流中心区位选择评价

与对策研究
王友丽 无文号 14CJY053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 工商管理学院

25
具有普惠金融内涵的金融发展与我

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失衡调整研究
胡志军 无文号 14CJY064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 金融学院

26
移动社交网络对网络舆情的影响及

治理研究
丁菊玲 无文号 14CTQ031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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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理念研究 蒋悟真 无文号 14FFX01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
20 法学院

28
马克思新世界观阐释形式问题再研

究
张定鑫 无文号 14FKS00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
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9 多值随机微分方程的逼近 张 华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11461028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6 统计学院

30
统计深度函数的若干推广及其计算

方法研究
刘小惠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11461029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6 统计学院

31
图的小彩虹连通数与彩虹连通数上

界的研究
董九英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11461030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6 统计学院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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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21407069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24 艺术学院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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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31460378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57 统计学院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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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41461019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52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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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41461025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50 统计学院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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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41461030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5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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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41461118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50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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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61461021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50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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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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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61462030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44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40
智能视频监控中图像超分辨率重建

关键技术研究
黄淑英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61462031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45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41 图像感兴趣区域提取及加密研究 温文媖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61462032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44 信息管理学院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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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61462033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48 信息管理学院

43
面向实体信息集成的非合作半结构

化深网数据源选择
邓松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61462037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44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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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01065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20 信息管理学院

45
基于惩罚函数的高维向量自回归模

型估计与应用
杨炳铎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01066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21 金融学院

46
基于政府补贴的公共利益商品运营

管理策略研究
罗春林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1009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6 信息管理学院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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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1010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6 信息管理学院

48
跨网络社会学习对移动用户创新扩

散的影响研究
杜 宾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1011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6 信息管理学院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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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1012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4.5 国际经贸学院

50
基于心理契约的模块化生产网络治

理机制研究
何 炜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2009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6 工商管理学院

51
领导正直的前因与结果：一项追踪

研究
高日光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2010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6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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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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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2011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5 金融学院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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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2012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5 会计学院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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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2013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5 会计学院

55
签字注册会计师个体执业行为特征

及其结果研究
谢盛纹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2014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5 会计学院

56
铝工业电解-熔铸供应链调度问题研

究
蒋淑珺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2015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6 信息管理学院

57
服务员工“品牌大使”的概念架构

及形成机理研究
余可发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2016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5 工商管理学院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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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2017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5 工商管理学院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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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3017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6 经济学院

60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股价延迟反应

与流动性风险
孙秉文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3018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6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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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3019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6 产业经济研究院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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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3020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6 产业经济研究院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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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3021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5 经济学院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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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3022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4 产业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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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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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63023 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 36 信息管理学院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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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金计项[2014]44号 71473109 国家自然科学面上基金 62 统计学院

67 一类微分半变分不等式问题研究 汪 星 国科金计项[2014]86号 11426119 国家自然科学天元基金 3 信息管理学院

68 排序管理的帕累托优化问题研究 万 龙 国科金计项[2014]86号 11426120 国家自然科学天元基金 3 信息管理学院

69
环境约束视角下要素集聚对区域创

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齐亚伟 教社科司函[2014136号 14YJCZH114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项目
8 信息管理学院

70
伦理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理论

与中国的实证
王忠诚 教社科司函[2014136号 14YJCZH156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项目
8 博管办

71
基于 EMA 的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

效率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黄和平 教社科司函[2014136号 14YJA790013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项目
10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72
从影响性刑事个案的民意表达看司

法公信力
邓 辉 教社科司函[2014136号 14YJA820005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

项目
10 法学院

73
要素市场扭曲对出口行业能源消耗

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蒋含明 教社科司函[2014136号 14YJC790052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项目
8 国际经贸学院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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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社科司函[2014136号 14YJC790134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

项目
8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75
古村落旅游地社区参与中的农民财

产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张 瑾 旅办发[2014]93号 14TABG010 国家旅游局规划项目 3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76
我国房地产税改革路径及制度建设

研究
席卫群 赣社规字[2014]2号 14SKJD16

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

项目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77
江西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适度

性研究
汪柱旺 赣社规字[2014]2号 14SKJD17

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一般

项目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78
建立规范合理的政府性债务风险防

控机制研究
匡小平 赣社规字[2014]2号 14SKJD18

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一般

项目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84

序号 课题（项目名称） 负责人 发文号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经费 所在单位

79 完善我省生态文明制度研究 孔凡斌 赣社规字[2014]2号 14SKJD19
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

项目
2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80
完善我省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制度研

究
潘 丹 赣社规字[2014]2号 14SKJD20

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一般

项目
1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81 完善我省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研究 张利国 赣社规字[2014]2号 14SKJD21
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一般

项目
1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82 江西融入长江经济带战略对策研究 朱丽萌 赣社规字[2014]7号 14ZD01 省社科重大招标 10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83
江西省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

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孔凡斌 赣社规字[2014]7号 14ZD03 省社科重大招标 10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84
昌九一体化建设进程中政策优化研

究
王自力 赣社规字[2014]8号 14ZT21 省社科理论专项 1 产业经济研究院

85
江西社会救助城乡一体化法律保障

机制研究
蒋悟真 赣社规字[2014]8号 14ZT22 省社科理论专项 1 法学院

86
江西省属国有矿区生态修复补偿机

制研究
徐 斌 赣社规字[2014]8号 14ZT34 省社科理论专项 1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87
马克思正义观视野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研究
舒前毅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KS09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88
产业链视角下提升中国石油企业国际

市场势力的对策研究
刘 建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JL01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1 国际经贸学院

89
社会资本视角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机制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为例

万建香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YJ01 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90
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风险评价与

预警——基于风险偏好的视角
邹 玲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YJ02 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2 金融学院

91
“昌九一体化”进程中优势产业培

育的重点、难点及对策研究
吴昌南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YJ03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1 产业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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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江西省城乡一体化测度及财政支持

效应研究
姚林香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YJ04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93
公司治理、财务战略选择与企业可

持续增长——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

证据

曹玉珊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YJ12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会计学院

94
江西工业增长转型的动力机制研

究――基于成本节约的视角
何小钢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YJ13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产业经济研究院

95
养老保险制度城乡统筹——基于江

西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视角

万 春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YJ14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经济学院

96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问题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习明明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YJ15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97 赣州稀土资源税改革试点研究 席卫群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YJ16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98
政治关联、政治关联成本与税收优

惠关系的实证研究
章卫东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YJ27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会计学院

99
基于资本约束的我国中小银行盈利

模式研究
陈春霞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YJ30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3 金融学院

100 刑事损害赔偿实证分析与制度改革 黄华生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FX01 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2 法学院

101
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

治对策研究
朱丘祥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FX02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1 法学院

102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研究 谢小剑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FX08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法学院

103
江西高校毕业生创业支持法律问题

研究
杨德敏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FX09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法学院

104
信任修复理论视角下慈善组织公信

力重建研究
秦安兰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SH07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人文学院

105
江西私营经济劳动关系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
洪泸敏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SH17 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0.5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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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政治制度、文化、经济发展与国家

治理体系的构建
万绍红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ZZ01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7 皎然诗文集及生平研究 成亚林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WX22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3 人文学院

108
基于感性工学的家具设计评价系统

研究
李 民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YS16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艺术学院

109 南昌青岚湖地区民歌研究 陈 红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YS17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艺术学院

110
江西古代书院景观环境艺术研究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袁菊红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YS18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艺术学院

111
大学课程标准建设研究：以财经院

校商科课程为例
朱晓刚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JY06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12 《黄帝内经》心理卫生思想研究 黄大建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JY20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3
大学生毕业生创业样态跟踪研究：

基于行动研究的视角
范授冶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JY21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科研处

114 南昌广场舞“扰民”问题研究 吴光军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TY17 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0.5 体育学院

115
新时期广告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

（1979-2013）
吴 辉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XW03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1 人文学院

116
创新型企业财务冗余与投资强度的

研究——基于绩效偏差的视角
郭小金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GL01 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2 会计学院

117
价格竞争对网络营销绩效的传导机

制研究
黎新伍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GL02 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2 国际贸易学院

118
中国组织情境中的内隐追随理论：

内容、结构及影响
曹元坤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GL04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119
高新技术企业战略经营业绩管理研

究
张 蕊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GL05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1 会计学院

120
移动社会网络用户推荐行为及扩散

模型研究
杜 宾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GL29 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0.5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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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审计质量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

选择的影响研究
管考磊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GL45 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0.5 会计学院

122
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

体系研究
姚冠荣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GL46 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0.5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123
基于社会资本的外部环境对公司投

资效率影响研究
张洪辉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GL47 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 0.5 会计学院

124 体验性商务英语写作的图式教学 潘克栋 赣社规字[2014]10号 14WX304
省社科外语

专项
0.5 外国语学院

125 江西工业园区转型发展升级研究 吴志军 赣教社政字[2014]30号 ZDGG1403
省高校哲社重大攻关

项目
15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26
支撑江西未来经济增长的重点领域

研究
张进铭 赣教社政字[2014]30号 ZDZB1401

省高校哲社重点招标

项目
10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27
江西社会诚信调查、评价与建设路

径研究
杨头平 赣教社政字[2014]30号 ZDZB1402

省高校哲社重点招标

项目
10 协同中心

128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以江

西省为例
匡小平 赣教社政字[2014]30号 ZDZB1403

省高校哲社重点招标

项目
1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29
侵犯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问题研

究
徐聪颖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FX1401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1.3 法学院

130
移动互联时代的知识分享行为及其

对品牌转换意愿的影响研究
杨 慧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GL1401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1.3

工商管理

学院

131
可持续建设项目创新集成管理与评

价测度研究
赖小东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JC1403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1.3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32
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推动我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严 武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JJ1401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1.3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133
中央苏区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

究
刘晓根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MKS1401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4
创新型企业财务冗余资源、绩效偏

差与投资强度的研究
郭小金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GL1407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1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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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陂下古村）人

文建筑艺术研究
胡名芙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YS1401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1 艺术学院

136
农业产业安全视角下的外资并购审

查制度研究
李 晔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FX1402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法学院

137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救助制度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刘白明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FX1408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8
江西省电子信息产业竞争力评价及

提升策略研究
梁 威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GL1408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协同中心

139
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数研究——
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的企业

陈明坤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GL1420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会计学院

140
服务型企业员工情绪管理对工作绩

效的影响研究
汪新艳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GL1422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工商管理学院

141
基于区域创新网络协同提升生态产

业集群创新能力的机制研究--以鄱

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杨 波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GL1423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信息管理学院

142
江西省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动态趋

势与对策研究
余桔云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GL1424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43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江西森

林公园旅游经营管理模式研究
张 红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GL1425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44
破解江西省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

财税政策研究
黄思明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JJ1408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45
受托责任观下的企业综合报告研究

—— 基 于 交 叉 上 市 的 公 司

2004-2013年度报告的分析

宋京津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JJ1417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会计学院

146
江西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

效应研究
吴昌南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JJ1418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产业经济研究院

147
税收政策促进就业的效应分析及政

策优化研究
姚林香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JJ1419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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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中央苏区居民婚姻关系变迁研究 庄秋菊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LS1401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9
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新型城镇化建

设关系研究
涂传飞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TY1413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体育学院

150
自媒体环境下医患关系突发事件网

络舆情演化规律研究
王根生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TQ1404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国际贸易学院

151
江西音乐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结构

调整对策研究
李 霜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YS1416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艺术学院

152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 胡颖峰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ZX1402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3 唐代诗僧皎然诗文集文献考 成亚林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ZGW1407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8 人文学院

154
全球制造中的企业创新网络治理机

制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先

进制造业为例

胡海波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GL1421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6 工商管理学院

155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体系构建与指

标权重的研究
黄勇辉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GL1453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6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56
服务员工品牌内化影响机制实证研

究
余可发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GL1454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6 工商管理学院

157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南昌

城市湿地水污染经济损益分析
袁菊红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JC1420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6 艺术学院

158
环境规制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全要

素生产率研究
张 宁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JJ1420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6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159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江西农村“市民

化”群体的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

展研究

万 春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JJ1443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6 经济学院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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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小钢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JJ1442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

项目
0.4 产业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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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研究

161 雾霾治理与区域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王岳龙 赣教社政字[2014]31号 JJ1444 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0.4 产业经济研究院

162
知识与权力匹配模式与江西省家族

企业发展的关系研究
曹元坤 赣教社政字[2014]27号 JD1450

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项目
2 工商管理学院

163 江西省上市公司战略风险研究 陈 明 赣教社政字[2014]27号 JD1451
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项目
2 工商管理学院

164
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评价模型及指

标体系研究
刘小铁 赣教社政字[2014]27号 JD1452

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项目
2 工商管理学院

165
基于商业模式创新视角下的我省企

业发展研究
占小军 赣教社政字[2014]27号 JD1453

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项目
2 工商管理学院

166
GDP锦标赛竞争下的环境规制与区域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阮 敏 赣教社政字[2014]27号 JD1454

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项目
3 产业经济研究院

167 纵向约束反垄断问题研究 王自力 赣教社政字[2014]27号 JD1455
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项目
3 产业经济研究院

168
金融发展、普惠金融与居民收入分

配问题研究
胡志军 赣教社政字[2014]27号 JD1457

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项目
2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169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金融风

险防范
彭玉镏 赣教社政字[2014]27号 JD1458

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项目
2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170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政府与市场

关系研究
温 锐 赣教社政字[2014]27号 JD1461

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项目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1 以家庭农场助推现代农业多元发展 邹心平 赣教社政字[2014]27号 JD1463
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

项目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72 大学生实践育人机制体制研究 王金华 赣教社政字[2014]33号 SZZX1431 省高校人文社科专项 0.5 校办

173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与法学实践教学

改革研究
杨德敏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1 省级教改课题重点项目 1.2 法学院

174 《课程案例教学与案例库建设研 姚林香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2 省级教改课题重点项目 1.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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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175
“3+3+2”项目教学法在《包装设计》

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黄志明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3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6 艺术学院

176
基于创业项目融资融智的《创业营

销》课程体系研究
谌飞龙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4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6 工商管理学院

177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校企联合课程开

发建设研究
钱建豪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5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6 高教所

178
面向探究式教学的《数据库存系统

原理》案例库建设
万常选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6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6 信息管理学院

179
江西省保险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胡少勇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7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6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180
协同理论视角下 CDIO 卓越人才的

培养模式研究---以江西财经大学工

程管理专业为例

殷乾亮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8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81
我国高校声乐教学新探---基于借鉴

俄罗斯最新声乐研究成果的思考
李二永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9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6 艺术学院

182
地方本科院校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研

究：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阙占文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10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6 法学院

183
基本国际化办学背景下财税专业学生

实践教学基地的开发与应用研究---以
中国税票博物馆为例

戴丽华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11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6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184
职业化和国际化双重背景下的管理

会计人才培养研究---以引入 CIMA
专业方向为例

吉伟莉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12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6 会计学院

185
教学与实务的整合：社会工作实验

室开放式利用研究
苗春风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13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6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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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综合学习在房地产专业人才培养中

的应用研究
陈红艳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14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87
财经院校《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

学研究与实践
沈 波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15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6 信息管理学院

188
财经类专业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研究

---以江西省高校为例
胡玉可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16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5 会计学院

189
职业导向的电子商务技能培养 R-O
模式探究与实作

王根生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17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5 国际贸易学院

190
经济学专业经济史课程探究式教学

改革研究
杨 勇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18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4 经济学院

191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课程作业成

果化”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以设

计方法学课程为例

韩吉安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19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4 艺术学院

192
以就业为导向的《国际贸易实务》

双语实践教学研究
钟达祥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20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4 外国语学院

193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管理》教

学的改革
黄飞鸣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21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4 金融学院

194
社会工作“四位一体”实践教学模

式的应用与探索
蔡 前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22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4 人文学院

195
后大学英语时代学术英语课程体系构

建---以财经类院校为例
李红艳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23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4 外国语学院

196 计算机辅助审计教学与实践研究 杨书怀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24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4 会计学院

197
项目驱动教学法在《统计学》教学

中的应用研究
平卫英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25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4 统计学院

198
基础理论课程如何彰显实践面相---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案例教学

研究

熊 青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26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4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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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目标下刑法学课

程教学方法探索---以基于问题的教

学方法（PBL）的运用为视角

郭晓红 赣教高字[2014]36号 JXJG-14-4-27 省级教改课题一般项目 0.4 法学院

200
基于视觉感知的电子商务智能推荐

计算
方志军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18 省教育厅科技重点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201
颈部交感神经节 P2X3 受体在情感

变化与决策思维中的神经经济学作

用研究

黄 安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19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5 职业技术学院

202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效率测度

与模拟
徐 晔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20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5 统计学院

203
生态约束下“中三角”区域科技协

同创新网络的驱动机理与实证分析
熊小刚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21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4
基于区域创新网络协同提升生态产

业集群创新能力的机理研究---以鄱

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杨 波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22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205
风险约束的引入隐性激励的机构动

态投资组合策略研究
盛积良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23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206
江西工业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增长驱

动因素和减排策略研究
徐 斌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24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统计学院

207
中国税收征收力度的时空分异及其

形成机理研究
杨得前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25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8
江西省“失独”家庭潜在社会风险

防范体系构建研究
曾维涛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26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9
基于金融服务创新的知识管理机制

设计-以上海 FTZ为例
徐升华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27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210
基于社会计算的创新扩散模型构建

与实证研究
杜 宾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28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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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基于供应链协同管理方法的全流域

水源污染控制机制研究---以赣江为

例

龚代华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29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工商管理学院

212
江西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研究
胡德龙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30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经济学院

213
基于层次—灰色关联分析的医疗服

务质量评价研究
陶春海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31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统计学院

214
云计算环境中Web服务QoS的个性

化预测与评估技术研究
毛澄映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32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15
结构特征法对连续值序列相关特性

的研究
陈 滨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33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16
基于专家场模型的盲超分辨率图像

重建关键技术研究
黄淑英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34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17 融合配价结构的句法分析模型研究 袁里驰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35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信息管理学院

218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创业模拟平台

设计
黄晓全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36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高教所

219
IVR 自助与导航联动的研究生招生

热线系统研究
刘新华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37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220 开放社区移动实践教学系统的构建 查大元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38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经管实验中心

221
基于“五位一体”的江西省城市生

态竞争力研究
黄和平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39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22
考虑耦合性因素的产品设计方案评

价模型及方法研究
尤后兴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40 省教育厅科技一般项目 2 国际贸易学院

223
多目标协调的建设项目跨组织双向

动态研究
吴光东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41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24 Hedonic 建模视阈下城市轨道交通 郭 露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42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1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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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

225
城市幸福指数测算模型构建及其应

用研究
杨道田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43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26
江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发展

研究——以新材料产业为例
徐 斌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44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1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27
物流业对制造业外溢效应的理论建

模与实证检验
王友丽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45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228
鄱阳湖地区生态红线空间识别技术

研究
王 鹏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46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1 图书馆

229
面向三维图像的视觉注意力建模技

术研究
方玉明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47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1.5 信息管理学院

230
基于偏微分方程的灰度不均医学图

像分割方法研究
温文媖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48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1.5 信息管理学院

231
具 有 状 态 依 赖 耦 合 时 滞 的

Hindmarsh-Rose 神经元网络的同步

控制研究

丁 可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49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1 信息管理学院

232 投影统计深度函数的推广及应用 刘小惠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50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1 统计学院

233
有限 2-测地线传递图中两类问题的

研究
靳 伟 赣教高字[2014]21号 GJJ14351 省教育厅科技青年项目 1 统计学院

234
转型社会高校学科发展的特质--江
西财大会计学科 90年历程研究

刘 骏 赣教规办字[2014]1号 14ZD1L02
省教育科学重点(一类）

项目
10 会计学院

235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模式与团学

工作和互动机制
毛细荣 赣教规办字[2014]1号 14YB032 省教育科学一般项目 1.3 外国语学院

236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职业教育需求

研究
戴晓光 赣教规办字[2014]1号 14YB033 省教育科学一般项目 1.3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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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应用于财经类本

科专业课程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万 春 赣教规办字[2014]1号 14YB034 省教育科学一般项目 1.3 经济学院

238
以实践为导向的大学生科研团队形

成机制研究
彭晓洁 赣教规办字[2014]1号 14YB035 省教育科学一般项目 1.3 会计学院

239 金融产品垂直搜索系统 舒 雷 赣财教指［2014］14号 20141BBE50033
省科技工业领域

(重点项目) 20 信息管理学院

240
面向智能监控的多目标跟踪与三维

巡航
方志军 赣财教指［2014］14号 20141BDH80003

省科技厅对外科技合作计

划(重点项目) 10 信息管理学院

241
政府引导基金支持江西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陈家洪 赣财教指［2014］14号 20141BBA10020 软科学计划(一般项目) 3 金融学院

242
基于实物期权的创业板高科技企业

IPO估价方法研究
舒海棠 赣财教指［2014］14号 20141BBA10036 软科学计划(一般项目) 3 金融学院

243
科技型中小企业财务冗余非效率投

资的经济后果研究
郭小金 赣财教指［2014］14号 20141BBA10034 软科学计划(一般项目) 3 会计学院

244
江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发展

研究——以新材料产业为例
徐斌 1 赣财教指［2014］14号 20141BBA10021 软科学计划(一般项目) 3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245
江西省省对县（市）转移支付的绩

效评价研究
王 乔 赣财教指［2014］14号 20141BBA10066 软科学计划(一般项目)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46 江西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研究 张 锋 赣财教指［2014］14号 20141BBA10067 软科学计划(一般项目) 3

247
江西省节能环保产业科技发展现状

摸底调查分析研究（与南航合作）
曹俊文 赣财教指［2014］14 20141BBG70009 科技支撑计划 15 统计学院

248
江西省生态文明科技示范村和示范

社区建设实施管理与绩效评价研究
孔凡斌 赣财教指［2014］14 20141BBG70010 科技支撑计划 15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49
江西省生物医药产业科技发展现状

摸底调查分析研究（与南大合作）
罗良清 赣财教指［2014］14 20141BBG70080 科技支撑计划 15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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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统一公共数据交换平台安全高效传

输研究与应用
李钟华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BE50021 工业领域(一般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251 互联网教学辅助平台的研究与开发 谭 亮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BE50038 科技支撑计划 5 信息管理学院

252
江西工业化进程中碳排放增长的影

响因素和减排策略——基于非线性

模型和非参数方法的实证研究

徐 斌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01014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一般项目) 3 统计学院

253
“3G/多跳”混合网络中的自适应视

频传输研究
万 征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17004

青年科学基金计划

(一般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254
卤素和稀土掺杂的 ZnS量子点的低

温固相法合成及其性能研究
李小侠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06011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一般项目) 5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中心

255
基于模糊结构元和前景理论的三角

直觉模糊数多属性决策研究
刘满凤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01009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一般项目) 3 协同中心

256
求解一类调度问题的快速高效算法

研究
尹爱华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07024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一般项目) 5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57
基于配价结构的句法分析统计模型

研究
袁里驰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07028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一般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258
鄱阳湖湿地植物热解的生物炭对富

硒红壤中硒伴生重金属的固定作用

及其机制研究

袁菊红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03024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一般项目) 5 艺术学院

259
移动云计算数据轻量级加密与共享

密码机制研究
谭作文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07015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一般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260 微分向量优化问题及其应用 汪星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11019
青年科学基金计划

(一般项目) 3 信息管理学院

261
投影回归深度及其诱导的类中位数

回归估计
刘小惠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11014 青年科学基金计划

(一般项目) 3 统计学院

262
农村扶贫效率影响因素及差异化扶

贫策略——基于赣南苏区的实证研
罗良清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01010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一般项目) 3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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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263
基于多维多粒度用户兴趣模型的的

兴趣漂移检测与预测研究
陈 辉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07009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一般项目) 5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64
基于人眼视觉感知和结构相似度的

重定向图像质量评估的研究
方玉明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17011

青年科学基金计划

(一般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265
网络安全中聚合签名数据的 IP前缀

劫持和域间路径篡改防范机制研究
杨波 3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07017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一般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266 排序博弈问题的均衡分析 万 龙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11017 青年科学基金计划(一般

项目) 3 信息管理学院

267 网络营销系统的色彩一致性研究 黎新伍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07003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一般

项目) 5 国际贸易学院

268
局部连通和 2 倍素数度 2-测地线传

递图的研究
靳 伟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11008

青年科学基金计划(一般

项目) 3 统计学院

269 基于偏微分方程的红外小目标分割 温文媖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17012
青年科学基金计划(一般

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270
面向不均衡社交大数据的数据挖掘

研究
吴方君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07010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一般

项目) 5 信息管理学院

271
心理契约视角下模块化生产网络成

员选择与网络稳定性的治理研究
何 炜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17018

青年科学基金计划(一般

项目) 5 工商管理学院

272 图的彩虹连通数的若干上界与算法 董九英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01011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一般

项目) 3 统计学院

273
丘陵山区农地生态转型的发生机理

与调控模拟研究
谢花林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AB203028

自然科学基金计划(一般

项目) 5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74 袁非牛青年科学家培养对象申请书 袁非牛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CB23014 青年科学家培养对象 10 信息管理学院

275 李志龙青年科学家培养对象申请书 李志龙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CB23013 青年科学家培养对象 10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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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江西省科技金融信息共享平台 桂荷发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CD40047 科技条件平台建设 20 金融学院

277
江西省文化暨创意科技创新规划编

写的研究
勒中坚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BE51019 火炬计划 5 信息管理学院

278 江西科技经济决策融合研究 蒋金法 赣财教指［2014］47号 20142BBA10002 软科学基地 1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79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风险补偿机制

研究
蒋金法

赣财教指

〔2014〕104号 20143BBA10001 软科学计划(重大项目) 1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80
支持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

策体系研究
廖进球

赣财教指

【2014】104号 20143BBA10002 软科学计划(重大项目) 10 协同中心

281
鄱阳湖流域生态保护红线空间的识

别机理与预警机制研究：基于生态

位 CA视角

谢花林
赣财教指

【2014】104号 20143ACB21023
青年科学基金计划(重大

项目) 20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82 复杂数据统计分析及其应用研究 李志龙
赣财教指

【2014】104号 20143ACB21012
青年科学基金计划(重大

项目) 20 统计学院

283
江西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现状、

问题及对策
徐聪颖

赣财教指

［2014］104号 20143BBM26158
专利研发引导与产业化示

范专项
3 法学院

284
布尔函数的计量化研究以及多值逻

辑公式的范式表示
王庆平

赣财教指

［2014］135号
20144BAB202000

2
青年科学基金计划(一般

项目) 3 统计学院

285
江西省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与提升对

策研究
潘文荣

赣财教指

［2014］135号 20144BBA10022 软科学计划(一般项目) 3 统计学院

286
经济转型背景下排污权金融产品创

新及风险防范控制研究
彭晓洁

赣财教指

［2014］135号 20144BBA10030 软科学计划(一般项目) 3 会计学院

287
中央和地方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研究
李春根

赣财教指

［2014］135号
20144ＢＢＡ

10016
软科学计划(重点项目) 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88
公共安全中低质量视频监控图像超

分辨率重建系统
杨勇 赣财教指[2014]66号 KJLD14031

科技落地计划产学研

合作
50 信息管理学院

289 教育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研发及应用 沈波 赣财教指[2014]66号 KJLD14032
科技落地计划产学研

合作
50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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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江西省土地生态安全预警信息系统

的开发研究
谢花林 赣财教指[2014]66号 KJLD14033

科技落地计划产学研

合作
50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91
复杂数据的统计分析及应用软件包

开发
李志龙 赣财教指[2014]66号 KJLD14034 科技落地计划科学前沿 20 统计学院

292
社会媒体情感分析与自动摘要关键

问题研究
刘德喜 赣财教指[2014]66号 KJLD14035 科技落地计划科学前沿 20 信息管理学院

293 图形创意设计文化的寓意研究 黄松涛 赣艺规立字[2014]002号 YG2014042
文化厅艺术科学一般

项目
0.02 艺术学院

294 中央苏区红色报刊设计研究 包礼祥 赣艺规立字[2014]002号 YG2014043
文化厅艺术科学一般

项目
0.02 艺术学院

295
革命精神在中央苏区红色设计中的

呈现
舒小坚 赣艺规立字[2014]002号 YG2014044

文化厅艺术科学一般

项目
0.02 艺术学院

296 江西乡村民俗文化产业化开发研究 邹宽生 赣艺规立字[2014]002号 YG2014045
文化厅艺术科学一般

项目
0.02 艺术学院

297
非物质文化遗产状态综合评价及相

关产品创新设计策略研究——以婺

源三雕为例

况宇翔 赣艺规立字[2014]002号 YG2014046
文化厅艺术科学一般

项目
0.02 艺术学院

298
“低碳、环保”赣文化休闲产业园

创新性研究
李苏云 赣艺规立字[2014]002号 YG2014047 文化厅艺术科学一般项目 0.02 艺术学院

299
艺术创作（表演）成果的认定与计

量研究
范授冶 赣艺规立字[2014]002号 YG2014048 文化厅艺术科学一般项目 0.02 科研处

300
江西省音乐非物质文化资源与高校

公共音乐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
林 莉 赣艺规立字[2014]002号 YG2014049 文化厅艺术科学青年项目 0.02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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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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项日期 批准经费

1 人大监督司法实施制度研究 谢小剑 法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5-20 15

2 西方共和主义公共利益理论研究 万绍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8-05 15

3 庞德《诗章》的主题思想研究 李春长 外国语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9-22 8

4 生态学思维方式视角下的民生指标

体系构建及评价研究
李志强 统计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3-20 10

5 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

税收政策研究
席卫群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2-11 15

6 金融衍生品侵权的法律对策研究 熊进光 法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3-13 12

7 明清时期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研究 付 琼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5-26 12

8 刑法适用与民意互动的实证研究 徐光华 法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0-20 15

9 老龄用户多生物特征身份认证中的

图像隐式语义特征提取
杨巨成 信息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4-04-01 30

10
环境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传导

机制研究- -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

环境

梅国平 信息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4-04-09 23

11 股票融资、股市周期与产业结构升

级研究
严 武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4-04-0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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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公共品供给模式

分析
蒋金法 校办公室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4-05-15 22

13
龙头企业与农户心理契约对渠道关

系行为影响机理研究——基于江西

省龙头企业与农户对偶数据的调研

杨 慧 工商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4-11-25 22

14 基于区间直觉梯形模糊数的多属性

决策和群决策理论与方法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4-04-01 22

15 面向烟雾检测的局部二元模式多级

提升方法研究
袁非牛 信息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4-04-25 29

16 基于消息变异与网络建模的WEB
服务系统脆弱性分析

毛澄映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4-04-25 23

17 区域能源消费行为的时空差异及其

驱动机制研究
邹艳芬 工商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4-04-17 26

18 基于物流金融的存货质押融资业务

关键风险控制指标研究
李毅学 工商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4-04-17 24

19
扶持政策与中小农业龙头企业成长

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西中

小农业龙头企业为例

刘克春 工商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4-04-08 23

20
基于多智能体行为的区域生态用地

演变机制与调控模拟研究——以鄱

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谢花林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4-03-10 26

21 大宗农产品期货基差的多因素形成

机制
易 蓉 金融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4-05-30 22

22 电化学电容器用纳米多孔碳的表面

状态设计研究
邓梅根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2014-04-10 21

23 中国背景下的伦理想象研究：维度

结构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杨建锋 工商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2014-06-18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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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含交易费用的鲁棒投资组合问题的

全局优化算法研究
凌爱凡 金融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2014-03-31 17.7

25 转型期鄱阳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

城乡建设空间优化研究
涂小松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2014-04-25 21

26
信息产业成长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共

生演进的机制研究——基于知识融

合的视角

陶长琪 统计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4-01 27

27
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东道国证券

市场的影响：基于全球证券市场数

据的研究

吴 飞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4-03 29

28 基于公平理论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城

市融入机制研究
邹勇文 人文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4-11-21 9

29 近代中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研究 刘晓泉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7-11 7

30 理解我国高储蓄率新视角：基于资

本份额角度的深入分析
饶晓辉 经济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6-12 5

31 共同外交还是双重外交？——“里

斯本条约”与欧盟外交新趋势研究
杨友孙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1-14 7

32 政府控制、法律环境与公司投资效

率研究
蔡吉甫 会计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4-10-23 7

33 政策工具视阈下农村贫困人群生计

支持网研究
吴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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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3-12 7

34 法院的公共责任及其限度 谢小剑 法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4-10-23 7

35 转型时期弱势群体犯罪防控研究 郭晓红 法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9-30 7

36 去工业化、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结

构优化演进
王展祥 杂志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4-10-2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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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三维地统计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李洪义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4-10-28 7

38 数字新媒体环境下突发性群体事件

的谣言传播研究
蔡盈洲 人文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7-11 7

39 中国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与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研究
余昌龙 国际经贸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7-15 7

40
分权治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基于我国区域资本

流动视角的研究

王守坤 经济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4-18 7

41 中国经济动态效率检验与扩大居民

消费需求研究
黄飞鸣 金融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4-12-02 7

42 中国循环经济统计核算体系研究

——基于物质流分析的视角
平卫英 统计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6-20 7

43 考虑主体心理行为的双边匹配理论

与方法研究
乐 琦 信息管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4-11-25 7

44 基于多元统计分析的图书馆联盟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潘淑清 工商管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1 9

45 基于知识融合的区域产业创新与产

业升级耦合机制研究
徐 晔 统计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12 9

46 工业化过程中政府作用的比较研

究：以英、美、日、中为例
张进铭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9-11 9

47 生态文明建设视阈下公民环境教育

的共生机制研究
吴志军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8 8.1

48 农村免费中等职业教育政策保障机

制及建议研究
邹宽生 艺术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0-16 7

49 我国公共投资效率问题研究 杨飞虎 经济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21 9



205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单位 项目分类 项目子类 结项日期 批准经费

50 社会转型期释宪机制的完善研究 刘 国 法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9

51 南方稻谷主产区水稻补贴制度绩效

与补贴制度完善研究
刘克春 工商管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0-16 7

52 基于认同理论的高校学生社团党建

研究
阮艳平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专项项目 2014-06-30 1

53 南方集体林区林权流转：模式效应、

农户行为与政策选择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
一般 2014-08-09 20

54 高校翻译专业教材建设研究 曾剑平 外国语学院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教育部重点 2014-07-24 2

55 三网融合下的高速移动宽带多媒体

广播电视发展策略研究
万本庭 协同创新中心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3

56 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关系研究 谢小剑 法学院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9-04 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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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学院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0-15 1

58 江西省高校资助包制度构建 肖华茵 其他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4-30 0.3

59 全球经济失衡机理与再平衡机制构

建研究
刘兴华 金融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0 0.3

60 安义县石鼻镇罗田村历史与文化研

究
邹勇文 人文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9-11 2

61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财务会计概念框

架研究
刘 骏 会计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01 0.8

62 审计行业专门化与会计师事务所变

更及其后果
谢盛纹 会计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8-06 0.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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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江林 金融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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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64 生态文明建设视阈下大学校园生态

文化建设研究
李文明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1 0.5

65 生命教育渗透与大学英语教学效果

的相关度研究
胡琳瑜 外国语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1 0.5

66
养老服务业利益主体相互作用机理

与政策支持研究--基于服务供应链

视角

柳 键 信息管理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30 0.5

67 古代戏曲身份认同的现实本源施展

与冲突研究
骆 兵 人文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1 0.4

68 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社会支

持机制研究——以江西为例
银平均 人文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17 0.4

69 农民工权利保障制度研究 周维德 法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0-10 0.5

70 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报告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研究
蒋尧明 杂志社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17 0.8

71 互联网行业滥用优势行为的反垄断

规制问题研究
张志伟 法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0.5

72 破坏性领导行为的成因与危害：基

于江西省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
高日光 工商管理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17 0.5

73 江西省公共投资效率研究 杨飞虎 经济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5-15 0.3

74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的法律

保障创新机制研究
刘 国 法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9-18 0.3

75 青年人口不公平意识现状及对策研

究
熊 青 人文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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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刑事审判中“同案异判”现状的实

证考察
郭晓红 法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1 0.5

77 华兹华斯社会文化批评思想研究 谢海长 外国语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0.5

78 控股股东对企业盈余管理影响的实

证研究
黄 蕾 会计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16 0.3

79 反垄断刑事制裁的威慑效力研究 刘 操 研究生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0.5

80 审计意见、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的

关系研究
章琳一 会计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05 0.2

81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导向识别

系统设计研究
李 民 艺术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17 0.3

82 突发性群体事件中的谣言传播与影

响研究
蔡盈洲 人文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17 0.8

83 基于主体行为的双边匹配理论与方

法研究
乐 琦 信息管理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0-09 0.2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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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贸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0.2

85 全媒体视阈下网络社群组织发展及

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张品良 人文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4-12-30 2

86
熵值法估算的实现减排目标条件下

基于企业微观层次的内需与外需协

调机制研究

许统生 国际经贸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4-12-01 1

87 我省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4-12-18 2

88 消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论话

语转型研究
李 旭 人文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4-11-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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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中国通货膨胀的结构动态及其成

因：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角度
饶晓辉 经济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4-12-31 0

90 资源 市场 竞争：职业体育全球化

研究
朱亚坤 体育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4-11-17 0

91 基于数据挖掘的青少年个性化健康

促进策略研究
余 岚 体育学院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4-08-06 0

92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危机信息处理和

预警系统开发与推广
勒中坚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一般计划 2014-12-25 3

93 近地传感器技术和地统计学方法在

耕地质量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李洪义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一般计划 2014-08-31 8

94 江西省节能环保产业科技发展现状

摸底调查分析研究
曹俊文 统计学院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4-12-26 15

95 江西省生物和新医药产业科技发展

现状调查
罗良清 统计学院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4-12-26 15

96 江西省生态文明科技示范村和示范

区建设实施管理与绩效评价研究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4-12-22 15

97 科技经费使用方式改革研究 桂荷发 金融学院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0-31 2

98 技术创新成果的标准化问题与策略

研究――以江西为例
舒 辉 工商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5-31 1

99 政府为贫困群体采购商业大病医疗

保险促进江西和谐发展研究
刘紫云 金融学院 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4-12-24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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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7 2

101 半序空间中的不动点理论及其应用 李志龙 统计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8 2

102 超级电容器用活性炭的表面状态与

性能的关系研究
邓梅根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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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提高硅光伏系统光电转换效率的稀

土光子转换材料研究
余泉茂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23 1.5

104 中心词驱动句法分析模型若干改进

研究
袁里驰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0-31 3

105 眼底视网膜图像拼接中的关键技术

研究
黄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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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0-31 1.5

106 操作系统逆向安全分析与可信审计 李钟华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20 2

107 基于身份匿名加密与签名理论及其

技术研究
谭作文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20 2

108 基于混沌系统和多图像融合的快速

加密方法研究
张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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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2-15 2

109 超宽带无线通信系统中高性能带通

滤波器的研究
蔡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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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0-31 1.5

110 鄱阳湖流域水生生态系统碳循环及

对大气 CO2的源汇研究
姚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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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1-21 1

11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生态安全预

警研究
谢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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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6-10 2

112
土壤重金属污染三维空间变异性及

其可视化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典型冶炼厂周边耕地为例

李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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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2-11 2.5

113 图的划分问题与非凸二次规划及其

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研究
凌爱凡 金融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8 1.5

114 具有恶化特征的调度问题研究 蒋淑珺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1 2

115 泛在环境下基于情境感知和社会过

滤的混合推荐模型与实现
刘启华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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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基于得分信息的双边匹配决策理论

与方法
乐 琦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0 2

117 基于人脸识别的社保经费发放监控

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杨波 3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科技合作计划 自筹项目 2014-08-20 0

118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风险

检测预警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勒中坚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科技合作计划 自筹项目 2014-12-24 0

119 基于电子政务服务的政府网站评测

系统研究
周 萍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科技合作计划 自筹项目 2014-12-16 0

120 基于物联网平台的烟草物流配送系

统关键技术研究
丁菊玲 信息管理学院 省科技厅科技合作计划 自筹项目 2014-12-25 2

121 大学生党员形象的调查研究—以江

西省为例
阮艳平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03 0.4

122 大学生党员队伍建设科学化研究 刘晓根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02 0.6

123 数字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传播研究
蔡盈洲 人文学院 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4-14 0.6

124 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方

式、途径和机制创新研究
方 勤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项目 重点项目 2014-05-15 0

125 独立学院学生课堂幸福感研究 战 飚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2014-12-31 0

126
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再平衡、

人民币汇率政策和资本管制问题研

究

汪 洋 金融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6-30 0.5

127
大萧条时期美国公共工程管理制度

的绩效分析——以 CWA、WPA、
PWA为例

王 慧 金融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6-18 0.3

128 江西省综合性农民组织的培育与发

展研究
兰世辉 人文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4-12-3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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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江西红色旅游城市意象的测度与传

承研究
田逢军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4-12-30 0.8

130 竹文化创意产业的设计创新策略研

究
张相森 艺术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6-30 0.5

131 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与不均衡空间

的发展研究
刘爱文 经济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6-30 0.3

132 构建“中三角”与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理论与政策
习明明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6-30 0.7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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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管理国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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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2-08 2

134 国际通信成本对中国贸易商品结构

的影响研究
许统生 国际经贸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

招标项目

2014-10-20 0.5

135 农地制度创新与土地经营权流转研

究
杨丽琼

旅游与城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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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4-02 1

136 全球经济失衡机理与再平衡研究 刘兴华 金融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0.3

137 信托业发展战略及产品设计 张春华 会计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1

138 江西省工业地产融资模式研究 陈春霞 金融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0.5

139 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防范研究--基
于房地产周期视角

邹 玲 金融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0.3

140 人际信任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研究 蔡升桂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3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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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基于社会互动的复杂社会网络演化

机制研究
杜 宾 信息管理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0.5

142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路径及问

题研究
康静萍 经济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30 0.5

143 农网改造后农网建设投资不足问题

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李国民 经济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30 0.3

144 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合作机

制研究
王吉文 法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0.7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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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处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30 0.5

146 鄱阳湖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模

型和策略研究
李志龙 统计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30 0.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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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0.7

148 开放型经济背景下中国电影制片业

的投融资机制创新研究
王妤彬 人文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0.5

149 中部地区经济、资源、环境动态演

化规律研究
陆宇海

现代经济管理学

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9-28 0.6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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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0.5

151 国家“非遗”项目——湘东傩面具

雕刻艺术的考证与发展
柳献忠 艺术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0.8

152 江西红色影视文化品牌建设研究 蔡盈洲 人文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4-09 0.7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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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0.5

154 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研究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重大招标 2014-06-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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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江西融入“美丽中国”建设发展战

略研究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重大招标 2014-12-30 15

156 中国农业与资源部门模型与应用研

究
宫之君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重点项目 2014-12-30 1.5

157 江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监测、预

警与评价体系研究
廖进球 协同创新中心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重点招标 2014-12-26 10

158 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循环经济发

展研究
卢福财 工商管理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重点招标 2014-12-30 10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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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自筹项目 2014-12-30 0

160 基于“婺源茶艺”的民间审美探析 刘 涵 艺术学院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自筹项目 2014-06-30 0

161 鄱阳湖流域水生生态系统碳循环及

对大气 CO2的源汇研究
姚冠荣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4-06-30 1

162 基于得分信息的稳定匹配决策理论

与方法
乐 琦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4-12-10 1

163 聚合签名数据的网络源自治系统低

带宽验证机制研究
杨波 3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08 1

164 基于多阶段复合实物期权的高新技

术项目投资决策方法
袁业虎 会计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22 1.5

165
江西邮政农产品物流协同管理模式

的构建与策略研究----基于集成的视

角

舒 辉 工商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30 1.5

166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效率测度

与模拟
徐 晔 统计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24 2.5

167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农产品供应链知

识共享建模与仿真
徐升华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27 1



214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单位 项目分类 项目子类 结项日期 批准经费

168 模糊内容与结构查询的异构 XML
数据源选择

江腾蛟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29 1

169 基于交互式动态影响图的决策方法

研究
潘颖慧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0 1

170 基于移动社会网络的知识扩散模型

研究
杜 宾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04 1

171 短波超视距雷达的幅相校准 黄国强
现代经济管理学

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09 2

172 小众商品推荐方法研究 张富国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25 2

173 基于中层语义的图像理解研究 唐颖军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22 2

174 有机超级电容器用 AC的表面改性

研究
邓梅根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1 1.5

175 融合语义信息的句法分析模型研究 袁里驰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0-31 1

176 基于遗传算法的压缩传感图像自适

应重建
章 琳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23 1.5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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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经贸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26 2

178 IT企业知识融合的机制与实证研究 陈思华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03 1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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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3-25 2

180 基于专家场模型的盲超分辨率图像

重建关键技术研究
黄淑英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29 2

181 云计算环境中Web服务QoS的个性

化预测与评估技术研究
毛澄映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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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身份基隐私保护理论及其在云计算

中的应用研究
谭作文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20 2

183 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协同知识创新的

内在机制研究
刘 炜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30 1.5

184 开放社区移动实践教学系统的构建 查大元
经济管理与创业

模拟实验中心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22 2

185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及其效率

评价研究
胡平波 统计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24 2

186 多类需求下存货配给和动态定价集

成优化与仿真
程永生 工商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01 1.5

187 我国投资者偏好对股票价格联动和

回报可预测性的影响
黄 涛 金融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10 1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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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8 1

189 基于融合的信息产业创新体系构建

与运行机制研究
齐亚伟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30 1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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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25 1.5

191 基于呼叫中心的知识管理与知识库

研究
狄国强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重点实验室

项目
2014-12-31 1

192 不平衡数据分布下的知识迁移 吴方君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重点实验室

项目
2014-12-31 2

193 自适应小波的构造与应用 杨寿渊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重点项目 2014-12-03 3

194
RCP整合式教学研究——基于江西

财经大学社会学研究生能力建设的

实践

尹忠海 人文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教改

项目
2014-05-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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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江西省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研

究
谭光兴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16 1

196 依托专业教育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理论与实践
陆长平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4-02 0.3

197 虚拟实验与教学应用研究——以审

计学教学为例
程 琳 会计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30 0.2

198 复合型 ERP人才梯次培养模式研究 胡 玲 会计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5 0.2

199 基于 PBL的《国民经济核算》课程

教学改革研究
魏和清 统计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20 2

200 房地产人才“双证融通”培养模式

研究
邹秀清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30 0.3

201
需求分析在非英语专业英语口语教

学中的应用--以江西财经大学现代

经济管理学院为例

陈 骋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30 0.1

202 管理信息系统双语课程的三维教学

目标研究与实践
廖述梅 信息管理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9 0.1

203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主旨下计算机科

学技术专业软件工程课程实践教学

研究

狄国强 信息管理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30 0.2

204 网络环境下高等数学引领式在线学

习研究
余达锦 信息管理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5-08 0.1

205
管理决策系列课程教学内容研究

——以江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专业

为例

万建香 信息管理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15 0.1

206 高校音乐即兴伴奏课程教学及教材

数字化研究
林 莉 艺术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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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新形势下经济学专业拔尖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
席小炎 经济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1-06 0.3

208 独立学院《计算机基础》课程分级

教学模式探索
张 红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30 0.1

209 项目驱动式教学课堂实施研究——
以环境影响评价课程为例

刘春英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1 0.2

210 旅游管理本科项目牵引式教学质量

评价研究与实践
曹国新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2 0.4

211
《大学语文》教学提升传统文化认

同的“四 R模式”——基于文化社

会学的视角

陈文钢 人文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4-10 0.2

212 市场营销专业“一训两段三模块”

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陆淳鸿 工商管理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30 0.4

213 独立学院《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

学研究
袁 立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8 0.1

214 江西财经大学“TMZ”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朱晓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1 0.3

215 地方财经类院校研究生培养模式研

究：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朱晓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16 1

216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实验教学体系

的建设与改革
李小侠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27 0.1

217 财经类院校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

交叉培养模式研究
蔡盈洲 人文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23 1

218 基于校友联动的大学创业教育体系

研究
蔡盈洲 人文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6 0.3

219 江西省独立学院青年教师成长研究 戴达远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6-3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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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基于优秀研究生成长机理的研究生

培养模式改革
季俊杰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1 0.4

221 "西方经济学"辅助教学工具研究--
以毕博平台为例

艾志红
现代经济管理学

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30 0.3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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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5-16 1

223 “三个课堂联动”、“六个一体化”

实验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吕 新 体育学院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2014-05-20 1

224 江西省苏区教育发展史研究 刘 涵 艺术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25 1.2

225 高校教师工作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

与方法研究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23 0.4

226 终身教育研究——以会计为例 刘 骏 会计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4-01-05 2.5

227 新专业目录下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的 SEM方法改进
郭 露 统计学院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4-06-30 0.8

228 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构建、实证

分析与提升对策
彭树宏 协同创新中心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4-06-30 0.8

229 铅山县石塘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研

究
胡海胜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 一般课题 2014-12-26 0.02

230 江西艺术生态与艺术区发展研究 徐 津 艺术学院 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 一般课题 2014-12-26 0.02

231 中国股市风险溢出效应的多分辨率

分析
方志军 信息管理学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014-12-01 10

232 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问题研究 杨飞虎 经济学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

项目
2014-02-22 3

233 价格离散条件下电商企业网络营销

绩效模糊评价研究
黎新伍 国际经贸学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

项目
2014-11-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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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移动互联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关键技

术研究（省级二类课题）
李钟华 信息管理学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

项目
2014-01-14 3

235
基于公平理论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

工城市融入机制研究——以环鄱阳

湖城市群为研究个案

杨华星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

项目
2014-11-01 3

236 基于MAS的丘陵山区土地利用多目

标协同模拟与调控研究
姚冠荣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

项目
2014-12-22 5

237 丘陵山区土地利用生态转型的动力

机制研究
谢花林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

项目
2014-12-22 5

238 中国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研

究
陶纪坤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

项目
2014-09-09 3

239 离散制造企业多层级精敏集成供应

链管理研究
吴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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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8-23 5

240 丘陵山区农地生态转型的发生机理

与调控策略研究
谢花林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特别资助

项目
2014-12-22 15

241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明代政府治理思

想研究
龚 贤 人文学院

江西省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
2014-11-01 5

242 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 荣 莉 会计学院
江西省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0 3

243 鄱阳湖地区关键性生态空间辨识与

调控模拟研究
谢花林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江西省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22 3

244 考虑回环度的离散制造企业物流动

线对接优化研究
吴 群 工商管理学院

江西省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
一般项目 2014-07-31 5

245 江西工业主要行业碳生产率测度研

究
徐 斌 统计学院

江西省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
一般项目 2014-12-10 5

246 江西财经大学师资与课程配备研究 毛小兵 统计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工作课题 2014-04-2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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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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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4-10-08 0.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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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4-12-10 0.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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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小钢 产业经济研究院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4-12-30 0.4

250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农业龙头企

业成长机理与扶持政策研究
卢福财 工商管理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4-12-31 7

25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资源、环境与社

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与

跟踪评价研究

刘满凤 协同创新中心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4-12-08 20

252 鄱阳湖生态经济指数及跟踪评价研

究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4-04-09 20

253 我国创意产业与民族文化融合研究 吴昌南 产业经济研究院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4-04-30 0.6

254 “孤岛”时期上海“洋旗报”的社

会动员研究——以《文汇报》为例
周立华 人文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4-11-05 0.6

255 网络著作权侵权赔偿价值评估研究 余炳文 经济学院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4-09-3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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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各类横向课题结项一览表

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委托单位

合同

金额

1 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项目 蔡 前 人文学院 中山大学科学调查中心 15.684

2 加快推进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 蔡升桂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3 经创世纪尽职调查分析报告 曾鸿志 金融学院 马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

4 线路资源代维管理系统 陈 辉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广州采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

5 学术不端与论文写作规范研究 陈 凌 法学院 江西华娱传媒有限公司 34

6 同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知识员工薪酬体系设计 陈思华 信息管理学院 上海同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0

7 创新工业园区体制机制推动全省工业园区转型升级 陈雁云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8 多元可持续的城镇化建设资金保障机制研究 陈雁云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9 江西重点产业布局规划与调整研究 陈雁云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10 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人口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研究 程 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11 江西省村落民俗体育文化的历史变迁及发展对策研究 崔开玲 体育学院 江西省体育局 10

12 旭远科技绩效管理体系构建研究 邓玉华 工商管理学院 南昌旭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5

13 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运营模式研究 丁菊玲 信息管理学院 抚州市众成商贸有限公司 21

14 《美国联邦法规数据库研究与建设》技术服务合同 范授冶 科研处 江西省标准化研究院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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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长天易科智能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会计电算化系统的改进研究 方 芳 会计学院 长天易科智能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20

16 江西省财政科技经费使用方式改革研究 桂荷发 金融学院 江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0.5

17 南昌县有线广播电视网络传输中心现代企业管理优化咨询项目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南昌县有线广播电视网络传输中

心
20

18 青山湖区“森林城乡、绿色通道”建设规划 胡海胜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青山湖农业水务局 14

19 企业发展规划服务合同 胡秋梅 信息管理学院
南昌市洪城大市场理想食品销售

中心
30

20 企业咨询服务委托合同 黄寒燕 信息管理学院 南昌市东欣实业有限公司 20

21 南昌市湾里区 2013-2020年商业网点规划 黄建军 国际经贸学院 湾里区商务局 9.6

22 南昌市 2012-2020年商业网点规划 黄建军 国际经贸学院 南昌市商业贸易委员会 46.5

23 江西省玉山县商业网点规划 黄建军 国际经贸学院 玉山县商业局 15

24 修江水利电力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税收筹划研究 黄杰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省修江水利电力勘察设计有

限责任公司
30

25 关于推进内外贸一体化问题研究的调研报告 黄 娟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省商务厅 1.1

26 南昌市印刷产业发展及中小企业对策研究 黄先明 国际经贸学院
南昌市西湖区恒兴图文快印（店）

公司
38

27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子课题任务合同书 江绍玫 统计学院 中国水稻研究所；安徽省农科院 34.94

28 江西省教育行业加入 GPA政策研究 蒋金法 校办公室 江西省教育厅 10

29 学术论文写作与规范研究 蒋岩波 法学院 南昌姚戴图书有限公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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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数据资源及知识库建设 蒋岩波 法学院
江西省工程咨询中心职工技术

协会
10

31 加快推进我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研究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32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报告项目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江西省政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

设办公室
20

33 南昌市财力格局调研报告 匡小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南昌市财政局 5

34 企业发展战略制定方法研究 乐 琦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昶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

35 音乐治疗在临床医学的实践与运用 雷 敏 艺术学院 南昌荣轩科技有限公司 20

36
茶艺文化与音乐艺术的融合——以南昌市协和昌茶艺馆的创新

经营模式为例
雷 敏 艺术学院 南昌瀚霖信泰科技有限公司 20

37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资金项目绩效评价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省财政厅 14.7

38 加快江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39 赣州财源建设研究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赣州市政府 10

40 关于在我市建立应收帐款流转市场的政策建议 李汉国 金融学院 南昌市政府参事室 0

41 关于加快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李汉国 金融学院 南昌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0

42 加快推进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 李汉国 金融学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43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做强做活投融资平台 李汉国 金融学院 南昌市委统战部、政府参事室 0

44 发展壮大我市工业投融资平台路径和方法研究 李汉国 金融学院 南昌市政府参事室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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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建立碳排放市场，构建低碳示范平台--建立我市碳排放市场调研

报告
李汉国 金融学院 南昌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0

46 芦溪县县级及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研究 李洪义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 70

47 斐麦斯少儿音乐培训市场策划与艺术指导 李 珺 艺术学院 江西斐麦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

48 景德镇瑶里梅岭生态度假区旅游策划 李文明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景德镇瑶里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13

49 对应分析理论及应用 李燕辉 统计学院 江西省统计局 0.15

50 浏阳花炮国际竞争力分析 李玉花 国际经贸学院
浏阳市青草军工

硝厂
1

51 昌九一体化发展规划 廖进球 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省鄱湖办 25

52 江西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路径和对策研究 廖进球 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53 江西省城镇化规划及配套政策项目 廖进球 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45

54 江西省“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期评估 廖进球 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30

55 南昌人口与城市发展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研究 刘 旦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万科益达置业有限公司 30

56 长武县土地整治规划编制 刘国英 会计学院 陕西咸阳市长武县国土资源局 30

57 宜春市口岸物流发展规划 刘浩华 工商管理学院 宜春市政府口岸管理办公室 10.5

58 江西振铂科技有限公司管理绩效的提升对策研究 刘 建 国际经贸学院 江西振铂科技有限公司 28

59 吉安市林脂板一体化产业发展总体规划与重大工程 刘伦武 经济学院 吉安市林业局 30

60 生态修复工程长效运行的管理体制实践研究 刘伟明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江苏江达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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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深圳市统计诚信体系建设 罗良清 统计学院 深圳市统计局 19

62 艺术中心演艺管理与运作 马 艳 艺术学院 南昌同声谐律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40

63 声乐艺术实践管理与运作 马 艳 艺术学院 南昌同声谐律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20

64 黄龙湾生态旅游项目可行性研究 缪燕燕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锦明环保有限公司 1

65 江西省冶金国际经贸公司内部控制问题研究 荣 莉 会计学院 江西省冶金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12

66 江西东润天然饮品有限公司产品营销渠道的优化研究 宋 武 国际经贸学院 江西东润天然饮品有限公司 20

67
关于万载县青林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产品营销渠道管理的优化研

究
汤晓军 国际经贸学院 万载县青林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36

68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年度调查（江西） 唐 斌 人文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

中心
8

69 江西省快递业发展分析及投资策略研究 涂淑丽 工商管理学院 江西垒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2

70 我国主要出口市场贸易壁垒研究 涂远芬 国际经贸学院 财政部 8.5

71 基于社会资本的销售市场分析 万建香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省九达实业有限公司 40

72 社会资本的环境经济效应研究 万建香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威鹏新材料有限公司 21

73 江西洪城环保公司网站开发 万 征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洪城水业环保有限公司 1

74 江西洪城环保污水厂出水水质公布系统开发 万 征 信息管理学院 南昌思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8.5

75 金蝶 ERP企业定制开发 万 征 信息管理学院 南昌金创科技有限公司 56

76 OTN、PTN在江西电网光网络组网模式研究 万 征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省电力科学研究院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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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The development of Identity Leadership Scale 汪新艳 工商管理学院 江西汇仁集团 25

78 南昌康维英输送设备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汪新艳 工商管理学院 南昌康维英输送设备有限公司 34

79 南昌恒木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研究 王 宏 会计学院
南昌市恒木建筑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
29

80 印花税票比较研究 王 乔 校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 20

81 促进节能的价格和财税政策研究 王 乔 校办公室 江西省财政厅 113.4

82 我国税收与 GOP关系问题研究 王 乔 校办公室 中国税务学会 25

83 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王 乔 校办公室 江西省财政厅 6

84 昌九一体化发展规划工作课题 王自力 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西省人民政府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建设办公室
25

85 珍珠产业经济学研究 魏 琳 杂志社 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

86 江西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与对策研究 温 锐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87 青山湖区十二规划中期评估 吴昌南 产业经济研究院 青山湖区发改委 4

88 共青城市手机产业发展规划 吴昌南 产业经济研究院 共青城市商务局 8

89 农村残疾人土地流转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吴军民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 10

90 鼓励非公经济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研究 吴志军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91 明年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重点与举措研究 吴志军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92 江西建工酒店策划报告 吴志军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江西省建工集团公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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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新余弘旺汽车制动器可研及节能评估项目 肖文海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新余弘旺汽车制动器有限公司 12

94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体系研究 谢花林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95
北方防沙带防风固沙生态系服务功能的变化评估及保护状况评

估
谢花林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
25

96 我国农村住区生态景观规划管理对策研究 谢花林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城市建设研究院 20

97
绩效积分制管理方法在江西汇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绩效管理实

践中的应用与实施
熊小斌 工商管理学院 江西汇仁药业集团公司 25

98 建立和完善省级宏观调控体系的研究 徐 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99 我省矿业权市场化配置改革研究 徐 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100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统计研究 徐 斌 统计学院 上犹县金鹏贸易有限公司 20

101 南昌瑞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装饰工程设计 徐 津 艺术学院 南昌瑞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

102 政府公共服务购买模式运行方式 许才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0.5

103 钢材流通企业供应链组织研究 杨波 3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新民实业有限公司 21

104 江西晶安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薪酬方案设计 杨 荣 金融学院 江西晶安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105
关于南昌大华橡胶厂委托江西财大信息管理学院开展课题研究

的合同
余达锦 信息管理学院 南昌大华橡胶厂 20

106 江西天地人和拓展训练规划 余 岚 体育学院 江西天地人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22

107 江西服务业发展现状、问题、对策分析 袁红林 国际经贸学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228

序

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委托单位

合同

金额

108 当代中国政府管制问题研究 袁明圣 法学院 南昌微加信息有限公司 20

109 关于降低农民生活成本的调查研究 张 鹏 经济学院 中国民主同盟江西省委员会 0.3

110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绩效体系构建与实施研究 张 蕊 会计学院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25

111 南昌市重大主题公园策划与发展规划 张湘赣 产业经济研究院
南昌市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
20

112 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办学的研究 张仲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5

113 江西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张仲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114 江西树木志编写 赵九洲 艺术学院 江西省林业厅 2

115 基于北京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标的金融职业认证制度研究 赵玉洁 金融学院
融仕天下国际教育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21.5

116 高安市朝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筑物权利问题研究 郑 洁 法学院 高安市朝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

117 吉安县竞争力研究 钟达祥 外国语学院 吉安县发改委 12

118 南昌市户外拓展培训市场发展之路研究 钟冬根 体育学院
江西省天拓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20

119 软件工厂实训平台的研究与示范应用 钟元生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 10

120 江西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范围、定位、重点和分工研究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121 实现“5335”目标的路径与方法 朱丽萌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南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8

122 文陂镇镇区总体规划合同书 邹勇文 人文学院 吉安市青原区文陂镇人民政府 20.8

123 鹰潭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研究 邹勇文 人文学院 鹰潭市民政局 2.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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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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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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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合作人
课题

类别

资助经费

（元）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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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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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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校级学生科研课题立项一览表

序号 学院 课题名称 姓名

14XS001 财税学院 “八项规定”对于南昌市餐饮业的影响 黄洪强

14XS002 财税学院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蛟桥园校区的出入门车辆管理调查

及优化研究
王艺蓉

14XS003 财税学院 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倪金龙

14XS004 财税学院 新余市公车改革调研及跟踪研究 戴 玮

14XS005 财税学院 我国开征环境税的难点研究 夏普云

14XS006 财税学院 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模式选择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谢维其

14XS007 财税学院 公共治理视域下居家养老服务专业化实现路径研究 夏 珺

14XS008 财税学院 中国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评价研究 袁春梅

14XS009 产业经济学院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用工短缺问题研究 王翠平

14XS010 产业经济学院
江西省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问题研究——基于耦

合协调模型
余 卉

14XS011 产业经济学院 江西省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袁 婷

14XS012 产业经济学院 金融支持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杨留洋

14XS013 产业经济学院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均衡发展研究——基于全省

趋同选择背景
李 力

14XS014 法学院 食品安全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陈 晴

14XS015 法学院 互联网金融监管问题--以第三方支付为例 王楚瑶

14XS016 法学院 行政法权下的公民隐私权保护-以合理行政原则为视角 肖德辉

14XS017 法学院 浅谈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 詹辉亮

14XS018 法学院 我国 P2P网络借贷风险防范法律机制研究 方 娜

14XS019 法学院 我国公序良俗原则在网络侵权行为中的适用问题研究 张 昊

14XS020
高等教育

研究所
大学课程标准建设研究：以江西财经大学商科为例 潘骁彤

14XS021 工商学院
大学生培训的“微学习”模式设计与应用——以江西财

经大学为例
吴宏娟

14XS022 工商学院
江西省科技型小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的研究
汤 和

14XS023 工商学院 非外语专业学生第二外语学习现状分析 钟 伟

14XS024 工商学院 江西省中小企业高管组织治理能力研究 李章森

14XS025 工商学院
大学生创业营销策略研究——以创业孵化中心入孵企

业为例
甘 娜

14XS026 工商学院
大学生创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及对策—以财达创

翼为例
张滢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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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课题名称 姓名

14XS027 国际学院
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业的冲击及发展

前景
马慧芹

14XS028 国际学院 单独二胎配套政策的方向探讨——以江浙沪为例 范智超

14XS029 国际学院
基于 MOOC 运营模式下对中小学支教平台（模式）的

探索
陈 鑫

14XS030 国际学院 井冈山红色旅游战略转型研究 王 喆

14XS031 国际学院 南昌高校学术性社团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胡文涛

14XS032 国际学院 手机打车软件用户采纳研究——以南昌地区为例 蓝 捷

14XS033 国际学院 我国金融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 黄雅琦

14XS034 国际学院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中国英语热发展趋势研究 刘慕冉

14XS035 国际学院 新交通网络县域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 胡 睿

14XS036 国贸学院 政府政策对 ITO产业效用的实证分析-以南昌市为例 谢小帆

14XS037 国贸学院 江西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优势与困难研究 陶 翔

14XS038 国贸学院
基于网络环境下的大学生个性化服装设计及营销模式

研究
王瑞康

14XS039 国贸学院 中国出口逆向技术外溢与省域 TFP空间维度分析 周春林

14XS040 国贸学院 江西油茶规模化经营对出口竞争的影响研究 曹 阳

14XS041 国贸学院 江西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研究 马英杰

14XS042 国贸学院 江西生态文明示范省建设的难题研究 段 颖

14XS043 国贸学院 基于客户价值的移动电商客户分类研究 陈 晨

14XS044 国贸学院 江西省昌九自贸区的可行性分析 李巧燕

14XS045 国贸学院 不完全电子商务绩效的评价与提升研究 叶晗堃

14XS046 会计学院 城镇化建设的资金缺口及融资方略——以赣州为例 夏元冲

14XS047 会计学院 大学生廉价兼职问题探析——以南昌高校为例 陈娉婷

14XS048 会计学院 电子商务市场中的羊群效应探究——以团购网站为例 宋艺纯

14XS049 会计学院
对大学特色专业体验班的探究——以江西财经大学为

例
杜梦婷

14XS050 会计学院
对高校出早勤机制的调查研究——以江西财经大学早

点到为例
吴丹丹

14XS051 会计学院 高校社团活动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内部机制研究 唐帅琦

14XS052 会计学院 高校学生干部问题调研及分析 王瑞睿

14XS053 会计学院 公务员退休金改革问题研究 康慧琳

14XS054 会计学院 基于创新型商业模式的傩文化保护和传承研究 苗馨月

14XS055 会计学院 南昌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付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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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课题名称 姓名

14XS056 会计学院
农业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以江西汪氏蜂蜜集团

例
严家琦

14XS057 会计学院
提升会计专业学生实务应用能力问题研究——以江西

财经大学为例
龚 明

14XS058 会计学院 创业孵化基地在大学生创业中的功能与成效研究 高梦捷

14XS059 会计学院 基于供需理论的国企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机理的研究 张齐文

14XS060 会计学院
基于生命周期的高科技企业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相关

性研究
沈福洪

14XS061 会计学院 基于云计算的 XBRL在集团财务管理中的应用探讨 段 延

14XS062 会计学院 基于 EVA的企业价值评估实证研究 刘明月

14XS063 会计学院
基于价值链的制造业营运资金管理策略与绩效实证研

究
邵多多

14XS064 会计学院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传统金融业发展战略研究 王杙帆

14XS065 会计学院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过度投资的相关性研究 王 超

14XS066 会计学院 基于互联网金融风险情境下余额宝财务战略研究 朱玄迪

14XS067 会计学院 江西居民消费特征与扩大消费的对策研究 徐 野

14XS068 金融学院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发展电商平台研究 王金洋

14XS069 金融学院
沪港通背景下A+H股票价格预测--基于内在价值论的研

究
谢仁非

14XS070 金融学院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分析 与面临的选择 张 越

14XS071 金融学院 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问题研究 倪珍香

14XS072 经济学院 南昌市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现状与产业升级研究 张哲谈

14XS073 经济学院
基于财产权视角的农用地承包权流转研究----以江西省

南丰县为例
黄瑜南

14XS074 经济学院
南昌地铁建设对周边住宅类房地产价格影响的实证研

究
罗玉帆

14XS075 经济学院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江西土地流转绩效评价研究 毛 文

14XS076 经济学院 江西外商投资区位配置的经济效应分析 熊 毅

14XS077 旅城学院 海涂围垦区土壤盐分三维时空变异性研究 黄 毓

14XS078 旅城学院 基于生态敏感性评价的湖泊湿地旅游环境容量研究 刘海青

14XS079 旅城学院 城市绿化植物生态功能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汪春燕

14XS080 旅城学院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保障机制研究 熊思维

14XS081 旅城学院 大学生就业与区域选择偏好关系的调查与分析 熊小叶

14XS082 旅城学院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风险向房地产金融风险传导的博弈

机制分析
张倩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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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课题名称 姓名

14XS083 旅城学院
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抵押风险因素识别及其防范机制

构建
周梦思

14XS084 旅城学院
江西旅游目的地“门票经济”转型研究——以江西婺源

为例
贺艳芳

14XS085 旅城学院
共青城市创业文化旅游开发研究——基于大学生创业

教育视角
徐苾雯

14XS086 旅城学院
南昌市城市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评估——以

艾溪湖湿地为例
杨庭逍

14XS087 旅城学院 探究建筑垃圾作为筑路主材的可能性 张 聪

14XS088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大学生志愿服务机制建设研究 陈 娜

14XS089
鄱湖生态研究

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与调控研究 刘桂英

14XS090 人文学院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刘水展

14XS091 人文学院 江西卫视喜剧类综艺节目发展研究 曾妍沁

14XS092 人文学院
增能视角下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研究——以南昌市青云

谱区为例
周珊珊

14XS093 人文学院
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的动机研究——以南昌市高校为

例
丁少芬

14XS094 人文学院 基于组织承诺的 NPO志愿者管理模式研究 高天童

14XS095 软通学院 校园助手 阮婷婷

14XS096 软通学院 移动情景感知学习下的教师评价模型研究 王晶晶

14XS097 软通学院 情景感知下的团队学习策略研究 孔 瑶

14XS098 软通学院 校园电子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吴 峰

14XS099 软通学院 基于知识发现的分布式网络爬虫探究 朱运运

14XS100 软通学院 基于大数据库技术的用户购买行为推荐研究 钟 杰

14XS101 软通学院 基于复杂网络的微博社区用户影响力评价模型研究 朱先水

14XS102 体育学院 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可行性研究 刘家亮

14XS103 统计学院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校园行”文化建设的研究 陈玉琳

14XS104 统计学院 江西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合意性研究 丁 颖

14XS105 统计学院 基于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的医疗服务质量评价研究 王浩然

14XS106 统计学院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测评研

究
姜雯昱

14XS107 统计学院 余额宝能走多久 李彭忠

14XS108 外国语学院 语料库视角下的经济文本翻译研究 朱 琦

14XS109 信管学院 基于非均匀初始资源配置的电子商务推荐多样性研究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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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课题名称 姓名

14XS110 信管学院 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甘敬义

14XS111 信管学院 中部六省环境承载力测算 刘 奇

14XS112 信管学院 基于性别识别的智能广告机 刘 威

14XS113 信管学院 基于 VAR 模型的江西省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实证研究 程丽雯

14XS114 信管学院
江西省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发展的实

证研究
彭永樟

14XS115 艺术学院
以湖南卫视《我是歌手》栏目为例论我国当代流行音乐

产业的发展
胡 翔

14XS116 艺术学院 湖北长阳巴山舞的现状分析与展望 姜雅丽

14XS117 艺术学院 自发电鼠标设计 王 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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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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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所属

单位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

时间
刊物类型

1
scheduling to minimize the maximum total completion time
per machine

万龙
信息管理

学院

万龙,ding zhi hao(外),li,yp等
(外) 2014-12-01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2
Clustering of intraday order-sizes by uninformed versus
informed trades

RyanGa
rvey

金融管理

国际研究

院

RyanGarvey(外),吴飞 2014-12-01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3 On the security of symmetric ciphers based on DNA coding
Yushu
Zhang

信息管理

学院

Yushu Zhang(外),xiao,d(外),
温文媖,WONG,K W(外) 2014-11-28

SCI检索期刊 2区,国
际著名权威期刊 A

4
A block-based layer building approach for the 2D guillotine
strip packing problem

魏丽军
信息管理

学院

魏丽军, TIAN,T(外),
zhu,wb(外),lim,a(外) 2014-11-16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5
Salient Region Detection by Fusing Bottom-up and Top-down
Features Extracted from a Single Image

田华伟
信息管理

学院

田华伟(外),方玉明,Yao
Zhao(外),Weisi
Lin(外),Rongrong

Ni(外),Zhenfeng Zhu(外)

2014-10-01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6
Qualifying for a government's scrappage program to stimulate
consumers'trade-in transcations

黄健
信息管理

学院

黄健(外),冷明明(外),梁丽萍

(外),罗春林
2014-10-01

EI检索权威期刊,国
际著名权威期刊 A

7
Video Saliency Incorporating Spatiotemporal Cues and
Uncertainty Weighting

方玉明
信息管理

学院

方玉明,Zhou Wang(外),
Weisi Lin(外),方志军

2014-09-01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8
A goal-driven prototype column generation strategy for the
multiple container loading cost minimizat

魏丽军
信息管理

学院

魏丽军,Zhu Wenbin(外),
Andrew Lim(外) 2014-08-15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9 Leadership as social identity management
Niklas
K.

Steffens

工商管理

学院

Niklas K. Steffens(外),
Alexander Haslam(外), Stephen

D. Reicher(外),Michael J.
Platow(外),Katrien Fransen(外),

杨杰

2014-07-17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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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aliency detection for stereoscopic images 方玉明
信息管理

学院

方玉明,Junle Wang(外),Manish
Narwaria(外),Patrick Le
Callet(外),林维斯(外)

2014-06-01 国际著名权威期刊 A

11 中国预算法实施的现实路径 蒋悟真 法学院 蒋悟真 2014-9-10
国内著名权威 A+、
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2
A peturbed algorithm for a system of variational inclusions
involving H (center dot, center dot)-

唐国吉
信息管理

学院
唐国吉(外),汪星 2014-04-23

SCI检索期刊 3区,国
际著名权威期刊 A

13
Supply chain analysis under a price-discount incentive
scheme for electric vehicles

罗春林
信息管理

学院

罗春林,冷明明(外),黄健,梁丽萍

(外) 2014-03-01
EI检索权威期刊,国
际著名权威期刊 A

14 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 饶晓辉 经济学院 饶晓辉,刘方(学) 2014-11-25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5 马克思的劳动本质属性思想 张定鑫
马克思

主义学院
张定鑫 2014-07-25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6 技术创新、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唐未兵 杂志社 唐未兵(外),傅远海(外),王展祥 2014-07-02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7
民法视野下的人体法益构造——以人体物性的科技利用为

背景
汪志刚 法学院 汪志刚 2014-03-07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8 论地方债的预算约束机制 匡小平

财税与公

共管理

学院

匡小平,蔡芳宏 2014-01-08
国内著名权威期刊 A,

核心期刊

19
效用可度量性假设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省略——基于公理化

体系自洽性原则的解析
周海欧 经济学院 周海欧 2014-12-2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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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Stock liquidity and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熊家财 会计学院 熊家财,sudongwei(外) 2014-12-18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21 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与财政努力研究 王峥 杂志社 王峥(外),周全林 2014-12-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22 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产品质量研究：2002-2012 李有 杂志社 李 有 2014-12-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23 唐代的请托及其法律治理困境 谢红星 法学院 谢红星 2014-12-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24 浅析家庭伦理情感剧的叙事策略 刘涵 艺术学院 刘涵 2014-12-1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25 油画作品－静物 2014（封底） 阳小毛 艺术学院 阳小毛 2014-12-1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26 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全球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俊杰 杂志社 王俊杰,史丹(外),张成(外) 2014-12-09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27 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变化轨迹和现实考量 李春根

财税与公

共管理

学院

李春根,夏珺 2014-12-04
核心期刊,CSSCI核心

库,国内一般权威期

刊 B

28 大数据时代的哲学变革 黄欣荣
马克思

主义学院
黄欣荣 2014-12-03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29 营改增的效应分析 王乔 校办公室 王乔,伍红 2014-12-02
核心期刊,CSSCI核心

库,国内一般权威期

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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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QWS-Rank：一种新颖的 XML关键词搜索结果排序方法 刘喜平
信息管理

学院
刘喜平 2014-12-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31 股票流动性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熊家财 会计学院 熊家财,苏冬蔚(外) 2014-11-2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32 WTO规则溢出的隐患及中国应对 李秀香
国际经贸

学院
李秀香,吕飞(学) 2014-11-2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33 论华兹华斯的诗与科学共生思想 谢海长
外国语

学院
谢海长 2014-11-18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34 中国体育发展方式历史沿革研究 易剑东 体育学院 易剑东,任慧涛(学),朱亚坤 2014-11-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35 文化产业的产业关联研究 梅国平 经济学院 梅国平(外),封福育 2014-11-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36 软件缺陷预测经验共享:一种迁移学习方法 吴方君
信息管理

学院
吴方君 2014-11-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37 基于迂回生产与智力资本的企业价值创造内在机理研究 袁业虎 会计学院 袁业虎 2014-11-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38 局部线性趋势模型单位根检验量分布与 Bootstrap 检验 江海峰 统计学院 江海峰(学),陶长琪,汪忠志(外) 2014-11-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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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环境污染的治理路径与可持续增长：“末端治理”还是“源

头控制”？
刘伟明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

院

刘伟明 2014-11-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40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理论与中国经验 封福育 经济学院 封福育 2014-11-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41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体制改革历程：一个文献综述 黄杰华

财税与公

共管理

学院

黄杰华 2014-11-1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42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公共性问题研究 何植民

财税与公

共管理

学院

何植民 2014-11-0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43
开放型经济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双重价值对国际贸易的

影响———以增量财产权为视角
徐光华 法学院 徐光华,王宇松(外) 2014-11-0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44 一种集成区间逼近理想点主观信任模型 徐军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徐军,钟元生 2014-11-03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45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财税支持体系设计 黄先明
国际经贸

学院
黄先明,肖太寿(外) 2014-11-02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46
绿色技术创新的最优规制结构研究――基于研发支持与环

境规制的双重互动效应
何小钢

产业经济

研究院
何小钢 2014-11-02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47
中国生物农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测度及提升路径—基于三

阶段 DEA模型的分析
季凯文

信息管理

学院
季凯文(学),孔凡斌 2014-11-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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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国地方体育产业政策比较研究 郑志强 体育学院 郑志强 2014-10-3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49 庐山旅游者罩及其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李文明

旅游与城

市管理

学院

李文明,钟永德(外),蔡升桂,
李向明,唐文跃,徐沅林

2014-10-26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50
地形和区位因素对农户林地投入与产出水平的影响—基于

8省（区）1790户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孔凡斌

鄱阳湖生

态经济

研究院

孔凡斌,廖文梅(学) 2014-10-2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51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分析及应对措施 万海芳

软件与通

信工程

学院

万海芳(外),刘细发 2014-10-24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52 论我国税收犯罪的刑事政策 徐光华 法学院 徐光华,艾诗羽(学) 2014-10-16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53 基于扎根理论的旅游景区故事营销理论建论 许基南 教务处 许基南,余可发 2014-10-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54
分类分批强制实施企业内控规范体系效果研究——基于盈

余管理程度的视角
荣莉 会计学院 荣莉,李江涛(学) 2014-10-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55 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是否有价值 汪洋 金融学院 汪洋 2014-10-1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56 基于社会学习的创新扩散模型构建与实证 杜宾
信息管理

学院
杜宾 2014-10-09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

库,CSSCI核心库,核
心期刊

57 二阶数乘问题的一个最优算法 万龙
信息管理

学院
万龙 2014-10-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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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公众舆论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扩张适用 徐光华 法学院 徐光华 2014-10-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59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 许正松

鄱阳湖生

态经济

研究院

许正松(学),孔凡斌 2014-09-27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60
系统发展管理对策的子系统流位反馈环结构分析确定法

——以银河杜仲经济生态系统现代农业区建设为例
丁雄

软件与通

信工程

学院

丁雄,王翠霞,贾仁安(外) 2014-09-2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

库,CSSCI核心库,核
心期刊

61 竞技体育中规则利用与参赛者行为 刘淑英 体育学院 刘淑英 2014-09-2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62 大数据对科学方法论的发展 黄欣荣
马克思主

义学院
黄欣荣 2014-09-18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63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签订及对两岸经贸的影响分析 袁红林
国际经贸

学院
袁红林,蒋含明 2014-09-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64
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基于动态面板的

经验分析
傅元海 杂志社 傅元海(外),叶祥松(外),王展祥 2014-09-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65
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及其非合伙人之间民

事责任的配置研究
蒋尧明 杂志社 蒋尧明 2014-09-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66 以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 王俊杰 杂志社 王俊杰 2014-09-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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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移动 O2O商务线下商家采纳行为研究 李普聪

软件与通

信工程学

院

李普聪,钟元生 2014-09-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68
略论宋代政府经济管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基于市场性

政策工具的视角
方宝璋 会计学院 方宝璋 2014-09-15

核心期刊,CSSCI核心

库,国内一般权威期

刊 B

69 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优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万莹

财税与公

共管理

学院

万莹 2014-09-1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70 中国企业所得税收入能力及税收努力估计：2002-2011 杨得前

财税与公

共管理

学院

杨得前 2014-09-06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71 带未知异方差广义空间模型的有效估计 陶长琪 统计学院 陶长琪,杨海文(学) 2014-09-0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72 税收立法前评估:评估什么与如何评估 易有禄 法学院 易有禄 2014-09-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73 半强制性分红政策与经营活动现金流操控 周冬华 会计学院 周冬华,赵玉洁 2014-09-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74 对农村电视与地方演艺跨界融合的思考 周立华 人文学院 周立华,张春朗(外) 2014-09-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75 城市公共环境导向标识系统设计研究 李民 艺术学院 李民 2014-08-3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76 重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本质问题 张定鑫
马克思

主义学院
张定鑫 2014-08-26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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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环境约束下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

GWR 模型的实证分析
齐亚伟

信息管理

学院
齐亚伟,陶长琪 2014-08-2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78 我国服务业生产效率区域差异的实证研究 吴昌南
产业经济

研究院
吴昌南,陈小兰(学) 2014-08-2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79 空间计量模型选择及其模拟分析 陶长琪 统计学院 陶长琪,杨海文(学) 2014-08-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80 中国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与出口学习效应研究 涂远芬
国际经贸

学院
涂远芬 2014-08-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81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业绩评价问题研究 张蕊 会计学院 张蕊 2014-08-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82 产业集群企业间心理契约、信任与网络学习效果研究 蔡文著
工商管理

学院
蔡文著,杨慧 2014-08-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83 全国 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收入与价格的实证分析 王乔 校办公室 王乔,王丽娟 2014-08-05
核心期刊,CSSCI核心

库,国内一般权威期

刊 B

84 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效率测度及提升策略 熊正德

财税与公

共管理

学院

熊正德(外),丁露(外),万军 2014-08-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85 事务所轮换与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的成效对比研究 谢盛纹 会计学院 谢盛纹,闫焕民(学) 2014-07-28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86 民主、投资与经济增长 习明明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

院

习明明,张进铭 2014-07-2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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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聚合 Nyberg_Rueppel 签名数据的一种源自治系统认证方

法
杨波 3

信息管理

学院
杨波 3 2014-07-16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88
事权、财权与政策规制：对中国体育公共财政的批判性阐

释
易剑东 体育学院 易剑东,任慧涛(学) 2014-07-15

核心期刊,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89 论电视剧批评的话语转向与重构 蔡盈洲 人文学院 蔡盈洲 2014-07-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90 顾客—员工消极情绪感染机制研究 占小军
工商管理

学院
占小军 2014-07-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91
基于演进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业绩评价若干理论问

题研究
张蕊 会计学院 张蕊 2014-07-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92
中国各省区资本流动能力再检验:基于广义空间计量模型

的分析
王守坤 经济学院 王守坤 2014-07-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93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关键因素——兼评中

国大国地位“赐予”说
温锐

马克思

主义学院
温锐,陈涛(学) 2014-07-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94 资本主义积累、阶级冲突与劳动市场失衡 黎贵才

财税与公

共管理

学院

黎贵才(外),卢荻(外),陶纪坤 2014-07-07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95 中国税收收入规模与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 杨得前

财税与公

共管理

学院

杨得前 2014-07-06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96 基于社交网络的个性化推荐技术 张富国
信息管理

学院
张富国 2014-07-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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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Dividend policy and cash flow manipul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会计研究英文版）

周冬华 会计学院 周冬华,赵玉洁 2014-07-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98 基于过完备字典的体域网压缩感知心电重构 彭向东

软件与通

信工程

学院

彭向东,张华(外),刘继忠(外) 2014-07-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99 一种基于位图计算并行挖掘大数据频繁模式算法 陈辉

软件与通

信工程

学院

陈辉 2014-07-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100 一种基于有限状态机的测试路径生成方法 钱忠胜
信息管理

学院
钱忠胜 2014-07-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01 国际粮食市场格局演化与我国的策略选择 吴朝阳
国际经贸

学院
吴朝阳 2014-06-2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02 节能减排税收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席卫群

财税与公

共管理

学院

席卫群 2014-06-18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103
我国公共投资最优规模探析——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视

角
杨飞虎 经济学院 杨飞虎,伍琴(外) 2014-06-16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04 经济发展、财政自给与税收努力 杨得前

财税与公

共管理

学院

杨得前 2014-06-16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05 中部六省科技投入与创新能力比较 姚林香

财税与公

共管理

学院

姚林香,黄菊萍(学) 2014-06-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06 国家审计与地方政府治理：作用与路径 廖义刚 会计学院 廖义刚 2014-06-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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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媒体负面报道、诉讼风险与审计费用
校外人

员
会计学院

校外人员(外),刘启亮(外),
赵超(外),廖义刚,陈汉文(外) 2014-06-12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08 绿沐之韵（封底） 温强 艺术学院 温强 2014-06-1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109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经济指数评价 黄和平

鄱阳湖生

态经济

研究院

黄和平,彭小琳(学),孔凡斌,
张利国

2014-06-05
核心期刊,CSCD核心

库,国内一般权威期

刊 B

110 支持 RFID对象包含关系追溯的几何向量编码策略, 廖国琼
信息管理

学院
廖国琼,万齐智(外),蒋剑,万常选 2014-06-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111 移动 Ad hoc网络混合检查点策略 廖国琼
信息管理

学院

廖国琼,熊安晋(学),狄国强,
万常选,夏家莉

2014-06-01

EI检索权威期刊,国
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112 国际知识守门人理论研究与演化 廖进球
协同创新

中心
廖进球,陈洪章(学) 2014-06-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113 定向增发、控股权性质与产业升级效应分析 严武

金融管理

国际研究

院

严武,李佳,刘斌斌(外) 2014-05-3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114 单位根检验中的Wald检验量研究 陶长琪 统计学院 陶长琪,江海峰(学) 2014-05-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

库,CSSCI核心库,核
心期刊

115
旅游开发背景下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对其迁居意愿的影响

——以婺源古村落为例
唐文跃

旅游与城

市管理

学院

唐文跃 2014-05-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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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SNA的修订与中国非营利机构核算的改进 李海东 统计学院 李海东 2014-05-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17 湿地植物根表铁膜研究进展 刘春英

旅游与城

市管理

学院

刘春英,陈春丽(外),弓晓峰(外),
周文斌(外),杨菊云(外) 2014-05-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118 基础设施产业特许经营的政策规范（字数不够） 陈富良 经济学院 陈富良 2014-05-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19 1960年江西省地方经济建设公债述略 刘晓泉
马克思

主义学院
刘晓泉 2014-05-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20 换“所”不换“师”式变更的原因及经济后果 谢盛纹 会计学院 谢盛纹,刘杨晖(学) 2014-05-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121 深化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路径选择 于瀚尧 校办公室 于瀚尧(外),王乔 2014-05-02
核心期刊,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122 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多元化经营与地方政府干预 章卫东 会计学院
章卫东,程志策(学),周冬华,

张洪辉
2014-05-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23 金融机构破产中税收债务优先清偿规则的反思与修正 巫文勇 法学院 巫文勇 2014-04-23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24 “三位一体”监管视角下的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绩效研究 吕江林 金融学院 吕江林,黄光(学) 2014-04-22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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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欧洲对“少数民族”概念的界定探析 杨友孙
马克思

主义学院
杨友孙 2014-04-2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26 美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探析及对我国的借鉴 聂平香

财税与公

共管理

学院

聂平香(外),戴丽华 2014-04-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27 基于粒子群优化的测试数据生成及其实证分析 毛澄映

软件与通

信工程

学院

毛澄映,喻新欣(学),薛云志(外) 2014-04-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128 中国省域经济集聚性与污染集聚性趋同研究 刘满凤
协同创新

中心
刘满凤,谢晗进(学) 2014-04-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29
消费网络外部性、文化亲近与文化产品贸易——基于中国

双边文化产品贸易的实证分析
汪 颖

国际经贸

学院
汪颖,黄建军 2014-04-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130 中国（上海）自贸区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及法治对策 唐健飞 法学院 唐健飞 2014-04-1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31 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目标和主要特征 裴长洪
国际经贸

学院
裴长洪(外),郑文 2014-04-10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32 企业战略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辩证逻辑 吴照云 校办公室 吴照云,余长春(外) 2014-04-09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33 农村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设计 王 悦

财税与公

共管理

学院

王悦(学),赵万水 2014-04-04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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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面向混合关键词查询的非合作结构化深网数据源选择 万常选
信息管理

学院

万常选,邓松,刘德喜,江腾蛟,
刘喜平

2014-04-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135
从美国国民账户的调整看研发资本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

响
魏和清 统计学院 魏和清 2014-03-2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136
人眼视觉感知特性的非下采样 Contourlet变换域多聚焦图

像融合
杨 勇

信息管理

学院

杨勇,郑文娟(学),黄淑英,
方志军,袁非牛

2014-03-16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137 硝酸膨化改性对石油焦基活性炭超级电容器性能的影响 邓梅根

新能源技

术与应用

研究中心

邓梅根,王仁清,冯义红 2014-03-15

SCI检索期刊 4区,国
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138 中国画《言秋》(封底) 黄松涛 艺术学院 黄松涛 2014-03-1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139
基于城市记忆的文化旅游地游后感知维度分异——以南京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为例
周 玮

旅游与城

市管理

学院

周玮(外),黄震方(外),唐文跃,
沈书彦(外) 2014-03-06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40 着力增强国民幸福感（1500字，计 2分，核心等级） 周海欧 经济学院 周海欧 2014-03-06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141 去工业化、经济发展与中国产业路径选择 王小平 校办公室 王小平,王一新(外) 2014-03-05
核心期刊,国内一般

权威期刊 B

142 中国化肥消费强度变化驱动效应时空差异与影响因素解析 潘 丹

鄱阳湖生

态经济研

究院

潘丹 2014-03-04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43 大数据时代的电视剧营销 蔡盈洲 人文学院 蔡盈洲 2014-03-01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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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政策调控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循环与债务危机识别 胡援成

金融管理

国际研究

院

胡援成,张朝洋(外) 2014-02-28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145 反垄断实施宽严特征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王自力
产业经济

研究院
王自力,王岳龙,阮敏 2014-02-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146 我国资源性商品出口规制的困境及其完善 黄建军
国际经贸

学院
黄建军,王宏瑞(学) 2014-02-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47 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许统生
国际经贸

学院
许统生,张毓卿(学) 2014-02-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148 城市晚报：定价虚假发行与规制政策 吴昌南
产业经济

研究院
吴昌南 2014-02-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49 仅忠于组织而不忠于主管对组织有益吗？ 李胜兰
工商管理

学院
李胜兰,陈小锋,高日光 2014-02-13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150 略论中国古代上计制度中的审计职能 黄文德 会计学院 黄文德,方宝璋 2014-02-05
核心期刊,CSSCI核心

库,国内一般权威期

刊 B

15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公共服务市场化程度研究——以教育、

医疗和生态保护为例
罗青林 外校单位 罗青林(外),蒋金法 2014-01-15

核心期刊,CSSCI核心

库,国内一般权威期

刊 B

152
国际合作供给全球公共品的制度设计研究——兼论中国参

与的路径选择
杨 伊 外校单位 杨伊(外),蒋金法 2014-01-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
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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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微时代的电视剧接受 蔡盈洲 人文学院 蔡盈洲 2014-01-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54 面对损失厌恶顾客的零售商订货定价策略及激励问题 柳 键
信息管理

学院
柳键,邱国斌(外),黄健 2014-01-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155 无专利保护产业中创新与模仿研究 吴昌南
产业经济

研究院
吴昌南 2014-01-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56 基于完全偏好序信息的严格双边匹配方法 樊治平
信息管理

学院
樊治平(外),乐琦 2014-01-15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SCI核心库,核心

期刊

157 城市复合生态及生态空间管理 王如松

鄱阳湖生

态经济研

究院

王如松(外),李峰(外),韩宝龙

(外),黄和平,尹科(外) 2014-01-02
国内一般权威期刊

B,CSCD核心库,核心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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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务外包风险管理研究——面向生

命周期
程淑珍 程淑珍 专著 22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12-31 会计学院

2 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成本战略研究 陈明坤 陈明坤 专著 21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12-30 会计学院

3 产业集群与园区经济 刘小铁 刘小铁 专著 27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4-12-29 工商管理学院

4 全球流动性过剩与中国输入型通胀

研究
王俊杰 王俊杰 专著 14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12-28 杂志社

5
网络营销绩效的模糊评价与提升研

究 ——以深圳市跨境电商企业为

例

黎新伍 黎新伍 专著 15.5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12-25 国际经贸学院

6 大学生个性化体质健康促进研究 余岚 余岚 专著 15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12-25 体育学院

7 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研究 韩玉澎 韩玉澎,谢征(外) 专著 20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12-22 艺术学院

8 金融证券法案列研究 巫文勇 巫文勇 编著 30 兴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12-22 法学院

9 中国税制 王乔

王乔,姚林香,
朱门添,席卫群,
万莹,伍红,

黄桂香,伍云峰

国家级规

划教材
20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12-22 校办公室

10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舒辉 舒辉 编著 30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12-20 工商管理学院

11 四部分类法的生成、演变及其与文

化政策（西汉）之关联研究
何发甦

何发甦(外),
蔡盈洲

专著 20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12-19 人文学院

12 中国组织中同事信任对个体工作绩

效的作用机理研究
李敏 李敏 专著 12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12-17 工商管理学院

13 海峡两岸贸易成本及其效应研究 蒋含明 蒋含明 专著 10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12-16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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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鄱 阳 湖 生 态 经 济 区 发 展 报 告

（2010-2013） 孔凡斌

孔凡斌,张利国,
张宁,陈胜东(学),
王晶(学),熊凯

(学),吴雄平(学),
廖文梅(学),潘丹,

徐正松(学)

专著 14.3 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4-12-17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15
传统反垄断规则在互联网行业适用

的冲突与协调——基于奇虎诉腾讯

案件的思考

张志伟 张志伟 专著 20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12-15 法学院

16 跨国公司竞争优势最大化：国际产

业转移的一种新解释
陈琦 陈琦 专著 17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12-15 国际经贸学院

17
企业应对行为对消费者-品牌关系

断裂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可辩解

型产品伤害危机

钟岭 钟岭 专著 11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12-15 工商管理学院

18 信息产业成长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

级的作用机制
陶长琪 陶长琪,齐亚伟 专著 30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12-15 统计学院

19 全球养老金危机：空账及其填补方

式
万谊娜 万谊娜,陈少平 译著 25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12-15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20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ment in China 李玉花 李玉花 专著 3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12-13 国际经贸学院

21 丰田精益管理：生产事故防范 陶永进 陶永进 编著 15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12-11 工商管理学院

22 道德与企业虚拟资本创新管理 徐鸣 徐鸣 专著 22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12-10 杂志社

23 公司法案例研究 秦守勤 秦守勤 一般教材 30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4-12-10 法学院

24 民国时期印花税制研究 戴丽华 戴丽华 专著 20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12-10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25 演讲与口才 陈丽萍 陈丽萍 编著 35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12-08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26 丰田精益管理：物料与仓储管理 徐健 徐健 编著 20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12-05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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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环境约束下的要素集聚与区域经济

可持续发展
齐亚伟 齐亚伟 优秀专著 2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12-04 信息管理学院

28 丰田精益管理：职业健康安全 徐健 徐健,陶思奇(学) 编著 30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12-02 工商管理学院

29 简明西方经济学 贾宝和
贾宝和,黄勇辉,
万小影,吴军民

一般教材 20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12-02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30 上市公司治理溢价检验及其形成机

制研究
赵玉洁 赵玉洁 专著 25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12-01 金融学院

31 特大型有色金属企业经营业绩评价

指标体系研究
李宁 李宁 专著 17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12-01 会计学院

32 民生视野下的艺术设计 徐津 徐津 专著 18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12-01 艺术学院

33 中国民间玩具器形的意与趣 刘涵 刘涵 专著 21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2-01 艺术学院

34 外部审计监督与投资效率：基于投

资机会集视角的研究
廖义刚 廖义刚 专著 22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12-01 会计学院

35 潜变量建模视阈下房地产特征价格

指数研究
郭露 郭露 专著 14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12-01 统计学院

36 《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

理论大纲
许光伟 许光伟 专著 9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12-01 经济学院

37 我国公共投资效率问题研究 杨飞虎 杨飞虎 专著 23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12-01 经济学院

38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产业模块化培

育研究
戴爱明 戴爱明 编著 10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12-01 国际经贸学院

39 技术标准战略：基于创新融合的视

角
舒辉 舒辉 专著 21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12-01 工商管理学院

40 对外贸易与区域生态建设：机理、

方法及案例研究
戴明辉 戴明辉 专著 18.6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11-30 国际经贸学院

41 泛在商务环境下的信息聚合与推荐 刘启华 刘启华 专著 20.5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11-25 信息管理学院

42 国际商会信用证案例评析 王善论 王善论 编著 45.2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11-25 国际经贸学院

43 新制度经济学教程（第二版） 袁庆明 袁庆明 一般教材 55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4-11-25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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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金融数据起伏波动模型 王清生 王清生 专著 10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11-25 金融学院

45 人员测评理论与技术 高日光 高日光,郭英 一般教材 20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11-20 工商管理学院

46 破坏性领导行为研究 高日光 高日光 专著 20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11-20 工商管理学院

47 基于国际比较的我国药品安全管制

模式研究
吴晓东 吴晓东 专著 17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11-17 国际经贸学院

48 明代公务员管理 龚贤 龚贤 专著 22.6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11-15 人文学院

49 公司组织与管理（第二版） 钟运动

钟运动,宋丽丽,
胡海波,余焕新,

胡坤(学)
编著 33.2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11-12 工商管理学院

50 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蓝皮书）
王丹彦

等

王丹彦等(外),蔡
盈洲

专著 69.1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4-11-10 人文学院

51 中国典型大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

城乡用地优化研究
涂小松 涂小松 专著 17.1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11-10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52 设计概论 刘涵 刘涵 一般教材 20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4-11-08 艺术学院

53 财经管理应用文写作 骆兵 骆兵,王中云
国家级规

划教材
39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11-07 人文学院

54 大宗商品国际价格年度报告 2013 吴朝阳

吴朝阳,刘建,陈
琦,徐斌,潘青松

(学),郭艳明(学),
谭丽娟(学),吕芬

(学),陈玉桥(学),
王丽明(学)

专著 30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11-02 国际经贸学院

55 资产分配 赵玉洁 赵玉洁 译著 34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11-01 金融学院

56 基于模糊模式识别处理技术的MRI
图像分割

杨勇 杨勇,黄淑英 专著 18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4-11-01 信息管理学院

57 江西省服务业就业增长潜力研究 黄彬云 黄彬云 专著 14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11-01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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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近代管理思想 余焕新 余焕新 专著 30.5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10-30 工商管理学院

59 我国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研究 姜红仁 姜红仁 专著 20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10-28 信息管理学院

60 金融衍生品侵权法律问题研究 熊进光 熊进光 专著 34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10-20 法学院

61 国际经济学教程 黄飞鸣 黄飞鸣 一般教材 48.6 复旦大学 2014-10-17 金融学院

62 创业通论（第二版）（规划） 卢福财

卢福财,谭光兴,
宁亮,陆淳鸿,刘
爱军,邹艳芬,梅
小安,徐健,周林

国家级规

划教材
329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10-15 工商管理学院

63
移动化、宽带化、信息化下的电信

监管
张昕竹

张昕竹,马源(外),
冯永晟(外)

专著 45.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10-15
产业经济

研究院

64
中国中部经济社会竞争力报告

（2014）——科技评价篇
傅春

傅春(外),周绍森

(外),王圣云(外),
罗海平(外),胡德

龙

专著 1.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10-15 外校单位

65 旅游管理 谢彦君

谢彦君(外),郭英,
李淼(外),潘莉

(外),余志远(外)
译著 4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10-10 工商管理学院

66
房地产价格、市场和政策的评价研

究
王雪峰 王雪峰 专著 15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4-10-10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67 公安绩效理论与实务 李敏

李敏,朱晓榕(外),
冷勇(外),陈小锋,
李章森(外),舒畅

(外),谢碧君(外),
李彬(外)

编著 0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10-08 工商管理学院

68 函数式 F#语言程序设计 黎升洪 黎升洪 一般教材 50.7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10-08 信息管理学院

69 RCP整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尹忠海 尹忠海 专著 18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10-04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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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涉农制度联动机制构建——以统筹

城乡发展为视角
彭新万 彭新万 优秀专著 30.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10-01 经济学院

71 大宗商品国际价格年度报告 2012 吴朝阳

吴朝阳,刘建,陈
琦,徐斌,潘青松

(学),许丹(学),陈
玉桥(学),郭艳明

(学),吕芬(学),王
丽明(学),谭丽娟

(学)

专著 28.6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10-03 国际经贸学院

72 转型期刑事司法与民意互动的实证

研究
徐光华 徐光华 专著 35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09-28 法学院

73 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合作机

制研究
王吉文 王吉文 专著 29.3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09-25 法学院

74 利益平衡视角下的金融机构破产特

定债务优先清偿法律制度研究
巫文勇 巫文勇 专著 36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09-23 法学院

75 经济法概论 王胜伟

王胜伟(外),徐丽

媛,刘芳(外),李朝

庆(外)
一般教材 6.7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09-20 法学院

76 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计量分析及对

策选择
徐斌 徐斌 专著 11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9-19 统计学院

77 市场调研理论与实务 胡瑞卿
胡瑞卿(外),董成

武,李远等人(外) 一般教材 58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4-09-15 统计学院

78 管制经济学原理 王俊豪

王俊豪(外),陈富

良,于良春(外),周
小梅(外),肖兴志

(外),刘小兵(外)

国家级规

划教材
59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09-15 经济学院

79 计算机辅助审计：基于鼎信诺审计

系统（信毅教材大系）
杨书怀 杨书怀 一般教材 32.6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9-15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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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ARM Cortex-M0+嵌入式开发与实

践——基于 LPC800 张勇 张勇 编著 44.9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9-15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81 法院的公共责任及其限度 谢小剑 谢小剑 专著 26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09-14 法学院

82 人大监督司法实施制度研究 谢小剑 谢小剑 专著 39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09-14 法学院

83 天使狗狗的使命 刘旭妍
刘旭妍(外),汪玉

兰
译著 137000 海天出版社 2014-09-12 外国语学院

84 园林树木（第 3版） 赵九洲

赵九洲,柴梦颖

(外),付佳佳(外),
李利博(外),王强

(外),曾洪(外)

教育部统

编教材
54.9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09-03 艺术学院

85 公共经济学 匡小平
匡小平,肖建华,
杨得前,蔡芳宏

一般教材 0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9-02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86 论冲突法上的侵权类型化与法律选

择
谌建 谌建 专著 38.4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09-02 法学院

87 庞德研究文集 蒋洪新

蒋洪新(外),李春

长,宋晓春等人

(外)
译著 33.9 译林出版社 2014-09-01 外国语学院

88 公司理财 赵玉洁 赵玉洁 一般教材 2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出版社
2014-09-01 金融学院

89 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

资本成本研究
周冬华 周冬华 专著 20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09-01 会计学院

90 物流案例分析 吴群 吴群 一般教材 30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9-01 工商管理学院

91 英语时文阅读.第 3季 陈润平 陈润平 编著 32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09-01 外国语学院

92 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研究 朱丽萌

朱丽萌,习明明,
陈雁云,刘镇,姜
宝华,曹元坤,王

勃(外)

专著 18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09-01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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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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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晓秋,关爱浩 专著 35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9-01 会计学院

94 高等数学（下） 余达锦 余达锦 一般教材 50.5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8-30 信息管理学院

95 申论教程 张庆胜

张庆胜,陈丽萍,
杨兰(外),龚清,陈

滴滴(外)
一般教材 45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08-19 人文学院

96 高等数学（上） 余达锦 余达锦 一般教材 46.1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8-18 信息管理学院

97 影视欣赏（第二版） 周星
周星(外),谭政等

人(外),蔡盈洲

教育部统

编教材
37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08-15 外校单位

98 国际法中的引渡原则研究 马德才 马德才 专著 19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08-15 法学院

99
《大学语文》第二版（第二版系数

0.5）
骆兵

骆兵,龚贤,李旭,
周明鹃,江枰,文
革红,尹春娇,叶
慧,艾晓玉,孙萍,
严伟华,张细珍,
阳伟,胡丽萍,夏
刚,龚清,彭树欣,
曾爱蓉,黎爱萍,

曾献飞

一般教材 70 江西科技出版社 2014-08-15 人文学院

100 舞蹈艺术及其文化研究 罗敏 罗敏 专著 20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08-12 艺术学院

101
碳金融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研

究
彭玉镏 彭玉镏,吴艳艳 专著 15.8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4-08-12 金融学院

102 成本会计（第二版） 曹玉珊 曹玉珊 译著 98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08-08 会计学院

103 战略管理：理论、应用和中国案例 陈明
陈明,孟鹰(外),余

来文(学)
一般教材 46.7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08-07 工商管理学院

104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立法研究 黄华生 黄华生 专著 23.4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法学院



261

序号 著作名称
第一

作者
参编作者

著作

类别
总字数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所属单位

105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教程 李昌卫

李昌卫,张国良,
胡小铁,肖勇,马

龙生(外)
一般教材 40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体育学院

106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刘振林 刘振林 一般教材 56.8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国际经贸学院

107 实用电子电路抗干扰设计及应用 陈梓城

陈梓城(外),邓海,
绍长军(外),马玉

亮(外)
编著 35.1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4-08-01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108
政府控制、法律环境与公司投资效

率研究
蔡吉甫 蔡吉甫 专著 26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8-01 会计学院

109 仲裁法 马德才

马德才,黄洪强

(外),彭丽明(外),
李叶欣(外),栗明

(外),邱润根(外)

一般教材 37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08-01 法学院

110 新编大学体育与健康 郑志强

郑志强,朱亚坤,
严伟,崔开玲,王
建平,吕卫华,赵
建强,屈丽萍,吴
光军,彭澄升,谢
辉,刘世健,吕新,
李强,娄钟,余岚,
詹新寰,曹清,余

文斌

一般教材 50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8-01 体育学院

111 声乐教育沿革与教学视角研究 李珺 李珺 专著 22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2014-08-01 艺术学院

112 住宅空间设计与手绘表现 杨泳 杨泳 一般教材 6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4-08-01 艺术学院

113 行政管理学（第二版） 许才明 许才明,曾维涛 一般教材 39.4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

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07-20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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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电子商务概论第二版（0.5的系数 ） 彭媛

彭媛(外),宁亮,熊
奇英(外),唐建军

(外),涂传清(外),
沈俊鑫(外),陈琦

(外),彭芳(外),吴
燕(外),马威(外)

一般教材 43.8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07-18 外校单位

115
区域能源消费行为的时空差异及其

驱动机制研究
邹艳芬 邹艳芬 专著 26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07-16 工商管理学院

116 百年中国电影简论 沈鲁 沈鲁(外),蔡盈洲 专著 20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07-15 人文学院

117 抽样方法与统计试验 邓国华 邓国华 专著 22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07-12 统计学院

118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乡格局优化与

节约集约用地研究
李洪义 李洪义 专著 17.1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07-08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119 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14） 阮伟

阮伟(外),钟秉枢

(外),易剑东,杨铁

黎等人(外),朱亚

坤

专著 39.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07-01 体育学院

120 项目评估 余炳文

余炳文,李明,李
珊(外),邓宁(外),

米旭明(外)
一般教材 41.4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经济学院

121 网络营销 张星

张星(外),肖泉,张
宇(外),郑重(外),

陈星(外)
一般教材 45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7-01 信息管理学院

122
基于正则化先验模型的图像超分辨

率重建
黄淑英 黄淑英 专著 11.2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07-01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23 影视鉴赏教程 罗书俊

罗书俊,王妤彬,
戴骋(学),张佩

(学),翁英英(学)
一般教材 25.2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07-01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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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 康静萍
康静萍,胡德龙,

封福育
一般教材 28.8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07-01 经济学院

125 数字新媒体环境下突发性群体事件

的谣言传播研究
蔡盈洲 蔡盈洲 专著 20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06-16 人文学院

126 公司财务学第 2 版（十二五规划教

材）
张蕊

张蕊,袁业虎,曹
玉珊,陈瑛瑛

国家级规

划教材
77.8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06-15 会计学院

127 会计中的经济学 宋小明
宋小明(外),谢盛

纹
译著 23.5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4-06-15 会计学院

128 关于金融危机视角的宏观经济政策

研究
陆长平 陆长平,张荭 专著 20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06-13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129 图形设计与运用 黄松涛 黄松涛 一般教材 15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4-06-05 艺术学院

130 包装设计 黄信初

黄信初(外),周芬

芬(外),黄志明,杨
瑞峰(外),苟耀春

(外),刘妹(外),李
秀成(外),王蕾

(外)

一般教材 29.7 哈尔滨工程大学

出版社
2014-06-03 外校单位

131 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规制研究-基于双边市场条件
张志伟 张志伟 专著 20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06-02 法学院

132 母公司对子公司风险管理模型-基
于外部控制视域的研究

王光俊 王光俊,曹元坤 专著 19.5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06-01 工商管理学院

133 服务业在产业变迁中的角色分析 何勇 何勇 专著 17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06-01 国际经贸学院

134 中国民族器乐主导流变多维视野 雷敏 雷敏 专著 23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4-06-01 艺术学院

135 政治经济学原理学习指导（第二版） 彭新万
彭新万,龚立新,

杨勇.
学习指导

用书
28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06-01 经济学院

136 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

税收政策研究
席卫群 席卫群 专著 20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5-18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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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短中期目标兼顾的房地产税研究 黄杰华 黄杰华,席卫群 专著 170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05-09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138 大学计算机基础实验指导（0.8 系

数）
彭涛

彭涛(外),章全,付
彩霞(外),郭俊杰

(外)
一般教材 28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5-08 外校单位

139 群体智能优化算法及其在 GPU 上

的并行化研究
汪靖 汪靖 专著 11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05-08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40 体育史
体育史

编写组

体育史编写组

(外),涂传飞,熊晓

正等人(外)
一般教材 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外校单位

141 大学计算机基础 刘群
刘群(外),邓海,罗
翠兰,谢宏兰(外) 一般教材 42.2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05-01 外校单位

142 卓越教练型领导的 30 个顶级训练

法测
刘琳红 刘琳红,刘琦(外) 译著 18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05-01 外国语学院

143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

（2010-2013） 刘满凤

刘满凤,杨头平,
吴昌南,彭树宏,

梁威,徐斌

专著 3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4-15 协同创新中心

144 注册会计师执业鉴定机制研究 吉伟莉 吉伟莉 专著 19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4-15 会计学院

145 法务会计鉴定的采信机制研究 杨书怀 杨书怀 专著 2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4-15 会计学院

146 刘元卿集（上、下） 彭树欣 彭树欣 专著 99.8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04-15 人文学院

147 现代大众旅游 谢彦君

谢彦君(外),孙佼

佼(外),郭英,李淼

(外),周广鹏(外)
译著 29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4-04-10 外校单位

148 股票融资、股市周期与产业结构升

级研究
王辉 王辉,严武 专著 15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4-08 金融学院

149 珍珠养殖环境资源效应研究 刘修礼
刘修礼,魏琳,查
大元,潘燕萍

专著 13.1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04-01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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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制度环境、管理者行为和公司效率 张洪辉 张洪辉 专著 21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4-01 会计学院

151 国际金融实务 杨玉凤 杨玉凤,李英 一般教材 42.7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4-01 金融学院

152 设计素描——创意思维与形态造型 彭建斌 彭建斌 一般教材 10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4-03-30 艺术学院

153 俞樾的经学思想与经学研究风格 罗雄飞 罗雄飞 专著 24.6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03-17 经济学院

154 多维视野下的梁启超研究 彭树欣 彭树欣 专著 22.3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03-16 人文学院

155 3DSMAX设计应用 黎庆 黎庆(外),李苏云 一般教材 20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4-03-14 外校单位

156 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蒋萍

蒋萍(外),许宪春

等人(外),魏和清,
李海东

优秀专著 78.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03-05 外校单位

157 水利旅游概论 李鹏
李鹏(外),李向明,
董青等人(外) 一般教材 50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03-01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158 公允价值的经济学分析 管考磊 管考磊 专著 22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3-01 会计学院

159 建筑装饰材料与工艺 李苏云 李苏云,黎庆(外) 一般教材 21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4-02-28 艺术学院

160 农业发展及农业上市公司 IPO绩效

研究
彭晓洁 彭晓洁 专著 20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02-12 会计学院

161 高级财务会计 彭晓洁 彭晓洁 一般教材 45.4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02-12 会计学院

162 市场调查与预测（第二版） 李志强 李志强,潘文荣 一般教材 52.6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4-02-05 统计学院

163 企业财务分析 章卫东

章卫东,袁业虎,
张绪军,曹玉珊,
黄蕾,刘剑民

一般教材 42.2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会计学院

164 考研英语作文万能组合（总计 4分） 蒋斌

蒋斌(外),王莹

(外),陈战(外),陈
静(外),胡贻铸、

李丹(外),史湘琳

学习资料 3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014-02-01 外校单位

165 考研英语巅峰阅读 100篇（总计 4分） 王轶群
王轶群(外),孙萌

等人(外),史湘琳
学习资料 6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014-02-01 外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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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设计色彩 张相森
张相森,苏银华

(外) 一般教材 3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4-02-01 艺术学院

167 财经应用文写作 付家柏 付家柏,程琳 一般教材 52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2-01 人文学院

16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徐慧植 徐慧植,傅波 一般教材 26.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01-15 统计学院

169 审计学（第三版） 谢盛纹
谢盛纹,廖义刚,

曹菁
一般教材 39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01-15 会计学院

170 ARM Cortex-M0 LPC1115 开发实

战
张勇

张勇,吴文华,
贾晓天

编著 50.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出版社
2014-01-15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71 检察制度的中国图景 谢小剑 谢小剑 专著 24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01-14 法学院

172 刑事诉讼法 刘本燕

刘本燕(外),
谢小剑,赖玉中

(外),牛晓鹏(外),
刘本燕(外),罗云

(外)

一般教材 63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01-14 法学院

173 大学英语 6级考试写作周计划（总

计 4分）
陈战

陈战(外),赵燕

(外),史湘琳,付满

(外)
学习资料 21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014-01-04 外校单位

174 公司高级财务（第 2版） 张绪军
张绪军,袁业虎,
蔡吉甫,徐翔

一般教材 4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4-01-01 会计学院

175 大学英语 4级考试阅读周计划（总

计 4分）
蒋斌

蒋斌(外),孙萌

(外),孙珊(外),
史湘琳,徐冰冰

等人(外)

学习资料 40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14-01-01 外校单位

176 密尔的政治哲学 万绍红 万绍红 译著 18 人民出版社 2014-01-0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77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 刘琳红
刘琳红,游海霞

(外),王莹(外) 译著 40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01-01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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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王乔

王乔,蒋金法,李春根,陈荣,
姚林香,张仲芳,伍云峰,伍红,
万莹,席卫群,邱慈孙,黄桂香,

朱门添

《中国税制》课程教育学改革的

探索与实践
二等奖 国家级 2014-09-15 校办公室

第十四批高校省级教

学成果（本科层次）奖
万常选

万常选,刘爱红,吴京慧,
廖国琼,刘喜平

《数据库系统原理》探究式教学

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二等奖 省级一类奖 2014-12-31 信息管理学院

第十四批高校省级教

学成果（本科层次）奖
许基南

许基南,陆淳鸿,余可发,
万卫红,刘劲松

江西财经大学市场营销专业实

践能力培养模式
二等奖 省级一类奖 2014-12-31 教务处

第十四批高校省级教

学成果（本科层次）奖
钟元生

钟元生,关爱浩,李普聪,
黄茂军

基于“软件工厂”的手机软件人

才协同培养育人实践探索
一等奖 省级一类奖 2014-12-31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第十四批高校省级教

学成果(本科层次)奖 邓辉
邓辉,阙占文,杨德敏,蒋悟真,

王金海

卓越法律人才校内外联合培养

机制探究
一等奖 省级一类奖 2014-12-31 法学院

第十四批高校省级教

学成果(本科层次)奖 廖进球
廖进球,梅小安,许基南,

黄晓全,雷发斌

地方财经高校科研促进教学的

机制探索与实践
一等奖 省级一类奖 2014-12-31 协同创新中心

第十四批高校省级教

学成果(本科层次)奖 王乔
王乔,许基南,吕晓梅,何金伟(外),

彭志武

江西财经大学学分制的二十年

探索与实践
一等奖 省级一类奖 2014-12-31 校办公室

第十四批高校省级教

学成果（本科层次）奖
蔡盈洲 蔡盈洲

对话型问题教学方法在大学本

科专题类课程中的运用
二等奖 省级一类奖 2014-12-31 人文学院

第十四批高校省级教

学成果(研究生层次)奖 陶长琪
陶长琪,柳键,华长生,胡平波,

齐亚伟
《博弈论》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二等奖 省级一类奖 2014-12-31 统计学院

第十四批高校省级教

学成果(研究生层次)奖 尹忠海
尹忠海,陈家琪,王慧,唐斌,

银平均,蒋国河
RCP整合式教学研究 二等奖 省级一类奖 2014-12-30 人文学院

第十四批高校省级教

学成果(研究生层次)奖 邹玲 邹玲,严武,李英,潘清华
运用互动模式进行金融研究生

教学改革
二等奖 省级一类奖 2014-12-30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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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批高校省级教

学成果（本科层次）奖
彭新万 彭新万,康静萍,杨勇.,龚立新

《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体系建

设
二等奖 省级一类奖 2014-12-26 经济学院

第十四批高校省级教

学成果(本科层次)奖 罗良清
罗良清,罗世华,杨头平,潘文荣,

王健农(外)
经济统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

新探索与应用
一等奖 省级一类奖 2014-12-22 统计学院

2014年江西省高校思

政课教学基本功比赛

（省级二类 8折计分）

舒前毅 舒前毅
2014年江西省高校思政课教学

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一等奖 省级一类奖 2014-06-2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4年全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比赛

黎建军 黎建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一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2-2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4年全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比赛

杨友孙 杨友孙
毛主席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三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2-2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4年全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比赛

陈仕伟 陈仕伟 马克思主义基本概论 三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2-2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4年全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比赛

刘晓根 刘晓根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
一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2-2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4年全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比赛

庄秋菊 庄秋菊 对国家出路早期探索 一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2-2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4年全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比赛

刘白明 刘白明 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 一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2-2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4年全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比赛

万绍红 万绍红 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二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2-2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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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比赛

李德满 李德满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改造 二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2-2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4年全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胡颖峰 胡颖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物质

世界与实践教案
一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2-2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4年全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比赛

杨正德 杨正德 遵守行为规范 锤炼高尚品格 二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2-2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4年全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比赛

朱清华 朱清华 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二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2-2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4年全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案

比赛

汪乐 汪乐 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一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2-2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

课件大赛
苏银华

苏银华(外),张相森,夏海斌(外),
陈又林(外) 限色写生绘画 二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1-10 艺术学院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

课件大赛一等奖
杨泳 杨泳,况宇翔,李洪义 产品设计手绘表现（基础篇） 一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1-10 艺术学院

第十四届全国多媒体

课件三等奖
王根生 王根生,肖胜龙,李红梅 电子商务项目管理 三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1-10 国际经贸学院

2014年赣粤桂滇琼五

省区高校思政课教师

基本功比赛

舒前毅 舒前毅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三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0-2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4年赣粤桂滇琼五

省区高校思政课青年

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

庄秋菊 庄秋菊 中国近代史纲要 三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10-1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4年全省高校硕士

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
刘晓根 刘晓根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三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07-12 马克思主义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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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学比赛（二类 0.8
系数）

2014年全省高校硕士

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比赛三等奖（按

省级二类 8折计）

胡颖峰 胡颖峰 教学成果奖 三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07-10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4年全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

教学能手选拔活动一

等奖（按省级二类 8折
计）

庄秋菊 庄秋菊

2014年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青年教师教学能手选拔活动

一等奖

一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07-08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4年全省高校硕士

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比赛一等奖（按

省级二类 8折计）

万绍红 万绍红
2014年全省高校硕士研究生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比赛一等奖
一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07-0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首届江西省艺术科学

规划项目优秀成果奖
李民 李民

寻找用户潜在需求的新方法

——基于感性设计研究
三等奖 省级二类奖 2014-04-22 艺术学院

2014年校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
陶长琪 陶长琪,徐晔,万建香,齐亚伟

江西省精品课程《计量经济学》

教学改革研究
二等奖 学校级 2014-09-17 统计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第十四

批优秀教学成果奖
邹玲 邹玲,寿晖

关于我国高校和谐师生关系的

发展研究
二等奖 学校级 2014-07-03 金融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第十四

批优秀教学成果奖
党建武 党建武,叶晗堃,白耀辉,张雪娥

学生主体式教学方法的研究与

实践
二等奖 学校级 2014-07-03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校级教学成果奖 余达锦
余达锦,华长生,柳键,易伟明,

严淑梅

创业教育背景下高等数学创新

教育模式研究
二等奖 学校级 2014-07-03 信息管理学院

江西财经大学第十四

批优秀教学成果奖
万常选

万常选,刘爱红,吴京慧,廖国琼,刘
喜平,刘德喜

《数据库系统原理》探究式教学

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一等奖 学校级 2014-07-03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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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名称
第一

完成人
获奖完成人 成果名称

获奖

等级
获奖级别 获奖日期 所属单位

第六届省艺术展演论

文获奖（计 0.5分）
舒小坚 舒小坚

对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探

索
三等奖 其它 2014-12-08 艺术学院

第八届江西省高校艺

术教育科研论文
雷敏 雷敏

江西省财经类高等学校音乐经

济人才培养模式初探
一等奖 其它 2014-12-04 艺术学院

江西省第八届大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

育科研论文评选

徐津 徐津
手绘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教育

中的发展
二等奖 其它 2014-11-30 艺术学院

江西省第八届大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

育科研论文评选

韩吉安 韩吉安
我国“工业设计竞赛热”现象在

创意人才培养中的价值研究
二等奖 其它 2014-11-30 艺术学院

江西省第八届大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

育科研论文评选一等

奖

况宇翔 况宇翔,罗时武
新时期设计学专业“三驱动、三

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一等奖 其它 2014-11-30 艺术学院

江西省第八届大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

育科研论文评选（计 2
分）

李民 李民
“五位一体”实践性教学法在

《CI设计》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一等奖 其它 2014-11-30 艺术学院

江西省第八届大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

育科研论文评选（计0.5
分）

李霜 李霜
高校《音乐鉴赏》课程教学方法

探析
三等奖 其它 2014-11-01 艺术学院

江西省第八届大学生艺

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科

研论文评选一等奖

方晴 方晴
舒曼钢琴套曲《童年情景》的创

作意图
一等奖 其它 2014-11-01 艺术学院

第五届"江西之星”创

意设计大赛（按一般论

文等级认定)
吴昌松 吴昌松 “卷轴”电磁炉设计 二等奖 其它 2014-06-02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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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名称
第一

完成人
获奖完成人 成果名称

获奖

等级
获奖级别 获奖日期 所属单位

江西省色彩写生作品

大赛（按核心论文计

分）

彭建斌 彭建斌 水墨徽州-大宏村 一等奖 其它 2014-04-02 艺术学院

第五届江西艺术节•第
三届江西钢琴艺术节

钢琴比赛独奏 G组二

等奖（按一般刊物计

分）

方晴 方晴
钢琴独奏：巴赫平均律

BWV863；肖邦玛祖卡 op.33 no.1
no.4

二等奖 其它 2014-01-20 艺术学院

第五届江西艺术节，江

西省声乐大赛青年组

民族唱法

李珺 李珺 声乐比赛 三等奖 其它 2014-01-20 艺术学院

美术家协会-第四届江

西省工业设计作品艺

术双年展（按一般刊物

计分）

韩吉安 韩吉安 会飞的鱼 二等奖 其它 2014-01-09 艺术学院

江西省美术家协会-第
四届江西省工业设计

作品艺术双年展（按核

心刊物认定）

况宇翔 况宇翔 创客-家庭造物工厂 一等奖 其它 2014-01-09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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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专利成果信息一览表

序号 专利名称
第一

完成人
专利完成人 专利类型 授权号 授权日期 所属单位

1 一种自适应室外气温的空调系统 王清生 王清生 实用新型 CN 204100410 U 2015-01-14 金融学院

2 一种智能防盗节能推拉窗 胡海波 胡海波,涂舟扬(学) 实用新型 201420574603.8 2014-12-08 工商管理学院

3 一种平推式可旋转智能控制系统窗 胡海波 胡海波,涂舟扬(学) 实用新型 201420496059.X 2014-11-15 工商管理学院

4 一种家庭用便携式智能吸氧机 胡海波 胡海波,涂舟扬(学) 实用新型 201420496085.2 2014-11-18 工商管理学院

5 台式机线收纳器 罗时武 罗时武 实用新型 CN 203998437 U 2014-12-10 艺术学院

6 压感发电型无线鼠标 罗时武 罗时武,王楷(学) 实用新型 ZL 201420378756.5 2014-11-12 艺术学院

7 乐音坚果去壳器 况宇翔 况宇翔 实用新型 CN 203943566 U 2014-11-19 艺术学院

8 可调节水果切分器 况宇翔 况宇翔 实用新型 CN 203993999 U 2014-12-10 艺术学院

9 一种手术室用手术钳消毒支架 胡海波 胡海波,涂舟扬(学) 实用新型 201420371724.2 2014-10-10 工商管理学院

10 一种新型电表箱 王根生 王根生 实用新型 ZL 2014 2 0192629.6 2014-10-22 国际经贸学院

11 一种自发电遥控器 王根生 王根生 实用新型 CN 203788034 U 2014-08-20 国际经贸学院

12 一种组合式电表柜 王根生 王根生 实用新型 CN 203787780 U 2014-08-20 国际经贸学院

13 一种具有多种功能的移动电子设备 张曦凤 张曦凤 实用新型 CN203775425U 2014-08-13 国际经贸学院

14 一种具有无限ＷＩＦＩ功能的移动

储存电子设备
张曦凤 张曦凤 实用新型 CN203773947U 2014-08-13 国际经贸学院

15 一种新型卷笔装置 韩吉安 韩吉安 实用新型 ZL201420080454.X 2014-08-06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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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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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iency-Based Defect Detection in

Industrial Images Using Phase
Spectrum

Xiaolo
ng Bai

Xiaolong Bai(外),
方玉明,Weisi

Lin(外),Lipo(外),
Xuefeng Ju(外)

2014-11-01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SCI检索期刊 1区 信息管理学院

2
Correction:Nonlinear

quasi-contraction in non-normal
cone metric spaces

李志龙 李志龙,蒋淑珺 2014-09-24
fixed poi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SCI检索期刊 1区 统计学院

3
Nonlinear quasi-contractions in
non-normal cone metric spaces

蒋淑珺 蒋淑珺,李志龙 2014-07-28
Fixed Poi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SCI检索期刊 1区 信息管理学院

4
Quasi-contractions restricted with
linear bounded mappings in cone

metric spaces
李志龙 李志龙,蒋淑珺 2014-04-03

Fixed Poi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SCI检索期刊 1区 统计学院

5

Atanassov’s intuitionistic fuzzy
programming method for

heterogeneous multiattribute group
decision

万树平 万树平,李登峰(外) 2014-02-25
IEEE Transaction on

Fuzzy Systems
SCI检索期刊 1区 信息管理学院

6

Multi-attribute group decision
making with trapezoidal

intuitionistic fuzzy numbers and
application

万树平 万树平,董九英 2014-12-25 Informatica SCI检索期刊 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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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On the security of symmetric
ciphers based on DNA coding

Yushu
Zhang

Yushu Zhang(外),
xiao,d(外),

温文媖,WONG,K W(外)
2014-11-28 Information sciences SCI检索期刊 2区 信息管理学院

8

Dual-tree complex wavelet
transform and image block

residual-based multi-focus image
fusion in visua

杨勇
杨勇,童松(学),黄淑英,

林盘(外)
2014-11-15 Sensors SCI检索期刊 2区 信息管理学院

9
New Efficient Regression Method
for Local AADT Estimation via

SCAD Variable Selection
杨炳铎

杨炳铎,
wang,shengguo (外),

bao,yuanlu(外)
2014-11-01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EEE Transactions on

SCI检索期刊 2区 金融学院

10
An adaptive variable neighborhood
search for a heterogeneous fleet
vehicle routing problem with thre

魏丽军

魏丽军,
zhang.zz(外),
lim,a(外)

2014-11-01
IEEE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Magazine

SCI检索期刊 2区 信息管理学院

11

Synthesis and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thermal stable
blue-emitting phosphor

Ba2B2O5:Ce3+

Qingbo
Liu

Qingbo Liu(外),
ma,hx(外),

liu,yufeng(外),
jin,cm(外),余泉茂

2014-11-01 Ceramics International SCI检索期刊 2区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12

A fuzzy inhomogenous
multiattribute group decision

making approach to outsourcing
provider selection

李登峰 李登峰(外),万树平 2014-10-25
Knowledge-Based

Systems
SCI检索期刊 2区 信息管理学院

13
Mapping soil salinity in the Yangtze
delta: REML and universal kriging

(E-BLUP) revisited
李洪义

李洪义,
Richard Webster(外),

史舟(外)
2014-09-02 Geoderma SCI检索期刊 2区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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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第一

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

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14
Fuzzy heterogeneous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method for
outsourcing provider selection

李登峰 李登峰(外),万树平 2014-08-25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SCI检索期刊 2区 信息管理学院

15
A white light emitting luminescent

material Ba3Y(PO4)3:Dy3+
Qingbo
Liu

QingboLiu(外),liu,yufeng(外),
ding,yanjiu(外),
peng,zhimin(外),

dong,guoyin(外),余泉茂

2014-08-15 Ceramics International SCI检索期刊 2区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16
Photo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novel Dy3+ doped Ba5CaAl4O12

phosphors

Fu
Yang

Fu Yang(外),
ma,hx(外),liu,yufeng(外),

han,b(外),余泉茂

2014-08-15 Ceramics International SCI检索期刊 2区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17
Robust optimization for time-cost
tradeoff problem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李明 李明,吴光东 2014-08-02

Abstract and Applied
Analysis

SCI检索期刊 2区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18
Capacity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supply chain under
supply-demand uncertainty

李明 李明,吴光东,lai,xd(外) 2014-07-3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mulation Modelling

SCI检索期刊 2区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19
Possibility linear programming with

trapezoidal fuzzy numbers
万树平 万树平,董九英 2014-07-25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SCI检索期刊 2区 信息管理学院

20

Study on Knowledge Propagation in
Complex Networks Based on
Preferences - Taking Wechat as

Example

陈思华 陈思华,何炜 2014-07-23
Abstract and Applied

Analysis
SCI检索期刊 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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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Cryptanalysis of image scrambling
based on chaotic sequences and

Vigenère cipher

Yushu
Zhang

Yushu Zhang(外),
XIAO,D(外),

温文媖,NAN,H(外)
2014-07-07 Nonlinear Dynamics SCI检索期刊 2区 信息管理学院

22
Security evaluation of

bilateral-diffusion based image
encryption algorithm

Moting
Su

Moting Su(外),
温文媖,zhangyushu(外)

2014-07-01 Nonlinear Dynamics SCI检索期刊 2区 信息管理学院

23
Large Time Behavior for Weak
Solutions of the 3D Globally

Modified Navier-Stokes Equations
任俊柏 任俊柏 2014-06-12

Abstract and Applied
Analysis

SCI检索期刊 2区 统计学院

24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chlorine
and oxygen co-doped ZnS

nanoparticles synthesized by a
solid-sta

陈忠

陈忠(外),
李小侠,杜国平(外),
余泉茂,李波(外),

黄新阳

2014-06-07 Ceramics International SCI检索期刊 2区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25

Objective Quality Assessment for
Image Retargeting Based on

Perceptual Geometric Distortion and
Info

Chih-C
hung
Hsu

Chih-Chung Hsu(外),
方玉明,lincw(外),

lin,ws(外)
2014-06-01

IEEE Journal of Selected
Topics in Signal
Processing

SCI检索期刊 2区 信息管理学院

26

Breaking an image encryption
algorithm based on hyper-chaotic

system with only one round
diffusion

Yushu
Zhang

Yushu Zhang(外),
xiao,di(外),
温文媖,l
i,m(外)

2014-05-01 Nonlinear Dynamics SCI检索期刊 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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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Concentration quenching of Eu2+ in

Ba2LiB5O10:Eu2+ phosphor
Yufeng
Liu

YufengLiu(外),ding,yj(外),
pengzhiming(外),
余泉茂,tian,xd(外),
dong,guoyi(外)

2014-04-15 Ceramics International SCI检索期刊 2区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28
Common Fixed Point Theorems of
Contractions in Partial Cone Metric
Spaces over Nonnormal Cones

李志龙 李志龙,蒋淑珺 2014-04-10
Abstract and Applied

Analysis
SCI检索期刊 2区 统计学院

29

Inter-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Division Decision Model Based on
Cooperative Innovation of Supply

Cha

zhang
wei

zhang wei(外),
张庆普(外),
吴光东

2014-04-10
Abstract and Applied

Analysis
SCI检索期刊 2区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30

A note on the evolution of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in energy and
environme

张宁
张宁,

choi,yongrok(外)
2014-04-01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SCI检索期刊 2区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31
Fixed Point Theorems of Set-Valued

Mappings in Partially Ordered
Hausdorff Topological Spaces

蒋淑珺 蒋淑珺,李志龙,罗世华 2014-03-30
Abstract and Applied

Analysis
SCI检索期刊 2区 信息管理学院

32
Computing projection depth and its

associated estimators
刘小惠 刘小惠,Zuo,Yijun(外) 2014-02-25 Statistics and Computing SCI检索期刊 2区 统计学院

33

Project-based Supply Chain
Cross-organizational Cooperative
Innovation Incentive Based on

Reciprocit

吴光东 吴光东 2014-01-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mulation Modelling

SCI检索期刊 2区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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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第一

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

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34

Global and Local Brain Network
Reorganization in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Pan Lin

Pan Lin(外),
Jubao Sun(外),
Gang Yu(外),

Ying Wu(外),杨勇,
Meilin Liang(外),

Xin Liu(外)

2014-12-15
Brain Imaging and

Behavior
SCI检索期刊 3区 外校单位

35

Scheduling Jobs and a Variable
Maintenance on a Single Machine

with Common Due-Date
Assignment

万龙 万龙 2014-12-02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SCI检索期刊 3区 信息管理学院

36

Molten-salt synthesis and
upconversion of hexagonal

NaYF4:Er3+:Yb3+
micro-/nano-crystals

黄新阳
黄新阳,胡光辉,许秋菊,

李小侠,余泉茂
2014-11-02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SCI检索期刊 3区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37
A Novel Algorithm to Enhance

P300 in Single Trials：Application to
Lie Detection Using F-Score

Junfen
g Gao

Junfeng Gao(外),
Hongjun Tian(外),

杨勇,Xiaolin Yu(外),
Chenhong Li(外),
Nini Rao(外)

2014-11-01 PLoS ONE SCI检索期刊 3区 信息管理学院

38
A Fast and Efficient Parameter
Estimation Algorithm for

Generalized Output Error Models
Jie Jia

Jie Jia(外),Hua Huang(外),
杨勇,Ke Lv(外),

Feng Ding(外),黄淑英

2014-11-01
Applied Mathematics &
Information Sciences

SCI检索期刊 3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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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Visual Object Tracking Based on
Backward Model Validation

Yuan
Yuan

Yuan Yuan(外),Sabu
Emmanuel(外),

方玉明,Weisi Lin(外)
2014-11-01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SCI检索期刊 3区 信息管理学院

40

Tunable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and energy transfer in

Ba3Lu(PO4)3:Ce3+,Tb3+
phosphors

Cheng
Jin

Cheng Jin(外),
Hengxin Ma(外),
Yufeng Liu(外),
Qingbo Liu(外),

Guoyi Dong(外),余泉茂

2014-11-01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SCI检索期刊 3区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41
Synthesis in NH4NO3 flux and
abnormal upconversion of

LiYF4:Er3+/Yb3+ microcrys
黄新阳 黄新阳 2014-10-21

Optical Materials
Express

SCI检索期刊 3区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42
Visual Quality Assessment after

Network Transmission
Incorporating NS2 and Evalvid

王正友

王正友(外),
Wan Wang(外),
Yanhui Xia(外),

万征,Jin Wang(外),
Liying Li(外),Cong Cai(外)

2014-08-13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SCI检索期刊 3区 信息管理学院

43
Stability for differential mixed

variational inequalities
汪星

汪星,李为(外),李雪松(外),
黄南京(外)

2014-08-01 Optimization Letters SCI检索期刊 3区 信息管理学院

44
The study on stage financing model

of IT project investment
陈思华

陈思华,徐升华,
Changhoon Lee(外),

Neal N. Xiong(外),何炜

2014-07-23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SCI检索期刊 3区 信息管理学院

45

Basesubstitutionmutationsinuridined
iphosphate-dependent

glycosyltransferase76G1geneof
Steviarebaudia

杨永恒

杨永恒(外),黄苏珍(外),
韩玉林,原海燕(外),

顾春笋(外),
赵沿海(外)

2014-07-15
PlantPhysiologyandBioc

hemistry
SCI检索期刊 3区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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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第一

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

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46
A Closed-Form Solution for Robust
Portfolio Selection with Worst-Case

CVaR Risk Measure
Tang le Tang le(外),凌爱凡 2014-07-01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SCI检索期刊 3区 金融学院

47
On normal 2-geodesic transitive

Cayley graphs
靳伟

靳伟, Devillers,Alice(外),
LI,CH(外),

PRAEGER,CHERLYL
E(外)

2014-06-18
JOURNAL OF
ALGEBRAIC

COMBINATORICS
SCI检索期刊 3区 统计学院

48
Reproducibility of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in Normal Subjects: an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Gradient

Xin Liu

Xin Liu(外),杨勇,
Jubao Sun(外),
Gang Yu(外),

Xu(外),
Chen Niu(外),

Hongjun Tian(外),
Pan Lin(外)

2014-06-16 Neuroradiology SCI检索期刊 3区 信息管理学院

49

An optimal policy for a
single-vendor and a single-buyer
integrated system with setup cost

reduction

舒辉 舒辉,周熙登(学) 2014-05-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SCI检索期刊 3区 工商管理学院

50
Two-stage Least Squares Based
Iterative Identification Algorithm

for Box-Jenkins Model
Jie Jia

Jie Jia(外),Hua Huang(外),
杨勇,Ke Lv(外),
Feng Ding(外)

2014-05-01
Applied Mathematics &
Information Sciences

SCI检索期刊 3区 信息管理学院

51
A peturbed algorithm for a system
of variational inclusions involving H

(center dot, center dot)-
唐国吉 唐国吉(外),汪星 2014-04-23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SCI检索期刊 3区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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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Regret theory and equilibrium asset

prices
盛积良

盛积

良,wang,j(外),yang,j(外)
2014-04-16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SCI检索期刊 3区 信息管理学院

53
Photoluminescence spectra of

ZnS:X- (X = F and I) nanoparticles
synthesized via a solid-state reacti

陈忠
陈忠(外),李小侠,
杜国平(外),余泉茂

2014-04-06 OPTICAL MATERIALS SCI检索期刊 3区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54
Saliency Detection in Computer
Rendered Images Based on

Object-level Contrast

Lu
Dong

Lu Dong(外),
Weisi Lin(外),

方玉明,Shiqian Wu(外),
Hock Soon Seah(外)

2014-04-01
Journa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SCI检索期刊 3区 信息管理学院

55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ovel blue emitting
Na2CaSiO4:Ce3+ phosphor

Qingbo
Liu

Qingbo Liu(外),
liuyufeng(外),
dongyanjun(外),
pengzhimin(外),

余泉茂,tianxiaodong(外)

2014-04-01 J Sol-Gel Sci Technol SCI检索期刊 3区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56
Localization of Wiener Functionals

of Fractional Regularity and
Applications

张华 张华,何凯(外),任佳刚(外) 2014-04-01
Stochastic Process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SCI检索期刊 3区 统计学院

57
Identifying Regional Key Eco-Space
to Maintain Ecological Security

Using GIS.
谢花林 谢花林,姚冠荣,王鹏 2014-03-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CI检索期刊 3区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58
Rotation and Scale Invariant Local
Binary Pattern Based on HighOrder

Directional Derivatives for Te
袁非牛 袁非牛 2014-03-01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SCI检索期刊 3区 信息管理学院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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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ffective multi-focus image fusion
based on HVS and BP neural

network
杨勇 杨勇,郑文娟(学),黄淑英 2014-02-15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SCI检索期刊 3区 信息管理学院

60
A possibility degree method for
interval-valued intuitionistic fuzzy
multi-attribute group decision

万树平 万树平,董九英 2014-01-25
Journal of Computer and

System Sciences
SCI检索期刊 3区 信息管理学院

61
A Video Saliency Detection Model

in the Compressed Domain
方玉明

方玉明,林维斯(外),
Zhenzhong Chen(外),
Chia-Ming Tsai(外),
Chia-Wen Lin(外)

2014-01-01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SCI检索期刊 3区 信息管理学院

62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hina’s Spatial Welfare
武建

武建(外),吴光东,
zhangzuoxiong(外),

zhou,q等(外)
2014-12-25

Pakist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SCI检索期刊 4区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63
An analysis of chaos-based security

solution for fingerprint data
Moting
Su

Moting Su(外),温文媖 2014-11-29
Optik-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Light and
Electron Optics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64

Kinetic and thermodynamic
behavior of the batch adsorption of
phosphate from aqueous solutions

onto

袁菊红
袁菊红,胡绵好,周早弘,

王林(外)
2014-11-18

Desalination and Water
Treatment

SCI检索期刊 4区 艺术学院

65
Adaptive active contours based on

local and global intensity
information for image segmentation

温文媖 温文媖 2014-10-23
Optik-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Light and
Electron Optics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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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Noise reduction in chaotic

multi-dimensional time series using
dictionary learning

孙建成 孙建成 2014-10-23
IET ELECTRONICS

LETTERS
SCI检索期刊 4区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67
Crypt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of a
binary watermark-based copyright
protection scheme for remote sen

Ming
Li

Ming Li(外),
zhangjinhua(外),温文媖

2014-10-18
Optik-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Light and
Electron Optics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68
Online bounded-batch scheduling to
minimize total weighted completion

time on parallel machines
马冉

马冉(外),万龙,魏丽军,
yuanjinjiang(外)

2014-10-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69
A system of differential set-valued
variational inequalities in finite

dimensional spaces
李为 李为(外),汪星,黄南京(外) 2014-10-01

Journal of Function
Spaces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70
An interior projected-like

subgradient method for mixed
variational inequalities

唐国吉 唐国吉(外),汪星 2014-10-01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71
Optimal Service Distribution in
Cloud Service System Subject to

Data Security Constraints

Zhao
Wu

Zhao Wu(外),万征,
Yannong Huang(外),

Qiong Gu(外),
Chunyang Hu(外),
Zhongbo Wu(外)

2014-09-19
Journal of Internet

Technology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72
Comments on “Color image
encryption using Choquet fuzzy

integral and hyper chaotic system”

张勇 张勇 2014-09-15
Optik –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Light and
Electron Optics

SCI检索期刊 4区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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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Adaptive Unequal Protection for
Wireless Video Transmission over

IEEE 802.11e Networks
万征

万征,Naixue Xiong(外),
Nasir Ghani(外),
Athanasios V.
Vasilakos(外),
Liang Zhou(外)

2014-09-10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74
Log-Gabor Energy Based

Multimodal Medical Image Fusion
in NSCT Domain

杨勇
杨勇,童松(学),黄淑英,

林盘(外)
2014-08-15

Computational and
Mathematical Methods

in Medicine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75
Coherence and Entanglement in
Spinor Bose-Einstein Condensate

朱华贵
朱华贵,舒剑,黄国强,

罗翠兰
2014-08-0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SCI检索期刊 4区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76
Harmony search-based test data
generation for branch coverage in

software structural testing
毛澄映 毛澄映 2014-07-15

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SCI检索期刊 4区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77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 after Femoral

Fracture via Microarray Profiling
钟冬根 钟冬根 2014-07-0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omics

SCI检索期刊 4区 体育学院

78
Effect of PetroleumCoke Expanding
By PerchloricAcid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ResultedActivatedC
邓梅根 邓梅根,王仁清 2014-07-01

Functional Materials
Letters

SCI检索期刊 4区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79
Local 2-Geodesic Transitivity of

Graphs
Deville
rs,Alice

Devillers,Alice(外),
靳伟,LI,CH(外),

SERESS,AKOS(外)
2014-06-20

ANNALS OF
COMBINATORICS

SCI检索期刊 4区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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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Cramer Asymptotic Efficiency in a

Semiparametric Model
易敏 易敏(外),邓国华,梁华(外) 2014-06-10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SCI检索期刊 4区 统计学院

81
An EffectiveVideo SaliencyDetection
Model Based onHumanVisual Acuity

and Spatiotemporal Cues in
方志军

方志军,Juan Zhang(外),
Wanggeng Wan(外),

方玉明

2014-05-01
Journal of Internet

Technology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82
Multi-focus Image Fusion Using an

Effective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Based Algorithm

杨勇
杨勇,黄淑英,高军峰(外),

钱忠胜
2014-04-30

Measurement Science
Review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83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hannel
Construction of Supply Chain under
Asymmetric Demand Information

吴光东

吴光东,孔庆山(外),
施建刚(外),karimi,hr(外),

张伟(外)
2014-04-13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SCI检索期刊 4区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84
Generating Test Data for Software
Structural Testing Based on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毛澄映 毛澄映 2014-03-30

Arabian Journal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I检索期刊 4区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85
A novel orange-red phosphor

Ca3B2O6:Sm3+, A+ (A = Li, Na,
K) for white light emitting diodes

Qingbo
Liu

Qingbo Liu(外),
liu,yf(外),yang,f(外),
han,b(外),feng,hao(外),

余泉茂

2014-03-24
Functional Materials

Letters
SCI检索期刊 4区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86
基于扩展混沌映射的认证密钥协

商协议
舒剑 舒剑 2014-03-18 物理学报 SCI检索期刊 4区 国际经贸学院

87
硝酸膨化改性对石油焦基活性炭

超级电容器性能的影响
邓梅根 邓梅根,王仁清,冯义红 2014-03-15 无机材料学报 SCI检索期刊 4区

新能源技术与

应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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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Objective quality assessment for
image retargeting based on

structural similarity
方玉明

方玉明,zheng,k(外),
wang,z(外),lin,ws(外),
方志军,lin,cw(外)

2014-03-01

IEEE Journal on
Emerging and Selected
Topics in Circuits and

Systems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89

A user anonymity preserving
three-factor authentication scheme
for telecare medicine information

sys

谭作文 谭作文 2014-03-01
Journal of Medical

Systems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90
A REAL-TIME TASKS

SCHEDULING METHOD BASED
ON DYNAMIC PRIORITY

陈辉 陈辉 2014-02-01
Journal of Circuits,

Systems and Computers
SCI检索期刊 4区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91
Mining top-k frequent patterns over

data streams sliding window
陈辉 陈辉 2014-02-01

Journal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Systems

SCI检索期刊 4区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92
A novel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ICA and ELM: a case study in lie

detection

Yijun
Xiong

Yijun Xiong(外),
Yu Luo(外),

Wentao Huang(外),
Wenjia Zhang(外),

杨勇,Junfeng Gao(外)

2014-01-31
Bio-Medical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93
A Part-of-speech Tagging Model
Employing Word Clustering and

Syntactic Parsing
袁里驰 袁里驰 2014-01-15

Chinese Journal of
Electronics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94
Posted Price Model Based on GRS
and Its Optimization for Improving
Grid Resource Sharing Efficiency

李明彪

李明彪(外),熊乃学(外),
杨波 3,李钟华,

Jong Hyuk Park(外),
Changhoon Lee(外)

2014-01-09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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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Coordinated scheduling on parallel

machines with batch delivery
万龙 万龙,张安(外) 2014-01-0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96
Possibility method for triangular
intuitionistic fuzzy multi-attribute
group decision making with in

万树平 万树平,董九英 2014-01-0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Systems

SCI检索期刊 4区 信息管理学院

97
Quasi-Sure Flows associated with
Vector Fields of Low Regularity

张华 张华,徐嗣棪(外) 2014-01-01
Chinese Annals of

Mathematics. Series B
SCI检索期刊 4区 统计学院

98
Concentrated Trading and Order

Execution Costs
Ryan
Garvey

Ryan Garvey(外),
黄涛,吴飞(外)

2014-12-15
Asia-Pacific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金融学院

99
Information cascades in online

read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panel data

刘启华 刘启华,Liyi Zhang(外) 2014-11-20 Library Hi Tech SSCI检索期刊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00
The effects of optimism bias in

teams
wang
jian

wang jian(外),zhang,xt(外),
yang,j(外),盛积良

2014-11-15 Applied Economics SSCI检索期刊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01

Determinants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y and its level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Poyang

Lak

孔凡斌 孔凡斌,熊凯(学),张宁 2014-10-25 Sustainability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102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temporary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GIs)schemes in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赵星
赵星,Donald Finley(外),
Moya Kneafsey(外)

2014-10-10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SSCI检索期刊论文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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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Spatial Variation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Allocation of

Scie

Jian
Wu

Jian Wu(外),吴光东,周青

(外),李蜜(外)
2014-09-16 sustainability SSCI检索期刊论文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104

Measuring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for China: A sequential
generalized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

张宁 张宁,孔凡斌,choi Y(外) 2014-08-01 Economic Modelling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105
Social Support and the ‘Left

Behind’ Elderly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from Jiangxi Province

林卡

林卡(外),
银平均,

nicholas loubere(外)
2014-08-01

Journal of Community
Health

SSCI检索期刊论文 人文学院

106
Family ownership, altruism and
agency costs in Australia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项东

项东,
Worthington, Andrew

C(外),
Higgs Helen(外)

2014-07-08 Applied Economic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SSCI检索期刊

论文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107
Game Analysis of Determinants of
Stability of Semiconductor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
何炜 何炜,陈思华 2014-07-01 Sustainability SSCI检索期刊论文 工商管理学院

108
The effect of size-control policy on
unified energy and carbon efficiency

for Chinese fossil fuel po
张宁

张宁,孔凡

斌,choi,Y(外),zhou.p(外)
2014-07-01 Energy Policy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109
Portfolio Distortions Among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Evidence
from China

黄涛 黄涛,胡援成,汪洋,章卫东 2014-06-30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 Trade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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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on Farmer Nutrient

Management Behavior in Chinese
Rice Producti

潘丹 潘丹 2014-06-06 Sustainability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111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Driving
Forces of Arable Land-Use Intensity

in China: Toward Sustainable
谢花林

谢花林,zhou,jinlang(外),
jiang,hailing(学),

张宁,choi,yongrok(外)
2014-06-01 Sustainability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112

Analysis of Spatial Disparitie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Energy

Consumption Change in China
Based on

谢花林

谢花林,
LIU,GUIYING(外),

刘曲(学),王鹏

2014-04-20 Sustainability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113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energy
production:evaluation of biochar
application of taiwanese set-aside

宫之君

宫之君,mccarl,ba(外),
CHEN,CC(外),
CAO,XY(外)

2014-04-12 Energy & Environment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114

A Numerical Study for Robust
Active Portfolio Management with

Worst-Case Downside Risk
Measure

凌爱凡 凌爱凡,唐乐(外) 2014-04-01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金融学院

115
Exploring the Dynamic Mechanism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Based on
a Spatially Explicit Economic Mode

谢花林 谢花林,王鹏,姚冠荣 2014-03-20 Sustainability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116

An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of Pyrolysis for Energy

Generation in Taiwan with
Endogenou

宫之君

宫之君,
mccarl,bruce A(外),
chen chichung(外)

2014-03-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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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Robust tracking error portfolio

selection with worst-case downside
risk measures

凌爱凡
凌爱凡,Jie Sun(外),
Xiaoguang Yang(外)

2014-02-26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金融学院

118
Asymmetric contracts, cash flows
and risk taking of mutual funds

盛积良
盛积良,wang,j(外),

wang,xt(外),yang.j(外)
2014-02-20 Economic Modelling SSCI检索期刊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19
Measuring sustainability byEnergy
EfficiencyAnalysis forKoreanPower

Companies:ASequential Slac
张宁 张宁,Kim,JD(外) 2014-02-01 Sustainability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120
Biofuel for Energy Security: An
Examination on Pyrolysis Systems
with Emissions from Fertilizer and

宫之君
宫之君,谢花林,

吴涛,Shih-Chih Chen(外)
2014-01-27 Sustainability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121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of
Ecological Land Change Based on
the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A

Case

谢花林

谢花林,
LIU,ZHIFENG(外),

王鹏,LIU,GUIYING(外),
卢福财

2014-01-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122
Price delay premium and liquidity

risk
Ji-Chai
Lin

Ji-Chai Lin(外),
Ajai K. Singh(外),
孙秉文,Wen Yu(外)

2014-01-07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123
Nonparametric forecasting for

biochar utilization in PoyangLake
Eco-economi

宫之君 宫之君,CHANG,MS(外) 2014-01-06 Sustainability SSCI检索期刊论文
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

124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Practices
on Employees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

yongro
k choi

yongrok choi(外),于艳妮 2014-01-01 Sustainability SSCI检索期刊论文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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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论文题目

第一

作者
所有作者

发表/出版

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论文收录 所属单位

125

truncated aggregate homotopy
algorithm fortheleast trimmed
squares estimationin nonlinear

regression

肖瑜 肖瑜(外),闫志刚 2014-12-21
Computer modelling and

new technologie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会计学院

126
Two-sided matching decision under

score environment
乐琦 乐琦 2014-12-20 IJMUE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27
Two-sided matching considering the

preference of agents and
intermediary

乐琦 乐琦,李玉花 2014-12-15 CMNT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28
Path length and trust quality-based
trust aggregation with intuitionistic

fuzzy set
徐军 徐军,钟元生 2014-12-01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129
An approach tomulti-attribute group
decision making with trapezoidal
interval type-2 fuzzy sets and

姜红仁 姜红仁 2014-12-01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ystem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30
Elements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Dynamic Capabilities: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陆淳鸿 陆淳鸿 2014-10-15
Bio Technology: An

Indian Journal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工商管理学院

131
research on relation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method,corporate

opportunism behavior and consumer
陆长平 陆长平,吴忠华 2014-08-05

journal of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132
A Lightweight Scheme for

Protecting AS-PATH Attributes of
Update Messages

杨波 3 杨波 3 2014-07-16
JOURNAL OF
NETWORK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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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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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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Family ownership, altruism and
agency costs in Australia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项东

项东,
Worthington, Andrew

C(外),
Higgs Helen(外)

2014-07-08 Applied Economic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SSCI检索期刊

论文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134
No-reference hybrid video quality
assessment based on 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王正友

王正友(外),
Wan Wang(外),

万征,Yanhui Xia(外),
Weisi Lin(外)

2014-07-04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35
A Scheme for Securing Traffic
Transport Among Autonomous

Systems
杨波 3 杨波 3 2014-06-16

JOURNAL OF
NETWORK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36
an improved BP neural neywork
algorithm for competitive sports

evaluation
彭永善 彭永善 2014-06-09

journal of chemical and
pharamceutical research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体育学院

137
Research on evaluation algorithm of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maturity

based on improved particle
朱建斌 朱建斌 2014-06-06

Journal of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工商管理学院

138
Empirical analysis for the impact of
RMB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潘文荣 潘文荣,宋玉(学) 2014-06-01

Journal of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统计学院

139
Two-sided matching decision under
incomplete score environment

乐琦 乐琦,李玉花 2014-05-31 JCPR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40
A New Algorithm for Demand
Prediction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
黎新伍 黎新伍 2014-05-30

Advance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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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A new intuitionistic fuzzy entropy
and application in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刘满凤 刘满凤,任海平(学) 2014-05-19 Information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协同创新中心

142

VIKOR method for MADM
problem with triangular fuzzy
number considering behavior of

decision maker

任海平 任海平(学),刘满凤 2014-05-16
ICIC Express Letters,
Part B: Application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协同创新中心

143
Coworker’s relation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Job Performance:

李敏 李敏,苏勇(外) 2014-05-14
Journal of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工商管理学院

144

Research on Supply Cha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Fresh
Agriculture Products Based on BP

Neural Net

叶晗堃 叶晗堃 2014-05-14
Advance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国际经贸学院

145
Social decision-making index system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ransitionbased on

thepractice of ea
杨戒 杨戒(外),吴光东 2014-04-07

Journal of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146

The analysis of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based on view of ecological
coexisten

刘满凤 刘满凤,宋颖(学) 2014-03-15
journal of mathematics
and system science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协同创新中心

147
Research onHarmonious Evaluation

IndexSystemof Economy-
Environment Compound System

饶超 饶超 2014-01-3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

Statistic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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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Low complexity LDPC coded
modulation with iterative
demapping and decoding

戴利云 戴利云 2014-01-15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49
A Web services vulnerability testing
approach based on combinatorial
mutation and SOAP message mutat

陈锦富

陈锦富(外),李青(外),
毛澄映,Dave Towey(外),
詹永照(外),王环环(外)

2014-01-15
Service Oriented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50
Feature Optimize and Classification
of EEG Signals: Application to Lie
Detection Using KPCA and ELM

Junfen
g Gao

Junfeng Gao(外),
Jianhui Qiu(外),

Wenjia Zhang(外),杨勇

2014-01-01 Sensors & Transducers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51
An ECG Compressed Sensing

Method of Low Power Body Area
Network

彭向东
彭向东,zhanghua(外),

liu,jizhong(外)
2014-01-01 TELKOMNIKA

EI检索期刊（外国）

论文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52
基于改进各向异性扩散冲击滤波

器模型的图像去噪
黄淑英 黄淑英,杨勇 2014-09-01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

EI检索期刊（CSCD
核心库）论文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153 基于统计的句法分析方法 袁里驰 袁里驰 2014-08-25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

EI检索期刊（CSCD
核心库）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

154

Analysis on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Measuring and
Internal Diversity of Strategie

Emerging

席卫群 席卫群,贺敏(学) 2014-05-15
The Bio Technology:An

Indian Journal
EI检索期刊（CSCD

核心库）论文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155
基于 P300和极限学习机的脑电测

谎研究
高军峰

高军峰(外),张文佳(外),
杨勇,胡佳佳(外),

陶春毅(外),官金安(外)
2014-03-01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EI检索期刊（CSCD
核心库）论文

外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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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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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HRM首届双年学术会议 2014年11月13日-14日 工商管理学院 国际性

2 欧盟第七科技框架计划 CHEUFDI项目中期会议 2014年 10月 31日 工商管理学院 国际性

3 教育部财政学类专业教指委暑期师资培训班 2014年 7月 19日-23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性

4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政策研讨会 2014年 9月 13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性

5 全省首届MPA论坛 2014年 10月 25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省内

6 第六届 CFO高端论坛 2014年 11月 1日 会计学院 全国性

7 第四届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研讨会 2014年 4月 18日 经济学院 全国性

8 2014公共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学术研讨会 2014年 4月 12日 经济学院 全国性

9
2014首届香樟经济学论坛暨第三届江西财经大学青年经

济学者论坛
2014年 4月 28日 经济学院 全国性

10
第 八 届 电 子 商 务 及 电 子 政 务 管 理 国 际 会 议

（ICMeCG2014）
2014年 10月 31日-11月 2日 信息管理学院 国际性

11 2014年信息技术融合国际研讨会（ISITC 2014） 2014年 10月 29日-11月 1日 信息管理学院 国际性

12 2014年大数据环境下公共安全与数字媒体技术研讨会 2014年 12月 25日 信息管理学院 全国性

13 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调控研讨会 2014年 11年 14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全国性

14 旅游景区创新发展研讨会 2014年 11月 22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全国性

15 土地财政问题及其治理研讨会 2014年 11月 29日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全国性

16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 2014年学术年会 2014年 9月 19日-21日 法学院 全国性

17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 2014年年会 2014年 10月 17日-20日 法学院 全国性

18 中国财税法基础理论高端论坛 2014年 8月 27日-30日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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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第十届全国青年经济法博士论坛 2014年 11月 7日-9日 法学院 全国性

20 环境史与社会治理国际论坛 2014年 4月 人文学院 国际性

21 江西省社会学学会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2014年 5月 人文学院 全国性

22 第三届中国传统音乐高端论坛 2014年 10月 17日-19日 艺术学院 全国性

23 第五届艺术与设计高端论坛 2014年 11月 14日-16日 艺术学院 全国性

24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学科建设高端论坛 2014年 11月 29日 体育学院 全国性

25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第 17 次学科论坛

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
2014年 9月 20日—21日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全国性

26
江西省统计学会教育分会筹备会议暨首届江西省高校统

计协作联盟论坛
2014年 7月 5日 统计学院 全国性

27 江西省现代中国研究学会年会暨农村土地确权 2014年 12月 22-23日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全国性

28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高峰论坛 2014年 11月 5日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全国性

29 机制设计与产业组织国际研讨会 2014年 6月 11-12日 产业经济研究院 国际性

30 第三届全国产业经济学研究生学术论坛 2014年 11月 29日 产业经济研究院 全国性

31 第二届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2014年 11月 26日 协同创新中心 省内

32 2014亚洲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SAC2014) 2014年 4月 23-25日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国际性

33 第二届赣鄱金融论坛 2014年 12月 20日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全国性

34 “中国农村经济和金融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 7月 19日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国际性

35
江西省统计学会教育分会筹备会议暨首届江西省高校统

计协作联盟论坛
2014年 7月 5日 统计学院 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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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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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称月职务 讲学时间 讲学题目 邀请单位

1 秦昕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助理

教授
2014年 12月 6日 如何作学术——谈谈我的学术经历与心得 工商管理学院

2 魏峰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2014年 12月 6日 如何减少“精致地研究常识性问题” 工商管理学院

3 Alex Haslam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教授 2014年 11月 17日
Why we need a social identity analysis of

health
工商管理学院

4
Choi

Yongrok 韩国仁荷大学 教授 2014年 4月 23日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转变与其统计方法 工商管理学院

5
Dean

Tjosvold 香港岭南大学商学院 教授 2014年 11月 15日
Antecedents for Goal Interdependence and
Newcomer Adjustment and Retention 工商管理学院

6
Jolanda
Jetten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教授 2014年 11月 17日

Advancing the social cure: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practise and policy 工商管理学院

7
Jürgen
Deller

德国吕内堡大学 教授 2014年 11月 15日
Amixed methods approach to post-retirement

career planning
工商管理学院

8
Niklas
Steffens

昆士兰大学 博士后 2014年 11月 17日
Exploring leaders' capacity to enhance team

confidence and performance
工商管理学院

9 陈伟光 国际财务策划师公会 国际财务策划师 2014年 12月 5日 创业的意义、重要性 工商管理学院

10 李煜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
副书记 2014年 11月 16日 有限理性企业竞争行为的复杂性与经济混沌控制 工商管理学院

11 梁立 长润集团 董事长 2014年 12月 5日 政商相处之道 工商管理学院

12 欧阳桃花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任 2014年 4月 2日 案例研究与教学案例：一石三鸟模式 工商管理学院

13 潘善琳 新加坡国立大学 教授 2014年 9月 10日 SPS案例研究方法 工商管理学院

14 任德清 中电投江西核电 董事长 2014年 11月 27日 浅谈中国的管理智慧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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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讲人姓名 主讲人单位 职称月职务 讲学时间 讲学题目 邀请单位

有限公司

15 汤燕华 正邦集团 主任 3月 20日 职场经历 工商管理学院

16 宛小伟
广州天弈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4年 5月 29日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咨询顾问—兼谈创业

分享
工商管理学院

17 王崇巍 香港岭南大学商学院 博士候选人 2014年 11月 12日 情绪调节与归因 工商管理学院

18 王丽丽
赛意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总监 2014年 11月 28日 职场和人生 工商管理学院

19 张纪浔 日本城西大学
日中经济发展

中心理事长
2014年 9月 20日 日本经济走向与中日经贸关系的变化 工商管理学院

20 周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副院长 2014年 4月 11日 案例开发与教学 ABC 工商管理学院

21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

所所长
教授、所长 2014年 2月 17日 新供给经济学理论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22 刘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

所主任
博士 2014年 2月 17日 新供给经济学几个问题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23 黄新建 南昌大学 总会计师 2014年 2月 20日 分税制 20年：析利弊、谋革新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24 王显和 江西省地税局 副局长 2014年 2月 28日 从税收角度来看江西分税制改期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25 邓大松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3月 7日 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关注的几个问题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26 董克用
全国MPA教育指导

委员会
秘书长 2014年 4月 10日 中国MPA教育的几个问题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27 吕冰洋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

金融学院
教授 2014年 4月 18日 弹性分成：分税制的契约与影响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28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

研究所所长
教授、所长 2014年 4月 27日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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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讲人姓名 主讲人单位 职称月职务 讲学时间 讲学题目 邀请单位

29 靳东升
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

所长
研究员 2014年 5月 16日 建立更加公平的现代税收制度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30 李俊生 中央财经大学
教授、博导

副校长
2014年 5月 22日 财政学专业科研与学科建设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31 马海涛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

学院

教授、博导

院长
2014年 5月 22日 财政学专业科研与学科建设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32 徐顽强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行政管理系

教授、博士生导

师、系主任
2014年 6月 6日

政府治理现代化的

新图景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33 徐顽强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行政管理系

教授、博士生导

师、系主任
2014年 6月 6日

国际化 信息化 工程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

培养体系创新与实践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34 诸海艳
江西赣能资产评估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评估师、总

经理
2014年 6月 10日 从查账视角分析相关税收问题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35 马蔡琛
会南开大学中国财税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

师
2014年 6月 11日 打造国家长治久安的现代财政制度基础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36 杨开峰

美国国家行政科学院

院士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终

身正教授

中组部“千人计划”特

聘教授

教授 2014年 9月 25日 国家治理与绩效管理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37 肖太寿
中国财税培训师，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博士 2014年 9月 27日

企业“三证统一”纳税筹划理论及典型案例分

析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38 向运华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

研究中心
教授、博士 2014年 10月 14日 关于社会保障改革的几个问题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39 万新全
江西省财政绩效

管理局
局长 2014年 11月 3日 关于预算绩效管理的几个问题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40 罗宝珍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 助理教授 2014年 11月 13日 中美居家养老政策比较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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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吴俊培 武汉大学副校长 教授 2014年 11月 22日 分税制财政体制研究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42 马国贤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

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12月 16日 预算改革与预算绩效评价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43 沈 红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二

级），博士生导师，教

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经

济研究所所长，湖北省

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区域高等教育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

者

教授、博导 2014年 12月 17日 大学教师发展十讲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44 沈 红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二

级），博士生导师，教

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经

济研究所所长，湖北省

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区域高等教育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

者

教授、博导 2014年 12月 17日 教育财政有关问题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45 胡援成

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

研究中心

资深教授、博导 2014年 12月 17日 如何做高水平科研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46 李新华
贵州三利房地产开发

公司
董事长 2014年 3月 28日 房地产开发商的喜与忧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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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刘勤
上海瑞力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总裁 2014年 4月 18日 中国创业制度设计与发行审核 会计学院

48 苏裕惠
台湾东吴

大学
教授 2014年 4月 28日

审计实证研究之框架与重要主题: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
会计学院

49 监彭明 深圳证劵交易所 市场监察总监 2014年 5月 10日 以资本市场视角看经济转型 会计学院

50 袁小黎
Eliazbeth City state

university 教授 2014年 6月 5日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Audit Market

in the US Health- care Sector 会计学院

51 胡志勇
江西省

审计厅
总审计师 2014年 6月 28日 我国政府债务审计结果、分析及启示 会计学院

52 詹乾隆
台湾东吴

大学
教授 2014年 10月 11日

有关经济转型、创新管理与台湾商管教育状况

分析
会计学院

53 詹乾隆
台湾东吴

大学
教授 2014年 10月 12日 金融业风险评估与经营绩效评估之整合性研究 会计学院

54 詹乾隆
台湾东吴

大学
教授 2014年 10月 12日 品牌价值鉴价模式 会计学院

55 詹乾隆
台湾东吴

大学
教授 2014年 10月 13日 会计数量研究之探讨 会计学院

56 童善进
台湾东吴

大学
教授 2014年 10月 21日 一般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 会计学院

57 胡少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董事长 2014年 11月 1日 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总体情况及发展思考 会计学院

58 郭晋龙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
合伙人 2014年 11月 1日 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建设与国际化发展 会计学院

59 李国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合伙人 2014年 11月 1日
会计、审计与经济的

关系
会计学院

60 饶盛华 普华永道审计部 高级经理 2014年 11月 1日 新时期的注册会计师是如何炼成的 会计学院

61 王德瑞 华瑞会计师事务所 合伙人 2014年 11月 29日 会计人生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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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曹军 安邦资产管理公司 副总经理 2014年 12月 5日 商业银行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 会计学院

63 甘成久 江铜集团
高级

会计师
2014年 12月 7日 上市公司风险管理对财务与会计的挑战 会计学院

64 汤珂
清华大学社会会科学

学院经济所

教授月

博导
2014年 11月 22日 大宗商品定价金融化及其影响的经验分析 国际经贸学院

65 陈艳
钢之家网站炉料有色

部及煤焦部
经理 2014年 11月 22日 铁矿石定价指数化及其影响研究 国际经贸学院

66 李广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

息中心研究处
处长月研究员 2014年 09月 29日 跨境贸易中的电子商务 国际经贸学院

67 彭水军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

贸易系

教授月

博导
2014年 5月 22日

国别碳排放责任分担方案：基于多种责任视角及

MRIO模型的实证研究
国际经贸学院

68 范子英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 2014年 12月 19日 政治关联与经济增长：基于灯光数据的研究 经济学院

69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2014年 12月 19日 政企合谋：理解“中国式”的钥匙 经济学院

70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社长,
常务副会长

2014年 12月 6日 国有企业改革逻辑的再探讨 经济学院

71 卢现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2014年 12月 6日 中国自主创新的困难在哪里 经济学院

72 陈斌开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

学院
教授，副院长 2014年 11月 29日 高等教育、城市化与中国住房价格 经济学院

73 蔡继明 清华大学 客座教授，教授 2014年 9月 12日 从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看两大经济学体系融合 经济学院

74 王同律
武汉顺海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

教授,
主任评估师

2014年 6月 6日 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实务 经济学院

75 李世彤 国开证券研究中心 首席策略研究员 2014年 5月 10日 经济及金融领域异观点 经济学院

76 孟捷
清华大学《资本论》与

当代问题研究中心

中国政治经济学

年会秘书长，

教授

2014年 4月 17日
金融化与利润率：评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最近研究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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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张晖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2014年 4月 17日 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演进检讨反思与发展展望 经济学院

78 冯金华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
教授 2014年 4月 17日

等量资本一定会得到等量利润吗？——对传统

利润平均化理论的一个补充和修正
经济学院

79 葛扬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2014年 4月 17日
经济增长阶段视角下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共品供

给
经济学院

80 刘瑞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教授，副院长 2014年 4月 10日 打造中国式市场经济升级版 经济学院

81 杨万东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副主编 2014年 4月 10日 中国与世界宏观经济运行与未来变化 经济学院

82 蔡军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统计与精算系
教授 2014年 4月 28日

Optimal Reinsurance with Regulatory Initial
Capital and Default Risk 金融学院

83 黄高慧
易方达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
总裁 2014年 5月 23日 中国经济开放---RQFII及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学院

84 黄威文
香港特别行政区

入境处

訊息系统工程

师、博士
2014年 5月 23日 踏上成功路 (road to success) 金融学院

85 孔东民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金融系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01月 03日 个体沟通与市场信息传递 金融学院

86 冷铁成
新加坡管理大学

李光前商学院
博士 2014年 4月 9日

Political Influence,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金融学院

87 李晓龙

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中国量化投资

研究院

研究员 2014年 4月 23日 市场异象、量化投资与 csmar实证研究 金融学院

88 刘强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5月 14日

Recombining Binomial Tree Method for Pricing
Options on Stocks with Known Dividends: A

Note on Hull's Popular Book
金融学院

89 刘琪 江西省工商银行总行 处长 2014年 4月 16日 我国金融业现实挑战随谈 金融学院

90 孙杰 中国社科院月世界经济与 研究员， 2014年 3月 12日 欧美经济与中国经济：影响、挑战与对策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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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研究所 博士生导师

91 吴卫星
对外经贸大学

金融学院

副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4月 2日

Short- and Long-Run Business Conditions and
Expected Returns 金融学院

92 吴仰儒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

融发展研究院
院长 2014年 3月 17日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学术报告：宏观经济实证研

究与国际金融
金融学院

93 杨颖 江西师范大学 教授 2014年 2月 26日 提升职业素养塑造职业形象 金融学院

94 李强 中国期货业协会
东北财经大学

产业经济博士
2014年 9月 12日 新“国九条”与中国期货行业发展变革 金融学院

95 Jerry Cao 新加坡管理大学 助理教授 2014年 9月 24日 Real Estate Collateral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金融学院

96 王信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

中心
支行行长 2014年 9月 25日

学习研究国际金融问题要有广阔的视野－－从

美欧中汇率制度和政策的选择谈起
金融学院

97 Jie SUN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

院 澳大利亚科廷

大学

讲座教授 特聘

教授
2014年 10月 23日

Stochastic Convex Optimization withAmbiguous
Distribution 金融学院

98 陈蓉

厦门大学金融工程研

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

证券研究中心

副主任

教授 2014年 11月 22日 隐含风险厌恶系数：影响因素与信息含量 金融学院

99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5月 26日 人民币国际化缘起、发展和展望 金融学院

100 徐国祥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 2014年 3月 19日
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的构建及预测能力

研究
统计学院

101 张朝光 江西师范大学教务处 教授 2014年 4月 18日 高校教学管理漫谈 统计学院

102 许宪春 国家统计局 副局长 2014年 4月 22日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 统计学院

103 任佳刚
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

机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5月 21日 分数次正则Wiener泛函的局部化及其应用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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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宋马林
安徽财经

大学
教授 2014年 4月 24日 环境频率评价方法的统计属性分析及实力 统计学院

105
Tapabratta
Maiti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教授 2014年 5月 20日 空间统计概述（一）（二） 统计学院

106 向蓉美 西南财经大学 教授 2014年 6月 4 日 统计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探讨 统计学院

107 邱东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2014年 7月 2 日 统计学发展前沿问题研究 统计学院

108 谢邦昌 台湾辅仁大学 教授 2014年 7月 6 日 大数据与统计 统计学院

109 钟荷花 江西省科技厅计划处 研究员 2014年 9月 10日 有关江西省科技厅项目申报的若干问题 统计学院

110 张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2014年 11月 7日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及国际比较 统计学院

111 曾一锋 英国Teesside 大学 教授 2014年 2月 28日 具有约束的社交网络影响最大化 信息管理学院

112 邱菀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2014年 4月 9日
价值工程与项目管理

—创新在国家重大工程中的应用
信息管理学院

113 杜小勇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2014年 4月 25日 相似连接研究进展 信息管理学院

114 菅云峰
上海波汇通信科技有

限公司
副总经理 2014年 4月 25日 视频及图像分析技术产业化进展及思考 信息管理学院

115 徐泽水 四川大学 教授 2014年 4月 29日 模糊理论应用研究及展望 信息管理学院

116 刘 兵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

加哥分校
教授 2014年 5月 22日

Sentiment analysis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信息管理学院

117 梅 涛 微软亚洲研究院 主管研究员 2014年 6月 6日 基于用户的社交多媒体分析 信息管理学院

118 冯焕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 2014年 6月 6日 医学成像与图像处理 信息管理学院

119 乌家培 国家信息中心 名誉主任 2014年 6月 8日 上海自由贸易区及其对金融改革开放的影响 信息管理学院

120
Yong Chae
Jeong 韩国全北国立大学 教授 2014年 6月 16日

Introduction of HOPE-IT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enter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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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Yong Chae
Jeong 韩国全北国立大学 教授 2014年 6月 16日

Negative Group Delay Networks for
Communication Systems 信息管理学院

122
Dong Sun
Park 韩国全北国立大学 教授 2014年 6月 16日 Current Trends of Biometrics 信息管理学院

123 董颖颖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研究员 2014年 6月 27日 政策变化的门槛效应识别——基于离散模型 信息管理学院

124 黄正能 美国华盛顿大学 教授 2014年 9月 2日
Image and Video Analyses for Fishery

Applications 信息管理学院

125 黄正能 美国华盛顿大学 教授 2014年 9月 4日
How to be More Effective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Academic Career Building
信息管理学院

126 黄正能 美国华盛顿大学 教授 2014年 9月 5日 Big Visual Data for Intelligent Surveillance 信息管理学院

127 梁雪峰 日本京都大学 副教授 2014年 9月 23日 Salient Motion Detection using Potential Surface 信息管理学院

128 潘正祥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研究院
教授 2014年 10月 27日 Overview of Bio-inspired Computing 信息管理学院

129 汪寿阳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教授 2014年 11月 26日 大数据与风险管理 信息管理学院

130 廖 坤 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 副教授 2014年 12月 9日 供应链管理中的行为科学 信息管理学院

131 聂建云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 教授 2014年 12月 16日
From Simple Search to Search Intelligence: The

Evolution of Search Engines 信息管理学院

132 伍世虔
武汉科技

大学
教授 2014年 12月 25日 监控视频高清化技术探讨 信息管理学院

133 杨巨成
天津科技

大学
教授 2014年 12月 25日 深度学习与生物识别技术 信息管理学院

134 钱学明
西安交通

大学
教授 2014年 12月 25日 基于媒体大数据的媒体内容认知计算 信息管理学院

135 曾卫明
上海海事

大学
教授 2014年 12月 25日

脑功能磁共振成像及其在公共安全中的应用探

讨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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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徐 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2014年 12月 25日 乳腺癌计算机辅助诊断与预后研究 信息管理学院

137 王正友 石家庄铁道大学 教授 2014年 12月 25日 面向无线失真网络的视频质量无参评估 信息管理学院

138 邵明文 青岛理工大学 教授 2014年 12月 25日 关联规则挖掘：形式概念分析方法 信息管理学院

139 刘 颖

公安部电子信息现场

勘验应用技术重点实

验室

教授 2014年 12月 25日 现勘图像数据库检索--研究与思考 信息管理学院

140 庄 伟 江西省反恐办 副处长 2014年 12月 25日 全景微光凝聚监控视频的智能分析应用探讨 信息管理学院

141 戴银萍
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

勘测规划院地籍所
所长、研究院 2014年 3月 13日 旅游产业用地政策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42 赵 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副主编 2014年 5月 20日 SCI论文的写作规范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43 杨 旸 美国 temple大学 博士 2014年 5月 23日 中美旅游教育与研究比较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44
Barbara
Fennessy

加拿大 Conestoga
College 副校长 2014年 6月 9日 世界旅游业发展趋势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45 郑思齐 清华大学 教授、博导 2014年 11月 14日 “以人文本”的新型城镇化：城市活力研究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46 孙 聪 清华大学 博士 2014年 11月 14日 中国的绿色城市：需求推动与制度转换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47 施 骞 同济大学 教授、博导 2014年 11月 14日 欧洲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管理启示（英文）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48 张连营 天津大学 教授、博导 2014年 11月 14日 工程项目供应链交易模式及演化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49 查 鸿 天津大学 博士 2014年 11月 14日 考虑多技能学习效应的产品开发项目调度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50 朱 虹 江西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 2014年 9月 12日 江西旅游强省战略 旅游与城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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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151 宋国建 国家标准委 处长、研究员 2014年 10月 18日 旅游标准建设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52 杨刚桥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

副院长，教授，

博导
2014年 11月 29日 中国土地整理制度分析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53 卢 静 国土资源部法律中心 市场处处长 2014年 11月 29日 土地财政问题研究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54 卢艳霞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总工办副主任，

研究员、博士
2014年 11月 29日 中国土地管理制度综合改革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55 石晓平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

院长，教授，

博导
2014年 11月 29日 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策略研究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56 廖检文
广州民间

金融街
法学博士 2014年 03月 08日

“地上钱庄”的金融风险控制

——广州民间金融街的法律运作实践
法学院

157 肖国耀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处长 民间信贷的法律规制—以浙江“吴英案”为例 法学院

158 任喜荣
吉林大学

法学院
教授 2014年 4月 15日 中国宪政建设中的问题与主义 法学院

159 苏力
北京大学

法学院

著名法学家、

天元讲座教授、

长江学者

2014年 4月 17日
“社会法学连线”系列讲座第 4讲
——中国古代宪制的社会科学解读

法学院

160 李晟
南开大学

法学院
讲师 2014年 4月 17日

“社会法学连线”系列讲座第 4讲

——中国古代宪制的社会科学解读
法学院

161 于明
华东政法

大学法学院
讲师 2014年 4月 17日

“社会法学连线”系列讲座第 4讲

——中国古代宪制的社会科学解读
法学院

162 岳林 上海大学法学院 讲师 2014年 4月 17日 “社会法学连线”系列讲座第 4讲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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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宪制的社会科学解读

163 温世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4月 18日 人格权理论与立法思考 法学院

164 顾功耘 华东政法大学

教授、博导、著

名法学家、国务

院法学学科评议

组成员

2014年 4月 24日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法治战略 法学院

165 刘普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法商研

究》主编、资深

编辑

2014年 4月 25日 法学硕士论文写作技巧 法学院

166 肖江平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中国经济

法学会副秘书长
2014年 4月 25日 经济法总论的学术史考察 法学院

167 卢炯星 厦门大学

教授、著名法学

家、厦门大学法

学院经济学研究

中心副主任、福

建省法学会经济

法学研究会会长

2014年 4月 25日 我国宏观调控情势与宏观调控法律对策研究 法学院

168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
校长、教授、

博导
2014年 5月 10日 当代中国法学观的变迁 法学院

169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法学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2014年 5月 14日 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法学院

170 郑尚元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5月 19日
农村承包土地之权利（力）群及其疏解-以农民

生存依赖和去生存依赖为中心
法学院

171 孙宪忠 著名法学家 教授、博导 2014年 5月 22日 民众所有权的历史分析 法学院

172 樊启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

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6月 6日 我国保险法应适时再启、大修和大改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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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刘剑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9月 13日 新预算法：内容、使命与担当 法学院

174 徐孟洲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9月 13日 新预算法：内容、使命与担当 法学院

175 华国庆 安徽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9月 13日 新预算法：内容、使命与担当 法学院

176 朱大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9月 13日 新预算法：内容、使命与担当 法学院

177 熊伟 武汉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9月 13日 新预算法：内容、使命与担当 法学院

178 李炜光 《现代财经》杂志 首席教授、博导 2014年 9月 13日 新预算法：内容、使命与担当 法学院

179 翟中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

商研究》
副编审 2014年 9月 13日 新预算法：内容、使命与担当 法学院

180 邵海
西南政法大学《现代法

学》
编辑 2014年 9月 13日 新预算法：内容、使命与担当 法学院

181 林 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9月 18日 中国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热点与难点问题 法学院

182 秦国荣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博导 2014年 9月 18日 中国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热点与难点问题 法学院

183 刘翠霄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
教授、博导 2014年 9月 18日 完善《社会保险法》的理论探讨 法学院

184 徐澜波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

所

《政治与法律》杂志主

编

研究员 2014年 10月 16日 公益诉讼正本清源 法学院

185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
2014年 10月 17日 国家治理与维护宪法权威主题论坛 法学院

186 胡锦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

师、副院长
2014年 10月 17日 国家治理与维护宪法权威主题论坛 法学院

187 张翔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硕士生导师
2014年 10月 17日 国家治理与维护宪法权威主题论坛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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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翟国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
副研究员 2014年 10月 17日 国家治理与维护宪法权威主题论坛 法学院

189 林来梵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10月 17日 宪法的实施主题论坛 法学院

190 童之伟 华东政法大学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10月 17日 宪法的实施主题论坛 法学院

191 刘茂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副校长 教授博

导
2014年 10月 17日 宪法的实施主题论坛 法学院

192 朱福惠 厦门大学社科处 教授、处长 2014年 10月 17日 宪法的实施主题论坛 法学院

193 莫纪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10月 19日 “法治中国与人权保障”主题论坛 法学院

194 李树中
中国政法

大学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10月 19日 “法治中国与人权保障”主题论坛 法学院

195 周叶中
武汉大学

研究生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10月 19日 “法治中国与人权保障”主题论坛 法学院

196 秦前红
武汉大学

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10月 19日 “法治中国与人权保障”主题论坛 法学院

197 张千帆 北京大学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10月 19日 “法治中国与人权保障”主题论坛 法学院

198 苗连营
郑州大学

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10月 19日 “法治中国与人权保障”主题论坛 法学院

199 吴家清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10月 19日 “法治中国与人权保障”主题论坛 法学院

200 王磊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10月 19日 “法治中国与人权保障”主题论坛 法学院

201 焦洪昌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10月 19日 “法治中国与人权保障”主题论坛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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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史际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著名法学家 2014年 10月 24日 国有及国营企事业的前世今生、改革目标和走向 法学院

203 邓 峰 北京大学法学院
知名中青年法学

家
2014年 10月 24日 国有及国营企事业的前世今生、改革目标和走向 法学院

204 莫于川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10月 30日 如何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法学院

205 胡光志 重庆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11月 7日 法律在我心中：经济法的人性解读 法学院

206 刘水林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11月 7日 经济法是什么？ 法学院

207 刘大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11月 7日 经济法的经济分析 法学院

208 陈婉玲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科

学研究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11月 7日 经济法的理念更新与现代转型 法学院

209 李友根 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2014年 11月 7日
中国特色法律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以经济法

领域为例
法学院

210 屈茂辉 湖南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

国家社科基金评

选专家

2014年 11月 13日 国家机关法人制度的源流、问题与未来 法学院

211 颜运秋 中南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11月 17日

最高法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司法解释的建议

及理由说明
法学院

212 戚建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12月 07日 风险行政的兴起与行政法的新发展 法学院

213 林桂杰
美国加州大学

尔湾分校
教授 2014年 4月 15日 一种面向服务的物联网范式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14 周铁人
TechExecl，泰克赛尔

（中国）
总裁 CEO 2014年 11月 6日

需求和质量整合的敏捷过程—SpecDD:可扩展

的敏捷实践模型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15 曾炳钧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金

融及经济计算科学

研究中心

教授、研究中心

主任
2014年 10月 12日

建立在流沙上的城堡：

一场关于计算金融学、计算经济学、行为金融

学的新兴领域的市场新科学讲座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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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蔡立耑
厦门大学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教授 2014年 11月 20日 量化交易及量化系统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17 叶荣薡 东华大学 教授 2014年 11月 5日 论翻译的技术、艺术、学术及译术 外国语学院

218 王立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教授 2014年 10月 31日 商务英语研究的方向与方法 外国语学院

219 穆 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教授 2014年 10月 22日 翻译学科建设及翻译教育的发展 外国语学院

220 邓 海 西南财经大学 教授 2014年 10月 31日 外院办学漫谈 外国语学院

221 凌津奇
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

洛杉机分校
教授 2014年 9月 4日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 外国语学院

222 冯志伟
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

应用研究所
教授 2014年 11月 12日 计算机语言与机器翻译 外国语学院

223 傅敬民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 2014年 11月 19日 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及其学术论文发表 外国语学院

224 张万民 江西财经大学 教授 2014年 03月 06日 琐议大学课堂教学 人文学院

225 黎永开
香港社会工作人员

协会

香港社会工作人

员协会前会长、

香港明爱社区及

青少年服务总主

任

2014年 03月 13日 香港社区服务与义工发展 人文学院

226 单世联 上海交通大学 博士研究生导师 2014年 04月 18日 文化产业伦理的初步研究 人文学院

227 顾庆伟
鼎汉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4年 04月 上市那些事儿 人文学院

228 谢立中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社会学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14年 06月 09日 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工作意涵 人文学院

229 陈政 江西美术出版社
江西美术出版社

编审
2014年 6月 16日

文化产业是怎样炼成的——生态，创意，读者

或观众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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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陈立立 科技师范大学 教授 2014年 6月 23日 陶瓷文化与陶瓷鉴定 人文学院

231
Robin
Bonifas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博士
2014年 07月 23日

医疗社工和老年社工的相关概念、理论和评估、

干预方法
人文学院

232 孙飞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博士
2014年 07月 23日

医疗社工和老年社工的相关概念、理论和评估、

干预方法
人文学院

233 严书翔
深圳社联社工服务

中心

深圳社联社工服

务中心董事长
2014年 10月 27日 社工服务机构类型及运作管理 人文学院

234 张翼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

研究所

中国社科院社会

学研究所副所长
2014年 10月 27日

中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与社会治理的阶段性

目标
人文学院

235 孙志刚 美国密苏里大学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

闻学院高级社会研

究中心主任

2014年 11月 03日 美国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人文学院

236 高宏 江西省民政厅

江西省民政厅社会

事务处调研员（正

处级）

2014年 11月 13日 社会事务与社会工作 人文学院

237 李健 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新闻部主任 2014年 11月 15日 网络新闻评论写作实务 人文学院

238 顾东辉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教授、

博导
2014年 11月 21日

社会工作的

社会性与专业性
人文学院

239 王思斌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

国社会工作教育

协会会长

2014年 11月 21日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社会工作的发展 人文学院

240 钱宁 云南大学

云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

国社会工作教育

协会副会长

22014年 11月 23日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社会救助体系建构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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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何柳斌 江南都市报 首席记者 12014年 12月 1日 如何挖掘独家新闻——结合实践谈谈从业感想 人文学院

242 李跃森
中国电视

杂志

中国电视杂志执

行主编、高级编

辑

2014年 12月 03日 媒介融合时代电视剧的创意与创新 人文学院

243 朱代峰
深圳市仟得品牌顾问

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4年 12月 4日 中国广告传媒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向 人文学院

244 吴志刚 江南都市报
副总编辑月主任

记者（副高）
2014年 12月 17日 中国传媒形态的变化与社会发展 人文学院

245 蔡卓凡 江西日报社 高级记者 2014年 12月 18日 三篇江西新闻获奖作品的采访和编辑 人文学院

246 史柏年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

究生处

中国青年政治学

院研究生处处

长、教授，中国

社会保险学会理

事

2014年 12月 19日 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工作发展 人文学院

247 魏雁滨
香港中文

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博

导、荣休教授
2014年 12月 17日 社会工作专业督导 人文学院

248 关信平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周恩来

政府管理学院教

授

2014年 12月 21日 中国养老保障政策改革与发展 人文学院

249 张晓霞
江西省

社科院
研究员 2014年 12月 22日 江西省老龄化的趋势 人文学院

250 肖守渊
江西省

老龄委
处长 2014年 12月 22日 江西省养老问题的现状与政策 人文学院

251 张小红

江西渝州绣坊艺术总

监、新余夏布绣博物馆

馆长、新余市夏布刺绣

艺术研究所所长

高级工艺美术师 2014年 12月 23日 《指尖上的中国夏绣梦》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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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王小盾 中国音乐学院 教授 2014年 4月 9日 我的学术之路 艺术学院

253 许正龙 清华大学 教授月博导 2014年 4月 28日 自然-人-艺术——走上和合之道 艺术学院

254 许平 中央美术学院 教授 2014年 9月 12日 地命海心—社会创新与设计学学科建设的使命 艺术学院

255 许平 中央美术学院 教授 2014年 9月 12日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教育的理念和实践 艺术学院

256 沈莹 江西省杂技团 国家一级演员 2014年 10月 15日 应用型舞蹈表演人才的培养 艺术学院

257 李涛 上海音乐学院 教授 2014年 10月 17日 民族声乐作品中情景感的表达 艺术学院

258 蓝雪霏 福建师范大学 教授月博导 2014年 10月 17日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田野声像的历史价值 艺术学院

259 李涛 上海音乐学院 教授 2014年 10月 18日 欧美音乐剧经典唱段评论 艺术学院

260 张伯瑜 中央音乐学院 教授月博导 2014年 10月 19日 怎样以民族音乐学的视角看音乐 艺术学院

261 薛艺兵 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月博导 2014年 10月 19日
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

究的途径与方法
艺术学院

262 项阳 中国艺术研究院 教授月博导 2014年 10月 19日 从礼乐看中国音乐文化的功能性意义 艺术学院

263 王同 浙江音乐学院 教授 2014年 10月 19日 20世纪新音乐 艺术学院

264 王宝璋 中国声乐学会 教授 2014年 10月 19日 创新、先进、高效的“中国唱法” 艺术学院

265 熊峰 江西省书法家协会 教授月副会长 2014年 11月 13日 东方神秘符号之书法艺术 艺术学院

266 熊嫕 南京艺术学院 博士月教授 2014年 11月 14日 为什么不设计——来自日常生活的提示 艺术学院

267 凌继尧 东南大学 教授月博导 2014年 11月 14日 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的融合 艺术学院

268 辛向阳 江南大学 教授月博导 2014年 11月 14日 交互设计 艺术学院

269 蔡军 清华大学 教授月博导 2014年 11月 15日 生活形态研究——发现用户价值 艺术学院

270 邱松 清华大学 教授月楚天学者 2014年 11月 15日 基于设计思维与方法的设计基础教学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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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海军 中央美术学院 博士月教授 2014年 11月 16日 思考的技术 艺术学院

272 黄永健 深圳大学 教授月院长助理 2014年 11月 16日 手枪体 PK朦胧诗——文化对话川江号子 艺术学院

273 梁又照 台湾工业设计协会 教授 2014年 11月 16日 工业设计创新思维对产业与服务产业的契机 艺术学院

274 孙守迁 浙江大学 教授月博导 2014年 11月 23日 设计 3.0引领设计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艺术学院

275 李亚军 南京理工大学 教授 2014年 12月 18日 基于老龄化社会的创新设计研究 艺术学院

276 李亚军 南京理工大学 教授 2014年 12月 19日 设计学学科、专业建设的思考 艺术学院

277 沈一丹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书画研究院
副主席月研究员 2014年 12月 19日 中国书法欣赏——文字的演变及碑与帖之对比 艺术学院

278 刘昌兵 江西省文化厅 处长 2014年 12月 22日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项目申报 艺术学院

279 李浩 江西省文化厅 主任 2014年 12月 22日 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申报技巧 艺术学院

280 王凯珍 首都体育学院 教授 2014年 11月 29日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体育积极应对 体育学院

281 谢琼桓 国家体育总局 教授 2014年 6月 24日 体育的发展潮流和未来的价值取向 体育学院

282 张瑞林 吉林体育学院 教授 2014年 11月 29日 关于社会体育学科专业发展的思考 体育学院

283 赵蕴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编审 2014年 6月 3日 如何撰写与发表体育科研论文 体育学院

284 韩鲁安 天津体育学院 教授 2014年 11月 29日 大学生创业思考 体育学院

285 丛湖平 宁波大学 教授 2014年 11月 29日
人、知识、能力匹配—社会体育人才培养的思

维落点
体育学院

286 仇军 清华大学 教授 2014年 11月 29日
城市中体育参与与社会融合的若干研究假设提

起
体育学院

287 曹可强 上海体育学院 教授 2014年 11月 29日 着眼国家战略，培养社会体育创新人才 体育学院

288 贺翠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 2014年 3月 31日 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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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王晓春 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主任 2014年 5月 29日 传承红色精神，坚持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学院

290 武东生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

教育学院
院长

2014年 9月 19日
上午

马克思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学院

291 张雷声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教授

2014年 9月 19日
上午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前沿 马克思主义学院

292 韩喜平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院长

2014年 9月 19日
下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若干问题 马克思主义学院

293 丁俊萍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教授 2014年 10月 23日 立体多元的思政课教学模式探索 马克思主义学院

294 王志国
江西省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
研究员

2014年 3月 18日
14:30

社会科学研究怎样与政策参考对接

生态文明与现代

中国研究

中心

295 黄今言 江西师范大学 教授
2014年 10月 21日

8:30
“重农抑商”中国皇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互

动及经济发展

生态文明与现代

中国研究

中心

296 沈迟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

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

小城镇改革发展

中心

4月 1日 新型城镇化解读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297 钟金根 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 主任 10月 29日 江西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298 王小永 江西省工信委综合处 处长 10月 30日 江西工业园区转型升级若干思考
江西经济发展研

究院

299 简泽 同济大学 副教授 2014年 11月 25-27日 现代经济学研究框架等六场

产业经济研究
院、规制与竞争
研究中心月协同

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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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陆铭 复旦大学 教授 2014年 11月 29日
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

剧地方保护？

产业经济研究
院、规制与竞争
研究中心月协同

创新中心

301 陆铭 复旦大学 教授 2014年 11月 29日晚
Development Zones Effectiveness and Key

Ingredients

产业经济研究
院、规制与竞争
研究中心月协同

创新中心

302 陆铭 复旦大学 教授
2014年 12月 1日

上午
大国发展：论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产业经济研究
院、规制与竞争
研究中心月协同

创新中心

303 陈斌开 中央财经大学 副教授 2014年 12月 29日 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产业经济研究
院、规制与竞争
研究中心月协同

创新中心

304 陈斌开 中央财经大学 副教授 2014年 12月 28日晚 高房价能推动经济增长吗？？

产业经济研究
院、规制与竞争
研究中心月协同

创新中心

305 孟大文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

研究院
研究员

2014年 12月 28日
下午

Multi-task Incentive Contract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with Multidimensional Types

产业经济研究

院、规制与竞争

研究中心月协同

创新中心

306 简 泽 同济大学 副教授 2014年 12月 28日晚 企业异质性、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

产业经济研究

院、规制与竞争

研究中心月协同

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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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魏下海 华南师范大学 副教授 2014年 12月 28日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劳动收入份额

产业经济研究

院、规制与竞争

研究中心月协同

创新中心

308 简 泽 同济大学 副教授 2014年 12月 27日晚 进口自由化、竞争与企业生产率关系

产业经济研究

院、规制与竞争

研究中心月协同

创新中心

309 魏下海 华南师范大学 副教授 2014年 12月 30日
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 30个大城市营

商环境的经济研究

产业经济研究

院、规制与竞争

研究中心月协同

创新中心

310 吴延瑞 西澳大学 教授 2014年 11月 14日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11 杨建州 福建农林大学 教授 2014年 7月 3日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现状与建设展望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12 赵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
副主编 2014年 5月 20日 英文科技论文的写作与投稿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13 李志峰
武汉理工大学高等教

育研究所
教授月副所长 2014年 5月 29日 高等教育的研究范式与现代转型

高等教育

研究所

314 张应强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

学研究院

教授月院长月博

士生导师
2014年 5月 30日

开展校本研究、加强学科建设、培育师资队伍

和加强学术合作话题交流

高等教育

研究所

315 吴 昱 西南财经大学 副教授
2014年 3月 10日

下午
‘T+0交易制度与股票波动率的关系’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16 李明生 美国宝林格林大学 教授
2014年 6月 4日

下午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rian Strategy after
Extreme Market Movements”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17 叶龙森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 教授
2014年 6月 4日

下午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S stock
markets: New perspectives”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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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孙 谦 复旦大学 博士
2014年 6月 6日

上午

“Voluntary Disclosure of Auditor’s Attestation
on Internal Control: Evidence from China”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19 朱俏俏
澳洲国立

大学
博士

2014年 11月 25日
上午

金融与人：职业轨迹、银行家语首席执行官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20 冯开明 西南物理研究院 研究员 2014年 4月 16日 新能源技术最新发展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321 高椿明
电子科技

大学
教授 2014年 6月 9日 中国光电子技术及产业发展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322 张治安 中南大学 副教授 2014年 10月 21日 锂硫电池技术研究进展
新能源技术与应

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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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聘任客座教授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务月职称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聘用专业 聘任日期 聘任单位

1 丁俊萍 1955.6 中共武汉大学党委

委员
武汉大学 027-68762101 中共党史 2014.3.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任辛 1957.12 总编 江西日报社 经济法 2014.5.20 人文学院

3 Bing Liu 1963.10 ACM SIGKDD主席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01-312-6852570 人工智能 2014.5.20 信息管理学院

4 钟金根 1956.2 省委副秘书长、省

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 13979133668 政治学（中共党史） 2014.6.20 产业经济研究院

5 王信 1970.6 党委书记、行长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0791-86613095 金融学 2014.9.5 金融学院

6 游炳俊 1965.4 总经理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公司 13392633787 财政法 2014.10.28 法学院

7 叶兆平 1971.7 董事长 深圳市琳翔投资有限公司 13510841166 经济法学、会计学 2014.10.28 法学院

8 林印孙 1964.4 董事长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13803537018 工商管理 2014.3.11 MBA学院

9 王昭扬 1962.11 董事长 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3928345789 工商管理 2014.12.16 工商管理学院

10 吴汉东 1951.1 原校长、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027-88386002 法学 2014.12.25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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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教研人员参会、进修或讲学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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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4年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年会 2014年 12月 5日 厦门
胡宇辰、吴照云、宋丽丽、郭英、

高日光（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2 2014年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理事长会 2014年 12月 1日 北京
胡宇辰、吴照云、宋丽丽、郭英、

高日光（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3 江西省管理学会年会 2014年 11月 1日 南昌
胡宇辰、吴照云、宋丽丽、郭英、

高日光（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4 ISHRM首届双学年学术会议 2014年 11月 13日 南昌

胡宇辰、蒋金法、杨杰、陈明、

熊小斌、李敏等 50教职工

（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5 两岸管理论坛 2014年 12月 22日 台湾
胡宇辰、吴照云、宋丽丽、郭英、

高日光（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6
第二届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峰

论坛
2014年 11月 26日 南昌 胡宇辰、胡大立（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7
2014 年互联网金融与供应链金融创新发

展高级研修班
2014年 8月 南京 刘浩华 工商管理学院

8 第 9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 2014年 8月 刘浩华 工商管理学院

9
第二届“日本精细化管理——精益生产研

讨会”
2014年 06月 25-07月 03 日本东京

胡宇辰、胡海波

（参会、访问）
工商管理学院

10 第十四届“管理沟通”课程教学研讨会 2014年 07月-7月 0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胡海波（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1 第三届中国管理案例中心联盟会议 2014年 09月 21 北京科技大学 胡海波（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2 2014中国管理案例年会 2014年 12月 06 清华大学 胡海波（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3
第六届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

坛
2014年 11月 7日-9日 南京 宁亮（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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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全国高校商务管理研究会 2014年 7月 24日-7月 25日 中央财经大学 陆淳鸿、万卫红（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5 智慧营销研讨会 2014年 8月
西南交通

大学
谌飞龙（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6 2014年营销科学年会 2014年 11月 厦门大学 谌飞龙（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7 养老服务标准化 2014年 11月
上海虹桥

饭店
万卫红（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8 2014房地产与建设参理会议 2014年月 25日—9月 27日 昆明 龚代华（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19 2014创新创业大赛 2014年 10月 24日 武汉 胡大立（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20 营销科学学术年会 2014年 11月 15日—16日 厦门大学 占小军（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21 第十届广饶月 孙子文代论坛 2014年 9月 20日 山东月广饶 刘爱军（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22 人力资源管理论坛 南京大学 李敏（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23 第十三届全国高校物流专业教学研讨会 2014年 8月 2日—8月 4日 天津 吴群（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24 中国工业 4月 0高峰论坛 2014年 11月 3日 上海 王友丽（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25 第十三次中国物流学术年会 2014年 11月 7日-11月 9日 上海 王友丽（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26 仓储运营控制 2014年 4月 15日 南昌印钞厂 程永生（讲学） 工商管理学院

27
3rd Symposium of the Centre for
Leadership & Innovation

2014年 2月 21日—2月 22日 香港 汪新艳（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28
Annual Research Symposium: When OB
Research Meets HR Practices

2014年 6月 26日-6月 27日 上海 杨杰、汪新艳（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29 第二届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年会 2014年 9月 12日—9月 14日 武汉 杨杰、汪新艳（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30
2014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2014年 8月 1日
—8月 5日

美国 杨杰（参会）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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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江西省出国英语培训 2014年 6月 22日—6月 28日 南昌 程永生（进修） 工商管理学院

32
2014 年江西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物流名

企实践与培训
2014年 7月 12日—7月 22日 深圳 吴群、涂淑丽、程永生（进修） 工商管理学院

33 SAP 大学联盟 ERP培训 2014年 4月 22日 北京 朱建斌、蔡文著（进修） 工商管理学院

34 SAP 大学联盟 HANA培训 2014年 7月 10日 内蒙古月鄂尔多斯 朱建斌（进修） 工商管理学院

35 市场营销教师培训
2014年 7月 28日

—7月 23日
北京用友集团 王晓春、陆淳鸿、邓玉华（进修） 工商管理学院

36 案例教学培训 2014年 5月 河北经贸大学 万卫红（进修） 工商管理学院

37 访学
2013年 9月 15日
—2014年 10月 8日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高日光（访学） 工商管理学院

38 访学
2014年 1月 7日

—2014年 8月 21日
澳大利亚南昆士兰

大学
陈小峰（访学） 工商管理学院

39 访学
2014年 02月 12日
—2014年 08月 06日

西班牙格拉纳达

Granada University
宋丽丽（访学） 工商管理学院

40 访学 2014年 08月 28至今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

大学 Pueblo商学院
王晓春（访学） 工商管理学院

41 访学 2014年 08月 11至今 美国本特利大学 杨建峰（访学） 工商管理学院

42 访学
2014年 11月 11
—2015年 02月 10

西班牙 格拉纳达大

学
刘浩华（访学） 工商管理学院

43 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财税政策研讨会 2014年 4月 11日至 13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

政税务学院
舒成（会议发言）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44
全国 MPA核心课程“宪法与行政法”师

资研讨会”
2014年 4月 18日至 20日 汕头大学 许才明（参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45
原中央苏区发展振兴医疗保险、医疗服务

评价与监管体系建设研讨会
2014年 4月 18日至 20日 江西赣州 张仲芳（参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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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江西 2014 年暑假高校哲学骨干教师研修

班
2014年 5月 11日至 13日

江西省委

党校
彭志武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47
2014 年全国 MPA核心课程 “公共经济

学”师资研讨会
2014年 5月 30日至 6月 1日

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

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舒成（进修）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48 全国财政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议 2014年 6月 17日至 19日 辽宁大学 蒋金法、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49
Asian Studies on the Pacific Coast Annual
Conferrence, 2014

2014年 6月 20日至 22日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 吴军民（参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50
第 2 期全国 MPA核心课程“非营利组织

管理”师资研讨会
2014年 6月 20日至 22日

中国农业

大学
许才明（参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51 组织社会学工作坊 2014年 7月 6日至 8日 浙江大学 欧阳静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52 社会年会，青年博士论坛 2014年 7月 11日至 12日 武汉大学 欧阳静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53
中国财税改革论坛 2014：
新常态经济与财税改革方案实施高端论

坛

2014年 7月 28日至 30日 北京 姚林香、席卫群（参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54 国家治理与地方财政改革 2014年 8月 15日至 17日
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
所、东北财经大学财

税学院
舒成（会议发言）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55 全国MPA教案研讨会 2014年 8月 16日至 18日 清华大学公管学院
曾维涛参会并

发言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56
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

•2014)
2014年 9月 18日至 20日 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 李春根、杨道田，参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57 中国-东盟财税合作论坛 2014年 9月 19日至 21日 广西南宁 张仲芳、蔡芳宏（参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58
中国税收教育研究会 2014年年会暨第八

届学术研讨会
2014年 9月 20日至 22日

贵州财经

大学

王乔、匡小平、杨得前、姚林香

（参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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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第五届中国社会保障前言问题学术论坛 2014年 9月 20日至 21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余桔云（参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0
“财税改革与城镇化”学术研讨会暨 2013
年度“邓子基财税学术论文奖”颁奖仪式

2014年 9月 27日至 29日
西南财经

大学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1 城镇化中的财税政策 2014年 9月 27日至 28日
西南财经

大学

主题发言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2 第五届世界比较教育学术论坛 2014年 9月 28日至 29日
北京师范

大学
简虎（讲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3 奥派电子政府研讨会 2014年 10月 13日至 15日 武汉大学公管学院 熊小刚，曾维涛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4
第八届中国税收筹划年会暨“税收筹划对

税收法制化建设的价值贡献”研讨会
2014年 10月 13日至 14日 洛阳

姚林香、万莹

（参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5 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 2014年会 2014年 10月 18日至 19日
天津财经

大学

专题发言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6 财税文化学术研讨会 2014年 10月 24日至 26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席卫群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7 财税文化学术研讨会 2014年 10月 25日至 26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席卫群，戴丽华（参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8 第五届公共管理实验教学研讨会 2014年 10月 28日至 29日 武汉大学 熊小刚、曾维涛（进修）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69
2014 年社会保障发展战略国际学术研讨

会
2014年 11月 1日至 3日

华东师范

大学
余桔云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70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 2014年 11月 1日至 3日 武汉
季俊杰，简虎

（听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71
2014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年会暨高

等教育国际论坛
2014年 11月 1日至 2日

华中科技

大学
简虎（访问）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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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全国高校精品资源共享课、慕课、微课建

设与教师教育能力提升专题研讨会
2014年 11月 8日至 9日 江西南昌 张仲芳（参会，培训）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73
城市财政与政府创新

中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
2014年 11月 8日至 9日 上海金融学院 杨得前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74 深化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研究 2014年 11月 10日至 11日 上海财经大学
专题发言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75 县乡干部论坛 2014年 12月 2日至 3日 湖南省寿县政府 欧阳静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76 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交流访问 2014年 12月 8日至 10日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李春根、张仲芳、杨道田（访问）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77 中国税收与政策研讨会 2014年 12月 13日至 14日 厦门大学 席卫群（参会）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78 农村民主自治与基层治理 2014年 12月 20日 南昌大学 欧阳静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79 MPAcc教指委会议 2014年 4月 8日至 11日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张蕊、余新培、李宁、曹玉珊 会计学院

80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分会 2014年 6月 13日至 15日 东北财经大学 曹玉珊、周冬华 会计学院

81 中国会计学会中青年财务成本分会理事会 2014年 6月 19日至 22日 安徽财经大学 曹玉珊 会计学院

82
中国商业会计学会 2014年度理事会与学

术会
2014年 7月 10日至 12日 河南财经大学 章卫东、曹玉珊 会计学院

83 财务合理转型与组织能力提升 2014年 7月 17至 20日 上海财经大学 郭小金、邹斌 会计学院

84 中国会计学会 2014年学术年会 2014年 7月 25日至 28日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周冬华、宋京津、蔡吉甫 会计学院

85 2014年实证会计研究方法 2014年 8月 3日至 6日 上海财经大学
周冬华、余新培、蔡吉甫、

杨书怀、闫志刚
会计学院

86 CIMA精英班 TOP4课程学习 2014年 8月 6日至 12日 上海浦东干部学院 章卫东、余新培、李宁、曹玉珊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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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ACCA师资培训 2014年 8月 10日至 15日 成都 闫志刚 会计学院

88 2014CIMA师资培训及教学研讨会 2014年 8月 12日至 18日 上海 吉伟莉 会计学院

89 管理会计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4年 9月 4日至 5日 中国对外经贸大学 章卫东 会计学院

90
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 2014 学会年

会暨第七届理论研讨会
2014年 10月 17日至 19日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曹玉珊、周冬华 会计学院

91
第五届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与 ACCA 教

学研讨会
2014年 10月 23日至 25日 浙江财经大学 吉伟莉、章琳一 会计学院

92 MPAcc教学创新与质量认证专题论坛
2014年 10月 31日

至 11月 3日
南开大学 张蕊、余新培、周冬华 会计学院

93 第六届法务（司法）会计研讨会 2014年 11月 7日至 9日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杨书怀 会计学院

94
宏观经济行为与微观企业财务政策行为

研讨会
2014年 11月 7日 暨南大学 罗劲博 会计学院

95 CJRAS2014年第二次学术研讨会 2014年 11月 18日至 21日 对外经贸大学 罗劲博 会计学院

96 第十一届中国金融学年会 2014年 11月 25日至 26日 广西大学 熊家财 会计学院

97 营运资金管理高峰论坛 2014年 11月 29日至 30日 青岛 宋京津 会计学院

98
2014 年第十三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

协作组
2014年 10月 17日 北京中央财经大学

余昌龙、涂远芬、黄先明、

蒋含明（参会）
国际经贸学院

99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2014年会 2014年 10月 24日 杭州浙江大学
刘振林、许统生

（参会）
国际经贸学院

100 2014中国商业经济国际论坛 2014年 11月 28日 北京
袁红林、吴朝阳

（参会）
国际经贸学院

101 民建中央能源与环境委员会年会 2014年 8月 17日 北京 李秀香（参会） 国际经贸学院

102
2014 年中国价格协会高校价格理论与教

学研究会
2014年 7月 19日 安徽财经大学 吴朝阳（参会） 国际经贸学院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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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国际经济和金融学会中国(IEFS中国)第六届

国际学术年会
2014年 5月 27日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

李玉花、许统生

（参会）
国际经贸学院

104 教育部信息中心多媒体课件制作交流会 2014年 11月 6日 北京 王根生（参会） 国际经贸学院

1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4年度青年基金

检查交流会
2014年 10月 8日 安徽工业大学 涂远芬（参会） 国际经贸学院

106 上海海关学院报关师资培训 2014年 8月 12日 苏州 戴明辉（进修） 国际经贸学院

107
江西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14年
国家级教学名师引领培训班”

2014年 6月 27日 南昌 刘祎（进修） 国际经贸学院

108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高校教师岗前培

训”
2014年 8月 14日 南昌 刘祎（进修） 国际经贸学院

109
商务部研究院 “第二期自贸区建设与发

展新机遇研修班”
2014年 6月 10日 上海 刘祎（进修） 国际经贸学院

110
全国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第 31届
年会

2014年 9月 5日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康静萍 经济学院

111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 2014年年会 2014年 11月 5日 重庆工商大学 康静萍 经济学院

112 第八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2014） 2014年 11月 10日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康静萍 经济学院

113 第十届经济学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 2014年 9月 18日 中国人民大学
黄文华、段长征、周海鸥、邵国

华
经济学院

114 第八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 2014年 10月 25日-26日 河南大学 王宇锋 经济学院

115
全国高校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与教师专业

能力提升及师资队伍建设交流研讨会
2014年 9月 6日 内蒙古海拉尔 彭新万 经济学院

116
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第 31
届学术年会

2014年 9月 6日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彭新万 经济学院

117 2014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年会 2014年 11月 18日 浙江大学 裘莹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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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全国高校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与教师专业

能力提升及师资队伍建设交流研讨会
2014年 8月 8日-12日 内蒙古海拉尔 陶然 经济学院

119
2014中国（上海）食品安全科技峰会第二

届快速检测暨移动实验室发展论坛
2014年 11月 20日-21日 上海 许昌平 经济学院

120 2014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年会 2014年 10月 24日-26日 浙江大学 许昌平 经济学院

121
全国第八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

新论坛
2014年 7月 9日-10日 安徽大学 许光伟 经济学院

122 中国区域经济监测专题研讨会 2014年 6月 13日 北京 杨为燕 经济学院

123 平安保险直通校企合作高峰会 2014年 4月 27 上海 曹邓（参会） 金融学院

124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2014年会 2014年 10月 25 杭州 文艺（参会） 金融学院

125 2014年金融教指委工作会议 2014年 6月 21 北京 凌爱凡（参会） 金融学院

126
第十二届金融系统性工程与风险管理国

际年会
2014年 8月 17 太原 凌爱凡（参会） 金融学院

127 2014年金融学教育研讨会 2014年 8月 24 成都 凌爱凡（参会） 金融学院

128 2014年我国经济数学与管理数学年会 2014年 8月 26 成都 凌爱凡（参会） 金融学院

129 第五届金融教育改革论坛 2014年 11月 8 广州 凌爱凡（参会） 金融学院

130 第三届应急科学家与风险管理论坛 2014年 11月 13 广州 凌爱凡（参会） 金融学院

131 第九届中国管理学年会 2014年 11月 15 广州 凌爱凡（参会） 金融学院

132 第六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 2014年 11月 28 北京 王慧（参会） 金融学院

133 2014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 2014年 10月 25-26 开封 彭玉镏（参会） 金融学院

134 首届中金所杯审题会 2014年 4月 27-29 上海 易蓉（参会）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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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2014年江西地区豆粕期权培训会议 2014年 5月 15 南昌 易蓉（参会） 金融学院

136
第十二届金融系统工程与风险管理国际

年会
2014年 8月 8 太原 闵晓平（参会） 金融学院

137
《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会议
2014年 7月 11-12 北京 刘紫云（参会） 金融学院

138
亚 洲 金 融 学 会 年 会 （ Asian Fina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2014）

2014年 6月 23-26 巴厘，印度尼西亚 黄涛（参会） 金融学院

139 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研讨会 2014年 7月 26-27 上海 黄涛（参会） 金融学院

140
FMA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Conference)

2014年 10月 15 - 18 Nashville，美国 黄涛（参会） 金融学院

141 中国金融学年会 2014年 10月 25-26 南宁 黄涛（参会） 金融学院

142
公 司 金 融 与 金 融 市 场 国 际 会 议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rporate
finance and capital market）

2014年 11月 7-8 杭州 黄涛（参会） 金融学院

143 2014年数量经济学年会 2014年 10月 17 杭州 胡志军（参会） 金融学院

144 第 18界 IME国际会议 2014年 07月 10-07月 12 上海 胡少勇（参会） 金融学院

145 第五届中国金融教育论坛 2014年 11月 08 广州 胡少勇（参会） 金融学院

146
第三届应急管理科学家论坛&金融风险管

理论坛
2014年 11月 13-11月 14 广州 胡少勇（参会） 金融学院

147 第三届中国经管类博士生招聘会 2014年 11月 15-11月 16 广州 胡少勇（参会） 金融学院

148 中国保险学会年会 2014年 11月 20-11月 21 北京 胡少勇（参会） 金融学院

149
全国保险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工作

会议
2014年 11月 22-11月 23 北京 胡少勇（参会）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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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出国外语培训 2014年 7月-2014年 12月
江西师范大学

(广外班)
王海南（学习） 金融学院

151
高校金融学类专业教学与科研高级研讨

会暨骨干教师研修班
2014年 8月 3—8日 呼和浩特 杨玉凤（学习） 金融学院

152 第三期金融专硕师资培训 2014年 1月 7—9日 厦门大学 舒海棠（学习） 金融学院

153
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首届高校统计专业

教师研修班
2014年 8月-12月 北京 李峰 统计学院

154 “调查与分析”专业师资培训会议
2014年4月11日
-2014年4月13日

北京 潘文荣 统计学院

155
中国经济论坛举办的国民经济核算课程

培训班

2014年6月28日-2014年6月29
日

辽宁大连 李燕辉、周伟、李峰 统计学院

156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心理与教育测验学术

研讨会

2014年8月21日
-2014年8月25日

台湾 李峰 统计学院

157
2014 年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暑期学校暨

第四届经济计量分析与预测国际学术会

议

2014年7月10日
-2014年7月18日

辽宁大连 杨婷 统计学院

158 现代统计学暑期学校培训
2014年7月1日
-2014年7月11日

上海 邓国华、康鸿、刘玥 统计学院

159 新乡实验设计会议
2014年10月29日
-2014年10月31日

河南新乡 任俊柏 统计学院

160
《中国文化产业评论》创刊 10 周年纪念

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
2014年 6月 7-6月 10日 上海 王中云（参会） 统计学院

161 第十一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 2014年 6月 28日 成都（四川大学） 曾献飞（参会） 统计学院

162 中国社会学年会 2014年 7月 贵阳 蒋国河（参会） 统计学院

163 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外语培训 2014年 7月 12日-12月 24日 南昌 涂小松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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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2014 年全省高校中青年教师国外放学行

前培训班
2014年 7月 1日-7月 8日

江西师范

大学
张 瑾、李 明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65 2014中国旅游科学年会 2014年 4月 19-20日 北京国家旅游局 曹国新（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66 上饶旅游大讲堂 2014年 7月 15日 上饶市政府 曹国新（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67 2014年中国地理编辑出版年会 2014年 7月 17-21日 哈尔滨 唐文跃、李文明（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71
2014 年中国土地科学论坛暨第十三届全

国高校土地资源管理院长（系主任）联席

会

2014年 8月 19-20日 内蒙古师范大学 邹秀清（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72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暨 2014年学术年会
2014年 10月 10-12日 郑州 涂小松（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73 2014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 2014年 10月 17-19日
湖南师范

大学
田逢军、唐文跃（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74
The 6th Global Workshop on Digital Soil
Mapping月

2014年 11月 10
-2014年 11月 13

南京 李洪义(参会)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75 工程管理院长、系主任会议 2014年 11月 21-23日 深圳大学 吴光东、赖小东、殷乾亮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76 中国农业技术经济 2014年会 2014年 11月 21－23日
四川省成都市

四川农业科学院
周早弘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77
自科管科一处青年基金主持人经验交流

会
2014年 11月 26-28日 安徽财经大学 吴光东、赖小东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78 ＳＴＥＬＬＡ软件运用研讨班 2014年 12月 7－9日
广东省广州市

华南农业大学
周早弘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179 法治中国与人权保障研讨会 2014年 11月 18日 苏州 易有禄（参会）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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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研

讨会
2014年 11月 25日 北京 易有禄（参会） 法学院

181 中国立法学研究会 2014年会 2014年 8月 26日 兰州 易有禄（参会） 法学院

182 华东政法大学 2013年 9月至 2014年 6月 上海 刘国（访问） 法学院

183 高校中青年教师发展计划访问学者
2013年 9月 5日
-2014年 2月 27日

台湾 王吉文（访问、参会） 法学院

184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 2014年 10月 17-19日 上海 王吉文（访问、参会） 法学院

185 中国国际经济法年会 2014年 10月 31日-11月 2日 武汉 王吉文（访问、参会） 法学院

186 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二十七届会议 2014年 9月 19日至 22日 厦门 熊玉梅（参会） 法学院

187 全国刑法学年会 2014年 9月 28、29日 北京 徐光华（参会） 法学院

188 中国法学会第七届中部崛起论坛 2014年 11月 29-20日 武汉 谢小剑（参会、评委） 法学院

189 南昌市诉辩对抗赛 2014年 11月 29日 南昌 谢小剑（参会、评委） 法学院

190
江西省检察官文联“检察职业良知”研讨

会
2014年 12月 1日 南昌 谢小剑（参会、评委） 法学院

191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法国 IPAG高等商学

院
2014年 9月 22-28日 英国法国 蒋悟真（访问、参会） 法学院

192 全国财税法年会 2014年 10月 22月 23日 武汉 蒋悟真（访问、参会） 法学院

193 全国经济法哲学理论研讨会 2014年 6月 11月 12日 上海 蒋悟真（访问、参会） 法学院

19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2013年 9月起至今 北京 陈军（进修） 法学院

195 中国保险法研究会 2014年 11月 7—9日 北京 张怡超（参会） 法学院

196 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年会 2014年 10月 16-18日 南昌 喻晓玲（参会）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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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 21014年年会 2014年 11月 21一 23日 成都 易 虹（参会） 法学院

198 江西省法制与鄱阳湖生态法律研讨会 2014年 7月 20日 赣州
秦守勤、徐光华、徐丽媛、刘国、

阙占文（参会）
法学院

199
第五届“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

际研讨会
2014年 9月 26-27日 北京 周维德（参会） 法学院

200
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研讨会暨第八届中

国残疾人事业发展论坛

2014年 10月 31日
至 11月 2日

武汉 周维德（参会） 法学院

201 中国人民大学 2013年 9月-2014年 6月 北京 王柱国（访学、参会） 法学院

202 南昌市人大常委立法论证会 2014年 9月 5日-11月 4日 南昌 王柱国（访学、参会） 法学院

203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 2014年年会 2014年 10月 17-19日 上海 马德才（参会） 法学院

204
2014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研讨会暨姚梅

镇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
2014年 10月 31日-11月 2日 武汉 马德才（参会） 法学院

205 网络谣言犯罪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2014年 4月 20日 南昌 黄华生（讲座、参会） 法学院

206 网络谣言犯罪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2014年 7月 26日 南昌 黄华生（讲座、参会） 法学院

207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 2014年学术研讨会 2014年 9月 26日至 28日 北京 黄华生（讲座、参会） 法学院

208 中国犯罪学学会 2014年学术研讨会 2014年 11月 14日至 16日 重庆 黄华生（讲座、参会） 法学院

209 金融创新法治论坛 2014年 11月 15日 上海 熊进光（参会） 法学院

210 江西省法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 2014年 9月 29日 南昌 陈运生（参会） 法学院

211 经济法研讨会 2014年 9月 29日 青岛 秦小红（参会） 法学院

212 进修
2014年 9月 18日
—2015年 1月 18日

上海九城学院 严军勇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13 进修 2014年 7月 1日 上海恺英网络 李华旸 软件与通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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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2月 26日 有限公司 学院

214 进修
2014年 9月 25
-2015年 9月 24 美国费城Drexel大学 张驰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15 进修
2014年 10月 9日
—2015年 10月 8日

加拿大 Simon Fraser
大学

尹爱华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16 云时代的教育信息化专题的培训 2014年 6月 24日--7月 6日 北京 汪彩霞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22 2014中国计算机大会
2014年 10月 23日
-2014年 10月 25日

河南郑州 曹重华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23
全国高校UI(用户体验设计)最新前沿技术
与应用暨移动终端 UI 设计师专业教师资
格证水平认证班的培训

2014年 11月 14日——17日 成都 汪彩霞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24
全国高校UI(用户体验设计)最新前沿技术
与应用暨移动终端 UI 设计师专业教师资
格证水平认证班的培训

2014年 11月 14日—17日 成都 邢芳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25
Oracle Academy骨干教师培训 2014年 3月 22日—25日 南昌东华理工学院

张雪娥、汗成

陈辉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26 计算机学院院长联席会 2014年 5月 23日-24日 宜春 邓庆山、黄茂军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27 幕课培训 2014年 6月 25日—29日 清华大学 邓庆山、蒋娜、李普聪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28 中外合作办学培训 2014年 8月 2日—5日 大连 邓庆山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29 大数据技术培训 2014年 7月 28日—8月 5日 北京 陈辉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30 自然语言处理的学科前沿讲习班 2014年 12月 5日—7日 深圳 边海容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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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高校教学管理干部高级研修班 2014年 11月 13日—19 日 广州 张雪娥
软件与通信工程

学院

232 2014学术英语教学研讨会暨教师培训会 2014年 5月 17日
上海复旦

大学
李红艳

外国语

学院

233 MOOC时代的高等外语教学 2014年 9月 26日
山东省烟台市鲁东大

学
张善军

外国语

学院

234 "Media Talk" Symposium 2014年 4月 21日 Brisbane, Australia 冯德兵
外国语

学院

235 语义研究会 2014年 11月 8日
东京驹泽

大学
陶萍

外国语

学院

236 沟通与谈判会议 2014年 8月 1日 银川 毛凡宇
外国语

学院

237 大学英语教材培训 2014年 7月 22日 合肥 毛凡宇
外国语

学院

238 商务英语公开教学开放周 2014年 5月 15日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 毛凡宇
外国语

学院

239
The 13th ABC Business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2014年 3月 27日
上海维也纳国际大酒

店
毛凡宇

外国语

学院

240 萨提亚家庭治疗培训第一期 2014年 01月 03-- 01月 09日 北京 银平均、熊青培训进修 人文学院

241 “美国西南跨学科研究中心”年会 2014年 3月 30日
美国凤凰城亚利桑那

大学
陈家琪 人文学院

242
2014年第 7届联合国「世界关顾自闭日」
香港自闭症研讨会及香港自闭症服务考
察团

2014年 04月 25—04月 27日
香港教育

学院
苗春凤、袁冬华、秦安兰 参会 人文学院

243 第四届电通-中国广告教育高端论坛 2014年 07月 04—07月 05日 苏州 罗书俊、宋初健（开会）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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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第六届中国社会福利研究专业委员会年
会“福利治理：本土创新与国际经验”国
际研讨会

2014年 07月 07- 07月 08日 南京 银平均参加会议，当选为理事 人文学院

245 第五届MSW高级研修班 2014年 07月 17- 07月 19日 四川成都
陈家琪、张晟、

袁冬华、苗春凤
人文学院

246
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第五届MSW高级

研修班：社会服务管理课程设计
2014年 7月 11日 成都市四川大学 陈家琪 人文学院

247 国际文化管理年会 2014年 7月 12日 北京 周明鹃 人文学院

248 全国新闻学教学科研高级研讨班 2014年 07月 18—07月 22日 井冈山大学 张庆胜、周立华参会 人文学院

249
2014 年江西省社会工作督导人才驻点培

养培训班
2014年 07月 28- 08月 03日 深圳 洪泸敏进修 人文学院

250
江西省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管理能力

提升培训班
2014年 07月 28- 08月 03日 深圳 洪泸敏进修 人文学院

251 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 15届年会 2014年 08月 12-- 08月 15日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骆兵（参会） 人文学院

252 萨提亚家庭治疗培训第二期 2014年 08月 12- 08月 21日 北京 银平均、熊青培训进修 人文学院

253
全国大学语文

第十五届学术年会
2014、8、22至 24日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骆兵 人文学院

254
第十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社会治理现代化与

社会政策创新”
2014年 08月 16- 08月 19日 北京

银平均参加会议，主持分论坛并

当选为理事
人文学院

255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当代传播与接受学

术研讨会
2014年 9月 19日 长沙 周明鹃 人文学院

256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二十周年庆

典暨社会治理创新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

研讨会

2014年 10月 28日 北京市西郊宾馆 陈家琪 人文学院

257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二十周年暨 2014年 10月 31—11月 02 北京 苗春凤 参会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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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创新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研讨

会

258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 20 周年暨社

会治理创新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研讨会
2014年 10月 31- 11月 02日 北京

银平均参加会议，主持分论坛，

论文获二等奖
人文学院

259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

第八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
2014年 11月 01-- 11月 02日

江苏南京·南京艺术

学院
蔡盈洲参会 人文学院

260
城市化与城乡社会发展--两岸三地社会学

论坛
2014年 11月 5日 南昌市 陈家琪 人文学院

261 首届全国敬老文化论坛 2014年 11月 19日 北京 秦安兰 人文学院

262 第三届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学术论坛 2014年 11月 23日 南昌市 陈家琪 人文学院

263 第三届国际道教论坛 2014年 11月 25-26日 鹰潭 周明鹃、张晟 人文学院

264 鄂赣两省古代文学第七届年会 2014年 11月 28-- 11月 30日 湖北荆州长江大学 骆兵（参会） 人文学院

265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华中地区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建设高端论坛

2014年 12月 04-2014年 12
月 05日

郑州

邹勇文（主持论坛）、银平均、

蒋国河参加会议

发言

人文学院

266 第五届国际电影年会 12月 9日-10日 西安 蔡盈洲（参会） 人文学院

267 中部地区社会工作高峰论坛 2014年 12月 04- 12月 06日 郑州大学 银平均 蒋国河、邹勇文（参会） 人文学院

268
第十一届全国文化

管理类学科建设联席会议
2014年 12月 13-15日 徐州 周明鹃、夏刚 人文学院

269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 20 周年暨社

会治理创新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研讨会
2014年 10月 31- 11月 02日 北京

银平均参加会议，主持分论坛，

论文获二等奖
人文学院

270 “水彩四象学术论坛”
2014年 10月 15日至 10月 17

日
深圳画院 刘涵（参会） 艺术学院

271
第八届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管理国际会

议

2014年 10月 31日—11月 2
日

上海 李霜（参会）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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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首届数字艺术创意应用研讨会 2014年 7月 4-5日 北京北方工业大学 温强（参会） 艺术学院

273
中国艺术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首届学术

会议
2014年 4月 19日-20日

江西师范

大学

李民、黄松涛、刘卷、陈永维、

胡新辰（参会）
艺术学院

274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议 2014年 10月 23日-26日 江苏南京 李民（参会） 艺术学院

275 2014文化科技创新论坛 2014年 11月 28日-12月 1日 广东深圳 包礼祥、李民（参会） 艺术学院

276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研究会研讨会 2014年 7月 21日-27日 北京中国音乐学院 陈红、邹晨娜、李珺（参会） 艺术学院

277
《艺术文化中的白俄罗斯音乐表演艺术》

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 11月 25日-28日

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

院（明斯克）
李二永（参会） 艺术学院

278 中国文明对话：第五届国际学术会议 2014年 11月 27日-28日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

子学院（明斯克）
李二永（参会） 艺术学院

279
2014 集成创新与可持续设计国际学术研

讨会暨第十九届全国工业设计学术年会
2014年 12月 4日-6日 广东广州 况宇翔（参会） 艺术学院

280
江西省文艺学会六届三次理事会暨第五

届青年学者论坛
2014年 11月 21日-22日 江西新余 包礼祥（参会） 艺术学院

281
全国设计教育学术研讨会暨 2014 年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年会
2014年 10月 31-11月 1日 河南开封 包礼祥、黄志明（参会） 艺术学院

282
第四届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换届会

议暨全省学校艺术教育培训会
2014年 5月 28日-31日 江西井冈山 陈红、罗时武（参会） 艺术学院

283 清华大学服务设计课程观摩与研讨会 2014年 12月 13日 北京 况宇翔（参会） 艺术学院

284 《空间叙事研究》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 2014年 11月 16日 江西南昌 包礼祥、韩吉安（参会） 艺术学院

285 首届“时尚传播与社会发展”国际论坛 2014年 4月 25-27日 上海东华大学 尹晖（参会） 艺术学院

286
中国音乐家协会高校音乐联盟 2014年年

会
2014年 11月 8日-10日 山东济南 樊凤龙（参会） 艺术学院

287 第四届全国高等院校民族声乐大赛论坛 2014年 9月 29日 浙江杭州 樊凤龙（参会）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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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2014 年高校创新体育装备暨场馆建设与

管理研讨会
2014年 5月 8日-11日 湖北武汉 郑志强 体育学院

289 2014年春季全国高教仪器设备展示会 2014年 5月 14日-17日 天津 严伟 体育学院

290
2014 年广西自治区高校气排球教学与训

练研讨会
2014年 5月 15日-18日 广西南宁 马荣华 体育学院

291 第四届全国体育院所实验室管理研讨会 2014年 5月 17日-18日 北京 吕新 谭军 体育学院

292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网球分会第五届第

三次常委会
2014年 6月 6日-8日 辽宁大连 万小明 体育学院

293 2014年全国高校羽毛球教练员培训班 2014年 6月 29日-7月 6日 江西景德镇 屈丽萍 体育学院

294
2014 年中国社会学年会暨体育社会学论

坛
2014年 7月 11日 湖北武汉 郑志强 体育学院

295 《体育产业概论》教材培训工作 2014年 7月 12日-14日 安徽芜湖 彭永善 冯婧 体育学院

296
第八届全国高校体育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研讨会暨大学生体育健康测试工作经验

交流会

2014年 8月 2日-6日 安徽池州 詹新寰 吕新 体育学院

297
第六届社会体育国际论坛暨社会体育研

讨会理事大会
2014年 10月 18日-20日 湖北武汉 郑志强 体育学院

298 第四期全国科学健身指导志愿者培训班 2014年 10月 27日-31日 北京 崔开玲 余岚 体育学院

299
国际旱地冰球联合会（IFF）中国区第五

期培训班
2014年 11月 1日-2日 上海 吕卫华 余文斌 体育学院

300
开放教育环境下的信息化教学设计与慕

课（MOOC）发展专题报告会
2014年 11月 7日-10日 北京 娄钟 体育学院

301
2014 年全国高校创新体育项目开展暨新

型体育装备应用研讨会
2014年 11月 8日-11日 四川成都 万小明 顾予峰 体育学院

302 全国高校五人制足球运动与发展论坛 2014年 11月 14日-17日 湖北宜昌 冯婧 徐媛媛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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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2014 年世界华人体育管理协会常务理事

扩大会议
2014年 11月 16日-18日 浙江温州 朱亚坤 体育学院

304 运动训练学分会学术研讨会 2014年 11月 29日-12月 1日 江苏苏州 刘淑英 体育学院

305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论坛
2014年 4月 25日—27日 山东青岛 江水发、黄大建、刘晓泉（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6
第二届中国伦理学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

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三届中国青年伦理学

论坛

2014年 5月 9日—11日 湖北武汉 万绍红（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7
江西省举办 2014 年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
2014年 7月 5日—11日 南昌 黄映琼、胡颖峰（进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8
江西省教育厅举办 2014年第一、二期全

省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
2014年 7月 1日—30日 南昌 刘晓根（进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9
研究生院组队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

研究院进行走访调研
2014年 10月 15日—16日 湖北武汉 刘晓泉（访问）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0
“人的素质与社会发展”研讨会暨中国人

学学会第十六届年会
2014年 10月 17日—19日 河南焦作 张定鑫（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1
第十四届“马克思哲学论坛”“马克思主

义哲学创新的国际视野”学术研讨会
2014年 10月 24日—26日 浙江金华 张定鑫（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2 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访问 2014年 12月 5日——6日 湖北武汉
陈始发、唐书麟、刘晓泉等

（访问）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3 第十六届全国价值哲学学术研讨会 2014年 11月 21日—24日 福建厦门 张定鑫（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4
我国农村发展变迁与深化农村改革问题

座谈暨研讨会
2014年 9月 24日—5日 北京 温锐（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5
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跨学科论坛：平等、

公正、与社会变迁
2014年 10月 9日—11日 湖北武汉 温锐、邹心平（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6 首届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中国经济 2014年 10月 23日—24日 北京 温锐、杨华星（参会）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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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

317 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
2014年 8月 1日
—2015年 8月 1日

英国诺丁汉大学 万绍红（访问）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8 中国工业经济年会 2014年 10月 10日
湖南省

长沙市
吴志军 江西经济研究院

319 昌九一体化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论坛 2014年 11月 18日 南昌大学 吴志军 江西经济研究院

320 中国工业经济年会 2014年 10月 10日
湖南省

长沙市
陈雁云 江西经济研究院

321 中国工业经济年会 2014年 10月 10日
湖南省

长沙市
徐斌 江西经济研究院

322
中国价格协会高校价格理论与教学研究

会
2014年 7月 19日至 22日 安徽蚌埠 徐斌 江西经济研究院

323 中国区域经济年会 2014年 10月 25日
浙江省

杭州市
吴志军 江西经济研究院

324 中国区域经济年会 2014年 10月 25日
浙江省

杭州市
陈雁云 江西经济研究院

325 中国区域经济年会 2014年 10月 25日
浙江省

杭州市
徐斌 江西经济研究院

326
第三届江西省科协学术年会分会场暨省

地理会 2014年学术年会
2014年 12月 5日至 7日 江西赣州 朱丽萌 江西经济研究院

327 第八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 2014年 7月 12日至 13日
北方民族

大学银川
张进铭 江西经济研究院

328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二十二届年

会
2014年 11月 15日至 16日

南京师范

大学
张进铭 江西经济研究院

329 十四届世界生命湖泊大会 2014年 11月 20日至 21日 江西南昌 刘伟明 江西经济研究院

330 2014年中国工业学会年会 2014年 10月 11日 湖南长沙 王自力、吴昌南（参会） 产业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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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2014年中国数量经济学年会 2014年 10月 17-19日 浙江杭州 何小钢 产业经济研究院

332 2014中国企业运筹学会 2014年 8月 1-3日
贵州财经

大学
刘满凤（参会） 协同创新中心

333 2014年中国系统工程学年会 2014年 10月 24-27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
刘满凤（参会） 协同创新中心

334 2014年统计年会 2014年 10月 18-19日 福建厦门 杨头平 协同创新中心

335 深圳统计诚信体系建设专家认证会 2014年 9月 28日 广东深圳 杨头平 协同创新中心

336
“2008国民账户体系 GTP 核算对深圳市

GTP 总量与结构的影响”课题研究论证会
2014年 9月 25日 广东深圳 杨头平 协同创新中心

337 中国宏观 CGE模型培训 2014年 5月 10-15日
北京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

刘满凤、杨头平、万本庭、梁威、

彭树宏（进修）
协同创新中心

338 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统计 2014年 11月 30日-12月 3日 中国社科院 梁威、彭树宏（进修） 协同创新中心

339 2014中国企业运筹学会 2014年 8月 1-3日 贵州财经大学 刘满凤（参会） 协同创新中心

340 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考察学习 2014年 5月 5-8日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钱建豪、彭志武、简虎（访问） 高等教育研究所

341
参加 2014 年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

果点评会
2014年 5月 10-11日

江西井冈山教师培训

中心
钱建豪、朱烈民（参会） 高等教育研究所

342
参加职业技术学院校友会西北分会成立

大会
2014年 5月 17日 陕西西安 刘淑波（参会） 高等教育研究所

343 第九届研究生招生现场咨询会 2014年 6月 15—17日 重庆交通大学 刘淑波（参会） 高等教育研究所

344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

班
2014年 7月 1-30日

江西省委

党校
彭志武（进修） 高等教育研究所

345
大学课程建设与本科教学改革国际学术

研讨会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

会 2014年年会

2014年 7月 12—14日 四川省成都市 钱建豪、朱晓刚、朱烈民（参会） 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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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金耀基院士报告

会
2014年 11月 11日

江西师范大学（瑶湖

校区）
刘淑波（参会） 高等教育研究所

347
江西省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 2014 年学术

年会
2014年 12月 19日-20日 新余学院 黄晓全、朱烈民（参会） 高等教育研究所

348 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2014年 12月 13日-14日 深圳 胡援成（参会）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49 第十一届中国金融学年会 2014年 10月 25日-26日 广西大学 胡援成（参会）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50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4月 3月 22日-23日 北京 严武（参会）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51 中国小微金融创新与发展研讨会 2014年 9月 17日-18日 西安 严武（参会）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52 环境资源交易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2014年 10月 28日-29日 济南 严武、冯凌秉（讲学）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53 第 4届中国资本市场国际会议 2014年 5月 宁波诺丁汉大学 肖峻、钱美芬（讲学 0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54
2014年西南金融协会年度会议

(Annual Meeting of Southwestern Finance
Association)

2014年 3月 12日-15日 美国达拉斯 孙秉文（参会）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55
2014 年美国金融管理协会年度会议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2014年 10月 14日-18日 美国那什维尔 孙秉文（参会）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56
2014年世界金融与银行研讨会

(2014 World Finance and Banking
Symposium)

2014年 12月 12日-13日 新加坡 孙秉文（参会）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57 澳大利亚财金年会（AFBC 2014) 2014年 12月 16日-18日 悉尼 项东（参会）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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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金融管理学会年会 2014 2014年 10月 美国佛罗里达 俞彬（参会）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59 亚洲金融年会 2014年 06月 印尼巴厘岛 石劲（参会）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60
Can real option help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sh holding and the economy?

2014年 4月 18日
厦门大学财务管理与

会计研究院
孙秉文（讲学）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61 金融计量学及应用最新进展第一次会议 2014年 12月 4日-5日 澳洲基隆市 冯凌秉（参会）
金融管理国际研

究院

362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4 年春季国际会议

（MST-S）
2014年 4月 16-18日 上海 李小侠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研究中心

363 新型碳基材料学术研讨会 2014年月 8月 25-27日 福建省福州市 余泉茂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研究中心

364
第五届全国掺杂纳米材料发光性质学术

会议
2014年 8月 11-15日 黑龙江 哈尔滨 黄新阳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研究中心

365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2014年月 9月 13-14日 湖北省武汉市 杨小毛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研究中心

366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2014年月 10月 16-17日 福建省厦门市 杨小毛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研究中心

367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纳米科技(成都)研讨会 2014年 10月 26日 成都 邓梅根, 胡光辉, 王仁清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研究中心

368
第八届全国稀土发光材料学术研讨会暨

国际论坛
2014年 11月 11-14日 云南 昆明 黄新阳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研究中心

369 “路径选择与商帮演变”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 12月 13-14日 太原 温锐（参会）
生态文明与现代

中国研究中心

370 李埏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暨学术研讨会 2014年 11月 21-22日 云南 杨华星（参会）
生态文明与现代

中国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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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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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访问、讲学) 所在部门

371 首届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 2014年 10月 24日 北京 温锐（嘉宾)、杨华星（参会）
生态文明与现代

中国研究中心

372
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跨学科论坛：平等、

公正与社会变迁
2014年 10月 9--11日 武汉 温锐、邹心平（参会）

生态文明与现代

中国研究中心

373
我国农村发展变迁与深化农村改革问题

座谈暨研讨会
2014年 9月 25日 北京 温锐（参会）

生态文明与现代

中国研究中心

374 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研讨会 2014年 7月 31日-8月 6日 日本 温锐（参会）
生态文明与现代

中国研究中心

375 中国科学院首次“生态管理”学术沙龙 2014年 3月 28日 中国科学院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76
第一届全国青年能源环境政策与管理学

术会议
2014年 5月 9-11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宁、许正松、熊凯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77 中国森林转型学术研讨会 2014年 5月 21日 北京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78 上海论坛 2014年会 2014年 5月 24日 上海 张宁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79
中国生态经济建设暨全国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建设论坛
2014年 6月 28日 南昌

孔凡斌、廖文梅、熊凯、陈胜东、

吴雄平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80 第五届海峡两岸经济地理学学研讨会 2014年 6月 26-29日 南京 刘桂英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81 第二届全球森林生态经济论坛 2014年 7月 16-17日 南京林业大学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82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14年学术年会 2014年 7月 25-26日 四川成都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83
第三届全国环境规划与政策模型学术研

讨会
2014年 8月 22-23日 黑龙江省鸡西市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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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鄱阳湖保护与工程利弊分析研讨会 2014年 9月 6日 江西德安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85 中国生态学学会 2014年学术学会 2014年 9月 18-19日 沈阳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86 2014年第十二届中国林业经济论坛 2014年 9月 25-26日 沈阳 孔凡斌、廖文梅、吴雄平等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87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暨 2014年学术年会
2014年 10月 9-11日 河南郑州 谢花林、姚冠荣等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88 中国地理学会 2014年学术年会 2014年 10月 24-27日
四川师范

大学
谢花林、陈拉、何尤刚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89 2014第五届高校 GIS论坛 2014年 11月 8-9日 湖北武汉 陈拉、何尤刚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90
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成立 30 周年庆典暨

2014年学术年会
2014年 11月 14-16日

北京林业

大学
谢花林、刘志飞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391 第十四届世界生命湖泊大会 2014年 11月 19-21日 江西南昌
谢花林、肖文海、胡绵好、何尤

刚、张宁、姚冠荣等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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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教研人员赴国（境）外参会、进修或讲学情况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所在学院 出访日期 出访内容 项目类型

1 罗世华 统计学院 2014.06.05—2015.05 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

物统计系

2012年留基委面上

项目

2 万绍红 马克思学院
2014.08—
2015.08 赴英国诺丁汉大学访学

2013年留基委面上

项目

3 杨建锋
工商管理

学院
2014.08.11—
2015.08.10 赴美国本特利大学商业伦理研究中心

2012年留基委地方

合作项目

4 黄飞鸣 金融学院
2014.08—
2015.08 赴美国内华达大学访学

2012年留基委地方

合作项目

5 黄蕾 会计学院
2014.09.13
2015.09.12 赴美国阿卡迪亚大学访学

2014年留基委青骨

项目

6 杨勇 经济学院
2014.10.09—
2015.10.14 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013年留基委地方

合作项目

7 杨寿渊 信息学院 2014.12.30—2015.12.30 赴新加坡资讯与通信研究院
2013年留学基金委

地方合作项目

8 邓咏梅 信息学院
2014.01.07—
2014.07.31

美国蓝德大学（Land University）访问

学者
学校资助（13年计划）

9 邵国华 经济学院
2014.01.09—
2014.12.18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访问学者
学校资助（13年计划）

10 何昌 国贸学院
2014.01.20—
2015.01.21

赴英国华威大学

访问学者
学校资助（13年计划）

11 杨友孙 马克思学院
2013.12.20
2014.09.03

赴波兰罗兹大学

访问学者
学校资助（13年计划）

12 陈小峰 工商学院
2014.01.07---
2014.08.22

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

访问学者
学校资助（13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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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孙建成 软件学院
2014.01.09---
2014.12.17

英国约克大学

访问学者
学校资助（13年计划）

14 胡海胜 旅城学院
2014.01.15—
2014.12.15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访问学者
学校资助（13年计划）

15 宋丽丽
工商管理

学院
2014.02.12—
2014.08.06

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

访问学者合作研究

合作项目资助

（13年计划）

16 张利国
鄱阳湖

生态院
2014.05.02—
2015.05.01 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 访问学者 学校资助（13年计划）

17 靳伟 统计学院
2014.06.23—

2015.05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 对方和学校共同资助

18 王晓春 工商学院
2014.08.28—
2015.08.28 赴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访学 学校资助（14计划）

19 潘永 国贸学院
2014.08—
2015.07 赴美国阿卡迪亚大学访学 学校资助（14年计划）

20 罗春林 信息学院
2014.08.04—
2015.01.02 赴香港岭南大学访学

对方资助

（不属 2014计划）

21 李明 旅城学院
2014.08.15—
2015.07.15 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访学 学校资助（14计划）

22 黄彬云 工商学院
2014.09.02—
2015.08.31 赴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访学 学校资助（14计划）

23 周萍 信息学院
2014.09.13—

2015.08 赴丹麦奥尔堡大学工业生产中心访学 学校资助（13计划）

24 吴冰 外语学院
2014.09—
2015.09

美国新泽西州勃艮县高中，担任汉语教

师志愿者
国家汉办公派

25 尹爱华 软件学院
2014.10—
2015.09 赴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访学 学校资助（14年计划）

26 张驰 软件学院
2014.10.15—
2015.10.15 赴美国德雷赛尔大学访学访学 学校资助（14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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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钱建豪 金融学院
2014.10---
2015.03 赴美国密苏里大学访学 江西省高校青年项目

28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研究院
2014.11.19—
2015.11.19 赴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访学 学校资助（14计划）

29 肖建华 财税学院 2014.11.26---2015.06 赴美国东华盛顿大学访学 江西省高校青年项目

30 梁红 国贸学院
2014.12.11---
2015.10 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访学 江西省高校青年项目

31 陈家琪 人文学院
2014.03.28---
2014.04.10

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参加中美

MSW教育研讨会
学校资助

32 孙秉文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2014.03.12—
2014.03.15

赴美国达拉斯参加 2014西南财经协会

年度会议
学校资助

33 万常选

廖国琼

信息管理

学院
2014.06.15—
2014.06.20

赴澳门大学参加两岸四地数据库高峰

研讨会WEB信息管理国际会议
万常选教授的项目建设经费列支

34 吴军民 公管学院
2014.06.19---
2014.06.24

赴美国贝灵汉市参加太平洋沿岸亚洲

研究年会
学校资助

35 黄涛 金融学院
2014.06.23---
2014.06.28

赴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参加 2014亚洲金

融学年会
学校资助

36 王玉琦 人文学院
2014.06.25—
2014.06.29

赴俄国圣彼得堡大学参加远东文学研

究第六届国际学术会议
学校资助

37 胡宇辰

胡海波

工商管理

学院
2014.06.26---
2014.07.03

赴日本参加第二届“日本精细化管理---
精益生产研讨会”

学校资助

38 杨杰 工商学院
2014.07.31—
2014.08.06

赴美国费城参加 2014年美国管理学年

会
学校资助

39 廖国琼
信息管理

学院
2014.07.14—
2014.07.21

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参加第 15届
IEEE移动数据管理国际会议

学校资助

40 陶萍 外语学院 2014.09.03—2014.09.08 赴日本东京参加语义研究大会 学校、学院各资助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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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方玉明 信管学院
2014.09.17—
2014.09.21

赴新加坡参加第六届多媒体体验质量

国际研讨会
学校、学院各资助一半

42 朱亚坤 体育学院 2014.09.08---2014.09.13 赴英国考文垂大学参加 2014年欧洲体

育管理学年会
易建东赣鄱英才 555工程项目承担

43 俞彬 孙秉文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2014.10.14---
2014.10.19

赴美国纳什维尔参加 2014财务管理协

会年度会议
学校资助

44 万常选

江腾蛟
信息学院

2014.10.20—
2014.10.25

赴意大利罗马参加第六届 知识发现、

知识工程和知识管理国际会议。

1.万常选个人课题支付其费用

2. 江腾蛟由学院和学校各一半

45 杨勇 钱忠胜
信息管理

学院
2014.10.29—
2014.11.02

赴韩国全北大学参加 2014年信息技术

融合国际研讨会
学校学院各承担一半

46 魏彦锋 经济学院
2014.10.30—
2014.11.14

赴泰国曼谷参加第 14届东亚经济学会

年会
学院承担费用

47 肖珑 国际处
2014.11.11—
2014.11.16 赴美国参加 ISEP年会 学校承担费用

48 李二永 艺术学院
2014.11.25—

11.30 赴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 学院学校各承担一半费用

49 冯凌秉 金融国际研究院
2014.12.01—
2014.12.06

赴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参加金融计量学

及应用最新进展第一次会议
学院学校各承担一半费用

50 孙秉文 金融国际研究院
2014.12.11—
2014.12.14

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参加

2014世界金融与银行研讨会
自筹经费

51 项东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2014.12.15---
2014.12.19

赴澳大利亚悉尼参加第 27届澳大利亚

财经金融学年会
学院学校各承担一半费用

(科研处吴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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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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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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兼职硕士生导师新增名单

江财研教字【2014】16号

专业类别 姓 名 专业所属学院

工商管理 陈小彬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甘 露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伍婵提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何剑敏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梁 立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李书进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邓 霖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林印孙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任德清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孙丽华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宛小伟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王昭扬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杨 波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杨万顺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杨燕辉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尹建军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余来文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喻 云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曾劭群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张继生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张 敏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朱春华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朱晓熔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邹映明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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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刘 莉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邵际树 工商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艾杏云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鲍峰庭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范文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韩维斌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黄 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江 龙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江志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赖文勇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李德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李 弘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李婉萍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李小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李 雪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梁 力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林火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刘建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罗贤栋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邱向军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盛世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孙劲涛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万平贤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王国星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王后发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王 林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吴 萱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夏安民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肖晓兰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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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熊志刚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许根林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叶修堂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余秀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曾国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张 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周 灵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周山印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邹 鹰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樊敏焘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付小青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何 进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何 敏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胡 玮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胡晓忠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黄 强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计 敏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靳东升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李 慷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李瑞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李旭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李祖彬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刘海峰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刘志勇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鲁志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马宇翔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毛长水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宋智江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童建根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359

税务 吴江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肖太寿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熊平园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徐 瑶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叶志军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曾耀辉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章志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赵春燕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郑晓辉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钟 胜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钟绪林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朱 敏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诸海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会计 张洪君 会计学院

会计 周 艳 会计学院

会计 张 航 会计学院

会计 衷俊华 会计学院

国际商务 李平金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易怀宏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郑 丽 国际经贸学院

资产评估 蔡久团 经济学院

资产评估 陈 峰 经济学院

资产评估 胡梅根 经济学院

金融 陈 锋 金融学院

金融 胡继华 金融学院

金融 李春晖 金融学院

金融 王 信 金融学院

金融 谢京华 金融学院

金融 曾省晖 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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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朱华成 金融学院

金融 朱晓健 金融学院

保险 刘 勋 金融学院

保险 唐锡南 金融学院

保险 陶建中 金融学院

保险 魏志钢 金融学院

保险 熊 伟 金融学院

保险 叶慧霖 金融学院

保险 彭怡元 金融学院

保险 周 清 金融学院

应用统计 戴劭忠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方石玉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贺 晖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胡 强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彭家彬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彭勇平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钱 卫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宋高堂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汪 洋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王乐栋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吴彬洪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杨成义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张 鸿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章利满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刘秋明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邹 洪 统计学院

法律 廖检文 法学院

法律 邓建辉 法学院

法律 王烜城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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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肖国耀 法学院

法律 游炳俊 法学院

法律 余正琨 法学院

工程（计算机技术） 郭新平 信息管理学院

工程（计算机技术） 刘辉云 信息管理学院

工程（计算机技术） 谭 斌 信息管理学院

工程（计算机技术） 朱 军 信息管理学院

工程（物流管理） 项望东 信息管理学院

工程（物流管理） 熊建昌 信息管理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黄希里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饶中初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万义和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王 剑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周铁人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社会工作 陈小林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丁美方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顾江霞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饶江红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虞烈东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张雪黎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蔡卓凡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李良生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李儒俊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李兴文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栗 源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罗恩华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马裕华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任 辛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阮启祥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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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王 晖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王 庆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郑 赟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王 媛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吴家荣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鄢 玫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曾学优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周子渊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胡文烽 人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朱 彦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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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研教【2014】17号

专业类别 姓名 专业所属学院

工商管理 肖鸿晶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陈世伟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时炼波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陶会平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张 军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洪长礼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林 锋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 喻晓飞 会计学院

会计 陈六耀 会计学院

审计 肖文胜 会计学院

审计 范秀娟 会计学院

国际商务 黄俐波 国际经贸学院

资产评估 黄春梅 经济学院

金融 罗 雁 金融学院

应用统计 熊运儿 统计学院

法律 黄筱蓉 法学院

旅游管理 唐 勇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工程（计算机技术） 邹文健 信息管理学院

社会工作 雷玉霞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黄国英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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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新增名单

江财研教字【2014】15号

一、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32人）
学科专业 姓名 专业所属院所

企业管理 占小军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李良贤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何 炜 工商管理学院

技术经济与管理 吴 群 工商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欧阳静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会计学 杨书怀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周冬华 会计学院

国际贸易学 何 望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贸易学 涂远芬 国际经贸学院

西方经济学 喻国平 经济学院

金融学 项 东 金融学院

数量经济学 廖 迎 统计学院

统计学 任俊柏 统计学院

统计学 毛小兵 统计学院

统计学 傅 岚 统计学院

统计学 董九英 统计学院

统计学 徐海云 统计学院

统计学 平卫英 统计学院

统计学 刘小惠 统计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陈思华 信息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魏丽军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方玉明 信息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陈 剑 产业经济研究院

土地资源管理 殷乾亮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民商法学 汪志刚 法学院

刑法学 郭晓红 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胡颖峰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 肖文燕 马克思主义学院

戏剧与影视学 徐文松 人文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潘清华 外国语学院

音乐学 黄松涛 艺术学院

体育经济与管理 冯 婧 体育学院

二、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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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 姓名 专业所属院所

工商管理 崔爱平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王友丽 工商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伍云峰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舒 成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简 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戴丽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王丽娟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万 军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李 胜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会计 熊家财 会计学院

会计 管考磊 会计学院

会计 邹 斌 会计学院

会计 罗劲博 会计学院

国际商务 蒋含明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陈 琦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刘 祎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商务 吴晓东 国际经贸学院

资产评估 黄 颉 经济学院

资产评估 万 春 经济学院

资产评估 刘爱文 经济学院

资产评估 王守坤 经济学院

资产评估 王宇峰 经济学院

资产评估 张 鹏 经济学院

资产评估 魏彦峰 经济学院

资产评估 许昌平 经济学院

资产评估 裘 莹 经济学院

应用统计 王庆平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郭 露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周 伟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徐 斌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张 华 统计学院

新闻与传播 周立华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张 晟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王 华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吴时辉 人文学院

工程(计算机技术） 温文媖 信息管理学院

工程(物流管理) 丁菊玲 信息管理学院

工程(物流管理) 乐 琦 信息管理学院

工程(物流管理) 刘启华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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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黄新阳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余泉茂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李小侠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张 勇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汪 靖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尧文元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戴利云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黄淑英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黄 坚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唐颖军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黄 轩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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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任免情况

江财党字〔2014〕1号

任命：

孙青玥任党委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

贺伟荣任党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钟洪涛任党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

肖慜任党委宣传部宣教科科长;
谢行焱任党委宣传部影视科副科长;
李莉任法学院正科级辅导员;
周军花任国际经贸学院正科级辅导员;
沈敏任国际经贸学院副科级辅导员；

王昊任法学院分团委书记;
张毅任金融学院分团委书记;
娄玮任会计学院分团委书记;
陶志超任信息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
顾勇任统计学院分团委书记;
匡仁相任分团委书记；

刘丽芳任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冷向京任职业技术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张雅娟任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以上同志的职务任期自 2013年 12月起至 2017年元月止。

免去：

胡雪琴的党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职务；

王志的党委宣传部影视科副科长（主持工作）职务；

朱烈民的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正科级组织员职务；

江财党字〔2014〕8号

任命：

习金文同志任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书记（正处级）；

叶申玲同志任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副处级）；

杨婉琪同志兼任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正科级）；

郭海峰同志兼任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正科级）；

王昊同志兼任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正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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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志超同志兼任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正科级）。

以上同志职务任期自发文之日起至 2017年元月止。

免去：

叶申玲的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韩国玉兼任的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副书记职务；

涂艳兼任的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副书记职务；

郑威兼任的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副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4〕20号

任命：

肖建文同志为信息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江财党字〔2014〕32号

任命：

毛细荣为法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享受正处级待遇；

徐翔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党校副校长（兼）；

涂向新为保卫处副处长、人武部副部长（兼）；

黄文德为会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唐海燕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车有财为体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职务任期自 2014年 7月起至 2017年元月止。

决定免去：

严云生的纪委正处级纪检员职务；

毛细荣的正处级辅导员职务；

徐翔的副处级组织员职务；

罗庆辉的副处级组织员职务；

黄文德的副处级组织员职务；

唐海燕的副处级辅导员职务；

车友财的副处级辅导员职务。

决定撤消调研员名称，免去以下调研员职务，保留 2013年第五轮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以来的工资福利标准不变：

卢建华的调研员职务，享受正处级待遇；

杜坚的调研员职务，享受正处级待遇；

张国良的调研员职务，享受正处级待遇；

张维刚的调研员职务，享受正处级待遇；

伍先斌的调研员职务，享受正处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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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东泉的调研员职务，享受正处级待遇；

郭朝华的调研员职务，享受正处级待遇；

肖明辉的调研员职务，享受正处级待遇；

陈曦的调研员职务，享受正处级待遇；

朱海琴的调研员职务，享受正处级待遇；

刘定的副调研员职务，享受副处级待遇；

殷洪生的助理调研员职务，享受副处级待遇；

严军亮的副调研员职务，享受副处级待遇；

车玲的副调研员职务，享受副处级待遇；

王珂琍的副调研员职务，享受副处级待遇；

陈江泉的副调研员职务，享受副处级待遇；

苏海忠的副调研员职务，享受副处级待遇；

刘慎河的副调研员职务，享受副处级待遇；

黄安的副调研员职务，享受副处级待遇；

习勤的副调研员职务，享受副处级待遇。

江财党字〔2014〕33号

决定免去：

周星的调研员职务

江财党字〔2014〕49号

任命：

郑威为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江财党字〔2014〕53号

任命：

纪春福、肖俊、朱晓艳、汤慧、方莉为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纪

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纪春福为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江财字〔2014〕38号

聘任：

李春长同志为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肖峻同志为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副院长

江财字〔2014〕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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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

严云生为监察处、审计处副处长，享受正处级待遇；

郭庆丰为共建工作办公室主任、校友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兼）；

荣莉为研究生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兼）；

张孝锋为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主任、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副院长（兼）；

李秀香为贸易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罗庆辉为新闻中心副主任；

黄晓全为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以上人员职务聘期自 2014年 7月起至 2017年元月止。

解聘：

阙善栋的共建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

李秀香的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正处级）职务；

黄晓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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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罗世华的统计学院副院长职务；

李明的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职务。

江财字〔2014〕 118号

聘任：

董慧英为财务结算中心主任；

蒋悟真为法学院院长；

郑威为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廖国琼为教务处副处长（列徐旭川之后）；

龚美君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海外教育中心、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吴志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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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维德为法学院副院长；

吴家宇为江西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中心副主任；

易有禄为江西财经大学法治政府研究中心副主任。

以上同志职务任期自 2014年 10月起至 2017年元月止。

解聘：

廖国琼的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职务。

江财字〔2014〕 146号

聘任：

李春根为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兼）；

杨得前为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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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字〔2014〕 149号

聘任：程扬渠为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职务聘期自 2014年 12月起至 2017年元月止

免去：张利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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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免职时间从 2014年 5月始。

江财人事字〔2014〕2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附属中学副校长、校医院副院长享受正科级

待遇，聘任：

张军平、裘重柏、勒梅萍为附属中学副校长；

田忠民、刘强为校医院副院长

江财人事字〔2014〕3号

聘任：陈辉为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软件工程系副主任（主持

工作），职务聘期自 2013年 12月起至 2017年元月止。

解聘：毛澄映的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软件工程系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4〕7号

聘任：

孙青玥为校长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

贺伟荣为人事处办公室主任；

钟英娥为研究生院综合科副科长；

宋丽萍为财务处会计一科科长；

赖艳艳为后勤保障处家属委员会副主任；

胡雪琴为MBA学院综合科科长；

程春凤为国际学院办公室主任；

罗清胜为国际学院教学管理科副科长；

师华为会计学院教务办主任；

徐春玲为金融学院教务办副主任；

施小蓉为金融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张莉为统计学院正科级教学秘书；

刘芳为统计学院办公室主任；

文晓玲为法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程星为体育学院正科级教学秘书；

朱烈民为高等教育研究所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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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同志的职务聘期自 2013年 12月起至 2017年元月止。

解聘：

胡雪琴的人事处办公室主任职务；

冷向京的职业技术学院实训管理科副科长职务；

师华的会计学院正科级教学秘书职务；

杨瑞桂的艺术学院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王萍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办公室主任职务；

刘丽芳的校医院办公室主任职务。

江财人事字〔2014〕15号

聘任：陈星为工会幼儿园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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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评聘情况

江财职称字〔201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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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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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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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财职称字〔2014〕4号

经财政厅等各级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定，省有关部门批复（赣人社

字［2014］102号），章蕙同志具备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3年 12月 31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4〕6号

根据《江西财经大学岗位设置方案》（江财字[2009]68号）规定，结合学校实际，

决定聘用蔡定萍等 5人到新的专业技术岗位。具体如下：

一、2人由正高四级聘用到正高三级岗位：

统计学院：蔡定萍

外国语学院：曹久平

二、1人由副高七级聘用到副高六级岗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邹秀英

三、2人由中十级聘用到中九级：

后勤保障处：陈冬英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胡兰英

以上人员的聘期，从 2013年 7月起至退休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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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职称字〔2014〕11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汪志刚等 56位同志担任高、中、初级专

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教授（2人，正高，专技 4级）

汪志刚 罗贤娇

以上 2位同志聘期自 2014年 7月起至 2017年 6月止。

二、副教授（1人，副高，专技 7级）

杨书怀

以上 1位同志聘期自 2014年 1月起至 2016年 12月止。

三、讲师 (37人，中级，专技 10级 36人、专技 9级 1人)
杨 婷 王京晶 李凤凤 罗劲博 熊家财 许昌平 刘 袆 文 艺

段 梅 魏彦锋 方颉琳 邹永杰 裘 莹 王 辉 闫志刚 魏丽军

赖小东 伍 琦 冯 婧 陶 萍 卢 任 张 宁 于艳妮 黄 轩

杨文俊 王力媛 杨婉琪（思政） 陶志超（思政） 远翠平（思政）

魏丽艳（思政） 简 虎 熊云辉 邓 松 陈仕伟 章贵军 李世刚

周 伟（专技 9级）

其中，杨婷、魏彦锋、闫志刚、魏丽军、赖小东、陶萍、张宁、杨文俊、王力

媛、杨婉琪、陶志超、远翠萍、魏丽艳、周伟等 14位同志聘期自 2014年 4月起至

2017年 3月止；王京晶、李凤凤、罗劲博、熊家财、许昌平、刘袆、文艺、段梅、方

颉琳、邹永杰、裘莹、王辉、伍琦、冯婧、卢任、于艳妮、黄轩、简虎、熊云辉、邓

松、陈仕伟、章贵军、李世刚等 23位同志聘期自 2014年 11月起至 2017年 10月止。

三、助理研究员（3人，中级，专技 10级）

黄龙燕 孙爱霞 王 平

其中，黄龙燕同志聘期自 2014年 11月起至 2017年 10月止；孙爱霞、王平等

2位同志聘期自 2014年 4月起至 2017年 3月止。

四、助理馆员（2人，初级）

王玉芳（专技 12级） 王 瑛（转系列）

以上 2位同志聘期自 2014年 11月起至 2017年 10月止。

五、助理实验师（1人，初级）

吴江平（转系列）

六、助教（1人，初级，专技 12级）

孙瑛（思政助教）

以上 1位同志聘期自 2014年 11月起至 2017年 10月止。

七、研究实习员（9人，初级，专技 12级 8人、专技 11级 1人）

罗 萌 李 勇 李红娣 胡 维 张 帆 江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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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琳 黄淦纯 钟 琴（专技 11级）

以上 9位同志聘期自 2014年 11月起至 2017年 10月止。

上述人员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者，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4〕12号

根据江西省人社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赣人

社发〔2013〕30号）的有关规定，经学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评议工作小组审核批准，

确定杨婷等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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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人)
杨 婷 王京晶 李凤凤 罗劲博 熊家财 许昌平 刘 袆 文 艺

段 梅 魏彦锋 方颉琳 邹永杰 裘 莹 王 辉 闫志刚 魏丽军

赖小东 伍 琦 冯 婧 陶 萍 卢 任 张 宁 于艳妮 黄 轩

杨文俊 王力媛 杨婉琪（思政） 陶志超（思政） 远翠平（思政）

魏丽艳（思政）

其中杨婷、魏彦锋、闫志刚、魏丽军、赖小东、陶萍、张宁、杨文俊、王力媛、

杨婉琪、陶志超、远翠萍、魏丽艳等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4年 4月 15日起算；

王京晶、李凤凤、罗劲博、熊家财、许昌平、刘袆、文艺、段梅、方颉琳、邹永杰、

裘莹、王辉、伍琦、冯婧、卢任、于艳妮、黄轩等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4 年

11月 15日起算。

二、具备助理研究员资格（3人）

黄龙燕 孙爱霞 王平

孙爱霞、王平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4年 4月 15日起算；黄龙燕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4年 11月 15日起算。

三、具备助理馆员资格（2人）

王玉芳 王瑛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4年 11月 15日起算。

四、具备助理实验师、助教资格（2人）

吴江平（助理实验师） 孙瑛（思政助教）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4年 11月 15日起算。

五、具备研究实习员资格（9人）

罗萌 李勇 李红娣 胡维 张帆 钟琴 江晖 牟琳 黄淦纯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4年 11月 15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4〕14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沈敏 12位同志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具体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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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政治专业讲师（1人）

沈敏

二、实验师（2人）

李蕾 熊炜

三、馆员（4人）

胡晓红 蒋蕾 王鹏 欧春华

四、助理研究员（2人）（赣社职字［2014］2号）

叶晗堃 钟叶飞

五、工程师（1人）

万山青

六、经济师（1人）

王虹

七、主管护师（1人）

聂飞娥

其中沈敏、李蕾、熊炜、胡晓红、 蒋蕾、王鹏、欧春华、万山青、王虹、聂飞

娥等 10位同志的聘期从 2014年 9月至 2017年 8月；叶晗堃、钟叶飞 2位同志的聘

期从 2014年 11月至 2017年 10月。

上述 12位同志均聘用十级专业技术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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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学校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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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退休人员名单

序

号
部门名称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

务
职称级别

政治

面貌
退休时间

1 研究生院 蔡小艳 女 1959年 1月 正

科
研究实习员 中共党员 2014年 1月

2 国际经贸学院 余春根 男 1954年 2月 副教授 中共党员 2014年 2月

3 附属中学 袁修萍 女 1959年 2月 中学高级 民进会员 2014年 2月
4 研究生院 尚小琴 女 1964年 2月 会计师 2014年 2月

5 统计学院 蔡定萍 女 1954年 3月 教授 中共党员 2014年 3月

6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战飚 男 1954年 3月 副教授 中共党员 2014年 3月

7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用友

软件学院）

范秀华 女 1964年 3月 高级工 2014年 3月

8 附属中学 石华 女 1964年 3月 中学一级 2014年 3月

9 组织、人事部

（处）
祖丽华 女 1964年 3月 普

工
2014年 3月

10 后勤保障处 习勇 男 1954年 4月 正

科
技师 2014年 4月

11 经济学院 张曙虹 女 1959年 4月 正

科
讲师 中共党员 2014年 4月

12 党办、校办 胡建华 男 1953年 12月 副

厅
正高 中共党员 2014年 5月

13 图书馆 涂建华 女 1964年 6月 高级工 2014年 6月

14 外国语学院 郝燕 女 1954年 7月 副教授 2014年 7月
15 会计学院 饶晓秋 男 1954年 7月 教授 中共党员 2014年 7月

16 附属中学 李晓芳 女 1959年 7月 正

科
小学高级 中共党员 2014年 7月

17 图书馆 江丽华 女 1964年 7月 中级工、助理

馆员
2014年 7月

18 党办、校办 伍世安 男 1949年 7月 正

厅
教授 中共党员 2014年 7月

19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胡兰英 女 1964年 8月 馆员 2014年 8月

20 体育学院 吕新 男 1954年 8月 副教授 中共党员 2014年 8月

21 医院 刘定 男 1954年 8月 副

处
主治医师 中共党员 2014年 8月

22 后勤保障处 陈冬英 女 1959年 8月 科

员
助理研究员 民革会员 2014年 8月

23 后勤保障处 张桂香 女 1964年 8月 高级工 2014年 8月

24 后勤保障处 喻声明 男 1954年 9月 正

科
助理经济师 中共党员 2014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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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部门名称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

务
职称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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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邹秀英 女 1954年 9月 副教授 中共党员 2014年 9月

26 外国语学院 曹久平 女 1954年 9月 教授 中共党员 2014年 9月

27 医院 蔡小燕 女 1959年 9月 药师 中共党员 2014年 9月

28 现代经济管理

学院
刘自奎 女 1964年 10月 中级工 2014年 10月

29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李桂生 男 1954年 10月 副教授 中共党员 2014年 10月

30 网络信息管理

中心
周星 女 1957年 12月 教授 中共党员 2014年 10月

31 外国语学院 季大方 男 1954年 11月 教授 2014年 11月

32 图书馆 刘光明 男 1954年 11月 科

员
2014年 11月

33 后勤保障处 杨冬根 男 1954年 11月 正

科
民建会员 2014年 11月

34 校医院 武晶 女 1964年 11月 正

科
中级 2014年 11月

35 后勤保障处 黄香葵 男 1954年 12月 高级工 中共党员 2014年 12月
36 体育学院 龚有金 男 1954年 12月 副教授 中共党员 2014年 12月

（人事处聂海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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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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大事记

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活动类型 主要内容

1 2014/1/1 外宾来访 美国米勒斯维尔大学来访

2 2014/1/2 2014/9/3 学校公派访学 马克思学院杨友孙赴波兰罗兹大学访学

3 2014/1/7 2014/8/22 学校公派访学 工商学院陈小峰赴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访学

4 2014/1/7 2014/7/31 学校公派访学 信息学院邓咏梅赴美国蓝德大学访学

5 2014/1/7 出国留学 斯特莱德大学陆懋祖教授来校审核学生申请材料

6 2014/1/9 2014/1/14 学术会议 人文学院龚贤赴台参加宗教类学术会议

7 2014/1/9 2014/12/17 学校公派访学 软件学院孙建成赴英国约克大学访学

8 2014/1/9 2014/12/19 学校公派访学 经济学院邵国华赴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访学

9 2014/1/10 来华留学 举行 2013年秋季留学生毕业典礼

10 2014/1/15 2014/12/15 学校公派访学 旅城学院胡海胜赴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访学

11 2014/1/20 2015/1/21 学校公派访学 国贸学院何昌赴英国华威大学访学

12 2014/2/1 外宾来访 英国斯克莱德大学中国学院院长陆懋祖教授来我校洽谈合作

13 2014/2/1 外宾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会计系主任 Shahzad Uddin来访

14 2014/2/12 2014/8/6 学校公派访学 工商学院宋丽丽赴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访学

15 2014/2/15 来华留学 召开留学生志愿者会议

16 2014/2/16 2014/2/17 来华留学 留学生报到注册

17 2014/2/18 来华留学 留学生汉语分班考试

18 2014/2/18 来华留学 留学生入学典礼

19 2014/2/21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参观南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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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活动类型 主要内容

20 2014/2/26 外宾来访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Mark Cranshaw 经济学系本科项目主

管 Emanuela Lotti 一行两人来我校访问

21 2014/2/28 外宾来访 英国提赛德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曾一锋来访

22 2014/3/1 2014/3/8 短期访问 工商学院胡海波、郭英赴英国伦敦南岸大学参加国际商学院联盟组织的国际案例大赛

23 2014/3/1 外宾来访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Mark Cranshaw 经济学本科课程主管

Emanuelag Lotti一行两人来我校访问

24 2014/3/1 外宾来访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Rutgers商学院教授吴仰儒来访

25 2014/3/2 外宾来访 芬兰奥卢大学信息科学系 Kari Liukkunen 教授来我校访问

26 2014/3/5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到南昌市苏圃路 271号陶艺文化交流中心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27 2014/3/6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与中国家庭结对子活动

28 2014/3/7 外教管理 2014年外教工作会议召开

29 2014/3/11 来华留学 芬兰的 Heber和墨西哥的 Oscar 等留学生到新建县特殊教育学校做义工

30 2014/3/12 2014/3/15 国际会议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孙秉文赴美国达拉斯参加 2014西南财经协会年度会议

31 2014/3/12 外宾来访
美国威斯康辛协和大学国际处亚太部主任 Christine Kao 推广部摄影师 Paul Ruffino一
行两人访问我校

32 2014/3/13 来华留学 春季留学生汉语角活动开幕

33 2014/3/13 外宾来访 香港明爱社区及青少年服务总主任黎永开来我校访问

34 2014/3/16 外宾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经济学系Marco Francesconi教授一行三人来访

35 2014/3/20 来华留学 留学生到江中制药集团进行社会实践活动

36 2014/3/20 外宾来访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商法艺术学部副部长 Annie Makhoul教授来访

37 2014/3/20 外宾来访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国际处处长 Barb Campbell 处长助理 Jerry Wang一行两人来

访

38 2014/3/21 出国留学 金矢留学中介来为我校去英国南安普敦留学的学生进行签证指导

39 2014/3/24 外宾来访 法国 IPAG高等商学院国际关系发展总监 Berbard Terrany一行两人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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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14/3/28 2014/4/10 国际会议 人文学院陈家琪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参加中美MSW教育研讨会

41 2014/3/31 来华留学 周婧老师组织高级汉语班学生去林科院进行户口写作锻炼

42 2014/3/31 外宾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Maria Fasli一行两人来访

43 2014/4/1 外宾来访 英国林肯大学副校长 Ieuan Owen一行两人来访

44 2014/4/1 外宾来访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国际教育中心中国事务主任 Daniel Palm一行两人来访

45 2014/4/1 外宾来访 韩国仁荷大学首席教授、电子商务学院院长 Choi Yongrok教授一行两人来访

46 2014/4/1 外宾来访 2014亚洲可持续发展学术会议萨利大学 David Broadstock等七人来访

47 2014/4/1 外宾来访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统计与精算系教授 Jun Cai来校讲学

48 2014/4/1 外宾来访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Mark Cranshaw一行两人来我校进行项

目洽谈

49 2014/4/1 外宾来访 中国学院院长陆懋祖教授来我校进行项目洽谈

50 2014/4/1 外宾来访 新加坡国立大学信息系统系潘善琳副教授来校讲学

51 2014/4/1 出国留学 南安普敦大学Mark教授来校审核学生申请材料

52 2014/4/3 来华留学 组织部分留学生赴赣奥高速公司进行实践教学

53 2014/4/3 外宾来访 日本大阪人民报总编兼该报记者山田洋一来访

54 2014/4/3 外宾来访 桑给巴尔商务部“2014年桑给巴尔经济财政管理研修班”20人来访

55 2014/4/6 外宾来访 香港富卫集团首席区域一行两人来我校进行项目推介

56 2014/4/11 外宾来访 台湾实践大学刘弘景一行两人来我校进行项目洽谈

57 2014/4/15 2014/7/15 短期访问 体育学院詹新寰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58 2014/4/24 外宾来访 美国加州大学台湾分校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教授林桂杰来我校进行项目洽谈

59 2014/4/26 来华留学 美国留学生 Curtis George Richard 参加我校第十二届艺术节之校园十大歌手选拔赛

60 201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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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2014/5/1 外宾来访 香港岭南大学商学院院长 Tjosvold William来访

62 2014/5/1 外宾来访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统计与概率系 Tapabrata Maiti教授一行两人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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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2014/5/1 外宾来访 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全球执行总裁 Andrew Harding先生一行两人来访

64 2014/5/1 外宾来访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刘兵来我校进行项目推

介

65 2014/5/2 2015/5/1 学校公派访学 鄱阳湖生态院张利国赴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访学

66 2014/5/10 外教管理 我校外教和留学生积极参与关爱儿童志愿活动

67 2014/5/10 2014/5/16 短期访问 国际处刘小兵赴印尼参加 2014年留学中国教育展

68 2014/5/13 来华留学 组织部分留学生去湾里幼儿园教学小朋友做手工

69 2014/5/14 2014/5/21 因公出访 副校长吴照云一行四人赴日本、韩国访问

70 2014/5/15 2014/5/30 来华留学 留学生组队参加学校足球赛并获运动员精神奖

71 2014/5/18 来华留学 组织部分留学生去南昌儿童福利院参观

72 2014/5/18 2014/5/24 短期访问
国际处高杨松赴老挝、柬埔寨参加中国高等教育展

73 2014/5/20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去龙源峡社会实践文化考察活动

74 2014/5/21 外宾来访 美国伊丽莎白城州立大学终身教授袁小黎来访

75 2014/5/24 2004/5/31 因公出访 校长王乔一行四人赴丹麦、瑞典访问

76 2014/5/25 2014/6/1 短期访问
人事处欧阳迎国际学院刘峰赴美国、加拿大参加第 66届 NAFSA年会暨加拿大留学中

国教育展

77 2014/6/1 外宾来访 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国际处处长 Robert Flood博士来访

78 2014/6/1 外宾来访 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区洁盈博士来访

79 2014/6/1 外宾来访 加拿大 Conestoga大学副校长 Barbara Fennessy来校讲学

80 2014/6/1 外宾来访
哈佛大学、法国图卢兹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等 Jean Tirole、Michael Whinston、
Drew Fudenberg等 12人来校参加国际会议

81 2014/6/1 外宾来访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国际商业研究生院MBA课程总裁 Bob Gilliver 教授来校参加MBA
学院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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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2014/6/1 外宾来访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 德国卡森中心主任院士Donald Worster教授、William Cronon教授、

Christof Mauch教授一行三人来访

83 2014/6/5 2015/6/4 国家公派 统计学院罗世华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统计系访学

84 2014/6/6 来华留学 组织全体留学生进行评教活动

85 2014/6/8 外宾来访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副校长 Anthony McGrew教授一行两人来访

86 2014/6/15 2014/6/20 国际会议
信息管理学院万常选廖国琼赴澳门大学参加两岸四地数据库高峰研讨会WEB信息管

理国际会议

87 2014/6/16 外宾来访 韩国全北国立大学韩国政府 BK21分中心主任 Yongchae Jeong一行三人来访

88 2014/6/19 2014/6/24 国际会议 公管学院吴军民赴美国贝灵汉市参加太平洋沿岸亚洲研究年会。

89 2014/6/21 外宾来访 美国艾克德学院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教授陈婧博士来访

90 2014/6/22 2015/6/20 学校公派访学 工商学院王晓春赴国外访学

91 2014/6/23 2014/6/28 国际会议 金融学院黄涛赴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参加 2014亚洲金融学年会

92 2014/6/23 2015/5/10 学校公派访学 统计学院靳伟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

93 2014/6/25 2014/6/29 国际会议 人文学院王玉琦赴俄国圣彼得堡大学参加远东文学研究第六届国际学术会议

94 2014/6/26 来华留学 举行 2014年春季留学生毕业典礼

95 2014/6/26 2014/7/3 国际会议 工商管理学院胡宇辰胡海波赴日本参加第二届“日本精细化管理---精益生产研讨会

96 2014/6/27 2014/7/2 短期访问 软件学院尹爱华赴香港与相关教授见面，洽谈课题合作事宜

97 2014/7/5 2014/7/19 短期访问 国际学院李国艳、国贸学院王善论赴台湾实践大学夏令营

98 2014/7/7 2014/7/20 短期访问
信息学院万常选徐升华刘喜平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计算机语言学应用研究实验室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99 2014/7/14 2014/7/21 国际会议 信息管理学院廖国琼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参加第 15届 IEEE移动数据管理国际会议

100 2014/7/28 2014/8/28 短期访问 国际处龚美君赴澳大利亚邦德大学短期访问

101 2014/7/31 2014/8/6 国际会议 工商学院杨杰赴美国费城参加 2014年美国管理学年会

102 2014/8/1 2015/1/2 学校公派访学 信息学院罗春林赴香港岭南大学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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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2014/8/3 2014/8/17 短期访问 会计学院张洪辉赴马来西亚双威大学参加 ACCA教学培训

104 2014/8/8 外宾来访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校长 Samuel Leonard STANLEY JR一行四人来访

105 2014/8/11 2015/8/10 国家公派 工商管理学院杨建锋赴美国本特利大学商业伦理研究中心访学

106 2014/8/11 2015/8/10 国家公派 马克思学院万绍红赴英国诺丁汉大学访学

107 2014/8/14 2015/8/13 国家公派 金融学院黄飞鸣赴美国内华达大学访学

108 2014/8/15 2015/7/15 学校公派访学 旅城学院李明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访学

109 2014/8/21 2014/8/25 学术会议 统计学院李峰赴台参加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心理与教育测验学术研讨会

110 2014/8/22 2015/7/15 学校公派访学 国贸学院潘永赴美国阿卡迪亚大学访学

111 2014/9/1 2015/8/20 汉语志愿者 外语学院吴冰赴美国新泽西州勃艮县高中，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

112 2014/9/1 外宾来访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裔研究中心主任凌津奇教授来访

113 2014/9/1 外宾来访 美国华盛顿大学黄正能教授来访

114 2014/9/1 外宾来访 新加坡管理大学助理教授 Jerry Cao来访

115 2014/9/2 2015/8/31 学校公派访学 工商学院黄彬云赴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访学

116 2014/9/2 外宾来访 美国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教授 Jenq Neng HWANG来访

117 2014/9/3 2014/9/8 国际会议 外语学院陶萍赴日本东京参加语义研究大会

118 2014/9/4 来华留学 秋季留学生入学典礼

119 2014/9/8 2014/9/13 国际会议 体育学院朱亚坤赴英国考文垂大学参加 2014年欧洲体育管理学年会

120 2014/9/8 2014/9/13 短期访问 工商学院舒竞赴英国考文垂大学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121 2014/9/8 2014/9/12 学术会议 副校长易剑东一行三人赴英国参加欧洲体育管理学会第 22届年会

122 2014/9/11 2014/9/12 出国留学
南安普敦大学社会人文科学学部主任 MarK 和 项目经理 Jan来为今年去该校留学的

学生进行入学教育

123 2014/9/11 外宾来访 南安普顿大学社会人文学院 Jan Podivinsky一行两人来访

124 2014/9/13 2015/9/12 国家公派 会计学院黄蕾赴美国阿卡迪亚大学访学

125 2014/9/13 2015/8/20 学校公派访学 信息学院周萍赴丹麦奥尔堡大学工业生产中心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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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2014/9/13 来华留学 留学生城市一日游

127 2014/9/15 2014/9/19 短期访问 MBA学院韩明赴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培训

128 2014/9/17 合作来访 美北亚大学中国事务部主任 Daniel来校访问

129 2014/9/17 2014/9/21 国际会议 信管学院方玉明赴新加坡参加第六届多媒体体验质量国际研讨会

130 2014/9/17 外宾来访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中国事务主任 Daniel（林言成）来访

131 2014/9/19 来华留学 江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主任来处里进行如何防控埃博拉病毒的讲座

132 2014/9/22 2014/9/28 因公出访 副校长邓辉一行五人赴英国、法国访问

133 2014/9/22 外宾来访 日本京都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 Xuefeng Liang来访

134 2014/9/25 来华留学 秋季留学生汉语角活动开幕

135 2014/9/25 外宾来访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Liz Grobsmith博士 原副校长来访

136 2014/9/25 外宾来访 日本城西大学张纪浔教授来访

137 2014/9/26 合作来访 美北亚利桑那大学校长外事顾问 Dr.Liz来我校进行项目推介

138 2014/9/26 外宾来访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终身教授杨开峰博士来访

139 2014/9/29 合作来访 德国法兰克福应用科技大学 商法学院教授 Prof. Dr. Judith Ehsen等三人来访

140 2014/9/29 外宾来访 德国法兰克福应用科技大学商务与法律系 Judith Ehsen教授一行三人来访

141 2014/10/1 2015/3/20 学校公派访学 金融学院钱建豪赴美国密苏里大学访学

142 2014/10/8 2014/10/15 因公出访 党委书记廖进球一行四人赴希腊、罗马尼亚访问

143 2014/10/8 外宾来访 台湾东吴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詹乾隆来访

144 2014/10/9 来华留学 秋季留学生家庭结对子活动开幕

145 2014/10/9 2015/10/14 国家公派 经济学院杨勇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

146 2014/10/9 外宾来访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商学院教学主管 Kevin Woodgate一行两人来访

147 2014/10/11 2015/9/15 学校公派访学 软件学院尹爱华赴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访学

148 2014/10/11 外宾来访 韩国又松大学驻中国代表高忠义一行两人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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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2014/10/11 外宾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驻中国代表Michael Lung一行三人来访

150 2014/10/11 外宾来访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人文科学学部 Jan Podivinsky博士来访

151 2014/10/11 外宾来访 法国 IPAG高等商学院驻中国代表 Raphaël Lissillour博士来访

152 2014/10/11 外宾来访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中国学院院长陆懋祖一行两人来访

153 2014/10/12 出国留学 2015年我校出国留学咨询展

154 2014/10/14 2014/10/19 国际会议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俞彬孙秉文赴美国纳什维尔参加 2014财务管理协会年度会议

155 2014/10/15 2015/10/15 学校公派访学 软件学院张驰赴美国德雷赛尔大学访学访学

156 2014/10/16 2014/10/23 学术会议 图书采购中心陆晓兵赴台参加第十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

157 2014/10/17 2014/10/23 学术会议 会计学院李宁、娄伟赴台参加 2014海峡两岸大学会计辩论赛

158 2014/10/18 来华留学
留学生参加校运动会开幕式,并有MECACCI Andrea等 8位学生报名参加了 100米、

200米和跳高等项目

159 2014/10/20 2014/10/25 国际会议
信息学院万常选江腾蛟赴意大利罗马参加第六届 知识发现、知识工程和知识管理国

际会议

160 2014/10/23 来华留学 邓军老师带留学生赴南昌晶电光能公司进行实践教学

161 2014/10/26 外教管理 我校日籍教师田中弘美荣获江西省“庐山友谊奖”

162 2014/10/27 外宾来访 美国威斯康星协和大学国际处亚太部主任 Christine Kao一行两人来访

163 2014/10/28 外宾来访 比利时阿德维德大学国际处项目协调人 Lutgart Stuyver来访

164 2014/10/29 2014/11/2 国际会议 信息管理学院杨勇钱忠胜赴韩国全北大学参加 2014年信息技术融合国际研讨会

165 2014/10/29 外教管理 澳大利亚籍外教Mehrdad赴京参加外专局组织的国庆招待会

166 2014/10/30 2014/11/14 国际会议 经济学院魏彦锋赴泰国曼谷参加第 14届东亚经济学会年会

167 2014/10/31 来华留学 组织部分留学生去新建县特殊教育学校看望那里的学生

168 2014/10/31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去望新建县特殊教育学校看望那里的学生

169 2014/11/2 2014/11/9 因公出访 首席教授陶长琪一行三人赴美国、加拿大访问

170 2014/11/6 来华留学 何炜老师带留学生赴南昌生物制药公司进行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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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2014/11/6 2014/11/11 短期访问 杨建林、李法贵赴台参加元培科技大学校庆

172 2014/11/6 外宾来访 台湾世新大学终身教育学院院长邱志淳一行两人

173 2014/11/6 外宾来访 美国劳伦斯理工大学教务长Maria Vaz一行三人

174 2014/11/8 外宾来访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 Terry O’Neill教授来访

175 2014/11/10 外宾来访 美国福布莱特基金会亚洲区 Stanley Harsha
176 2014/11/11 2015/2/10 短期访问 工商学院刘浩华赴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访问

177 2014/11/11 2014/11/16 国际会议 国际处肖珑赴美国参加 ISEP年会

178 2014/11/11 外宾来访 昆士兰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社会心理学教授 Alex Haslam等六人来访

179 2014/11/13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消防演习

180 2014/11/13 2015/1/30 来华留学 对留学生公寓 6楼和 7楼的天花板进行维修.
181 2014/11/15 来华留学 赴柘林湖文化考察

182 2014/11/15 外宾来访 台湾工业设计协会首席顾问梁又照来访

183 2014/11/16 来华留学 组织部分留学生参加国际学院的迎新晚会

184 2014/11/16 2014/11/23 来华留学 三名留学生参加江西省首届留学生汉语大赛复赛

185 2014/11/16 外教管理 组织外籍赴三清山文化考察，感知中国历史

186 2014/11/19 2015/11/19 学校公派访学 鄱阳湖生态研究院 黄和平赴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访学

187 2014/11/20 来华留学 王小平副校长与留学生进行面对面座谈,为留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188 2014/11/21 来华留学 检查留学生公寓安全防护设施(天台防护门,灭火器等)
189 2014/11/25 2014/11/30 国际会议 艺术学院李二永赴白俄罗斯国立音乐学院参会

190 2014/11/26 2015/6/20 学校公派访学 财税学院肖建华赴美国东华盛顿大学访学

191 2014/11/27 来华留学 曹玉珊老师带留学生赴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进行实践教学

192 2014/12/1 2014/12/6 国际会议
金融国际研究冯凌秉赴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参加金融计量学及应用最新进展第一次会

议

193 2014/12/3 来华留学 检查留学生公寓摄像头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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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2014/12/5 2014/12/12 因公出访 校长助理李良智一行五人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访问

195 2014/12/5 外宾来访 香港长润集团董事长梁立等一行两人来访

196 2014/12/7 2014/12/20 短期访问 产业经济研究院王自力赴新加坡参加“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专题培训班

197 2014/12/7 2014/12/11 短期访问
公共管理学院李春根、张仲芳、杨道田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学大学南洋公共管理学院考

察和交流

198 2014/12/9 外宾来访 美国华盛顿大学副教授廖坤来校讲学

199 2014/12/11 2014/12/14 国际会议
金融国际研究院孙秉文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参加 2014世界金融与银行研讨

会

200 2014/12/11 2015/10/15 学校公派访学 国贸学院梁红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访学

201 2014/12/15 2014/12/19 国际会议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项东赴澳大利亚悉尼参加第 27届澳大利亚财经金融学年会

202 2014/12/15 2014/12/21 短期访问 国贸学院张曦凤、国际处吕腮菊赴老挝的国立大学和泰国博仁大学访问、交流

203 2014/12/16 外宾来访 日本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广泽裕介教授来访

204 2014/12/17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进行评教活动

205 2014/12/17 外宾来访 香港中文大学博导魏雁滨来校讲座

206 2014/12/17 外宾来访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聂建云教授来校讲学

207 2014/12/18 2014/12/23 学术会议
工商管理学院胡宇辰、胡海波、曹元坤、邹艳芬、蔡文著、余可发赴台参加 2014年
第八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208 2014/12/18 外宾来访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副教务长 HarveyCharles一行四人来访

209 2014/12/24 外教管理 外教教师庆祝圣诞、新年聚餐

210 2014/12/30 2015/12/30 国家公派 信息学院杨寿渊赴新加坡资讯与通信研究院访学

211 2014/12/30 外宾来访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英语系刘迪驎教授来校做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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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合作院校、机构一览表

（2014年 12月，86所）
序号 学校、机构名称 中文名 国别 主要合作形式

1 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汤普森河大学 加拿大 学生留学项目

2 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 爱德华王子岛大学 加拿大 学生留学项目

3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萨斯卡彻温大学 加拿大 老师,学生项目

4 Arcadia University 阿卡迪亚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人员往来

5 University of Missouri-st.louis 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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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Central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中密苏里州立大学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8 Concordia University Wisconsin,USA 威斯康辛协和大学 美国 MBA项目

9 Duquesne University 杜肯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

10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密歇根州立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

11 Internantion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ISEP) 全球大学生交换平台 美国 学生项目

12 Lenoir-Rhyne University 勒努瓦-雷恩大学 美国 学生交换项目

13 Millersville University 米勒斯维尔大学 美国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人员往来

14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USA 纽约理工学院 美国 MBA项目，科研合作

15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Stony Brook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16 Southern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 南新罕布什尔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人员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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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东北大学 美国 合作研究

18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波特兰州立大学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19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北亚利桑那大学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20 Texas A&M University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21 La Universidad Autonoma Del Estado De
Hidalgo 伊达尔戈州立大学 墨西哥 交换学生项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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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UNIVERSIDAD POPULAR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PUEBLA 普埃布拉自治大学 墨西哥 学生交换项目

24 PONTIFÍCIA UNIVERSIDADE CATÓLICA
DE MINAS GERAIS 米纳斯吉拉斯州立大学 巴西 交换学生项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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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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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ond University 邦德大学 澳大利亚 学生留学项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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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纽卡索大学 澳大利亚 硕士教育项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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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uckland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奥克兰理工大学 新西兰 互派访问学者，学生项目

32 Massey University 梅西大学 新西兰 学生留学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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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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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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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rtevelde University College Ghent 阿德维尔德大学根特学院 比利时 交换学生项目

36 VIA University College VIA 大学学院 丹麦 交换学生项目,教师交流，合作科研等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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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Fachhochschule Frankfurt AM Mai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Frankfurt) 法兰克福应用科学大学 德国 交换学生项目

39 Fachhochschule Fur Technik und
Wirtschaft Berlin 柏林应用科学大学 德国 交换学生项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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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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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Frankfurt School of Finance and
Management 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 德国 交换学生项目

43 Ecole Supérieure de Commerce de Rennes
（ESC） 雷恩高等商学院 法国 学生留学项目

44 IPAG Business School IPAG 高等商学院 法国 学生留学、教师互交流项目

45 Audencia Group 南特高等商学院 法国 学生交换、双学位、教师互交流项目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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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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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University of Oulu,Finland 奥卢大学 芬兰 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科研合作

48 University of Tampere 坦佩雷大学 芬兰 交换学生项目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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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Prague 布拉格经济大学 捷克 研究生交换项目

51 Danubius University 达努比乌思大学 罗马尼亚 学生交换项目

52 Alexandru loan Cuza University of Iasi 亚历山大.杨.库扎大学 罗马尼亚

53 Dalarna Univeristy 达拉那大学 瑞典 交换学生项目,教师交流，合作科研等

54 karlstad University 卡尔斯坦德大学 瑞典 学生交换项目，科研合作

55 ALBA Graduate Business School ALBA高等商学院 希腊 学生留学项目

56 University of the Aegean 爱琴大学 希腊 学生留学项目

57 Universidad Rey Juan Carlos 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西班牙 学生交换项目

58 Bristol University 布里斯托大学 英国 学生留生项目

59 Coventry University 考文垂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教师培训与交流项目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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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Strathclyde University 思克莱德大学 英国 学生留学项目

62 University of Essex 埃塞克斯大学 英国 学生留生项目，人员往来

63 University of Glasgow 格拉斯哥大学 英国 学生留生项目

64 University of Lincoln 林肯大学 英国 人员往来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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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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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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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racow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克拉科夫经济大学 波兰 学生交换项目

68 Vistular Univeristy 维斯瓦河大学 波兰 建立合作备忘录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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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Ajou University 亚洲大学 韩国 教学交流、学生项目、科研合作

71 Sogang University 西江大学 韩国 交换学生项目,硕士教育项目

72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釜山大学 韩国 交换学生项目,教师交流，合作科研等

73 Ｗoosong Ｕniversity 又松大学 韩国 学生留学项目

74 Okayama Institute of Languages 冈山外语学院 日本 学生项目

75 Okayama Shoka University 冈山商科大学 日本 合作研究，学生项目

76 Ritsumeikan University 立命馆大学 日本 合作研究

77 Mahidol University 玛希隆大学 泰国 学生交换项目

78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泰国博仁大学 泰国 合作研究，学生项目

79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台湾长荣大学 中国台湾 学生交换项目

80 Ming Chuan University 台湾铭传大学 中国台湾 人员往来,科研合作，讲学

81 Providence University 台湾静宜大学 中国台湾 学生交换项目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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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Soochow University 台湾东吴大学 中国台湾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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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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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Tamkang University 台湾淡江大学 中国台湾 学术交流

86 Yuanpei University 台湾元培科技大学 中国台湾 人员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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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新增合作院校名单

序号 学校、机构名称 中文名 国别 主要合作形式

1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萨斯卡彻温大学 加拿大 老师,学生项目

2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密歇根州立大学 美国 学生项目

3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北亚利桑那大学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4 Texas A&M University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美国 学生留学项目

5 Bond University 邦德大学 澳大利亚 学生留学项目

6 VIA University College VIA 大学学院 丹麦 交换学生项目,教师交流，合作科研等

7 IPAG Business School 法国 IPAG高等商学院 法国 学生留学、教师互交流项目

8 Alexandru loan Cuza University of Iasi 亚历山大.杨.库扎大学 罗马尼亚 学生留学、教师互交流项目

9 Dalarna Univeristy 达拉那大学 瑞典 交换学生项目,教师交流，合作科研等

10 University of the Aegean 爱琴大学 希腊 交换学生项目

11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釜山大学 韩国 交换学生项目,教师交流，合作科研等

12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泰国博仁大学 泰国 合作研究，学生项目



396

2014年赴台人员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学院/部门 出访时间 出访类型

1 龚贤 人文学院 2014/1/9-2014/1/14 宗学术会议

2 王善论 国际学院 2014/7/5-2014/7/19 暑期夏令营（台湾实践大学）

3 李国艳 国际学院 2014/7/5-2014/7/19 暑期夏令营（台湾实践大学）

4 李峰 统计学院 2014/8/21-2014/8/25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心理与教育测验学术研讨会

5 陆晓兵 图书采购中心 2014/10/16-2014/10/23 第十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

6 李宁 会计学院 2014/10/17-2014/10/23 2014海峡两岸大学会计辩论赛

7 娄玮 会计学院 2014/10/17-2014/10/23 2014海峡两岸大学会计辩论赛

8 杨建林 纪委书记 2014/11/6-2014/11/11 元培科技大学校庆

9 李法贵 审计处处长 2014/11/6-2014/11/11 元培科技大学校庆

10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2014/12/18---2014/12/23 2014年第八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11 曹元坤
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
2014/12/18---2014/12/23 2014年第八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12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2014/12/18---2014/12/23 2014年第八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13 邹艳芬 工商管理学院 2014/12/18---2014/12/23 2014年第八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14 蔡文著 工商管理学院 2014/12/18---2014/12/23 2014年第八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15 余可发 工商管理学院 2014/12/18---2014/12/23 2014年第八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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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涉外来访情况统计表

序号 时间 来访情况 来宾人数

1 2014/1/1 美国米勒斯维尔大学 1

2 2014/2/1 英国斯克莱德大学中国学院院长陆懋祖教授来我校洽谈合作 1

3 2014/2/1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会计系主任 Shahzad Uddin来访 1

4 2014/2/26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Mark Cranshaw 经济学系本科项目主管 Emanuela Lotti
一行两人来我校访问

2

5 2014/2/28 英国提赛德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曾一锋来访 1

7 2014/3/1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Mark Cranshaw 经济学本科课程主管 Emanuelag Lotti
一行两人来我校访问

2

8 2014/3/1 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 Rutgers商学院教授吴仰儒来访 1

9 2014/3/2 芬兰奥卢大学信息科学系 Kari Liukkunen 教授来我校访问 1

10 2014/3/12 美国威斯康辛协和大学国际处亚太部主任 Christine Kao 推广部摄影师 Paul Ruffino一行两人访问我

校
2

6 2014/3/13 香港明爱社区及青少年服务总主任黎永开来我校访问 1

11 2014/3/16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经济学系Marco Francesconi 教授一行三人来访 3

12 2014/3/20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商法艺术学部副部长 Annie Makhoul教授来访 1

13 2014/3/20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国际处处长 Barb Campbell 处长助理 Jerry Wang一行二人来访 2

14 2014/3/24 法国 IPAG 高等商学院国际关系发展总监 Berbard Terrany一行二人来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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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来访情况 来宾人数

15 2014/3/31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Maria Fasli一行两人来访 2

16 2014/4/1 英国林肯大学副校长 Ieuan Owen一行二人来访 2

17 2014/4/1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国际教育中心中国事务主任 Daniel Palm一行两人来访 2

23 2014/4/1 韩国仁荷大学首席教授、电子商务学院院长 Choi Yongrok教授一行两人来访 2

24 2014/4/1 2014亚洲可持续发展学术会议萨利大学 David Broadstock等七人来访 7

25 2014/4/1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统计与精算系教授 Jun Cai来校讲学 1

26 2014/4/1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Mark Cranshaw一行二人来我校进行项目洽谈 2

27 2014/4/1 中国学院院长陆懋祖教授来我校进行项目洽谈 1

28 2014/4/1 新加坡国立大学信息系统系潘善琳副教授来校讲学 1

18 2014/4/3 日本大阪人民报总编兼该报记者山田洋一来访 1

19 2014/4/3 桑给巴尔商务部“2014年桑给巴尔经济财政管理研修班”20人来访 20

20 2014/4/6 香港富卫集团首席区域一行二人来我校进行项目推介 2

21 2014/4/11 台湾实践大学刘弘景一行二人来我校进行项目洽谈 2

22 2014/4/24 美国加州大学台湾分校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教授林桂杰来我校进行项目洽谈 1

29 2014/5/1 香港岭南大学商学院院长 Tjosvold William来访 1

30 2014/5/1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统计与概率系 Tapabrata Maiti教授一行二人来访 2

31 2014/5/1 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全球执行总裁 Andrew Harding先生一行二人来访 2

33 2014/5/1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刘兵来我校进行项目推介 1

32 2014/5/21 美国伊丽莎白城州立大学终身教授袁小黎来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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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来访情况 来宾人数

36 2014/6/1 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国际处处长 Robert Flood博士来访 1

37 2014/6/1 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区洁盈博士来访 1

38 2014/6/1 加拿大 Conestoga大学副校长 Barbara Fennessy来校讲学 1

40 2014/6/1 哈佛大学、法国图卢兹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等 Jean Tirole、Michael Whinston、Drew Fudenberg
等 12人来校参加国际会议

12

41 2014/6/1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国际商业研究生院MBA课程总裁 Bob Gilliver教授来校参加MBA学院毕业典礼 1

42 2014/6/1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 德国卡森中心主任院士 Donald Worster教授、William Cronon教授、Christof Mauch
教授来访

3

39 2014/6/8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副校长 Anthony McGrew教授一行两人来访 2

34 2014/6/16 韩国全北国立大学韩国政府 BK21分中心主任 Yongchae Jeong一行三人来访 3

35 2014/6/21 美国艾克德学院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教授陈婧博士来访 1

43 2014/8/8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校长 Samuel Leonard STANLEY JR一行 4

52 2014/9/1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裔研究中心主任凌津奇教授来访 1

53 2014/9/1 美国华盛顿大学黄正能教授来访 1

54 2014/9/1 新加坡管理大学助理教授 Jerry Cao来访 1

44 2014/9/2 美国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教授 Jenq Neng HWANG 来访 1

45 2014/9/11 南安普顿大学社会人文学院 Jan Podivinsky一行两人来访 2

46 2014/9/17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中国事务主任 Daniel（林言成）来访 1

48 2014/9/25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Liz Grobsmith博士 原副校长来访 1

51 2014/9/25 日本城西大学张纪浔教授来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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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来访情况 来宾人数

50 2014/9/26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终身教授杨开峰博士来访 1

49 2014/9/29 德国法兰克福应用科技大学商务与法律系 Judith Ehsen 教授一行三人来访 3

55 2014/10/8 台湾东吴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詹乾隆来访 1

57 2014/10/9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商学院教学主管 Kevin Woodgate一行 2人来访 2

56 2014/10/11 韩国又松大学驻中国代表高忠义一行 2人来访 2

58 2014/10/11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驻中国代表Michael Lung一行 3人来访 3

59 2014/10/11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人文科学学部 Jan Podivinsky博士来访 1

60 2014/10/11 法国 IPAG 高等商学院驻中国代表 Raphaël Lissillour博士来访 1

63 2014/10/11 英国思克莱德大学中国学院院长陆懋祖一行 2人来访 2

61 2014/10/27 美国威斯康星协和大学国际处亚太部主任 Christine Kao一行 2人来访 2

62 2014/10/28 比利时阿德维德大学国际处项目协调人 Lutgart Stuyver来访 1

72 2014/12/16 日本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广泽裕介教授来访 1

73 2014/12/17 香港中文大学博导魏雁滨来校讲座 1

74 2014/12/17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聂建云教授来校讲学 1

76 2014/12/30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英语系刘迪驎教授来校做讲座 1

47 2017/9/22 日本京都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 Xuefeng Liang 来访 1

67 2014-11-10. 美国福布莱特基金会亚洲区 Stanley Harsha 1

68 2014-11-11. 昆士兰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社会心理学教授 Alex Haslam 等 6人来访 6

69 2014-11-15. 台湾工业设计协会首席顾问梁又照来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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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来访情况 来宾人数

64 2014-11-6. 台湾世新大学终身教育学院院长邱志淳一行 2人 2

65 2014-11-6. 美国劳伦斯理工大学教务长Maria Vaz一行 3人 3

66 2014-11-8.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 Terry O’Neill教授来访 1

70 2014-12-5. 香港长润集团董事长梁立等来访 2

71 2014-12-9. 美国华盛顿大学副教授廖坤来校讲学 1

75 204-12-18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副教务长 Harvey Charles一行来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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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来华留学生名单春季学期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出生日期 项目类别

1 EKLOV Zachary Jamie 男 美国 1993.02.07 ISEP

2 CURTIS George Frederick 男 美国 1992.06.09 ISEP

3 CARTY Joseph Richard 男 美国 1989.07.03 ISEP

4 SISK Hannah Katlyn 女 美国 1994.05.14 ISEP

5 LIEBMINGER Michael 男 奥地利 1986.03.19 ISEP

6 KURTZ Klemens 男 奥地利 1988.07.05 ISEP

7 JENSEN Eric Christoffer 男 瑞典 1991.03.06 ISEP

8 HENDERSHOT Emily Ruth 女 美国 1992.07.18 校际交流

9 WALTERS Amanda Reed 女 美国 1991.03.09 校际交流

10 KARJALAINEN Henna-Maria 女 芬兰 1989.05.10 校际交流

11 SCHUBERTH Elisabeth Anna 女 德国 1990.07.05 校际交流

12 AIGNER Patrick Jan 男 德国 1989.10.31 校际交流

13 DE GROOT Hidde Sebastiaan 男 荷兰 1994.10.06 校际交流

14 JEONG Yunseo 女 韩国 1991.09.12 校际交流

15 ARENAS SERRANO Adriana De Jesus 女 墨西哥 1991.02.05 校际交流

16 RODRIGUEZ ISLAS Alberto Andres 男 墨西哥 1992.11.30 校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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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出生日期 项目类别

17 SERRANO LOZANO Andrea 女 墨西哥 1992.07.04 校际交流

18 SANCHEZ RAMIREZ Ketzaly 女 墨西哥 1992.09.27 校际交流

19 GALVEZ MORENO Oscar 男 墨西哥 1991.04.05 校际交流

20 HERNANDEZ MONTANO Marco Antonio 男 墨西哥 1989.12.29 校际交流

21 RIJPSTRA Nora Roosje Nele 女 比利时 1992.03.05 校际交流

22 HOVE Eveline 女 比利时 1993.08.11 校际交流

23 t KINT Olivier 男 比利时 1992.12.02 校际交流

24 DEPREITERE Camille Marie Lydia 女 比利时 1993.04.28 校际交流

25 CERMAKOVA Zuzana 女 捷克 1991.03.04 校际交流

26 BRSLIKOVA Jana 女 捷克 1990.03.03 校际交流

27 TSARYOVA Evgeniya 女 乌兹别克斯坦 1986.07.13 短期自费

28 JO Eunhee 女 韩国 1992.04.01 短期自费

29 PARK Hwayoung 男 韩国 1988.11.14 短期自费

30 SHABANOVA Yevheniia 女 乌克兰 1993.06.22 短期省奖

31 RIFKI Nada 女 摩洛哥 1990.12.03 短期省奖

32 MATSUMOTO Satoko 女 日本 1986.04.02 短期省奖

33 OCAPAN Sean Everett 男 菲律宾 1985.11.03 短期省奖

34 RIOS ARUNI Cristian Edson 男 玻利维亚 1988.05.24 硕士国奖

35 IMANI Soukaina 女 摩洛哥 1989.08.03 硕士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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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出生日期 项目类别

36 UDDIN SARKER Md Shakij 男 孟加拉 1987.12.25 硕士国奖

37 KONE Dounamba 女 马里 1989.07.16 硕士国奖

38 XIONGNONHIAXAISENG Xia 男 老挝 1989.12.25 硕士国奖

39 SIRIPIRIYAKUL Danunuch 女 泰国 1990.03.23 硕士国奖

40 PHAN THI LE THUY 女 越南 1986.03.03 硕士国奖

41 GARAJAYEVA Aylar 女 土库曼斯坦 1994.11.08 本科国奖

42 HALYKOV Begmyrat 男 土库曼斯坦 1994.02.09 本科国奖

2014年来华留学生名单秋季学期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出生日期 项目类别

1 HOLMES ANDREW JUSTIN 男 美国 1995-03-07 ISEP
2 FEARON Adam Timothy 男 美国 1989.12.16 ISEP

3 MARLOWE Leo John 男 美国 1984.04.21 ISEP
4 PEARCE Benjamin Allen 男 美国 1994.10.24 ISEP

5 BEELER Dylan Travis Blue 男 美国 1991.11.05 ISEP
6 ALMENDAREZ Andrea Alicia 女 美国 1992.12.01 ISEP

7 NGUYEN Vu Van Nga 女 德国 1992.03.19 ISEP
8 MECACCI Andrea 男 意大利 1991.03.17 ISEP
9 MILANO Federico 男 意大利 1991.08.08 ISEP
10 BOGOLJUBSKIJ BENITEZ Andrea Gabriela 女 委内瑞拉 1994.07.06 ISEP
11 SILKETT Ariel Alexandra 女 美国 1992.12.01 校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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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出生日期 项目类别

12 LEJEUNE Christina 女 德国 1989.02.19 校际交流

13 MEYER-NIENSTADT Anna 女 德国 1994.02.28 校际交流

14 MEYER Patricia 女 德国 1991.11.10 校际交流

15 BUJAR Mirella Barbara 女 德国 1987.04.15 校际交流

16 BENDIG Tobias 男 德国 1989.05.24 校际交流

17 KARADUMAN Tolga 男 德国 1992.05.28 校际交流

18 KHAKSAR Sahar 女 伊朗 1986.09.06 校际交流

19 VANDEN BERGHE Rainer Jean-Pol Cornelius 男 比利时 1993.09.16 校际交流

20 DE BRUYNE Jan 男 比利时 1993.07.15 校际交流

21 BOUSSERY Michiel Hilaire V. 男 比利时 1994.09.30 校际交流

22 HORNY Nathanael Pascale Xavier 男 比利时 1992.06.26 校际交流

23 DE SOETE Hendrik Ivan F. 男 比利时 1993.03.24 校际交流

24 HAECK Elisabeth 女 比利时 1994.06.01 校际交流

25 KULMER Elisabeth 女 奥地利 1993.04.22 校际交流

26 KISS Peter 男 匈牙利 1995.02.18 校际交流

27 CASTILLO JR Eduardo 男 美国 1991-01-04 短期省奖

28 MATSUMOTO Satoko 女 日本 1986.04.02 短期省奖

29 ARANO PECHO Ivonne 女 玻利维亚 1988.03.24 短期省奖

30 SIMOV Maximilian Nikolaj 男 德国 1993.08.16 短期自费

31 YANG DA 男 老挝 1990.08.31 硕士地奖

32 SOOMRO Raheem Bux 男 巴基斯坦 1978.02.01 博士省奖

33 RIFKI Nada 女 摩洛哥 1990.12.03 硕士省奖

34 OCAPAN Sean Everett 男 菲律宾 1985.11.03 硕士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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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出生日期 项目类别

35 GANBAATAR Khulan 女 蒙古 1990.05.20 硕士校奖

36 Sissoko Daly 女 马里 1994/11/16 本科国奖

37 Katenekwa Bwalyafridah 女 赞比亚 1996-4-26 本科国奖

38 Bere Ayella Phillip 男 乌干达 1989-2-20 本科国奖

39 Miraud Jonathan 男 海地 1991-5-30 本科国奖

40 Ali Othman abbas 男 坦桑尼亚 1978/9/5 博士国奖

41 ZHUANG LI-ZHEN Jimmy 男 巴基斯坦 1990/12/18 硕士国奖

42 KIKULA Tenna 女 坦桑尼亚 1985/6/1 硕士国奖

43 SHAMURATOV Shovkat 男 乌兹别克斯坦 1990/5/10 硕士国奖

44 TSELENG Happy keletso 女 博茨瓦纳 1988/1/2 硕士国奖

45 MINKO MI ETOUA Sabrina lindsay 女 加蓬 1990/6/9 硕士国奖

46 MUHAMMAD Faqeeer 男 巴基斯坦 1982.02.05 博士地奖

47 MUHAMMAD Khair 男 巴基斯坦 1980.06.26 博士地奖

48 RAZZAQ, NAVEED 男 巴基斯坦 1982.05.10 博士地奖

49 RAZZAK, ABDUL 男 巴基斯坦 1989.05.03 硕士地奖

50 RIOS ARUNI Cristian Edson 男 玻利维亚 1988.05.24 硕士国奖

51 IMANI Soukaina 女 摩洛哥 1989.08.03 硕士国奖

52 UDDIN SARKER Md Shakij 男 孟加拉 1987.12.25 硕士国奖

53 KONE Dounamba 女 马里 1989.07.16 硕士国奖

54 XIONGNONHIAXAISENG Xia 男 老挝 1989.12.25 硕士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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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出生日期 项目类别

55 SIRIPIRIYAKUL Danunuch 女 泰国 1990.03.23 硕士地奖

56 PHAN Thi Le Thuy 女 越南 1986.03.03 硕士地奖

57 GARAJAYEVA Aylar 女 土库曼斯坦 1994.11.08 本科国奖

58 HALYKOV Begmyrat 男 土库曼斯坦 1994.02.09 本科国奖

（国际处刘小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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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工作

财 务

一、重点工作：

1.精心组织，顺利完成新旧高校会计制度转换

利用暑假，集中人员加班加点，在不影响正常报账的前提下，顺利完成该项工

作。

2.盘活资金，督促加快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建设和支出进度

财政专项资金结余较多，面临财政回收风险，通过发放通知、抄告单，深入到

学院督促等方式，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和支出进度。

3. 修订制度，严控 “三公”经费支出

大力推进公务卡结算制度，严格按省财政厅最新文件，控制差旅费、会议费、

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等经费支出。

重新修订了校内十一个财务管理办法，严控 “三公”经费支出，重点压缩公务

接待、劳务费等支出比例。

4.高度重视，进一步规范科研经费支出

通过国家社科项目专项审计，科研经费自查等方式，进一步规范科研经费支出

行为。

二、年度创新举措：

1.加强沟通，获取上级有关部门政策支持

配合省物价局对高校办学成本监审，继续向教育厅、发改委提出申请，要求提

高昌北片区高校学费标准。

与教育厅、发改委反复沟通，提高我校中美班MBA，会计专业硕士等学费收费

标准。

2.加大投入，向教学科研等内涵建设倾斜

教学设备购置、图书购置、人才引进、师资培训、科研项目配套等经费投入增

加 1162万元，推进学校内涵建设。

3.积极探索，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

与工商银行、财务软件公司联系，开通了网银支付。

加大调研，探索建立学校网上缴费平台、网上预报账系统，为师生提供便捷服

务。

4.深入学院，讲解财务报账规定

制作 PPT课件，深入金融等多个学院，为教职工讲解最新财务文件和报账政策。

5.加强宣传，强化金融安全知识

与农行江西省分行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提高电子银行、银行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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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金融诈骗等金融知识。

三、年度工作突出成效：

1.积极组织，为学校事业发展筹措财政专项资金

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获批 9个，金额 3200万元（江西最多），涵盖学科建设、

实验室、实践基地、人才培养、基础设施、科研平台六大方面。

中西部基础能力工程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麦庐园综合实验实训大楼，中央资

金 9500万元已全部到位、省级配套资金到账 1510万元。

2.保证经费，教职工收入较快稳定增长

2014年在职教职工人均收入达 15.28万元，增长 3.32万元，增长率 27.75% ，

主要是增加了绩效工资、和谐平安及综治先进奖等。

3.优化结构，进一步提高存款利息收入

合理安排存款结构，向银行争取更高存款利率，2014年利息收入提高 391多万

元。

4.谋划纳税，最大限度降低学校税负

取得经开区国税局、地税局对我校科研项目、培训项目税收政策的最大支持。

5.持之以恒，做实做细学生缴费工作

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在校生缴费率达 98.86 %，连续六年稳定在 98%以上。

（资料来源：财务处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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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建设

一、重点工作：

1、完成蛟桥园北区图文信息大楼 293 根桩基施工（7月 14 日进场作业），该

项目是我省“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新建项目中施工进度最快的，同时入选 2013、
2014年江西省重点工程。

2、完成麦庐园北区实验实训大楼装饰工程和室内 11个实验室建设，并办理校

内验收并交付使用。该项目是我省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新建项目中发挥使用效

益最早的。

3、按计划完成麦庐园北区 1#教学楼主体工程，目前正在进行室内外装饰。

二、年度创新举措：

1、采用和推广节能、环保新技术。例如MBA 报告厅使用的 LED 照明光源、

实验实训楼使用的双层中空玻璃和新型保温隔热材料等。

2、根据我处工作实际，制定每月《工作任务分解表》，将任务层层分解，落实

到人，实行精细化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做好设备采购方案的前期论证工作，对设备采购的必要性、使用效益、预算

的合理性进行综合评价，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采用 BOT模式，学校

没有花一分钱采购了学生宿舍 4029台空调，开创了全省高校空调采购的新模式。

三、年度工作突出成效：

1、积极开展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对接联系，督促办结了蛟桥园北区留学生公寓等

6个由于各种原因长期未办理工程消防专项验收或城建备案手续的工程项目。

2、办理了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等 6个项目的报批报建手续。（一般项目从报建

到办理施工许可再到正式施工需用时 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经过努力我们只用了 2-3
个月。）

3、处领导亲自抓工程质量、工程安全，把质量作为评价工程的首要因素，严把

材料进场关，杜绝劣质建材的使用；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全年未发生一起安全责

任事故。

4、完成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麦庐园北区实验实训大楼、麦庐园 1#教学楼等

基建维修工程招标 54项，总标的金额 136570225.37 元；完成设备采购 429项，合

同金额 56427529.83元；编制工程标底 60项，总标的金额 13781337.3元。办理工程

二审 143项，审核金额 39869126.79元，核减金额 3675590.09元。

（资料来源：校园建设处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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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一、重点工作：

1、巩固资源建设；2、完善基础服务；

3、提升信息素养；4、提高资源利用；

5、推动业务培训；6、推进项目建设；

7、加强综合治理；8、强化廉政责任。

二、年度创新举措：

1、加大与本校学科专业建设相关数据库采购，实现经管及人文社科专业领域的

全覆盖；

2、麦庐园分馆完成了更新改造及环境美化工作；

3、引入自助借还、打印、复印设备，提升工作效率；

4、完成高教学会财经分会图书委员会委托调研项目，通过调研，探索服务新模

式；

5、进行了网站全新改版，有效揭示馆藏资源；

6、邀请业界专家、数据库培训师来馆讲座，提升了师生员工的信息素养；

7、为国贸学院留学生做专题讲座，服务国际化办学；

8、增加读者借阅册数，接待各种咨询约 25000人次；

9、建立让•梯诺尔文库，补充我校经管类文库；

10、利用“新书推荐”与“爱心书屋”推广图书资源；

11、免费为我校教研人员开具论文查收查引证明 561份；

12、举行了一次大型“预防突发事件应急疏散演练”，有效提升广大师生安全

意识

三、年度工作突出成效：

1、引入自助设备，方便了广大师生学习，提升了工作效率；

2、完成高教学会财经分会图书委员会委托调研项目，通过调研，探索了一种新

的服务模式；

3、全新改版了图书馆网站，有效揭示了馆藏资源；

4、邀请业界专家来馆讲座，提升了员工服务意识及信息素养；

5、开展信息素养培训—为 5000人次新生进行入馆教育，全年“每周一讲”20
场，邀请数据库培训师做专题讲座，为国贸学院留学生做专题讲座，有效提升了读

者信息素养，为我校国际化办学做好服务；

6、增加读者借阅册数，利用“新书推荐”与“爱心书屋”推广图书资源，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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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使用效率；

7、建立让•梯诺尔文库，充实了我校经管类样本书库；

8、开具论文查收查引证明 561份，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人性化、细致化服务，

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9、联盟文献传递量连年递增，促进了资源利用率，提升了我校知名度。

（资料来源：图书馆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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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 案

一、重点工作：

年度常规重点工作 5项，年度新增专项重点工作 4项：

1、完成综合、干部和学生人事档案归档 26120多卷（份）

2、完善制度、健全措施，做好四个馆、10万多卷档案资料的保管保护

3、完成教学、文书、科研等类档案数字化加工共 3560多卷 ，共 447800 页

4、组织召开全校性档案校史业务培训 6次，专题培训 30多次

5、全年接待来人来函来电查借阅复印证明档案资料及参观三馆 18580多人次，

转递毕业生档案 8110多份

6、完成 601名科级以上干部人事档案全面改版工作

7、移交 2个年度 4个大类电子档案到省档案馆

8、通过全省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检查

9、获批并科学制定《数字档案馆项目建设规划实施方案》

二、年度创新举措：

1、狠抓收集源头，归档率较去年提高 13%。

2、狠抓八防管理，4个馆 10万多卷档案资料万无一失。

3、狠抓业务规范，干部人事档案全面改版、综合档案规范化管理晋级。

4、狠抓学习培训，全校档案意识和所有专兼职档案员业务能力得到提高。

5、狠抓利用服务，师生满意度大为提升。

6、狠抓数字建设，信息化再上台阶，数字档案馆蓝图明确。

三、年度工作突出成效：

（一）荣获 7项荣誉：

1、江西省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优秀单位

2、江西省电子档案移交接收工作优秀单位

3、2014年度校综治工作先进单位

4、校首届巾帼标兵岗

5、校十优社团

6、全国高校档案学会工作先进个人（李金云）

7、校办公室工作先进个人（俞晓明）

（二）受到多方肯定：

1、省档案局领导：档案工作全面、务实，创新、高效，有为有位。

2、省委组织部领导：干部人事档案改版工作走在全省最前面。

3、国家统计局、省消防总队等领导：展馆建设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4、校财务处领导：《数字档案馆项目建设规划实施方案》科学规范。

（资料来源：档案管理中心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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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管理

一、重点工作：

1、组织召开三次学校信息化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审议学校信息化建设重要议题，

总结、讨论和调整信息化建设十二五规划规划内容。

2、专项项目建设：建设中央财政支持地方专项《校园网虚拟桌面和安全防范建

设》和省化债专项《校园虚拟桌面系统》,计划寒假施工。

3、网络建设、规划和改造：完成青山园校区主干升级至千兆，图文信息楼规划，

麦庐园北区综合实验楼等 5项工程。

4、研发本科学分制教务系统：开发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权限管理、教学计划、

排课管理等模块，完成 10人×10月工作量。

5、完成人事管理信息系统定制开发：8月正式投入使用，采集全校在岗教职工

数据 2.4万余条记录，完成 60%以上工作量。

二、年度创新举措：

1、制度建设：制定《江西财经大学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办法》和《业务软件应用

系统对接管理规范》，规范学校信息系统建设。

2、全面改造办公自动化系统：推出Word、PDF、Flash等查看公文，全面支持

各类浏览器、移动终端，增加公文全文智能搜索。

3、研发后勤网上报修与咨询系统：完成Web版，维修工手机端安卓 APP，微

信报修端等，10月投入使用至今支撑完成 5964人次维修。

4、创新服务方式，开发校园卡掌上服务平台，开通网络服务微信平台，微信关

注人数超万人；优化信息门户，日访问量最高 1.25万人次。

三、年度工作突出成效：

1、校园网出口带宽由 5.4G增至 6.3G：同比增长 16.7%，实现分时段、流量自

适应带宽控制，单个用户最高带宽 40M，创历史最好水平。

2、研发学校微信公共服务平台：对接 OA近 10套系统，开发学生课表查询、

教师课表查询、OA通知公告等 14项功能；推出新生生活用品、卧具预订，新生 1600
余人由此确认预订意向。

3、成功推广本科毕业生首次使用电子离校系统：离校业务覆盖学工、教务、财

务、后勤等部门的 12个业务流程，离校审核效率大为提高（财务处 4 天审核 5134
人、图采中心 2天审核 5286人，后勤、物业 3天审核 4431人）。

4、优化迎新发卡流程，首次推行新生报到直接给 9510名新生发放正式校园卡，

一改过去发放新生临时卡、后换用正式卡的历史。

5、移位麦庐园教学楼 70台空调外机：解决多年存在的空调噪声影响教室上课

和热交换不佳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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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功申报 2项省级科技项目，获得 5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成功承办 2014年三省一市（上海、浙江、福建、江西）高校信息化研讨会暨江

西省高校教育信息化学会第二次学术年会：85所高校 250余名代表参会，参会人数

为历次会议之最，会议组织受到代表一致好评，提高了学校影响力。

（资料来源：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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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两刊概况

1、《当代财经》入选“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入选“全

国百强社科期刊”

2014年 11月 21日—23日，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共评出第五届“全国高校

精品社科期刊”79家、“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107家、“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

色栏目”217个。《当代财经》入选“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这是江西省唯一

入选的期刊；《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入选“全国百强社科期刊”，这是《学报》首

次进入“全国百强社科期刊”行列。《当代财经》“理论经济”栏目和《学报》“三

农研究”栏目同时获得了“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称号。同时，杂志社的魏

琳、肖文燕、徐鸣分别被授予“全国高校社科期刊优秀主编”、“全国高校社科期

刊优秀编辑”、“玉笔奖”等称号。

2.两刊的社会影响继续扩大，成为全国有重要影响的财经类学术期刊

据中国知网评价中心 2014年提供的数据，《当代财经》入选 2013年度中国国

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也称 TOP1%-10%期刊.其国际影响力指数 CI是 96.441，在

财政部部属院校主办的财经学术期刊中，只有《当代财经》和《财经研究》入选,也
是江西省唯一入选的人文社科期刊。在江西省新闻出版局组织的第二届名刊工程评

选中，《当代财经》《学报》双双入选。其中，《当代财经》是继第一届名刊工程

评选后再次入选，《学报》是首次进入名刊工程，二刊是江西省唯一入选的高校社

科类学术期刊。

3.两刊的转载、复印率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4年 12月，《当代财经》、《学报》所发表的文章被

《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复印转载刊物转载、复印的文章有 47篇次。

目前，《当代财经》、《学报》均成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最重要的转载来源期

刊之一。

4. 两刊的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等重要质量评价指标继续不断攀升

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 2014
年 12月 5日提供的数据，《当代财经》2013年期刊复合影响因子为 1.945，影响因

子学科排序 10/84；《学报》2013年期刊复合影响因子为 1.643，影响因子学科排序

17/84。两刊的各项技术指标均比 2012年有一定幅度的提升。

5.圆满、超额地完成编校任务，确保两刊按时发行

2014年当代财经杂志社全体同仁共审读来稿 8127篇，编发稿件 232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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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当代财经》12期，《学报》6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 2014年开始，

我社与中国知网进行战略合作，将《当代财经》英文精粹版列入中国知网文献总库，

此举更进一步提高了《当代财经》在学术期刊中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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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杂志社共组织并刊发的专家名家稿件 17 篇。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

大与学校教学学院和科研院所的合作，成为“2014公共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研讨会”

等 5个重要学术会议的学术媒体支持单位。

7. 编辑与研究并重，精品科研成果丰硕

一年来，在 CSSCI刊物上发表论文 12 篇，其中权威刊物论文 6 篇，论文被全

文复印转载 3篇，出版专著 3部；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 3项，参与 3项；每位教授、

博士都至少作了一次学术讲座；科研总分 126.6分，远远高出学校考核要求的 43分，

是去年的两倍多，人均科研分 10.5分，人均超出 6.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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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刊学术顾问

《当代财经》学术顾问（按汉语拼音排序）

邓子基 洪银兴 李京文 廖进球 刘志彪 吕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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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委会成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巴曙松 陈富良 邓大松 郭熙保 何德旭 胡大立 胡援成 贾 康 蒋金法

蒋尧明 金祥荣 李海舰 李金昌 李坤望 李雪松 陆 铭 陆正飞 马 骏

马常选 马海涛 秦荣生 芮明杰 史代敏 陶长琪 王 乔 吴俊培 吴晓求

许统生 杨瑞龙 张 蕊 张群群 张亚斌 郑振龙 钟春平 朱平芳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编委会成员

主任委员：王 乔

副主任委员：蒋金法（常务） 易剑东 邓辉

委 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包礼祥 陈始发 方宝璋 胡大立 蒋悟真 蒋岩波 蒋尧明 孔凡斌 刘满凤

陆长平 谭光兴 王 拓 王展祥 温 锐 徐升华 曾剑平 周全林 周书俊

（杂志社崔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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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单位

医 院

一、重点工作：

1、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认真完成各项整改落实和建章

立制任务。

2、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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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完成全年常规体检工作，满足师生对健康信息的需求，早发现，早治疗。

4、加强对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监督管理、传染病网报制度和管理，为学校各类活

动做好保健。

5、做好职工医保、离退休人员、大学生医保工作。

6、严格管理计划生育工作，加强大学生健康教育工作，做好急救知识的宣传、

推广等工作，提高大学生急救能力，减少校园突发事件的发生。

二、年度创新举措：

1、推出多种形式的服务评议评价，对于服务优劣好差奖罚分明。全年服务不良

投诉明显减少，师生满意度上升。

2、各类教职工体检，在时间安排，服务措施，检查流程，体检环境等方面更加

优化和人性化，如方便快捷，省时舒适等。体检报告规范 、私密、发放及时，教职

工感受良好。

3、为全校学生体能测试，首次派驻医生到各点现场负责意外急救保障，时间长，

人数多，任务重，压力大，圆满完成，并获得学院好评。

4、提高学生医保门诊个人账户记账比例，由 80%上调至 90%，减少学生自费比

例，让学生得实惠。

5、大学生医疗保险日常事务办理进驻麦庐园大学生服务中心。

三、年度工作突出成效

1、教职工体检新增 CA19-9和 TCT项目，并列入了学校十大民生工程落实完成，

效果良好。

2、受江西省教育厅体卫艺处指派，我校医院代表全省高校参加全国高校校园急

诊急救比赛并荣获优秀奖，被江西省高校医学保健学会授予全省高校医院急诊急救

培训先进单位。

3、暑期承担省军区大学生征兵体检 DR项目，圆满完成任务，以优良的质量获

得好评。

（资料来源：校医院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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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中

一、重点工作：

1.推进课程改革，提升教学效益。制定了附中“改革与发展方案”、“课程改革

实施方案”，分批次组织教师参加课改培训，推进我校课改进程。高中走多样化发展

之路，开设了艺体特长班，今年高考 100%考取了本科院校，高二一名体育生被大学

提前录取。

2.以规章促养成，创新素质教育载体，彰显办学特色。制定班级公约、采用教

师课间值日等形式，促进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通过组织素质教育月活动、“魅力

校园，秀出精彩”校园文化艺术节暨“大手牵小手”展演等,提升学生的文明素养，

彰显大学附中特色。

3.创新管理思路，构建科学考核机制。制定了教师发展“五项制度”，构建科学

的考核激励机制，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4.党建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加强组织制度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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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辅导讲座等形式组织党

员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龚全珍等先进人物事迹。

5.开展综治工作，创建平安校园。结合重大事件、节假日利用主题活动形式，

对师生进行安全预防教育。定期对全校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建立台账及时消除隐患，

今年共排查和消除大小安全隐患百余处，确保了校园平安和谐。

6.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学校先后添置了 18个教室的多媒体设备，新

建了升旗台、多功能教室等等，优化了育人环境。

二、年度创新举措：

1. 开展 “高效课堂”，推行 “推门听课”活动，全年校内上“公开课”40余
节，推门听课人均 20余次。校长在全市初中政治教师中开展“高效课堂对教师的要

求”讲座。

2. 实施“净化”、“美化”、“书香”三个工程 “优化育人环境，突出育人特色”。

3.通过 10余次校内外培训会、研讨会、专家讲座等形式，为教师创造交流学习

的机会，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

4.强化门卫制度，实行上课时间封闭式管理，杜绝人为因素造成的校园安全隐

患。

5.自聘教师工资结构调整，标准与南昌市中小学接轨，较大程度的稳定了教师

队伍。

6.有效促进家校联系，聘请专家来校为家长做专题辅导培训。

三、年度工作突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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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考重点高中上线率 68.90%（144人），重点率、普高率、优秀率、及格率

等均名列全市前茅。

2.荣获南昌市德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3.南昌市童心向党“歌声嘹亮英雄城、爱国歌曲大家唱”合唱比赛荣获一等奖、

经典诵读比赛获二等奖。小记者站再次荣获南昌市“十佳校园记者站”称号。

（资料来源：附中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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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榜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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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部、人事处
2013-2014 年度江西省高等学校人事人才工作

“先进集体”
江西省高等学校人事管理研究会

工会

全省教代会制度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江西省教育工会

江西省教育系统先进工会组织 江西省教育工会

全省教育工会宣传报道工作先进单位二等奖 江西省教育工会

首届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工会、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教育系统师德建设先进集体 江西省教育工会

江西省教育系统先进女教职工委员会 江西省教育工会

学工部（处）、

团委

2010-2012年“百万青年创业计划”优秀组织高

校
共青团中央

2014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共青团中央

2014善行 100•温暖行动优秀组织奖 中国扶贫基金会

纪念中国红十字会建会 110 周年全国青少年红

十字运动和防灾减灾知识竞赛最佳组织一等奖
中国红十字总会

2014年度“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优秀组织奖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处

第二届全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本科组）

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厅

“维护海洋利益、共建强大国防”全省大学生征

文活动组织奖

江西省国防部教育办公室、省教育

厅、青团江西省委

2014年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

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明办、江

西省教育厅、江西团省委、江西省学

生联合会

自强社在 2014年善行 100•温暖行动中获最具影

响奖，全国参与活动公益社团第 13名，并获优

秀自强社

中国扶贫基金会

研究生院 2014年江西省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后勤保障处

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优秀标准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2013-2014年度江西省高等学校后勤工作先进单

位
江西省高校后勤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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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所获荣誉 授予单位

保卫处

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先进单位 江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全省高校平安校园示范学校 江西省教育厅

2014年度全市防空警报设施社会化维护管理工

作先进单位

南昌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南昌市民防

局

离退休人员

工作处
“五好”关工委

江西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

国际学院
2014年度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服务队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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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教育学院

江西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实施 30周年先进

主考学校（助学单位）
江西省自学考试委员会

南昌是第十五届文明单位 中共南昌市委、南昌市人民政府

档案管理中心
2014年度直电子档案移交进馆工作先进单位

江西省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优秀单位
江西省档案局

工商管理学院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

2014年度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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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第六届大学生物流设计与模拟经营大赛

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高校物流类专

业教育指导委员会

工商管理学院

全国百佳公益体育社团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处

“圆梦中国•公益我先行”暑期社会实践专项活

动暨“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微公益大赛”优秀组织

奖

中国扶贫基金会

首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
共青团中央、民政部、中国志愿服务

联合会

2014善行 100•温暖行动“爱心团体”称号 中国扶贫基金会

“分贝使者”优秀大学生志愿团体奖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春暖基金

管理委员会

绿派社获“周一我吃素”全国优秀社团 中国青年动物保护联盟

绿派社 2014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绿植领养”

环保评选活动全国“优秀组织奖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中国税制》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荣

获国家级教学二等奖
教育部

全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江西

省教育厅

会计学院
江西省教育系统师德建设优秀集体 江西省教育工会

全省五四红旗团委 共青团江西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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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所获荣誉 授予单位

2014年江西省大学生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展示

组织工作先进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共青团江西省委

金融学院

2014年度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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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工商银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创意大赛

中获得优秀组织奖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工商银行杯”

全国大学生金融创意大赛组委会

统计学院 江西省五一巾帼标兵岗 江西省总工会

信息管理

学院
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团总支） 共青团江西省委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共青团中央

首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
共青团中央、民政部、中国志愿服务

联合会

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季专项行动优秀实践团队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全国青少年井冈

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管理中心

“知行天下•激扬青春”2014年全国大学生社会

实践优秀奖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人民日报社政文

部、人民网

艺术学院

2014年第三届中国高等院校设计艺术大赛优秀

组织院校奖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设计教育专业委

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化学工业出版社

“实干兴赣• 圆梦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65周
年大型群众歌咏比赛优秀组织工作奖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中共江西省直

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教

育工作委员会、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第五届江西艺术节•江西省声乐大赛组织工作奖
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化厅、南

昌市人民政府

第五届“江西之星”创意设计大赛优秀组织单位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江西省

文化厅

体育学院

2014年江西省学生定向越野比赛体育道德风尚

奖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 江西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大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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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先进单位

信息管理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统计学院 产业经济研究院

党办、校办 教务处 国际学院 组织部、人事处 后勤保障处

2014年度嘉奖单位

会计学院 人文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 金融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当代财经》杂志社 宣传部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工会

学工部（处）、团委 研究生院 招生就业处 纪委、监察、审计处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档案管理中心

2014年度综治工作先进单位

党办、校办 组织部、人事处 宣传部、新闻中心 教务处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财务处 MBA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档案管理中心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 人文学院 法学院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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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属中学 医院

2014年度“教学十佳”

王友丽（工商管理学院） 郭 英（工商管理学院）

韩玉澎（艺术学院） 严伟华（人文学院）

周冬华（会计学院） 万建香（信息管理学院）

谢 波（会计学院） 晏飒绮（外国语学院）

舒前毅（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 明（信息管理学院）

2014年度 “科研十强”

徐光华（法学院） 谢小剑（法学院）

蔡盈洲（人文学院） 谢花林（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万树平（信息管理学院） 陶长琪（统计学院）

方玉明（信息管理学院） 孔凡斌（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席卫群（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蒋悟真（法学院）

2014年度“服务十优”

王明华 郭海峰 黄瑶妮 曾祥麒 林 岚

娄 玮 陶志超 邵 丹 罗伟华 黄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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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十大优秀研究生导师”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姚林香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蒋尧明 会计学院 彭晓洁 会计学院

李秀香 国际经贸学院 陶春海 统计学院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徐光华 法学院

温 锐 马克思主义学院 谢花林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014年度主干课程金牌主讲教师

工商管理学院 郭 英 王友丽 钟 岭 钟 尉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舒 成 杨道田

会计学院 陈 丹 谢 波 严真红 邹 斌 周冬华

金融学院 王 慧

统计学院 平卫英 王庆平

信管管理学院 杜 宾 何 明 黄寒燕 万建香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李文明 涂小松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廖汗成

外国语学院 徐惠莲 晏飒绮 王 静 赵 娟 詹 艳

人文学院 严伟华

艺术学院 李 珺 韩玉澎

法学院 秦守勤 孙 挥

体育学院 张晓英

马克思主义学院 舒前毅

2014年度“青年教师教学奖”

王庆平（统计学院） 李 珺（艺术学院）

涂小松（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舒 成（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赵 娟（外国语学院）

2014年度“青年教师科研五强”

魏丽军（信息管理学院） 凌爱凡（金融学院）

涂小松（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齐亚伟（信息管理学院）

张 宁（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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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优秀单位

工商管理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体育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信息管理学

院 统计学院 产业经济研究院 金融学院 经济学院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会计学院

2014年度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先进单位

法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人文学院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艺术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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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 统计学院

二、先进个人

袁业虎 会计学院 沈 波 信息管理学院

张曦凤 国际经贸学院 杨 柳 经济学院

胡 芳 统计学院 周江军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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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一月

1月1日零时，我校在蛟桥园、麦庐园校区同时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以此特殊的方式来表

达对祖国和学校的良好祝愿。校长王乔、副校长易小明、蒋经法、易剑东、校长助理阙善栋等校

领导分别在各校区参加了活动，校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学院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分团委书

记、辅导员和各层次学生代表约6000余人参加了升旗仪式。

1月3日，省委组织部陈峰副巡视员、余正琨处长一行四人来校，就我校推进人才管理改革试

验区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校领导廖进球、王乔、王金华、易小明参加了座谈会，党委副书记王金

华介绍了我校推进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总体情况。

1月7日下午，学校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动员大会，校领导廖进球、王乔、王金华、吴照云、易

小明、易剑东、杨建林、邓辉、王小平、阙善栋、李良智出席，校务委员、校属各单位党政主要

负责人参加了大会。会议由校长王乔主持，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作了重要讲话，校党委副书记王金

华就《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改革精神全面深化教育事业改革的实施意见》进行了宣读。

1月7日，“洪城商会奖助学金”签约暨颁发仪式在我校隆重举行，南昌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

联主席陈斌，南昌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杨启棠，南昌市工商联副主席熊幸平，

南昌市总商会副会长、洪城商会会长邹好红，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洪城商会参与捐赠的班子成

员、各分会会长、副会长和学校党委宣传部长学工部、团委负责同志以及30名受助学生参加了仪

式。仪式由学式处处长郑赟主持。

1月12日至14日，校党委召开领导班子务虚会。校领导廖进球、王乔、胡建华、王金华、吴照

云、易小明、易剑东、杨建林、邓辉、王小平、阙善栋、李良智出席，校务委员陈建南、学校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1月15日，我校2013年学校情况通报会在蛟桥园南区11楼第3会议室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廖

进球，副校长易小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党办、校办主任袁雄，组织部部长欧阳康，离退休工作处

处长冷清波以及离退休老同志代表4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副校长易小明主持会议。

二月

2月 2 日，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在党办校办、保卫处、后勤保障处、医院等部门领导的陪同

下看望了春节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教职员工。

2月 11日，著名财政学家贾康受聘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校长王乔教授、副校长

蒋经法教授，党办、校办主任袁雄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刘薇博士、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领导

及教职员工和部分学生代表参加了仪式。

2月 15日，在省教育厅组织开展的全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评选活动中，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周江军老师的作品《学生党员“半月谈”活动》荣获江西省“2013年高校辅导员工作精品

项目建设”二等奖。

2月 17日至 2月 23日，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会计系主任 Shahzad Uddin教授应邀访问了会计学

院。

2月 18日，由我校退休教授张波同志担纲主编的《温馨的回忆》一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

正式出版。校党委书记廖进球题辞，王乔校长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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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8日，我校举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新闻摄影展。

2月 18日，开学第一天，校领导、教学督导组成员、教务处班子及工作人员等组成检查组深

入各校区教学楼对本科教学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2月 18日 我校信息管理学院袁非牛教授出席了 2014年南昌市中外专家企业家迎春座谈会，

和来自国内外的 150多名专家和企业家共聚一堂，为南昌的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并被聘为南

昌市政府 2013年“洪城特聘专家”。

2月 18日，英国斯科莱德大学中国学院院长陆懋祖教授来访，就两校合作事宜进行洽谈协商。

易剑东副校长会见了陆懋祖教授。

2月 19日，校长助理王小平实地考察了麦庐园校区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后勤保障处相关责任

人陪同视察。

2月 19日，我校邀请了省内各大银行掌门人来校考察，廖进球书记、王乔校长、易小明副校

长与省内的银行家们进行了座谈。

2月 20日，信息学院罗春林老师在国际 A类期刊发表论文。

2月 20日，我校荣获江西省教育工会第三届优秀提案奖。

2月 20日上午，财政部第二期巡视工作培训班在学校蛟桥园校区开班。来自财政部驻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和部属企事业单位分管巡视工作的单位领导、

巡视工作联络员 110多人参加了会议。

2月 21日，我校 2名教师获评 2011-2013年全省普法教育工作先进个人。其中，法学院熊进

光教授被评为“2011-2013年全省普法教育先进工作者”，党委宣传部谢行焱同志被评为“2011-2013
年全省学法用法先进个人”。

2月 21日，第四批江西省高校示范性党员活动室评选结果揭晓，全省评出 30个“第四批高

校省级示范性党员活动室”，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教师党员活动室获此殊荣。

2月 21日，包礼祥获省同心·德绩双优党外代表人士称号。

2月 21日，我校 2014涉外合作老师工作会议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会议室召开。

2月 21日，软通学院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2月 23日，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与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政府在洪泽县签署合作协议。出席仪式

的领导有学校副校长蒋金法，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春根、党总支副书记卢建华、淮安市委

组织部副部长、市老干局局长魏宏庆、县委书记徐东海、县委副书记施恩佩，县政协主席陈继信，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杨步新，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顾祥悦，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许

根林及江西财经大学合作办学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等。洪泽县人民政府县长殷强主持签约仪

式。

2月 24日，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举办建设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题座谈会。

2月 26日，江西省发改委向我校下达了 2014年第一批 10项课题的研究任务，每项课题资助

经费 5—10万元。

2月 26日，第 34届（2013年度）国际企业管理挑战赛（Global Management Challenge，简称

GMC）中国赛区比赛落下帷幕。由工商学院 2013级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黄涛、李章森、梁

雪娇分别带领的三支队伍均获三等奖。

2月 26日，艺术学子在第四届“和丰奖”工业设计大赛中获佳绩。

2月 27日，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Mark Cranshaw和经济学本科课程

主管 Emanuelag Lotti博士一行来我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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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7日下午，由学工处承办的第五届Ⅱ类勤工助学岗“双向选聘会”在蛟桥园南区及麦庐

园大学生活动中心同时成功举行。

2月 27日至 3月 1日，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以发扬和继承雷锋精神为指导，

在麦庐校区一食堂门口进行全天摆点，免费为广大师生解决重装系统等手机、电脑问题。

2月 28日，人文学院参与省文化厅“三区”文化人才帮扶项目。

2月 28日，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发起并承办的“国际大学生手机软件设计大赛”主页在国际

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协会计算机学会（IEEE CS）网站成功上线。

2月 28日，我校“慈善一日捐”活动圆满结束广大教职工踊跃捐款，奉献一片爱心，共收到

个人捐款七万五千余元。

2月 28日下午，英国 TeessideUniversity（提赛德大学）计算机学院曾一锋教授应信息管理学

院邀请，在我校荟庐 302举办了一场题为《具有约束的社交网络影响最大化》的报告会。

2月 28日上午，我校创业实验班和拔尖人才实验班经验交流座谈会在教务处会议室召开。来

自工商学院、国贸学院、法学院、经济学院和统计学院等实验班的项目负责人和班主任参加了座

谈会。副校长邓辉出席会议并讲话。教务处梅小安主任主持会议。

2月 28日，由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拍摄的青原区首部旅游微电影《醇情富田》在第四届庐

陵文化旅游节上放映，受到了广泛好评。

三月

3月 2 日，在国际学院传统文化研究社的组织下，数十位外教、留学生及普通同学一同参观

了南昌市瓷观园陶艺文化交流中心，体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传统文化之旅。

3月 3日，日本《读卖新闻》采访我校日语专业外教田中弘美老师。

3月 3 日，胡建华副书记与藏族同学共迎藏历新年，校学工部部长郑赟，校团委书记习金文

等出席活动。

3月 4日，我校 89名研究生获 2013年国家奖学金

3月 5 日，信息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向全院同学发出爱心倡议，公开征集御寒衣物和各

类生活必需品，并统一将收集到的物资捐往了怒江州贡山县，向贫困人民送去了关心与温暖。

3月 5日，我校荣获省教育系统教代会制度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3月 5日，校党委中心组召开理论学习会议，集中收看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直播。

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出席并讲话，校长王乔，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吴照云、易剑东，纪委书

记杨建林，校长助理阙善栋出席，校属各单位党总支（支部）负责人参加。

3月 5日下午在南区综合楼第二会议室召开了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纪检监察工作会议。校党

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王金华，副校长吴照云、蒋金法、易剑东，纪

委书记杨建林，校长助理阙善栋、李良智等在家校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由胡建华主持。

3月 5 日，会计学院充分运用网络信息工具创新学院工作模式，在微博的基础上推出了“会

院小助”、“酱菜会计要就业”等微信公共服务平台，引领学生工作走进“微”时代。

3月 5 日，我校人文学院尹忠海教授做客江西省社联主办的社科大讲堂，做了题为《雷锋精

神是伟大的正能量 ——社会学视野下的典型教化》的演讲。

3月 5至 7日，校工会主办了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江财梦·巾帼秀”系列活动。

3月 6日，我校学子再度跻身 IMA管理会计案例大赛华中区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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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6 日，以教育厅副巡视员吕玉琪为组长的全省教育系统第十二督查组一行三人来校督查

安保维稳工作。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主持汇报会，党办校办、宣传部、学工处、保卫处、相关学

院负责同志参加了汇报会。校长王乔在会前亲切接见了督查组一行。

3月 6 日，当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我校周海欧老师撰写的研究文章《着力增强国民幸

福感》，引发人民网友和读者朋友的热议。

3月 6 日下午，江西服装学院党委副书记高建国带领学工处长、团委书记等一行 6人来学校

进行工作交流。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参加了交流会，参加交流会的有学工部（处）长郑赟、校团

委书记习金文，以及学工处各科室的相关人员。

3月 6日，我校第二届留学生与志愿家庭结对仪式在留学生公寓二楼会议室举行。

3月 7日，经济学院与盛泰科技集团进行一对一专场招聘会

3月 7 日，第十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蛟桥园南区第二会议室举行。校

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出席并讲话。保卫处、宣传部、学工处、团委等部门负责人和校属各单位综治

联络员、部分学生干部代表参加了会议。仪式由保卫处长雷迎春主持。

3月 7日，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项目初步设计获省发改委批复

3月 7 日，江西财经大学处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培训班正式

开班。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为全体学员作首场辅导报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探析——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家全部校领导出席开班式并听取了报告，开班式由校党委副书记

王金华主持。

3月 8日，在江西财经大学处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培训班上，

校长王乔作题为《牢记使命，以高度的责任感关爱青年 培养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学习辅导报

告。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主持了当天上午的学习。

3月 10日，人文学院出台《教学团队建设办法》和《本科教学奖励办法》等规章制度，以进

一步调动教师积极性，整合教学资源，打造教学团队。

3月 10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新闻摄影比赛落下帷幕，共评出组织奖 6个、佳作奖 6个、

优秀奖 12个、入选奖 20个。

3月 10日，全国MPA教指委委员、武汉大学邓大松教授来校讲学。

3月 10日，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我校副校长邓辉接受了《人民日报》记

者采访，畅谈“中国梦，人人出彩”。

3月 11日，我校学子获 NIBS国际商业案例大赛全球八强

3月 11日，江西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中心和法治研究中心顺利通过专家评审和教育厅的审

批，成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3月 11日，江西财经大学处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培训班顺利结业，共

有 260余名处级领导干部参加此次培训。

3月 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室

亲切会见了全国人大代表、我校副校长邓辉。

3月 12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锋一行 4人来校考察，校党委书记廖进

球、校长王乔会见了李锋董事长一行，党办校办主任袁雄、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陆旭参

加了会见。

3月 13日，我校召开 2014年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校长王乔，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会议并

讲话。会议由图书馆党总支书记许明喜主持。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文献资源建设专家等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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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4日，香港明爱青少年服务总主任黎永开来校讲学。

3月 14日，我校关工委秘书长、离退休处处长冷清波同志在全省高校关工委工作经验交流会

作典型发言。

3月 15日，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籍所戴银萍来校讲学，报告会由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

长邹秀清主持。

3月 17日，江西省发改委委托课题开题报告会在我校召开。省政府副秘书长陈石俊、省发改

委综合处处长李庆红、省发改委江西经济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周国兰等专家应邀出席，我校副

校长蒋金法教授也出席了报告会并在会上致辞，各课题负责人及相关研究成员也参加了本次报告

会。

3月 17日，江西青年干部MBA课程培训班开班典礼举行。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曾萍、校长

王乔教授、中国联通江西省分公司副总经理赵和震、共青团江西省委副书记孙鑫、廖良生、伍复

康和江西青年干部MBA课程培训班全体学员出席了开班典礼。

3月 18日，我校参加江西广播电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参与此次节目的有我校党委宣传

部部长王金海，正处级纪检员严云生，党办校办副主任韩国玉和校友办副主任潘桦。

3月 18日，我校与中国日报社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校长王乔，中国日报副总编辑、秘书

长高岸明分别代表学校和报社在协议上签字。副校长易剑东，校党办校办主任袁雄、校党委宣传

部部长王金海、人文学院院长邹勇文、校友办副主任郭庆丰，中国日报社财务部主任王洁、中国

日报社办公厅地方处处长王巍、中国日报社江西记者站站长胡开勇等参加了签字仪式。

3月 18日，中航共青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仇慎谦、中航共青城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凌云、

副总经理刘彦锡,九江市委常委、共青城市委书记黄斌，副书记王正发，副市长周佐福、詹政等来

我校就江西财经大学入驻共青城大学城等事项进行洽谈。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副校长

易小明，校长助理王小平，党办校办、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负责人等出席洽谈会。

3月 18日，江西财经大学第九届创业技能竞赛月顺利开幕。

3月 19日，曹国新老师做客江西卫视社会传真两会特别节目。

3月 21日，我校留学生赴江中集团教学实践基地参观学习。

3月 21日，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校长助理王小平，带领学生处、后勤保障处相关负责同志

到蛟桥园南校区学生宿舍，针对近期学生反映的用热水等问题进行现场办公。

3月 21日，省委考核组对我校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进行考核。以省委组织部副巡视员王贵生

为组长的省委考核组一行七人出席大会。全体校领导、副处以上干部及正高职称人员参加大会。

大会由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

3月 21日，江西财经大学第九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我校国际

学术交流中心报告厅开幕。

3月 21日，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国际事务处处长 Barb Campbell女士和处长助理王兆辉

博士一行来我校访问。易剑东副校长会见了来宾。

3月 24日，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吴仰儒教授来校讲学。

3月 24日，人文学院社工专业师生参加国际社工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3月 23日，在近 200名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学校九届一次教代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顺利闭

幕。

3月 25日，我校举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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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4日，江西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二届一次理事会在南昌召开。我校会计学院副院长李

宁、科研处副处长史言信等 2名无党派人士当选省知联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并参加二届一次理

事会。我校党委统战部长陈丽萍应邀参加了会议。

3月 24日，法国 IPAG高等商学院（IPAG Business School）国际关系发展总监 Berbard Terrany
博士和处长助理 Raphael Lissillour博士一行访问我校。

3月 25日，上海财经大学徐国祥教授来我校讲学。统计学院师生 60余人参加了学术报告会。

3月 25日，我校首届“生涯人物访谈大赛”圆满落幕。

3月 25日，首届“中山人才节”——“重要人才载体建设合作洽谈会” 在中山市高层次人

才联谊会召开。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校务委员严武、博管办主任王耀德及首批联合培养博士后

毛小兵博士、李玉花博士等参加了此次洽谈会。

3月 25日，我校匡小平、吴照云、胡宇辰、胡大立 4位教授荣升江西省“二级教授”。

3月 26日，首届“校友情”奖教金颁发。颁发奖金合计 23万元，获奖教学和科研人员共 43
人次。

3月 26日，我校被评为全国第一批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3月 26日下午，学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会议由学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

长、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

3月 26日下午，我校召开今年第三次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议，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博士生导师纪宝成教授作教育事业改革专题讲座。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校领导王乔、胡建华、

王金华、易小明、蒋金法、易剑东、杨建林、邓辉、王小平、阙善栋、李良智出席，各党总支（支

部）负责人参加。

3月 26日下午，我校举行 2014年党政管理人员、专职学生辅导员招聘考核笔试。

3月 27日，我校新增三个本科专业。获准备案的专业分别是金融学院的投资学专业、国贸学

院的贸易经济专业和国际商务专业。

3月 27日，我校开展交通安全知识讲座。次讲座邀请了红谷滩交警大队李黎警官担任主讲，

校属各部门综治联络员、各学院学生代表共计 200余人聆听了讲座。

3月 27日，离退休人员工作处组织 80岁以上老同志开展春游活动。

3月 29日，由工商管理学院、MBA学院筹办的第三届校友企业专场招聘会在蛟桥园北区体

育馆如期举行。来自省内外的 84家企业带着 1200多个就业岗位来校参加，吸引了校内外近 3000
名毕业生前来应聘。

3月 30日，中宣部政研所副所长戴木才来校讲学，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出席讲座。

党办校办负责人、党委宣传部负责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马克思学院、人文学院教师代表以及

MBA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和各项目全体学员近 400人参加了讲座。

3月 30日，我校荣获江西省教育系统先进工会，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荣获支持工会工作优秀

党政领导、工会主席刘金凤荣获优秀工会工作者。

3月 31日，我校第二届“中华传统文化节”开幕，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出席并致辞。校党委

宣传部、学工部、校团委主要领导，各学院党总负责人及学院分团委书记等参加开幕式。

3月 31日，我校举行新闻发布会 重点发布 2014工作要点。

3月 31日，我校研究团队荣获“薛暮桥价格研究奖”

3月 31日，李新华校友来校讲学。校长助理阙善栋，校友办主任潘桦，会计学院院长章卫东、

副院长袁业虎、曹玉珊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学生代表等 220余人参加了此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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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4月 1 日，国家发改委总规划师、规划院院长沈迟来校讲学。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全

体教工和研究生，产业经济研究院、旅游和城市管理学院的部分老师以及研究生参加了讲座。

4月 2日，我校教育发展基金会启动助困金项目,将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助困金、深圳校友会

爱心扶助金共计 10000元人民币及时转送至患白血病的朱金蝉及家人手中。

4月 3日，我校召开 2014年“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座谈会。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出席会议

并讲话。党委宣传部、党委学工部、团委等部门负责人，各学院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分团委书

记，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主要学生干部、各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分会会长等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

由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主持。

4月 3日，我校举行部分重点改革项目座谈会。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易小明，校长助理

王小平、阙善栋出席会议，各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王金华主持。

4月 3日，“2014年桑给巴尔经济管理研修班”开班仪式举行。江西省商务厅副厅长李文尧，

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蒋金法，国际经贸学院院长袁红林，省商务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副处长王健等

出席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张曦凤主持。

4月 4日，我校荣获“省教育工会 2013年宣传报道先进单位二等奖。

4月 4 日，江西省科技厅党组书记郭学勤一行来我校调研。校长王乔，副校长蒋金法、邓辉

等与郭学勤书记一行进行了座谈。

4月 4 日上午，江西省高校新闻研究中心工作会议在我校召开，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中心

名誉主任史蓉蓉，中心主任、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副校长蒋金法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心副主任、

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主持。

4月 8日，篮球国手刘玉栋球迷见面会在我校举行。

4月 8日，统计学院经济统计系荣获“江西省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

4月 9日，校档案馆校史校情讲解团“三月雷锋月”品牌活动圆满结束。

4月 9日，王乔教授主持的世界银行课题报告鉴定会举行。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能源局主任、

世界银行 GEF项目组组长卓力士，江西省财政厅副厅长王斌，省工信委副主任万庆胜，校长王乔

教授出席鉴定会并分别讲话。

4月 10日，我校召开 2014年硕士研究生复试督查工作会议。校纪委书记杨建林，校长助理

李良智，纪委副书记李法贵，研究生院副院长荣莉及学校招生复试工作督查组成员、各招生专业

学院（所）复试工作督察组组长参加了大会。

4月 10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邱菀华教授来我校讲学。信息管理学院首席教授万常选、院长

方志军，部分教师以及学生等 70余人参加并聆听了此次报告会。报告会由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廖

国琼教授主持。

4月 10日，我校召开 2013-2014学年度“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困难补助”评定大会。

4月 11日，2014级春季MPA研究生开学典礼举行。

4月 11日，全国MPA教指委秘书长董克用教授来校讲学。

4月 11日，省公安厅来校调研学校安全工作，学校保卫处、宣传部、学工处、国际处等部门

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

4月 11日，我校举行党政管理人员、辅导员招聘面试。

4月 11日，我校召开 2014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出席并讲话，校长王

乔，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王金华，副校长易小明，校长助理李良智出席，党办、组织部、宣传

部、学工部、团委、招就处、保卫处、马克思学院等部门负责人、各学院党总支书记、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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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团委书记、辅导员、班主任代表共计 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主持。

4月 14日，江西财经大学第七届民族文化节开幕。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 ，校统战部部长陈

丽萍、学工部部长郑赟、团委书记习金文及各学院党团负责同志出席活动。

4月 14日，知名培训师胡楚荪教授来我校讲学

4月 15日，我校继续教育学院与仁和教育集团合作举办成人高等教育签约仪式在武汉举行。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黄泽友、副院长饶菁伟、仁和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东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出席了签

约仪式。

4月 15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周宁教授来校讲学。

4月 15日，2014年档案管理工作暨培训会议召开，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出席并讲话。省档案

局征集编研处处长、省档案学会秘书长邓东燕作档案工作专题讲座，档案管理中心主任李金云总

结 2013年学校档案工作，安排部署 2014年学校档案工作。会议由档案管理中心副主任魏细仁主

持。校各部门分管档案工作的领导和兼职档案员共 120多人参加了会议。

4月 16日，江西财经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研讨会在南区 11楼第三会议召开。王金华

副书记主持会议。

4月 17日，中美合作培养MBA项目第十三期毕业典礼举行。纽约理工学院校长爱德华·朱利

安诺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吴照云教授出席典礼并发表讲话。纽约理工学院管

理学院副院长刘贤方，江西财经大学MBA学院院长周玫及 120余位学员参加毕业典礼。周玫主

持本次毕业典礼。

4月 17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助理王小平到后勤保障处调研并出席调研座谈会。党办校

办主任袁雄、财务处处长汪宗亮、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肖清雷、人事处副处长欧阳迎随同调研，

后勤保障处全体班子成员参加了座谈会。

4月 18日，杨婉琪老师荣获江西省第二届“母亲河奖”个人奖。

4月 18日，MBA校友考察团赴上海、苏州考察。

4月 18日，我校温锐教授被聘为省政府参事。

4月 18日，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与省发改委联合赴九江调研。

4月 21日，山西省话剧院话剧《立秋》在我校精彩上演。

4月 21日，首届“直通名企——实习生选拔赛”宣讲会举办。

4月 21日，中国人民大学吕冰洋教授来校讲学。

4月 21日，我校干部人事工作改革调研组赴广东高校调研。

4月 21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示了第 55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人员名单，

我校 8位博士后获基金第 55批面上资助项目。

4月 22日，国家外专局张亚力副局长来校调研。

4月 22日，校研究生督导组召开工作会议。副校长吴照云、校长助理李良智出席会议并讲话，

研究生院相关领导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生督导组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督导组组长

刘小瑜主持。

4月 22日，经济学院“循环经济论坛”系列讲座顺利开讲。邀请了江西省发改委节能中心主

任、江西节能环保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兰志华，江西省发改委节能中心张静处长、李慎飞处长，

校循环经济研究所肖文海教授，经济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邹春发等领导和嘉宾出席。经济学院一百

二十余名师生聆听了本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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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2日，由省工商联、江西财经大学主办，人文学院承办的 “江西省工商联非公有制经

济代表人士培训班”在我校开班。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刘金炎，校党委书记廖进

球，省工商联副主席洪跃平出席仪式。副校长邓辉致欢迎辞。会议由省工商联巡视员于也明主持。

4月 22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关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改革”的学术报告。副校长蒋金法教授主持报告会。

4月 23日，艺术学院学生在“航嘉杯”插座设计大赛中荣获金奖。

4月 23日，“2014年桑给巴尔经济财政管理研修班”结业典礼圆满落幕。江西省商务厅副厅

长李文尧、副校长蒋金法出席会议并致辞。结业典礼由国贸学院副院长张曦凤主持。

4月 23日，省教育厅“加强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管理、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工作会议在我校召

开。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虞国庆出席会议，我校校长王乔致欢迎辞。全省 96所高校

主要领导及招生部门负责人、省发改委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省教育厅副厅长杨

慧文主持。

4月 24日，“江西财经大学 2014届毕业生春季供需见面会”在我校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4月 24日，《江南都市报》发布了 2014江西创富榜，我校校友郑跃文、王文京、陈新、李良

彬、朱星河等在榜，其中，我校校友、科瑞集团董事长郑跃文等五位创始人以 126.3亿财富值位

居第一；我校校友、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以 81.6亿财富值位居第三。

4月 25日，在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中，我校学子左佑同学所率领的“酱菜之星”团队最

终以小组第一名的成绩荣获中部地区区域赛一等奖，并将代表学校参加 5月份在重庆工商大学举

行的全国总决赛。封健强同学所率领的“玩具总动员”团队也获得了区域赛二等奖的好成绩。

4月 25日，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习

4月 25日，胡建华带队赴北京、长春地区高校进行工作调研。此次调研分别走访了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吉林财经大学、吉林工商学院等高校。

4月 25日，韩国仁荷大学 Choi Yongrok教授一行来校讲学。

4月 27日,第十五届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华东政法大学，

中山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的 30多位学者参加本次研讨会，我校副校长邓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
幕式由我校法学院副院长蒋悟真主持。

4月 27日,我校大学生计算机基础课教学研讨会召开。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计算机基础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院长杜小勇教授、学校副校长邓辉教授、教务处处长许基

南教授、教学督导组组长江建强教教授，副组长张万民教授，我校首席教授徐升华、万常选，及

相关专业教师共 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4月 28日，2014级 EMBA学员入学考试顺利举行。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孙菊生、江西省科技

厅副厅长卢福财、江西省国资委副主任李建以及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吴照云教授等 9名校内外专

家领导担任本次面试评委。来自江西省内政商学界的 30余名考生参加本次入学考试。

4月 28日，美国加州大学林桂杰教授莅临我校讲学。

4月 28日，党委书记廖进球走访看望安徽校友。

4月 28日，首届香樟经济学论坛暨第三届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江

西财经大学等近 20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50多位知名中青年经济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4月 28日，刘志华校友向母校捐资 100万元。

4月 28日，江西省第二届档案工作者年会在赣州隆重举行。我校档案管理中心主任李金云带

领中心 3名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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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9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许正龙教授应邀来我校讲学。

4月 29日在武汉体育学院举行。我校网球队获全国大学生网球联赛（华中赛区）男子甲组团

体第三名，女子甲组团体第五名，男子乙组团体第四名以及女子乙组团体第五名。

4月 29日上午，江西省社科院党组书记姜玮一行来校调研，并洽谈合作培养研究生事宜。江

西省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叶青及办公室、科研处相关负责同志随同调研。我校校长王乔，副

校长吴照云，校长助理李良智，党办校办、科研处负责人参加调研座谈会。

4月 29日下午，长江学者、四川大学教授徐泽水应邀为信息管理学院师生作了一场题为《模

糊理论应用研究及展望》的学术报告。

4月 30日，我校 2014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圆满结束，共计录取普通计划考生 59人。

4月 30日，中美合作培养MBA项目第十四期学员在昌参加《团队沟通与建设》体验式管理

培训。

五月

5月 4 日，加拿大著名精算学专家蔡军教授来校讲学，金融学院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本

次报告会。

5月 4日，旅城学院分团委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总支”。

5月 4 日，江西省发改委副主任熊毅一行三人来我校检查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

的进展情况。校纪委书记杨建林,校园建设处处长肖兴富及相关工作人员与熊毅一行进行了座谈。

5月 4日，1984级校友重返母校举办“相识三十年”联谊会。校长王乔，副校长蒋金法，校

长助理阙善栋，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春根及程岚教授、1984级财政班班主任、浙江大学教

授徐志等应邀参加。

5月 4日，我校获“省高校中青年教师发展计划”项目资助。

5月 4日，江西财经大学纪念五四运动 95周年暨“春之声”五四表彰文艺晚会隆重举行。

5月 5日，我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预科班首期顺利结业。

5月 5日，陈始发教授参加我省纪念五四运动 95周年座谈会并作典型发言。

5月 5 日，我校档案管理中心组织邀请校属各单位教职员工参观校史馆、校友馆和中国税票

博物馆，开展爱我江财，共建名校活动。

5月 5日，1990级金融班校友毕业 20周年返校座谈会在金融学院举行，校长王乔，副校长易

小明、蒋金法，校长助理阙善栋看望了校友并出席座谈会。

5月 7 日，我校 1996级经济信息专业校友、国资委监事会第 14办事处专职监事处长陈毓晖

与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张军柱、党委组织部组织员高学存、党委工作部部长王宏斌

以及中铁建设武汉分公司总经理伍中平、党委书记付结实一行来我校召开招聘工作座谈会。校长

助理阙善栋，信息学院院长方志军、党总支书记姜红仁、招就处副处长王玉杰参加座谈，座谈会

由阙善栋主持。

5月 9 日，学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研究了我校教育事业改革前期重点

推进的 5个改革项目。会议由学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校长王乔

及其他在家的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5月 9日，图书馆举行纪念第十九届“世界读书日”活动总结暨颁奖大会。

5月 9日，“预算管理与监督研究中心”成立筹备会在我校召开，省人大预算工委主任周山印、

副主任李雪，省财政厅副厅长朱斌，校长王乔、副校长蒋金法出席了会议。

5月 10日，我校召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专题研讨会。蒋金法副校长出席会议，科研处以



438

及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信息管理学院等 11个研究机构

和学院参与了研讨。

5月 10日，我校 2014年校园开放日活动成功举行。

5月 10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团文化展演举行。

5月 12日，我校第三十次函授教育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5月 12日，我校举行第十三届健美操比赛。

5月 12日，由财政部中华会计函授学校主办，江西财经大学承办的“2014年财政支农政策培

训师资培训班”顺利举办。全国 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百余名承担财政基层培

训任务的专兼职教师参加了此次培训学习。

5月 13日，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莅临我校调研省委副书记尚勇陪同调研并在座谈会

上讲话。座谈会由团省委书记曾萍主持。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校党委原副书记胡建华，

以及在昌部分高校团委和学生会负责人参加座谈。

5月 13日，新入职人员暨干部人事档案工作培训会举行。副校长易小明出席此次培训会并讲

话。

5月 13日，国开证券研究中心首席策略研究员李世彤来校讲学。

5月 13日，香港岭南大学 Tjosvold教授来我校讲学。

5月 13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周荣芳副主任来校讲学。

5月 13日，朱虹副省长对我校MPA研究生教育改革作重要批示。

5月 14日，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教授做客第七届赣江法学论坛，为江财法学学子带来了

一场以“当代中国法学观的变迁”为主题的讲座。

5月 14日，学校召开“2014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副校长蒋金法出席并讲话，学校就

业相关部门和各学院 50余人参加了会议。

5月 14日，我校获“学创杯”2014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一等奖。

5月 14日，副省长朱虹莅临我校调研，并为广大师生作题为“江西旅游强省发展战略”的精

彩报告。调研报告会由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校长王乔，副校长吴照云、易小明、蒋金法，纪

委书记杨建林、校长助理王小平、阙善栋，与 400多位师生一道听取了报告。

5月 14日，南昌航空大学副校长唐星华一行三人来校考察我校校友工作。

5月 15日，校第 21届“真田”杯足球联赛盛大开幕。

5月 15日，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夏春玉率校属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行 7人来我校调研。校长王

乔接待了来宾，并与来宾进行座谈，对应部门的同志一同参加了座谈会。

5月 16日，全省“平安高校”建设现场会在我校召开。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廖进球应邀出

席并致辞，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在会上作典型经验介绍。

5月 19日，我校代表队在第五届全国高等院校学生斯维尔杯 BIM系列软件建筑信息模型大赛

中获得“全能二等奖、优秀组织一等奖、BIM作品二等奖及 8个专项奖”。

5月 19日，由档案管理中心和财税研究中心组织的“全省高校博物馆论坛”成功举办。邀请

了南昌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华东交通大学和南昌航空大学等高校教师代表、学生讲解员共 60余
人参加。

5月 19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应邀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师生作了

一场题为《建立更加公平的现代税收制度》的学术报告。

5月 20日，我校首届大学生网球赛成功举办。

5月 21日，我校与江西省社会学学会主办的 2014年春季论坛在吉安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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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1日，麦庐园北区 1#教学楼开工建设。

5月 21日，我校礼聘江西日报总编辑任辛为新闻传播学专业客座教授仪式在人文学院举行。

校长王乔向任辛颁发了聘书并发表讲话。人文学院院长邹勇文主持了礼聘式。

5月 22日，我校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召开本年度第二次工作会议。

5月 22日，我校召开平安校园建设暨综治工作会议

5月 23日，国际知名学者刘兵受聘为我校客座教授。蒋金法副校长为其颁发了客座教授聘书。

5月 23日，我校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院长石劲教授成功当选新一届亚洲金融协会理事会理事。

5月 23日，省发改委副巡视员吴慕林、调研员王洪一行莅临我校调研。副校长易小明主持座

谈会，财务处、会计学院相关同志参与座谈。

5月 23日，美国伊丽莎白城州立大学终身教授袁小黎应邀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作了一场学

术讲座。

5月 23日，中央财经大学李俊生、马海涛教授来校交流，开展了一场主题为“财政学科研与

学科建设”的学术座谈会。

5月 23日，我校与全球最大的管理会计师组织 CIMA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共同签署人才

培养战略合作协议。

5月 26日，经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同意，我校今年起在广东实行一本招生。

5月 26日，我校召开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动员会议。

5月 26日，我校召开国际化办学体制机制改革座谈会。

5月 26日，第三届“雁联之星”奖学金评选大赛在麦庐园举行。副校长蒋金法出席颁奖典礼。

5月 26日，廖进球看望湖北校友。

5月 26日，“江西省两化深度融合发展研究中心”揭牌，副校长易小明代表学校接受授牌。

5月 26日，吴照云副校长一行访问日本、韩国高校。我校校园建设处处长肖兴富、创新与战

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杨杰、艺术学院副院长李民随同出访。

5月 27日，我校召开 2014届毕业生教育管理工作专题会议。

5月 28日，我校召开校园反恐防范工作会议。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出席，校属各部门党总支书

记及分管安全的处级领导参加了会议。

5月 28日，学校党委中心组召开今年第六次理论学习会议。党委书记廖进球出席会议并讲话，

党委副书记王金华主持会议。校领导易小明、蒋金法、杨建林、王小平、阙善栋、李良智出席会

议。校属各单位党总支（支部）负责人参加学习。

5月 29日，2014届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统一答辩工作完成。

5月 29日，副校长、民进江西财大主委邓辉，统战部部长陈丽萍等一行来到广昌县驿前镇南

坊村开展扶贫调研活动。

5月 29日，赣南师范学院副校长吴剑波一行来校交流。副校长易小明，党办校办、财务处、

后勤保障处相关负责同志与吴剑波一行进行了座谈。

5月 29日，我校 2014年第一次文献资源建设专家组会议召开。校文献资源建设专家组成员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图书馆馆长蒋岩波主持。

5月 30日，“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校园行”走进江财。招生就业处相关人员、各学院

就业专职教师以及部分学生代表参加了宣讲活动。

5月 30日，深圳社工服务中心董事长严书翔来校讲学。

5月 30日，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晓春做客红土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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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0日 EMBA北京班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顺利结束。此次参加答辩的 20位学员全部顺

利通过答辩。

5月 30日，我校第十一届中华诗词朗诵大赛圆满结束。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校团委、人文

学院相关负责人出席了本次大赛。

5月 31日，陆俊华校友出任海南省副省长

六月

6月 2 日，我校举行自学考试本科第二学历试点专业考试计划论证研讨会。江西省教育考试

院自考处处长刘海涛、副处长罗志坚等及继续教育学院领导等参加。

6月 2 日，首届江西省高校模拟法庭大赛开幕。省教育厅高等院校科技开发办公室主任陈东

林，江西省大学生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组委会副秘书长袁九根，我校校长助理阙善栋、教务处处

长许基南莅临开幕式，与会的还有我校法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各参赛队领队老师及参赛队员。

6月 3 日，第五届“江西之星”创意设计大赛结果揭晓，我校艺术学院视觉传达工作室学生

的设计作品在大赛中荣获银奖、铜奖各两项。

6月 4 日，我校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工程管理专业教师吴光东博士、赖小东博士应邀出席了

国际工程科技大会（ICEST 2014）。

6月 4 日，校民建委员会组织会员赴丰城市开展特色党派活动。民建江西省委会副主委赵波

和机关干部，校党委统战部长陈丽萍，以及民建江西省委会经济委员会、金融委员会等兄弟支部

负责人等应邀参加活动。

6月 4 日，我校第三届“我最喜爱的导师”评选活动结果揭晓，陶长琪、曹玉珊、余新培、

严武、凌爱凡、罗良清、蒋岩波、杨勇、李秀香、陈富良等 10位导师荣获“我最喜爱的导师”荣

誉称号。

6月 4 日，校长王乔率团访问丹麦、瑞典高校。财务处处长汪宗亮、经济学院副院长桂林以

及外国语学院冷玉芳老师陪同出访。

6月 4 日，我校举行港澳台研究生与导师见面会，校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廖进球，省科技

厅副厅长、博士生导师卢福财，校长助理、博士生导师李良智，博士生导师胡宇辰、杨慧、曹元

坤、张孝锋、陈明以及 20名港澳台研究生参加见面会。

6月 5日，刘爱军博士视频公开课点击率挺进全国第一名

6月 6 日，中银“非常关注”论坛在我校举办。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胡成

群，江西服务外包协会会长王志坚，南昌女子职业学校校长赵彤，江财国贸学院副院长吴朝阳等

政、商、学界人士出席。论坛由刘爱军博士主持。

6月 9日，2014高校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我校举行。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节能处处长陈

晓岚、省教育厅节能办主任谭伟力应邀出席，来自江西农业大学、东华理工大学、华东交通大学

和我校宣传、后勤、团学部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和 4校学生绿色社团组织的同学们

参加了启动仪式。

6月 9日，“环境史与社会治理”国际论坛在我校举办。蒋金法副校长到会致辞。

6月 9 日，江西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研究创新工程申报工作座谈会在我校召开。江西省

社联副主席吴永明、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许光洪等出席座谈会。蒋经法副校长主持会议。校科

研处、宣传部、研究生院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各学院分管科研副院长、研究生导师等参加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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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9 日，著名经济学家乌家培来校讲学。学院首席教授徐升华、陶长琪以及柳键教授等教

师和学院的研究生 80多人聆听了报告。

6月 9日，2014届毕业生文艺晚会举行。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校长助理王小平，工会、校

团委、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负责人以及各学院分团委书记等出席本次晚会。

6月 10日，2012中澳MBA项目毕业典礼举行。我校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李良智教授出

席典礼。

6月 10日，我校荣获首届海西大学生足球联赛江西赛区冠军。

6月 10日，英国思克莱德大学 Anthony McGrew副校长一行来访，王小平校长助理会见。

6月 10日，北京大学谢立中教授来校讲学。

6月 11日，由我校主办的“机制设计与产业组织国际会议”正式开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哈佛大学“亚当斯大学教授（Adams University Professor）”马斯金（Eric Maskin），现代产业

组织理论奠基人、法国图卢兹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让•梯若尔（Jean Tirole），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迈克尔•温斯顿（Michael Whinston），美国哈佛大学朱•弗登伯格（Drew Fudenberg），来自

法国图卢兹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全球知名高校的世界顶级

经济学大师与最优秀青年学术新星，以及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共襄盛会。中央候补委员、工

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院长曹淑敏教授，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炳军，省教育厅副巡视员吕

玉琪等应邀出席会议。李炳军副省长、廖进球书记、王乔校长等会见了与会嘉宾。会议吸引了中

国日报、新华社、人民网、今视网、江西日报、江西晨报、江西电台、江西卫视、中国江西网等

省内外多家媒体到场采访。

6月 11日，王乔到档案管理中心调研，考察了我校干部人事档案整理改版专项的工作现场及

流程，并与干部人事档案整理改版的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座谈会由档案管理中心主任李金

云主持。

6月 11日，我校李德满博士入选全省“四个一批”人才。

6月 11日，我校举行 2014级 EMBA开学典礼。校长王乔，校长助理李良智出席典礼。

6月 11日，微软亚洲研究院梅涛主管研究员来我校讲学。信息管理学院教师和研究生 30余
人参加并听取了此次学术报告会。

6月 11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冯焕清教授来校讲学。信息管理学院教师和研究生 30余人参

加并听取了此次学术报告会。

6月 12日，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教授

在我校作了题为“在偏好未知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决策：机制设计简介”的公开演讲。

6月 12日，第二十一次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南昌召开。省委副书记尚勇出席会议并

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赵爱明主持会议，副省长朱虹出席会议。校党委书记廖进球、

校长王乔参加会议，廖进球在会上代表我校作典型发言。

6月 13日，南开大学马蔡琛教授来校讲学。

6月 13日，加拿大 Conestoga大学副校长 Barbara Fennessy一行教授访问我校，校长助理王小

平会见了。

6月 13日，我校开展 2014年综治（维稳）干部培训大会。经开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

熊斌应邀出席授课，校属各部门综治联络员、维稳干部参加了培训会。

6月 13日，南华大学姜志胜副校长一行来校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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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6日，“研续梦想”2014届研究生毕业文艺汇演举行。校长王乔，校长助理王小平，校

长助理李良智，第三届“我最喜爱的导师”称号获得者、研究生院及其他职能部门领导、各学院

领导等出席了晚会，王乔和李良智为获奖教师颁发了奖杯和荣誉证书。

6月 16日，校团委获批团中央学校共青团重点工作创新试点项目立项。

6月 16日，附中“魅力校园文化艺术节暨大手牵小手”展演活动在蛟桥园大礼堂举行。本次

活动的主题为“在阳光下成长，我的中国梦”。

6月 17日，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区洁盈博士来校讲学。

6月 17日，学校首届MBA创业设计大赛举行。

6月 17日，我校举行中心组理论学习会 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冯桃莲作辅导报告。

6月 17日，民建江西省委两专业委员会全会在我校召开。民建江西省委会副主委赵波，副巡

视员、秘书长沈翔到会指导。会议由民建江西省委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我校民建主委、鄱阳湖

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李秀香主持。

6月 17日，韩国全北国立大学访问团一行来我校进行学术访问交流。

6月 18日，我校艺术学院音乐系谭倩媛同学在第十一届全国声乐比赛江西省赛区选拔赛中，

于流行组取得了二等奖(第二名)的佳绩，并将代表江西省进军全国比赛。

6月 18日，我校召开 2014年党建工作推进会，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参加并主持会议，校党

委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各党总支及直属党支部书记参加了会议。

6月 19日，我校召开 2014年国际化办学座谈会。校长王乔、副校长吴照云出席并讲话。党

办校办、人事处、学工处、教务处、科研处、国际处、财务处等部门负责人，各教学学院和管理

型学院院长等参加了座谈，就推进学校国际化办学提出建议，座谈会由校长助理王小平主持。

6月 19日，我校工商管理学院与江铃集团实顺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6月 19日，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国际处处长 Robert Flood博士来校访问。江西省外事侨务

办公室礼宾处徐波处长随同来访。

6月 20日，我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法学院副院长杨德敏、人文学院副院长尹忠海三位

青年专家受聘为江西台特约评论员。

6月 20日，著名金融学者俞明德教授来访。

6月 20日，会计学院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签署合作协议。

6月 23日，江西省高校法学专业建设培训班在我校举行，来自全省兄弟院校的 50多位法学

教师参加学习。副校长邓辉、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宋友荔出席开班典礼，典礼由校教

务处处长许基南主持。

6月 23日 我校开通官方微信公众互动平台。

6月 24日美国埃克德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陈婧博士访问我校。

6月 24日，我校足球队问鼎首届海西大学生足球联赛总冠军

6月 24日，由省教育工会主办，我校工会和世纪佳缘南昌 VIP服务中心协办的第八届“相约

青春”联谊会成功举行。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省教育工会主席柯进水出席联谊会开幕式

并致辞。省教育工会副主席刘永东、调研员陈伟芳，我校工会主席刘金凤等参加开幕式。省教育

工会常务副主席吴艳玲主持了联谊会开幕式。

6月 24日，我校召开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工作会。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党办

校办、学工部、宣传部、人事处、马克思学院、研究生院等部门负责人及各学院党总支书记、副

书记、分团委书记、辅导员共计 9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郭

海峰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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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4日，江西省“三区”人才帮扶计划管理人员培训班开班。省文化厅人事教育处处长、

省艺术规划办主任吴水弟，省文化厅信息中心主任、省艺术档案馆馆长吴向阳，我校人事处处长

汪业军等领导莅临开班典礼。开班典礼由人文学院院长邹勇文主持。

6月 25日，我校举行老同志党员“七一”表彰会暨红歌会，副校长易小明出席活动。

6月 25日，樊凤龙独唱音乐会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

6月 26日，我校召开创业孵化中心建设研讨会。会议特别邀请江西省人保厅就业局副局长张

乐刚、昌北经开区人保局副局长郑剑出席会议。

6月 26日，公安部应用创新项目“监控视频信息智能筛选长期存储系统”验收会在我校信息

管理学院举行。

6月 27日，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顺利举行。

6月 27日，2014年暑期“三下乡”出征仪式举行。

6月 27日，我校 2014年西部计划表彰大会暨志愿者欢送会举行。

6月 27日，校民革委员会组织召开“我为赣鄱献一策”座谈会。民革省委会副主委陈春平应

邀到会指导，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应邀到会讲话，民革省委会秘书长舒铭东、校党委统战部长陈

丽萍及校民革各支部党员等参加了座谈。

6月 30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率连心小分队在七一前夕来到上饶虹桥乡虹桥村，指导开展包

村帮扶贫困村工作，为虹桥乡乡村干部和党员讲授党课。校长助理阙善栋、党办校办、组织部、

宣传部部门负责人随同参加了此次活动。

6月 30日，江西省高校名师引领（财经类）培训班在我校举行，教务处处长许基南、省高校

师资培训中心调研员赵灯塔、名师引领项目负责人周礼芳参加开班典礼。

6月 30日，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 2014年工作年会上，我校被授予全国高

校创业教育先进单位。

七月

7月 1日至 5日，副校长蒋经法带领我校第三批“连心工程”小分队与 30名“三下乡”志愿

服务团学生在学校包村扶贫点虹桥村开展帮扶工作。

7月 1日，艺术学院李珺老师独唱音乐会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

7月 2 日，《江西日报》“财大论道”聚焦江西金融业发展。我校金融学院院长汪洋教授、金

融学院首席教授吕江林教授、中国工商银行江西分行副行长姜成茂先生、共青城市副市长詹政博

士受邀参与讨论。

7月 2日，我校召开 2014年国际化办学项目资助评审会。校长助理王小平、校务委员严武作

为项目评审专家出席了会议，评审会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肖珑主持。

7月 2 日，我校召开纪念邓小平诞辰 110周年理论研讨会。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出席研讨会

并讲话。会议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系主任邱贵明博士主持。

7月 3日，黎世光博士调研报告获省委书记强卫批示。

7月 3日，山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张如山一行来校调研。

7月 3日，学校召开招生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布置 2014年学校招生录取工作。

7月 3日，金融学院“博硕服务团”赴共青城开展调研活动。

7月 3 日，我校统一战线赴广昌县开展对口帮扶活动。在统战部部长陈丽萍的带领下，学校

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成员代表及校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工作人员等 20余人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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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4 日，省教育纪工委检查组来我校检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情况。全体在校校领导、

校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工作汇报会。

7月 4日，信息管理学院博（硕）服务团赴上栗县开展工业企业“两化融合”调研活动。

7月 4日，信息管理学院与上海大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举行校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7月 7日，“夺刀少年”“最美考生”易政勇将入读我校工商管理类专业。

7月 7日，民政部 2014年社会工作培训项目在我校开班。副校长蒋金法教授应邀出席并致欢

迎辞。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余正琨、省民政厅社会工作处处长刘石呈、人文学院院长邹勇

文等作为嘉宾应邀参加开班式。开班式由省民政厅副厅长刘立松主持。

7月 7日，我校MPA红色教育基地在江西瑞金、兴国挂牌。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春根

分别与瑞金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德伟，兴国县委常委、副县长黎伦和先后为“MPA红色教

育基地”揭牌。

7月 8 日，我校承办 2014年第二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华中赛区比赛。江西财经大学MBA
教育中心的“乐活队”获得比赛冠军，并获得晋级 9月在北京举行的总决赛资格。

7月 10日，我校学子参加“井冈情·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季行动

7月 11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到海南走访看望了海南省副省长陆俊华校友，党办校办主任袁

雄随行。海南校友会部分校友代表参加了会见，并与母校领导和老师进行了亲切交流。

7月 18日，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荣获团中央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季“优秀团队”称号。

7月 19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携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的专家吴志军、朱丽萌、陈雁云、

徐斌一起就 2014年下半年我省经济发展走势以及应采取的措施在我校与《江西日报》共同打造的

《财大论道》谈想法、提建议。

7月 20日，教育部财政学类专业教指委暑期师资培训班在我校开班。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

明教授、我校校长王乔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教授出席开班仪式，我校副校长蒋金法

教授主持开班仪式。

7月 24日，校长王乔率第四连心小分队来到上饶市铅山县虹桥乡虹桥村，指导开展包村帮扶、

连心共建工作，铅山县委书记万冬梅、县长张华等当地领导及副校长邓辉、校长助理阙善栋、党

办校办主任袁雄、校第四批连心小分队成员一同参加了此次活动。

7月 24日，教育部财政学教指委师资培训班学员参观我校税票博物馆。

八月

8月 5号，我校第八届校友论坛暨第二届金融论坛在成都举行。校长王乔，校长助理阙善栋，

原副校长、现宜春学院党委书记肖华茵，金融学院、MBA学院等部门负责人，江财各地校友代表

以及四川校友共计 4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8月 8日，岳向东校友向我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 20万元。

8月 9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校长 Samuel L. Stanley Jr.访问我校。王乔校长与来宾进行了

友好会谈。校长助理王小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国际学院、国贸学院、信息学院及金融学院负

责人参与了会谈。

8月 11日 江西卫视《江西新闻联播》推出重点策划报道《关注暑期“三下乡”》，深度聚焦

我校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我校暑期“三下乡”武宁服务团部分大学生和校团委

书记习金文接受了江西卫视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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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9月 4 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亚裔研究中心主任凌津奇教授来校作了题为“文学

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的讲座。

9月 4日上午 8：00，教务处、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实践教学中心、校园建设处、资产管理处

等五个职能部门负责人和 16个教学学院院长（或教学副院长）齐聚第 3会议室，召开我校赴江西

财经职业学院考察学习实践教学活动的行前会议。

9月 5日，我校召开 2014级迎新工作协调会议。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纪委书记杨建林，校

长助理王小平、李良智出席会议。副校长易小明主持会议。

9月 9 日，我校举行庆祝教师节暨“三育人”座谈会。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校党

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易小明、蒋金法、邓辉，校长助理王小平、阙善栋、李良智，党办、校

办，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一百余人齐聚一堂，以简朴热烈

的形式庆祝自己的节日。座谈会由王乔主持。

9月 9 日，在全国第三十个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中，王乔教

授等申报的“《中国税制》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9月 10，应工商管理学院邀请，日中经济发展中心理事长、日本城西大学张纪浔教授来校作

了一场题为“日本经济走向与中日经贸关系的变化”的学术报告。

9月 10日，民盟江西省委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我校民盟委员会主委、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主

任夏家莉同志携教育委员会、财大民盟委员会及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的代表到南昌三联特殊教育

学校，看望慰问这里的师生，并为该校送来了六台电脑，和三联学校的师生们一起过了一个温馨

的教师节。

9月 11日，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教授马克•克兰肖（Mark Cranshaw）、经济学高级讲师扬•波帝

文斯基（Jan Podivinsky）一行来到经济学院进行访问。经济学院杨飞虎副院长、桂林副院长，邵

国华、周海欧、吴涛、魏彦锋等教师参加了会谈。

9月 12日，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江西省教育厅、江西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江西省

旅游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开班典礼”在我校隆重举行。江西省政府副省长朱虹、省政府副秘书长

宋雷鸣、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王晓峰、省教育厅副厅长程样国，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

乔出席。朱虹为研修班亲授第一课。开班典礼由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丁新权主持。

9月 12日，学校召开了“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座谈会”。

9月 12日，副省长朱虹在省教育厅副厅长程样国、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的陪同下亲

切接见录取到我校的江西“夺刀少年”易政勇同学。

12日，我校与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合作举办的首届职教本科实验班开学典礼举行。外语外贸职

业学院党委书记饶贵生、我校副校长邓辉出席典礼。开学典礼由外语外贸学院院长孔华主持。

9月 12日，应金融学院之邀，中国期货业协会专职副会长、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生导师

李强教授在金融学院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新“国九条”与中国期货业行业发展变革》的专场学

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李汉国主任主持。

9月 12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许平教授应邀到我校，为艺术学院师生

做了两场精彩的学术讲座。

9月 12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应邀为全校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作了一场精彩的辅导报告。

9月 13日，我校在蛟桥园运动场举行隆重的 2014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校党委

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南昌陆军学院训练部副部长赵启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军训团团长马

龙生，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易小明、蒋金法，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邓辉，校长助理

王小平、阙善栋、李良智出席典礼。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各学院党政负责人、2014级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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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2014级全体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参加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

9月 13日，由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财经大学财税研究中心、中国财政发

展协同创新中心、江西省财政厅政策研究室、《当代财经》杂志社共同举办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财税政策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9月 13日，在校长助理王小平的率领下，我校第七批“连心”工程小分队抵达虹桥乡虹桥村，

开展了走访困难群众、送书下乡、政策宣讲、指导制定政策法规宣讲制度、设立奖学金等系列活

动，宣传部、学工处、经济学院、国际经贸学院、现代经济管理学院等部门人员随同参加了此次

活动。

9月 15日，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

首批经核准的三所江西高校章程进行公布。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慧文就全省高校章程核准的有关情

况进行了介绍。通过核准的三所学校的代表分别就本校章程的主要内容和特色进行了介绍。我校

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就我校的章程修改情况和特色进行介绍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9月 15日，校党委中心组召开今年第九次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9月 9日同

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出席并讲话。校长王乔，校党

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易小明，校纪委书记杨建林，校长助理王小平、阙善栋、李良智出席。

王金华主持学习会议。各党总支（支部）负责人 50余人参加学习。

9月 15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来到麦庐园校区、蛟桥园校区，检查了教学工作，

进入本科生课堂听课，与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9月 17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行长郑丽、省商务厅副厅长朱元

发、我校国际经贸学院院长袁红林做客江西日报《财大论道》栏目，探讨我省全面扩大开放，加

快开放型经济发展升级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存在的制约因素，以及实现开放型经济跨越式发展的

突破口。

9月 18日，东北财经大学就业指导与校友工作处处长李卿燕、副处长修新路、邱飞一行来到

我校针对大学生就业和校友工作进行调研和交流。校长助理阙善栋，招生就业处处长罗锐、大学

生职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朱海琴、校友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潘桦等参加了座谈。

9月 18日下午，景德镇学院院长助理方文龙和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书记于芳、主任翁彦俊一

行三人来到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就国际化办学与留学生教育进行调研和交流。校长助理王小平，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肖珑及相关工作人员与来宾进行了交流。

9月 20日，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第 17次学科论坛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

议。

9月 20日，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 2014年年会开幕式在我校举行。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

社会法学研究会会长张鸣起教授，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教授，副校长邓辉教授，江西省法学会副

会长龚惠民以及社会法学专家和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的各位理事共计 200 余人出席了本次开幕

式。本次开幕式由法学院院长蒋悟真教授主持。

9月 20日上午，江西民进摄影学会会长，江西省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国摄影学会（PSA）
会员，国际著名摄影大师肖戈应邀来到江西财经大学MBA学院作了题为“美丽星球”的精彩讲座。

9月 20日，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威海校友分会 2014迎新座谈会在威海江西会馆举行。

9月 21日至 25日，副校长蒋金法一行走访调研了江苏“苏锡常”地区就业市场。随行的有

招生就业处处长罗锐、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陈荣、会计学院党总支书记彭清宁和信息

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姜红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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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3日，随着“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简称“青骨”项目)（第二批）推荐人选公

示期结束，我校 2014年“青骨”项目（第二批）评审推荐工作顺利完成，第二批共向国家留基委

推荐 5名教师和 3名行政管理干部赴国外研修学习。

9月 23日，安徽财经大学副校长周加来一行 5人来我校调研。王乔校长会见了周加来一行，

副校长吴照云、校长助理李良智，科研处、研究生院等部门的同志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一会议

室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9 月 23 日，应信息管理学院邀请，日本京都大学梁雪峰副教授在麦庐园做了题为“Salient
Motion Detection using Potential Surface”的精彩报告。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方志军教授、副院长杨勇

教授，以及 20余位教师和研究生聆听了本次报告。

9月 25日，我校《麦庐园北区 1#、2#学生公寓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专家评审会在南区

11楼第一会议室召开。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工程咨询中心相关部门领导、代表和受邀专家，

校园建设处肖兴富处长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评审会。专家组由建筑设计院、建筑咨询等单位的

五位专家组成，江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胡伟民任专家组组长。

9月 25日下午，江西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举行的战略合作协议签订暨客座

教授礼聘仪式在我校举行。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党委书记、

行长王信等出席签约仪式。仪式由副校长蒋金法主持。

9月 26日，在当日召开的全省教育系统金秋工作会议上，我校会计学院获“江西省教育系统

师德建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刘爱军老师获 “江西省教育系统师德建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我校工会主席刘金凤代表学校在大会作了题为“在法治的轨道上不断推进学校民主政治建设“的

经验介绍。

9月 26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黄如花教授应图书馆之邀来我校作“如

何利用信息检索提高工作与生活质量”的学术讲座。

9月 27日，我校传统文化研究社于麦庐校区群庐举行两岸及港澳中华文化知识大赛校内选拔

赛。选拔赛吸引全校近 120位学生参加。

9月 27日，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率队来到铅山县虹桥乡虹桥村，与县乡村三级干部座谈交流，

走访慰问贫苦党员群众，实地察看扶贫工程进展情况，了解学校已经完成的帮扶项目所取得的成

效，就如何建设文化墙和村党员活动室与虹桥乡干部群众进行座谈。

9月 28日，我校 2014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在麦庐园校区田径场举行，历时两周的新生军训

落下帷幕。省军区学生军训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饶侃中校、南昌陆军学院副政委雷起平大校、江西

财经大学校长王乔应邀出席。总结大会由副校长易小明主持。

9月 29日，校党委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强卫同志在全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电视电话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家校领导、党群部门负责同志及部分窗口部

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会议并讲话。

9月 30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带领所有的校领导班子成员分批走访慰问我校的 35
位离休干部。

十月

10月 2日，1994届校友毕业 20周年联谊会在蛟桥园北区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校党委书记

廖进球，校长王乔，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易小明、蒋金法、邓辉，纪委书记杨建林，校长

助理王小平、阙善栋，校务委员严武、邹传教出席会议，校属相关学院、相关部门领导、原毕业

班教师代表同 400余名校友一起度过了欢聚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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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8日，由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申报的《碧水行动——保护母亲河系列实践》荣获了由人

民网主办的“绿色新生力”全国大学生环保公益项目大赛优秀案例奖。

10月 8日，我校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确认工作基本结束，今年全校共有 2538名学生顺利通过

贷款确认，将申请到生源地助学贷款金额达 1700多万元。

10月 9日，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成功举行研究生科研创新人才启明星培养计划启动仪式，校

长助理李良智、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院长石劲、金融学院院长汪洋等出席了启动仪式，启动仪式

由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严武主持。

10月 10日，以南昌大学校长助理李培生教授为组长的全省高校安全稳定第一评估考核组来

校检查工作。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代表学校作了工作汇报，副校长易小明主持汇报会。

10月 10日，我校 2014年毕业生就业工作会在蛟桥园召开。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

副校长吴照云、蒋金法、邓辉，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会议。会议由蒋金法主持。

10月 10日，国庆假期校史馆、校友馆和中国税票博物馆全天开放，共接待参观 2300余人次，

其中团体参观 51个，向江财校友和其它社会各界人士展示了我校校史文化、校友文化和财经特色

文化的风采。

10月 10日，第十四届省运会中，我校羽毛球队获得女团冠军，男团亚军。在个人赛中，余

典获女子单打第一，朱晴获得第二；涂义鑫获男单第三，钟文韬获第五；李强、屈丽萍获得混合

双打第四；甘婧、朱彬钰获得女双第四。

10月 11日，由校工会主办、图书馆承办的“‘江财梦·劳动美’2014年图书馆员工岗位技能竞

赛”活动在四楼报告厅热烈举行。

10月 11日,台湾东吴大学商学院院长詹乾隆教授应会计学院邀请做了一场题为“有关经济转

型，创新管理与台湾商管教育状况分析”的讲座。

10月 11日至 12日，全国大学生网球联赛总决赛在清华大学举行。由我校 2012级会计学硕

士研究生范旭、2012级艺术学院广告设计专业本科生米力和 2013级工商管理学院国际市场营销

专业本科生匡国文组成的我校网球队，在体育学院杜立群和吴光军老师的带领下，获得了男子甲

组团体第四名。

10月 12日，我校 2015年学生留学项目咨询会在蛟桥园北区崛起广场成功举行。本次展会共

设立展棚 22个，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芬兰、韩国等地的 17所合作院校的来宾与

会参展、部分境外交换学校的留学生代表其母校参展。本次咨询会共接受学生、家长咨询 2000余
人次。

10月 12日，我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分别在蛟桥大礼堂和麦庐大礼堂举办大一新生入

学教育，主题为“心理适应及成才教育”。讲座由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郭海峰副主任及林峰、

艾炎老师主讲。

10月 12日，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东莞分会成立大会在东莞市宏远酒店胜利召开。校长王乔，

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校长助理阙善栋以及校办、校友办、招生就业处、统计学院等相关部门的

负责人出席了大会，江财广东校友会、深圳校友会、珠海校友会、佛山校友会、惠州校友会、江

门校友会和东莞江西商会的负责人以及来自东莞各界的校友共计 500余人参加了大会。

10月 12日，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计算金融系主任曾炳均一行来我校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进行

了访问。

10月 13日，，慈溪市注会知联会结对帮扶我校活动启动仪式在我校蛟桥园南区大学生活动中

心 202室正式开启。



449

10月 14日，在江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与江西财经大学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校新

闻发言人、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向新闻媒体发布和通报了我校 2014年人才改革方案与师资队伍

建设等情况，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校人事处副处长欧阳迎、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主任梅小安

应邀出席新闻发布会。

10月 16日，江西财经大学第 34届体育运动会在蛟桥园校区运动场隆重举行。校长王乔，副

校长易小明、蒋金法、邓辉，校长助理王小平、阙善栋出席开幕式。校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各

学院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副校长易小明主持。

10月 16日晚 7时，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第九届委员会和江西财经大学第十七届学生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在蛟桥园大礼堂隆重召开。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副校

长蒋经法、校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学工部、工会等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全校各

级团学干部共计 600余人参加了大会。

10月 16至 17日，校纪委书记、乒协会长杨建林与校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兵

协副会长曹元坤代表学校参加了由省教育厅主办、赣南师范学院承办的 2014 年江西省普通高校

“校长杯”乒乓球比赛。本次比赛分设厅级组、处级组二类，杨建林、曹元坤分获相应组别第 7
名和第 1名。

10月 17号，福建师范大学蓝雪霏教授应邀到艺术学院作题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田野声像

的历史价值初探”的讲座。

10月 17日，我校麦庐园大学生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举行。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为中心揭牌，党

委副书记王金华出席并致辞，副校长蒋金法主持，校长助理阙善栋、李良智出席。

10月 17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刘勤一行 5人来我校调研。副校长邓辉、校长助理王

小平和后勤保障处、网络信息管理中心、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等部门的同志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

第一会议室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10月 17日，我校审计处应江西省内部审计协会邀请，参加了江西省行政事业单位内审工作

经验交流会。我校出席此次会议的有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省内审协会副会长张蕊教授、审计

处处长李法贵、副处长熊立芬，李法贵处长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10月 17日，我校于蛟桥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首个“扶贫日”扶贫济困募捐活动。

10月 18日，由学校主办、艺术学院承办的“2014第三届传统音乐高端论坛”开幕。中央艺

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音乐院系专家齐聚江西

财经大学，共同探讨交流传统音乐领域的前沿问题。我校校长助理王小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艺

术学院院长包礼祥主持开幕式。

10月 18日，江西财经大学第 34届体育运动会在蛟桥园校区运动场完满落幕。

10月 18日，中国宪法学研究会 2014年年会开幕式在我校法学院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宪法

学研究会主办，我校法学院承办。参会的嘉宾有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鸣起、江西省委政法委副书

记胡焯、江西财经大学校长王乔、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蒋碧昆、王珍行等学界前辈以

及来自各地的宪法研究学者，开幕式由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蒋悟真主持。

10月 18日，校友返校座谈会在青山园专家楼报告厅举行。空军后勤部财务部钱永昕主任、

学校纪委书记杨建林、校长助理阙善栋、继续教育学院院长黄泽友等与 87空军财会班校友、师生

代表共计 71人参加了座谈。大会由 87空会班班长胡东华主持。

10月 18日至 20日，由台湾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台湾会计研究月刊主办，台湾大学会计学

系协办的第 26届会计菁英杯辩论比赛暨 2014年海峡两岸大学会计辩论邀请赛落下帷幕。我校会

计学院代表队喜获优胜奖，其中田宇祺同学脱颖而出，荣获“最佳辩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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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9日，我校第十届职业规划节在蛟桥园校区隆重举行。

10月 20日，江西省社会工作初级督导培训班在我校开班。培训班由江西省福利彩票公益金

全额资助，江西省民政厅社会工作处、江西省社会工作协会主办，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承办。

10月 20日，我校在第三会议室召开安全稳定工作紧急会议，校属各单位安全稳定责任人参

加了会议。

10月 21日下午，我校 2014级秋季MPA研究生开学典礼在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隆重举行。

校长助理李良智出席典礼并讲话，仪式由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春根主持。

10月 21日，在广东省民政厅指导下，我校毕业不久的 2011级研究生李卫湘与王若男同学赴

云南鲁甸地震灾区开展“鹏鹏智慧屋”等项目，率先在灾区引入了众筹模式而得到了社会舆论的

广泛关注。

10月 22日，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于海峰一行 9人来我校调研。王乔校长会见了于海峰一行，

副校长蒋金法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三会议室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10月 22日，校党委中心组召开今年第 11次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书记强卫在全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出席会议并讲话。

10月 22日，我校召开团员青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座谈会。

10月 22日，天健会计事务所奖学金颁奖仪式暨校园宣讲会在江西财经大学蛟桥园图书馆报

告厅正式召开。

10月 22日，我校第二十五届学生学术节开幕式在麦庐大礼堂举行。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

副校长蒋金法出席，党委宣传部、校团委负责人、各学院党团负责人及学生代表参加了本次开幕

式。

10月 23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俊萍教授应邀做客红

土地论坛，作了《立体多元的思政课教学模式探索》的学术报告。

10月 23日，应金融学院之邀，亚太地区优化与运筹协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讲座

教授、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海外特聘教授 Jie SUN在金融学院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Stochastic Convex
Optimization with Ambiguous Distribution》的专场学术报告会。

10月 23日，201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图卢兹大学教授让·梯若尔（Jean Tirole），
日前给我校发来邮件，对我校祝贺他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深表谢意。

10月 24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金一斌率研究生工作部、招生就业处、学生处、

学报编辑部等部门负责人一行 8人来我校调研，我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在第三

会议室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10月 24日，我校召开工会干部学习培训班暨工作表彰会。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省委教育

工会调研员陈伟芳，校工会主席、副主席、各分工会主席、校工会委员会委员、校工委女工委委

员、校工会青工委委员、校教代会各委员会代表等 70余名工会干部参加了此次培训会。

10月 24日，我校在蛟桥园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召开港澳台华侨学生联谊座谈会。学工处副

处长段远鸿，教务处副处长徐旭川，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龚美君，港澳台华侨学生联谊会学

生干部及港澳台华侨学生代表参加座谈会。

10月 24日，由 ACCA主办、浙江财经大学承办的“第五届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与 ACCA教

学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我校再次获得“ACCA年度优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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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4日，深圳市女财经工作者协会会长朱彦女士一行来校资助贫困财经类女大学生，校

党委书记廖进球看望了深圳市女财经工作者协会来宾，王乔校长、王金华副书记、蒋金法副校长

在迎宾厅会见了朱彦女士一行。

10月 25日，江西省首届公共管理论坛在我校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孙菊生，校党委书记廖进

球、省内外十余个厅局的领导及国内著名专家学者莅临论坛。论坛的主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

公共管理创新”。

10月 25日，江西省 2014年经管类大学生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展示在我校拉开帷幕。本次展

示由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青团江西省委主办，江西省高等院校科技

开发办公室、江西财经大学共同承办。

10月 25日，在我校团委宣传部的组织下，我校国际学院、国贸学院与华东交通大学国际学

院报刊编辑交流会于蛟桥园南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202室顺利开展。我校与华东交通大学报刊编辑

相关负责人参与了本次交流会。

10月 25日，2014年度艺术学院模特大赛（决赛）在艺术学院音乐厅举行。

10月 25日，“优才中国行”2014深圳市福田区企业江西财经大学招聘会在我校南区大学生

活动中心一楼招聘大厅顺利拉开帷幕。此次招聘会是由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福田

区人力资源局承办，共有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集团公司等 20家单位参会，

提供了 1000余个有效岗位，其中晨星咨询（深圳）等多家单位为首次到我校招聘。

10月 25日，“湖北校友会奖助学金”签约仪式在武汉举行。校长助理阙善栋代表我校教育

发展基金会与湖北校友会孙毅会长共同签订捐赠协议。

10月 26日，我校红十字会大学生分会第九届动员大会暨第一期急救知识讲座在蛟桥园南区

大学生活动中心 103室正式拉开帷幕。南丁格尔奖获得者邹德凤老师、江西省邹德凤公益发展中

心秘书长扶湘、省红十字会救护培训中心陈田发老师及我校校团委书记习金文，副书记叶申玲、

杨婉琪、校医院院长严军亮、体育学院冯婧老师等共同参加了本次大会。

10月 26日，第五届“中华会计网校杯”校园财会大赛东部区域决赛在我校蛟桥园大礼堂隆

重举行。比赛由我校会计学院新媒体中心、学术部承办，正保远程教育集团副总裁达江先生、中

华会计网名师吴福喜教授、会计学院副院长曹玉珊教授、会计学院程淑珍老师等出席比赛并担任

评委嘉宾。

10月 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杂志副主编、执行主编张翼

研究员应邀来我校做《中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与社会治理的阶段性目标》的专题讲座。我校副

校长蒋金法、江西社会学会会长王明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邓虹研究员、人文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的部分师生聆听了本次讲座。

10月 27日，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教育厅领导及验收专家对我校节约型校园建筑节能

监管平台进行了验收，并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一会议室召开验收工作会。

10月 27日，校党委召开今年第 15次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10月 27日至 29日，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李良智率队赴东北财经大学进行学科建设工作

调研，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科研处、会计学院、国贸学院、研究生院相关工作负责人随行调研。

10月 28日，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 10个“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公开遴

选入选单位及主持人名单，我校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孔凡斌教授和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

究院院长吴志军教授所率领的科研团队分别中标《“十三五”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战

略互动研究》和《“十三五”江西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面临环境及指标体系研究》两项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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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8日，由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的“理律杯”全国高校模拟法庭大赛江西财经大学预选

赛在麦庐校区法体楼资料室正式召开。

10月 28日，“铭法”奖学基金捐赠签字仪式在麦庐园举行。奖学金设立者叶兆平先生一行四

人，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助理阙善栋出席了捐赠签字仪式，仪式由法学院党总支书记贺三宝

主持。

10月 28日至 29日，德国维尔兹堡应用科技大学副校长Manfred Kiesel 对我校进行友好访问。

王乔校长、王小平副校长与 Kiesel进行了会谈。

10月 29日，“手机党报进高校”公益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我校成功举行。江西日报社社长王

晖、校党委书记廖进球、省网信办专职副主任李绪先、省教育厅副厅长程样国、校党委副书记王

金华、省教育厅社政处相关领导以及在昌有关高校部门负责同志、学生代表、媒体记者等 400余
人参加了此次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由省教育厅副厅长程样国主持。

10月 29日，我校举行礼聘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钟金根为客座教授的仪式，校党委书记

廖进球主持了聘任仪式并为钟金根颁发聘书。随后钟金根作了题为“江西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与

思考”的公开讲座。

10月 30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莫于川在我校法学院举行了学习研究十八届四中全

会精神讲座，其主讲的题目是“如何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10月 31日，省科技厅公布 2014年度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基地立项的结果，我校蒋金法教授

领衔申报的《江西科技经济决策融合研究》软科学基地获得批准，这是我校首个获批的省科技厅

软科学基地。

十一月

11月 1日，由我校工商管理学院、中国管理思想研究所、经济管理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协办，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江西省管理学会 2014年年会在江西农业大学举行，副校

长吴照云，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李良智，工商学院院长胡宇辰，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曹元坤，工商学院副院长胡海波以及教师代表共 12人参会，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代表十余

人在研工办组织下参会学习。

11月 1日，会计学院专场招聘会在蛟桥北区崛起广场举行，包括中国人寿、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在内的约 100家知名用人单位企业参与了本次专场招聘会。

11月 1日，由我校会计学院、会计发展研究中心、江西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共同主办的江西财

经大学第六届 CFO高端论坛暨 CPA专业方向办学二十周年、ACCA专业方向办学十周年学术研

讨会在蛟桥园北区大礼堂举行。

11月 2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书目》的通

知，我校 4部教材入选，分别是王乔教授、姚林香教授主编的《中国税制》，张蕊教授主编《公司

财务学》，骆兵教授、王中云教授主编的《财经管理应用文写作》，卢福财教授主编的《创业通论》。

11月 3日，2014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走进我校，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党总支书

记杨振宇教授受邀担任主讲嘉宾。我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校学工处、团委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出

席本次讲座。

11月 3 日，我校 1984届金融专业校友、中智互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陈新回

到母校冠名赞助我校大学生艺术团和男子篮球队。校长助理阙善栋、校友办副主任潘桦、中智公

司上海、江西公司的负责人参加了授牌仪式。

11月 3日，原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高级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堂纳德•雷诺兹新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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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科研副主任孙志刚教授应邀来到我校人文学院，就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和美国传播学学术性科

研方法与人文学院师生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人文学院师生近百人聆听了此次讲座。

11月 4日，兰州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邱平、副校长李仁年一行 6人来到我校考察后勤改革工

作。副校长王小平及后勤保障处相关人员在南区综合楼第一会议室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11月 4日，我校教学工作会议在教务处会议室召开，邓辉副校长、督导组组长、各学院教学

副院长和教务处科级以上人员出席会议，会议由教务处处长许基南主持。

11月 5日，由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主办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高峰论坛”在我校召

开。这是国家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之后,江西第一次举办的以此为主题的论坛。副校长蒋金法

出席并致欢迎辞。

11月 5日，校党委中心组召开今年第 12次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精神。

11月 5日，我校第十七届研究生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在研究生楼报告厅隆重召开。

11月 6 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传生、徐芳一行 12人来到我校考察深化高等学校综

合改革工作。王乔校长会见了王传生、徐芳一行，副校长邓辉、王小平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在蛟桥

园南区综合楼第三会议室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11月 6日，体育学院青年志愿者携手校幼儿园共同开展“大手拉小手，一起来加油”亲子趣

味运动会。

11月 6日，我校在经开区消防大队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由保卫处、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共

同承办了全校消防安全大型演习活动，活动地点设在麦庐园校区祥庐。全校 300余名师生参与了

演习，南昌理工学院 50多名学生前来进行了观摩。

11月 6 日，在北京大学结束的 20年庆典大会上，中国社工教育协会宣布成立农村社会工作

专业委员会暨灾害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我校人文学院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单位。同时，与会单位

达成一致，宣布我校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暨灾害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

主办单位。第一次工作会议将于 2015年 1月 17-18日召开。

11月 7日，重庆工商大学到我校交流学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

11月 7日，我校承办的江西省 2014年学术活动周第二场主题报告在研究生学院报告厅举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博士生导师戚聿东教授受邀为我校师生做了题为“深化国企改革的

基本内容和路径”的学术报告。科研处副处长史言信、及来自工商、国贸等学院的师生们共同聆

听了讲座。

11月 7日，我校召开基层党建工作研讨会，就学习领会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相关精神、全

面总结和推进我校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了深入研讨。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组织部、宣传部长和部

分基层党委、党总支负责人共计 23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组织部长欧阳康主持。

11月 7日，我校第七期“江财之星”大骨班结业典礼暨第二十五期团干培训开班仪式举行。

11月 8日，我校第十届金秋美食节在麦庐校区二食堂开幕。

11月 8日，我校第二届 IT专场招聘会暨南昌第二届软件与服务外包人才（校园）招聘大会在

我校麦庐园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拉开帷幕。

11月 9日，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杨光一行 4人来到我校考察调研党建、学科建设、研究生

教育和高水平人才引进等方面工作。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助理李良智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在

南区综合楼第一会议室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11月 9日上午，江西财经大学义工协会在枫林举办了一场以“走进社会，奉献爱心”为主题

大型公益讲座，邀请到护理事业最高荣誉、第四十四届国际“南丁格尔奖”的获得者邹德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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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演讲。

11月 9 日，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5届毕业生校园专场招聘会在我校麦庐园大学生活动中

心顺利举行。

11月 10日，由校工会主办的第十二届青年教师英语演讲赛在南区综合楼 11楼第二会议室举

行。副校长邓辉、教务处处长许基南、工会主席刘金凤出席活动，并分别为获奖选手颁奖。

11月 11日上午，学校召开 2014年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会议，校

长王乔，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副校长易小明、王小平、校长助理李良智出席了会议，组织部、人

事处、教务处、科研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11月 11日，第六届江西“十大经济人物”评选中，我校校友、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廖昕晰，北京银行行长南昌分行胡宝全在激烈的角逐中脱颖而出，荣登第六届江西“十

大经济人物”榜。

11月 11日，2014年省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工作会议在我校进行，来自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和南昌大学等 10余所省内高校的评审专家参与了本次评审工作。

11月 12日，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委员冯志伟

研究员以机器即时口译视频为切入点，为外国语学院老师作了题为“计算语言学和机器翻译”的

讲座。

11月 12日，由教育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电信共同发起的“飞 Young青春，翼起

梦想”助学计划启动仪式在我校举行。江西电信分公司校园事业部总经理杨建林、南昌电信分公

司校园事业部总监曾小保、南昌电信分公司红谷滩分局局长仇永明以及我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及

学工处相关工作负责人出席了本次活动。

11月 12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带队赴小金县看望慰问我校第二届研究生支教团，党办校办

及团委等部门负责同志随行。

11月 12日，由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主办的《南风窗》“调研中国”江西财经大学校园报告会

在麦庐园“模拟法庭”举行。

11月 13日，我校在麦庐园艺术学院 C185学术报告厅举行客座教授礼聘仪式，著名旅日、旅

美书法艺术家、江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熊峰先生被聘为我校客座教授。艺术学院院长包礼祥主

持了礼聘仪式。礼聘仪式上，王乔校长为熊峰先生颁发了客座教授聘书。

11月 13日下午，江西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高宏调研员应邀来到人文学院，为社会工作专业

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做了“社会事务工作与社会工作”的专题讲座。人文学院邹勇文院长主持了讲

座。

11月 14日，由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科研处主办的江西省高校工程管理与房地产专业教学

论坛暨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调控研讨会召开。大会邀请清华大学郑思齐教授、同济大学施骞教授

和天津大学张连营教授等 3位专家和 2位博士出席此次大会。我校教师、研究生和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工程管理、房地产和城市规划等专业的部分大学生共 100余人与会。

11月 14日，江南大学设计学院院长辛向阳教授来我校艺术学院讲学，讲座以交互设计为主

题。

11月 13至 14日，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ISHRM）首届双年学术会议－－“心

与脑的整合：领导、群体与健康的新知”在我校顺利举行。此次会议由我校主办，我校创新与战

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工商管理学院承办，旨在为国内外学者提供“领导、群体与健康”领

域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和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11月 15日，由我校主办、艺术学院承办的 2014第五届艺术与设计高端论坛在南区综合楼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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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蒋金法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艺术学院院长包礼祥教授主持开幕式。

11月 15日，江西省普通高校 2015届毕业生专场就业洽谈会(财经类专场)暨我校 2015届毕业

生冬季供需见面会在我校举行。

11月 15日，享誉全国的“夺刀少年”、在我校会计学院就读的易政勇入围“CCTV2014年度

法治人物”候选人。

11月 15日，贵州校友会圆满举行了 2014届新校友迎新联欢会，此次迎新会由贵州校友会会

长李新华校友热情牵头，并在他本人的三利房地产公司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助理

阙善栋，党办校办负责人亲临现场，贵州校友会在黔工作的各地校友代表以及 2014届贵州新校友

共计百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11月 15日，由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青团江西省委主办，江西

省高等院校科技开发办公室和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承办，深圳市国泰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的 2014年“国泰安杯”江西省创意电子商务技能大赛决赛在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成功

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大高校及专职院校的电商类精英组成的 20支本科队伍和 23支专科

队伍前来参加。

11月 16日，职业技术学院 2015届毕业生就业双选会在麦庐园校区至善广场隆重举办。副校

长吴照云、蒋金法，招生就业处、党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亲临就业双选会现场指导工作。

11月 17日，我校召开实践教学工作座谈会。教学督导组、部分学院的院长和教学副院长、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教务处许基南

处长主持。

11月 18日，江西财大老同志金秋诗会在青山路活动室举行。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冷清波处长、

黄和平副处长以及各园区老同志共计 40余人参加了本次诗会。诗会由老年诗歌协会秘书熊艳春主

持。

11月 18日，我校 2014年党员干部培训班顺利开班，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为学员们亲授第一课。

11月 18日，南昌航空大学副校长唐星华一行 7 人来我校调研，副校长易小明和人事处、财

务处、医院等部门的同志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一会议室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11月 18日，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光大银行大学生实习基地正式签约并揭牌。国际学院院

长杨慧、国际学院党委副书记涂艳、调研员刘慎河、光大银行南昌分行副行长古娉婷、零售业务

部总经理助理吴晓玲出席了签约揭牌仪式。

11月 19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网总编辑、《历史研究》主编

李红岩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事业发展中心、战略合作部主任耿显家来校调研座谈。副校长蒋金

法，科研处负责人以及来自经济、金融等七个学院的科研副院长参加了座谈会。

11月 19日，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江西财经大学工银江财联名信用卡合作签约暨首发

仪式在我校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副校长易小明、蒋金法，中国工商银行牡

丹卡中心总裁栾建胜、副总裁赵力、工行江西省分行行长倪百祥、副行长周维等出席仪式。仪式

由蒋金法副校长主持。

11月 20日，第 44届南丁格尔得主邹德凤大型事迹宣讲会在我校蛟桥园现代技术教育中心的

学术报告厅顺利举行。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江西省邹德凤公益发展中心秘书长扶湘，南昌大学

第四附属医院肾内科护士长叶钒以及团委相关负责人莅临宣讲会现场。

11月 21日，校综治办及校属各单位综治联络员、各学院分团委书记参加了在南区第二会议

室开展的综治干部第五期培训活动。本次培训由经开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熊斌担任主讲。

11月 20至 21日，王乔校长应邀到上海大学参加 2014年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工作研讨会。



456

11月 21日下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硕

士（MSW）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应邀来人文学院做《社会治理体制

创新与社会工作的发展》专题讲座。副校长蒋金法，人文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领

导班子，人文学院社会学系的全体师生、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的部分师生聆听了本次讲座。讲座

由蒋金法主持。

11月 21日，王乔校长为 2014年党员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作了《大学精神的坚守与回归》的精

彩讲座。

11月 22日，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著名财政学家吴俊培教授应邀在财税大楼作了题为“分

税制财政体制研究”的学术讲座。

11月 22日，我校第 25届学术节模拟版块集中展示在蛟桥园崛起广场和麦庐园明德广场同时

拉开帷幕。我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一行、副校长蒋金法一行分别莅临麦庐、蛟桥两校区开幕式现

场，活动还受到江西卫视和江西日报等相关媒体的特别关注和报道。

11月 22日，商务部调研组前来我校视察援外培训研修项目工作。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

学院副院长郭策，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项目负责人叶琦，江西省商务厅国际经济合作处

处长方向军，江西省商务厅国际经济合作处科长杨光，我校副校长王小平出席座谈会。

11月 22日，我校召开 2014年学科建设工作会议。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副校长易

小明、邓辉、王小平出席会议，各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各研究生培养院所院长、副院长以及研

究生指导教师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校长助理李良智主持。

11月 22日，我校模特大赛总决赛在蛟桥大礼堂隆重举行。校团委书记习金文、江西卫视主

播徐静等莅临现场担任评委。

11月 22至 23日，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秘书长顾东辉老师与云南

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钱宁教授应邀来我校开展专题讲座。人文学院邹

勇文院长、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家琪教授分别主持讲座。

11月 23日，校登山协会在梅岭组织了第三次集体登山活动，60余名会员参加了本次活动。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学校全民健身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学校登山协会成立以来的经验体会。

11月 23日,波兰前参议长, 现任波兰维斯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长、龙津• 帕斯图夏克教授

(Longin Pastusiak)及其高级助理马辛• 贝本（Marcin Beben）在江西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李雨

强、副处长周丹陪同下来我校访问。王小平副校长、校长助理阙善栋接待和会见了来宾。我校贸

易与环境研究中心、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人参与了会谈。

11月 24日，校党委召开专门会议集体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

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校领导廖进球、王乔、王金华、吴照云、易小明、

蒋经法、杨建林、邓辉、王小平、阙善栋、李良智出席。学习会由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

11月 25日，我校信息管理学院方玉明博士获得江西省科协重点活动项目（远航工程项目）

资助，该项目将资助我校方玉明博士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Weisi Lin教授一起合作开展“三维视

频视觉质量评价算法”的研究。

11月 25日，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校长侯岩率教务处、人事处、金融学院等部门负责人一行 4
人来我校调研。校长王乔会见了侯岩一行，副校长邓辉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

一会议室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11月 26日，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第四届学术研讨会在华东交通大学召开。来自南昌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华东交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东华理工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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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江西中医学院八所高校的图书馆负责人、论文作者和业务骨干等 100余人共聚一堂，我校图

书馆蒋岩波馆长等一行 14人出席了会议。

11月 26日，“第二届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我校举行。本次论坛由江西

财经大学协同创新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论坛主题“搭建协同创新平台，碰撞思想，

交流观点，群策群力，共同探讨新常态下江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11月 26日，国家杰出青年、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汪寿阳教授来校做了一场题

为《大数据时代的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学术报告。协同创新中心、科研处、信息管理学院等单

位相关负责人、专家以及信息管理学院教师、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共 100余人参加并聆听了此次报

告会。报告会由学院副院长杨勇教授主持。

11月 26日，我校 2013—2014学年度学生先进表彰大会在蛟桥园大礼堂隆重举行。校领导廖

进球、王乔、王金华、吴照云、易小明、蒋金法、杨建林、邓辉、王小平、阙善栋等出席大会。

校务委员、校属相关部门、各学院负责人，分团委书记，获奖集体和学生个人代表等 2000余人参

加了大会。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主持大会。

11月 26日，《江西日报》B3版整版刊发了《财大论道：“法治中国”背景下的依法治税》，

报道了 24日校长王乔、省国家税务局副局长汤志水、省地方税务局副局长王显和、我校法学院院

长蒋悟真、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席卫群做客江西日报《财大论道》栏目时探讨“法治中国”背景

下依法治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11月 26日，我校第一届“信毅杯”蛟湖精英足球比赛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1月 27日，“江西财经大学夏建兵奖助学金”颁奖仪式在英庐 Y429隆重举行。校友夏建兵、

人文学院党政负责人、学工处相关人员出席了颁奖仪式。

11月 27至 29日，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主办的“2014中国商业经济国际论

坛”、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主办的“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第七届第五次理事会年会”以及中国市场学

会、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流通三十人论坛（G30）联合主

办的“庆祝建国 65周年中国流通发展与改革高峰论坛”等商贸流通系列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商

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流通三十人论坛（G30）成员、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教授应邀出席以上活

动并主持了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第七届第五次理事会。我校国际经贸学院袁红林教授、吴朝阳教授、

黄先明博士参加了上述会议。

11月 28日下午，江西财经大学摄影学会召开 2014年年会暨换届大会。副校长邓辉、王小平，

原校长史忠良，省高校摄影学会常委副主席、秘书长章焕荣出席，校摄影学会常务理事、校属各

单位推荐的摄影理事、校摄影学会会员、学生摄影协会会员、校 MBA摄影俱乐部会员代表、摄

影爱好者参加了大会。大会由宣传部部长王金海主持。

11月 28日，我校教工卡拉 OK赛在工会 3楼开幕。

11月 28日，我校第十届社团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在蛟桥大礼堂举行。。

11月 29日，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斌开教授应邀为经济学院师生作“高等教育、

城市化与中国住房价格”专题学术报告。

11月 11月 30日至 12月 1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率队赴东北财经大学调研，副

校长邓辉，校长助理李良智，党办校办、教务处、科研处、统计学院负责人随行调研。

十二月

12 月 1 日，由我校金融学院黄涛博士为第一作者完成的研究论文《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Dividend Policy: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rises》在商学国际权威 A类期刊《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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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国际商业研究，简称 JIBS）上发表。

12月 1日，国际学院 4名新生收到了王乔校长的回信，收获了他们“大学里最有意义的一份

礼物”。

12月 1日，我校经济学院饶晓辉博士在《经济研究》2014年第 11期发表论文《政府生产性

支出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

12月 1日，第五届“工商银行杯”金融创意设计大赛高校赛区比赛在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翼轸楼二楼东头会议室举行。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办公室高级经理姚晓玲、经理赵敏,江西财

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杨荣、刘兴华等参加了本次活动。

12月 1日，知名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应产业经济研究院

邀请为我校师生做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的主题是《大国发展——论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12月 1至 2日，校领导王乔、邓辉、阙善栋、李良智一行先后来到南京、合肥看望两地校友，

陪同出行的还有党办、校办，校友联络办公室，教务处，科研处，工商管理学院等部门负责同志。

12月 3日，《中国电视》杂志的高级编辑、执行主编李跃森先生应人文学院邀请，在我校做

了一场题为《媒介融合时代——电视剧的创意与创新》的讲座。

12月 1至 3日,校长王乔率队赶赴南京师范大学开展考察调研活动。

12月 3日，我校会计学院蛟桥园北区综合楼四楼第二会议室召开了首届“九零会计班校友奖

学金”颁奖仪式，殷雯等十名获奖学生获得了首届奖学金。

12月 3日，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江西赛区决赛于我校蛟桥园大学生活动中心正式举行。

12月 3日，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定鑫教授申报的《马克思新世界观阐释形式问题再研究》课题

被批准为 2014年第三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实现了我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在“马列

科社”领域零突破。

12月 4日，为弘扬宪法精神，形成宪法至上、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附中组织开展了“集体

朗读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

12月 4日，早上 7时，我校在蛟桥北区崛起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以表达对宪法的尊重。

12月 4日，《宪法的精神 法治的力量——CCTV2014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礼》在中央电视台综

合频道及社会与法频道播出。颁奖礼上，根据推选委员会的投票结果，“夺刀少年”、在我校会

计学院就读的易政勇被评为“CCTV2014年度法治人物”。

12月 5日，我校在工会三楼召开集邮协会成立大会暨集邮知识讲座，60多位集邮爱好者参加

了大会，会议由校工会副主席吴太福主持。

12月 5日，校党委统战部组织学校统一战线成员 20余人来到江西艺术中心，参观“同心·振
兴广昌”义捐(拍)艺术品展。

12月 5日，应工商管理学院邀请，长润集团董事长梁立先生和国际财务策划师公会中国区首

席代表陈伟光先生来我校做政商交流以及创业的学术分享。

12月 5日，据中新社石家庄电， 我校 1980级校友董仚生出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12月 5日，我校侨联在主席项平教授的带领下，来到省林业厅“生态展览馆”和“江西省人

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参观学习。

12月 5日，我校在蛟桥园南区 11楼第三会议室召开校党委 2014年第 17次（扩大）会议传

达部署开展拒收“红包”警示教育活动。

12月 6日，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新才教授应邀来校作了题为“经典阅读与推广”的学术报

告。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各成员馆领导和馆员、我校师生 60多人聆听了报告，图书馆馆长蒋岩波

教授主持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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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我校知识分子联谊会（知联会）一行 16人在会长史言信教授、副会长林新教授的带领

下，深入宜丰县潭山镇龙岗村、天宝乡天宝村开展田野调查，搜寻红军标语，探访文化古村，自

觉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文化熏陶。

12月 6日，江西财经大学第三十届合唱艺术节暨“一二·九”大合唱在我校蛟桥园大礼堂成功

上演。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电视台、江西日报、江西人民广

播电台、江西电视台，人民网、江西广电网、中国江西网和南昌晚报等近 20家单位的新闻记者齐

聚江财，纷纷聚焦采访今年我校大合唱的盛况。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

播出来自 6日晚我校第三十届合唱艺术节暨“一二·九”大合唱的报道《江西：铭记历史，师生大

合唱》，时长 52秒。

12月 7日，江西财经大学首届“环校园冬季长跑”接力比赛在麦庐园校区成功举行。

12月 7日，由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处主办的“全国百佳体育公益社团”评选活动正

式落下帷幕，颁奖典礼于承办学校上海海事大学举行。工商管理学院绿派社荣获“全国百佳体育

公益社团”称号，并受邀参加了表彰大会。

12月 7日，香港会计师公会主办的“全国 2014年度专业资格课程（QP）个案分析比赛”总

决赛在广州落下帷幕。我校会计学院与国际学院两支代表队双双取得了并列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

12月 7日，我校湖南校友会成立庆典在长沙举行。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助理阙善栋以及

校办、校友办、招生就业处、统计学院、法学院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大会，来自全国各地

的 20多个校友分会、湖南江西商会的代表以及来自湖南各界的校友共计 300余人出席。

12月 9日，我校在蛟桥、麦庐校区举行升旗仪式纪念“12.9”运动。

12月 9日，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留金发「2014」3067号来函，国家留基委正式接纳

我校成为”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实施院校，自 2015年开始，我校本科生出国交流项目将有

资格申报留基委的奖学金资助。据悉，我校是该项目平台扩员以来首批接纳的非”985”、“211”
高校。

12月 9日，吴照云带领 MBA学院院长周玫、副院长吴良平等一行实地走进崇义章源钨业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企业考察。

12月 9日，应信息管理学院邀请，美国中央华盛顿大学廖坤副教授来我校做了一场题为《供

应链管理中的行为科学》学术报告。

12月 10日，为不断提高和完善对出国（境）研修人员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强化出国境研修

人员的行前教育，努力提升研修效果，国际处、教务处组织召开了 2015年公派出国（境）人员行

前教育会，2015年拟公派出国（境）研修人员参加了会议。副校长王小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

由国际处处长肖珑主持。

12月 10号，我校在校第三会议室召开“科研专题工作会议”。蒋金法副校长、科研处负责

人、各教学学院分管科研副院长及各独立设置的专职研究机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12月 10日，我校首届教工“十大歌手”决赛在工会三楼举行。来自信息管理学院的赖新峰

老师夺得桂冠。

12月 11日，江西干部学院红军后代授课团的老师为师生党员带来了题为“追忆前辈的人生

的坐标”的红色故事专题报告会。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出席，报告会由党校常务副校长欧阳康主

持。

12月 12日，校党委副书记王金华为党员干部培训班的学员带来题为《领导干部素质要求》

的精彩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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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1至 12日，2014年“三省一市”高校信息化研讨会暨江西省高校教育信息化学会第二

次学术年会在南昌召开。此次大会由中国教育科研网 CERNET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各主节点，

江西省高校教育信息化学会主办，赛尔网络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和我校联合承办。有来自上海交

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福州大学、厦门大学等 85所高校和 IT企业共计 250余
名代表参会，参会人数为历次会议之最。

12月 12日，2014年江西财经大学“布列松”杯研究生摄影大赛落下帷幕。

12月 12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校长助理阙善栋走访和看望了部分北京校友。

12月 13日，由江西省教育厅、省邮政公司、省集邮协会主办，省高校集邮工作委员会、江

西教育电视台承办的“江西风景独好”—— 全省高校集邮知识电视展示活动总决赛在我校麦庐园

音乐厅举行。

12月 13日，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方志军、首席教授徐升华带队来到上饶市鄱阳县，与鄱阳县

政府相关部门研讨座谈，共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鄱阳县副县长应美星以及县发改委、商务

局、农业局和部分乡镇代表共 2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12月 13日，深圳市见奇公司总裁，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余来文先生为MBA学院师生带来一场

题为《企业商业模式：互联网思维的颠覆与重塑》的学术讲座。。

12月 13日，我校第 25届学术节闭幕式在蛟桥园足球场举行。副校长蒋金法、校团委相关负

责人、各学院党委分团委书记莅临现场。各学院学生干部代表及学术节参赛代表参加闭幕式。

12月 13日，由我校卢娜（国际学院）、应媛（工商学院）、祝芳芳（工商学院）和江锐（会

计学院）等四位本科生组成的团队，在工商学院案例中心胡海波博士和赵星博士的指导下，成为

中国唯一一支晋级第 20届国际商学院联盟案例大赛全球总决赛的队伍，并获得了 2015年 2月赴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与其他各国 15支高水平队伍同台竞技的入场券。

12月 14日，由南昌市乒乓球协会、博乒网南昌站主办，江西财经大学体育学院和教工乒乓

球协会共同承办的南昌市第十四届“江西财大杯”业余乒乓球积分团体赛在我校蛟桥园校区乒乓

球馆成功举行。本届赛事吸引了赣湘 53支乒乓球队的 200多名乒乓好手参加。经过 4轮共 114场
比赛的角逐，江西财经大学队获本届赛事团体桂冠。

12月 16日，南京大学与江西财经大学出版合作座谈会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在我校

举行。

12月 16日，应信息管理学院邀请，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聂建云教授来校进行学术交流，并

做了一场题为《搜索引擎演化：理解用户、服务用户》的学术报告。

12月 17日，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江西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奖情况的通报》（赣

教体艺字[2014]29号），我校选送的优秀作品在全省作品中脱颖而出，共获得艺术表演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7个、三等奖 7项，节目优秀创作奖 1个；学生艺术作品一等奖 4幅，二等奖 12幅，

三等奖 15幅；校长艺术作品二等奖 1幅，三等奖 1幅；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 3篇，二等奖 9
篇，三等奖 6篇；学生征文一等奖 1篇。艺术表演和艺术作品类指导教师奖 78人次。学校同时荣

获优秀组织奖。

12月 17日，香港中文大学博导魏雁滨教授应邀来人文学院做题为“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理

论与务实”及“社会工作督导”两场讲座。

12月 17日，中科技大学教授沈红来我校做了主题为“大学教师发展十讲”的学术报告。报

告由教务处许基南处长主持。

12月 17日，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助理熊永华一行 7人来我校调研。校长助理阙善栋和后勤保

障处、资产管理处等部门的同志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一会议室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461

12月 18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莅临我校，对新长城江西财经大学自强社活动开

展情况进行调研。副校长蒋金法出席调研座谈会，党委学工部负责人及自强社指导老师、学生代

表 20人参加座谈会。

12月 18日，我校 30名接受莱蒙国际资助的贫困学子参加了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南昌大

学承办的“新长城—莱蒙国际助学金江西省捐赠仪式暨爱心见面会”。

12月 18日，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副教务长Dr. Harvey Charles、弗兰克商学院院长Dr.Craig Van
Slyke、中国事务主任 Daniel Palm及中国事务副主任 Bruce Wang一行 4人访问我校。王小平副校

长会见了来访客人，国际处、金融学院、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负责人出席了会见。

12月 19日，我国著名军旅书画家沈一丹研究员应邀到艺术学院讲学。

12月 18至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计学学科评议组专家成员、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李

亚军教授应邀为艺术学院师生带来两场精彩的学术讲座。

12月 19日，江西理工大学校长罗嗣海率队来到我校，就深化教育改革、人才队伍建设、招

生就业等进行工作交流。校长王乔、副校长王小平、校长助理李良智出席交流会，教务处、继续

教育学院、人事处等相应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2月 19日，江西财经大学与纽约理工学院合作的 2014级中美合作项目 MBA项目（第十五

期）在我校正式开班。

12月 19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教育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史柏年教授应邀在人文学院“丹井论坛•名家系列”讲学。

12月 19日，我校在南区第三会议室召开 2015年度国家课题申报动员暨表彰大会。校党委书

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副校长蒋金法，校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援成，科研处负责人，各教研单位研

究人员代表等参加了会议。

12月 19日，我校举行 2014年“香港斯图特助学金”发放仪式。

12月 19日，我校举行 2014年干部党性修养与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结班仪式。校党委副书记

王金华出席。

12月 19日，校民主党派、统战团体负责人座谈会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七楼党派活动室召开。

12月 20日上午，由我校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

二届赣鄱金融论坛”在学校招待所会议厅举行。论坛的主题为“新形势下的江西金融创新与发展”。

12月 20日，在我校校友办和北京校友会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北京校友会国际学院分

会成立大会顺利召开。

12月 21日，上海校友会金融分会成立大会暨 2014年迎新会在沪胜利召开。

12月 21日，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汤晋苏司长一行 4人应邀到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

研究中心作学术报告。

12月 22日，学校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部署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工作，会上通

过了《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试行），明

确了党委主体责任（含各基层党委、党总支、党支部）、纪委的监督责任和具体要求，提出了加

强检查考核，严格责任追究，完善协调与保障机制的具体措施。

12月 24日，江西财经大学总裁校友林建设正式启动，首期十余颗大树在蛟桥园南区进行了

栽植。

12月 25日，在欢乐祥和的圣诞节日氛围中，2014年会计学院中外研究生文化交流会暨圣诞

联欢在招待所三楼会议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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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5日，由江西省公共安全视频技术研究中心、江西省数字媒体重点实验室和江西财经

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 2014年度“大数据环境下公共安全与数字媒体技术研讨会”在我校

召开。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蒋金法，江西省公安厅科信总队总队长董洛民，科研处、信息管理学

院负责人、首席教授以及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包含“楚天学者”、“东方学者”、“海河学

者”等与信息管理学院师生共 9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12月 26日，2014年全校办公室主任工作会议在南区综合楼第二会议室召开，全校办公室系

统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共同开展工作交流及业务培训。党办校办主任袁雄，副主任章蓉、郑威出

席了会议，党办校办副主任韩国玉主持了会议。

12月 26日，1%工程爱心店启动暨捐赠仪式在我校举行，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省委会主委、

“1%工程”基金理事会名誉理事长汤建人，团省委副书记伍复康，我校副校长蒋金法，民进省委

会专职副主委、“1%工程”基金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欧阳剑雄，民进省委会副巡视员、“1%工程”

基金理事会秘书长陈洪萍，中国联通江西省分公司总经理王竑弢，国际学院、宣传部、统战部、

学工部、校团委、后勤保障处负责人出席仪式。

12月 26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校区建设开工仪式在共青城市南湖新区大学城隆重举行。

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朱虹出席大会并讲话；江西省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厅长虞国庆主持仪式；

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副校长王小平，党办校办、现代经济管理学院主要负责人出席。学院 40余名

教职工代表到场观礼。

12月 27日，江西财经大学 2014届 EMBA班“相伴相惜，永信永恒”毕业晚会隆重举行。校

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助理阙善栋、李良智，MBA学院院长周玫、副院长吴良平、2012级各班

班主任及 2012级 EMBA全体学员齐聚一堂。

12月 27日，我校民建会员在我校民建主委、贸易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李秀香的带领下，来

到位于丰城市筱塘镇的赣龙大市场进行考察调研活动。民建江西省委会副主委赵波和机关干部、

我校统战部长陈丽萍等应邀参加了活动。

12月 28日，学校在蛟桥园报告厅举行 2014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校领导王乔、

吴照云、易小明、邓辉、阙善栋、李良智等出席，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及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领导、

导师代表、2014届博士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共计 260余人参加了典礼。

12月 28日，我校留学人员联谊会一行 40余人在副校长（会长）王小平、校务委员（副会长）

严武的带领下，前往樟树市考察调研。

212月 8 日，江西省第六届大学生物流设计与模拟经营大赛在赣南师范学院落下帷幕，我校

物流学子再创佳绩，由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物流管理系派出的啄木组合和百炼成钢两支参

赛队伍分别获得省一等奖和省二等奖，江西财经大学获得优秀组织奖。

12月 28至 31日，纪委书记杨建林带领校园建设处、审计处和网络信息管理中心等相关负责

人组成考察调研小组就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能（热）源塔热泵系统中央空调应用可行性分别赴上

海、镇江和扬州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先后考察了 2个能（热）源塔热泵系统中央空调厂家（辛普

森公司和江苏海雷德蒙新能源有限公司），4个示范工程（上海延安饭店、上海瑞金医院、镇江

技师学院综合楼、镇江职工文体中心）。

12月 30日，江西财经大学被中国扶贫基金会总部全票评为 2014善行 100•温暖行动“最具影

响力高校”。

12月 30日，美国阿拉巴马大学英语系刘迪驎教授应邀为外国语学院老师作了题为“让语法

和词汇的教学更有趣有效”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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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30日，江西省青年联合会成立 60周年纪念活动在我校蛟桥园大礼堂隆重举行。省政协

主席黄跃金，团省委书记、省青联名誉主席曾萍，省编办主任、省青联原主席李春燕，省国资委

主任陈德勤，省工商局副局长沈庆中，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谢斌，团省委副书记、省

青联主席孙鑫，团省委副书记、省青联副主席伍复康，省青联副主席郑璐，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

校长王乔等领导出席，其他九届青联副主席、常委、委员共计 800余人参加了活动。

12月 30日，统计学院 2014年度“东亿”奖助学金暨北京中视东升公司 2015年贫困生春节

慰问金发放仪式举行。

12月 31日，陈始发教授当选为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我院教师刘晓泉、李德满当选

为学会理事。

12月 31日，我校 2014年统一战线表彰暨迎新联谊活动在校工会活动室举行。校党委副书记

王金华、副校长邓辉出席活动并为“统一战线活动积极分子”获得者颁奖；学校各民主党派、统

战团体成员 80余人参加了活动。

(档案管理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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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校级发文目录

序号 公文字号 标题

1 江财党字〔2014〕1号 关于孙青玥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2 江财党字〔2014〕2号 关于伍世安同志兼任赛维公司独立董事的请示

3 江财党字〔2014〕3号 空

4 江财党字〔2014〕4号 空

5 江财党字〔2014〕5号 2014年民生工程安排意见

6 江财党字〔2014〕6号 关于表彰 2013年度综治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7 江财党字〔2014〕7号 关于表彰 2013年度先进单位的决定

8 江财党字〔2014〕8号 关于习金文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9 江财党字〔2014〕9号 江西财经大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测评体系（试行）》

贯彻执行情况自测自评工作实施方案

10 江财党字〔2014〕10号 江西财经大学优秀年轻干部人选推荐情况总体报告

11 江财党字〔2014〕11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第九届工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人选的请示

12 江财党字〔2014〕12号 江西财经大学超职数配备干部自查情况报告

13 江财党字〔2014〕1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

务分工表》通知

14 江财党字〔2014〕14号 关于表彰 2013年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

定

15 江财党字〔2014〕15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对外宣传报道奖励办法》的通知

16 江财党字〔2014〕16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各类学术讲座和报告会管理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

17 江财党字〔2014〕17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校区筹建工作领

导小组的通知

18 江财党字〔2014〕18号 关于 2014年度综治考核工作的通知

19 江财党字〔2014〕19号 空

20 江财党字〔2014〕20号 关于肖建文同志任职的通知

21 江财党字〔2014〕2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代会代表巡视制度（试行）》的通

知

22 江财党字〔2014〕22号 关于推荐 2014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的报告

23 江财党字〔2014〕23号 关于进一步健全校属单位纪检干部队伍建设的通知

24 江财党字〔2014〕2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管理规定》的通

知

25 江财党字〔2014〕25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 2013―2017年工作规划>实施意见》的通知

26 江财党字〔2014〕26号
关于我校党委组织部在工作主页面上转载中共中央办公厅《关

于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文件的情况

报告

27 江财党字〔2014〕27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开展“连心、强基、模范”三大工程，加强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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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文字号 标题

28 江财党字〔2014〕28号 江西财经大学纪检监察“三转”工作实施意见

29 江财党字〔2014〕29号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材料汇总综合报告

30 江财党字〔2014〕30号 空

31 江财党字〔2014〕31号 空

32 江财党字〔2014〕32号 关于毛细荣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33 江财党字〔2014〕33号 关于免去周星职务的通知

34 江财党字〔2014〕34号 关于重新核定校属机构及处级干部职数的通知

35 江财党字〔2014〕35号 关于对校属部分机构进行调整的通知

36 江财党字〔2014〕36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改革意见

37 江财党字〔2014〕37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高校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的专项调研

报告

38 江财党字〔2014〕38号 关于学校校属单位调配干部的请示

39 江财党字〔2014〕39号 关于表彰 2014级军训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40 江财党字〔2014〕40号 关于推荐王小平、孔凡斌两位同志担任副厅级干部的请示

41 江财党字〔2014〕4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共产党员志愿者服务活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

42 江财党字〔2014〕4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开展“为官不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43 江财党字〔2014〕43号 关于开展争做“四有好老师”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44 江财党字〔2014〕43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教学科研单位“去行政化”的改革意见

45 江财党字〔2014〕44号 关于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的通

知

46 江财党字〔2014〕45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

知

47 江财党字〔2014〕46号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48 江财党字〔2014〕47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49 江财党字〔2014〕48号 关于成立中共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研究生工作部的通知

50 江财党字〔2014〕49号 关于郑威任职的通知

51 江财党字〔2014〕50号 关于设立基层党委的通知

52 江财党字〔2014〕51号 关于调整相关党总支书记（副书记）职务名称的通知

53 江财党字〔2014〕52号 关于成立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的通知

54 江财党字〔2014〕53号 关于纪春福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55 江财党字〔2014〕54号 关于我校章卫东等三位教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相关请示

56 江财党字〔2014〕55号 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精神的报告

57 江财党字〔2014〕56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基层党组织建设考评办法(试行) 》的

通知

58 江财党字〔2014〕57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办法》的通

知

59 江财党字〔2014〕5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领导干部因公外出报告、因私请假制

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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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文字号 标题

60 江财党字〔2014〕59号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61 江财党字〔2014〕60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度考评方案》的通知

62 江财党字〔2014〕61号 关于开好 2014年度校、处两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通知

63 江财党字〔2014〕62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实施方

案》的请示

64 江财党字〔2014〕63号 关于对蔡升桂违纪违规问题的处理决定

65 江财党字〔2014〕64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化办学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咨询委

员会的通知

66 江财党字〔2014〕65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

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试行）

67 江财党字〔2014〕66号 江西财经大学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情况盘点分析报告

68 江财党字〔2014〕67号 关于报送《江西财经大学党委班子对照检查材料》的请示

69 江财党字〔2014〕6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学学院、科研单位专业技术管理岗

干部任用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70 江财党发〔2014〕1号 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改革精神全面深化教育事业改革的实

施意见

71 江财党发〔2014〕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72 江财党发〔2014〕3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点

73 江财党发〔2014〕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章程》的通知

74 江财字〔2014〕1号 关于恳请增拨 2013年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招生名额的请示

75 江财字〔2014〕2号 关于申请增列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报告

76 江财字〔2014〕3号 我校独立学院赴共青大学城办学情况专题报告

77 江财字〔2014〕4号 关于继续举办我校与美国纽约理工学院合作培养MBA项目并

增加招生人数的请示

78 江财字〔2014〕5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联合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开展应用型本科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工作的请示

79 江财字〔2014〕6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联合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开展应用型本科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工作的请示

80 江财字〔2014〕7号 关于启用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印章的通知

81 江财字〔2014〕8号 关于修改李继康学历认证信息的请示

82 江财字〔2014〕9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举办“机制设计与产业组织国际研讨会”的

请示

83 江财字〔2014〕10号 关于申请调整我校本专科招生计划结构的请示

84 江财字〔2014〕1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禁止吸

烟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85 江财字〔2014〕12号 关于利用 2013年化债资金加强学校内涵建设的请示

86 江财字〔2014〕13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贯彻落实全省对台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

87 江财字〔2014〕14号 关于对合作办学协议的意见

88 江财字〔2014〕15号 关于给予统战部等 17个单位通报表扬的决定

89 江财字〔2014〕16号 关于表彰 2013年度江西财经大学“科研十强”和“青年教师科

研五强”的决定

90 江财字〔2014〕17号 关于授予刘操等 10位同志 2013年度“服务十优”荣誉称号的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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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文字号 标题

91 江财字〔2014〕1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实施方案》的通知

92 江财字〔2014〕19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93 江财字〔2014〕20号 关于同意我校报废处置非线性编辑机、摄像机的请示

94 江财字〔2014〕21号 关于同意我校报废处置资产设备的请示

95 江财字〔2014〕22号 关于我校麦庐园北区新建学生公寓的请示

96 江财字〔2014〕23号 关于发布《江西财经大学非学历教育讲课酬金等发放标准的规

定》的通知

97 江财字〔2014〕24号 关于同意我校公务用车报废处置的请示

98 江财字〔2014〕25号 关于印发 2014年学校九届一次双代会《学校工作报告》的通知

99 江财字〔2014〕26号 关于解决我校办学中几个重要问题的请示

100 江财字〔2014〕27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院级英文网站建设的通知

101 江财字〔2014〕28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 2014级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新生学籍电子注

册的报告

102 江财字〔2014〕29号 关于申请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工作的请示

103 江财字〔2014〕30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校园开放日活动实施方案》的

通知

104 江财字〔2014〕31号 关于我校两个本科专业申报学士学位授予权的请示

105 江财字〔2014〕32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学风建设委员会的通知

106 江财字〔2014〕33号 关于更正王奇毕业信息的请示

107 江财字〔2014〕34号 关于我校邹秀清等三人申报 2014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

的请示

108 江财字〔2014〕35号 关于启用江西财经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印章的通知

109 江财字〔2014〕36号 关于我校纪念设施检查清理工作情况的报告

110 江财字〔2014〕37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报送学风建设“三落实、三公开”有关材料

的报告

111 江财字〔2014〕38号 关于李春长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112 江财字〔2014〕39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建设

项目申请报告

113 江财字〔2014〕40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编制问题的请示

114 江财字〔2014〕4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蛟桥园南北校区专家楼房屋产权交易、

抵押及产权证借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15 江财字〔2014〕4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公有住房使用权转让管理办法》的通

知

116 江财字（2014）43号 关于“江西财大麦庐园校区网吧”调查处理报告

117 江财字〔2014〕44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报江西省 2014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

目的报告

118 江财字〔2014〕45号 关于更改和补注册五名往届毕业生学历电子注册信息的请示

119 江财字〔2014〕46号 关于同意我校 2011级本科学生王婧妍提前毕业的请示

120 江财字〔2014〕47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项目施工工程招标文

件》补充有关内容的请示

121 江财字〔2014〕48号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转换专业的请示

122 江财字〔2014〕49号 关于修改我校陈和玮等六位同学学籍信息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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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江财字〔2014〕50号 关于更正鄂瑶等 4人学籍信息的请示

124 江财字〔2014〕51号 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陈卓尔等 1135名学生学士学

位的请示

125 江财字〔2014〕52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报 2014年度“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项目”的报告

126 江财字〔2014〕53号 空

127 江财字〔2014〕54号 空

128 江财字〔2014〕55号 空

129 江财字〔2014〕56号 空

130 江财字〔2014〕57号 空

131 江财字〔2014〕58号 空

132 江财字〔2014〕59号 关于调整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请示

133 江财字〔2014〕60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学术期刊认定的情况报告

134 江财字〔2014〕61号 关于请求批复麦庐园北区学生公寓 1#、2#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请示

135 江财字〔2014〕62号 关于恢复江西财经大学普通话培训测试站培训测试工作的申请

136 江财字〔2014〕63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及工作机构的通知

137 江财字〔2014〕64号 空

138 江财字〔2014〕65号 关于邀请省领导莅临我校出席 2014年“机制设计与产业组织”

国际研讨会开幕式的请示

139 江财字〔2014〕66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商企业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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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江财字〔2014〕67号 空

141 江财字〔2014〕68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科招生委员会的通知

142 江财字〔2014〕69号 关于成立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143 江财字〔2014〕70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周转房管理暂行规定 》的通知

144 江财字〔2014〕71号 关于我校 2014届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情况的报告

145 江财字〔2014〕72号 关于推荐“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申报人选的报告

146 江财字〔2014〕73号 关于调整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就业数据管理的请示

147 江财字〔2014〕74号 关于领导干部办公用房整改的通知

148 江财字〔2014〕75号 关于调整我校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收费标准的请示

149 江财字〔2014〕76号 关于严云生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150 江财字〔2014〕77号 空

151 江财字〔2014〕78号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往届毕业生毕业信息补注册的请示

152 江财字〔2014〕79号 空

153 江财字〔2014〕80号 关于我校天然气入户项目采取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请示

154 江财字〔2014〕81号 关于关于申请发放新进及职务职称晋升的在编职工住房补贴的

请示

155 江财字〔2014〕82号 空

156 江财字〔2014〕83号 关于教研单位办公用房整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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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江财字〔2014〕84号 关于认定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华东交通大学为小规

模纳税人的请示

158 江财字〔2014〕85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基本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159 江财字〔2014〕86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物资设备采购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160 江财字〔2014〕87号 关于统一报送办公用房整改方案的通知

161 江财字〔2014〕88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增设五个本科专业的请示

162 江财字〔2014〕89号 关于我校蛟桥园校区财大购物广场招租工作的报告

163 江财字〔2014〕90号 空

164 江财字〔2014〕91号 关于支持我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免费培养经济管理干部的请

示

165 江财字〔2014〕92号 空

166 江财字（2014）93号 关于设立江西财经大学广州市仁和函授辅导站的请示

167 江财字（2014）94号 空

168 江财字〔2014〕95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麦庐园校区物业移交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

169 江财字〔2014〕96号 关于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鸣起（副部级）到南昌参加中国社会

法学年会的报告

170 江财字〔2014〕97号 关于申请拨付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地方投资配套

建设资金的请示

171 江财字〔2014〕9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

172 江财字〔2014〕99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173 江财字〔2014〕100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174 江财字〔2014〕10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实施细则》

的通知

175 江财字〔2014〕10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家属区）住宅装修管理规定》的通

知

176 江财字〔2014〕103号 关于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鸣起（副部级）来南昌参加中国宪法

学年会的报告

177 江财字〔2014〕104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 2013-2014学年国家奖学金评审情况的报告

178 江财字（2014）105号 关于调整我校教师邹秀清赴英留学期限的请示

179 江财字〔2014〕106号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陈芳毕业信息勘误的报告

180 江财字（2014）107号 关于推荐我校尹忠海等 8人作为 2014年下半年青年骨干项目人

选的请示

181 江财字（2014）108号 空

182 江财字〔2014〕109号 关于参加我校节能监管平台验收的请示

183 江财字〔2014〕110号 关于 2013-2014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情况的报告

184 江财字〔2014〕111号 关于 2014年职称评定有关问题的请示

185 江财字〔2014〕112号 关于更正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付娟等七人毕业信息的报告

186 江财字〔2014〕113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特殊类型办学形式招生情况的报告

187 江财字〔2014〕114号 空

188 江财字〔2014〕115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科 2014级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情况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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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江财字〔2014〕116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普通本、专科在校生学籍电子注册情

况的报告

190 江财字〔2014〕117号 关于 2014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质量的自查报告

191 江财字〔2014〕118号 关于董慧英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192 江财字〔2014〕119号 关于我校 2014年研究生国家奖助学金评选工作报告

193 江财字〔2014〕120号 关于启用“江西财经大学幼儿园”印章的通知

194 江财字〔2014〕121号 关于调整我校全日制金融硕士和保险硕士专业学位收费标准的

请示

195 江财字〔2014〕12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临时人员校园安全稳定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196 江财字〔2014〕123号 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程造价管理等 2个本科专业挂靠相近

专业授予学士学位有关问题的请示

197 江财字〔2014〕12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的通知

198 江财字〔2014〕125号 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张丽等 645名学生学士学位

的请示

199 江财字〔2014〕126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职工重大疾病医疗费用互助办法》

的通知

200 江财字（2014）127号 关于调整我校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综合实验实训大楼

项目省级财政配套资金的请示

201 江财字（2014）128号 关于完善共青校区建设的请示

202 江财字（2014）129号 关于邀请朱虹副省长和委厅领导出席我校第三十届合唱艺术节

暨“12.9”大合唱活动的请示

203 江财字（2014）130号 江西财经大学科研经费、财政专项经费自查活动总结报告

204 江财字（2014）131号 关于补注册往届毕业生候岩等 4人学历电子信息的请示

205 江财字〔2014〕132号 关于核准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章程的请示

206 江财字〔2014〕13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评选办法》的通知

207 江财字〔2014〕134号 关于开展江西财经大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评选活动的通知

208 江财字（2014）135号 关于我校陈夏萍等 22名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在校生修改基本信息

的请示

209 江财字（2014）136号 关于我校刘玮娟等 56名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转换专业的请示

210 江财字（2014）137号 关于我校陈逸雪等 133名往届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补注册学历

信息的请示

211 江财字（2014）138号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2014级在校生转换专业、更改学习

形式的报告

212 江财字（2014）139号 空

213 江财字（2014）140号 空

214 江财字〔2014〕141号 关于发放新进和职务提升、职称晋升人员住房补贴的请示

215 江财字〔2014〕14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办公家具、设备配置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216 江财字〔2014〕14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资产管理工作考评暂行办法》的通知

217 江财字〔2014〕144号 关于给予蔡升桂行政记过处分的决定

218 江财字〔2014〕145号 空

219 江财字〔2014〕146号 关于李春根等职务聘任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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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江财字〔2014〕147号 关于更正 2008届毕业生方舒学历电子注册信息的请示

221 江财字〔2014〕148号 关于启用“江西财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印章的通

知

222 江财字〔2014〕149号 关于程扬渠、张利国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223 江财字（2014）150号 关于我校学生曾鹏浩一行 5人应邀赴台湾长荣大学短期学习的

请示

224 江财综合字〔2014〕1号 关于做好 2013年度文件材料归档工作的通知

225 江财综合字〔2014〕2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院级英文网站建设的通知

226 江财综合字〔2014〕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评选办法》的通知

227 江财综合字〔2014〕4号 关于开展江西财经大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评选活动的通知

228 江财阅字〔2012〕1号 关于印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在 2012年暑期工作会上

讲话的通知

229 江财阅字〔2012〕2号 关于印发廖进球同志在校党委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关于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讲话的通知

230 江财阅字〔2014〕1号 党委书记廖进球在九届一次教代会暨工代会上的讲话

231 江财阅字〔2014〕2号 关于印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在 2014年领导干部专题

学习培训班暨暑期工作会上讲话的通知

232 江财阅字〔2014〕3号 关于印发党委书记廖进球在 2014年领导干部专题学习培训班暨

暑期工作会上总结讲话的通知

233 江财阅字〔2014〕4号 关于印发党委书记廖进球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北师大重要讲话

精神座谈会上讲话的通知

234 江财阅字〔2014〕5号 党委书记廖进球在校党委中心组学习会上的讲话

235 江财阅字〔2014〕6号 关于印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在 2014年第 12次党委

中心组学习会上讲话的通知

236 江财教务字〔2014〕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教学督导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的

通知

237 江财教务字〔2014〕2号 关于聘请第十四届教学督导组成员的通知

238 江财教务字〔2014〕3号 关于表彰 2013年度“教学十佳”“金牌主讲教师”和“青年教

师教学奖”的决定

239 江财教务字〔2014〕4号 关于给予七名考试违纪学生处分的决定

240 江财教务字〔2014〕5号 关于表彰 2013年度国家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申报组织工作

先进单位的决定

241 江财教务字〔2014〕6号 关于公布 2014年度学校公派出国（境）研修（访学）计划的通

知

242 江财教务字〔2014〕7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无人监考暂行规

定》的通知

243 江财教务字〔2014〕8号 关于我校第四批（2007年、2008年、2011年）校级中青年骨干

教师聘期考核情况的通报

244 江财教务字〔2014〕9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学院招生、大类培养”全日制本科

学生分流方案 》的通知

245 江财教务字〔2014〕10号 关于给予艺术学院 2010级学生陈瑶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

246 江财教务字〔2014〕11号 关于给予 8名考试违纪学生处分的决定

247 江财教务字〔2014〕12号 关于表彰第十四批优秀教学成果奖的决定

248 江财教务字〔2014〕13号 关于给予 2008级钟良等 27名学生肄业处理的决定



472

序号 公文字号 标题

249 江财教务字〔2014〕14号 关于给予二十二名考试违纪学生处分的决定

250 江财教务字〔2014〕15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考务酬金发放办法》的通知

251 江财教务字〔2014〕16号 空

252 江财教务字〔2014〕17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奖励办法》的通知

253 江财教务字〔2014〕1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学院教分计算办法（修订）》的通知

254 江财教务字〔2014〕19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科“十佳毕业论文 (设计)”评

选实施办法 》的通知

255 江财教务字〔2014〕20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课程教学范式改革项目管理办法》的

通知

256 江财教务字〔2014〕21号 关于聘任第十五届教学督导组成员的通知

257 江财教务字〔2014〕22号 关于表彰 2014年度“教学十佳”“金牌主讲教师”和“青年教

师教学奖”的决定

258 江财人事字〔2014〕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劳务用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59 江财人事字〔2014〕2号 关于张军平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260 江财人事字〔2014〕3号 关于陈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261 江财人事字〔2014〕4号 空

262 江财人事字〔2014〕5号 空

263 江财人事字〔2014〕6号 关于对舒长青同志违反劳动纪律的处分决定

264 江财人事字〔2014〕7号 关于孙青玥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265 江财人事字〔2014〕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进人计划》的通知

266 江财人事字〔2014〕9号 关于表彰 2013年度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267 江财人事字〔2014〕10号 关于对艺术学院教师胡颖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268 江财人事字〔2014〕11号 关于给予闵建辉同志警告处分的决定

269 江财人事字〔2014〕12号 空

270 江财人事字〔2014〕13号 空

271 江财人事字〔2014〕14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推荐 2014年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272 江财人事字〔2014〕15号 关于陈星任职的通知

273 江财人事字〔2014〕16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财务结算中心”等校属机构的通知

274 江财人事字〔2014〕17号 空

275 江财人事字〔2014〕18号 关于第二轮岗位设置和聘用工作的通知

276 江财人事字〔2014〕19号 关于成立“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的

通知

277 江财外事字〔2014〕1号 关于我校黄新阳老师应邀赴台湾进行博士后研究的请示

278 江财外事字〔2014〕2号 关于我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约翰的请示

279 江财外事字〔2014〕3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校长王乔一行出访丹麦、瑞典的请示

280 江财外事字〔2014〕4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吴照云一行出访日本、韩国的请示

281 江财外事字〔2014〕5号 关于我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山口文明的请示

282 江财外事字〔2014〕6号 关于我校王善论等一行赴台参加暑期交流活动的请示

283 江财外事字〔2014〕7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出访英国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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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江财外事字〔2014〕8号 关于祁琪等 2人赴台交换学习的请示

285 江财外事字〔2014〕9号 关于周珊珊等 3人赴台交换学习的请示

286 江财外事字〔2014〕10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外国留学生“留学江财”奖学金实施

细则》的通知

287 江财外事字〔2014〕11号 关于我校续聘 5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288 江财外事字〔2014〕12号 关于周佳林等 5人赴台交换学习的请示

289 江财外事字〔2014〕13号 关于我校续聘两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290 江财外事字〔2014〕14号 关于我校学生成志策赴台交换学习的请示

291 江财外事字〔2014〕15号 关于我校学生陈海俊赴台暑期实习的请示

292 江财外事字〔2014〕16号 关于接收 FEARON ADAM TIMOTHY等 41名留学生来我校学

习的请示

293 江财外事字〔2014〕17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邓辉一行出访英国、法国的请示

294 江财外事字〔2014〕18号 关于我校聘请伊丽莎白等 5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295 江财外事字〔2014〕19号 关于我校李法贵等 2人应邀赴台的请示

296 江财外事字〔2014〕20号 关于我校教师李峰应邀赴台的请示

297 江财外事字〔2014〕21号 关于我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亚米丝的请示

298 江财外事字〔2014〕22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廖进球一行出访罗马尼亚、希腊的

请示

299 江财外事字〔2014〕2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管理规定（试行）》

的通知

300 江财外事字〔2014〕24号 空

301 江财外事字〔2014〕25号 关于接收 Raheem Bux Soomro等 3名留学生来校学习的请示

302 江财外事字〔2014〕26号 空

303 江财外事字〔2014〕27号 关于接收 NENASHEVA DIANA 等 2名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

示

304 江财外事字〔2014〕28号 关于我校教师陆晓兵赴台湾参加第十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的

请示

305 江财外事字〔2014〕29号 关于我校师生赴台参加 2014海峡两岸大学会计辩论赛的请示

306 江财外事字〔2014〕30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外国留学生招生工作相关规定(试行)》
的通知

307 江财外事字〔2014〕3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资助教师出国（境）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308 江财外事字〔2014〕32号 关于我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苏珊的请示

309 江财外事字〔2014〕33号 关于对 2014年国际化办学重点示范项目进行立项的通知

310 江财外事字〔2014〕34号 空

311 江财外事字〔2014〕35号 关于我校聘请约书亚等两位外国文教专家及邀请一位外教家属

来华的请示

312 江财外事字〔2014〕36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外国留学生课酬及相关津贴标准管理

规定（试行）》的通知

313 江财外事字〔2014〕37号 关于我校续聘两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314 江财外事字〔2014〕37号 关于我校吴照云教授一行 7人应邀赴台参加第八届海峡两岸企

业管理学术研讨会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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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江财外事字〔2014〕3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聘用专业外教和语言外教暂行管理办

法》的通知

316 江财外事字〔2014〕39号 关于接收 ERIC LIPKA 等 21位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317 江财外事字〔2014〕40号 关于接收留学生 Romero Benjiamin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318 江财学工字〔2014〕1号 关于同意对经济学院 2010级经济学专业学生李德明作退学处理

的决定

319 江财学工字〔2014〕2号 关于同意国际学院 2013级国际金融 1班学生何应锴退学的决定

320 江财学工字〔2014〕3号 关于同意工商管理学院 2012级国际市场营销 1班学生彭伟成退

学的决定

321 江财学工字〔2014〕4号 关于印发《第九届大学生创业技能竞赛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322 江财学工字〔2014〕5号 关于印发党委书记廖进球在 2014年全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的通知

323 江财学工字〔2014〕6号 关于公布我校 2014年学院大类招生专业设置的通知

324 江财学工字〔2014〕7号 关于同意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08级旅游管理 1班学生余悦退

学的决定

325 江财学工字〔2014〕8号 关于表彰“江西财经大学第九届创业技能竞赛月”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的决定

326 江财学工字〔2014〕9号 关于同意工商管理学院 2012级国际市场营销 1班学生王雁鸣退

学的决定

327 江财学工字〔2014〕10号 关于同意工商管理学院 2011级市场营销 1班学生余美娟退学的

决定

328 江财学工字〔2014〕11号 关于同意统计学院 2010级统计学 3班学生甘振辉退学的决定

329 江财学工字〔2014〕12号 关于表彰 2014届毕业生先进个人的决定

330 江财学工字〔2014〕13号 关于给予体育学院孙永东等 5位同学纪律处分的决定

331 江财学工字〔2014〕14号 关于解除王知然等 11位同学留校察看期的决定

332 江财学工字〔2014〕15号 关于同意国际学院 2011级国际会计 4班学生张家婷退学的决定

333 江财学工字〔2014〕16号 关于同意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0级旅游管理 1班学生胡锦轩

退学的决定

334 江财学工字〔2014〕17号 关于同意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0级旅游管理 1班学生李菡睿

退学的决定

335 江财学工字〔2014〕18号 关于同意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0级旅游管理 2班学生梁晨钰

退学的决定

336 江财学工字〔2014〕19号 关于表彰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新生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337 江财学工字〔2014〕20号 关于同意麦嘉绮、桑立婷和杨苏东 3位同学退学的决定

338 江财学工字〔2014〕21号 关于表彰 2014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339 江财学工字〔2014〕22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 2015届普通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

小组的通知

340 江财学工字〔2014〕23号 关于给予艺术学院 2014级音乐学专业学生刘叶取消学籍处理的

决定

341 江财学工字〔2014〕24号 关于表彰 2013—2014学年度本专科学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

决定

342 江财学工字〔2014〕25号 关于同意李昕然、丁江广退学的决定

343 江财学工字〔2014〕26号 关于给予经济学院2013级经济学1班学生亚库普•提拉克开除学

籍处分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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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江财学工字〔2014〕27号 关于表彰第三届“雁联之星”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345 江财学工字〔2014〕2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优质生源基地”建设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 的通知

346 江财学工字〔2014〕29号 关于同意董嘉新、陶鹤退学的决定

347 江财学工字〔2014〕30号 关于同意国际学院 2014级国际金融学 4班夏钰洋退学的决定

348 江财职称字〔2014〕1号 关于确定邹艳芬等 28位同志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通知

349 江财职称字〔2014〕2号 关于聘任邹艳芬等 28位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350 江财职称字〔2014〕3号 关于聘用匡小平等 4位同志担任教授二级岗位专业技术职务的

通知

351 江财职称字〔2014〕4号 关于章蕙同志具备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352 江财职称字〔2014〕5号 关于聘任章蕙同志担任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353 江财职称字〔2014〕6号 关于聘用蔡定萍等 5人到新的专业技术岗位的通知

354 江财职称字〔2014〕7号 空

355 江财职称字〔2014〕8号 空

356 江财职称字〔2014〕9号 空

357 江财职称字〔2014〕10号 空

358 江财职称字〔2014〕11号 关于聘任汪志刚等 56位同志担任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

通知

359 江财职称字〔2014〕12号 关于确定杨婷等 46位同志具备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通

知

360 江财职称字〔2014〕13号 关于确定沈敏等 12位同志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通知

361 江财职称字〔2014〕14号 关于聘任沈敏等 12位同志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362 江财财务字〔2014〕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363 江财财务字〔2014〕2号 关于修订《江西财经大学研究机构经费管理办法》奖励条款的

通知

364 江财财务字〔2014〕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教育事业经费预算》的通知

365 江财财务字〔2014〕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66 江财财务字〔2014〕5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后勤保障处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67 江财财务字〔2014〕6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MBA学院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68 江财财务字〔2014〕7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本科国际班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69 江财财务字〔2014〕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70 江财财务字〔2014〕9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财务管理办法》的

通知

371 江财财务字〔2014〕10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心财务管理办法》

的通知

372 江财财务字〔2014〕11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软件工程班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73 江财财务字〔2014〕1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当代财经〉杂志社财务管理办法》

的通知

374 江财财务字〔2014〕1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附中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75 江财财务字〔2014〕1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医院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376 江财监察字〔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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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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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江财研教字〔2014〕1号 关于表彰 2013年度“十大优秀研究生导师”的决定

378 江财研教字〔2014〕2号 关于表彰 2013年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的决定

379 江财研教字〔2014〕3号 关于聘任凌传繁教授为研究生培养（直接聘任）督导员的通知

380 江财研教字〔2014〕4号 关于公布 2014年博士研究生导师考核结果的通知

381 江财研教字〔2014〕5号 关于新增楼文高等 12位教师为我校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的通知

382 江财研教字〔2014〕6号 关于同意 2012级研究生占抒退学的决定

383 江财研教字〔2014〕7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三助”工作管理实施办法》

的通知

384 江财研教字〔2014〕8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的

通知

385 江财研教字〔2014〕9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改革实施办法》

的通知

386 江财研教字〔2014〕10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评

选实施办法》的通知

387 江财研教字〔2014〕11号 关于重新划定研究生经费使用办法的通知

388 江财研教字〔2014〕12号 关于成立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389 江财研教字〔2014〕13号 关于表彰 2013—2014学年度研究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390 江财研教字〔2014〕14号 关于同意 2013级研究生张健退学申请的决定

391 江财研教字〔2014〕15号 关于新增占小军等 82位教师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通知

392 江财研教字〔2014〕16号 关于新增陈小彬等 179位同志为我校专业学位兼职硕士生导师

的通知

393 江财研教字〔2014〕17号 关于新增肖鸿晶等 20位同志为我校专业学位兼职硕士生导师的

通知

394 江财科研字〔2014〕1号 关于成立管理决策研究所的通知

395 江财科研字〔2014〕2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科研成果确认与登记管理办法》的通

知

396 江财科研字〔2014〕3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科研成果计分细则》的通知

397 江财科研字〔2014〕4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重要研究项目经费配套资助管理办法》

的通知

398 江财科研字〔2014〕5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管理办法》的通知

399 江财科研字〔2014〕6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的通知

400 江财科研字〔2014〕7号 关于公布 2013年度校级课题立项的通知

401 江财科研字〔2014〕8号 关于公布 2012-2013年度江西财经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

展优秀科研成果奖的通知

402 江财科研字〔2014〕9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科研十强”评选办法》的通知

403 江财科研字〔2014〕10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青年教师科研五强”评选办法》的

通知

404 江财科研字〔2014〕11号 关于成立保险资金运用研究中心的通知

405 江财科研字〔2014〕12号 关于公布第五批（2014年度）优秀青年学术人才支持计划入选

名单的通知

406 江财科研字〔2014〕13号 关于表彰 2014年度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优秀单位和先进单位

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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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江财科研字〔2014〕13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的通知

408 江财科研字〔2014〕14号 关于不同类别人员的科研项目经费配套及成果奖励标准的规定

409 江财学位字〔2014〕1号 关于授予 2014届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生张清馨等 4724人学士

学位的决定

410 江财学位字〔2014〕2号 关于授予鲍韵等 2014届研究生博士学位的决定

411 江财学位字〔2014〕3号 关于授予孙艳菲等 2014届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决定

412 江财学位字〔2014〕4号 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自考）本科毕业生陈卓尔等 1135名学

生学士学位的决定

413 江财学位字〔2014〕5号 关于授予王宏飞等 2014届研究生博士学位的决定

414 江财学位字〔2014〕6号 关于授予陈栋等 2014届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决定

415 江财学位字〔2014〕7号 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自考）本科毕业生张丽等 645名学生

学士学位的决定

416 江财职教字〔2014〕1号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1级商务英语专业赖甜同学退学的决

定

417 江财职教字〔2014〕2号 关于对职业技术学院 2011级商务英语专业李兰芳同学作退学处

理的决定

418 江财职教字〔2014〕3号 关于对职业技术学院 2011级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洪玲娟作退学处

理的决定

419 江财职教字〔2014〕4号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3级电子商务专业谭聪退学申请的决

定

420 江财职教字〔2014〕5号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 2013级财务管理专业张克凡同学退学申

请的决定

421 江财职教字〔2014〕6号 关于对职业技术学院 2011级酒店管理专业凌引红同学作退学处

理的决定

422 江财职教字〔2014〕7号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杜嘉莉等 8位同学退学的决定

423 江财职教字〔2014〕7号 关于同意职业技术学院李倩倩、黄维退学的决定

424 江财继教字〔2014〕1号 关于表彰 2013年度先进函授站和函授教育先进工作者及优秀函

授兼职教师的决定

425 江财继教字〔2014〕2号 关于聘任李国彬等 92位同志为我校函授教育兼职教师的决定

426 江财函字〔2014〕1号 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来函的回复

427 江财函字〔2014〕2号 空

428 江财函字〔2014〕3号 关于恳请解决我校保障房小区开辟出口通道受阻的函

429 江财函字〔2014〕4号 关于我校附属中学占用九四九○七部队军用土地事宜的复函

430 江财函字〔20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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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江财函字〔2014〕6号 关于办理我校学生赴港实习入境签注手续的函

432 江财函字〔2014〕7号 关于我校附属中学占用空军 94907部队军用土地事宜的复函

433 江财函字〔2014〕8号 关于请求将乔文芳烈士墓迁移至烈士陵园的函

434 江财函字〔2014〕9号 关于在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设立函授教育辅导站的函

435 江财函字〔2014〕10号 关于 2014年在广东省投放招生计划的承诺函

436 江财函字〔2014〕11号 关于给予我校万常选教授取保候审处理的函

437 江财函字〔2014〕12号 关于请求协调解决我校引进高层次人才配偶工作调动问题的函

438 江财函字〔2014〕13号 关于在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设立函授教育辅导站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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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江财函字〔2014〕14号 关于申请建设科技金融信息共享平台的函

440 江财函字〔2014〕15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取消 2014年出国（境）团组培训的函

441 江财函字〔2014〕16号 关于设立滨州市书雁教育培训学校函授教育辅导站的函

442 江财函字〔2014〕17号 关于请求将我校列为江西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综合改革试点专

科专业主考学校的函

443 江财函字〔2014〕18号 关于请求批准我校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第二学历试点工

作的函

444 江财函字〔2014〕19号 关于请求增加自学考试综合改革试点本科专业的函

445 江财函字〔2014〕20号 空

446 江财函字〔2014〕21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 2014年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
项目免费指标分配的函

447 江财函字〔2014〕22号 关于同意张华全时脱产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函

448 江财函字〔2014〕23号 关于欢迎见义勇为考生柳艳兵、易政勇到我校就读的函

449 江财函字〔2014〕24号 关于对我校节能监管平台验收的申请

450 江财函字〔2014〕25号 关于为江西财经大学公共租赁住房小区提供市政供水接口及表

计的函

451 江财函字〔2014〕26号 关于设立我校云南昆明函授站撤消我校云南普洱函授站招生的

报告

452 江财函字〔2014〕27号 关于给予铅山县虹桥乡防洪堤修复项目资金扶助的函

453 江财函字〔2014〕28号 关于申请建设麦庐园北区配电房的函

454 江财函字〔2014〕29号 关于申请建设公租房小区门卫室的函

455 江财函字〔2014〕30号 关于给予铅山县红侨乡虹桥村安全饮水工程项目资金扶助的函

456 江财函字〔2014〕31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教育培养成本监审结论告知书》的回复

457 江财函字〔2014〕32号 关于请求发放我校图文信息大楼开工令的函

458 江财函字〔2014〕33号 关于推荐免费攻读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硕士（EMBA）项目人选的函（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

459 江财函字〔2014〕34号 关于推荐免费攻读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硕士（EMBA）项目人选的函（江西省教育厅）

460 江财函字〔2014〕35号 关于合作建设垃圾中转站的函

461 江财函字〔2014〕36号 关于将我校部分家属宿舍列入棚户区改造范围的函

462 江财函字〔2014〕37号 关于收回我校购地款的函

463 江财函字〔2014〕38号 关于推荐李秀香教授担任江西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评审专

家的复函

464 江财函字〔2014〕38号 关于通报贵省考生在我校 2014年艺术专业校考中参与舞弊及我

校调查处理意见的函

465 江财函字〔2014〕39号 关于申请立项建设麦庐园北区配电房的函

466 江财函字〔2014〕40号 关于请求将我校列为贵行招聘目标院校的函

467 江财函字〔2014〕41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枫林园、麦庐园校区天然气安装工程的函

468 江财函字〔2014〕42号 关于同意王自力同志参加 2014年江西省领导干部赴新加坡“生

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专题培训班的函

469 江财函字〔2014〕43号 关于恳请将我校联合招生列入本科一批层次招生的函

470 江财函字〔2014〕44号 关于申请进入“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网络平台进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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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的函

471 江财函字〔2014〕45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董事会董事及其

法定代表人、院长的推荐函

472 江财函字〔2014〕46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招标委员会成员

的推荐函

473 江财函字〔2014〕47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过渡时期领导体制的建议

474 江财函字〔2014〕48号 关于聘请吴汉东教授担任我校法学院名誉院长的函

475 江财函字〔2014〕49号 关于请求将我校列为贵公司招聘目标院校的函

476 江财函字〔2014〕50号 关于请求将我校列为贵集团公司招聘目标院校的函

477 江财函字〔2014〕51号 关于推荐易剑东同志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参加集中培训的函

478 江财函字〔2014〕52号 关于提交 2015年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的函

479 江财函字〔2014〕53号 关于延期派出我校教师杨寿渊的请示

480 专题会纪〔2014〕1号 江西财经大学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 2014年第一次工作会议纪要

481 专题会纪〔2014〕2号 江西财经大学与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合

作办学洽谈会议纪要

482 专题会纪〔2014〕3号 2014年第 1次校友办、共建办工作协调会纪要

483 专题会纪〔2014〕4号 江西财经大学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 2014年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

484 专题会纪〔2014〕5号 青山园校区管理工作协调会纪要

485 专题会纪〔2014〕6号 关于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经济与管理”示范性硕士点划归财

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协调会会议纪要

486 专题会纪〔2014〕7号 麦庐园校区物业外包项目移交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纪要

487 专题会纪〔2014〕8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信息公开工作协调会会议纪要

488 专题会纪〔2014〕9号 江西财经大学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 2014年第三次工作会议纪要

489 专题会纪〔2014〕10号 江西财经大学公共环境整治工作协调会会议纪要

490 专题会纪〔2014〕11号 2014年第 1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

491 专题会纪〔2014〕12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4-2015第一学期留学生座谈会纪要

492 专题会纪〔2014〕13号 天然气进校入户工作协调会会议纪要

493 专题会纪〔2014〕14号 后勤保障处 2015年项目经费预算及合同工管理协调会会议纪要

494 专委会纪〔2014〕1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暨文献资源建设专家

组会议纪要

495 专委会纪〔2014〕2号 2014年第 1次校学术委员会会议纪要

496 专委会纪〔2014〕3号 江西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4年第 1次会议纪要

497 专委会纪〔2014〕4号 江西财经大学军训领导小组 2014年军训工作会议纪要

498 专委会纪〔2014〕5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学生体测工作会议纪要

499 专委会纪〔2014〕6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4年体育运动委员会会议纪要

500 专委会纪〔2014〕7号 空

501 专委会纪〔2014〕8号 空

502 专委会纪〔2014〕9号 江西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4年第 2次会议纪要

（党办、校办提供，档案管理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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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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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度《江西财经大学年鉴》。本《年鉴》力求真实、准确地记录学

校的主要工作，全面、系统地反映学校建设、发展和改革前进的情况，以便为领导

决策提供参考，制定规划提供依据，也为今后校史编写积累资料。

《江西财经大学年鉴》属连续性编研资料，每年一册。本《年鉴》所反映的内

容时间上除有特殊说明外，均为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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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得到了校属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

心感谢。

档案管理中心

2015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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