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目  录 

学校简介 

学校简介 ························································································ 1 

专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工作要点 ··························································· 6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工作总结 ·························································· 11 

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在九届三次教代会暨工代会上的讲话 ··························· 17 

校长王乔在九届三次教代会暨工代会上的工作报告 ································· 24 

党政领导 

学校领导 ······················································································· 34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 34 

处级干部名册 ················································································· 35 

统战工作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名单 ··················································· 46 

副处级以上党外干部名单 ·································································· 47 

机构设置 

管理机构 ······················································································· 50 

学院设置 ······················································································· 51 

科研机构 ······················································································· 52 

2016 年机构、领导小组（委员会）等调整情况 ······································ 54 

学院情况 

工商管理学院 ················································································· 6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 62 

会计学院 ······················································································· 63 

国际经贸学院 ················································································· 64 

经济学院 ······················································································· 66 



 

 2

金融学院 ······················································································· 68 

统计学院 ······················································································· 69 

信息管理学院 ················································································· 7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 72 

法学院 ·························································································· 75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 77 

外语学院 ······················································································· 78 

人文学院 ······················································································· 80 

艺术学院 ······················································································· 81 

体育学院 ······················································································· 82 

马克思主义学院 ·············································································· 83 

EMBA 教育学院 ·············································································· 84 

国际学院 ······················································································· 84 

创业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 86 

继续教育学院 ················································································· 88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 89 

研究生教育 

2016 年毕业研究生名单 ···································································· 91 

本专科教育 

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 106 

2016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 ···························································· 107 

2016 届普通本科毕业生专业及人数统计 ············································· 121 

2016 届普通本科毕业生生源情况 ······················································ 123 

2016 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 127 

2016 届专科毕业生名单 ·································································· 143 

2016届成人高等教育（自考）本科毕业生获得学士学位名单 ························ 146 

体育运动及军训工作 

校体育运动会 ··············································································· 153 

运动竞赛 ····················································································· 154 

大学生体质测试 ············································································ 154 

军 训 ························································································ 154 



 

 3

科学研究 

2016 年度各类纵向课题立项汇总表 ··················································· 156 

2016 年度各类纵向课题结项一览表 ··················································· 168 

2016 年度各类横向课题结项一览表 ··················································· 185 

2016 年度权威刊物发表论文一览表 ··················································· 190 

2016 年度著作出版信息一览表 ························································· 204 

2016 年度专利成果信息一览表 ························································· 218 

2016 年度收录情况一览表 ······························································· 221 

2016 年度全国与国际性学术会议一览表 ············································· 245 

2016 年度江西财经大学聘任客座教授一览表 ······································· 247 

教职工 

职务任免情况 ··············································································· 249 

职称评聘情况 ··············································································· 265 

2016 年退休人员名单 ····································································· 271 

对外合作交流 

对外合作交流 2016 年大事记 ··························································· 273 

境外合作院校、机构一览表 ····························································· 287 

2016 年新增合作院校名单 ······························································· 292 

国家公派留学项目情况 ··································································· 293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项目 ··································································· 295 

我校召开国际会议情况 ··································································· 296 

教师参加国际会议情况 ··································································· 297 

教师短期出访情况 ········································································· 299 

来华留学生名单 ············································································ 301 

2016 年来华留学生春季结业名单 ······················································ 319 

2016 年来华留学生秋季结业名单 ······················································ 323 

教辅工作 

财务管理 ····················································································· 324 

校园建设 ····················································································· 325 

图书管理 ····················································································· 326 

图书教材采购 ··············································································· 328 



 

 4

档案管理 ····················································································· 330 

网络信息管理 ··············································································· 332 

出  版 

两刊概况 ····················································································· 335 

两刊学术顾问 ··············································································· 337 

两刊编委会 ·················································································· 337 

附属单位 

医  院 ························································································ 338 

附  中 ························································································ 341 

光荣榜 

2016 年度校属单位受上级部门表彰情况 ············································· 345 

2016 年度先进单位 ········································································ 352 

2016 年度嘉奖单位 ········································································ 352 

2016 年度综治工作先进单位 ···························································· 352 

2016 年度“教学十佳” ·································································· 352 

2016 年度“科研十强” ·································································· 352 

2016 年度“服务十优” ·································································· 352 

第二届“教育终身成就奖” ····························································· 353 

2016 年度“十大优秀研究生导师” ··················································· 353 

2016 年度主干课程金牌主讲教师 ······················································ 353 

2016 年度“青年教师教学奖” ························································· 354 

2016 年度“青年教师科研五强” ······················································ 354 

2016 年度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优秀单位和先进单位 ··························· 354 

2016 年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 354 

2016 年度校友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 355 

大事记 ························································································· 356 

2016 年度校级发文目录 ························································ 434 

编后语 ························································································· 45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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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教育学

院、国际学院、创业教育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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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 个省协同创新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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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经济预测与决策研究中心共 3 个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有中澳亚太资本市场、现代商务研究中心、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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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科技金融研究中心、江西生态法律研究中心等与学

院合署或挂靠学院的科研机构。 

5、学科专业：学校现有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工学、文学、理学、艺术等

学科门类；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统计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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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

点，70 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17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52 个本科专业；1998

年获批江西省首家 MBA 办学权，2009 年获批江西省首家 EMBA 办学权；拥有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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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政学、法学），有 3 个江西省“十二五”高水平学科、7

个江西省“十二五”重点学科、3 个江西省“十二五”示范性硕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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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均获“优秀”等次。2001 年和 2009 年两次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拥有 8 门国

家精品课程、1 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3 门国家级双语示范教学课程、3 个国家

级教学团队、1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 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2 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为全国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学校、大学生

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学校和教育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迄今我校国家质

量工程项目总计 29 项（含教学成果奖 2 项），国家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2 项，江西省

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1 个，拥有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 42 个，拥有省级实验示范中心

达 8 个。学校于 1994 年（全国较早）实行学分制，学生可以选修双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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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学校获得优秀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资格。 

7、科研工作：学校在 2015 年取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 25 项，其中重

大项目 2 项，第 18 次位居江西第一，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 29 位。近年来，10 余项

研究成果编入国家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并送中央领导决策参考，百余篇研究成

果、调研报告获中央及省部领导批示。具有代表性的是李秀香教授的成果连续两年

获得国家级领导人的重要批示，其负责的《调查反映我国湿地生态系统面临四大危

机亟待国家加大保护力度》获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要批示。学校教

师近 6 年来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00 项，在经济管理、法学、计算机等学科领

域国际一流刊物，在《中国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经济研究》、《管

理世界》、《法学研究》等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 600 余篇，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西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150 余项。学校现有 1 个江西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 个江西省重点

实验室、1 个江西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主办的《当代财经》（月刊）入选“全国三十

佳社科学报”和“新闻出版署百强优秀期刊”，“理论经济”栏目入选教育部名栏建设工

程；《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双月刊）入选“全国优秀社科学报”，两刊均为 CSSCI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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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期刊。学校依托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智力优势，紧密联系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聚焦江西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与建设重大现实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

政府、企业和社会管理部门提供具有重大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政策建议和咨

询意见，相关论文成果多次获得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等省主要领导的批示，充分发

挥了我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智囊团”与“决策库”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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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人、

副教授 469 人；博士 511 人；外教 38 人；博士生导师 92 人；硕士生导师 482 人；

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2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4 人，全国模范教师 2 人，全国

优秀教师 10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3 人，全国“百千万工程”人才 2

人，全国专业学位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3 人，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人选 29

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73 人，江西省高校骨干教师 44 人，江西省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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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学会会长周远清，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等担任我校顾问；国内外 330 余名著

名学者、专家和企业家受聘为我校客座教授。 

9、招生就业：通过多年发展，形成了以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为主体，高职

教育、继续教育、留学生教育为补充的办学格局。学校面向全国 30 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招生，其中在 27 个省份一本招生，近年来在江西省招生投档线和录取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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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生有 2.5 万人。各类研究生近 5 千人。就业工作保持良好态势，2012 年硕士研

究生、普通本科、专科初次就业率居江西省第一，其他层次均居省高校前列。获江

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优秀等

级”等荣誉。2010 年学校被教育部评为首批“全国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2012 年

获得国务院表彰的“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称号。近五年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先后 4 次报道学校人才培养及就业工作。 

10、国际办学：学校坚持开放办学，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石溪分校、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思克莱德大学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 85 所高校建立

了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现有研究生、本科等各层次学生境外交流项目 84 个。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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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正式成为国际交换生组织（ISEP）中国大陆首家成员大学，自 2011 年起我校学生

有机会进入全球 4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所大学（其中美国 175 所大学）进行交换

学习与交流。学校获批为全国托福考点、GRE 考点、ACCA 考点。学校 2002 年成

立国际学院，开办本科教学试验班，设有会计学（国际会计）、国际经济与贸易（国

际商务）、金融学（国际金融）、金融学（注册金融分析师）四个专业方向，长期聘

任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知名高校的教师授课，现有在校生 2000 多人，学校还在相关

学院开设了会计学（ACCA 方向）、国际市场营销、国际贸易等涉外专业，教学方式

和资源与国际接轨，目前初步形成了“教学相长、中西合璧、外引内联、高位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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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化办学特色。自 2003 年以来，有 1000 余名学生于在校期间分赴英国、奥地

利、芬兰、荷兰、德国、法国等国高校交换或交流学习，有 300 余名学生毕业后赴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排名世界前 100 名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我校自 1999 年

招收第一批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的留学生，目前学校有 30 余门用英语授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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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生选择。2015 年我校新招收 145 名留学生，其中学历生 64 人，交换生 19 人，

语言生 62 人，至此，我校本学期留学生在校人数达到 170 人，创历史新高。2015

年 8 月，从国家汉办传来喜讯，我校与英国考文垂大学联合申办孔子学院成功，实

现了我校孔子学院建设零的突破，标志着我校国际化办学取得重大进展。英国考文

垂大学孔子学院也是我省在英国的第一所孔子学院。我校于 2013 年获得“中国政府

奖学金来华留学生培养”单位资格，由此我校可接收受“中国政府专项奖学金-支持地

方政府学历生奖学金”、“中东欧学分生奖学金”等多项奖学金资助的来华留学生。与

此同时，江西省政府也为我校提供了“江西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11、党建团学工作：学校按照“保方向、凝人心、促发展”的党建工作思路，大

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学校多年坚持“国旗日日升、好事月月评、红歌年年唱”。“明

德网”被评为江西省高校示范性网站。2003 年和 2007 年两次省党建工作评估均获评

“优秀”等次。 

学生获得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第一名、全球 ACCA（英国特许会计师）课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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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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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赛一等奖、博创杯大学生嵌入式大赛全国一等奖、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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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双语求职王语文大赛冠军、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等荣誉，

学生社团绿派社获全国“百佳学生社团”、团中央“保护母亲河”项目等荣誉，大学生

网球队获批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 

学校基本形成了以国家助学贷款为渠道、以勤工助学为手段、以奖、助学金为

主导、以社会资助为补充、以困难补助为保障、以学校“奖、免、补、缓”等各项资

助为特色的“六位一体”多元化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和长效机制，年发放各类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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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最高 800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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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先后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法制教育先进单位”、“全国高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

大学生军训先进集体”、“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江西省文明单

位”、“江西省高校党建工作先进单位”、“江西省高校校风建设文明单位”、“江西省平

安单位”、“江西省大学生思政工作先进高校”、“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称号。 

学校办学以来，已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 10 余万人，多数学生现已成为所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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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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危朝安，

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龚建华，副省长谢茹、省政协副主席胡幼桃，黑龙江

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甘肃省副省长李荣灿，海南省副省长陆俊华，河

北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董仚生等优秀党政干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

副校长吴晓求，著名会计审计学家、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秦荣生，著名会计

学家、广州大学校长魏明海，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樊启淼等知名学者。据资料显

示，学校排名中国财经类大学排行榜第 7 名、中国 CFO 大学排行榜第 5 名、中国造

富大学排行榜第 16 名、中国高管校友大学排行榜第 30 名、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

榜第 47 名、中国大学生创业竞争力排行榜第 59 名、中国大学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

校友榜第 60 名、高考生最喜爱的百强大学榜第 71 名、中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排行榜

第 86 名、中国大学杰出校友排行榜第 89 位、全国毕业生质量排行榜江西省第 1 名。

近三年，《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江西日

报》、江西卫视等众多中央和地方媒体对学校进行了近千次的报道。 

（数据来源：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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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工作要点 

2016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学校工作的总体思路是：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十三五”规划精神，以学校第五次党代会召开为契

机，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抓手，瞄准“双一流”目标，推进“三大工程”，加大七个工

作力度，强化内涵建设，提升办学质量，促使学校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为推进“十

三五”时期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打开良好局面、奠定坚实基础。 

一、瞄准“双一流”目标，进一步拓展办学平台 

围绕国家和我省“双一流”建设方案，坚持与国家重大战略和需求同向前行，

始终站在行业领域和人才培养的前沿，使我校人才培养特色更加鲜明、学科竞争优

势更加显著、社会贡献度和美誉度更加突出。 

积极探索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巩固财经高校第一方阵的地位。整合

学科梯队、科研成果等资源，做好国家“一流学科”和省高水平学科建设申报工作，

遴选出 1-2 个基础扎实、人才集聚、成果突出、影响较大的重点学科予以重点扶持，

明确学科建设重点，聚焦学科发展方向，作好冲刺国家“世界一流学科”的准备，

力争在“十三五”期间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行列，并遴选若干学科进

入省级高水平学科建设行列。 

继续抓好省部共建平台和战略合作平台建设。利用共建平台，加强与其它共建

财经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领域的协同合作，拓展合作交流空间。 

二、推进三大工程，进一步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一）继续推进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工程，彰显育人特色 

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继续探索“学院招生、大类培养”模式，不断完善相

应的课程改革和学生分流办法。继续做好江西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工作。根据本科

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修订 2016 级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以生为本、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和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课程建设，制定慕课课程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重点建设 6 门慕课课程，

鼓励师生使用网络平台在线课程。修订“金牌主讲教师”评选办法。推进教学范式

改革，鼓励教师运用翻转课堂、探究式等范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修订教材选用

管理办法，开展“十三五”规划教材和省级优秀教材申报工作。完善无人监考制度。

加强教学管理信息化，启用“新版学分制系统”和“学生分流系统”。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组织学生广泛参加全国性赛事，增强创新创业能力。

引进和培养并重，打造高质量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加强与政府、企业、投融资机构



 

 7

的联系，争取更多政策和支持。 

加强实践育人。进一步落实“三三四四”实践育人体系，继续落实本科实践育

人工作实施方案，开展实践教学项目建设。建立实践教学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实现

实践资源共享。继续组织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及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申报

工作，建设虚拟仿真实验云平台。二次开发网络教学综合服务平台，建立“互联网+”

学科竞赛培训与服务平台，完善经管类学科竞赛培训体系和管理体系。 

树立科学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观，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进一步改革完善研

究生招生制度，改善生源结构质量，加强招生制度和培养模式的有机衔接。探索个

性化、灵活性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统筹安排学术学位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阶段，

科学设计研究生培养方案，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设计课程图谱，优化课程体系。加

强研究生课程建设和专业学位案例建设，落实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和听课制度。鼓励

创新创业活动，加强研究生创新和联合培养基地的申报和建设。健全教学合格评估

与认证相结合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结合国际国内标准，推进 MBA 教育的

国际认证和其它学科专业的认证及评估工作。改变单一以科研成果为标准的导师评

价机制。进一步健全校院两级研究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理清各自管理职责。 

（二）推进科研创新驱动工程，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改革和创新科研体制机制，探索建立跨学科学术团队，聚焦方向、整合资源、

协同创新，逐步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的江财学术品牌。建立以质量和效果为导向的科

研评价机制，为科研高端成果和创新人才的涌现提供激励，进一步净化学术生态和

学术风气。发挥科研的辐射作用，促进科研为人才培养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为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全面提升科研水平和质量。加强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培育，鼓励教师申报国家

级重点、重大科研项目，加强项目实施管理，提升国家课题立项率。进一步推动我

校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健全激励机制支持学生参加科学研究，培养学生科研能力。

促进科研成果有效推广，扩大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 

打造一流的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新型智库。整合资源，集中优势，重点建设 1-2

个江西急需、国内一流的新型智库，在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

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加强科研管理，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提高科研管理水平。进一步抓

好科研文献信息库建设，加强科研成果统计工作，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协调发展

提供依据。抓好省级“2011 协同创新中心”、各类研究基地建设和管理。召开 1-2 个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学术会议。 

（三）推进人才强校工程，提升师资队伍整体水平 

持续加强人才引进，汇聚高端领军人才。优化人才引进程序，大力引进海内外

高精尖人才，特别是有国际化背景、学科贡献度高的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及创新团队，

力争实现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方面的重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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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加强人才提升，为人才成长创造条件。加强中青年教师职业发展指导，建

立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和个性化事业发展支持计划，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

潜力的新一代学科、学术带头人，着力构建高水平学术团队。鼓励并支持教师参加

培训与出国交流访问。充分发挥博士后流动站的择人、用人和流动的机制效应，用

好用活师资博士后制度。 

完善人才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将“百名人才支持计划、人才引进、分类管理、

职称晋升、转岗分流”五方面改革落到实处，完善岗位绩效工资与年薪制相结合、

外部激励与内部激励相结合的薪酬分配体系。统筹建设专任教师、辅导员、管理人

员三支队伍，探索建立职业发展通道。 

三、加大七个工作力度 

（一）加大党建思政宣传工作力度 

组织召开第五次党代会。以学校自身的发展状况和发展需要为依据，审定并全

面实施“十三五”发展规划。进一步描绘争创“双一流”和“百年名校”建设的蓝

图，明晰未来 5-10 年学校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发展路径，夯实工作举措。进一

步凝心聚力，激发全校上下“使命自觉、创建自信、差距自省、奋斗自强”的共识

和共鸣，为学校下一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的

重要论述，紧紧围绕“五个扎实”的重要要求，对照“三严三实”从紧从严抓好党

建工作，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人才队伍建设，抓好党委中心组的学习，开展

星级党组织创建工作，切实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坚持立德树人，牢牢掌控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建设好、

运用好、管理好校园网等网络阵地，加强对学术论坛、讲座报告的管理工作，加大

学校外宣工作力度，推进校报和校广播电视台节目上网工作，形成新媒体与传统媒

体融合、网上网下互动的宣传思想新格局。 

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大学生管理服务体制

和机制改革力度，探索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 

加强群团组织和民主党派及统战团体自身建设，完善“党外人士之家”的有关

工作。 

（二）加大改革举措的落实力度 

学校积极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先后推出了大类招生、师资建设、研究生教育、

科研、后勤等 15 项改革方案，今年要扎实有效地推进各项改革举措的落实。首先从

质量观、教育观、人才观等入手，进一步解放思想，人人争做改革促进派；其次要

真抓实干，建立健全改革责任制，列出“改革责任清单”，健全动态调整机制、督查

督办机制和定期通报机制，及时总结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主动破解发展困难，把

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第三要大力营造推进改革的良好氛围，引导师生理解、拥

护、参与改革，不断凝聚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扎实抓好学校教育事业各项改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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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推进落实。 

（三）加大国际化办学力度 

继续实施“扩总量、抓重点、调结构、上层次”的国际化办学思路，加大海外

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充实教师队伍的“生态多样化”，鼓励教师开展国际交流合

作，支持重点学科举办高水平国际会议。扩大教育部审批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继

续加盟国际性组织，开拓 3-5 所海外高端合作院校。拓宽学生国际交流渠道，设立

海外奖学金，做大做实国家留基委“优本”项目，推动我校研究生赴海外交流学习、

攻读学位，并继续做好留基委来华硕士、博士项目，实现在校生出国（境）访学人

数、来华留学生人数均突破 300 人。实施来华留学生教学改革，启动全英文授课本

科专业建设，新增 1-2 个留学生实习基地。做好孔子学院揭牌、招生和宣传等相关

工作。 

（四）加大智慧校园建设力度 

改善应用软硬件支撑环境。启动蛟桥园图文信息楼校园网中心机房建设。全面

升级改造学校信息门户、数据中心和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整合新建数据综合服务平

台，抓好江西财经大学微信公众号建设。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 

加强软件应用系统建设。完善新版本科学分制教务管理信息系统并投入使用，

开发本科分流管理系统、人事管理系统、国际化事务管理信息系统、移动服务平台、

后勤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好各项校园服务平台。 

（五）加大办学条件改善和管理服务提升力度 

完成图文信息大楼和麦庐园北区学生宿舍建设，打造校园文化景观群。构建网

上预约报账系统，升级个人收入核算系统。加强资产管理规范化，做好周转房、公

租房分配工作。拓展图书馆服务功能，做好图书信息推送。完成数字档案馆建设,申

报江西省科普教育基地。 

建立健全管理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机制，规范工作流程，加强服务平台建设，

开发师生服务系统，打造一流服务体系。 

（六）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力度 

落实“把纪律挺在前面”要求，全面落实“两个责任”，进一步明确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内容，建立责任清单，狠抓落实。进一步做好廉洁文化进校园示范点的建

设工作，深化对干部师生的廉洁教育。进一步做好廉政约谈工作，坚持抓早抓小，

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加强执纪监督检查，实施廉政巡查制度。加强反腐倡廉的

制度建设，督促校属单位落实事务公开制度。加强对干部人事、招生考试、基建维

修、物资采购、合作办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做好学校财务预决算、工

程预决算、自动增拨经费、科研经费、财政专项资金等的审计监督。 

（七）加大依法治校、平安和谐校园建设的力度 

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扎实推进依法治校。以章程为基本准则，

全面梳理学校现行规章制度，形成健全、规范、统一的学校制度体系，确保章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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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实施。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开展校园法治文化活动，创造法治文化育人环境。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教风学风政风建设，推进价值规范与

行为规范体系建设。进一步弘扬“敬业乐群，臻于至善”的学校文化，使学科、学

术、学者、学生和谐共生，营造既具有竞争活力、又充满大气包容的校园氛围。 

统筹谋划安全稳定工作，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效机制，推进保卫队伍正规

化，扩充综治管理平台功能建设，逐步实现综治管理智能化和信息化，完善校园天

网系统建设，建设启用校区智能门禁系统。继续推进十大民生工程，让师生更舒心、

校园更和谐，具体包括：将绩效工资全部纳入住房公积金缴费基数，实行教职工用

餐补贴，切实改善教工餐厅的就餐环境，改善膳食质量，在办公楼、教学楼安装直

饮水，改造青山路家属区铸铁管道，开展“维修服务进社区”活动，改善师生工作

生活环境。 

进一步加强招生和就业工作，争取北京、上海列入一本批次录取。确保常规就

业率 60%、初次就业率 88%、年终就业率 90%。进一步加强校友会建设，推进数字

化校友馆建设和校友林建设，加大基金会筹资、理财力度并做好等级评估考核准备

工作。抓好“离退休人员党员活动室”建设。继续做好继续教育、医院、附中和幼

儿园等工作。 

站在新起点，校属各单位和广大师生员工要坚定走内涵建设、质量提升的内涵

式发展道路，适应新常态、找准新方向、迈向新征程，努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

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建设“百年名校”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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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工作总结 

2016 年，学校在江西省委、省政府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和江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扎

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强化内涵建设，提升办学质量，各项事业发展实现

“十三五”时期良好开局。 

一、“三项评估”进展顺利，“双一流”建设稳步推进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顺利完成。作为全省首家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

评估的高校，学校于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顺利迎接教育部审核评估专家组进校考

察。专家组对我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教师和

教学资源条件对人才培养的保障度、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社会

用人单位的满意度、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达成度等给予充分肯定，就学校加

强本科教学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学校针对意见认真梳理出 6 大类 35 条整改举措，

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整改工作，巩固和扩大审核评估成果，建立了提高本科教学工作

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长效机制。 

本科专业综合评价积极参与。在 2015 年江西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法学、会计学

排名第一的基础上，学校组织了财务管理、工商管理、软件工程、市场营销、社会

工作等 12 个本科专业参加 2016 年江西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完成了 49 个本科专业

的基本状态数据采集与核查。对全校各专业在省内预期排名进行深入分析，并据此

制定奖惩办法。 

学科评估工作有序进行。按照“优化学科布局、强化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

的基本思路，学校共组织理论经济学、应用统计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

商管理、法学等 13 个一级学科参加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对统计学和应用经济学两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予以重点扶持。金融、应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险、资产

评估、审计、社会工作、工程、旅游管理等 10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顺利通过国家

专项评估，MBA、MPA、MPAcc、JM 四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参加全国专业学位水平

评估试点。 

大力加强高水平学科建设。学校进行了首轮学科动态调整，撤销了政治学、软

件工程、音乐与舞蹈学等 3 个一级学科授权点和科学技术哲学、中国古代文学、中

国近代史、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农业经济管理等 5 个二级学科授权点，调整后共

有经济、管理、法学、理学、工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学科门类 8 个，涉及一级

学科授权点 15 个。新增“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首次开设“国际贸易”留学生

全英文本科专业，暂停 2 个本科专业招生，目前 52 个普通本科专业中 30 个授予经

济学或管理学学位，以经济管理为主的学科专业特色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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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育人资源更加丰富，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学校入选“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 99 所），“江财众

创空间”申报实现“大满贯”，获批国家、省、市级众创空间。中国税票博物馆获批

为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走进跨国公司》入选教育部第八批“精品视频公开课”。

《中国税制》等 7 门课程成为首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江西高校共获批 11

门，学校获批课程门数列全国财经类院校第 4 位）。工商管理学院 3 篇案例入选第七

届全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教师获高校思政教学比赛国家级一等奖 2 项、省级一

等奖 7 项。修订了 2016 年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推动翻转课堂为主的教学模式改革。

本科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得国际奖项 12 项、国家级奖项 145 项、省级奖项 532 项，立

项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178 项、创业训练项目 43 项、创业实践项目 14 项,其中国家

级项目 25 项。 

继续实施博士招生制度改革，完成研究生课程建设试点单位和重点建设课程的

中期检查和验收。4 篇博士论文、23 篇硕士论文获评江西省优秀博士、硕士论文，

研究生发表国际权威论文 2 篇、国内著名权威论文 13 篇、国内一般权威论文 33 篇、

CSSCI/CSCD 论文 49 篇，获国家级奖项 105 人次、省级奖项 220 人次，立项“江西

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80 项。学校获评“江西省示范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 个，立项江西省研究生优质课程 8 门（立项数为全省高校第一）；成立江西财经大

学深圳研究院，作为第 58 家成员单位入驻深圳虚拟大学园，完成了首届深圳研究院

研究生招生工作。 

为 2016 届毕业生举办大中型供需见面会 16 场、企业专场招聘会 500 余场，共

有 1100 余家企业来校招聘，提供就业岗位近 3 万个。2016 届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

率 89.69%，高出全省平均数 3.56 个百分点，常规就业率 63.35%，年终就业率 90.5%，

圆满完成学校就业工作目标。博士就业率 100%、硕士就业率 95.49%，就业率和就

业质量均位居全省前列。江西普通本科一批次录取平均分文科 555 分、理科 571 分，

分别超出江西省一本线 32 分、42 分，继续位居省内高校首位。外省一本批次录取

最低分高出重点线 50 分以上省份共 24 个，其中黑龙江、贵州、新疆 3 个省份理科

超出该省一本线 90 分以上。 

三、科学研究扎实开展，智库建设成果丰硕 

学校以重大项目为工作重点和重要抓手，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26 项，其

中重大招标项目 2 项、一般项目 21 项、青年项目 2 项，首次获得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1 项，年度项目立项数位列全国高校第 31 位、财经类高校第 2 位。获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立项 24 项，其中面上项目 1 项、青年项目 3 项、地区项目 19 项、天元基

金 1 项，资助经费 700 余万元。学校全年纵向课题科研立项经费达 1700 余万元，横

向课题到账经费近千万元。教师发表国际著名 A 类刊物论文 11 篇、国内著名权威

论文 6 篇、SCI 一区论文 5 篇、SCI 二区论文 24 篇、国内一般权威论文 133 篇、CSSCI

论文 355 篇、核心期刊论文 401 篇；3 本专著获得省社联资助，出版“信毅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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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12 部。 

《当代财经》和《学报》继续成为 CSSCI 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Ａ）”，获评为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

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 2016 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来

源期刊，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两刊”均获评江

西省第五届优秀期刊一等奖，《当代财经》“公共经济与管理”栏目和《学报》“经济

管理”栏目被评为优秀栏目。 

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的研究成果近

30 项，其中 4 份研究报告分别获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

严隽琪，中央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部长孙春兰的重要批示。校科协、财经智库理事

会相继成立，从 2016 年 9 月起编印的《江财智库专报》获得省领导肯定性批示 7 人

次，其中省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 3 次。学校获批财政部委托研究课题 3 项、竞争性

研究课题 1 项。学校与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合作研究的“向特色优势要竞争力”重

大课题，获得省委书记鹿心社、省长刘奇等领导的重要批示，形成的 5 个子课题 11

个分报告由江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江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上发放，产生了

重要的社会影响。学校与省内外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大型企业的战略合作日趋紧

密，区域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智库地位日益凸显。 

四、人才环境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稳中提质 

学校以全面提高队伍素质为中心，以培养和引进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和优秀中青

年骨干为重点，抓好人才和队伍建设工作。出台《关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改革意

见》《高端人才项目支持暂行办法》，对符合条件的高端人才在项目申报、科研资金、

办公条件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对新引进的高端人才，在住房、子女就学、生活待

遇等方面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服务；对各层次人才实行定向支持。建立校领导联系人

才制度，每个校领导挂点督促高端人才工作，选择 1-2 个学术团队以及团队中的杰

出人才密切联系。出台《人才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对人才工作重大失职进行责任追

究，将人才联系人配备履职情况、年度引才率、人才流失率、高端人才占比等数据

列入年度考核重要指标。 

瞄准重点学科和紧缺专业，学校设立引才奖励基金，调动全校教职工引才、育

才、成才积极性。2016 年引进全职高层次人才 39 人、柔性引进海外教授 5 人，其

中首席教授 1 人、海归博士 7 人、国内年薪制 2 人、其他国内博士 29 人。以江西省

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试点建设为契机，学校不断加强重大人才项目的支持力度，获

评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2 人（系我校首例），新增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1 人、教育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指委委员 1 人、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2 人、江西省百

千万人才工程 3 人，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三批累计入选 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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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合作交流全面推进，国际化氛围更加浓厚 

学校在 2016 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行榜中首次进入百强，在省内高校国际化排

名中以较大分差蝉联第一。教学学院国际化办学主体地位进一步突显，国际化办学

各具亮点、全面开花良好局面初步形成。新增海外合作院校 12 所，合作院校总数首

次过百，达 103 所；“优本生”项目新增 4 所院校 8 个名额，项目总数在省内高校领

先，在全国财经类高校排名第 5 位；获得国家支持学生出国学习资金 300 余万元。

成功申报中东欧学分生专项奖学金项目 2 个，获得省留学生奖学金 18.2 万元，开拓

来华留学生实践基地 2 个，全省首个 GMAT 考点落户江财。促成和接待迄今级别最

高外国政要赤道几内亚众议长来访。 

教师通过国家留基委公派赴国外访学研修人数 32 人次；获学校资助赴国外访学

人数 25 人次；短期赴国（境）外访问、讲学人数 34 人次；赴国（境）外参加学术

会议人数 38 人次。聘请长期语言类外教 33 人次、短期专业外教 40 余人次；外籍教

师再次获得江西省人民政府“庐山友谊奖”。 

学校出台本科生海外留学奖助学金评审办法，设立 300 万元海外奖学金，鼓励

学生海外留学、短期交流和参加国际语言考试。全年本科学生赴海外留学人数超过

460 人，短期海外研习 217 人，研究生出国学习 23 人。接收来自全球 40 余个国家

的 363 名来华留学生来校学习，其中学历生 130 人。举办“海外留学咨询展”“国际

文化节” “来华夏令营”、中韩青少年交流活动、“感知中国·魅力江西”等活动，

校园国际化氛围更加浓厚。学校与英国考文垂大学共建的考文垂大学孔子学院正式

揭牌，并接受正式注册学员 40 余人，“文明之光”艺术团赴英巡演取得圆满成功。 

六、党建思政融合创新，立德树人保障有力 

学校把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与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紧密结合，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改革创新、狠抓落实，大力

实施党建工作创新工程，严格干部选任、教育、监督与管理。精心制定“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实施方案，强化学习教育的“七结合”，即将学习教育与学校中心工作和部

门重点工作结合，与日常工作结合，与红色教育资源结合，与“三会一课”结合，

与发展创新结合，与师生利益结合，与学校特色结合。将“三会一课”融入“五地

三室二群一线”，即将学习教育这条主线贯穿红色教育基地、改革前沿阵地、扶贫基

地、办公场地、生活场地，党员活动室、教研室、学生党员寝室，党员 QQ 群、工

作微信群，狠抓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学校抓实干部网络学习，组织暑期干部培训，

定期召开院长例会和书记例会，积极派出干部挂职锻炼，扎实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

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战斗力。将统战工作纳入党委主体责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有关统一战线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学校持续推进“国旗日日升，好事月月评，红歌年年唱”等品牌活动，荣获全

国高校“网络文明进校园”主题活动特等奖和最佳组织奖，学校官方微信获评江西

十佳政务微信。共青团组织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构建思想引领科学体系，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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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青年新思路；以提升创新实践能力为重点，打造创新实践综合服务平台，服务

学生创新创业创优大局，获得江西省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先进单位、全省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第七届全国“母亲河奖”组织奖

（全国共评选 9 个单位，我校为江西省唯一获奖单位）、“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

大赛三等奖等荣誉，第四届研究生支教团来信获得省领导重要批示，中国青年报专

题报道我校服务青年方面的工作举措和团学工作改革情况；江西日报整版介绍了学

校以供给侧改革理念推动共青团工作创新的相关做法。 

学校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聚焦监督执纪问责，着

力解决师生员工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

启动了学校第一轮廉政巡查工作。全年受理信访举报 37 件次，对 3 个违规处级单位

集体通报批评，对 2 名相关涉案人员作出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对 2 名违规的研究

生进行清退处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诫勉谈话。开展了预算执行及财务收支审计、

二级单位财务收支审计和科研经费、财政资金等专项审计工作，撰写审计报告 12 份，

发现问题 26 个，提出审计整改意见和建议 23 条，审计退赔挽回经济损失 140 余万

元；完成基建维修工程决算审计 459 项，审计金额 8122 万元，审减金额 160 余万元。 

七、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民生工程有效落实 

校园网升级更换万兆汇聚交换机 10 台和接入层交换机 280 台，校园网出口带宽

由 7.2G 增长至 8.6G，实现多出口最优流量分配和最佳访问路径。引进网站内容管

理系统，推进二级单位网站迁移和安全整改，完成学校网站群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

护备案。学校智慧校园改革重点建设项目稳步推进，全年完成信息门户、统一身份

认证、数据中心和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先后完成研发本科学分制教务系统、本

科分流管理系统、国际化信息管理系统、财务信息系统、“互联网+”迎新系统、校园

720 度全景地图、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等信息系统，完成部分校区校园卡系统升级改

造，学校移动服务平台投入试用，智慧校园的信息共享互联体系逐步形成。 

学校获批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4 个。独立学院进驻共青校

区办学，2016 级新生入学工作平稳有序进行；工商管理学院整体搬入麦庐校区。蛟

桥园北区图文信息大楼建设工程稳步推进，麦庐园北区 1#、2#学生公寓建设基本完

工。全年完成麦庐园南区尚智路、枫林园家属宿舍屋面防水维修等维修改造项目 68

项，完成蛟桥园南区 1-5 栋学生公寓维修改造、附中运动场塑胶跑道、麦庐园运动

场塑胶跑道、蛟桥园教职工宿舍楼道及墙面粉刷等各类惠及民生的维修改造工程 49

项，较好地完成了师生安全用餐、安全供水、交通车安全运行，以及校园保洁、绿

地养护等任务。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高了教职员工加班费和工会福利发放标准，实行了用

餐补贴制度，将绩效工资总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缴交基数，学校人均绩效工资总额从

7.99 万元提高至 8.46 万元。通过领导接待日、师生面对面等系列活动，较好地解决

了师生零星维修、膳食服务、楼栋管理、热水供应、空调使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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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开放时间拓展为凌晨 6:30 到午夜 12:00，以生为本及服务育人等理念进一步

彰显。教职工业余活动丰富多彩，“十大民生工程”顺利推进。 

此外，学校开办首届“校友文化节”，举办首届“江财人”校友足球赛，在澳洲

成立首个海外校友分会，通过校友卡为江财学子提供终身增值服务；教育发展基金

会全年募集捐赠款 1400 余万元，总额突破 6000 万元；附属中学中考重点率、普高

率、优秀率、及格率均名列全市前茅；安全保卫、继续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离退

休人员服务、资产管理、图书采购、档案管理等工作有序推进。学校获评省直文明

单位、省综治工作先进集体、省依法治校示范校、省高校国防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省全民阅读先进单位、省公共机构节能先进单位、2011-2015 年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先

进单位、2013-2015 年度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名列 2016 中国

造富大学排行榜第 16 位、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第 51 位。 

展望 2017，我们要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以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核心，全面加

强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人才工作，大力提高学科层次和科研水平，

为建设基础厚实、特色鲜明、人民满意、国际知名的高水平财经大学，实现“百年

名校”江财梦而努力奋斗。 

 



 

 17

攻坚克难 和谐奋进 

努力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在九届三次教代会暨工代会上的讲话 

校党委书记 廖进球 

（2016 年 3 月 20 日） 

 

各位代表，同志们： 

为期两天的学校九届三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马上

就要结束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很成功，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代表们认

真听取并审议了王乔校长代表学校所作的《2015 年学校工作报告》，给予了高度评

价并一致表决通过了这个报告；代表们认真审议了学校“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草

案，充分肯定了规划目标的科学性和任务举措的针对性、有效性，原则通过了这个

规划；代表们还对校工会工作报告、学校财务报告、校工会财务报告、提案工作报

告、学校校务公开工作报告、学校“十大民生工程”报告等六个书面报告进行了认

真讨论和审议。全体代表认真履职、积极建言、讨论热烈，既反映了广大师生的诉

求，也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会后，学校将汇总整理，逐一建立台账，

逐项加以落实。会议还对获得学校各类最高荣誉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弘扬了正气，传递了正能量。 

代表们对校领导班子一年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体现了全校教职员工对校

领导班子的充分信任和信赖。在此，我代表党委和行政向各位代表和广大师生员工

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很多师生的热切期盼还没有实现，我

们深感压力，定将砥砺前行，不辜负全校师生的重托。借此机会，我谈四点意见。 

一、关于学校目前的发展环境和“十三五”规划 

“十二五”时期，学校爬坡过坎，艰难前行，努力保持了在财经高校第一方阵

的地位。过去五年，学校有五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一是成功申报了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和统计学 4 个一级学科博

士点，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总数达到 5 个，同时拥有应用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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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成为拥有最多一级学

科博士点的财经高校之一。为学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也为冲刺百年名校

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是成功实现了财政部、教育部和江西省人民政府的共建，重新回到了财政部

的视野，拓展了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学校的发展具有基础性、长远性和全局

性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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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成功举行了建校九十周年纪念活动。江西省委、省政府向学校发来贺信，

强卫书记专门会见了我校的杰出校友代表。68 所高校的代表莅临我校，一批校友重

返母校，纪念活动引起热烈反响，有效提升了学校的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 

四是持续保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在财经高校的领先地位，多年来

连续保持前三甲，其中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立项数也有重大突破。广大教师踊跃申报，

认真开展各类研究，做得很好，功不可没。这是我们在财经高校第一方阵地位得以

巩固的重要因素。同时，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也在不断增加。这都对

学校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是成立了校友总会和教育发展基金会，进一步加强了与校友的沟通联络，加

深了校友对母校的情感。学校充分发挥校友的资源潜力，获得了校友的大力支持，

广大校友成为我们的大后方，为扩大学校社会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的校友工

作在全国首屈一指，成为学校的重要名片。 

像以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我们要永远铭记，要向为此做出积极贡献的各

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感谢！“十二五”时期，我们取得的一系列成

绩为学校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我们“十三五”时期蓬勃发展坚定了信

心。只要团结奋进，踏实工作，我们建设“百年名校”的江财梦一定能够实现。 

今天，我们不能一味地鼓劲。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十三五”时期，我们面临

着更为严峻的挑战。简单梳理一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双一流”建设的挑战。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将带来中国高等教育的重新洗牌。原有的“985 工程”“211 工程”将被“双一流”

战略所替代，财政拨款可能会更加突出绩效导向，资金分配更多考虑办学质量特别

是学科水平、办学特色等因素，重点向办学水平高、特色鲜明的学校倾斜，在公平

竞争中更体现扶优扶强扶特。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挑战也非常严峻，因为

我们的优势并不明显。比如，我们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兵强马壮”，财税、金融、产

业经济、国际经济贸易、数量经济等都属于这一学科，但应用经济学学科要进入全

国前 20 强都很难；我们的工商管理包括会计加在一起也是“兵强马壮”，但在全国

能够进入前 30 强就不错了。 

春节前我们走访了财政部、教育部等部门的有关领导，争取上级部门能够考虑

我校地处江西这个欠发达地区而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他们问，“你们有哪个学科在

全国能排前十名吗？有什么数据在全国能排在前十名吗？”“南昌大学获得了一项国

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可以作为政策倾斜与支持的重要依据。”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

样的拔尖成果，没有让世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所以说，“双一流”建设给我们带来了

严峻挑战。但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如

果我们在这一轮“双一流”建设中一无所获，继续边缘化，我们就会在“被低估”

甚至“被遗忘”的大学行列徘徊。 

二是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的挑战。我们常认为“江财是培养创业型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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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的毕业生在毕业五年内创业的人数非常有限，毕业五年以后创业很成功

的人数也有限；国家推进“双创”以后，我校去参加全国的各类创业竞赛活动，要

拿出有影响的项目很难；原来我校的“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是一个亮点，但现在

跟别人的一比，黯然失色了。这说明我们从创业思想到创业理念，从创业的理论武

装到创业的技能训练都还有很多不足。学校果断决策成立了创业教育学院，但仅靠

一个创业教育学院的推动肯定不够，需要全校上下共同努力，把创新创业这篇文章

做好，否则我们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 

三是创新驱动战略的挑战。这个挑战对我们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创新驱动战略

最重要的是科技创新，可怜的是，我们在科技方面的创新乏力，鲜有科技进步奖、

技术发明奖，不要说在全国，在江西都是“名落孙山”。近几年，江西其他几所高校

在这方面风生水起，除南昌大学外，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理工大

学等学校都大有斩获，而且有望继续突破。这种背景下，我校面临的竞争压力就会

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没有亮点，不能在某方面出彩，就会影响社会对我们的评价；

如果这个奖没有，那个奖也没有，就会被认为不行，就会淡出考生和家长的视野。

在这一轮科技创新的大潮中，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用什么东西才能突出重围、绽

放光彩，挑战也是非常严峻。 

四是认证、评估和排名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我们到一些沿海或者国外的高校交

流，他们都会很自豪地介绍获得的各类国际认证。其中，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全球

商学院三大认证，包括 AACSB（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EQUIS（欧洲质量改进体

系）和 AMBA（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这些认证都是对领导者、教师、管理人

员的行为以及架构硬件和软件的资源配置水平的综合评价。通过了相应认证，就是

一定实力和水平的体现。如果我们对此置若罔闻，认为认证与否无所谓，社会对我

们的评价将会不断下降。 

关于学科评估，上一轮评估时，有很多人说准备不足，就放弃了。现在看来，

我们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有一些连博士点都没有的学校积极参加评估，有的学科

还拿到了“三星”。我们当时只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参与了，评到了“三星”，成为了

我校唯一的一个星级学科，让我们很“羞愧”。如果当时积极参评，我们的应用经济

学评个“四星”很轻松，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评个“三星”甚至“四星”都有可

能。但是往往一放松，就会失去很多。 

所以在下一轮学科评估中要认真准备，积极参与。没有了这些评估数据，我们

的排名就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从省内高校来看，南昌大学把发展目标定位在全国

前 50 名（目前 80 左右），我校还在 130-150 名左右徘徊，综合排名要往前走，感觉

压力非常大。从财经高校来看，首都经贸大学利用地处北京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只要鼓一点劲，就很可能超过我们；浙江工商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他们很大的优

势就是有商品学(商品储存保管)专业，做的好就可能培养出院士。在这样的内外环境

之下，学校发展压力很大，稍有不慎，就会很快落后。我跟王校长谈工作，有时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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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校的发展，都觉得担子沉甸甸的，谈不上“战战兢兢”“鞠躬尽瘁”，至少是“殚

精竭虑”“砥砺前行”。 

我说的话不是危言耸听，像我们这样的学校稍微不努力，稍微松下劲，很容易

就会失去财经高校十强的地位。一旦失去，再恢复地位就很难。如果我们没有财经

高校前十强的地位，我们的人才就会迅速流失，我们的生源质量就会迅速下降，江

财教育事业这艘大船就会往下沉。“十三五”时期，是我们实现百年名校江财梦的关

键时期，全校上下必须拧成一股绳，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上都要为学校发展多出力，

多做贡献。只有每一位同志都为学校发展多添砖、多加瓦，我们的学校才能保住并

巩固现在的地位。 

二、关于师生工作学习生活条件改善的问题 

“十二五”时期，学校党委、行政都很重视师生利益的改善。五年来，学校主

要的硬件建设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学校的总收入在不断提高，进一步改善师生的工

作、学习和生活条件是学校的重点工作之一。教职工的收入保持了每年 10%左右的

增长（去年因各种政策原因，遇到瓶颈）；教学条件不断改善，绝大多数教室安装了

多媒体设备和空调；教师工作室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部分学院有了独立的办公楼；

信息化程度逐步提高，建设了多个信息化平台，信息服务更加便捷。总体而言，广

大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离师生的期待仍有一定差距，比

较突出的有三大问题。 

一是教师工作室问题。每一位教师有一个工作室，每周有固定时间约见学生，

为学生答疑解惑，这是办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此之前，学校处在扩张、做大阶段，

这方面虽有所改善，但仍有差距。蛟桥园北区图文信息大楼建成后，广大教师的办

公条件将得到极大改善，每一位教师都有自己的工作室将很快成为现实。 

二是教师住房条件改善问题。听到有不少意见，说学校总是“雷声大雨点小”。

应该说，我们这届班子还是非常重视改善教师住房条件的，从 2008、2009 年的时候

就开始思考教职工住房问题。当时看好了两块地，一块就是现在的德益财苑（原 914

厂），另一块是造漆厂。我们让工会发动全校教职工填需求表，初步统计需要一千多

套，但最后核定只有几百套。当时学校就和 914 厂这块地的开发商谈判，争取采取

双控方式，由学校监控房子的质量、提出建设要求，把学校的网线、电话、水电全

通过去，开发商只要收取一定的管理费。但是当时正值房地产市场相对低迷，大家

意见很不一致，因此党委决定不再直接去跟开发商谈判，由工会负责组织教职工自

由团购。后来据了解，房子质量不行，管理问题也比较多。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决

策有些失误，如果我们强行把这个项目拿下来，也许不是今天这个结果。 

此后，学校继续寻找机会解决这一问题。曾斥资 2000 万在共青城购置了一块土

地，受到独立学院办学、校区转换等因素的影响，2000 万资金被退回，原定计划与

独立学院办学一并思考，计划建设一批教工住房，具体细节尚未确定。2014 年 5 月，

我校以江西落实中央棚户区改造任务为契机，向南昌市政府争取按照厂矿棚户区改



 

 21

造的政策，改造我校西区部分家属楼，市里表示同意并要求我校抓紧做好相关准备

工作。结果这项工作推进后，不同的声音四起。负责推进此项工作的同志希望我出

面跟大家做下工作，结果仍是意见不一。后来，一拖就是几个月，政府棚户区改造

的任务完成了，提出的改造条件越来越严格，要求住户同意率达到 99%以上。就这

样，几个月的时间错过了最佳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其实很多事只要大家心

齐就好办。 

现在大家对青山园的开发讨论很多。学校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青山园的开

发曾经有两次机会。第一次是各高校建设新校区时期。省委当时做了一个决定，可

以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偿还部分债务。当时我们研究是否把青山园卖掉，结果意见

不一致。另外，我校当时不是新校区建设单位，并且卖掉以后能否自己盖房子是不

确定的。最终学校决定不卖。现在又面临一次机会，就是省里要求我校把独立学院

搬到共青城办学。我们就提出了一个请求，争取置换出一些土地，变成商住用地。

我和王乔校长多次拜访南昌市主要领导，争取推进这件事。市领导表示支持，但按

照规定，教育用地转成商住用地须省政府批准。于是我们又向省政府请示，省里说

要先跟教育主管部门打报告、经财政部门核准，再报到省政府研究。教育厅倒是很

顺利地批准了，现在还正在跟财政厅沟通，争取也能顺利通过。接下来,如果省政府

同意了，还要再回到南昌市。市里对这块地进行收储，然后在不能有任何附加条件

的情况下拍卖土地，拍卖后建的房子还要全部团购。这些过程全部完成，才算成功

着地。今天，我把相关信息向大家作个通报，最终的结果不敢肯定，但我们保证会

努力推进，把这个事尽最大努力尽早办好。 

自从我和王校长接过学校发展的接力棒以来，我们一直在认真思考教职工的住

房问题。公租房就是抓住了一个机会，现在再想拿块地建公租房，机率很低，因为

政府的公租房建设任务完成的不错。经常听到有些老师说，某某厅局、某某部门建

了房子，但是高校和政府不一样，高校有高校的约束和限制。学校的发展机会非常

难得，要想抓住机会，做成事、做好事，首先就要心齐。大家要往好处去想，不要

向坏处去想。否则，做事的人会心寒，不愿再去做。从校党委和行政的角度来说，

教职工的利益大于天，能做的事，我们不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作为的我们尽

最大努力去作为。 

三是收入问题。一些单位和老师提出从去年开始，经费管理与使用越来越严。

我听一位首席教授说，虽然学校提高了工资待遇，结过扣税后收入反而低了。我想

给大家作几点说明：第一，我们要认识到当前整个形势发展正处在全面整顿清理时

期，为的是快速解决各种历史遗留的不良问题。我校作为事业单位必须按照相关制

度、规定办事。我们本来想把绩效工资再提高一点，但根据上级出台的文件规定，

我们已经超过了规定标准，所以一分钱也不能动。第二，我们原来上报的绩效工资，

各个单位创收经费没有算进去，现在所有收入都必须包括在内，如此我们超的更多，

这时候如果还顶风加工资，一旦被查，将后果严重。当前，各项事务都在规范，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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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压力大，税收自然会更加严格。财务处为合理避税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尽可能

保证教职工利益最大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项管理制度会不断完善。我校已经被列入公益二类事业单

位管理，学校的自主权会不断加大。有了更多自主权，我们的财务预算会继续向提

高教职工收入倾斜。科研课题经费的管理也将面临调整，中央正在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在国务院出台的文件中，已经提出要研究知识分子脑力劳动报酬问题。

总之，只要符合政策要求的机会，学校一定会积极作为，把提高教职工的生活待遇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让教职员工最大程度地享受到改革红利。请各位代表要有这

种认识，并传达到其他老师，尤其是拔尖人才，请大家在这个关键时期再多一点耐

心、多一点定力、多一点坚守。 

三、关于人才强校战略的实施 

对于学校发展来说，“十三五”时期至关重要。“十二五”期间，我校的人才优

势已经初步显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之所以能在财经类高校处于领先地位，

就是因为有一批青年才俊纷纷加入江财，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注入了新鲜血液。曾

几何时，我们的人才队伍也让人非常担忧。2000 年，我校只有 12 位博士，感觉到

了强烈发展危机，于是下大力气引进博士。“十一五”时期，我们实施了“1155”人

才工程，顺利实现了具有博士学位的师资达到 500 人的目标。现在我校的人才队伍

建设又面临严峻挑战，博士师资比例占全校教师 45%的目标，现在只到了 35%。国

内很多“财大气粗”的重点高校人才工作力度非常大。北大、清华现在的预算每年

超过 100 亿元，北航的科研经费一年就有 20 多亿，我校一年总预算才 8 亿多，能够

提供的津贴、住房等各方面的条件已经算不上优厚了。如果不高度重视人才工作，

我们将面临人才危机。 

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怎么办？要争创“双一流”，要巩固财经高校第一方阵的地

位，就要有能够支撑起江财脊梁的拔尖人才。对于高层次人才、首席教授、学科带

头人，全校上下都要有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服务人才的意识。对于那些有潜质成

为“学术明星”的拔尖人才，宁可我们差一点，也要让他们好一点，要让他们成为

全校最受最尊敬的人。服务意识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要多一些耐心和责任心。曾

经有一位引进的人才到机关办事，询问他的情况“行不行”，一个科长说“绝对不行”；

问“是不是最后的决定”，答复说“是”。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事，两句话就能很好解

决的问题，工作人员可以说“某某老师，您的情况有些特殊，按照目前的规定不是

完全符合，我请示一下再回复您”。对待广大教师特别是“潜力股”人才的特殊问题，

要做到谨慎处理，服务到位。 

要进一步营造、浓厚“爱才敬才”的校风。一个舞台、一个剧院如果没有名角，

其他做得再好都没有用。我们要保护、爱护、呵护这些“名角”，要给他们更多的包

容、更多的关心、更多的爱护。不要看到“名角”收入高一点就心里不平衡，学校

能不能创建一流，人才是最核心的要素。要办名大学，没有“名师”不行，如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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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不能牢固树立“名师意识”，学校的发展就会走弯路，甚至会走下坡路。当许多拔

尖人才纷纷要走的时候，就是学校走下坡路的时候。因此，我们要尽快完善各种配

套支持措施，各类资源要有所侧重地对拔尖人才倾斜。只有让拔尖人才在学校享有

最大的尊重、最高的收入、最好的发展环境，才是江财繁荣发展的希望所在。 

四、关于和谐文化建设 

2000 年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以后，我们还是坚持每年定期拜访财政部领导。部领

导对我校的评价是“江财风气很好，大家很团结”“班子团结进取，谋事不谋人，与

人为善，互帮互助互敬”。“好风气”是和谐文化的基础，是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面对“发展了的困惑”，各种不同的

声音越来越多。比如：有人认为别人的收入多一些，自己的却少一些；认为有的事

情没有一碗水端平，猜疑有的事有猫腻；心态不平和，怨气就多了，信访投诉、捕

风捉影随之增多。说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要有正气感，如果有人确实

有违法乱纪行为，那我们一定依法查办、绝不姑息；第二，我相信有的人即使有一

些不合理的行为但还不至于罪不可恕，更多的时候需要我们帮一把、拉一把。对于

江财大家庭的成员，我们要多一些爱护、多一些帮助、多一些包容、多些一提醒，

及时咬咬耳朵、扯扯袖子，哪怕是红红脸、出出汗，有问题苗头及时提醒，有困难

互帮互助，为人坦诚，与人为善，早提醒是大爱，这是和谐文化的内核。 

我们已经连续十一年被评为“全省综治工作（平安建设）先进集体”，也是“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我们要一直保持团结向上的文化氛围，这是江财最大的

财富。希望每一位江财人都能为呵护学校发展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少一些报

怨，少一些猜忌，多一些爱护，多一些理解。和谐文化是江财发展的重要基础，让

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呵护、永续传承，齐心协力把江财的明天建设的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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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工作报告 

——2016 年 3 月 18 日在江西财经大学九届三次双代会上 

校长   王乔 

 

各位代表，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学校向大会报告学校工作，请各位代表予以审议，请特邀代表和

列席代表提出意见。 

一、2015 年工作回顾 

2015 年是全面推进教育事业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全面谋划“十三五”的

关键之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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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扎

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统筹推进，创新发展，建设特色鲜明高水平财

经大学的步伐更加坚实，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

面取得了好的成绩。 

（一）全面推进关键领域改革，科学编制“十三五”规划。学校十项改革方案

已全部制定，相关工作正在深入推进。推进科研管理改革，激发学术创新活力。学

校制定和完善了《江西财经大学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培育与实施办法》《江西财经大

学科研成果确认与登记管理办法》《江西财经大学科研成果计分细则》《江西财经大

学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等多项制度，探索有利于激发科研创新活力的科研管理新机

制。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生教育改革着眼于优化

生源结构，鼓励科研创新，提升导师指导能力，扩大对外合作交流，在招生制度、

培养方案、导师责权、国际化进程等方面全方位推进。推进国际化办学，迎接高等

教育全球化挑战。学校明确了学院在国际化办学中的主体地位，本科生、研究生全

英文课程建设步伐加快，学科专业国际认证工作逐步推进。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实

现数据共享互联。智慧校园建设以“三基本、三全面、三显著”为总体目标，建设

智慧校园软硬件支撑平台，分步推进了各业务应用系统建设，集成新一代数据中心，

推动信息技术与各业务的深度融合。推进“大思政”宣传思想改革，适应融媒体时

代宣传新方式。“大思政”宣传改革着眼大融合，构建大格局，加强宣传队伍管理，

成立新媒体中心，建立微信平台、官方微博，持续推进报网融合、台网融合。推进

创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新模式。学校根据创新创业型人

才培养目标，成立创业教育学院，创业教研、创业孵化、创业投资三位一体，着力

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规范奖金及津补贴发放。根据国家有关

政策，学校对校内所有的收入分配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进一步缩小了部门之间、

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营造了公平和谐的校园氛围。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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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生态。学校从建设反腐倡廉组织体系和预防体系、加

大监督和惩治力度、推进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等方面构建党风廉政建设新格局。推进

党建工作，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学校从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品牌项目建

设等方面全方位探索党建工作新机制。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运行机制改革正在稳步推

进。 

我们高度重视“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成立了学校“十三五”总体规划及

12 个专项规划编制小组。编制小组统筹谋划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全面查阅有关政策

文件、财经类高校和省内高校的发展规划文本、重点高校综合改革方案，并到省内

外高校实地广泛调研；借鉴吸收我校教育事业改革经验，起草了学校“十三五”时

期发展规划。经过暑期工作会讨论，学校“十三五”总规划草案已形成，并将提交

本次会议讨论。 

（二）凝练学科专业特色，不断提高育人质量。我们不断优化专业结构，突显

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2015 年新增金融工程、工程造价、土地资源管理、数字媒体

艺术和汉语国际教育等 5 个本科专业，停止电子科学与技术、城乡规划、网络工程

等 14 个本科专业招生，是全省专业调整力度最大的高校。完成 46 个本科专业的基

本数据采集，3 个专业（会计学、法学、通信工程）参评江西省本科专业综合试点

评估，会计学和法学均以高分差获全省第一名。学校狠抓教学改革特色项目建设，

推进了课堂教学范式改革。出台了《江西财经大学慕课建设方案》，明确了慕课建设

的目标。学校入选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3 门（李燕辉老师主讲的《爱上统计

学》、吴通福老师主讲的《修己安人话“四书”》和袁红林老师主讲的《走进跨国公

司》），新增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6 门。获得第十五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1 项，第二届全国高校（本科）微课教学比赛二等奖 1 项、

优秀奖 1 项，省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7 项。学校“信毅”

系列教材经过四年建设，出版 37 部，辐射全国 17 个省份 53 所院校，已初具影响。

我们以提高优秀教材的选用比例作为提升教学水平的重要抓手，教材优选率达 65%

以上。本科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得国际奖项 9 项，国家级奖项 69 项，省级奖项 398 项。

立项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172 项、创业训练项目 36 项、创业实践项目 11 项，其中

国家级项目 25 项。 

学校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和争创“一流学科”为目标，开展了专业学位授权

点的专项评估和学科点的自评；推进了案例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基地的建设，进一步

完善了以教学督导为主、研究生评教为辅的课程教学评价监督机制；加大了研究生

教育国际化的力度，完善了留学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实施了博士研究生招生“申

请—审核”制，首次将博士学位论文全部送交教育部学位中心匿名评审。工商管理

学院、金融学院等 5 个学院被遴选为学校首批研究生课程建设试点单位，高级管理

会计、国际金融、中级国际经济学等 13 门研究生课程被遴选为重点建设试点课程。

研究生发表国际著名权威刊物论文 1 篇，国内著名权威特刊论文 5 篇，国内一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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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刊物论文 34 篇；CSSCI、CSCD 论文 34 篇；在江西省优秀学位论文评选中，博士

论文入选 4 篇，硕士论文入选 13 篇。研究生团队及个人获全国性竞赛特等奖 1 项、

一等奖 8 项、二等奖 13 项、三等奖 24 项。学校博士后流动站工作获得国家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通报表扬。 

学校多措并举，努力抓好招生就业工作，引入网络微信平台做好招生宣传和咨

询工作，新生录取分数持续提高，生源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江西省本科第一批次

招生文理科投档线分别比省一本线高出 15 分和 24 分；在我校按本科第一批次录取

的 27 个外省省份，录取分数超出当地一本控制线 40 分以上的科类增加到 31 个。针

对毕业生就业，学校开展了年度人才需求调研和系统化职业指导，不断加强就业工

作信息化建设，开辟支持毕业生就业创业新渠道。一年来，学校举办专场招聘会 486

场，大、中型招聘会 18 场，提供就业岗位 28700 余个，超出毕业生人数的 4 倍。2015

届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89.33%，高出江西省平均就业率 3.32 个百分点,排名

全省高校第一；本科毕业生常规就业率达到 63.77%，博士毕业生就业率 100%，硕

士毕业生就业率 94.66%，均居全省高校前列。 

学校校友会、教育发展基金会分别加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友工作研究分会、

基金工作研究分会，2015 年召开校友会二届二次理事会、基金会一届四次理事会。

学校首次为留学生制作校友卡。推出校园建筑景观冠名捐赠活动，完成了校友林建

设。基金会全年收到各界捐赠款项 2584 万元，较 2014 年增长 4 倍多。学校接收社

会和校友捐赠总额累计突破 5000 万元,列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第 79 位（省内唯

一入榜高校）。 

（三）做强做优科研工作，扎实推进社会服务。学校通过制定、完善科研规章

制度，明确政策激励导向，引导全校教研人员努力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以打造

科研精品和突显科研特色为抓手，着重抓好国家级课题项目的申报，严把质量关，

取得了科研总量的快速增长和科研质量的稳步提升。全年纵向课题立项经费 2250 余

万元，横向课题到账经费 1120 余万元；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5 项，其中重大招

标项目 2 项（全省共 3 项），年度立项总数在全国高校排名第 29 位，第 4 次在财经

类高校排名前三，第 18 次在江西省高校排名第一；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5

项，资助经费达 1100 余万元。立项省部级各类重大招标课题 7 项。学校新增省“2011

协同创新中心”2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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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 个（江西省经济预测与决策研究中心）。

教师发表论文 813 篇，其中国际著名 A 类刊物论文 14 篇，国内著名权威刊物论文 4

篇，国内一般权威刊物论文 97 篇。 

科研获奖成果丰硕，获得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3 项；获江西省

第 16 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27 项、三等奖 21 项。为进一步提

升学校两刊的学术质量和社会影响，我们继续加大了名家力作的组稿力度，《当代财

经》和《江西财经大学学报》两刊再次入选 2014-2015 年度 CSSCI 来源期刊。《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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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经济学综合学科中名列第七，被检索量和下载量指标名

列第三，跻身全国综合性经济学期刊第一方阵；《学报》名列第 18 位，较上一评选

期前移 7 位。学校举办了“全国财税法前沿问题高端论坛”“现代会计发展高端论坛”

“第九届中国税收筹划年会”“第九届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管理国际会议”“国家治

理现代化视角下预算法治化研究”等高层次学术论坛 38 场次，创办“蛟湖名家讲坛”，

学术氛围日益浓厚。 

学校积极推动科研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稳步推进财政大数据分析平台建设，2015

年 3 月，在全国“两会”期间和“亚投行”成立阶段，财政大数据分析平台首次上

线运行，有效地发挥了网络舆情采集和舆情预警分析功能，得到了财政部有关领导

的高度评价。学校立项财政部共建公开课大讲堂课程正式课程 1 门、候选课程 1 门，

承担《昌九一体化发展规划》、《江西省属国有经济十三五规划》、《江西省工业绿色

发展三年计划》等系列服务地方发展重大项目。举办了“江西经济发展高峰论坛

（2015）”“2015 人才培养与旅游强省高峰论坛”等多个论坛，与江西日报联袂打造

的“财大论道”，建言江西经济发展。《江西经济分析》《发展改革研究》等内部刊物

所刊发的报告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 17 次，李秀香教授的研究成果获得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等领

导的重要批示。 

（四）积极突破发展瓶颈，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突破发展瓶颈，学校高度重

视高层次拔尖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工作，推出“百人计划”战略。选聘首席教授 6 人、

学科领军人才 7 人、青年学科带头人 25 人。校领导分别对接教学学院、科研院所，

建立高层次拔尖人才培养与引进责任制，不断加强人才工作力度。学校形成网络宣

传、国内走访、海外招聘“三位一体、层层辐射”的人才引进机制，构建了“互联

网+”的新媒体招聘宣传体系，发布了我校首个人才招聘微网站。学校全年选聘海归

博士 13 人（目前在校全职海归博士 44 人）、国内博士 19 人。学校高度重视各类高

端人才项目的申报工作，全年完成各类高端人才项目的申报、推荐、选聘 70 余人次。

其中，谢花林教授入选“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陶长琪教授入选“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邹玲、杨勇、高日光 3 位教授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省级人

选。学校获评“2013-2015 年度全省高校师资培训工作先进单位”。 

（五）强化“大外事”工作格局，推进国际化办学工作。学校成立了国际化工

作领导小组和国际化办学咨询委员会，加强国际化办学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战略谋划；

明确了学院在国际化办学中的主体地位。学校与英国考文垂大学联合建立了孔子学

院（为江西省在英国建立的首个孔子学院），实现我校孔子学院建设零的突破。全年

新增海外合作院校 13 所。获准与瑞典达拉那大学合作举办软件工程专业本科双学位

项目，填补了我校本科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的空白。获批教育部全英文授课国际金融

硕士项目和商务部国际商务硕士项目。学校全年共派出赴海外研修教师 55 名，专任

教师国际化比例达到 18.51%，23 名教师录取国家公派留学项目，在录取人数和项目



 

 28

类别上均实现新的突破。共有 274 名在校学生赴海外交流学习，412 名本科毕业生

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国外高水平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校

招收来华留学生 236 人，较 2014 年增加 136 人，其中学历生 80 人。 

（六）恪守立德树人本职，做好党建思政工作。学校扎实推进“三严三实”专

题学习活动，狠抓“不严不实”问题查摆、整改落实和立规执纪。学校加强干部培

训，组织了暑期干部培训班等学习活动。进行了领导干部企业兼职专项清理，健全

了工作问责制。“连心”工程和帮扶工作成效显著，获得上级部门表彰。学校开展了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等系列活动。被新华网评为 2015 年魅力高校、

新媒体建设经验高校，明德网络文化工作室入选教育部首批网络文化工作室培育项

目。《建设法治江财，创建和谐校园》获评江西省高校第八届校园文化成果评比特等

奖。全年在中央级媒体上刊发报道 100 多篇次，在省部级媒体上公开报道近千篇次。 

学校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构建思想引领育人体系，开拓凝聚青年新思路；

以提升创新实践能力为重点，打造创新实践综合服务平台，推进学生创新创业创优

工作；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强学生组织建设，筑牢从严学生自治根基。团中央书

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为我校师生踊跃投身“三走”活动、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行为“点赞”。学校团学组织获得 2015 年全国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

位、团中央“丝路新世界·青春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季专项活动重点团队、

“井冈情·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季第五期培训班优秀团队、中国扶贫基金

会“优秀自强社”等荣誉称号，获评江西省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五四红旗团支部、

雷锋班集体等荣誉，获得第七届江西省青年志愿服务等省级专项活动优秀组织奖 10

余项。大学生理论研究会获全国大学生百佳理论学习社团，2 个学生班级团支部获

全国高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团支部”。易政勇同学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学校辅导员获评“江西省辅导员年度人物”

1 人、全省辅导员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 1 项。学生获得“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全国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江西赛区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3 项、

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青春创想秀”暨第三届两岸大学生公益社团活动策划大

赛二等奖 1 项。“B.U.S 功能性服装”学生创业团队获得“中国创翼”青年创业创新

大赛“金翼”奖。 

（七）全面实施依法治校，推进廉政建设常态化。学校着力完善大学治理法治

体系，根据学校章程规定修订了《校党委会议事规则》《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等重

要议事制度。对现行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完成了 16 类文种、17 类业务共 353

项规章制度的汇编初稿。先后成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专家委员会等决策咨询机构，

让专业的人来决策专业的事在学校科学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学校狠抓廉政建设，全面落实“两个责任”，启动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加强执

纪监督工作，认真受理各种信访举报，严肃查处违纪违规问题；全年受理并办结信

访举报 30 余件次，对 2 个违规处级单位进行了集体通报批评，对相关涉案人员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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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加强了审计监督工作，开展了财政资金等专项审计工作。

组织开展好了管理服务督查组的工作。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活动，增强领导

干部和师生员工廉洁意识。积极开展廉政约谈工作，把纪律挺在前面。着力推进“红

包”治理常态化，打造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新常态。加强风险防控制度建设，督促

学校及各部门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八）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信息化管理服务水平。学校获批中央财政

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3 个，总金额 3200 万元，完成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

主体结构封顶。大楼建设项目在省住建厅“2015 年第二次全省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

动监督执法检查”行动中获得排名第一的好成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易军赴

江西调研时充分肯定了我校图文信息大楼工程的经验做法。麦庐园北区 1#教学楼已

建成并投入使用，1#、2#学生宿舍已完成基础部分施工。学校全年完成公租房水电

气接入，麦庐园北区配电房、高低压电缆铺设，蛟桥园南区校友林等各类建设、维

修、改造工程 113 项。新建多媒体教室 91 间、实验室 10 个，更新多媒体教室 56 间。 

学校推进了校园无线网络二期工程建设，实现四校区公共区域无线网全覆盖。

蛟桥园南北区互联光纤升级至万兆，实现教学机房千兆接入；部署了校园网出口防

火墙和防火墙日志服务器，实现网络访问的全程实时监控。研发了本科学分制教务

管理信息系统、本科生分流管理系统、网上支付缴费平台、国际化信息管理系统和

后勤网上报修系统（二期），开通了“江西财经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服务平台与移

动图书馆。江西五套点赞我校人均网费全省高校最低。 

学校电子文献数据库存储容量近 360TB。《数字档案馆》建设方案五个子项目全

部招标完成。学校档案管理中心获评首批“国家数字档案室试点建设单位”、“江西

省高校档案工作先进单位”。学校馆藏档案数字化工作进展迅速，全年完成教学类档

案数字化 1271 卷，干部档案数字化 2070 卷。 

（九）精心做好后勤教辅工作，推进和谐校园建设。学校以打造“健康校园、

美丽江财”为工作目标，努力践行“服务育人”理念。建设了后勤维修服务中心、

家委会接待大厅，开展了维修服务进社区活动。通过食堂大宗物资采购招标，有效

稳定了食堂饭菜价格；建立了物业联席会，完善了物业综合考评制度；启动了麦庐

园北区园林规划工作，打造了蛟桥园总裁林等园林绿化工程。学校连续三年荣获全

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优秀单位。 

学校顺利推进“十大民生工程”建设，完成蛟桥园西区教工宿舍自来水进户管

线改造、青山路家属区无负压供水设备项目改造、蛟桥校区部分路面防滑处理工作、

1-16#教工宿舍电缆改造、麦庐园北区和蛟桥园西区路灯亮化工程，加大了毕业双困

生就业帮扶力度，更换了部分学生宿舍家俱，为麦庐园北区、蛟桥园南区学生宿舍

安装了空调，增加了教职工体检项目。18 个教工协会“一会一品”特色办会，充分

发挥了活跃校园文化氛围的作用。统计学院经济统计系获评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

学校教师获得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省先进工作者、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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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稳定发展大局，学校着力打造平安江财新模式。不断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

识，积极推行校园安全巡防制度，认真抓好了安全隐患的排查与整治工作，学校已

连续 11 年获评了省综治先进单位。老同志关心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多个民主党派获评本系统全省先进单位，一批优秀党外代表人士脱颖而出，获国家

级、省级各项荣誉。继续教育工作有序推进。附属中学狠抓教学质量，中考重点高

中上线率达 62.5%（第一批次重点高中上线率达 35%），中考重点率、普高率、优秀

率、及格率等指标均名列全市前茅。 

2015 年学校各项工作取得了好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些结构

性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学位授权点、学科专业布局还没有整合到位，全国一流的

高水平学科、学术领军人才、具有竞争力的高层次创新团队还不具明显优势，全面

深化教育事业改革的推进程度尚不均衡，国际化程度仍然不高。这些问题的解决还

需要我们凝聚更多的智慧，付出更大的努力。 

各位代表，同志们，回首过去的一年，“改革”成为全校师生心目中的关键词；

回首过去的一年，我们深深地为全校师生的创新精神所感动，为全体江财人的勤勉

敬业所感动；回首过去的一年，我们目标坚定、矢志不移，我们同心协力，稳步向

前。 

二、“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 2016 年主要任务 

各位代表，同志们，刚刚过去的 2015 年是学校“十二五”时期的收官之年，“十

二五”时期是学校充实内涵、创新发展和全面做强、彰显特色的关键五年，我们开

创了江财事业的崭新局面。“十三五”期间，我们要继续巩固财经类高校第一方阵的

地位，力争学校综合实力和主要学科在全国财经类高校排名前移，力争进入国家“世

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若干学科进入省级高水平学科建设行列，主要办学指标接

近或达到国内高校先进水平，努力办成基础厚实、特色鲜明、社会认可、人民满意

的高水平财经大学，实现从“中国知名大学”向“中国高水平大学”的迈进，为实

现“百年名校”江财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2016 年是学校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学校工作的总体思路是：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十三五”规划精神，瞄准“双一流”目标，

以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工程、科研创新驱动工程、人才强校工程为抓手，进一步深

化综合改革，强化内涵建设，提升办学质量，促使学校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为推

进“十三五”时期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打开良好局面、奠定坚实基础。 

根据学校工作要点，今年重点做好以下九个方面的工作： 

（一）瞄准“双一流”目标，进一步拓宽办学平台。围绕国家和江西省“双一

流”建设方案，探索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整合学科梯队、科研成果等资

源，做好国家“一流学科”和省高水平学科建设申报工作，遴选出 1-2 个基础扎实、

人才集聚、成果突出、影响较大的重点学科予以重点扶持，明确学科建设重点，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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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学科发展方向，做好冲刺国家“世界一流学科”的准备，力争在“十三五”期间

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行列，并有若干学科进入高水平学科建设行列。

顺应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优化本科专业设置，从培养模式、教学团队、课程教材、

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重要环节实施综合改革。做好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和专业综合

评价工作；在会计学、法学、通信工程三个专业综合评价工作经验基础上，推动其

他专业做好综合评价工作。 

继续抓好省部共建平台和战略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与共建财经高校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领域的协同合作。大力推进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校区的建

设。 

（二）推进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进一步提高育人质量。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

革，继续探索“学院招生、大类培养”模式，修订 2016 级本科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不断完善课程改革和学生分流办法。 

加强课程建设，重点建设 6 门慕课课程，培育一批优质慕课资源，鼓励师生学

习与使用网络平台在线课程，鼓励学生修读“超星”和“卓越”平台课程。推进教

学范式改革，鼓励教师运用翻转课堂、探究式教学范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修订

“金牌主讲教师”、“教学十佳”评选办法。加强教学管理信息化，启用“新版学分

制系统”和“学生分流系统”。修订教材选用管理办法，完善无人监考制度。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类高水平赛事；建设高水

平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切实开展好创新创业教育。落实本科实践育人工作实施方案，

开展好实践教学项目建设。继续组织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及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等重要平台申报，建设虚拟仿真实验云平台。建立“互联网+”学科竞赛培训与

服务平台，完善学科竞赛培训、管理和指导体系。 

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进一步改革研究生招生管理制度，改善生源结构，

探索个性化、灵活性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加强专业学位案例库建设和研究生课程建

设，科学设计各专业研究生课程图谱，落实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和常规性听课制度，

健全教学合格评估与认证相结合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积极参与学科评估，

做好二级学科参加定期评估、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参加专项评估的准备工作。加强

研究生创新和联合培养基地的申报和建设，推进 MBA 教育国际认证和其它学科专

业的认证工作。健全校院两级研究生管理机制，改革研究生导师聘任与评价机制。 

（三）推进科研创新驱动，提高科研质量和服务能力。加强学术生态建设，抓

好科研文献信息库建设，完善以质量和效果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加强科研项目

管理，提升国家级研究课题项目立项率，特别是要组织好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的培

育与申报工作。进一步推动我校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与创业素

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科学研究活动。 

探索建立跨学科跨专业学术团队，整合资源、聚焦方向、协同创新。发挥科研

的辐射作用，促进科研为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打造一流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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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新型智库，重点打造 1-2 个江西急需、国内一流的新型智库。加强高层次研究

平台和基地建设，抓好重大科研平台申报，做好对“2011 协同创新中心”、各类研

究基地的管理与服务工作。 

（四）推进人才强校工作，构建人才高地。继续加强优秀人才培养与引进，汇

聚高端领军人才，特别是海内外具有国际学术背景和高学科贡献度的人才及创新团

队，力争实现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方面的重点突破。 

加强中青年教师职业发展引领，建立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和个性化发展支持计

划，鼓励中青年教师参加学习培训与出国深造，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质

的优秀中青年人才，构建年龄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学术梯队。 

完善人才工作机制，设计符合学校特点的“准聘长聘”制度，将百名人才、人

才引进、分类管理、职称晋升、转岗分流等五方面的改革计划落到实处，完善教工

岗位绩效工资与年薪制相结合、外部激励与内部激励相结合的薪酬分配体系。统筹

规划教研师资、党政管理人员、后勤教辅人员等队伍建设。 

（五）推进国际化办学，开创对外合作与交流新局面。继续实施“扩总量、抓

重点、调结构、上层次”的国际化办学思路，推动教师队伍“生态多样化”，鼓励教

师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支持重点学科举办高水平国际会议。开拓教育部审批的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新增 3-5 所海外高端合作院校。拓宽学生国际交流渠道，做大做实

国家留基委“优本”项目，继续申报国家留基委国外硕士、博士项目，实现在校生

出国（境）访学人数、来华留学生人数均突破 300 人。开设 1-2 个全英文授课本科

专业，新增 1-2 个留学生实习基地及 1-2 个留学生招生合作机构。做好英国考文垂大

学孔子学院揭牌、招生和宣传等相关工作。 

（六）加强管理服务，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继续推进学校教育事业综合改革，

认真落实近两年推出的各项改革方案，建立改革责任制，列出“改革责任清单”，及

时发现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主动破解发展困难；引导师生理解、拥护、参与改革，

不断凝聚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完成图文信息大楼、麦庐园北区学生宿舍建设，打造校园文化景观群，规范学

校资产管理，继续做好周转房、公租房分配工作。拓展图书馆服务功能，做好图书

信息推送服务。完成数字档案馆建设,并申报江西省科普教育基地。 

启动蛟桥园图文信息楼校园网中心机房建设，抓好学校微信公众号建设，全面

升级改造学校信息门户、数据中心和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开发网上预约报账、师生

服务、人事管理、国际化事务管理、后勤管理、移动服务平台等信息系统，升级完

善个人收入核算、新版本科学分制教务管理等信息系统。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维护。 

（七）推进依法治校工作，建设平安和谐校园。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党委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扎实推进依法治校。以学校章程为基本准则，全面梳理学校现行规

章制度，形成健全、规范、统一的学校规章制度体系。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开

展校园法治文化活动，营造法治育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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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教风学风政风建设，推进价值规范与

行为规范体系建设。弘扬“敬业乐群，臻于至善”的江财精神，使学科、学术、学

者、学生和谐共生。 

切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效机制，推进保卫队伍正规

化建设，扩充综治管理平台功能，逐步完善校园天网系统建设，启用校区智能门禁

系统。 

进一步加强招生就业工作，确保常规就业率达到 60%、初次就业率达到 88%、

年终就业率达到 90%。进一步加强校友会建设，推进数字化校友馆建设和校友林建

设，做好基金会等级评估考核准备工作。抓好“离退休人员党员活动室”建设，做

好统战、继续教育、医院、附中和幼儿园工作。 

（八）坚持立德树人，继续抓好思政教育和廉政建设。大力推进思政课程教学

方法改革，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进学生管理服务体制和

机制改革，探索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建设、运用和管理好校园网、校报和校广播

电视台等宣传阵地，形成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网上网下互动的宣传思想工作新

格局。 

全面落实“两个责任”，建立责任清单。进一步做好廉洁文化进校园示范点的建

设，深入开展干部师生廉洁教育。加强监察监督工作，实施廉政巡查制度、廉政约

谈制度。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落实校务公开制度。加强对干部人事、招生考试、

基建维修、物资采购、合作办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做好学校财务预决

算、工程预决算、自动增拨经费、科研经费、财政专项资金等的审计监督工作。 

（九）做好民生工作，继续实施民生工程 

今年学校将继续推进十大民生工程，具体包括：一是继续更换学生宿舍家具，

改善宿舍环境（如粉刷、安装窗帘）；二是改造教工餐厅，进一步改善用餐环境；三

是维修改造教工宿舍楼楼梯间墙面；四是在蛟桥园游泳池加装水循环处理设备；五

是改装蛟桥园羽毛球馆照明设备；六是改造教工宿舍自来水进户管道；七是全面启

动蛟桥园北区校园路面沥青铺设；八是在教学楼、办公楼安装直饮水系统；九是发

放教职工用餐补贴；十是实行教职工绩效工资全部纳入住房公积金缴费基数制度。 

各位代表，同志们，“十三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百年名校”江财梦的决胜阶

段；2016 年，是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站在新起点，校属各单位和广大师生员工要

坚定走以质量提升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适应新常态、找准新方向、迈向新征

程，努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建设“百年名校”做出

新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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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领导 

学校领导 

廖进球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王乔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蒋金法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刘小丽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2016 年 12 月任现职） 

杨建林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邓辉 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 

王小平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阙善栋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欧阳康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委员 

（2016 年 12 月任校党委委员，2017 年 1 月任副校长） 

易小明 原校党委副书记，2016 年 12 月调任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 

易剑东 原党委委员、副校长，2016 年 5月调离并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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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姓氏笔画排名） 

 

（纪委秦建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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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级干部名册 

序号 姓名 现任职务 级别 性别 
参加工
作时间 

专业技
术职称 

1 袁雄   
党委办公室主任、校长办公
室主任、共建工作办公室主

任（兼） 
正处级 男 1990.07 研究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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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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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郑威 党办、校办副主任 副处级 男 2004.07 
助理          
研究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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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熊立芬 监察、审计处副处长 副处级 女 1985.08 
高级会
计师 

7 严云生 监察处、审计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3.08 
中学            
高级 

8 汪业军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

处长 
正处级 男 1980.08 副教授 

9 欧阳迎 
组织部、人事处副部（处）

长 
副处级 男 1990.03 工程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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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丁美东 
组织部、人事处副部（处）

长 
副处级 男 1988.07 副教授 

12 王金海 党委宣传部部长 正处级 男 1995.07 副教授 

13 喻春龙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副处级 男 1988.08 讲师 

14 罗庆辉 新闻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84.04 
三级         
摄影师 

15 陈丽萍  党委统战部部长 正处级 女 1980.10  

16 陈华 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副处级 男 2005.06 
助理          
研究员 

17 刘金凤 工会主席 正处级 女 1985.07 教授 

18 吴太福 工会副主席 副处级 男 1985.07 副教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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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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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段远鸿 
学生工作部（处）副部（处）

长 
副处级 男 1988.07 副教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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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郭海峰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96.08 讲师 

23 习金文 校团委书记 正处级 男 2002.07 讲师 

24 叶申玲 校团委副书记 副处级 女 2006.08 
实习           
研究员 

25 潘桦 校友联络办公室主任 正处级 男 1988.07 副教授 

26 肖勇 校友联络办公室副主任 副处级 男 2002.07 讲师 

27 许基南  教务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85.07 教授 

28 徐旭川 教务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96.07 副教授 

29 吕晓梅 教务处副处长 副处级 女 1991.09 副教授 

30 廖国琼 教务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9.07 教授 

31 匡小平 科研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82.09 教授 

32 李志强 科研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7.07 教授 

33 史言信 科研处副处长 副处级 女 1993.07 研究员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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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魏清华 研究生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2.07 
助理          
经济师 

36 陶春海 研究生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6.07 教授 

37 肖珑 
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海外
教育中心、港澳台事务办公

室主任 
正处级 女 1991.08 教授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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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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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07 讲师 

40 张曦凤 
汉语国际推广中心（来华留

学生中心）主任 
院所级正职 女 1991.09 副教授 

41 汪宗亮 财务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90.07 
高级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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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董慧英 
财务结算中心主任、财务处

副处长 
正处级 女 1985.07 

高级                 
会计师 

43 章俊 财务处副处长 副处级 女 1991.07 
高级          
会计师 

44 彭元  后勤保障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94.07 教授 

45 许秀胜 后勤保障处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86.07 
高级           
经济师 

46 张军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1.10 
研究实
习员 

47 左维民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3.12 馆员 

48 涂庚龙 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92.07 
高级经
济师 

49 万莉 节能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女 1994.12 助教 

50 雷迎春 保卫处处长、人武部部长 正处级 男 1994.07 讲师 

51 刘赣平 保卫处、人武部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85.08 
助理工
程师 

52 涂向新 
保卫处副处长、人武部副部

长（兼） 
副处级 男 1984.08 讲师 

53 鲁决斌 
保卫处副处长、人武部副部

长 
副处级 男 1989.03  

54 肖兴富 校园建设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86.08 讲师 

55 姜瑜 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9.07 工程师 

56 杨有亮 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97.07 
电子工
程师 

57 程扬渠 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6.11  

58 余飒   资产管理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85.10 副教授 

59 李武 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8.07 
高级会
计师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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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刘晓峰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1983.08  

62 罗锐 招生就业处处长 正处级 男 1998.09 讲师 

63 王玉杰 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副处级 女 1987.07 副教授 

64 柳晨 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副处级 男 2002.08 
助理工
程师 

65 王耀德 
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主

任 
正处级 男 1984.07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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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周玫   EMBA 教育学院院长 正处级 女 1984.07 教授 

67 吴良平 EMBA 教育学副院院长 副处级 男 1994.07 副教授 

68 杨慧   国际学院院长 正处级 女 1983.07 教授 

69 涂艳 国际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女 2002.07 讲师 

70 夏贤锋 国际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2004.06 助教 

71 陈卫东 国际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9.07 教授 

72 李庆 国际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99.07 讲师 

73 刘彪文  
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创业学
院院长（兼）、国家职业技

能鉴定所所长（兼） 
正处级 男 1991.07 教授 

74 夏国华 
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创业学院党总支书记（兼） 

正处级 男 1982.09 副教授 

75 王芳 
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副书
记、创业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兼） 
副处级 女 1993.08 

高级经
济师 

76 樊明 
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创业

学院副院长（兼） 
副处级 男 1984.11 

助理工
程师 

77 梅小安 
创业教育学院副院长，职业
技术学院副院长（兼） 

副处级 男 1995.07 副教授 

78 黄泽友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86.08 
副研        
究员 

79 刘永早 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85.08 
副研         
究员 

80 蔡利农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7.07 副教授 

81 饶菁伟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2.12 
助理工
程师 

82 姜红仁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2.09 教授 

83 陈明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教学质量
监督与评估中心主任（院级
正职），兼现代经济管理学

院副院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90.07 教授 

84 纪春福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

记 
副处级 男 1984.08 讲师 

85 刘仁彪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0.08 编辑 

86 顾耀峰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2.12  

87 陈丽萍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2.08 
副研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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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邱晓平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教学质量
监督与评估中心副主任兼现
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9.06 
助理研
究员 

89 邹传教 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 正处级 男 1982.08 教授 

90 许明喜 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正处级 男 1980.09 副教授 

91 季小刚 图书馆副馆长 副处级 男 1990.07 
高级工
程师 

92 胡新 图书馆副馆长 副处级 女 1985.07 
副研究
馆员 

93 郑淑娟 图书馆副馆长 副处级 女 1996.07 馆员 

94 陈伟峰 图书馆副馆长 副处级 男 1995.08 
助理研
究员 

95 陆晓兵 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心主任 副处级 男 1983.08 
助理研
究员 

96 童霞 图书教材采购供应副主任 副处级 女 1984.04 馆员 

97 肖清雷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正处级 男 1992.07 
高级工
程师 

98 陆旭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党总支书

记 
正处级 男 1983.07 

教授级
高级工
程师 

99 黄辉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2000.07 工程师 

100 方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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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07 教授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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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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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李金云 档案管理中心主任 正处级 女 1989.07 
研究馆
员 

104 魏细仁 档案管理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男 1982.08 副教授 

105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兼 MBA 教

育中心主任 
院所级正职 男 1987.07 教授 

106 熊绍辉 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2.01 
助理研
究员 

107 黄雨虹 工商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女 1994.07 助教 

108 刘浩华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88.07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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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宁亮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兼 MBA

教育中心副主任 
院所级副职 男 1994.07 副教授 

110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2003.07 副教授 

111 邹艳芬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女 1994.07 教授 

112 金欣 工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9.12 工程师 

113 杨杰  
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

究中心主任  
院所级正职 男 1996.07 教授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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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所级正职 男 1996.07 研究员 

115 陈荣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

记 
正处级 男 1985.07 教授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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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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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所级副职 男 1994.07 教授 

118 肖建华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6.07 副教授 

119 张仲芳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8.07 
副研究
员 

120 王萍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1.09 
助理会
计师 

121 席卫群 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 院所级副职 女 1992.07 教授 

122 章卫东  会计学院院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85.07 教授 

123 彭清宁 会计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女 1985.08 副教授 

124 陈光秀 会计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85.08 助教 

125 黄文德 会计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2002.07 
助理研
究员 

126 李宁 会计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4.07 教授 

127 袁业虎 会计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0.07 教授 

128 曹玉珊 会计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4.07 教授 

129 王醒喆 会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9.07 
助理工
程师 

130 袁红林  国际经贸学院院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91.07 教授 

131 罗明芳 国际经贸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7.07 副研究



 

 41

员 

132 廖勇勇 国际经贸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5.07 
助理研
究员 

133 吴朝阳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2002.07 教授 

134 彭铭谊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6.07 助教 

135 刘建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2010.07 副教授 

136 王根生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4.08 副教授 

137 李秀香   贸易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院所级正职 女 1990.06 教授 

138 陆长平  经济学院院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88.07 教授 

139 胡文烽 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女 1991.07 副教授 

140 李大晖 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6.07 
助理工
程师 

141 席小炎 经济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84.07 副教授 

142 杨飞虎 经济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5.07 教授 

143 桂林 经济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6.09 副教授 

144 吴斌 经济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3.07 工程师 

145 汪洋  金融学院院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93.07 教授 

146 胡建国 金融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91.07 
助理研
究员 

147 涂远武 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3.08 讲师 

148 刘兴华 金融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4.07 教授 

149 刘菊华 金融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8.07 副教授 

150 凌爱凡 金融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2000.07 副教授 

151 胡少勇 金融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2002.07 讲师 

152 罗良清  统计学院院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86.07 教授 

153 叶绍义 统计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96.07 
助理研
究员 

154 潘文荣 统计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0.08 副教授 

155 李志龙 统计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2004.07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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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罗世华 统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2001.07 副教授 

157 金建军 统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4.07 助教 

158 吴家宇 
江西省应用统计研究中心副

主任 
院所级副职 男 1996.07 讲师 

159 毛小兵 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正处级 男 1997.07 副教授 

160 邹春发 信息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93.07 讲师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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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沈波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8.07 副教授 

163 杨勇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2006.03 教授 

164 万建香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女 1996.04 副教授 

165 曹小英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女 1984.12 副教授 

166 刘德喜 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6.07 教授 

167 邹勇文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院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94.07 副教授 

168 王琪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党委书

记 
正处级 女 1993.07 副教授 

169 张志军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党委副

书记 
副处级 男 1989.08 讲师 

170 但承龙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3.07 教授 

171 邹秀清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8.08 教授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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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李明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4.07 副教授 

174 杨德敏 法学院院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92.07 副教授 

175 贺三宝 法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96.07 
助理研
究员 

176 毛细荣  法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84.07 副教授 

177 徐光华 法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2005.12 副教授 

178 张克 法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3.07 
助理工
程师 

179 周维德 法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7.08 副教授 

180 阙占文 法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2000.07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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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易有禄 
江西法制政府研究中心副主

任 
院所级副职 男 1994.07 教授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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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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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白耀辉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

软件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3.07 副教授 

185 黄茂军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

软件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2005.06 副教授 

186 邓庆山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

软件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8.09 副教授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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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叶卫华 外国语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院所级正职 男 1981.09 副教授 

189 左家盛 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87.07 
助理研
究员 

190 曾剑平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85.07 教授 

191 谢海长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8.08 副教授 

192 吴小明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3.08 
研究实
习员 

193 李春长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2000.08 副教授 

194 尹忠海 人文学院院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97.07 教授 

195 杨尚勇 人文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89.07 副教授 

196 李援 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女 1995.08 
助理经
济师 

197 王玉琦 人文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87.07 教授 

198 蔡盈洲 人文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7.07 副教授 

199 蒋国河 人文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3.11 副教授 

200 蔡志刚 人文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82.09 
助理工
程师 

201 包礼祥  艺术学院院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90.07 教授 

202 刘灵  艺术学院党委书记 正处级 男 1998.07 
助理            
研究员 

203 黄黑平 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5.07 讲师 

204 罗时武 艺术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85.07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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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李民 艺术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8.10 副教授 

206 樊凤龙 艺术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女 1998.07 副教授 

207 胡文明 艺术学院副院长 副处级 男 1992.07 讲师 

208 郑志强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院

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96.08 教授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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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车友财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党

总支副书记 
副处级 男 1993.07 讲师 

211 詹新寰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副

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9.07 讲师 

212 曹清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副

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0.07 副教授 

213 朱亚坤 
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副

院长 
院所级副职 女 2005.07 讲师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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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陈始发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90.08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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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唐海燕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副书

记 
副处级 女 1992.07 讲师 

218 夏德根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89.07 教授 

219 唐书麟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85.07 教授 

220 刘晓泉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6.07 副教授 

221 蒋尧明  
《当代财经》杂志社常务副

社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87.07 研究员 

222 魏琳 《当代财经》杂志社副社长 院所级副职 女 1986.07 编审 

223 王展祥 《当代财经》杂志社副社长 院所级副职 男 2008.04 
副研究
员 

224 吴志军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

院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88.01 教授 

225 陈雁云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

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2.07 

副研究
员 

226 徐斌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           

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9.07 副教授 

227 王自力 
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竞

争研究中心）院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92.08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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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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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所级副职 男 1993.08 教授 

229 邢小明 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8.08 副教授 

230 刘满凤  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院所级正职 女 1990.03 教授 

231 杨头平 
协同创新中心数据统计处理

部主任 
院所级副职 男 2004.04 副教授 

232 钱建豪 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院所级正职 男 1990.07 
副研究
员 

233 黄晓全 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88.07 副教授 

234 张利国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 院所级正职 男 2006.06 教授 

235 谢花林 
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兼生态
文明制度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兼） 
院所级正职 男 2006.06 教授 

236 肖文海 
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循
环经济与生态工业研究所所

长（兼） 
院所级副职 男 1994.07 教授 

237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 
院所级副职 男 1990.09 教授 

238 徐崇波 财政大数据研究中心副主任 院所级副职 男 1996.07 副教授 

239 张志兵 财政大数据研究中心副主任 院所级副职 男 1997.07 副教授 

240 邓必礼 附中党支部书记（副处级） 副处级 男 1981.09 
助理工
程师 

241 黄建平 医院院长（副处级） 副处级 男 1981.10 
主任医
师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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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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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副处级以上党外干部名单 

序号 姓名 职  务 级别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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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平原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省政协委员 

4 陆长平 经济学院院长 正处 男 1965.06  
民建 

中共 
江苏南京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5 夏家莉 
财政大数据分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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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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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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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郑志强 体育学院院长 正处 男 1971.05  农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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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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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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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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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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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罗时武 艺术学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63.05  民革 江西南昌 汉 本科 教授  

13 刘菊华 金融学院副院长 副处 女 1966.10  民盟 江西兴国 汉 本科 硕士 副教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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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潘文荣 统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69.05  民革 江西临川 汉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省地税局税务

监察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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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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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吕晓梅 教务处副处长 副处 女 1971.01  农工党 湖北鄂洲 汉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省政协委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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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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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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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李宁 会计学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72.09  无党派人士 江苏镇江 汉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省知联会第二

届理事会理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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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万本庭 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副处 男 1976.02  无党派人士 江西南昌 汉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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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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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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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李庆 国际学院副院长 副处 女 1978.06  九三学社 湖南宁远 回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28 王展祥 
《当代财经》杂志社

副社长 
副处 男 1979.05  民革 湖北黄梅 汉 研究生  博士 副研究员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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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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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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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任抚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副

院长 2016.3 

32 刘峰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

处长 
副处 男 1976.10  无党派人士 江西萍乡 汉 

本科 

硕士 
讲师  

33 刘建 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副处 男 1983.06  民进 山东高青 汉 研究生  博士 副教授 试用期一年 

 

(统战部贺伟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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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 

管理机构 

党群机构 
党委办公室 

纪委 

党委组织部、党校、机关党委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党委统战部 

工会 

党委学生工作部 

团委 

人武部 

 

行政机构 
校长办公室(共建办公室) 

监察处、审计处 

人事处 

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校友联络办公室 

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科研处 

研究生院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海外教育中心、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汉语国际推广中心（来华

留学生教育中心） 

财务处 

后勤保障处 

保卫处 

校园建设处 

资产管理处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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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就业处 

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 

《当代财经》杂志社、学报编辑部 

 

教辅部门 
图书馆 

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心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教学中心 

 

附属部门 
档案管理中心 

附属中学 

医院 

 

学院设置 

■ 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国际市场营

销） 

■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财政学、税收学、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管理） 

■ 会计学院（会计学、财务管理、注册会计师、CIMA 方向-特许管理会计师、ACCA

方向-英国特许注册会计师） 

■ 国际经贸学院（贸易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电子商务） 

■ 经济学院（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 

■ 金融学院（金融学、保险学、投资学、金融工程、金融学（FRM 方向——全球

金融风险管理师） 

■ 统计学院（经济统计学、应用统计学（金融精算）） 

■ 信息管理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财经大数据管理）、信息与计算科学（经济

计量）、管理科学（金融风险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经济信息管理）） 

■ 旅游与城市管理院（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旅游管理） 

■ 法学院（法学、法学（法务会计）） 

■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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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日语） 

■ 人文学院（社会工作、新闻学、广告学、文化产业管理、汉语国际教育） 

■ 艺术学院（音乐学、视觉传达设计、数字传媒艺术、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 体育学院（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 马克思主义学院 

■ EMBA 教育学院 

■ 国际学院（会计学（国际会计）、金融学（国际金融）、金融学（CFA 方向-注册

金融分析师）、国际经济与贸易（CITF 方向-特许国际贸易金融师）） 

■ 创业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 继续教育学院 

■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科研机构 

江西省协同创新中心（4 个）：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监测、预警与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 

法治江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7 个）： 
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 

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研究中心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江西法治政府研究中心 

江西省应用统计研究中心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3 个）：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财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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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经济预测与决策研究中心 

 

江西省软科学研究基地（1 个）： 
江西省科技经济决策融合软科学研究基地 

 

独立设置的校直属专职研究机构（7 个）： 
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 

高等教育研究所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协同中心 

生态文明研究院 

财政大数据中心 

 

校内其他科研机构 
机构名称  挂靠单位 

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工商管理学院 

现代商务研究中心  国际经贸学院 

科技金融研究中心  金融学院 

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  人文学院 

江西生态法律研究中心  法学院 

 

（摘自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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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机构、领导小组（委员会）等调整情况 

 

江财党字〔2016〕36 号 

经 2016 年第 12 次党委会研究，决定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统战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研究指导、协调解决和督促检查学校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廖进球   

副组长：王  乔  易小明   

成  员：袁  雄  欧阳康  王金海  陈丽萍  郑  赟  

        习金文  荣  莉  肖  珑  雷迎春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党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由陈丽萍兼任。 

 

江财字〔2016〕16 号 

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工作变动情况，经学校研究，决定对江西财经大学财经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名单如下：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蒋金法  杨建林 

成  员：汪宗亮  袁  雄  李法贵  欧阳康  刘金凤   

许基南  匡小平  彭  元  肖兴富  余  飒  董慧英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财务处，主任由汪宗亮兼任 

 

江财字〔2016〕20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 2016 年 3 月 4 日校党委会第 3 次会议研究，决定将 MBA 学

院更名为 EMBA 教育学院。 

 

江财字〔2016〕32 号 

按照省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于做好 2016 年高校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及材

料报送工作的通知》（赣助中心〔2016〕44 号）文件精神，根据工作需要及人员工

作变动情况，对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家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成员

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组 长：易小明 

副组长：蒋金法 杨建林  李良智 

成 员：袁 雄 李法贵 汪宗亮 郑 赟 荣 莉 

熊绍辉 陈 荣 彭清宁 罗明芳 胡文烽 

胡建国 叶绍义 邹春发 王 琪 贺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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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海 杨尚勇 毕正华 邹国辉  江水法 

涂 艳 吴志军 王自力 张利国  刘志蓉 

魏清华 陶春海  

领导小组下设研究生评审办公室和本科生评审办公室。研究生评审办公室设在

研究生院，承担全校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管理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魏清华兼

任；本科生评审办公室设在学工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承担全校本科生奖助学金

评审管理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刘志蓉兼任。 

 

江财字〔2016〕41 号 

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变动等情况，经 2016 年第 8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调整

部分校学术委员会成员。现将调整后的人员名单公布如下： 

一、校学术委员会（29 人） 

主  任：胡援成 

副主任：蒋经法  徐升华  张  蕊  蒋悟真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万常选  石  劲  匡小平  朱丽萌   许统生   许

基南   严  武   吴通福   张进铭   

张品良   李  民   李秀香   李良智   杨  杰   汪志刚  

陈富良  周海欧  钟元生  陶长琪   曹元坤   曹俊文  温  锐  谢花林   

简  泽 

学术委员会下设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科研处，办公室主任由匡小平

兼任。 

二、校学术委员会下设学部 

（一）经济管理学部（13 人） 

主  任：张  蕊 

副主任：许统生  石  劲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吕江林  朱丽萌  张进铭  李志强   李秀香   邹

秀清   姚林香   胡大立   舒  辉  谢花林 

（二）人文社会科学学部（10 人） 

主  任：蒋悟真 

副主任：张品良   吴通福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王玉琦  朱亚坤  罗时武 

曾剑平  温  锐  蒋国河  蒋岩波  

（三）自然科学学部（10 人） 

主  任：徐升华 

副主任：万常选  刘满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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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万树平  邓梅根  孙建成   

罗世华  钟元生  夏家莉  陶长琪 

 

江财字〔2016〕64 号 

江西财经大学财经智库理事会及财经智库专家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已经学校

2016 年第 11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公布如下： 

一、江西财经大学财经智库理事会名单 

理事长：廖进球 

副理事长：蒋金法 

理事（按姓氏笔划排序，15 人）：王自力  刘满凤        匡小平  严  武  吴

志军  张利国  李春根  邹勇文   夏家莉  徐  斌  蒋尧明  蒋金法  蒋悟真  

谢花林   廖进球 

秘书长：徐  斌 

二、江西财经大学财经智库专家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廖进球 

副主任委员：蒋金法  彭  亮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34 人）：王  乔  王自力  邓  辉  石  劲  刘满凤   

匡小平  朱丽萌  严  武  吴志军  吴昌南  张  蕊   张利国  李春根  李秀香  

杨  杰  邹勇文  陈家琪   胡大立  胡援成  夏家莉  徐  斌  桂荷发  陶长琪   

勒中坚  曹元坤  曹国新  黄建军  彭  亮  温  锐   蒋金法  蒋尧明  蒋悟真  

谢花林  廖进球 

 

江财字〔2016〕75 号 

经 2016年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成立江西财经大学MPAcc项目AAPEQ

教育质量认证工作领导小组，组成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李良智（常务）   章卫东 

成  员：袁  雄   荣  莉  汪宗亮  袁业虎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会计学院，办公室主任由章卫东兼任。 

 

江财字〔2016〕86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 2016 年第 12 次校党委会研究，决定调整江西财经大学

财经智库理事会及财经智库专家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现将调整后的人员名单公布

如下： 

一、江西财经大学财经智库理事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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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长：廖进球 

副理事长：王  乔  蒋金法 

理    事 (按姓氏笔划排序，16 人)： 

王  乔  王自力  刘满凤  匡小平  严  武  吴志军 

张利国  李春根  邹勇文  夏家莉  徐  斌  蒋尧明 

蒋金法  蒋悟真  谢花林  廖进球 

 

秘 书 长：徐  斌 

二、江西财经大学财经智库专家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廖进球  王  乔    

副主任委员：蒋金法  彭  亮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序，34 人）： 

王  乔   王自力   邓  辉   石  劲   刘满凤 

匡小平   朱丽萌   严  武   吴志军   吴昌南 

张  蕊   张利国   李春根   李秀香   杨  杰 

邹勇文   陈家琪   胡大立   胡援成   夏家莉 

徐  斌   桂荷发   陶长琪   勒中坚   曹元坤 

曹国新   黄建军   彭  亮   温  锐   蒋金法 

蒋尧明   蒋悟真   谢花林   廖进球 

 

江财字〔2016〕87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 2016 年 9 月 30 日校党委会第 12 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江西

财经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具体情况如下： 

一、 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为独立的实体研究机构。该院暂

时核定人员编制 12 名，设院长 1 名，副院长 2 名，行政人员 1 名。研究院下设办公

室、国土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所、生态产业与绿色发展研究所、美丽乡村建设研究

所。 

二、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生态文明与现

代中国研究中心与生态文明研究院合署。撤销江西财经大学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建制。 

三、 调整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的院所级干部职数为 1 正 2 副。 

 

江财字〔2016〕89 号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的通知》

（财会[2016]11 号）、《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工作的

通知》（赣财会[2016]23 号）及《关于开展江西省教育厅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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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通知》（赣教财字[2016]20 号）等文件精神，经 2016 年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

决定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内部控制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制定学校内部控制制度，

组织、落实内部控制相关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办公室设在财务处，办公室主任由

财务处长兼任。领导小组具体名单如下： 

组 长：王 乔 

副组长：蒋金法（常务） 杨建林   邓  辉   阙善栋   

成 员：汪宗亮    袁  雄    李法贵  欧阳康  

刘金凤    郑  赟    肖兴富    余  飒 

许基南    匡小平    荣  莉    彭  元 

罗  锐    邹传教    肖清雷    陆晓兵 

董慧英 

 

江财字〔2016〕95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 2016 年 10 月 25 日校长办公会第 16 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

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该机构为非实体研究机构，挂靠金融学院。 

 

江财学工字〔2016〕25 号 

为做好我校毕业生校园招聘以及其他就业有关工作，确保毕业生安全就业，根

据江西省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关于做好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会安

全工作的通知》要求，经学校研究，决定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生就业安全工作领

导小组，具体如下： 

一、组织机构 

组  长：蒋金法     

成  员：郑  赟  习金文  许基南  魏清华   

        雷迎春  罗  锐  王玉杰    

各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江财人事字〔2016〕2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统计与风险管理研究院。

该院为非实体单位，挂靠统计学院。 

 

江财人事字〔2016〕4 号 

根据学校党委 2016年第 2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困难教工帮扶站，

为非实体机构，挂靠校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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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人事字〔2016〕5 号 

根据工作需要，学校决定成立大学生就业指导教研室，与大学生职业发展促进

中心合署办公。 

 

江财人事字〔2016〕11 号 

经 2016 年 6 月 1 日校党委会第 6 次会议研究，决定对校属内设机构做以下调整，

具体如下： 

1、撤销“中国管理思想研究所”，成立“中国管理思想研究院”，挂靠工商管理

学院。 

2、工商管理学院增设“大学生能力实践中心”，与教务办合署。 

3、增设“MBA 认证办公室”，挂靠 MBA 教育中心。 

4、成立“供应链大数据研究中心”，与“应用统计研究中心”合署，挂靠统计

学院。 

5、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工程管理与城乡规划系”更名为“工程管理系”；“房

产与土地管理系”更名为“房地产管理系”；成立“土地资源管理系”，撤销“资源

环境系”。 

6、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撤销“网络工程系”，成立“网络学习发展中心”。 

7、党办、校办增设机要科，与秘书科合署。 

8、党委宣传部校报编辑室更名为“校报与文化建设科”；影视科更名为“对外

宣传与广电科”；网络信息管理办公室更名为“网络宣传科”；增设新媒体与舆情信

息科，与网络宣传科合署。 

9、成立“大学生素质拓展中心”，与团委办公室合署。 

10、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增设“数据服务部”，与信息管理部合署。 

 

（档案管理中心根据学校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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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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只有工业经济 1 个专业，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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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标准化管理三个专业。1994 年又增设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2 个专业。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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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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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工商管理学院，开设有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物

流管理五个专业。 

2.机构设置 学院下设 4 个系（企业管理系、市场营销系、人力资源管理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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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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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服务机构（经理人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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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点（工商管理），2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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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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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人，其中专任教师 85 人，校内兼职教师 12 人。

教师中教授 30 人，副教授 39 人，博士生导师 17 人，硕士生导师 56 人。教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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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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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教学名师 2 人，“赣鄱英才 555 工程”人才 4 人，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

工程”人选 3 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3 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9 人。 

5.教学工作 学院围绕着“双基四拓”的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狠抓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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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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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营销为国家级特色专业，以及一系列省级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学院拥有中

央与地方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拥有昆山商会、苏宁物流、江铃集团、中山顶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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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等 30 多个教学实习基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6.科学研究 学院在科研工作中实行精品战略，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其

中，吴照云教授主持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通史》”获得国家社科重大招标

项目立项，并出版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系列丛书，在东方管理思想研究方面形成了

特色。近几年，学院承担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12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3 项（其中

重大招标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1 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 6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

金项目 5 项，省级立项课题 70 项，横向课题 52 项。学院出版专著 30 部，教材 39

部，在 SSCI、SCI、EI 收录论文 30 篇，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重要学

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50 余篇。其中，多位老师的研究成果被省领导批示。  

7.国际化办学 学院坚持开放办学，与美国东北大学、纽约理工大学、加州州立

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西班牙格拉纳达

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韩国釜山国立大学、仁荷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淡江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等国（境）外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了多形式合作关系。分别与英国考

文垂大学、美国东北大学联合组建了“中英国际商务联合研究中心”和“中美创新

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并在联合培养学生、教师互访交流、合作开展科学

研究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8.党建团学工作 学院以红色教育、博雅教育、师德教育为抓手，全面推进党建、

思政和团学工作。近几年，先后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总支、全国高等财经院校党建工

作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江西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江西省师德建设先进集

体、江西省高校党建示范点、江西省五四红旗分团委。学生获得“全国高校优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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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义工协会）、“国际商业案例大赛”全球八强、“全球 ERPSim 国际大赛”（中国

赛区)第二名、“大学生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金奖、“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团体一

等奖、“大学生管理决策模拟大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全国物流设计大赛”一等

奖、“全国大学生商务谈判策划大赛”一等奖等荣誉。 

9.服务社会 学院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高素质人才，涌现了科瑞集团董事长

郑跃文等著名企业家和财政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廖路明，财政部驻广东省财政监察专

员办事处党组书记、监察专员江龙等优秀党政领导干部。近年来，学院先后为中共

南昌市委组织部、凤凰光学集团公司、华意电器集团公司、北京银行、江西博雅生

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江铃汽车集团公司等单位培养高层次经济管理人才，与科瑞

集团、英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和基投资有限公司、汇仁集团、江西省盐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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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形式的合作，为企业的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资产重组等方面出

谋划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工商管理学院林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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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的起源可追溯至 1923 年成立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财政信

贷科，历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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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农村减贫

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公共管理硕

士（MPA）教育中心、税务硕士（MT）教育中心、公务员培训中心等教研和培训机

构。 

师资队伍。学院拥有一支素质高、结构合理、科研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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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教师中有博士学位者 49 人，教授 23 人，博导 14 人，硕导 56 人，校外实践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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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省“赣鄱人才 555”工程人选、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人选、霍英东教育基金青年教师奖、省教学名师、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等 27 人

次。 

学科建设。学院学科建设成果显著，有 2 个博士点、1 个博士后流动站、1 个一

级学科硕士点、4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拥有省“十二五”高水

平学科、省“十二五”重点学科、省示范性硕士点、省级协同创新中心、省级研究

生联合培养基地、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等。 

教学工作。学院已形成本、硕、博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开办 4 个本科教育

专业，创新性开设了本科人才培养“信毅”实践班。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拥有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专业综合改革等省级以上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十多项。拥有中央与地方共建优

势学科实验室、高校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等。MPA 专业学位点为江西省首批

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开辟省人大预算工委、南昌市高新区、南昌国家经开区、财政

部江西专员办、南昌市财税部门等实习实践基地 20 个。建成国内首家中国税票博物

馆，获得全国社科普及基地。近两年研究生获省优博论文 2 篇，优硕论文 7 篇。 

科研工作。学院科学研究成果丰硕。近五年来，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80 余篇，

CSSCI 来源期刊学术论文 200 余篇；学术论文被 EI 收录和三大书报资料中心转载

50 余篇；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课题 50 余项；在研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 40 余

项（其中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3 项，重点项目 2 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省部级奖励

20 余项。倾力打造三大高端学术论坛品牌《尚公讲坛》、《青蓝论坛》、《香江公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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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坛》，每年邀请众多知名学者讲学。学院定期出版《赣江财税论坛》、《公共经济

与管理评论》、《公道 MPA》和《全面建成小康决策参考》，打造国内有影响力的专

业刊物和智库。 

国际化办学与服务社会。学院与日本立命馆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美

国西华盛顿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发挥自身的智力优势与

专业特长，广泛开展各类干部培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一大批财税干部和公共管理

人才；积极承担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委托的横向项目，为政府决策提供强有力的

智力支持。率先发起成立了全省 MPA 研究生教育联盟和全省社会保障专业建设联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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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院将在学校的正确领导下，坚持

“内涵发展，质量提升，争创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学院”的发展战略，努力培养具有

“信敏廉毅，慎独尚公”素质和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创业型人才，锁定目标，善做

善成，推动学院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纪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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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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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硕士生导师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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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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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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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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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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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

魏明海先生、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林斌教授、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

导师秦荣生教授等，以及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李荣灿先生、黑龙江省委常

委、副省长甘荣坤先生、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董仚生先生、江西省审计厅厅长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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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位。 

（会计学院肖安生提供）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肇始于 1958 年的江西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是我校设置最早的四

个系之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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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贸易研究中心合署

办公，设有四个教学系（国际贸易系、电子商务系、国际商务系、贸易经济系）。

学院拥有 1 个博士点（国际贸易学）、3 个硕士点（国际贸易学、世界经济、国际

商务）、4 个本科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国际商务、贸易经济），其

中国际经济与贸易是教育部国家管理专业，江西省高校品牌专业。学院人才培养层

次分明，学科生态合理。 

学院现有教职工 63 人，其中专任教师 50 人。专任教师中有教授 8 人、副教授

24 人；博士 43 人（含 3 位在读博士），其中海归博士 4 人；博士生导师 6 人、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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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导师 35 人。拥有一支学缘结构合理、年龄结构较优、学科互补性较强、国际化

素质较高的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学院教师致力于科学研究，强调科研与教学的良性户动。设置有大宗商品国际

价格研究、贸易成本与环境友好型贸易发展研究、企业国际化与开放型经济研究和

低碳经济国际比较研究四个科研团队。2011-2017 年，学院共承担国家社科/国家自

科课题 21 项，立项/结项省部级课题及横向课题逾百项，在《经济研究》、《财贸

经济》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50 多篇，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近 60 篇；出版各类著作

40 多部，科研总经费近千万元。 

学院坚持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探索培养模式和教学

方式的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以职业素质为导向的“三三制”人才培养模式”

于 2007 年获批国家级人才培养创新试验区项目，2014 年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获批

“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为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素质与能力，

学院设有国贸职业特质训练与测评实验室、大经贸多功能综合实验室。建设了 50 余

家社会实践基地，聘请了 30 余人为我院兼职导师。学院鼓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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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成立近 60 年来，已经陆续培养各层次人才近 7000 人，他们

在政界、学界、企业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校友代表。 

学院通过献智献策、培养人才等方式积极服务国家和地方建设，取得了良好成

效，得到业界的高度评价。学院与商务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自 2008 年开始，

江西财经大学主动承担商务部人力资源培训任务，截至 2017 年，围绕财经管理、产

业发展、金融风险控制、教育等领域已经承担 14 期援外培训班，累计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培养各级官员、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教师 400 余名，涉及 70 余个发展中

国家；学院大宗商品研究团队还与商务部研究院展开长期合作，编制大宗商品价格

指数。学院响应学校的号召，与江西省商务厅、江西省发改委、江西省工信委建立

了紧密的联系，为我省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献智献策。 

近年来，学院致力于办学的国际化，成为我校国际化办学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学院坚持“送出去”、“请进来”两条腿走路，初步实现了国际化办学的“两翼齐

飞”。学院已和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为我院学生开辟海外留

学通道，陆续有 120 余名同学到海外留学。学院还于 2012 年开始招收海外留学生，

目前接纳海外留学生的项目涵盖博士层次、硕士层次、本科层次，学历留学生办学

规模和层次快速提升。学院还积极探索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国际学术交流日趋活跃，

与海外多家大学达成了合作研究的协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国际经贸学院夏跃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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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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了政治经济学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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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个科研机构（监管与治理研究中心、资产评估研究中心），3 个行政党团服务机构

（院办公室、教务办公室和院分团委） 

师资队伍：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 69 人，其中专任教师 56 人（另有

校内兼职 11 人）。其中教授 15 人，副教授 18 人；48 人具有博士学位（博士占比 84%，

其中海归博士 6 人，柔性引进 1 人）；博士生导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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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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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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获得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全国资产评估

教指委教学案例大赛、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6 项。拥有中央与地方共建优势

学科实验室（宏观经济管理实验室、实验经济学实验室）、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

展专项资金项目（理论经济学）、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

（宏观经济分析与管理实践基地）。与政府、企事业单位联合开辟的校外实习实践基

地 5 个，大力培养学生理论素养与实践动手能力。 

科学研究：学院科学研究近年来取得重大突破，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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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项目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 16 项，立项（结项）省部级课题及横向

课题近 70 项，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经济科学》《经济管理》等权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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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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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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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讲坛，每年邀请多位知名学者到学院开坛讲学，传授研究方法，交流学术观点，

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反响。着力组建科研团队，聚焦科研方向，争取“十三五”期

间，出一批在国内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国际化办学：国际化办学是今后办学的重点突破方向。目前，学院共有双语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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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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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余人，近五年本科生一

次性就业率在 90%以上（其中常规就业率 70%以上，考研率 20%以上），研究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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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就业率达 100%，行业遍及金融证券、计算机与通信、商业服务、政府机构和各

类行政事业单位，在各行各业都享有较高的声誉。学生积极参加学科竞赛，成效显

著，先后荣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全

国电子商务三创赛、全国大学生（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全国资产评估教指委案

例大赛、美国数学建模竞赛、江西省“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华创杯”江西省

市场调查分析大赛等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励 6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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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学、投资学及金融工程等四个本科专业及金融学（F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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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一五”规划重点学科，2006 年被评为江西省第二批示范性硕士点；2007

年“金融学”专业获教育部首批第一类特色专业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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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个校级研究机构

——科技金融研究中心，还设立了应用金融研究中心、证券期货研究中心等院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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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人，其中

教授 15 人、副教授 15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比达到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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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1 人。经过多年的

教学科研工作积累，学院形成了一支知识结构、职称结构、学缘结构和年龄结构较

为合理的优秀师资队伍。近年来，学院加大高层次以及海外人才引进力度，合理优

化教师资源配置，已经建成一支以胡援成、吕江林、严武、汪洋、邹玲、桂荷发、

刘兴华、黄飞鸣、彭玉镏等博导为核心，高学历和高职称教师为骨干，中青年教师

为主体，具有奉献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教学与科研梯队。   

目前，学院拥有全日制在册学生 2300 余人，其中，本科生 2070 余人，研究生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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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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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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保险理论与实务》成为了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继建成中央与地方共建

项目“开放式综合金融实验室”后，学院正在加紧建设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现代金融实验中心”。   

学院秉承“信敏廉毅”校训，重视金融学的科学研究与学术创新，逐步凝练出

货币银行理论与实务、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资本市场与风险管理、公司金融理论

与政策等极具特色和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先后涌现出一大批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成

果；学院积极与学界同行沟通交流，近年来先后承办了各种类型的国际国内会议；

学院教师为地方经济建设献计献策，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咨询、企业经营咨询和各级

各类人员培训等活动，得到良好的赞誉和广泛的社会认可；学院积极与地方金融机

构合作建立前沿学术基地，2016 年与江西省金融办、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管委会机构

共同设立了“江西金融发展研究院”，与九江银行合作设立了“九银票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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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学院先后与美国密

苏里大学、内华达大学签署合作培养协议，与台湾中央大学签署互换生协议。学院

的国际化办学程度正在不断提高。  

今后，学院将继续发扬优良学术传统，锐意改革创新，彰显专业特色，提高教

研质量，努力建设厚重翔实、特色鲜明、国际化水平高的金融学院。 

 (金融学院喻樟提供)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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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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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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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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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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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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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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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心成功入选第二批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与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联合共建供应链大数据研究中心。学院已经建成了涵盖了本科、硕博研究生

完整的教学体系，拥有了学士、硕士（含专硕）、博士和博士后流动站等完善的统

计学学科建设平台，正朝着建设统计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宏伟目前阔步前进。学院设

有五个教学系（经济统计系、金融统计系、数理统计系、管理统计系和数量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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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务所（时代市场调查事务所），拥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济管理与创

业模拟实验教学中心"----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实验室。 

在 30 多年本科办学的历史，学院造就、凝练了一大批德艺双馨的优秀专业教师

队伍。2016 年，在 71 人专兼职教师中，有柔性引进国外学科领军人物 5 人，国务

院政府特贴 1 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委 1 人，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 1 人，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 1 人，江西省政府特贴 2 人，江西省“百千万工程”1 人，赣鄱英才 555

工程人选 3 人，井冈之星 2 人，江西省青年科学家 2 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3 人，江

西省劳动模范 1 人，江西省模范教师 1 人，博士生导师 12 人，教授 19 人，副教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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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余项，发表权威及以上论文 100 余篇。2016 年，立项

省部级以上课题 20 项，其中国家级课题 7 项；发表 CSSCI 及以上论文 49 篇，其中

权威及以上论文 32 篇；出版专著 7 部。 

学院坚持以研究生教育为先导，本科教育为主体，各类形式合作办学为补充的

发展格局，在研究生人才培养中，坚持理论教学模块化，实践教学多元化，不断提

升研究生理论素质和综合能力，毕业生受到各大银行、证劵等金融机构、大型咨询

公司的青睐。本科生培养中，坚持以学生成人成才为本，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纲，以

适应社 会需求为目，以激发学生兴趣为源，积极拓展课堂空间，努力培养学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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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校园、社会联动；学会方法、运用方法、创新方法递进；基础理论教育平台、

实践演练平台、创新研究平台支撑)，实现理论、实践与创新的无缝对接，保证人才

培养的高质量。 

（统计学院刘芳提供）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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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名誉院长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数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创始人乌家培教

授。学院领导为：院长毛小兵副教授，党委书记邹春发副教授，副院长沈波副教授

（分管学科与研究生工作）、副院长杨勇教授（分管科研工作）、副院长万建香教

授（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刘德喜教授（分管国际化和实践教学工作）、副院长

曹小英副教授（分管行政工作），党委副书记肖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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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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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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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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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十五”、“十一五”重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为江西省首批高水平学科，



 

 7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江西省“十二五”重点学科、示范性硕士点。 

学院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院士工作站、江西省电子商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

西省高校高水平工程研究中心）、江西省数字媒体重点实验室、数据与知识工程江西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江西省公共安全视频技术研究中心、江西省信息化与工业化深

度融合发展研究中心、数据工程与数字媒体江西省首批优势科技创新团队、Web 跨

媒体搜索与商务智能江西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等省级研究平台与科研团队；拥有全

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基地、国际项目管理（IPMP）资质认证江西代理点。 

2012 年全国高校第三轮学科评估中，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全国财经类院校和

江西省高校排名第一。2015 年江西省学位办公布的江西省高校学科联盟首批牵头学

科(单位)名单中，我校为江西省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牵头单位。 

学院下设信息管理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数学与经济分析系、数学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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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为首批国家管理专业、国家第四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和江

西省品牌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江西省品牌专业和江西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项目专业。 

学院拥有“管理决策与决策支持”、“信息系统系列课程”2 个国家级教学团

队，《运筹学》、《数据库系统及应用》、《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决策理论

与方法》4 门国家精品课程，《数据库系统及应用》、《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决策理论与方法》3 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以及《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国家双

语教学示范课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四维六化双主体互动式’教学模式”获第

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学院拥有江西高校电子商务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下设程序设计基础实验室、

现代数据库技术实验室、信息系统实验室、电子商务技术实验室、数量经济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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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应用开发、软件开发与数据库应用等毕业设计专用实验室。 

学院现有教职工 109 人，其中专任教师 95 人、柔性特聘教授 3人。教师中，博

士生导师 16 人（含外聘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 49 人，教授 22 人、副教授 41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 人、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人、江西省“赣鄱

英才 555 工程”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人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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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人、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6 人、江西省中青

年骨干教师 7 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3 人、江西青年科学家 4 人、江西省杰青 2 人、

江西省十大科技明星称号 1 人、西部之光学者计划 1 人，江西省五四青年奖章获得

者 1人，具有博士学位 68人。 

近年来，学院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7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6 项，立项主持省部级课题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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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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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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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出版专著、教材 40余部。 

2016 年学院获批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平台项目“江西省电子商务企业服务

工程实验室”；成立首个校友会（信息管理学院深圳校友会）；承办了首届江西公

共安全创新创业大赛；参加教育部学科评估、教育部审核评估、省专业综合评估；

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发表了 6 篇顶级论文：经济研究 1 篇、 ESI 高被引 1

篇、国际 A 类 4 篇；多名教师获得省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教学十佳、青年五

优、金牌主讲、校教学成果奖、网络教学十优、十佳毕业论文（设计）等称号；学

生积极参加全国大学生数模竞赛、全国大学生 ACM 大赛、美国大学生数模竞赛；教

师通过省农业厅农业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省公安厅移动智能证件照自动处理系

统、新干农村电商博士服务站等项目和平台服务江西地方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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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训精神和“笃学崇德”的院训，坚持“本科教学是立院之本，学科建设是强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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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点，以领先和辐射全国财经类高校为目标，走出了一条具有财经院校特色的信息

管理学院办学之路。 

办学层次定位：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 

培养规格定位：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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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熟悉财经管理的信息技术人才和掌握信息技术的管

理人才。 

服务面向定位：立足财经院校与革命老区，以服务江西为出发点，以辐射全国

为目标，同时全力保障全校计算机与数学公共课程教学质量。 

发展目标定位：在今后 5到 10年，学院紧紧围绕学校创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

财经大学”的发展目标，依托学校多学科交融的办学平台，苦练内功，充实内涵，

突出特色，科学发展，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在同类高校中领

先、在江西省争做排头兵的特色鲜明的财经类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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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9

年组建成立，现已形成以本科教育为主体、博士硕士研究生教育为先导、在职攻读

硕士学位教育和职业培训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形式的人才培养体系。 

1、办学思路和理念 

遵循与时俱进的教育教学原则，紧密结合国家 21 世纪高等教育方略与我校制定

的本科培养战略目标，结合本院特色和实际，从“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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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创新、国际化”的教学指导方针出发，提出“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

重、注重创新、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本，以合理打通

不同学科界限、强调学科知识交叉互补的人才培养体系和高质量的教学效果为保证，

以两环节（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合，三课堂（第一、第二、第三课堂）联动，

多主体（校内、校外、国外等）协同为手段，确保高质量本科人才培养理念顺利实

施。 

2、办学定位与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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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综合竞争力在全国位于同类学院的前 50 位，其中，旅

游管理专业、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位居全国先进行列，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管理专

业成为江西有优势，全国有影响的专业。 

（2）学科专业定位：依托江西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类学科优势，以旅游管理专业

为先导，土地管理、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程造价为支撑，突出财经特

色，走融合发展之路，形成国内有影响力的、具有财经特色的，培养城市发展管理

领域应用型人才的管理学院。 

（3）层次定位：各专业应具备从本科到硕士各个学历层次人才培养的资质。 

（4）类型定位：培养能够胜任旅游管理、工程建设、土地资源管理、房地产开

发建设领域实际工作的创新创业人才。 

（5）规格定位：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优良、实践技能突出，具有国际

化视野和创新精神的创新创业人才。 

（6）服务区域定位：立足江西，面向全国，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深厚的人文底蕴、优良的道德情操、坚

实的专业基础、健全的身心素质和优秀的实践技能，能够在旅游产业、工程建设领

域、房地产和土地管理等领域开展创造性工作，具备“信、敏、廉、毅”素质的管

理类创新创业人才。 

3、机构及专业设置：学院目前下设 4 个教学系: 旅游管理系、工程管理系、房

地产管理系和土地资源管理系；拥有旅游管理博士点和旅游管理、工程管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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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管理、工程管理、工程造价（未招生）、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

5 个本科专业。其中旅游管理专业 2010 年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学院设有实验中心，

拥有 1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室配备先进的实验教学设备，能承担现有专

业所有实验课程，并能为师生从事科研课题研究和社会实践服务。 

4、 教学工作：旅游管理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和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省级卓越工程培养计划项目一项；《旅游经济学》为省级双语示范课程；学院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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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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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3 项。完成省部级教改课题和教育规划课题 20 余项。指导本科学生参加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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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专业学科竞赛获得国家级、省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50 余项；指导学生参

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申报立项 100 余项，立项率连续排名全校第一。学

院还在深圳、厦门、南昌、井冈山等地建立了 50 余个教学就业实践基地。 

5、科研工作：近年来，学院教师共发表学术论文 400 余篇。其中，核心及以上

级别论文 260 余篇，C 及 C 以上论文近 200 篇，权威刊物论文（含 SCI//EI）140 余

篇。出版专著 30 余部（其中优秀专著 1 部）。学院教师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课题 28 项，省部级各类科研课题 60 余项。 

6、师资队伍：学院现有教职工 56 人，专任教师 45 人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32

人，教授 8 人，副教授 18 人，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19 人，江西省百千万

人才 1 人，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4 人，海归博士 2 人,学院教师具半年以上国外

访学经历达 17 人。学院还聘请了 20 余位业界精英为校外导师，极大地丰富了学院

实践教学环节。 

7、招生就业：通过多年发展，形成了以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行的办学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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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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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就业质量明显提升，就业率名列学校前列，在高层次就业引领和创业引领以及就

业帮扶等方面均有完善的制度和切实可行的措施，连续六年获得学校就业工作先进

单位。 

8、国际办学：按照学校“国际化办学”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学院全力扩大国

际交流渠道，积极开拓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工作新局面，目前与英国剑桥大学、英

国考文垂大学、荷兰瓦格宁根大学、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加

拿大 Conestoga 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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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推动第二课堂成效显著，从“校五四红旗分团委”、“优

秀学生分会”到“江西省五四红旗团总支”、“江西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先进集

体”再到“全国五四红旗团总支”称号，实现了从学校走向全国，为学生的成长成

才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10、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学院积极发挥智力优势，积极为地方建设服务，学

院近几年主持各类横向课题近百项，每年经费超 400 万元。学院拥有江西旅游发展

研究中心(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和江西财经大学共建)，江西财经大学 PPP 研究中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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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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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1、办学历史：法学院源于 1984 年设立的经济学系经济法教研室；1995 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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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2、办学特色和目标：法学院努力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卓越法律人才，

通过不断探索，牢固树立以法律职业教育为主体，寓素质教育于职业教育之中的教

育理念，逐渐形成以“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重实践”为特征的财经法律人才

培养模式。经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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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融合、上层次”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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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现设经济法系、民商法系、宪法与行政法系、法学系、刑

法与诉讼法系，5 个教学系。江西法治政府研究中心、江西生态法律研究中心、江

西食品药品法律研究中心、江西检察理论研究基地、网络侵权研究中心、知识产权

侵权研究中心、经济法研究所等 11 个研究机构，以及院办公室、研究生工作办公

室、法律硕士（JM）教育中心、法学综合实验中心、分团委等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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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江西省特色专业、江西省品牌专业。学院被教育部授予全

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全国 58 家之一，江西省唯一）。“多向融通

式”应用型财经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为江西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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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在江西省法学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获全省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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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学、诉讼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法学理论、国际法学、财税法

等 8 个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是江西省最早取得法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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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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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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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点下自主设置法律经济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江西法治政府研究中心 2013 年获

批为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法治江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2015 年获批为省

级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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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司法考试报考通过率近几年保持 40%左右。商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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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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豫章监狱等 40 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豫章监狱实习基

地获批为江西省大学生社会实践示范基地。学院获得首批江西省唯一的国家级“卓

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法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被教育部评为江西省唯一的“国

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法学综合实验中心为江西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8、科研工作：法学院教师科研成果丰硕，近 5 年来，获准立项国家社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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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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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奖、省级科研成果奖 33 项。成功举办 2008 年全国商法学年会、

2009 年全国法学期刊研究会年会、2010 年经济法学科建设与发展论坛、2011 年全

国行政法学年会、2012 年社会法制建设高端论坛、2013 年第四届中国财税法前沿

问题高端论坛，“竞争法实施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国际研讨会，2013 年全国立法学

研究会年会，首届（2014）赣籍法学家联谊会、2014 年第十五届全国经济法前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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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2014 年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年会，2014 年全国经济法学博士论坛、2015 年第七

届全国财经高校法学教育论坛等大型活动。邀请江平、李步云、王家福、陈光中、

张文显、梁慧星、陈兴良、韩大元、何勤华、孙宪忠、李林等众多著名专家学者来

院讲学。学院与台湾东吴大学、实践大学以及大陆许多著名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学术

交流关系。 

9、师资队伍：法学院现有教职工 72 人。专任教师有 58 人（外籍专任教师 1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有 48 人，在读博士 3 人，博士和在读博士占专任教师

的 87%。有教授 20 人，副教授 22 人，讲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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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

有博士生导师 7 人，硕士生导师 46 人。根据中央政法委、教育部的“双千计划”，

学院聘请来自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等实务部门的专家 20 余人

担任兼职教师，聘请法官、检察官、律师 35 人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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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人，硕士研究生 632 人，博士生 26 人。就业工作保持良好态势，本科生考研

多次居全校前三名，硕士生多名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

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名校博士。学院多次获得

“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就业工作目标奖”称号。 

11、国际化办学：法学院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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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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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辩论协会等特色学生社团。学院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省高校先进

基层党组织”、“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全省五四红旗团委” 、

“全省优秀社会实践服务队” “全省示范社团”等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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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届“李

燕杰杯”全国演讲艺术大赛中，法学院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和最佳组织奖，个人

获得演讲辞征文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演讲比赛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1 项。

在第一届“法源杯”全国财经高校法律职业技能大赛中，研究生组获得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本科生组获得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 

13、奖励体系：设立“铭法奖学金”、“法友奖学金”、“尚法奖学金”、“寸

心奖学金”和“泰豪国际交流奖学金”等 5 类奖学金，捐助总金额超过人民币 250

万元。 

14、社会声誉：据《2015 中国高校法学类研究生院排行榜》，学院全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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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通信工程和物联网工程等四个本科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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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人，其中教师 57 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有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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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7 人。  

我院成功获批“卓越工程师”项目支持。学院下属的“ERP 实验中心”和“电

工电子实验中心”为江西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院积极推行开门办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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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我院获教育部批准举

办江西财经大学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软件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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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在第十届“华为杯”全国研

究生电子设计大赛中，我院学生荣获全国一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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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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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五 个 科 研 团 队 。 近 年 来 ， 我 院 教 师 在 《 Information Sciences 》 、

《IEEE Trans. Neural Network》、《中国科学》、《计算机学报》、《电子与信息学

报》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十余项。 学

生工作成绩斐然。学院坚持以文化建设贯穿团学工作的始终，形成了学院独特的创

新文化、励志文化、干部团队文化、活动文化；以人才培养作为团学工作的目标，

围绕课堂抓学风，围绕竞赛促学风，围绕专业搞活动，全面服务学生成才成长；以

服务社会实现团学工作的拓展，积极发挥团学工作的社会服务功能，提高团学活动

的公益性，扩大学院学生影响力。 学院通过高位嫁接、内请外聘、名师授课，优化

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学科建设，不断提升科研档次，走教研结合之路，将学

院建设成为“在江西有优势、在华东有特色，在全国有影响”的一流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打造成新型软、硬件人才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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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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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经贸外语系和大学外语教学部的基础上于 2000

年建制成立，下设 4 个系（部）（大学英语教学一部、大学英语教学二部、商务英

语系和亚欧语系），1 个科研机构（翻译研究所），3 个教辅部门（办公室、视听中

心、分团委），1 个社会服务机构（江西财经大学外语培训中心）。 

学院目前有教职工 120 人，专任教师 107 人，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29 人，

硕士生导师 7 人；在海外获得学位的教师共 7 人，博士 14 人，其中海归博士 4 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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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高校外语学院仅有的一所，日语 1 人，英语 3 人），硕士 79 人，进入博士后流

动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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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2个本科专业(商务英语、

日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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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四所高校之一）。 

科研能力位于省内同类院校前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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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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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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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示范点项目学校之一；大学英语教学实验中心获批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5 年

“外教社杯”教学比赛中，我院有两名教师获得一等奖，综合排名居江西省第一名。

近年共有 43 名教师以访问学者、进修、暑期短训等形式前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奥地利、日本等国家的大学学习；在学术交流上，邀请了来自美国、英国等大学多

名专家及国内知名专家开设专题讲座。 

在学生培养上，一方面依赖学校财经类优势学科，扩充经济管理类课程，同时

顺应时代脉搏，实行宽口径大类培养，加大学科交叉力度，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相结合，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把共性要求与个性培养相结合，培养“厚

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大学英语四、六级，英语专业四、八级通过率连续多年名列江西省前茅。全国

大学生英语竞赛---我校连续九年获江西赛区本科组团体第一名。“外研社杯”全国

英语演讲比赛、“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大赛、“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

全国辩论大赛、全国口译大赛、江西省翻译大赛等各项赛事都获得了优秀的成绩。

从近三年来成绩来看，我校大学生的大学英语综合能力和水平在全省稳居第一，且

多次代表江西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在 2013 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赛中一名

同学获全国总决赛第 3 名，一名同学获全国决赛一等奖，一名同学获全国决赛二等

奖。 

在日语全国作文大赛（日语专业学生中级别最高的写作比赛）中，我校学子在

2012、2013 连续两年获得了很好成绩，得到日本驻华使馆的高度评价。 

我院与英国斯克莱德大学和日本冈山立命馆大学、冈商商科大学分别签订了合

作协议，互认学分，商英专业学生可以到英国留学一年或两年，日语专业的学生可

赴日本立命馆大学、冈山商科大学留学一年或两年。 

学生考研率稳步提升，跨专业考研比例逐年上升。仅 2015 年，20 多名学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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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顺利考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厦门会计学院等高校的外

语、会计、金融、经济、法律等专业研究生；毕业生就业率高，就业领域广泛，学

生的综合素养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外语学院金晓凌提供)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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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学院的中文系、新闻系、传播系整合而成。学院设有社会学系、新闻传播系、文

化产业系和中文系四个教学系和校级专职研究机构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

设有江西省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江西社科文献研究中心两个院属研究中心。学院办

学层次较为完整，拥有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三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其中社会学是江西省“十二五”重点建设学科。学院还拥有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

与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MJC）授权点，2016 年新增艺术专硕（影视方向）。学院

现有社会工作、经济新闻、广告学、文化产业管理、汉语言国际教育五个本科专业。

学院还承担了来自美、德、俄等五十余个国家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教学任务。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成果丰富，拥有一支能够面向全球化的师资队伍。学

院现有教职工 72 人，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13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4 人，省级中

青年骨干教师 2 人；36 位教师具有博士学位，34 人为硕士生导师。其中，陈家琪教

授是国家教育部教指委委员；银平均副教授是国家民政部行指委委员。近年来，我

院师资国际化进程加快，共有近 20 人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希腊、南非等国家

访学或任教，教师访学足迹遍及美国杜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英国思科莱德大学、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希腊约阿

尼纳大学等高校。2009 年以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9 项，其中重点

项目 1 项。学院教师还参与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 5 项。主持教育部、民政部、全

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等部委项目 18 项，省级重大招标项目 2 项，省级重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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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光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600 余篇，出版专著 61 部。其中，周博文

博士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 1 项。获得包括国家民政部、国家老龄委、团中央等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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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文写作》获“十二五”规划教材；罗书俊副教授、吴辉副教授分别获得全国多

媒体课件大赛一等奖和三等奖。 

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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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项

目及社会学硕士“2+1”项目。先后举办 “中国社会工作年会”、“中国大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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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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产业高峰论坛”、“中美社工教育论坛”、“环境史与社会治理国际论坛”

等大型学术会议，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联合开办精准扶贫论坛。美国院士沃斯特

教授、克罗农教授、杜克大学教授高柏，以及德国卡森研究中心创始人毛赫等国际

著名学者先后到我院讲学。学院还推动成立了中国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灾害

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并承担了成立大会任务。学院还先后承办了中组部、民政部

的项目试点工作，承接民政部、文化部“三区计划”项目，承担团中央、全国残联

等部门的大型调查项目，承担的精准扶贫调查的部分成果被送到全国两会现场。 

学院十分重视学生的培养，探索出了“一体两翼”的办学模式，即以守道济民

为主体，以实践育人、博雅育人为两翼，培养既能扎根本土文化，又能面向全球化

的创新创业人才。为此，学院已建立起完善的“本科生导师制”和“研究生读书报

告”制度。学院非常重视与国内外高校协同办学，与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

中山大学等高校开展联合调查，与暨南大学签署了联合培养学生协议。建立了资助

学生实习国际化资助制度，选派学生赴美国、香港等地实习。学院学风良好，近年

来，学院本科生考研率稳居全校前三位。毕业生先后考入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英国斯科莱德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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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攻读硕士或博士

学位。毕业生能够适应国家战略需要，能够顺应国际化要求，就业情况良好，部分

毕业生在有关行业表现出色。周珊珊同学从五万名国家奖学金中脱颖而出，入选《人

民日报》名录，是江西省唯一一位入选的学生。优秀毕业生为我院办学赢得了广泛

社会声誉，在江西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社会工作专业、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荣获第

一名。 

（人文学院曹里萍提供）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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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系和原资源与环境管理学院的工业设计系、园林系组成。现有音乐学、视觉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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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4 个本科专业，有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观赏园艺与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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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有专业教师 76 人，其中教授 10 人，副教授 20 人，博士（含博士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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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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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若干人。师资来源广、学缘优、学历层次较高。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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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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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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下设篮排足球教研室、乒羽网球教研室、综合教研室、体育理论教研室和军事

理论教研室共五个教学系部，以及社会体育中央地方共建实践基地、江西省社会体

育实验示范中心、江西财经大学国际体育产业研究所等多个教研机构。体育学院（国

防教育部）承担全校公共体育课程、军事理论课程和新生军训工作，并招收体育经

济管理硕士生和社会体育本科生。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68 人（含返聘 2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29 人，博士

（含在读）11 人，硕士 25 人；国家级裁判 8 人，社会体育一级指导员 9 人，运动

健将 2 人，获得校级金牌讲师 9 人。体育学院近年获得 11 项国家级课题。学院秉承

“健康体育、快乐体育、个性体育、终身体育”的教学理念，除传统项目外，开设

了网球、轮滑、跆拳道、瑜珈、攀岩和击剑等多个新兴公共体育课程，选项教学模

式日臻成熟。网球为我院特色项目，成绩斐然，高水平运动队于 2011 年获准招生。 

我校运动场馆资源丰富，目前生均运动场馆达 8 平方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学院下辖的体育场馆中心负责管理学校各类运动场所，各场馆坚持常年开放，为全

校师生的健身休闲提供服务。丰富的比赛资源为参加、承接高水平赛事提供保障。

建院以来多次承办大型赛事，借助学院专业师资队伍，组织的赛事内容丰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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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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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受到好评。 

依托我校经济管理优势学科，体育产业是我院学科和科研主导方向。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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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在同类高校体育学院中名列前茅。国际体育产业研究所和英国考文垂大学、法

国巴黎商学院联合申请的欧盟项目“体育无国界”正在密切合作之中，有望取得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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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研究成果。 

体育是培养优秀公民最实用、最有效、最有趣的手段。体育的终极目标，不单

是夺得锦标，更在于健全人格。不仅是为了个人锻炼，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协作精神。

体育学院师生员工将继续秉承“完全人格、首在体育”院训，发扬自强不息，永争

第一的体育精神，充实内涵，凸显特色，服务于全校师生的身心健康，服务于学校

“做强”目标的最终实现。 

（体育学院顾予峰提供）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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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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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人，其中专职教师 44 人，教授 12 人，副教授 17 人，博士

28 人(在读 1 人)；博士生导师 4 人，博士后合作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27 人；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2015 年度影响力人物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人选 1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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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1 人，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获

得者 1 人，省级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3 人，省“四个一批”人才 1 人，省思想政治教

育教学名师 2 人，省级科研学术骨干教师 1 人。  

学院现有哲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思想政治教育系、办公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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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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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

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比较政治 6 个

二级学科硕士点）。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省“十二五”重点学科。 

学院《修己安人话“四书”》课程入选 教育部第七批“精品视频公开课”，拥有《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1 门省级精品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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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MBA 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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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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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拥有 EMBA、中美合作培养 MBA、中澳合作培养 MBA 和 EDP 等项目。2016

年更名为 EMBA 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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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的直属部门，是相对独立、市场化运作的办学单位，专业从事高级管理人才教育

培养事业，服务广大中小企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学院下设 EMBA 项目、国际

MBA 项目、EDP 项目、招生宣传办公室、校友联络办公室、综合管理办公室 6 个部

门，现有教职工 62 人。 

    自办学以来，学院以“荟萃中西管理，贡献商业智慧，培养成长性企业行

业领军人才”为使命，以“成为促进成长性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愿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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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累计培养各类学员近 2 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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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事业得到稳步发展，学院的声誉和品牌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已形成了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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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化、国际化”的道路，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高教学

质量，成为在江西是标杆、江南有地位、全国有影响的 EMBA 学院。 

（EMBA 教育学院兰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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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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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 Australia）学位认证。 

在教学工作方面，2016 年，国际学院继续扎实推进教学改革，营造“让学生成

为学习的主人”的良好氛围。强化过程考核，细化过程管理，抓好平时考勤、随堂

测验与 presentation 等的落实。完善并修订外聘教师管理办法，细化外聘教师助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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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合作老师工作流程，进一步监督和规范外聘教师教学过程，促成外教授课取得

更好的教学效果。继续优化大二《应用英语》课程的模块化教学方案，总结大一《财

经英语研读》课程取得的成果，定期组织该课程组教师召开经验分享会。继续在外

聘教师中推广“Lecture+Tutorial”的教学模式，鼓励以与学生探讨为主的互动交流

过程，强调启发式教学、批判式讨论和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及分析问题

的能力。继续引进高水平师资，让学生“不出国门也留学”。聘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哈斯商学院学者 Dennis Geyer 教授莅临我院讲授《管理会计》。配合学校做好审核

性评估工作，重新修订教学大纲、全面核查近年考试试卷及毕业论文等系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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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建立合作，国际学子通过该平台可赴该校攻读一年

并有机会继续攻读该校的硕士，也为学生攻读美国其他该校增加了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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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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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国际学子

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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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就业率连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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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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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重点打造“UP 计划”——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与创新实践教育计划，通

过聘请成功职场人士作为导师，以导师的言传身教带动大学生成长。“UP 计划”以

创新实践教育为导向，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社会实践与创新教育；以素质提升为

核心，通过丰富多元的教育形式引导学生；以培养高素质、高层次人才为目标，提

升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与创新创业能力。学院将“把成长的选择权交给学生”的理念

贯穿至“第二课堂”的实践中，依托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搭建了以“办

公助手”、“活动助手”、“百科助手”、“校友助手”为核心的“国际助手”大学生成

长服务平台，整合资源引入 PU（口袋校园）等成熟技术支持，完善了包括“绩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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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积分换服务”、“学生荣誉体系”、“学生信用体系”的一系列激励机制，形

成了联通学生、教师、家长、校友、企业的内生动力闭环。学院已实现了活动发布、

管理、绩点认证、“第二课堂”成绩单输出的全流程信息化操作，充分激发广大青年

的积极性，将工作对象转变为工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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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至

2016 年，常规就业率连续九年位列全校第一。截至 2016 年，国际学院已有十一届

毕业生共 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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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 

2015 年6 月，学校在职业技术学院转型的基础上成立江西省高校第一个创业教

育学院，先后将教务处的创业指导中心和校团委创业孵化中心合并到创业教育学院，

旨在整合全校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全面实施贯彻中央和江西省关于创新创业教育方

针。学院设有综合科、平台建设科、考评督导科、教学研究科、竞赛服务科、创业

与职业技能培训中心6 个职能部门，现有教职工24人，高级职称5人。学院建设了江

财众创空间，占地面积5000 多平方米,已建设蛟桥园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和麦庐园

特色创客小街两个主要的创业基地，建设了服务全校师生的“创新创业一站式综合

服务中心”、“创业咖啡”以及“创新创业工作坊”。 

学院始终坚持围绕一个中心（以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

为中心），实施两个融合（以企业家为主导的教学体系和以社会企业为引导的创业体

87系），完善三位一体（专业+职业+创业），培养四种人才（通识型、嵌入型、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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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职业型），着力五项工作（教学、实践、研究、竞赛、评估），构建全过程、全

对象、全领域培养具有财经特色创新创业人才的新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毕业生更高

质量地创业与就业。 

学院秉承“信敏廉毅”的校训和“敬业乐群、臻于至善”的大学精神，在培养

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工作中，形成了自身的工作特色。一是校

友资源的融合，在校内建设与校友合作的创业基地，建立校友企业引领创业的工作

机制；在校外发起成立了北上广深校友创业联合会，推动建设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校友创业基地，提升我校学生创业的能力。二是打造一站式服务体系，建立了

较为完善的创新创业指导服务体系，在校内建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创业咖啡和创

新创业工作坊，建设了线上线下互动的创新创业信息平台，对我校学生实行持续全

方位帮扶、全程指导和一站式服务，为自主创业提供项目论证、公司注册、账务管

理、法律咨询、专利代理、物业管理等一条龙服务。三是不断深化建立创新企业分

类评估与培训体系，建立了分学院、分专业的科学考评体系；建立了大一创业训练

营，大二、大三敏毅实验班，力争建设覆盖全校的第二学位，大四毕业生创业培训

班（SYB)、首岗职业技能培训的培训体系。四是投资与项目的有机融合，建立了开

放式创业投资基金，分为校内与校外两个层级，在校内设立300 万的创业种子基金，

基金总额的30%采取信用担保方式，70%采取股权投资方式，解决校内大学生初创种

子期启动资金问题；在校外谋求设立校友助创基金，解决大学生及校友企业前期的

项目融资问题。五是建立联动竞赛机制。学校以全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为引

领，形成大一创新竞赛、大二创业技能培训、大三项目竞赛、大四创业实践竞赛的

竞赛机制。 

近年来，学校获批教育部“全国首批99所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江

财众创空间获批国家科技部全国第二批“国家级众创空间”、江西省科技厅首批“江

西众创”、南昌市科技局“洪城众创2.0”、共青团省委江西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南

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南昌市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江西财经大学分中心（江

西财经大学服务站）”等。 

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2016 上半年，在校高职学生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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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十分重视人才培养，精心为学生设计、提供不同的发展途径。第一，制定

符合学生全面并兼顾个性发展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培养方案，奠定学生培养工作的牢

固基础。第二，提供高质量就业单位，2016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87.38%，高出全

省高职院校平均就业率近 3 个百分点，列全省同类公办高职院校前茅。第三，鼓励

学生 “专升本” 至全日制本科院校学习，在 2016 年有 138 人成功升入本科，占学

院毕业生人数的 15.28%，升学率在省内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第四，引导学生参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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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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在纵

向上提高学历层次、横向上拓宽专业口径，提升学生就业质量、提高学生就业竞争

力。第五，帮助学生出国留学，参加国外高校的“专升本”、“专升硕”项目，2016

年国留学深造 4 人，占学院毕业生人数的 0.44%。第六，学院积极响应国家“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大力推进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开展，鼓励毕业生自主

创业，全力帮助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有 6 位同学自主创业 6 人，占学院毕业生人

数的 0.66%。2016 年 10 月，学院荣获校就业目标奖和创业引领奖。 

自办学以来，学院大力推行校企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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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教育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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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批准设立，并于 2003 年 12 月经教育部予以确认的独立学院。学院从 2016

年起由江西财经大学与共青城中航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办学。 

学院新校区位于赣江新区共青城市科教大学城，占地面积 1000 亩，赣江新区是

国务院批复设立的，是我国中部地区第 2 个、全国第 18 个国家级新区。共青城市位

于昌九经济带及环鄱阳湖城市集群，南迎南昌，北接九江，是昌九经济带发展的先

导区。是唯一以“共青团”命名的城市，也是一座充满活力的青春、创新、生态之

城，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团中央唯一授牌的“全国青年创业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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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通结合、因材施教、分类培养、

张扬个性”的育人特色。学院教师主体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现有教师 400 余人，其

中副高职称以上教师占 48％，硕士以上学历的教师占 90%以上。学院配备有电子阅

览室、多媒体教室、语音室和专业实验室，建有各专业教学实训基地和校企合作基

地。拥有各类图书 70 余万册，建有塑胶田径运动场等运动场地，具有全新的教学、

生活设施，拥有全覆盖的数字网络系统，学生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直饮水系统。 

学院于 2001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学制四年，现有在校学生 8000 余人。学院现

设有会计学系、经济学系、工商管理系、文法系、外语系、信息管理系和思想政治

理论教学部，体育教学部共 8 个教学系部，设有会计学、注册会计师、财务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金融学、金融学（互联网金融）、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保险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

理、旅游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法学（法务会计）、商务英语、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产品设计共 20 个专业（方

向）。学院积极与海外境外知名高校建立交流合作关系。目前已与美国协和大学威斯

康辛分校、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芬兰海门应用科技大学、新西兰国立理工学院、

台湾实践大学、大仁科技大学等多个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2016 年面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

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上海、

内蒙古、陕西、黑龙江、重庆、甘肃、宁夏等 2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 

学院实行学年学分制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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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学士学位。学院开设有会计学、金融学、法学和商务英语四个双学位专业

教育，在获得主修专业学士学位前提下，如能达到第二学位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

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核准，可颁发第二学位专业的学士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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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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高校

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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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

国家会计学院、江西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 50 余所高校硕士研究生，有一批毕

业生考取公务员，有一批学生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法国雷恩商学院等学校出国留学深造，绝大多数毕业生顺利就业。 

学院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坚持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努力培养具

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应用技术型人才，朝着建设“全国知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财

经类职业本科院校”的发展目标迈进。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朱晓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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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 

2016 年毕业研究生名单 

江财学位字〔2016〕2 号 

经 2016 年 6 月 24 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决定授予张锋等 31 名研究生

博士学位。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财政学（2 人）：张  锋    于瀚尧 

管理科学与工程（8 人） 

李圣宏    凌和良     曹重华    刘臻晖    舒  雷 

谭  亮    吴  丹    李  玮 

西方经济学（2 人）：时洪洋    万远鹏 

产业经济学（2 人）：郭馨梅    熊斌勇 

会计学（2 人）：郑  莹    刘杨晖 

法律经济学（3 人）：洪一军    詹国旗    王奕刚 

公共经济与管理（2 人）：任慧涛    夏  珺 

金融学（2 人）：荣璟    熊航 

企业管理（3 人）：胡银花    祝振兵    关仲平 

技术经济及管理（1 人）：艾志红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1 人）：许正松 

统计学（1 人）：胡晓琳 

经济史（1 人）：范  博 

国际贸易学（1 人）：叶晗堃 

 

江财学位字〔2016〕7 号 

经 2016 年 12 月 23 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决定授予李晓刚等 16 名研

究生博士学位。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产业经济学（4 人）：李晓刚  聂思痕  占佳  张荣鑫 

二、政治经济学（1 人）：张珉 

三、西方经济学（1 人）：罗翊 

四、财政学（1 人）：黄思明 

五、企业管理（1 人）：吴靖华 

六、管理科学与工程（3 人）：程春雷  彭云  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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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技术经济与管理（1 人）：  李伟 

八、经济史（1 人）：      何瑞铧 

九、金融学（1 人）：刘元秀 

十、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1 人）：刘桂英 

十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1 人）：傅李琦 

 

江财学位字〔2016〕3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

《江西财经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经 2016 年 6 月 24 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

过，决定授予陈菲尔等 436 名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成亚轩等 45

名“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硕士学位，授予崔佳楣等 136 名专业学位研究

生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授予管文凤等 63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学位，授予孙超

等 100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授予王龙等 10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税务

硕士学位，授予蔡安英等 211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会计硕士学位，授予叶小丽等 38 名

专业学位研究生审计硕士学位，授予刘贤杰等 71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工程硕士学位，

授予胡念晨等 28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国际商务硕士学位，授予吕文卫等 27 名专业学

位研究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授予熊程青等 50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金融硕士学

位，授予黄星刚等 8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保险硕士学位，授予应佩佩等 24 名专业研究

生应用统计硕士学位，授予李子泉等 26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资产评估硕士学位，授予

钟珊等 8 名专业研究生旅游管理硕士学位，授予孟庆龙等 59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社会

工作硕士学位。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硕士（436 人） 

财政学（15 人） 

陈菲尔    成  丹    胡  昕    赖春泉    吴爱琴 

夏普云    谢维其    徐  晶    喻汝杉    袁达谱 

曾  媛    章丽燕    左  莹    张敏杰 

PHAN THI LE THUY（潘氏丽水） 

社会保障（7 人） 

胡  婷    黄洪强    李  晨    李丽苗    李  苗 

张培勇    赵志远 

行政管理（29 人） 

柏  晶    卜琰婷    陈  璐    陈晓洁    戴  玮 

樊  凡    付  頔    傅  政    韩鑫婷    何  唯 

胡敏敏    黄碧垚    刘涵毅    刘洋博    罗  丹 

时  悦    陶思奇    王梦婷    王  冕    王斯飞 



 

 93 

魏  琪    肖莉娜    徐雨晨    喻  倩    袁燕茹 

曾强强    张嘉仪    周  琼    朱椿荣 

教育经济与管理（2 人） 

刘  思    潘骁彤 

产业经济学（20 人） 

查育新    谷唐敏    李光峰    李  力    李龙华 

凌鸿程    刘庆鹏    鲁文祥    邱舒航    石  磊 

王翠平    熊  瑜    杨留洋    杨  容    叶奀虎 

余  卉    余素芬    袁  婷    章思强    周  龙 

民商法学（10 人） 

方  娜    戈丽敏    李  欣    孙  齐    孙  玮 

涂  达    王楚瑶    王  勍    王  娓    张雯成 

诉讼法学（5 人） 

高  雪    苏  州    吴  晖    伍素贞    周  强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4 人） 

胡  辉    黄  玮    李仁林    潘  鑫 

刑法学（11 人） 

艾诗羽    李文吉    罗钢林    罗一翔    毛端磊 

牟从阳    饶凌乔    王楚婧    邹一霖    万雨星 

吴超超 

技术经济及管理（1 人） 

邱幼珍 

企业管理（15 人） 

艾  聪    陈  超    丁小迪    黄  涛    乐美谦 

李章森    梁雪娇    明晓东    吴晓琴    杨淇雯 

张  玲    张姝骁 XIA XIONGNONHIAXAISENG（谢雄） 

DANUNUCH SIRIPIRIYAKUL（姚丽梅）    林汉华 

（十二）国际贸易学（16 人) 

季砚池    蒋  凯    李巧燕    林初鹏    刘  青 

刘小芳    刘兴宇    吕  芬    彭文波    佘俞红 

谈丽娟    王丽明    许  丹    杨  颖    尹珊珊 

吴书凤 

（十三）世界经济（3 人） 

程瑞兵    李  任    梁  肖 

（十四）会计学（4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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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云云    陈  慧    程姜智君  邓淑婷    段  延 

方  舟    付茶红    耿海利    胡美婷    黄  涵 

黄一松    姜艳春    李华青    李梦迪    李盼盼 

李  茜    李  振    刘  灿    刘  丹    刘明月 

刘若梦    罗江燕    邵多多    沈福洪    谭  圣 

陶媛媛    王九龄    王晴玙    王杙帆    夏  怡 

肖  强    谢慧芳    熊雪梅    徐海平    杨  婕 

杨莎莎    易淑贞    曾  珊    詹  炎    张齐文 

章  莹    郑方方    周  庆    周  婷    朱宏伟 

朱梦媛    祝文琪 

（十五）区域经济学（2 人） 

宋  昊    张永林 

（十六）金融学（35 人） 

陈  梅    陈骁阳    党雨曦    高  晟    郭  威 

韩梦雪    何  晶    贺方舟    黄  春    乐  融 

刘  婕    刘金龙    罗  杰    罗  琰    聂玲玲 

裘  峰    童小军    万良伟    万  鹏    王花兰 

吴  玥    肖静荣    谢国斌    熊  冲    熊  磊 

熊美兰    鄢功凯    于孟莹    余李晨    曾楚轩 

曾  燊    张  锦    张  栓    章  庆    邹  阳 

（十七）国民经济学（8 人） 

刘小荣    毛  文    魏桂芳    俞  强    张  洁 

张陶然    赵  扬    李冀恺 

（十八）劳动经济学（3 人） 

龚振宇    彭长庚    汪  阳 

（十九）旅游管理（1 人） 

刘海青 

（二十）土地资源管理（15 人） 

顾呈剑    黄  毓    蒋海舲    赖础天    雷仁星 

李  勇    刘  曲    骆一鸣    王延锋    温世平 

熊思维    张  璐    张倩筠    周梦思    周沁心 

（二十一）科学技术哲学（1 人） 

徐海涛 

（二十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 人） 

阙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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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思想政治教育（7 人） 

龚时喜    李  刚    刘  丽    王  亮    谢冬冬 

张  凯    张  武 

（二十四）农业经济管理（1 人） 

刘  芳 

（二十五）传播学（6 人） 

赖 晟    娄晓静    闵  慧    钱劲帆    占 骏 

张剑伟 

（二十六）社会学（4 人） 

郏颖奇    刘水展    汪  磊    曾  慧 

（二十七）戏剧与影视学（10 人） 

陈炜中    丁  璐    黄  梦    李  根    李  媛 

闵媛春    翁英英    杨剑峰    杨  沙    曾妍沁 

（二十八）新闻学（5 人） 

戴  骋    韩  迪    聂杨涛    谢  欣    周  恋 

（二十九）教育技术学（10 人） 

曹  权    杜金蝉    黄  婧    金  超    雷  鸣 

李  康    李豫漳    王治国    周康恺    朱先永 

（三十）软件工程（7 人） 

陈位斌    褚  楚    刘宏超    毛阿敏    吴峙佑 

肖维松    胥亚伟 

（三十一）统计学（27 人） 

陈婧钰    丁  颖    李  泉    廖  璇    刘晓花 

毛运云    秦  晖    万  金    汪淑梅    徐  颖 

张冰佳    赵绯绯    朱志豪    陈  鹏    郭  璠 

柳灿星    欧阳建明  彭邦泰    童  云    汪  源 

肖常艳    许鲁洋    闫  芳    喻建房    赵君霞 

朱  文    杨比特 

（三十二）英语语言文学（9 人） 

艾  娜    蔡魏立    房耀丽    李  静    王  盼 

谢  玲    章丽萍    钟玉婷    朱  琦 

（三十三）管理科学与工程（17 人） 

蔡英文    程  康    邓晓玲    李丹丹    刘卜天 

刘  丹    刘  凯    刘  奇    刘叶欢    汪青松 

吴  珺    许娟娟    许  珊    易  艳    张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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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良    王  枫 

(三十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 人） 

黄  旋    钟  青 

（三十五）数量经济学（22 人） 

陈正雄    程丽雯    郭  祺    胡  飞    黄晓东 

琚泽霞    李  娜    李盼盼    林礼连    刘  赫 

马良良    彭  聪    石  明    汪加冬    王长松 

吴朝霞    熊娟娟    杨  群    余  楠    张  震 

钟以婷    邹少伟 

（三十六）音乐与舞蹈学（5 人） 

胡  玲    柯文丽    任朋飞    熊  婷    曾  珠 

（三十七）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9 人） 

冯  玮    韩  笑    侯万里    黄雪雯    罗紫蛟 

王  婷    温桂兰    向泓兴    张茜茜 

（三十八）体育经济与管理（3 人） 

陈  宇    陈  治    游  赛 

（三十九）西方经济学（12 人） 

高  静    顾小五    江  岸    李  洋    栾佳蓉 

舒  亮    万  通    汪  平    肖  茜    杨  扬 

余小琴    尹玉婷 

（四十）经济法学（15 人） 

陈陌阡    胡芷境    李  凡    李鑫佳    林  婧 

刘明锦    罗聪坤    莫金兰    万  强    谢  瑶 

杨  娣    余鹏峰    曾杨欢    张洪雨    熊启皓 

（四十一）中国古代文学（2 人） 

万  璟    杨  兵 

（四十二）中外政治制度（2 人） 

冷  珍    许   欢 

（四十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 人） 

曾艳红 

（四十四）政治经济学（4 人） 

崔  苗    张任由    黄  俊    张  凯 

（四十五）中国近现代史（3 人） 

陈  涛    李云雄    邹雄飞 

（四十六）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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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颖    肖  钦 

二、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45 人） 

金融学（29 人） 

成亚轩    叶  芳    万  娟    钟  昊    万蔚晨 

胡骞西    黄数萍    邓家琪    刘  玮    万  莹 

李婉青    何琼铭    高  燕    魏  琦    何  琦 

易君茹    余  佳    廖一立    魏浅雯    吴  明 

龚  予    肖芳洁    程  洋    巫欣宇    赵舜阳 

安  乐    陈婷婷    张旭文  廖娇华 

国际贸易学（2 人） 

徐  炜    胡婉琛 

国民经济学（1 人） 

周  彦 

企业管理（8 人） 

姜俣睿    熊斯婧    龙  瑛    曾  靓    童小玲 

于世杰    胡陈忻    王  雨 

会计学（5 人） 

肖  璐    童  彤    宋  涛    詹  巍    林逸伦 

工商管理硕士（136 人） 

崔佳楣    揭荣华    彭清勇    郭  京    高陆凯 

王彦果    喻军芳    王  众    郭  砚    危岩峰 

吴  超    董  洋    杨仪飞    李  芳    周  意 

邓  燕    丁  薇    黄  鹤    李京东    彭文熙 

万  倩    吴一轩    余  璐    章  婧    邹  信 

张洪华    熊  怡    刘月欣    李  林    周  宇 

李  坤    汪轶星    郑  琳    李颖婕    赵兵兵 

曾  燕    韩  笈    黄  艳    黄雪勇    陶家文 

刘晓超    岳海虹    张玉蓉    万  飞    刘  奇 

蔡建波    徐瑾芬    刘  希    戴廷坪    付  超 

邱  焓    万  莉    余成振    姚笑梅    江  洁 

胡  翔    黄  斌    严  碧    王静恬    聂安琪 

沈雷兵    黄  欢    徐  进    吴希文    梅  冰 

王  龑    曾  刚    周耀东    赖全颖    夏  静 

韩  冲    黄宇阳    朱  燕    王丹娜    吴宁丽 

杨  力    唐  盼    龚  睿    白新蕾    张一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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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莎菲    范  艳    毛雅萍    俞  颖    胡雯婷 

彭江波    秦  菲    张雯雯    李  玥    杨  乐 

廖  翀    杜增龙    张  宁    袁  艺    周建兵 

黄  枫    蔡  云    陈  婷    刘思齐    郭慧敏 

涂  丽    廖璟文    赵子煊    卢  芳    谌  娟 

陈力行    朱一丹    徐梓晋    任奔奔    屈文渭 

潘忠兵    李乐寒    江永健    张  雨    李茂恩 

蒋正强    叶俊峰    徐梦奇    洪  霞    黄淦纯 

曾  婧    王  奇    吴倩娜    徐  政    陈  莹 

徐天啸    蔡  雯    孙  睿    赵  敏    胡文荣 

钟洋娟    邱  蕾    唐兴红    龙  媛    刘  琳 

徐  兴 

法律硕士（63 人） 

管文凤    郭  锴    蒋玲玲    李  懿    毛乘弘 

万  毅    武  雪    谢昌付    於金华    袁  鑫 

曾梦怡    张  姝    熊  钦    郑文君    吴仕群 

曾凯辉    凌雪梅    李春燕    钟霖瑛    龙  伟 

阳  瑶    陈  傑    赵  友    曾悦晨    邓爱富 

王小单    张  玲    冯  莹    何波波    邓永民 

熊嘉庆    喻莉丽    严  剑    乐俊琳    聂星星 

唐玉环    张  阳    赵  衎    朱  凡    袁  蓉 

黄立悦    丁  洁    占  媛    杨宗磊    杨晓晓 

余  晴    尧双才    黎建新    魏子红    涂  倩 

陈  刚    陈  丽    戴金飞    黄桂芬    刘俊炜 

聂腾飞    宋冬平    吴秋萍    徐小慧    葛旻君 

李经昌    许  玮    潘  宁 

公共管理硕士（100 人） 

孙  超    肖振刚    黄学良    吴国义    熊  曜 

樊  鹏    方筱敏    李龙华    李铈昉    周日亮 

何  捷    陈颖娉    江  熙    罗志珍    李勇昌 

钟  伟    李静亚    邓  青    张君华    苏  周 

张相生    吴林武    杨  虹    潘  军    付  君 

喻  立    王文靓    杨  军    张劲超    贺红明 

肖剑锋    王  斌    李  涵    吴学群    黄茜茜 

程鸿飞    李  静    彭小华    陈志鹏    李莹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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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婉卿    张云良    刘海英    盛  莹    周  婷 

黄贤建    朱恩辉    赖文军    罗  文    周晓霞 

王  洁    余登权    帅慧芳    喻海燕    曾  巧 

刘露芳    刘宁钰    刘  政    欧阳品华  杨  铖 

周文娟    艾志刚    巢强花    陈  杨    邓  欢 

邓  培    邓瑶君    丁倩倩    董  慧    高  洁 

胡  婷    黄解明    姜新雷    姜  鑫    李  豫 

李  正    刘  晶    刘  娟    卢  鑫    吕瑞林 

罗  珉    牟茜茜    欧阳闻远  施祥伟    史  韦 

汤礼丑    王敏成    王伊茹    王怡静    魏  薇 

吴洵敏    肖希茜    谢智诚    熊芳芳    徐超红 

徐  茹    杨  明    于丽寅    张朝辉    周  密 

税务硕士（10 人） 

王  龙    聂瑾茗    杨曼丽    熊  俊    刘振民 

方  琴    龚汉君    唐丹丹    苏海根    曾雅慧 

会计硕士（211 人） 

蔡安英    蔡金叶    晁  超    车  驰    陈  琛 

陈传仁    陈  婧    陈  鹏    陈  骐    陈  汐 

陈  曦    陈  欣    陈怡培    陈宇鸿    陈  原 

陈  悦    陈哲睿    陈忠敏    程青淑    程英敏 

池悦阳    邓嘉雯    董  璐    杜凌云    段芊颀 

樊思岑    方  芳    方  祺    方启慧    龙  奕 

方首宇    冯  琍    高  辉    高云飞    郭  捷 

何  承    何晴炬    胡  娟    胡  星    胡  颖 

胡  韵    黄德凯    黄  冠    黄  锦    黄俊雄 

贾蓉慧    江水洁    江  芝    蒋宇婷    康  贺 

康  华    赖建中    赖  泉    赖  韬    乐琼宇 

雷筱琛    雷昕玥    李  超    李方方    李梦婷 

李  墨    李瑞玲    李仕瑾    李小玉    李  阳 

李  逸    李子佩    梁  钰    刘白翎    刘绘斗 

刘李晗幸  刘妙龄    刘  琼    刘少侃    刘苏莹 

刘炜辉    刘学仪    刘  玥    柳  婧    卢吉祥 

鲁  慧    陆玉洁    陆中杰    罗  馨    毛颖萍 

莫潇学武  聂桢晨    潘彦霏    裴亚玲    皮珍珠 

齐  灵    邵佳能    史志楠    宋晨阳    宋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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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  璐    唐红英    陶宇驰    涂林宏    涂  悦 

万丹宁    汪新森    汪正兰    王  超    王丹丹 

王卉婷    王  洁    王骏晨    王  强    王  冉 

王  曦    王雅琪    王  易    王志成    王志慧 

魏  龙    魏琬珉    吴鹤云    吴  倩    吴姝行 

吴杏红    吴瑶函    吴贻结    吴韫怡    席  玲 

夏荻璇    肖  倩    谢心宸    熊豪文    熊文政 

熊懿荣    徐  盼    徐睿姣    徐小晶    徐  杨 

徐也庄    徐  野    鄢  翔    严斯佳    晏  璐 

杨  佩    杨  欣    杨  洋    姚晓武    叶  卉 

易  亮    应子尧    余海伟    喻  欢    曾国梁 

曾维华    曾  宇    闸筱蕾    张成悦    张海浔 

张江凯    张婧雯    张  霓    张  饶    张淑一 

张文哲    张小溪    张晓琳    张孝严    张笑楠 

张  璇    章灵怡    郑丹婷    郑  敏    郑雨宇 

钟  林    钟诗雨    周  帆    周  凯    周露露 

周  欣    周  欣    周祎梅    周宇宁    朱娜娜 

宗亚楠    邹亚骏    谭  捷    段慧君    杨  旸 

曾  晖    朱  立    卢  英    武文静    陈红霞 

周淑卿    刘  丽    孙敏敏    孙晓璐    王  鹏 

朱红军    高  翡    王  钰    李  倩    刘  璐 

吉同池    刘  炜    王勇强    王  芳    罗小斌 

刘小勇    邹  旋    刘静凤    郑淼濛    余  燕 

朱玄迪 

审计硕士（38 人） 

叶小丽    陈  兰    陈琪异    陈叶韵    陈  宇 

程建华    方  堃    丰冬梅    付  鹏    葛建军 

何  俊    季  杨    贾安琪    李婧慧    李  浪 

林  茵    刘碧玲    刘  琪    刘  阳    刘煜晨 

卢  晨    明天骏    盛  健    施阳阳    孙  川 

陶志鹏    温珍真    吴欢群    严  琛    杨瑞宏 

杨小娟    余  晶    余  双    喻琴琴    袁  博 

曾  臻    张亚伟    周亚琼 

工程硕士（71 人） 

刘贤杰    陈  意    陈  升    刘  威    章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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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政    郑  禹    江艳红    王冰泉    郜  晨 

李方虎    万伟国    黄永昌    胡  涛    黄芝丹 

信佳辰    甘龙祥    吴  擎    喻  榕    刘子威 

刘如强    林  健    罗  辉    李  莎    韩迅迅 

冯伟思    严仁飞    刘  萍    石义剑    黄  禄 

邹  铭    赵志刚    王愿芳    陈  雷    张  努 

邓朝阳    严昉俊    宋之瞻    万雪莹    王冠斌 

万远辉    钟  慧    王  超    童  琳    张丽伟 

左  伊    李小玮    胡  捷    林  林    黄  洋 

舒园珍    游志云    傅菊春    虞  猷    罗德洪 

邹林丛    高  健    秦茂华    廖宇彬    彭海亮 

袁善福    惠东胜    肖  玲    吴浩宏    刘祥鹏 

张焕平    祝雪莲    孙  菲    黄晓莹    彭斌斌 

陈  浮 

国际商务硕士（28 人） 

NADA RIFKI              SEAN EVERETT OCAPAN 

KHULAN GANBAATAR    JIMMY ZHUANG LI-ZHEN 

TENNA IDRIS KIKULA    SHAMURATOV SHOVKAT 

HAPPY KELETSO TSELENG 

MINKO-MI-ETOUA SABRINA LINDSAY 

胡念晨    张昊辉    陈  玲    沈荣华    职姝玮 

王雄辉    张志勤    林  振    孙粼波    刘  健 

李  丹    王金玉    徐前影    陈  颖    马  丹 

李泽宇    江海睿    陈  婷    马清华    万以娟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27 人） 

吕文卫    任  军    易  娟    于国颖    吴  刚 

贾  林    龙  娜    陈文娟    张一飞    王  弘 

史永亮    阎明河    熊  优    朱平云    刘  江 

邹  平    刘冬国    陈江红    田金涛    夏英辉 

汪  维    车先明    闵文滨    柴  强    孙  睿 

万洪倩    李  甦 

金融硕士（50 人） 

熊程青    付李青    胡轩伟    刘惠琼    黄娟娟 

刘露颖    刘  沁    王  婷    廖乐平    刘万晴 

徐华先    张振凯    江顺之    丁斗辉    刘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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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弟春    李良文    梁梓曦    占俊杰    程亚菲 

顾戎民    祝冬琴    陈洪杰    曹  攻    杨晨阳 

杨  墨    陆  淳    陈月华    王  欲    胡世超 

胡伟荣    戴  欣    聂鑫鹏    杨先刚    刘美江 

晏  力    吴成峰    卢晓倩    黄智峰    郭一川 

谢高峰    柴静蓉    沈菲菲    左思娴    甘静林 

袁淑一    吴宇楠    孙  瑶    陈文海    杨斌来 

保险硕士（8 人） 

黄星刚    蒋淑荣    郑惠玉    贺  剑    秦兴凯 

张栩瑶    陆细红    余利芝 

应用统计硕士（24 人） 

应佩佩    王昊晖    邱晟杰    陈  可    徐名琦 

邓丹泉    罗倩倩    李金星    於晓燕    方春玲 

龚秀茹    洪  伟    王君玉    韦琳芸    胡双彪 

张雅婷    刘少京    王  飞    芦  青    黄春芳 

刘佳峰    彭玉红    李东强    罗彩芬 

资产评估硕士（26 人） 

李子泉    李雪梅    曾东华    江洪涛    陈  露 

卢  婷    罗  丹    周兴龙    肖颖焘    汪  颖 

冯  丽    赵  丹    彭璐琦    谢春来    连旭蓓 

张静静    程仕良    熊必鹏    夏  聃    张栋君 

张  昌    王章其    钟  诚    陈运佳    张三静 

周小芳 

旅游管理硕士（8 人） 

钟  珊    江  晖    魏  妙    刘  依    贺  丽 

李  萌    汪俊延    王  萍 

社会工作硕士（59 人） 

孟庆龙    孙逸人    罗雍慧    周亚飞    袁琦琪 

陈  博    殷  月    袁伍义    李佳泽    朱星宇 

燕斯漪    赵思闽    章  炜    王  琴    吴  东 

吴  舟    周  考    谌俊霖    黄珍珍    高之乔 

毕  垣    沈慧博    宋  群    钟  磊    徐巧男 

梅  琳    梅文娟    谢小龙    孙小梅    李建平 

胡博雅    鲍海红    吴  薇    廖丽雯    倪  欢 

钱  慧    冯  伟    李  萨    郑若瑶    朱健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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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芯木    孙巧云    李  婉    方  跃    张智辉 

宁  辉    许洁丽    崔夏琼    赖美萍    许  燕 

陈  郁    饶富全    游雪梅    梁静仪    曾  涓 

李佳鹏    汪敏慧    陈  影    徐攀月 

 

江财学位字〔2016〕8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

《江西财经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经 2016 年 12 月 23 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通过，决定授予王艺蓉等 5 名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张喜欢等 19

名“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硕士学位，授予徐雯蕊等 20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授予戴晓鹏等 80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学位，授予黄伊莉

等 86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授予蒋铭等 15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会计

硕士学位，授予彭康等 2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审计硕士学位，授予殷莺等 75 名专业学

位研究生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明纲等 15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授予焦杨等 1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授予范心彬等 1 名专业学位研

究生金融硕士学位。 

具体专业及名单如下： 

一、全日制学术型学位硕士（5 人） 

（一）社会保障 

王艺蓉   钟  艳 

（二）技术经济及管理 

许庆姿 

（三）世界经济 

潘青松 

（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熊  冬 

二、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19 人） 

（一）金融学 

张喜欢  邹晨锋  涂序川  白  净  应  祺  袁  芬 

严  鹤  张然丰  谢  鑫  王  晶  熊  云  傅之耀 

衷  娜  陈  琛  丁  亮   

（二）国际贸易学 

周文军  孙庭煜 

（三）会计学 

何子怡  祝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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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商管理硕士（20 人） 

徐雯蕊  黄玉彬  魏  龙  徐  云  钟文明  侯莫凡 

占清渊  黄智超  吕传昌  魏哲睿  曾明翔  俞足慧 

邹志强  熊敏杰  林  敏  焦  黎  黄  峰  凌  超 

周承斌  郑  颖 

四、法律硕士（80 人） 

戴晓鹏  龚志辉  纪昀辉  裘德云  熊林斌  陈  琳 

邓飞燕  王  丹  魏  明  蔡  旋  陈  安  陈昌凯 

陈长青  陈  蔚  范建兴  付卫萍  高正尉  郭  晶 

郭艳芳  何全伟  贺圣高  洪达理  胡  静  胡  睿 

胡志明  黄  培  黄  涛  纪秀婷  贾  珺  蒋雪莉 

康翼凤  李光宇  李剑云  李  娟  李  强  李亚梅 

李赟恺  刘  斌  刘  明  刘文彪  刘晓丽  刘雪婷 

刘志华  刘  舟  龙  斌  卢  瑾  卢盛宽  罗良华 

马  骏  聂  涛  潘丽平  彭婉玲  彭  伟  秦  超 

石  岩  孙红英  孙  情  汪孝适  王  晗  王  磊 

王小英  王  苑  谢善华  徐  萍  易仁旺  殷  成 

袁飞云  袁  赫  袁志坚  曾  莹  张  平  张  舒 

郑腾辉  周  兵  周金文  周启敏  周寿林   周  阳 

邹  峰  邹勇平 

五、公共管理硕士（86 人） 

黄伊莉  况  颖  李  睿  余  耿  陈汉辉  何清莲 

贺晨阳  黄沐泽  黄  瑛  唐志良  项培培  熊志宇 

徐文威  徐玉益  杨  赟  张  维  王以轩  马中美 

陈  钢  赵晓优  彭铃静  张逸坤  刘慧菁  孙  威 

项慧毅  熊文红  吴  琦  胡  蓉  宋琳涛  龚罗金 

万  斌  陈  艳  吴从波  葛  亮  周  璟  黄建烂 

许  瑾  车  瑶  褚  蕾  胡  婷  应超群  陈  颖 

王迎春  危  娜  刘  希  欧阳力  涂  玮  何静薇 

陈  君  黄慎薇  陈  琪  况婧娇  汤育军  淦  翔 

习建中  高华敏  孙  剑  赖  弋  曾子桐  徐  晨 

王  俊  刘  斌  付  毅  贾  玥  刘永峰  祝  婷 

黄  超  胡晨路  朱丹娜  卢  奕  郭雯雯  施荣欣 

许全安  肖  萍  张弘玮  帅华平  吴英葵  王  平 

刘文平  刘洪琳  华博大  陈发平  黄晓敏  王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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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珠  刘丽娜 

六、会计硕士（15 人） 

蒋  铭  杨  立  刘  琼  彭珊珊  杜雪莲  陈  丽 

张金群  许文娟  缪  青  廖八保  赖璐椋  曹  渊 

王嘉琪  金媛媛  黄俏颖 

七、审计硕士（2 人） 

彭  康  余文昊 

八、工程硕士（75 人） 

殷  莺  陶  然  曾璘操  袁  泉  谭婉莹  罗嘉玲 

李艳雯  廖碧莹  罗  晨  罗淞文  梁洁仪  张东海 

项久洪  付  昊  刘丹丹  周学超  段晓聪  谈加龙 

张  蕾  万柳鹏  曹  鹏  肖  翔  姚妉媞  花玉萍 

徐一雳  郭  娜  张晓萍  施  明  胡颖萍  韩  璐 

涂慧婷  韩  锋  闵  娜  杨  莉  陈伟颖  伍楚君 

凌嘉诚  刘美伶  卢贺生  李  宁  袁红华  何妍慧 

李中兰  罗  波  张  婧  曾  衍  李华冠  龚宇菲 

杜  磊  申  佳  章燕妮  柯俊成  龚玮立  周吉祥 

陶庆彤  程  鹏  胡  晶  黄  笑  孙  松  张闻一 

王  磊  龚  蕾  吕  虎  蒋  露  朱金诺  成  飞 

南  希  刘祖源  谭  智  田  阳  曾玖长  沈  川 

龚  健  陶一鸣  李红艳 

九、高级工商管理硕士（15 人） 

明  纲  罗淋午  孙  振  陈华珉  李培刚  袁  海 

辜  峰  郑  莹  马莉娜  曾友红  曾  晖  胡长红 

黄  成  薛  丽  李宇欣 

十、社会工作硕士（1 人） 

焦  杨 

十二、金融硕士（1 人） 

范心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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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科教育 

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序号 学科门类 专业名称 

1 经济学 

1.经济学 2.财政学 3.金融学（含国际金融方向）4.国民

经济管理 5.国际经济与贸易（含国际商务方向）6.税收

学 7.保险学 8.经济统计学 9.投资学 10.贸易经济 11.金融

工程 

2 管理学 

12.管理科学 13.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4.工程管理 15.工

程造价 16.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17.工商管理 18.市场营销

19. 会计学（含 ACCA 方向和国际会计方向）20. 财务管

理21.人力资源管理22. 文化产业管理23. 土地资源管理

24.行政管理25.劳动与社会保障 26.体育经济与管理 27.

物流管理 28.电子商务 29.旅游管理 30.国际商务 

3 法学 31.法学 32.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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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 37.日语 38.广告

学 39.汉语国际教育 

6 理学 40.信息与计算科学 41.统计学 42.应用统计学  

7 工学 
4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4.软件工程 45.电子信息工程 46.

通信工程 47.物联网工程 

8 艺术学 
48.音乐学 49.视觉传达设计 50.环境设计 51.产品设计

52.数字媒体艺术 

我校现有普通本科专业 52 个。 

2016 年新增加 1 个专业：汉语国际教育。 

2016 年没有撤销了专业。 

 

（教务处何金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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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 

 

一、本科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4882 名本科毕业生中，4379 人实现就业。截止 9月 1日，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

率 89.69%，常规就业率 63.35%；初次就业率高出省平均数（全省本科平均为 86.13%%）

3.56 个百分点，并列排名全省高校第一位。 

 
图 2.1  近 6 届毕业生就业指标走势图 

表 2.1 2016 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表 

项目 子项目 人数 
占毕业生 

总数比率 

备注（对应学校

就业统计指标） 

应届毕业

生 

升学基本

情况 

免试推荐研究生 148 3.03% 推免生 

考研录取（总数） 402 8.23% 
国（境）内 

升学 

考研录取（考取本校） 163 3.34%  

考研录取（考取外校） 239 4.90%  

出国（境）留学数 440 9.01% 
国（境）外 

升学 

应届毕业

生就业基

总数 4379 89.69% 初次就业率 

政府机构 107 2.19% 含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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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子项目 人数 
占毕业生 

总数比率 

备注（对应学校

就业统计指标） 

本情况 及选调生 

事业单位 95 1.95% 

含常规就业和灵

活就业中的事业

单位 

企业 3124 63.99% 

含常规就业和灵

活就业中的各类

企业 

部队 3 0.06% 应征入伍 

灵活就业 5 0.10% 自由职业 

升学 990 20.28% 
含国（境）内和 

国（境）外升学 

参加国家地方项目就业 21 0.43% 
含西部计划及 

其他基层就业 

其他 34 0.70% 自主创业 

 

说明：上表按照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要求整理，部分指标名称与学校统计的常规就

业、灵活就业等指标叫法不完全一致。 

 
图 2.2  2016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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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就业单位情况   

1、区域分布 

除出国、升学和未就业毕业生外，共有 3389 名毕业生去往单位就业。其中 978

名毕业生在江西省内就业，占比 28.86%(2015 届为 31.59%)；1026 名毕业生去往广

东省，占比 30.27(2015 届为 29.74%)；从我校毕业生地域流向看，江西和广东仍然

是我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区域。毕业生单位就业人数超出 35 人以上的省份分别为浙

江省 269 人（2015 届为 217 人）、上海市 248 人（2015 届为 193 人）、江苏省 113

人（2015 届为 105 人）、北京市 92人（2015 届为 87 人）、福建省 91 人（2015 届

为 111 人）、湖北省 63人（2015 届为 63人）、安徽省 54 人（2015 届为 59人）、

湖南省 44人、山东省 39人（2015 届为 45 人）、海南省 38人、广西区 37人；297

名毕业生去往以上省份外的其他省份单位就业。 

 
图 2.3  毕业生就业省份区域流向 

江西省内单位就业的 978 名毕业生中，71.27%（2015 届为 70%）集中于南昌市，

其他去向较为集中的区域为上饶、赣州、九江、宜春、吉安和抚州，其余分布在其

他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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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毕业生江西省内地市区域流向 

广东省内单位就业 1026 名毕业生中，54%（2015 届为 60%）集中于深圳市，19.88%

（2015 届为 18%）去往广州市，其他去向较为集中的依次为佛山市、东莞市、珠海

市、中山市、惠州市和江门市，其余的 3%毕业生分布在广东省其他地市。 

 
图 2.5   毕业生广东省内地市区域流向 

 

2、行业分布 

2016 届 3389 名单位就业的毕业生分布在 19个不同行业中。从毕业生就业的行

业流向来看，跟 2015 届相比，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金融行业从业人数（2015 届为 1275

人）从 2015 年的 37.36%，减少至 23.72%（804 人，减幅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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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2016 届本科毕业生单位就业行业分布表 

序

号 
行业划分 

从业人数 

变化趋势 

2016 届 2015 届 

从业

人数 
占比 

从业

人数 
占比 

1 金融业 ↓ 804 23.72% 1275 37.36% 

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612 18.06% 159 4.66% 

3 制造业 ↓ 369 10.89% 688 20.16% 

4 批发和零售业 ↑ 269 7.94% 86 2.52% 

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 
261 7.70% 

198 5.80% 

6 建筑业 ↑ 201 5.93% 154 4.51% 

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 

↑ 
193 5.69% 

131 3.84% 

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和社会组织 

↑ 
145 4.28% 

110 3.22% 

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106 3.13% 57 1.67% 

10 房地产业 ↑ 95 2.80% 49 1.44% 

11 教育业 ↑ 76 2.24% 59 1.73% 

1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 

↑ 
72 2.12% 

45 1.32% 

13 
电力、热力、燃力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 
63 1.86% 

48 1.41% 

14 农、林、牧、渔业 ↓ 28 0.83% 29 0.85% 

15 卫生和社会工作 ↑ 22 0.65% 16 0.47% 

16 住宿和餐饮业 ↓ 22 0.65% 23 0.67% 

1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 

↓ 
20 0.59% 

213 6.24% 

1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 
17 0.50% 

37 1.08% 

19 采矿业 ↓ 14 0.41% 20 0.59% 

总计 3889 100% 34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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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毕业生单位就业行业性质分布图 

通过对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就业数据进行细分可以看到，其中 49 名毕业生工作

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安永、德勤、毕马威）占该行业就业人数的 8.01%，

另有 237 名毕业生工作于大陆会计师事务所，占比 38.73%。 

3、岗位分布 

2016 届毕业生单位就业岗位信息显示，近 40%的（2015 届为 37%）的毕业生从

事经济业务人员相关岗位，18%的毕业生从事金融业务人员相关岗位。财经类、管理

类专业毕业生的签约的单位岗位与专业相关度相对密切，其他类别专业的学生修读

双学位对就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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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单位就业毕业生从事工作岗位分布图 

 

4、签约世界 500 强企业分布 

据不完全统计，2016 届毕业生签约世界 500 强企业人数 594 名，占去向为就业

的 3389 名毕业生人数的 18%，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12%。 

表 2.3 2016 届本科毕业生签约世界 500 强企业分布表（不完全统计） 

序

号 
公司 排名 国家 人数 

1 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 6 中国大陆 122 

2 中国招商银行/China Merchants Bank 12 中国大陆 86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国大陆 65 

4 中国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 11 中国大陆 52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 中国大陆 50 

6 兴业银行/Industrial Bank 13 中国大陆 47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国大陆 36 

8 
中国太平洋保险/China Pacific 

Insurance 
21 中国大陆 30 

9 中国移动/China Mobile 34 中国香港 30 

10 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 中国大陆 12 

11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22 中国大陆 9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 中国大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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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6 中国大陆 7 

14 平安保险集团/Ping An Insurance Group 9 中国大陆 6 

15 中国人寿/China Life Insurance 10 中国大陆 6 

1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6 中国大陆 5 

17 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 17 中国大陆 4 

18 新华人寿保险/New China Life Insurance 25 中国大陆 4 

19 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 InBev 1 比利时 3 

20 中国联通/China Unicom 35 中国香港 3 

21 花旗银行/Citigroup 2 美国 2 

22 中国石化/Sinopec 8 中国大陆 2 

23 民生银行/China Minsheng Banking 14 中国大陆 2 

24 华夏银行/Huaxia Bank 23 中国大陆 2 

25 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 30 中国大陆 2 

 总计 594 

 

三、毕业生国(境)内升学情况  

550 名去向为国（境）内升学的毕业生中，244 人升入 211 院校深造，比率为

44.36%（2015 届为 44.37%），其中 88 人考入 985 高校（占国内升学总人数比为 16%）；

210 人升入本校研究生院，比率为 38.18%（2015 届为 38.74%）；96 人升入非 211、

非 985 的其他院校继续深造，比率为 17.45%（2015 届为 15.98%）。 

 
图 2.8  2016 届毕业生国（境）内升学院校类别分布图 

四、毕业生国(境)外升学情况  

440 名出国或出境继续深造的毕业生中，其中 241 人去往英国高校，比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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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7%（2015 届为 57%）；其次为澳大利亚（89人）和美国（44人），比率分别占

20.23%和 10%（2015 届分别为 19%和 10%）。 

 
图 2.9  2016 届毕业生国(境)外升学地分布图 

国(境)外升学毕业生中，有 12 人申请到排名全球前 20 的高校（排名以最新版

QS 全球大学排名、THE 全球大学排名和上海交大全球大学排名前 20中至少出现 1次

计），占出国出境毕业生的 2.73%（2015 届为 23人，占比 5.58%）。 

 
图 2.10  2016 届毕业生国(境)外升学院校情况图 

五、双困毕业生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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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届 166 名家庭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毕业生中，有 154 名毕业生实现就业，

比率为 92.77%。 

 
图 2.11  2016 届本科就业双困毕业生就业情况图 

表 2.4：各本科学院就业双困生就业情况统计表 

序

号 
院系名称 

双

困

生 

人

数 

升

学 

出

国 

西

部 

计

划 

选

调 

生 

自

主 

创

业 

常规 

就业 

自

由 

职

业 

灵活 

就业 

待 

就业 

就

业 

数 

初次 

就业率 

1 国际学院 5  1    3  1  5 100.00% 

2 工商管理学院 9 1     4  3 1 8 88.89% 

3 
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 
6 1     4   1 5 83.33% 

4 会计学院 40 1     30  8 1 39 97.50% 

5 国际经贸学院 10      7  1 2 8 80.00% 

6 经济学院 10 1     5  4  10 100.00% 

7 金融学院 16      14  2  16 100.00% 

8 统计学院 6      2  3 1 5 83.33% 

9 信息管理学院 7      7    7 100.00% 

10 
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 
8 1     5  2  8 100.00% 

11 法学院 5      2  2 1 4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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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9   1     8  9 100.00% 

13 外国语学院 1      1    1 100.00% 

14 人文学院 6 2   1 1 1  1  6 100.00% 

15 艺术学院 24     1 4 1 13 5 19 79.17% 

16 体育学院 4      3  1  4 100.00% 

总计 166 7 1 1 1 2 92 1 49 12 154 92.77% 

 

六、校园招聘会开展情况  

（一）校园招聘会整体情况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间，共有 1191 家（2015 届为 1156 家）企业到校举

办各类校园招聘会（不含到学院招聘的单个企业），学校共为毕业生举办含政府、

行业协会、人才机构牵头组团企业进校招聘在内的大中型供需见面会 16 场，企业专

场招聘会 529 场（2015 届为 486 场），共提供就业岗位数 29，546 个。 

 
图 2.12  近五年校园校园招聘会数量统计图（不含院级专场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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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近五年校园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数统计图（不含院级专场招聘会） 

其中政府人才中心、行业协会、人才机构牵头企业组团以及学校和部分学院举

办的大中型供需见面会数量为 16 场，与 2015 届大致相当。 

表 2.5：大中型招聘会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日期 企业数 备注 

1 中国建设银行及下属分支行 
2015 年 10

月 15 日 
15  

2 
优才中国行 2015 江西财经大学专场

招聘会 
10 月 16日 19 

深圳福田

区人社局 

3 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及下属分支行 10 月 22日 6  

4 
江苏省淮安市组团企业江西财经大

学专场招聘会 
10 月 24日 19 

淮安市人

社局 

5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5 年校园专

场招聘会 
10 月 24日 31 

软件与通

信工程学

院 

6 
光大银行南昌、无锡、福州、南宁

分行 
10 月 25日 4  

7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 10 月 30日 9  

8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分支

行 
10 月 30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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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届毕业生会计学

院专场招聘会 
11 月 7 日 128 会计学院 

10 

江西省 2016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互

联网+”就业洽谈会（财经类专场）

暨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届毕业生冬季

供需见面会 

11 月 14日 150 
招生就业

处 

11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人才人事网联

合校园招聘会 
11 月 25日 20 

江西省人

才人事网 

12 
深圳市南山区 2015 “名企名校行”

校园招聘会 
12 月 18日 40 

深圳南山

区人力资

源局 

13 
南昌市人才中心江西财经大学专场

招聘会 

2016 年 3

月 25 日 
41 

南昌市人

才中心 

14 
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首届专场招

聘会 
3-26 32 统计学院 

15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届毕业生春季供

需见面会 
4-8 118 

招生就业

处 

16 
广州市人力资源中心 2016 年春季组

团企业江西财经大学招聘会 
4-12 25 

广州市人

力资源中

心 

 

（二）校园专场招聘会企业行业及地域分布 

529 场校园专场招聘会中，企业行业分布数排前五的为金融业、制造业、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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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校园专场招聘会企业所属行业分布图 

 
图 2.15  校园专场招聘会企业所在省市分布图（单位:个） 

529 场校园专场招聘会中，企业所在区域列前五的为广东、江西、上海、浙江、

和北京。周边省市如福建和湖北、江苏来校招聘企业较上年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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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届普通本科毕业生专业及人数统计 

序号 学院 校内专业名称 总计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财政学 125 

2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23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 180 

4 法学院 法学 93 

5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87 

6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67 

7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55 

8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 112 

9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项目投资与营销策划方

向） 
33 

10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63 

11 国际经贸学院 电子商务 31 

12 国际经贸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8 

13 国际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 278 

14 国际学院 金融学（国际金融） 276 

15 国际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 34 

16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245 

17 会计学院 会计学 450 

18 会计学院 会计学（ACCA 方向） 178 

19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282 

20 金融学院 保险 41 

21 金融学院 金融学 429 

22 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管理 36 

23 经济学院 经济学 215 

24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城市规划 18 

25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房地产经营管理 22 

2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28 

27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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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16 

29 人文学院 广告学 13 

30 人文学院 社会工作 14 

31 人文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29 

32 人文学院 新闻学（经济新闻） 24 

33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3 

34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310 

35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31 

36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13 

37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 60 

38 统计学院 统计学 1 

39 统计学院 统计学（拔尖人才实验班） 41 

40 统计学院 统计学（会统核算） 39 

41 统计学院 统计学（金融统计） 44 

42 外国语学院 日语 18 

43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69 

44 信息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18 

45 信息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0 

46 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9 

47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78 

48 艺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1 

49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广告设计） 56 

50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景观艺术设计） 65 

51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59 

52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室内环境设计） 59 

53 艺术学院 音乐学 58 

   总计 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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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届普通本科毕业生生源情况 

一、毕业生学科情况 

我校是地处中部地区的地方财经院校，由财政部、教育部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共

建，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等 5 个博士后流动站；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

理和统计学等 5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61个本科专业。各普通本科专业结合学校

培养“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宗旨办学，具有鲜明的办学特色。 

二、毕业生生源情况  

2016 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共 4882 名，其中男生 2062 名，女生 2820 名，男女比

率约为 1:1.38，女生比率比 2015 届略有降低。 

  

2014 届 2015 届 2016 届 

  

图 1.1  近三届毕业生性别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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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6 届各本科学院毕业生性别对比图 

毕业生性别比率在学院间相差较大，其中外国语学院（男女生比率为 1:4.8）

和体育学院（1:0.18）毕业生性别比率相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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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6 届本科各专业毕业生性别对比图 

毕业生中江西本省生源 2895 名，外省生源 1987 名，外省生源比率较 2015 届略

有上升。 

  

图 1.4  近 3 届本科毕业生来源地分布图 

 

（招生就业处曾祥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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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江财学位字[2016]4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江西财经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生学

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修订）》（江财教务字〔2010〕6 号），经教务处审核，2016

届普通本科学生应毕业 5107 人，取得毕业资格 4906 人。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决定授予 2016 届普通本科学生张存等 4886 人学士学位，熊湘燕等 1055 人第二学士

学位。具体情况如下： 

一、工商管理学院 

2016 届有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国际市

场营销）、市场营销(项目投资与营销策划)六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440 人，取得毕业

资格 416 人，获得学士学位 415 人，获得第二学士学位 124 人； 

二、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6 届有税务、财政学、行政管理三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341 人，取得毕业资

格 326 人，获得学士学位 324 人，获得第二学士学位 124 人； 

三、会计学院 

2016 届有会计学、财务管理、会计学(ACCA 方向)、会计学(注册会计师)四个专

业，应毕业人数 1178 人，取得毕业资格 1153 人，获得学士学位 1151 人，获得第二

学士学位 63 人； 

四、国际经贸学院 

2016 届有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三个专业，

应毕业人数 251 人，取得毕业资格 235 人，获得学士学位 234 人，获得第二学士学

位 68 人； 

五、经济学院 

2016 届有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二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269 人，取得毕业资格

260 人，获得学士学位 260 人，获得第二学士学位 105 人； 

六、金融学院 

2016 届有保险、金融学二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490 人，取得毕业资格 476 人，

获得学士学位 473 人，获得第二学士学位 99 人； 

七、统计学院 

2016 届有统计学一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133 人，取得毕业资格 131 人，获得学

士学位 131 人，获得第二学士学位 26 人； 

八、信息管理学院 

2016 届有管理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三个专业，应毕

业人数 111 人，取得毕业资格 110 人，获得学士学位 109 人，获得第二学士学位 28



 

 128 

人； 

九、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6 届有旅游管理、工程管理、城市规划、房地产经营管理、资源环境与城乡

规划管理五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140 人，取得毕业资格 132 人，获得学士学位 131

人，获得第二学士学位 41 人； 

十、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6 届有软件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四个专业，应毕业

人数 413 人，取得毕业资格 383 人，获得学士学位 375 人，获得第二学士学位 77 人； 

十一、外国语学院 

2016 届有商务英语、日语两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96 人，取得毕业资格 89 人，

获得学士学位 88 人，获得第二学士学位 39 人； 

十二、人文学院 

2016 届有广告学、新闻学、社会工作、文化产业管理四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82

人，取得毕业资格 81 人，获得学士学位 81 人，获得第二学士学位 34 人； 

十三、法学院 

2016 届有法学、法学（法务会计）二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95 人，取得毕业资

格 93 人，获得学士学位 93 人，获得第二学士学位 29 人； 

十四、艺术学院 

2016 届有工业设计、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艺术设计(广告设计)、艺术设计

(室内环境设计)、艺术设计(景观艺术设计）、音乐学六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393 人，

取得毕业资格 369 人，获得学士学位 369 人，获得第二学士学位 104 人； 

十五、体育学院 

2016 届有社会体育专业，应毕业人数 62 人，取得毕业资格 61 人，获得学士学

位 61 人，获得第二学士学位 39 人； 

十六、国际学院 

2016 届有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会计学(国际会计)、金融学（国际金融）

三个专业，应毕业人数 613 人，取得毕业资格 591 人，获得学士学位 591 人，获得

第二学士学位 5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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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届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名单 
 

财政学 

吴云英 张存 李欣娜 罗淑娴 李  洋 徐婧颖 李雪婷 杨毓礼 刘  芬 王  佐 

熊湘燕 吴佳闻 李倩维 谢李娜 晏文伟 李慧枝 杨  源 汪琪媛 钟将风 杨  昊 

魏竹园 杜吉羽 武海娇 刘天训 黄  涛 李  帅 徐  凉 胡  超 魏窑窑 盛  旺 

陈仲韬 詹林辉 刘家瑞 郑  燕 黄鹤群 
益西措

姆 
曾  欣 余燕花 

姑再努
尔· 
卡热 

刘光亮 

郭钰婷 刘津位 

塔吉古
丽· 
阿卜杜
克力木 

孙广伟 王亚勇 刘  颖 蔡  娇 朱婷婷 焦红梅 曾德生 

邹莞荣 钟楚薇 张富龙 仝绍琪 阮斯蒙 张聪俐 葛丰榕 翁  皓 何  威 吴明珠 

陈  娇 刘  毅 杨青耸 施宇超 何叶青 于家傲 曾海梅 王子秀 胡晓翠 万冰清 

胡  娟 廖雅婷 张  凯 罗建敏 徐  瑶 李  雪 刘  菲 余  苗 林嘉冠 沈  幸 

余俊杰 陈丽梅 陈思晗 王宏宇 鲍  霓 孙百琦 谢  崧 晏  熊 杨家健 顾嘉祺 

李佳怡 徐  翠 任  娴 郑  喆 曹振全 焦福霞 熊思佳 刘  云 刘玲玲 黄丽军 

邹雄峰 郭兰庆 马  腾 宋丽清 
迪力白
尔· 
艾力 

章  艳 骆靖宇 邬荣萍 叶尘缘 胡晶晶 

姜  静 袁  航 莫芳芳        

公共管理 

刘雪雪 王  琴 王小华 任鹏飞 李素欣 田  玥 石  琳 谢慧慧 丁  娟 马曼蝶 

王瑶瑶 丁  旺 闫  芳 武  瑞 王  茜 王  倩 朱晓玲 林晓慧 施  静  

税务 

刘  孟 杨云捷 覃怡丹 陈红平 肖尚仪 胡冬清 潘子墨 杨  平 周  韵 缪启星 

陈晓婷 林慧敏 曹文豪 孟子琛 罗崇玖 李诗文 郑如峰 陈红霞 颜  露 倪文珺 

李平阳 万淑玲 胡昕蓓 李  琴 廖禺梅 叶  爽 刘  煜 王红中 方丽萍 夏冬霞 

彭  才 吴  鸿 曹  鲁 晏  昊 余  倩 汪  扬 杨周海 杨  灿 江灶宇 詹俊 

林修贤 高娥娥 张雅丽 涂海丽 陈  颖 王  月 黄志敏 黄  欣 夏文博 吴樱 

洪  媛 黄继成 郭彦文 万  成 刘  佳 徐  航 岳翘楚 安秋璇 徐  骁 陈美燕 

刘  萌 谭蓉坤 简强强 李婷玉 邓云羿 刘丽萍 郑  英 秦怡 高  倞 邵潇黎 

胡文亮 李  一 梁香秀 刘  环 陈正 王石 朱永强 胡阳 杨羽琪 郑文芬 

叶  芳 吴  琪 宋思芃 黄中春 龙同璇 张益朋 
热比

娅·库瓦
尼江 

陈欣 吴梦婷 付  江 

华雅莉 
刁周若

雪 
周慧敏 刘锦洲 郭清荷 张  惠 邹幸运 邹鑫 

麦合布
拜木·麦
麦提 

柯斌雄 

张佳玉 黄艺敏 贺剑锋 钟晓红 何秋红 张  颖 戈茜茜 朱静雅 阙强威 黄雨佳 

赖慧敏 冷先华 

茹柯耶
姆罕·麦
提喀斯
木 

程亚婷 夏文艳 何小燕 吕伯宁 戴玥 王秋琼 周昱雯 

葛玉婷 刘  露 于玉玉 李颖莹 张亚宁 陈倩倩 何志云 马小淑 许文靓 项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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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昊 胡  霞 李  萌 张芹芹 王彬川 李幸欣 张一凡 杨国丽 樊胡荣 邓文芳 

杨云风 
房永金

凡 
王  烙 赵红刚 郑美情 曾  晋 危思琪 郭宇桢 马宇弘 王  娟 

杨  蒙 邱宣松 祁继瑛 丁云飞 胡丽萍 张  鑫 陈  骏 林佩云 张家嘉 邹  颖 

严小娟 李  红 孙美超 张瑞敏 农美旋 
欧阳萍

萍 
林丹丹 熊  丁 王  芳 熊进萍 

杨  芳          

法学 

丁检妹 廖  芹 蒋秀雯 陈思年 范龙乾 张婷婷 黄  岚 万珞开 叶慧 曹智铭 

付慧阳 陈  云 高巧儿 刘  慧 王  燕 冶登英 孙善微 吴娇 邓城家 苏琪琪 

聂佳翩 聂丽林 尧羽珍 杜  玲 何  欢 武  杰 于咏格 彭  胡 叶春柳 付丽丽 

江  彪 肖  启 许刘希 刘小凤 梁  桥 梁  泽 曾珊珊 郑文强 谭  恋 杨鹏程 

袁青青 洪  红 雷  锦 刘  丹 王  楷 孟  柳     

法学（法务会计） 

李瑞琪 康艳杰 李艳蓉 蔡雅琴 肖鑫 周浩漓 胡婧怡 侯  迪 王林阳 张紫朋 

康顺顺 徐小超 陈云慧 黄珊珊 王宇卿 丘春玲 王培洁 褚竞元 朱  芳 冯钟玉 

李光燕 彭婷婷 叶昱含 胡  瑜 刘彬彬 胡玉洁 向  阳 孙如梦 乔海婷 梅  婷 

李  晶 王  帅 余凌霄 古文妍 郑雨婷 胡智薇 侯嘉玲 窦娟 黄清海 吴紫菱 

郭璐璐 梁艳娟 常星艳        

工商管理 

安昶帆 孙军芳 
玛伊

热·热伊
木 

彭  检 高立人 杨  锋 尹  蕾 张彩玲 傅梦丽 刘  青 

谯  培 王雅婷 李  洋 邓执力 陈云霞 何明明 王皓炜 谢昌民 俞心怡 古  涵 

王  丹 倪家佳 王翊全 平珊珊 廖  冲 李  欢 刘瑜芬 姚俊云 白鹏达 林  欣 

董思捷 张慧芬 姚  烨 王祥宇 刘  彬 韩晓梦 谌丽萍 郭  慧 曾  娜 刘琪涛 

王田子 熊瑞发 周建华 李筱婷 胡  路 姜晗鸽 钟  伟 余忆军 陈  云 宋燕存 

文艳雪 徐慧铭 万  琪 胡国长 徐凯强 郭启民 李灵清 钱玉青 余军珍 李  琴 

常亚琼 曹顶来 郭  燕 邰正兰 刘志伟 宋为莹 
马依热· 
依米提 万天浪 李  倩  

人力资源管理 

刘汉元 王小英 程大腾 
曹苏日
古嘎 万佳莉 王  露 甘美文 沈  洁 李银娟 张  婷 

胡心媚 王观屏 刘瑀清 邵雨涵 操礼和 程正海 陈  东 刘素瑾 胡梦婷 陈倩茵 

朱伟梅 朱  波 高  益 杨文晶 晏璐萍 刘  勤 何倩芸 庄佳薏 图  雅 富金威 

刘文兰 上官卓 褚  乔 陈斯培 边润梦 李  姿 李安锋 江  蓝 曾香锋 黄荣业 

王丽旋 王  婷 况  静 施刘靓 梅  芳 孟凡雪 谢坤琳 方媛媛 黄  敏 谢淑淋 

刘曼丽 汪  洋 刘惠英 罗媛媛 蔡广敏 翁香美 潘一媛 廖美施 谭思斌 蒋  璐 

袁清华 柳婉婷 余锦渊        

市场营销 

张  蕾 张思奇 罗  丹 周晓芳 孙青山 戚治宇 刘  宁 王玉胜 胡左君 操  平 

吴婷婷 刘  军 刘玉诗 史云卿 张承洪 曹安琪 任  欣 于静婷 刘  娇 黎社杰 

李  婷 黄燕珍 张路佳 葛晓洁 刘  斌 章摇摇 陈桂淡 殷婷玉 罗  成 曹仰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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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卓

玛 
张豪文 姬书华 钟  琴 钟  烨 陈远卓 林欣洁 郑  欢 郭书平 王  妍 

陈家业 刘包荣 冈天雪 白福征 付璐琪 
夏侯玉

琳 
殷  云 田汇萍   

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 

田  聪 应  媛 许  灯 谢  楠 李  旭 汪  豪 邓雪霁 胡绍鹏 杨文杰 洪  辰 

程  柳 胡兆丰 陈李娇 彭水平 易淑琪 蒋  倩 曹  毅 曾  丹 傅  昱 熊洋洋 

胡寅昱 段亦馨 廖泽伦 刘瑶玥 许  苑 查云云 廖  玥 刘  杨 王轶男 付俊彦 

顾玉婷 黄志雄 胡  聪 邱涂军 帅永豪 陈忠贤 林  宇 罗  西 潘景怡 何  山 

李科熠 陈雅琦 计扶廷 陈立 帅智翔 万裕涵 张运恩 官文春 罗雨楼 徐欣鹏 

黄美玲 徐乐天 王可立 刘佳俐 黄敏婕 王良禹 涂墨 曹青 顾子为 曾  琦 

陈  阳 刘鲁佳 吴灵彤 柳琳 刘宇暄 张力扬 胡子荃 夏冬平 吴承东 淦晚珍 

谌文斐 李志健 方舟皓 闵瑶虹 兰  卡 黄德斌 路安迪 刘根宝 余建东 刘珂臣 

柴  柔 汪钰祺 吴  璟 范思思 熊伟琨 刘豪智 邓辉鸿 刘  湘 蒋苗苗 谢澜婷 

刘  赟 李  想 胡建萍 王程辉 曹  可 杨文正 徐嘉勉 周庆岸 朱  慧 吴世明 

周彦青          

市场营销(项目投资与营销策划方向) 

汪乐成 李小丽 江成栋 孔钰婷 张宇旋 张毅 王  能 张  宁 董  微 孙  蕾 

封健强 刘听雨 位  鹏 谢丽园 吴小敏 刘裕林 赵时昊 张思思 祝芳芳 王晓晨 

谭  璇 周安怡 徐云英 李灵佑 陈钰滢 康  腾 左  佑 崔行健 潘嘉舟 陈春丹 

甘  娜          

物流管理 

姚  璋 胡云凤 傅元宇 靳娜娜 潘  弯 宋闻男 李  泉 潘向云 丁兰芳 张  祎 

张  涛 周  月 高  斐 黄美真 王丽宏 王海阳 姜  姗 刘文玲 刘  迎 陈  洁 

王  斌 刘嘉威 康  倩 余瑞珍 彭若诗 黄  琳 蔡忆辉 段旺传 涂少雄 陈  悦 

邹  雁 纪  伟 刘  海 朱  丹 马洋洋 胡  丹 凌文晶 苗红超 黄芳芳 何云云 

陈伟峰 吴睿丽 谈太晖 袁菊生 李  强 熊  锦 罗  娜 王凌妮 谢彩红 任淑媚 

范远远 吴茗休 高芃芃 李  欣 管  茜 郑美娟 胡艳萍 李运国 刘佳民 殷明悦 

叶朝晖 周灵秀         

电子商务 

吕秋玲 陈嫦英 孙晗雨 李梦琴 毕舜俐 芦  婷 王梦瑶 叶  李 樊树根 符盈盈 

罗舒奕 郑晨斓 王  晨 胡适荃 李金格 艾海云 张锦祥 曾馨瑶 王  玲 王圆圆 

冯文飞 蔡秋宇 周泽芝 林  伟 石玉明 胡文明     

国际经济与贸易 

涂思瑶 邹昕晨 王  鑫 胡雅静 张  蕾 方荷琴 李春艳 胡  彬 廖  丹 黄  丹 

李临雪 刘  丹 刘  瑶 胡慧慧 邹红艳 李慧新 陈龙超 彭  凯 赵志文 刘  璇 

吴恺丽 周海湾 胡  仨 刘  林 李漫漫 贺  娴 丁运豪 贾  璐 向惟洋 邓书梅 

王  珊 邵  浏 胡韩胜 单倩倩 余  星 罗  婷 朱晓娟 岳  祥 许  璐 李华英 

敖佳兰 刘  烨 谭丹玥 金  梦 徐林英 陈添之 黄  如 王  雅 庞  冉 谢金莲 

黄欢欢 刘  燕 罗  羚 万嘉明 罗文丹 张木兰 钱梦晨 金子录 文  兰 胡  莎 

郭望伟 温义涛 罗  莉 彭书佩 徐炳艳 陈贤慧 李寒昱 袁谷月 黄  瑶 寿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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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聪 王瑞康 郭小文 李师梁 刘梦星 何素萍 郝旭奇 黄立成 夏  星 曾淑桂 

彭粟菀 贾  未 余晶妍 钟丽容 张叶娟 茹雯菁 朱启明 徐文婷 徐鹏举 陈  静 

朱小青 余亦雄 刘美香 刘  斌 周钰琦 谢飞雁 姚  蓉 李朦 何妍竺 陶  翔 

欧阳清

萍 
康贞弟 黄梦姿 葛星晨 刘  卢 贺婷萍 吴季静 朱雨婷 危易文 孙  颖 

曾  赟 黄禄荣 胡  梦 陈媛媛 裴  强 郑兰芬 张雪燕 蓝  洁 丁  凯 王静之 

杨佳蕾 刘翠萍 刘  聪 曹康玄 高瑞兵 周禹彤 贠婉婷 卢  梦 胡爱平 徐梦华 

罗  钦 史云娟 苏春红 严雨浓 许  婧 熊  威 韩玉飞 郑  静 徐丽琴 赖  钰 

荣  臻 鄢  奇 施启南 朱  晨 彭柳琴 万千歌 李云清 刘夏晴 冯梦春 郭小婷 

黄  柔          

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 

侯泽峄 蒋蔚芳 吴  琼 赵  琦 宁琼梦 张  俊 谢宇平 张  娟 李华光 马丹丹 

邓颖慧 麻雪莉 黄青婵 张庆菲 李  甜 石冰莹 邰  爽 李  霞 黄志平 黄河博 

江婷婷 欧阳露 逄  媛 万露霜 谭焯怡 刘彬彬 刘平平 李  玮 李霁璇 姬  煜 

席文霞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 

余耀莹 印  樱 陈韶湘 刘文静 邓  瑜 李宏剑 赵可意 张一茹 赖俞桦 谢  菲 

章康健 王雅琴 熊  峰 宋  健 王  欣 王越男 丁嘉城 聂志清 曹利利 唐艳艳 

谢国昌 胡  婕 杨华梅 熊思玥 米云浩 李怡人 
周纳多

纯 
李金东 肖  彤 唐成芳 

甘  洁 周  欢 田  妍 周靖宜 刘逸菲      

会计学(国际会计) 

刘媛媛 张若昊 陈钰盈 彭淼淼 俞晓卉 吴  雪 刘奕希 杨斯期 李俐君 陈道剑 

沈文雯 王之通 陈芷如 蔡晓辉 陈逸婷 马晓蕾 王哲君 饶  欣 周慧琪 梁  鑫 

舒杨青 赵大诚 汪建鑫 墙  颖 左巧琳 龚智敏 谌佩冬 马梓轩 邱修文 邹子仪 

季  晨 龙海霞 于睿超 谢  曦 刘宇清 余天成 廖  盈 余依蔓 肖  凯 范  榕 

万  蓉 王嘉豪 陈祥翔 韩欣然 徐晓梦 丁卓然 宋  娜 薛  艳 陈  希 于诗颖 

方景惠 高梓翔 杨  阳 高  童 俞旭芬 张  鑫 黄俊婷 汪梦婷 陈鑫鑫 姜翔议 

宋  佳 袁  丹 叶  莹 冯楚奕 范菲蓉 陈桑尧 曹可欣 黄  雯 彭可欣 程  韬 

涂赟晟 张  珺 罗  忞 黄仁卿 张华 曹子瑜 涂文麒 李清琬 李国雄 潘美娟 

张中一 卢雄保 肖  莹 吴永安 徐雪辉 汪照启 张梦宁 潘赓駪 汪  倩 周玉晶 

郑琛泉 钟恺韵 赵雪然 孙雪菲 林炜煌 肖日昕 薛  睿 谢南海 康丰琦 杨书琴 

徐  明 白玉荣 曾祉祎 吴柳苑 刘诗扬 胡妍慧 郑佳敏 花金晶 陈晓舒 徐思凡 

杨雅辉 张珏斐 唐慧晴 赖斯琦 王艺陶 杨力瑶 蔡  可 郑雅丹 吴亚彬 黄湾湾 

吴正文 余嘉凌 胡  睿 张嘉睿 王敬慈 况知浔 彭青青 敖  翔 郭  帆 黄婉依 

卢  娜 赵  丹 吴晓丹 朱锦艳 李  解 邓  晨 闫梦倩 蔡佳慧 尤延平 胡颖钦 

丁月萌 彭鑫鸿 万威威 胡诗玄 胡晓爽 赵文渊 徐祎洁 王怡雯 许晓钰 鲍雅稚 

钟毓婕 刘紫薇 赵泽琪 龙  颖 薛  怡 王胜君 曹文婷 陈方芳 战卓琳 苏  敏 

苗琦敏 王安琪 朱梦媛 刘江哲 侯  蕊 卢  敏 潘  卉 李  琳 李海菲 吴  倩 

蒋  晓 李  丹 邝  菁 施家卿 陈和玮 张乾林 万叶欣 龚心瑶 张  钰 徐平平 

王家乐 郑慧麟 虞茉菡 徐梦情 罗冬梅 黄晓恒 王璐瑶 章艾晨 关亚娟 刘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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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莹 王多震 常妍婷 谢佳斌 彭开琪 刘  红 张  扬 卢  华 彭  潇 李正熹 

王  喆 陈佳丽 邹溢佩 罗影帆 冯  璐 杨莉莉 刘  娄 黄诗璠 周  浩 贾晓维 

王若烨 潘浪浪 刘雨雯 何  澜 王玉珏 胡菁菁 谢  婷 周子钰 朱  璋 熊  婧 

王继恺 谭相秀 邓孟岐 苟鑫媛 吴庆南 刘艺鑫 张雨婷 吴妮娜 彭特龙 张  可 

林  玲 张群乐 徐朝俊 颜  轩 罗  茜 邓丽婷 陈泓宇 朱素瑶 胡文涛  

金融学(国际金融) 

刘逸飞 陈炯冰 许华亮 杨晏泽 丁仔娟 王朝欣 徐远超 陈旭明 燕云飞 胥皓元 

杜文婷 谢子涵 英梦华 鄢淑敏 石玺钰 兰婷玉 谭文斌 李其二 吴  岳 彭  菲 

程  雨 何诗惠 曾昱鑫 李子涵 林静文 周育佳 罗  岚 杨希文 李佳桐 付潇田 

和盛娟 李  月 李  姗 褚  冰 张雨晖 高洁玉 周  菁 晏诗晨 李立孚 马虎韬 

姚伊敏 李昊譞 李  焜 刘子瑜 陈德昊 李全毅 赵  婷 银家一 张楚珊 韦昕林 

崔  晗 陈鹤鸣 向申丹 
才让当

智 
邵雨涵 胡策群 范  鑫 吴  彤 吴德文 毛太鹏 

段诗丹 王  萱 程  慧 邓金鹏 陈  浩 熊  悦 贺  颖 裘有旭 王紫璇 陈  茜 

李亚哲 黄  茵 丁雪清 刘  柳 吴  颀 谢晨馨 赵  阳 梁悦青 戴紫薇 魏超能 

周  浩 凌  涵 曾柳杰 束佳璐 李珊珊 杨晓寒 郭  羽 沈永芳 黎书斐 吴艳 

杜鼎泽 肖  欣 熊  峰 何丰源 戴  嘉 余  越 刘  清 邓宏伟 刘如儿 万梦瑶 

罗崇杰 王清宇 黄琪琦 余仕军 陈  瑄 陶叶薇 鲁晓萱 史一序 张雨琛 董雨薇 

钟田一

子 
于  佳 伍万勇 邓含悦 罗丹阳 苏  钰 魏国峰 许伟程 欧旖旎 张  斌 

张  婧 邓  殊 王  峥 丘夏楠 曾珉峰 黎聪逸 文玉娟 黄文宇 熊振文 任东宇 

宋  健 张森淮 曹  钧 邓  涵 周旭晖 廖云霞 杨丽梅 段祺旺 左李弥 莫熙微 

谢竞超 王若愚 熊文嘉 蔡思颖 谢  媛 容  誉 郑  璐 黄嘉磊 黄欣晨 万志诚 

金  莹 林  玲 刘  娅 李晴晴 彭鑫颖 李杨依 李  祾 易  沁 王安琪 席赵兴 

吴丙丁 叶  云 万  辰 杨  湉 许见斌 陈  宏 傅佳敏 吴晨扬 李成杰 徐  洲 

文骥威 罗  威 李伯玉 沈  娟 刘  璐 邢  影 徐佳婧 付  维 黄屿琪 毛逸君 

曹  睿 孙  村 宋雨帅 蓝  捷 吕  雄 江  洋 吴  魁 肖  海 周粲典 陶诗茗 

李  悦 乔  琛 姜剑桥 石  敏 王滕宇 陈子丰 方  亨 刘荆梁 鲁中汉 李笑然 

李  爽 万泽轩 宋尧清 刘  瑛 郑泽旭 李雨亭 陈雨曦 彭思捷 符丹禺 缪  熠 

黄荟瑾 刘超群 刘思雨 谢  俊 曹  然 陈  鑫     

财务管理 

曾星云 
李杨淑

婕 
方雨晨 黄剑锋 麻丹璐 李  欣 赖克诚 刘  波 钟  安 李  斯 

徐梦婷 瞿  玥 程  婧 王  翼 陈  丹 苏  玥 宋  洋 谢子金 姚远财 金俊旭 

蔡苗苗 王松乾 涂  蕾 马  强 许佳辉 陈  松 朱王琛 胡发辉 尹莉芳 朱  情 

段淑静 何禹婕 杨海谦 李  习 魏  萌 熊芳玥 陈  辉 潘富样 陶媛媛 吴浪静 

邹  利 魏晓红 马志明 莫丽妹 刘灿之 汤傲然 刘  璐 徐红梅 陈武飞 张璐瑶 

肖  慧 王玲玲 张炯俊 廖  佳 胡  燕 龚良宇 巢楚萱 李凯平 姚志伟 邹素雅 

谢婕妤 秦希勤 吴  滢 汪剑豪 龚启弦 彭益群 黄  俊 饶飞雪 曾  番 陈岚月 

张允霖 孙帅成 雷  琴 胡文露 李静芳 梁  程 彭  斌 冯子卿 潘  浩 徐  辉 

陈  瑶 付晓蓓 凌嘉忆 胡佳源 张  爽 刘睿林 刘秋月 王淑真 况雅璐 宋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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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赣 周子涵 方小园 杨海鹏 张义翔 刘嘉维 孙  飞 冯雁玲 刘小敏 吴  越 

温凯东 方颖娇 郭  威 黄  渊 夏  颖 石小牙 李昱燕 池晓艳 孙梦期 万俊杰 

谢慧珠 熊天欣 丁彩霞 马  乐 徐  斌 沈菲菲 蒋昱洁 周毓云 何振强 杨  睿 

张  钰 占宁湾 肖小华 许娅楠 邓丽雯 曾  洁 邓振武 胡峻梓 刘莉霞 李  婷 

黄胜新 魏有昊 罗  娜 田筱敏 李杨扬 胡博雅 赵  苗 石  佳 曾  惜 杜梦婷 

吕  丰 万  炉 钟晓丽 马  婧 万玉华 吴铃拉 田天珺 王贻泉 郭素银 唐宇恒 

黄茂华 饶  婷 李  恒 吴  熙 张山东 李  迪 杨宇轩 范书秀 李  飘 李  薇 

杨  梓 彭卫凯 江沛萱 黄  青 曹润廷 龚俊琼 许  萌 马鑫萍 吴淑璇 李春平 

李爱珍 钱  晨 廖硕弘 周  晔 徐雅琪 杨名慧 钟凯文 章琦琦 钟振涛 丁雅欣 

陈步川 张杰华 晏  玲 鄢紫凤 罗灵咏 曾振宗 周  捷 黎衍旭 徐  腾 邱晓丹 

吴烨平 艾美西 冯  璐 王胤喆 戚荣光 贺  凯 赵蓓欣 朱智佳 王  健 杜  洋 

谭  绿 陈  宾 刘  畅 巩  雪 郭梦君 王若冰 邢晓霞 彭  莎 谢晓雅 唐蕴琪 

杨珊珊 刘文珺 熊  帆 冯安达 苟小莉 柳建丰 熊建群 姜洁蕾 柳  莉 魏小梅 

吴  瀚 韩雨霏 张雅颖        

会计学 

张雪峰 李  星 胡华意 余孟影 余  琪 严家琦 游  川 朱韵洁 刘丽萍 鹿  娜 

郭晓娅 陈建建 徐箭芳 叶  渝 叶思卉 熊玉勇 古  彦 杨  丹 余美玲 黄彩虹 

徐  婷 余梦珺 龙  静 张爽爽 郑  凯 谢菁璐 潘家达 彭小蓉 杨细妹 陈秀娟 

宁  玲 敖姝宁 周员宇 毛文平 盘  珍 周天浩 刘雨霜 杨玲玲 林  旭 吕泉泉 

杨  臻 黄  腾 方飞虎 梅凯晔 罗伟伟 叶梅卿 钱玉青 贾清云 邹  炳 张亚萍 

李  芸 叶春丽 范波波 周  池 刘  勇 廖  婷 张  樱 宋焕男 刘玉婷 罗  康 

胡聪聪 王佩文 袁舒娴 蔡巧冬 张尼斯 黄思雯 
玛热亚
木古丽 陈晓娟 刘水梅 张雅婷 

杨  可 喻成波 宋婉依 赵希昌 王  超 吴茵洁 周银彪 邓晓菲 葛庭婷 贺小梅 

徐雪晴 
陶文依

美 
武  洁 陈  乐 符  丹 郭  磊 包  琳 齐龙文 胡亚炜 李小英 

迟婷婷 赵  蕾 刘  曼 王歆武 朱梦蝶 叶  鑫 罗玉婷 李  攀 辛  婷 李伶俐 

方  露 薛琼峰 刘  欢 刘其美 丁映霞 李志强 张文芳 张  陆 熊  斌 申淑君 

欧阳芃

亲 
孙正伟 熊颖佳 龙卓奕 闫宝彤 康慧淋 王艺睿 郑丽莉 彭玉婷 刘嘉豪 

郭  艳 张梦怡 刘益松 王雪晴 李玉雪 范海霞 黎丽梅 雷  婷 钟玉娟 刘梦婷 

兰小杰 黄彩源 方天妮 史洪强 刘  萱 韩  楠 谢  威 张小娟 田媛莉 江艺君 

陈  浩 应文强 范俊宝 柳  林 杨  玉 杜碧芸 刘芝驿 邹佳盈 李  芳 易  丛 

卢  玥 白丽格 刘香君 杨梅萍 李璐嘉 晏浩然 覃解琳 丰玲婷 涂余余 袁少鹏 

邓  丹 牛雅兴 万候翔 刘思琴 张明扬 左  媛 许玲慧 王群芳 郑秋洪 武杏园 

曾丽珠 龚  滢 马付萍 张秀芳 余锡佳 刘  蕊 范志双 彭  林 吴林英 方荷君 

江  淮 石  银 高  梦 宋娟娟 贾  楠 肖杏子 孙  瑞 徐文婷 陈奇 刘燕妮 

段晨燕 方艺杰 刘帅航 陈可馨 朱  瑜 舒  红 肖  晗 肖庆颖 周上权 袁鸿燕 

詹燕眉 杨美艳 胡  婷 伍  鹏 黄  隽 吴  斌 苏玉月 贺雪娇 黄  露 凌  景 

陈家鸿 周瑞兰 齐  聪 张世一 蓝彩莹 龙  美 冯民华 刘淑慧 唐丽菊 李临丰 

龚  明 龚  辉 张  琼 卢  琳 张  姗 刘  芳 樊  悦 徐燕萍 黄  霞 丁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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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依航 郑秋怡 卢思齐 邓云帆 余圣勇 张思鹏 刘佳颖 张世国 张阳阳 丁梦云 

江  锐 李  佳 余思画 杨佳宇 袁俨 卢贤斌 李万祥 石来明 何贞平 张子航 

陈欢欢 杨福春 李  曼 吴晓星 苗馨月 何国勇 陈  圣 刘  俏 李双华 袁  燕 

胡  丹 朱江辉 胡仲洵 周璐璐 钟继文 周新星 梁  俊 刘晓璐 邱正年 钟  悦 

郭  函 王文婷 饶鹏珊 陈嘉男 朱梦莹 安俊霖 熊惠慧 朱  宁 罗晓甜 严  通 

黄  璐 刘洪翔 徐  洁 杨  林 胡卓宇 袁小淞 余传镇 宋淑敏 黄  娟 黄  佳 

邹  春 叶青青 熊敏娜 金  伟 邹家成 时  丹 胡殊源 刘  婵 边  娇 叶康淋 

张森淇 江龙啸 仇根平 何亦庄 江婷 赵东方 杨艾玲 吴  丹 秦四威 陈  飞 

刘慧中 陶德松 陈吉萍 梁晓瑞 徐沙 涂义鑫 邱志令 李梦芝 兰香梅 周忠义 

陈  冬 孙欣悦 王思奇 黄琬珺 吴琼 周子欣 周则文 李薇薇 林鹏翔 贺文婷 

毕俊伟 帅青青 汪  曦 王  曼 付佳星 陈  远 韩明芳 姜鸿靓 黄  威 危定强 

华赛飞 章晗健 方宛婷 廖永锐 宋天宇 黄汉江 陈  默 李三青 许丹倩 陈成来 

陈亚萍 黄  婧 杨  婷 于  龙 苏筱浪 黄  琴 程  伟 万玲丹 卢  燕 田  妍 

罗  婷 何小英 罗伟民 甄彩虹 申  升 谢乐园 周亚兰 王玉星 王美虹 黎  溶 

姚文婷 袁海伦 田  霖 陈晨曦 陈  帆 陈  珊 黄平军 胡其凯 董  燕 曾  艳 

万亚琦 郑  超 刘禹婷 赵悦卓 朱磊鑫 王沛珺 张盈盈 罗  兰 胡丹青 廖红珍 

陶瑶娟 李  清 刘  冬 荆宇霞 刘  玮 张仁锋 章蓓莉 谢  红 唐琪馨 陈文琴 

王家伟 宋善昶 胡鸿韵 常古月 范文莉 蒋悦怡 肖薇薇 陈平平 金  婉 杨家迎 

刘意华 范博雅 戴小莉 王  震 卢雯 滕潢焱 许蓓蓓 缪中红 黄斯莹 丁亚雅 

周谷雁 汤红霞 李文静 廖金文 熊  凡 王剑飞 周碧桂    

会计学(ACCA 方向) 

黄  磊 陈江兰 郭紫薇 余旗 李雪静 熊罡迪 余童欣 叶晓羽 雷亦敏 程雨潇 

黄  孟 罗晨匀 李  跃 张翠 段兰兰 王一帆 汤荔琦 岳林纯 高  敏 黄  敏 

邓雪瑶 刘雪倩 夏  煜 张娜娉 邓心妍 许方琪 李  鑫 戴  慧 沈煜焜 谢琼雯 

黄碧婷 周  杰 徐宁怡 祝养弘 黄伊妍 程正兴 万  晶 杨珊珊 周  舟 游诗意 

张楚桐 李卓霖 江永林 梁潇艺 范智文 胡江薇 潘旻桐 陈  馨 兰雅婷 张泽昊 

吴鹏莹 唐子玥 樊圣源 王朝鑫 段丽梅 金昕晖 饶晨曦 刘杨悦 张玉佳 游梦鼎 

刘伟伦 张瀚予 汪嫣琦 王  怡 赖  鸣 陈允祯 孟  瑶 吴丹丹 朱泽韬 田雨秾 

李翊菲 彭雨寒 陈煜 游  智 潘青霞 刘俊杰 段  毅 彭  欣 林  斌 陈  颖 

左雪薇 翟羽佳 林建辉 陈嘉琪 杨夏雨 曾  婷 杨  帆 于桑雨 曹莎莎 吴乔峰 

何  震 王  喆 谢兰婷 熊运来 黄文遐 曾衍柳 祝佑民 吴昊晟 史  蕾 闵  婕 

李  翔 况绍锺 邓旻雯 王琪琛 王  瀚 智长宇 肖雨心 王  涛 曾  岚 刘  敏 

李禹桥 李  想 后  超 张萌 刘晨玉 陶景宜 刘  城 邓佳欣 万淑钰 李心辰 

孙凯乐 徐沂钰 章文霞 欧阳盟 周倩颖 胡  逸 温  馨 刘明星 黄  悦 熊  敏 

吴  伟 
欧阳慧

萤 
曹  玥 冯宇晖 王  丹 万  蓉 杨  萍 郑雪君 杨晓婧 王媚映 

刘超男 肖  文 房广羽 熊一杰 蔡子游 李  乐 刘李枫 张凌云 陈星熠 陈怡君 

李程成 侯智鹏 温竟成 虞兆凯 胡斌 袁娅雯 金小雅 陈思瑶 李  旻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段  勇 崔亚明 李雪松 王嘉婵 刘华棣 万钰馨 赵康智 肖  与 郑姝祎 叶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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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丹 黄冰冰 张  丽 郝文佳 牛  博 王  宇 姚天健 陈  鉴 陈娉婷 龚颖琦 

徐智昊 王润权 江  蓉 廖文婷 赖然清 谢丽娟 易程安 王洪康 徐耀龙 周雅倩 

胡承瑶 钱艳艳 伍朝扬 刘晓睿 周  馨 林  志 胡慧清 丁梦雅 陈丹阳 胡  斌 

刘  欢 钱  锦 付  瑶 朱晓颖 吴鹏程 彭书真 徐  颖 高铁忠 金  菁 刘淑华 

邓艳丹 张锋锋 汪宝娟 熊斌凯 叶洋洋 宋  懿 王云康 黄小娇 刘洁萍 樊康丽 

夏凌婷 张文丽 杨  娜 杨根秀 张佐锐 邱远山 熊  璟 孙  颖 戴月阳 陈慧颖 

周浩天 杨多加 韩宇萌 杨旭展 钟  莹 陈  苗 李文浩 陈倩倩 何亿珠 张梦兰 

刘美琴 王犀子 陈金丽 刘昕菲 杜思尘 万齐惊 方圆春 简卓莹 吴妮鸿 高绍民 

何婉容 邓  磊 陈惠真 郑楼琳 杨  权 熊慧珉 陈京玮 姚杨梅 杜文萱 朱  洁 

黎飘海 程文婕 李昊然 黄  鑫 杨美花 刘忆雯 王志芳 王黎燕 周  琪 王  润 

温晓廷 吴春天 王  瑜 卢  琦 李雨晴 汤钦平 温  颖 孙伟苹 林成龙 王玉媛 

傅  霏 章梦婷 杨敏敏 赵晓艳 戴安琪 曾祥凤 吴  静 吕  竹 阮  菲 朱  慧 

谌  鑫 李如意 谢航雨 何三妹 欧阳欣 徐  金 毛  斌 袁  巍 徐冠楠 叶凌宇 

晏  祖 黄  钧 彭书红 闵丹丹 
欧阳鹏

萍 
顾嘉怡 张楚瑶 李文霞 熊振艳 何林炉 

彭心琳 林  君 叶  飞 翁勍 揭  彪 陈美聪 高昀菲 肖  颖 李梦源 张  璐 

黄凌君 吴  轩 毛辉斌 陆青思 柳  强 陈俊霖 李佳音 姜  鑫 郭  宇 魏嘉俊 

文  娅 陈  泰 陈志峰 周浩 何秀玲 黄  昱 罗晓鸣 王  晨 刘凌昊 朱莉莎 

刘泽慧 张  瑶 刘白杨 李琳 蒋晓霞 姜  鹏 张  璇 许晓婕 代林娟 刘中山 

朱怡静 汤梦霞 李运祥 王思达 罗道生 邓子豪 罗婷婷 钟胜朋 邹  莹 王朝晖 

黄秀秀 程  玲 黄芷琳 胡思蕊 王兆哲 钟春燕 黄安琪 谷新朋 辜  勤 金  鑫 

黄文涛 胡  芳 熊梦碟 马德梅 李  凌 况代超 谢门圣 徐晴晴 胡慧敏 刘思琦 

周  航 刘敏诗 赖鼎琛 徐婉艺 刘春梅 何欣越 屈  煜 梁天山 曾庆昊 胡韵如 

吴泰盛 叶芃芃 胡  艳 张语林 郭艳玲 古阳阳 龚  杨 贺祎琪 周宝华 徐  凡 

章雨柔 彭  瑶 胡梦婕 王宗琪 李  轩 徐  骏 孙奕维 傅甜甜 朱哲立 胡  萍 

戴烨群 廖文蓉 汪雅茜 刘炳仁 黄音频      

金融学 

罗  文 俞俊杰 许旋也 刘  成 徐健健 张可慧 汪成城 黄梦成 胡香婷 李福平 

雷  祥 陶德阳 周宇行 谢  蒙 邓燮林 曾小强 孙  璇 龚  馨 谢  昊 邓智豪 

宗志扬 常行 刁友翔 梁  婷 王清莹 高建亮 舒昌茂 龚艳婷 张闰发 刘红利 

刘  顺 巫  欢 刘泽坪 占晗露 赵思诗 刘永明 
陈颉偲

越 
肖钱孜 林庆荣 梁鸣凤 

沈  晶 张桂林 赵紫伊 王健宇 段  瑶 廖  原 徐根平 王  东 张鹏飞 林宜萍 

彭  波 郭燕 杨意杨 何纯霞 吴  悠 周冰雁 腾克 占雯倩 邓  柢 杨  检 

肖语曼 杨期 黄  河 陈周龙 崔乐旖 王溪月 周永倩 谢雨希 刘  鑫 王晓艳 

黄斌锋 李素芬 朱君娴 王金洋 陈  玲 徐  伟 郑川霞 段  珲 陈晓宇 罗璐璐 

罗霄寒 林博胜 涂远亮 李美琪 涂序洋 董  艺 申青芸 陈  慧 万  玥 徐博文 

樊云云 吕  锐 丁  俨 马沐青 张亮太 娄  青 魁淑贞 张  昱 朱珍珍 许  源 

钟凯宇 夏琳琳 杨  娜 帅  红 陈卡 刘嘉玲 王江涛 陈海涛 郭开成 袁  全 

江  华 李紫新 付翔宇 王江宏 彭翠翠 宋  奇 成伊梵 刘安科 高鸿猷 林  岚 

肖菲 缪宇丰 巫媚妮 陈  星 杨念达 童婷清 邹  伟 洪思铭 李  强 周越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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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瀚祎 熊天宇 刘  畅 王艺敏 贾清琳 曾  园 金  晶 李  晖 陈艳红 钟华兴 

聂炳胜 梁芳铭 何  宇 钟沐明 张涌 晏仕才 唐军晶 孙莲春 王  剑 周  瑶 

元青文 李梅兰 戴俊豪 陈中昱 曹金梅 祝益晓 高娜 呼思乐 黄  丽 王美斌 

徐晓璇 吴媛桃 鞠化运 刘  聪 郭晨璐 陈文彩 彭雅倩 吴兴豪 朱珊珊 孙冯程 

陈玲玲 朱  力 高  文 颜琳娜 郭宇翔 邱登亮 彭钰婷 汪子豪 吴欢欢 韩宏乐 

笪  红 邓雪阳 刘  青 王  炼 宋显平 熊昌盛 曹春华 康海珍 熊洪文 林  谋 

张  旭 李关顺 姚慧敏 彭选淳 宗俊鹏 王文赛 郭昕庐 黄  菲 闵道颖 周  珂 

洪印军 肖文鑫 曾永浩 杨玉昕 李红旭 舒小龙 刘松青 范诺嘉 卢  意 尤小华 

戈陈晨 张  磊 辛德维 郭  磊 张  珩 龚  梦 余华清 刘  岚 尹谱圣 方羽琦 

杨长青 胡金宏 王诚昕 童  通 赵  婕 单昱晖 吴  青 彭  洋 钱  威 舒  星 

刘敏丽 刘学良 赖秋丽 张晴宇 王超 
丁刘芳

雅 
罗晨昊 熊  坤 马悦昕 熊  燕 

冷龙峰 严宏俊 杨  涌 钟文浩 魏益辉 陈  茜 周  倩 周桂健 彭  程 谢  乐 

张钦瑞 唐溢江 罗  毅 马海液 龚  超 林超华 胡妍蕊 戈福建 覃琬匀 于华良 

吴燕燕 冯  瑾 未钟琴 隋佳良 王雪婷 严伟豪 汪涵钰 徐博珏 胡晋文 刘  芳 

赖平安 杨超群 江  玥 查袁婷 吴俊诣 郭  婷 杨  悦 熊超兵 蔡  梦 潘勇峰 

张明霞 覃致宁 童珲瑜 伍  奎 
次仁措

姆 
黄  琦 周梦婷 罗  阳 骆  静 刘  军 

吴  迪 肖  菁 郑福星 匡卓娅 艾云峰 酆宇 胡慧娟 罗毅 李知宇 韦香艳 

刘  晋 钟伟龙 何心怡 谢风帆 龙清进 刘志刚 庞凌云 朱静姝 朱鑫尧 李田宇 

张奇朝 周辉慧 詹鹏飞 邹  慧 陈贯宏 周做磊 邹  星 刘竹韵 王紫燕 王午阳 

张锦伟 李佩茹 华仲杰 黄逸博 喻风霞 陈影 龚健文 冯唐明 沈建阳 熊海琴 

张珏景 夏乐洲 胡  艳 唐  露 何鸿阳 赖谱成 刘奕佟 彭慧敏 雷婷婷 肖辉玉 

揭红艳 张文俊 侯晨怡 甘  婧 唐瑶 杨学青 徐  珺 周  晖 周甜甜 谭金甫 

陈佳燚 张思情 严素云 严天涌 钟良江 陶思行 吴凡 李雪君 陈婉仪 徐  绅 

廖海媛 陈  松 肖持国 谢隆富 陈玲 管丽萍 高海 周  耀 熊偲皓 尹  峰 

李彦霖 王宇轩 刘梦丹 谢时冉 周京京 严  佳 王思远 印  巧 甘潘瑜 任佳文 

徐天纬 巫万峰 周冠男 谢仁非 陈  洛 谢  鑫 刘运娇 余  佳 叶  唯 林青青 

陈文星 黄少卿 刘  敬 黄  珏 刘斯怡 李万军 曹露 王丽青 熊  宇 范文川 

周建芳 吕  佳 曾  鹏 王梦飞 周瀚隆 邓小帆 陈阿鑫 李丽莎 孙  浏  

国民经济管理 

潘  杰 吴杏华 莫树倩 张梦鸽 朱华宇 陈洁洁 杨世杰 王宇辰 卢诚咏 程晓强 

乔  琰 刘  倩 熊玉娇 王  哲 何  江 刘嘉懿 
帕热胡
提·阿布
拉哈提 

巫雨蓉 段璞玉 喻  理 

于政小

涵 
刘佳琪 黄娅琴 朱  兴 张  丹 刘炳芳 于晨昕 吴命媛 汪顺松 刘馨元 

戚凡琳 邢有为 郑  露 方美娥 闫凯惠 冯兆洁 刘一辰    

经济学(理论经济方向) 

张德宁 彭慧群 张小梅 刘  敏 郑慧敏 蒋志慧 邓善耀 吴秀冰 谢宝铭 易  婷 

罗瑞东 李梦圆 张巧梅 罗秋雄 黎  燕 肖  丽 陈  卢 吴杨振 朱礼敏 瞿金超 

段静庄 屈宇超 王  容 徐育奇 卓苏彦 林  鹛 杨  赫 董文倩 潘  莹 刘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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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玉 袁宏伟 刘  丽 胡鱼亮 赖莉莉 赖  勇 陆碧波 于雪强 习  招 邓焱心 

叶江波 龚雅茹 田  跞 周  芬 喻锦艳 方雨婷 秦绪华 徐源芷 游斌 姚  琦 

黄  波 曾  欣 陈  昕 李煜荣 韦美伊 张文静 邓晶晶    

经济学(数理经济方向) 

彭卫健 徐鹏辉 胡兵华 刘家禄 朱启航 王盼 李丛丛 米晓頔 袁健楠 江  雪 

杨静雅 刘奕辰 刘雪岚 周  琴 汪德昭 周  娟 刘  璐 艾小锋 周美江 李鹏飞 

蓝宝林 张锦林 汪婧文 卓秀璟 林丽花 邓桂付 郑欢 万云江 梁伟锋 黄玮康 

曾子健 杨海霞 彭鸾婷 张俊美       

经济学(应用经济方向) 

黎晓峰 段会璟 万  超 韩慧桃 黄凤燕 彭培芳 朱白云 闫王强 万常喜 邹  婷 

刘接文 黄晨曦 李  盈 吴娇萍 周玉静 曹之红 陈美瑶 王  健 廖子明 刘宇弘 

刘  金 颜  芝 涂斌斌 徐润华 李鹏云 唐秀萍 鲍思娟 魏璐瑶 丁朝晟 黄桂花 

周  翠 廖  帅 陈林林 王丽欣 王晓赫 满占东 石海霞 李  洋 丁  玲 姜  亚 

邓婷婷 陈丹 刘玉萍 鄢  凯 李玲玲 帅航宇 胡  阳 彭玉忠 刘章玉 杨玉瑶 

蒋  琦 熊丹宇 王兰杏 潘骊婷 陈  航 郭  珍 王楚悦 辛志鹏 卢玉彬 翟  岚 

罗健根 麦  韬 金政宇 汪来来 冉  洋 尚禹涛 谢凯 吴  瑞 黄丽丽 逯海彤 

郝  洋 付文磊 吴  优 刘  辉 刘雅文 江歌俊 董长燕 唐志伟 龚超奇 许  珍 

李雪兵 曾芸瑛 杨  一 邓  慧 龙姿君 张哲谈 陈丹丹 周  超 李  广 廖婷婷 

饶雅雯 钟雨晴 涂云丽 王志文 余长南 邵小康 卢晓萍 赵  莉 胡根平 刘  莹 

傅碧莲 张志勇 郝  光 张利媚 余忠鹏 邹知宇 黄梦甘 许  珊 孙云春 洪林飞 

周菲彬 武  梦         

城市规划 

蒋  庚 郭  冲 谢晓霜 陈  东 唐潇瑶 徐海玉 刘晋豪 陶龙媛 管含泊 韦绍红 

雷乐凡 梁梦楠 章  麟 汪可可 王雅雯 付  娟 王  艺 刘  鑫   

房地产经营管理 

刘  潇 唐本艳 张志卓 王丹琦 林宇翔 熊  宇 汪  彬 杨思源 时金洋 章博闻 

彭云华 张  俭 余海燕 胡木庭 郑玉琦 李泓霈 李丽冰 杨亚茹 崔明亮 马天琦 

王  晨          

工程管理 

彭  云 苏  琳 张  洋 杨  静 杨昌碛 李  尉 张嘉妮 许可可 赵梦涵 陈钰婵 

唐春雷 张  红 
欧阳俊

铭 
朱  莹 杨  玲 潘泽庭 刘  涛 余  璇 汪  洋 吴明阳 

吴  越 李依丽 李小龙 李  敏 董声庆 陈  韬 沈  润    

旅游管理 

公  豪 涂玲玲 涂洪萍 文杏花 杨莉莉 刘  琳 徐苾雯 洪  鹏 黄亚芬 黎陆露 

李科福 陈苏南 贺艳芳 黄  巧 胡  勇 张  丽 戴林香 刘  婷 洪超诚 夏  松 

周庆瑞 谭  剑 
张袁晶

美 
谢博卿 杨  灿 戴芳兰 盛素萍 王东华 邹  芃 刘逸霞 

舒圣杰 郭晋良 王  霞 郑  明 张剑斌 梁  阁 吴  梦 陶丽娜 徐  洋 周嘉洪 

赵玉风 刘慧敏 刘  凯 徐育强 徐巧云 甘嘉云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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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青桐 邱仁建 粟月香 王  喆 姜皓钧 陈  坤 高汉俊 刘建英 李  璇 魏文韬 

孙秋荣 康志波 余晓光 王晓越 汪春燕      

广告学 

任  鑫 李  敏 侯玉峰 白  洁 张曼琳 王  垚 陈艳婕 杨飞霞 周  阳 宋王芳 

许奇峰 张婉君 涂序国        

社会工作 

翁继铭 邓  师 程宇佳 王浩然 田  奇 周珊珊 吴晓芮 曾加敏 
次仁德

吉 

德吉普

赤 

王冯超 魏  璨 殷秋艳 代礼乾       

文化产业管理 

江兴彪 程  盈 胡  悦 徐君宜 杨娟红 罗雪梅 张明月 张晴晴 谢文春 潘  炜 

王冰倩 翁  哲 姚春敏 张苏玮 朱  贺 高  佐 丰  云 潘春晓 赵  敏 胡  璁 

李玉涵 张克刚 陈思伊 黄  涛 王海波 王聪 余四东 杨梓妍 张  文 廖书颖 

新闻学 

陈舒畅 赵  琼 王钰莹 陈茜芮 雷  婷 汪燕青 王圆红 张淑雅 胡文艳 张  芳 

迟海燕 祁  琪 郭  婷 宋  婷 张恒宇 温  静 安佩佩 陈  昊 曾  乔 杨  扬 

杨  杰          

电子信息工程 

郭院平 毛静静 刘婉丽 洪栋斌 梁延菊 徐丽丽 肖  雄 胡  波 谢  鑫 吴洋涛 

熊章艺 黄  秀 李灿灿 阿彩霞 曾繁荣 黄建红 钱小勇 饶珊珊 蔡  璟 田文林 

罗康燕 谢县飞         

软件工程 

洪乃武 杨丽萍 曹  喆 吴恒坤 王政亮 张  珉 郑智超 杨  滨 揭文勤 胡志巍 

黄盛 祝  玲 刘泽政 占徐政 陈文琪 王雯君 董姝婷 陈韦烨 简建敏 叶志彬 

邓盛鹏 许  苏 屈强龙 陈  宁 熊云松 刘道义 刘婷婷 程东海 万  磊 刘发明 

刘慧文 叶瑞青 刘  阳 章  欢 胡梦娇 肖  峰 游建刚 吁  盼 余  洋 吴洋洋 

龙丽敏 吴  迪 钟书伟 卓文强 黄勋庭 胡承智 章钦豪 阮婷婷 谢行康 史  俏 

王  珅 侯欣邑 张  文 刘  振 周晨曦 刘紫阳 彭  钟 胡亚朋 黄嘉骏 陈  军 

余梦玲 付晨伟 徐明喆 黄  雪 徐子翔 邓天培 邹永东 陈俊伟 钱升泉 李  晋 

章海玲 黄  京 幸  璐 周  喜 肖安迅 陈顺根 付  豪 张鼎坤 余  晨 张高明 

叶  晶 汤庚妹 林睿烨 戴国兴 刘  源 姜  涛 徐文韬 陈  晶 陈智宇 金炳杰 

黄  靖 周  雪 江  腾 刘  钢 温群茂 房百东 邱声宇 易  胜 吴  伟 皮怀雨 

李  萍 吴德超 熊凯丽 夏凯威 吴  凯 郑林武 黄  婷 刘  凯 胡  庆 喻  芳 

龚  滢 杨  弘 李  铮 肖  骐 吴  峰 
鄢小春

贵 
尹博林 周子威 曾珍荣 陈恭斌 

刘  淳 余  典 高  猛 胡镇涛 邱  实 郑海珏 黄友墨 肖  梦 龙鸣华 吴玮怡 

胡长春 黄锦波 赖祖洪 张伟聪 姚  旻 谢福林 万鑫宇 龙  鲲 伍俊春 曹振辉 

徐志奎 唐文婷 王  松 邬志俊 刘凌枫 徐文辉 王海超 曹  磊 刘毅成 张文军 

彭  勇 谢勇胜 沈哲民 邓亚萍 宋  杰 万富强 周  野 章  成 梅志远 章  凯 

张承福 董  川 严  娟 陈慧丽 伍文彬 邬洋翔 胡慧华 邱  明 颜  刚 周  维 

李才政 万勇平 章燏琪 秦  昊 卢润秀 邓昌靓 李承辉 许斯超 梁  昌 黄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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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哲健 吴  灏 程志康 黄  洋 袁  伟 周  星 刘  伟 龚  岳 刘渭华 廖利红 

程若媚 吴  沙 郭丽娟 苏宏铠 黄  庆 邱超凡 涂泽阳 李  芳 胡  朋 涂梅梅 

李若婷 梁潇丹 刘  睿 唐若愚 段玉斌 邓  坚 冯  卉 林啟亮 曹梦飞 黄雪情 

石  更 姚佳林 刘建模 辜  晟 刘志华 邹  显 王  豹 周  潇 许荣富 杨  俊 

朱艺澎 张浩东 李  晨 朱志凯 洪聪聪 饶  昊 赖喜彬 彭  啸 黄俊豪 余宗万 

易  璐 罗  江 胡启明 喻术奇 熊金腾 毛  侠 吴梦昌 罗天宇 郝  帅 杨  涛 

刘吉元 刘  艳 窦文瑞 夏唐凌 刘正军 吴  珊 刘江宁 邓  杰 江  波 王  伟 

肖  瑶 龙苏婷 骆彬彬 夏宾琴 陈涌文 王舒君 刘  慧    

通信工程 

曾学琴 陈  庆 敖红亮 张孟佳 李艳婷 王  燕 邓  勇 钟彦昌 段家琛 钟  奇 

刘露露 洪会青 沈  勋 贺  文 陈春阳 左  斯 卢韵溦 陈倩倩 徐蔚林 刘炯炯 

章  勇 郭  燕 沈卓睿 韩雨欣 王  颖 薛  媛 熊  勇 刘志鹏 刘  裕  

物联网工程 

翁凯玲 汪映兰 鲁泓颍 张  弛 王  颖 郭倩影 刘一畅 杨  婷 崔  璐 李文婧 

徐世泉 刘玮康         

社会体育 

许  哲 曹于萍 杨建伟 陈子源 沈善军 任  平 于庆鑫 张鹏新 钟勇智 张卓林 

叶民凯 李  威 王蒙蒙 胡昊旻 刘英学 杨继发 左晓敏 肖先强 何  俊 姚  贺 

杨童伟 何佳辉 李  浩 叶卓希 冯  林 郝孟一 王  茜 王媛媛 张稳心 韩欣秀 

吴丽敏 林  伟 陈贤勃 郭浩弟 刘  森 刘家亮 陈  琳 张  熙 吴仁朝 刘  康 

阚  锐 张跃亚 赵  阳 刘起恺 黄  浩 许凌川 庞  炜 黄传昱 白春阳 何雪鑫 

郭志祥 饶  珂 孙  强 温悦鑫 张景香 许甜甜     

统计学 

陈典楷 童国柱 杨鑫珍 戚啸 王恩东 左家齐 李  斌 纪  爽 曾  洁 欧珺楠 

丁钰洋 江其勇 肖小菊 石  莹 温士雄 王  新 李  瑞 普  捷 林益红 曲国杰 

付胜超 罗钰翔 肖文昌 李振声 
才央巴

吉 
吴佳琳 彭倩茹 安一方 邹  爽 雷晓璐 

谢  成 毕莹 彭紫薇 谢  然 刘月玲 胡美娟 晏  明 田羽仙 万  亿 张易菲 

姜文杰 赖  健 刘海方 张智玮 张露美 孙亚玲 王兴春 张月娥 王兰馨 蒋骏寰 

徐文强 骆玉琴 谢文韬 夏  凡 郑  可 罗雅丹 洪  韬 王  亚 钟雪琴 石  磊 

丁  煜 周  斌 黄顺钰 杨  熙 何  茜 吴江涵 徐雨朦 康惠宁 姜  乔 胡浩然 

杨  阳 冉  晗 段  妮 王  珂 索馨睿 褚健翔 李  晓 叶常青 华  楠 胡  明 

邹  瑶 李虹宇 孟旭阳 张胜楠 张新新 习佑雯 王平平 李  杨 肖婧学 徐韵倩 

方家成 郭宜武 朱玲玲 刘丝笛 杨  琴 陈  莹 徐  翰 
欧阳苗

苗 
娄修稷 刘志豪 

汪  奇 陈  瑶 戴  琪 喻  曼 汪  阳 何海平     

日语 

李姝瑶 徐  蕾 伍云霞 卢京笑 李  雪 江  琼 尤慧斌 陈  烨 丁春玉 周巧瑜 

张  丽 张  斌 饶立明 陈佳卿 谷志颖 李  静 张东莉    

商务英语 

刘  平 沈梦园 肖  杰 周  绿 钟丽芳 吴  晨 王志华 陈娇龙 张丹丹 单思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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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霞 汤忆婷 吕雪娇 吴俊婴 熊  维 李君莲 殷少芳 陈常玉 李  琴 谢慧敏 

杨雅倩 刘  樱 徐  云 赵碧莲 黄明颖 胡  节 胡家蓉 胡婧洁 孙远博 刘怡清 

蔡佳琪 汪芳梅 施明明 潘慧娟 罗毅晟 乔美亮 彭  丹 匡铃谆 程  咪 唐素馨 

赖晓玲 邱庚生 杨  星 孙禄禄 陈  妍 张  雪 王礼根 朱  静 郭文兴 周蓉蓉 

范碧琪 谢  慧 王怡立 谢洁琼 葛彩凤 曾丽娟     

管理科学 

秦莹丽 韦欣君 章  燕 朱晓雯 李  尚 刘瀚天 易紫燕 李  晗 赵  桦 郑智勇 

邝秋伶 晏小岚 杨芳丽 沈萧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子靖 郭立奇 滕  翔 毛小强 王楠 李素勤 江继亮 姜宏晓 吴  悦 陈  东 

罗  松 张明明 王娇娇 李  俊 周雪红 封  珺 郑小美 许少岩 崔  航 周雨晴 

刘  伟 田焜成 邵旭晨 吴向师 汪  洋 李  鑫 叶金平 周琳晓 陈  青 陈国强 

唐文波 刘紫阳 杨骁韵 刘  莎 黄宇洁 夏清清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周瑜瑾 周智慧 张婉青 杨  柳 江  倩 冯诚雷 刘明洋 何  佩 张诗奇 袁小龙 

张丽红 侯艳秋 张顺珍 张佳婧 李红莲 曹  宇 马  可 郑  槊 潘明励 钟瑞霖 

张伟松 孟艺峰 王克艳 王海平 陈昊 张  缘 孙  仪 吴  宇 周  航 羊发妍 

张晓钰 王  聪 廖  旭 魏  聪 宋  欣 单标钱 许力分 高淑婷 宋祥雨 范帅兵 

王文静 陈柔嘉 孙雅楠 张欣媛 贺  迥 陈欣欣 王  磊    

信息与计算科学 

张文锋          

工业设计 

林方旭 任旭彤 刘奕祈 汪晓宇 林泳茵 张卿雅 谢思媛 苏  雨 樊程鹏 周  敏 

展兴城 王琪彤 刘敏茜 张译文 林  亚 张天怡 徐晓娟 傅心璐 杨  杰 林炳塔 

刁海玥 吴新应 臧洪源 王  楷 杨瑞雪 黄寿武 马  瑾 吴尚怡 陈义凤 黄春兰 

刘云霞 秦晨凌 李  潮 张  慧 韩晓宁 杨  宗 宋慧敏 吴凯燕 王  森 黄祥福 

黄依琪 张洪玮 田  宇 王  涛 崔晶晶 杨运虎 蔡雪微 江  萌 王  颜 赵李洁 

邱倩仪 林陈陈 曾  莹 丁  卉 马  玥 苏雪营 王  欢 李正洲 宋  庸 曹秦铭 

许君君 杨夏柔 饶  富 戴莞侠 薛  磊      

艺术设计(广告设计) 

周汝南 赵子丹 米  力 晁玉芳 罗  宝 徐浩峰 何文巍 刘鑫鑫 杨妮纳 李灵慧 

曹凤鑫 曾健晟 陈华登 林秀鹃 孙嘉阳 林晓筠 周泽文 周其蓁 张梓欣 许  欢 

郭金雨 成慧芝 赵淑婷 张孝天 甘甜露 秦婷婷 谢鸣伟 宁  康 高信淑 雷梦婷 

许丹妮 刘子越 孟肖妹 陈  婷 黄  敏 王  琦 吉姝霖 谭  敏 李明金 孙俊杰 

郑烁菲 邓  娟 陈  飞 何  鑫 贾柯焓 王  成 于  平 赖炳华 嵇承程 姜芯卉 

朱  瑀 柏  玉         

艺术设计(景观艺术设计） 

葛星延 张  晓 张思玮 胡昊天 沈鑫 刘亚庆 张亚鹏 李开华 龚  越 方文君 

娄  诚 曹庆龄 成忠蔚 李  敏 张少鹏 葛学莲 关  倩 洪佩馨 张露青 赵剑翔 

汪  轲 杜庆红 王德鑫 王晓静 胡青林 张  震 周  俊 曹瑞雪 谭宇岐 宫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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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月婷 张佳雯 王  旭 袁  帅 刘  巨 王思维 叶林枫 刘春晓 聂辉阳 蔡亚鑫 

徐  昕 李玉婷 刘  畅 丁雅慧 诸宁杰 肖  璐 徐  攀 张雯雯 蒋俊凤 刘至颢 

刘昊哲 邱静烨 朱  丽 张天然 谢小燕 杜斌涛 杨  云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 

吴路沙 刘书宏 胡  慧 叶  景 胡  毅 毛  剑 纪博文 杨  健 郭世凯 温立婷 

闵全全 刘  燕 余龙琦 李黄凯 王晓爱 刘安雯 朱贝贝 毛良玉 吴  杰 张雅莉 

袁  苹 司碧君 李静宜 陈旭婷 谢孟菲 冯泽桦 徐冰心 张  静 黄林华 吴兰烟 

王  倩 荣  开 史  莲 李  溪 王静文 沈  妍 俞  顺 刘芳琪 陈惠康 刘  颖 

马  飞 郭  鑫 张  李 王世强 牛  恋 黄文新 李  娟 汪灵萍 熊家明 李  博 

申  洁 胡统一         

艺术设计(室内环境设计） 

张未花 陈书娟 郑秀琼 刘馨华 张明扬 聂  敏 鲁雅雯 李涵 孔维山 吴月荣 

戴雅妮 史一帆 宋  淳 高有习 朱雅智 李  坤 殷  铭 王  康 石海莹 陆清玥 

黄  灿 李亚婷 李嘉宜 方  琪 王灿军 苏  馨 田  珍 陈怡萱 王  睿 都树清 

吴  君 杨淇惠 苏泽涛 关思雯 刘佳伟 薛志强 
杨晹梦

雪 
钟  韬 莫少梅 蒋博为 

向永炼 张璐璐 吴雨珂 阎志飞 刘  娜 戴  婧 徐  进 王鑫华 安  佳 鲁慧婷 

音乐学 

吴钰颖 龚嘉铭 吕佩珊 付玲玉 龙路遥 李妍琳 姜力维 杨思杭 沙梦欣 金玉涵 

胡  翔 谷苗凤 周健苗 杜小青 刘舒婷 肖  婷 兰  若 薛  晨 何枋瑾 张思思 

向虹霖 李若馨 毛成锋 李一帆 谢裙玉 张冰心 王  雨 侯格格 黄可儿 尹  灏 

吴思凯 李文彩 张慧萍 董雨浓 余春花 周至婧 梁  东 闫  新 谭倩媛 耿  露 

熊婧怡 刘倍希 王培颖 付斌鑫 姜雅丽 朱  晨 胡琛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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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届专科毕业生名单 

财务管理 

贺湘玲 杨平 巫金燕 张爱莲 席斌玲 刘  霞 彭  婷 彭玉玲 陈京京 张  翎 

陈文梅 邓凡 汤兰英 陈  云 郝  梦 李金莲 施  洁 简素云 吴金珠 袁  蕾 

贾仁敏 蔡奕嫔 黄菲菲 张玲俐 聂茜 颜佳璇 俞珍红 张  微 都  佳 佟  静 

陈媛媛 钟如意 王  倩 程佳玉 黄媛霞 张会兰 郑  菲 罗福香 黄佳玲 周朝政 

王  健 林经逍 陶梦乐 张浩聪 刘传金 黎  族 黎德明 秦  智 雷余勇 陈  旻 

电子商务 

李秋菊 张成林 郑景聪 谢丽君 何丽敏 金小娟 钟晓丁 南逊博 蒋小咪 韩小稳 

莫海英 谢兆云 江航宇 韩  瑛 耿佳惠 周姝媛 凌玉婷 方智勇 邹珍珍 郭颖超 

方燕红 廖水波 钟逸伦 谢小东 尚笑笑 邹  甜 李欢欢 刘  喜 陈  筱 扶清海 

陈玉婷 杨秀文 蔡学文 王满霞 梁  思 兰  恬 黄  珊 王海东 刘建飞 彭  波 

杨玉林 黎  宣 方精灵 朱丽华 文  静 康小慧 陈霭婕 郭鹏飞 曾红燕 张成华 

李启瑞 梁惕新 谢佳威 祝  思 徐鑫萍 许  晨 丁金枝 姚  璇 冯  方 郑巧鹏 

饶雅萍 严文新 计俊楠 谢  扬 王梦梦 史青昕 叶  翠 王虹苏 刘彩燕 吴文俊 

潘兰萍 黄  雪 卓  越 邓  微 曾  舒 李闯强 邹艺伟 郭  玲 杨茹冯 江  川 

钟欣瑜 邹雪梅         

国际经济与贸易 

辛月环 陈  青 张亚萍 章金星 邹春燕 华  鹏 徐慧芳 杨昊天 刘玉婷 付  帅 

纪影娜 文  娟 彭建兰 邹异轩 潘飞飞 陈  旺 段江梅 张  婷 李嘉玲 朱照春 

李荣洁 蔡天慧 孙祎晗 余腾飞 金苏红 陈华坚 胡坛铭 张耀中 张  滢 黄佐平 

方永勤 王  芹 刘  婷 刘圣富 李绍华 刘裔晨 贺莉娟 黄显池 刘彩云 尹  鹏 

李婉贞 陈凌波 王  丽 刘  余 杨金燕 肖期升 杨莹莹 王远鹏 卢  漂  

会计 

刘  攀 陈亚林 黄崇霞 聂  科 彭梦婷 张康萍 李  洁 万小玲 黄  馨 邹  月 

王小芳 洪  雨 陈苏艺 姜玉娟 刘秋莲 彭  红 胡梦遥 赵福芳 余  佳 王丽清 

徐结青 刘  慧 杨  静 焦珍玲 李素素 龚燕雯 甘  晶 张佳颖 李晓荣 何云茹 

王  璐 陈  蒙 陈  静 余  松 陈佳欣 万孟珍 蒋爱玲 方雅琴 于  洋 奚  西 

张  茂 刘丽娴 邱小芳 项阳阳 吴  夏 熊奕雯 王美蓉 戴易安 曾晓瑜 李  婷 

洪林琴 王慧雯 刘慧琴 郝洋洋 徐梦薇 邓  瑶 史  莎 邓妮平 汪彩云 张玲利 

王甜甜 龙  瑜 黄  琦 何晓珍 何彦珺 李国儒 柯佳利 任红艳 熊  菲 邹  铭 

余  景 刘  洋 申丽芸 袁钰茹 胡  欢 陶培 詹林霞 苏艺荷 刘  芳 张建国 

胡  月 刘雪儿 苏艳娇 郭琪琪 谭念湘 刘楚楚 李小妹 骆天军 霍赛荣 罗  彪 

尚佳佳 黄诗涵 黄宇婷 唐  鑫 李倩倩 李小楠 周凌静 卢  晖 张  幸 华乐祥 

周瑞瑜 张晨琳 邓丽珍 丁海云 胡  丽 李  杰 张  微 朱思洋 邓思卓 俞梓航 

叶  南 王  珏 邹宇琴 覃  晶 周  笑 罗  威 陈星星 陈子恒 杨珊珊 陈  凯 

聂思霞 岳  思 李德春 丁地平 刘子君 吴运伟 余  倩 雷彬彬 黄婉琪 曾  岚 

郭文文 童一唯 肖美慧 邵  欢 王  萍 胡  彬 邱小青 赖泰斌 刘承业 陈  新 

徐文静 韦俊有 邓  琪 胡海燕 王  捷 李  乐 夏  雪 张祥 吴晶晶 刘微铭 



 

 144 

王佳丽 杨训达 袁蕴涵 李  亮 卢冰洁 吴  述 叶彩华 童晓宇 汤海燕 林  洋 

吴邯燕 曹铭 张  敏 万嘉明 程  璐 徐明坤 利  斌 赵  宸 刘  云 王思晗 

万佳 漆鸿宇 石煜新 童  辉 文金华 毛钰燊 李梦君 蔡邓兰 吴  丛 谢甜甜 

刘美平 赖国城 王江云 郑绅维 刘  娟 仇润杰 晏林芬 徐  丹 郑康雯 曾  清 

刘卓凡 尧  昱 段苏媛 徐  亮 李芳芝 何玉娉 魏艳红 陈晓璐 魏  媛 周珊珊 

王  娇 王厚安 梁淑媛 曹宗波 王颖 朱映玫 肖  琼 谢  琦 冯坤梅 卜  艳 

陈佩琪 冯政帅 陈赫文 周子玮 朱彩丽 张  丽 李雅洁 黄  婷 谢秀梅 谭  颖 

贾  瑶 朱恩飞 彭霞 钟亚备 郭智芳 罗志巧 刘小丽 崔珍双 刘  欢 任  凯 

郭  琼 汤  晟 周紫雁 叶丽春 冯淑兰 吴圆琴 郑园 周瑞珣 赖宝秀 谢菁菁 

邹国红 韩  露 尹浒华 王怡静 李梦霞 梁  蕾 吴琦 熊  虹 姚素珍 相  宜 

熊甜甜 吕妍华 杨秋平 王海新 万  婷 宋飞燕 韩倩倩 黎  倩 江艳霞 刘  萌 

刘路梅 陈彩燕 黄春霞 王  晶 徐  蕊 幸玲玉 徐  琦 刘佩琪 卢茜茜 李  玲 

方嘉颖 叶群英 谢斯伟 黄小英 罗晨颖 曾剑波 张  倩 付文沛 王杨婷 吴  丹 

袁露珍 王莉 程  君 宋  露 郭志鑫 张群玲 李淑贞    

会计电算化 

唐晓倩 徐玲芝 张  霞 杨晓天 杨宜 冯继煌 王佳露 陈祖超 宁思路 邓晨光 

叶  芳 许惠敏 肖  霞 陈红玉 骆珊珊 林志炜 易  星 潘  锐 李  薇 黄  俊 

吴文韫 罗  云 吴沙沙 邱嘉鹏 胡  琳 陈志鹏 
欧阳西

西 
邓  驰 李小芳 程华旺 

文  群 朱开喃 程万媛 罗文强 易  利 谢俊荣 吴馨怡 谢晓琪 朱  甜 庄  健 

江  蓉 柴英英 刘  珊 王华英 熊慧倩    李璐赟 张  圣 

计算机应用技术 

徐凌霞 刘  倩 柴小燕 杨城 刘新星 肖  鑫 王唐坤 黄丰华 林名印 周思航 

武海霞 余浮萍 陈洋洋 杨磊 罗  建 袁钟荣 余鹄宇 封起帆 吴高成 彭  聪 

谢地香 沈丹利 吴  思 龙  忠 张  庆      

酒店管理 

吴倩 赵  媛 曾鑫辉 黄紫玉 李舒婷 张祎堃 罗  云 徐  欢 易杨 周佳欣 

霍艳艳 罗仙霞 蔡星林 王姣姣 张冬梅 张和香 谢洪鑫 
王佳贝

尔 
郭飞龙 赵彬洁 

吕  星 徐海文 冯志龙 李云云 张霞玲 赵鑫婉 刘  静 田  甜 袁水长 叶晓 

章  涛 宋营营 邓瑶瑶 汤  静 秦  红 张蕾 左  娟 王海龙 丁淑华 刘晶晶 

叶  娜 文  雯 程  雄 程玉佩 吴  珊 
喻敏杰 
（结业） 罗志英 廖  立 蒋青青 陶兰兰 

谢宗燕 吴中婷 廖功文 罗  婷 李涯娴 方赣生 刘  蕾 董慧芳 雷  芹 李晓健 

虞  悦 朱小燕 刘荣芳 袁水华 许红云 龙  辉     

商务英语 

刘  漪 刘玉婷 邓丽莎 马筱嫣 陈芳 邹  芸 杨颂佳 李嘉琪 龚欣 熊卓青 

谢素珍 杨  诗 邹  妞 邓小燕 邓敏华 熊  熹 赵慧琦 叶功荣 高思艺 刘玉萍 

李  欢 吴艳桃 陈瑶芝 林云娟 刘  娇 贺海花 郭豪庆 曾少琳 郭霞飞 洪  燕 

张腊梅 
欧阳玉

云 
顾艳婷 廖肇敏 瞿亚丽 徐蕾蕾 刘会娟 吴福金 何石香 邬玉莹 

黄春萍 钟  莎 王心怡 罗紫璇 刘丽君 张诗悦 肖艳阳 罗小燕 朱曼曼 黄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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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桃英 袁洒洒         

市场营销 

胡月 谭  巧 张正涛 赖梦媚 黄琪嘉 彭雅静 胡颖锋 刘林芃 
欧阳珊

珊 
黄会章 

叶德艳 刘  梦 曾林志 李美玲 熊智龙 杜名川 王  伟 张超林 陈思美 邱  成 

金  婷 曾璐惠 曾钰胜 刘亚玲 陈洪豹 周  燕 刘志伟 孙翔宇 
欧阳丹

蕾 
徐  辉 

陈亚琦 尹玲芝 欧阳日 张晶晶 黄冬海 钟原羽 刘建鑫 孙  红 廖东娇 杨  治 

万姜玲 朱  慧 胡德清 陈  嘉 李智鹏 郭  鑫 黄  岩 王  婷 邓文琪 席俊林 

曾艳婷 李  芳 俞翔 谢  露 胡勇强 熊甜甜 郑昌林 赖春梅 卫婷婷 李  涛 

冯  娇 江  衡 谢欣发 洪梅 曾  辉 关  莉 田  峰 曹  婷 张  艳 崔朕嘉 

万  玲 刘  艳 李  乐 姚梦婷 肖英亮 朱小坚 黄烈雄 吴苏苏 孙异锦 伍  豪 

汤仔英 杨忠晓 陈卫兵 程银秀 汪乐锋 祝潇逸 邹子修 戴小蕊 刘  震 许恒恺 

郑凯丽 樊会东 陈嘉倩 李  煜       

通信技术 

刘庆亮 李  阳 陈赖发 柳忠龙 张锦瑶 史璨 郑冰云 朱翰青 万  利 肖赟飞 

胡利军 叶学平 刘  琳 刘  辉 蔡晓娟 贾影翔 谢家旺 林佳敏 李立豪 吴永沛 

朱小兰 余翔珍 江淑苹 袁光涛 章海婷 陶江 刘  凤 黄  山 朱晨雨 邹志颖 

冯利娟 徐帅辉         

物流管理 

陈颖馨 陈  敏 孔  靖 何梦清 周文倩 方祀祥 程天珂 郭小雪 
吴宇诗

琦 
涂洪茂 

潘  喻 易闰清 吴子健 陈金花 易祖军 邱  明 黄耀明 万  蓓 邓紫玲 谢  杨 

吴博婷 涂素梅 彭  涛 江小华 贺碧莲 万  欢 张海涛 吴阿星 曾晓双 段永亮 

刘  星 杨  琴 黄  斌 黄辰毓 董芳霞 刘诗赞 罗军竹 曾  美 丁海玲 王  勇 

饶雅芝 邓淋文 杜  欢 胡  鑫 刘慧珍 蔡林成 许共珂 甘虹雨 陈  浩 陈  刚 

袁  君 李丽丽 王泽宇 刘梦兰 叶雅倩 王程锋 宋登科 邱  婷 高  翔 占  杰 

徐紫燕 袁棋棋 李志文 胡  靖 柳  帆 廖道强 罗嘉明 李炼炼 胡远海 张庆歌 

贺丽萍 吴紫烟 刘培鑫 徐  舒 钟佳沂 李  融 兰  彬 熊青青 黄  焱 李鹏辉 

李雨濛 陶华龙 冯晓轩 范超群       

应用电子技术 

李启双 杜经杰 胡  卫 王  磊 蔡关红 刘盈灵 李  新 胡宁波 高丹丹 袁红琴 

吴春桃 崔洲伟 易书禄 章  铭 高  芳 肖芳艳 王文艺 廖春龙 彭  婷 赵  旋 

韦莹婷 陈彩明 周  溯 谌欣晖 朱雪玲 周志雄 袁小辉 万邦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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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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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 号 

根据《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办法》

（赣学位[2001]6 号）和《江西财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

暂行办法》（江财字[2001]61 号）的文件精神，经学校审议，决定授予 2016 年度成

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吴欣、邓小艳等 2 人文学学士学位。 

 

江财学位字〔2016〕6 号 

根据《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办法》

（赣学位[2001]6 号）和《江西财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

暂行办法》（江财字[2001]61 号）的文件精神，经学校审议，决定授予 2016 年度成

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陈小蕊等 752 人学士学位，具体名单如下： 

一、成人高等学历教育（269 人） 

（一）管理学学士（243 人） 

陈小蕊   苏汐汀   王雪婷   蔡丽燕   张进喜   沈志容 

熊  琳   刘  晓   罗  珑   辛昭霞   张  禹   周建辉 

叶  露   肖  红   吴光西   周  燕   余阳春   童  君 

阮彩芳   李光明   何  幸   邹  阳   袁海珍   郑丽英 

肖  安   罗梦依   胡建红   肖明亮   肖梦圆   罗丹丹 

陈  琳   张  晗   杨莘菡   黄  瑜   邹  瑜   王玮玮 

樊灵芝   白翔翔   吴雪飞   黄  青   邱小梅   黄菊香 

曾  珍   周丽平   刘斯江   杨兆昀   黄  克   简  媛 

许怡芬   王  琳   洪  红   张  璇   强  进   罗送连 

秦  屹   张  敏   王  婷   李招弟   熊  静   胡  蓉 

吴夏莹   方  春   戴佳秀   李婷婷   邓  霞   韩瑞芳 

吴国奇   陈吴静   庞莹莹   陈文婷   陈文强   羊  静 

陈诺清   杨  萌   何人健   蔡丽娟   吴璐珺   庄  虹 

周凤凉   江登灿   徐  咪   林立野   陈宇娟   姚春霞 

蔡靖婷   唐德盛   郑小环   郑建标   朱爱洪   郭志成 

李雪花   陈  娟   吴  华   张汝莉   蔡丽钦   黄帅帅 

石晓玲   苏燕琴   陈  荔   钟庆生   陈  欢   林  琴 

何海萍   郑  琳   郑怡珺   吴丹丹   许爱兰   林雪霞 

林瑞霞   林  晶   叶宝燕   林璐瑜   李  丹   施丽霞 

高泰煦   杨  倓   曾群娣   毛  超   陶  媛   饶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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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花   陈  冲   王  欢   聂  乐   王梦娇   祝  祎 

佘  嘉   陈姗姗   熊  娜   毛亦伟   谭广凤   杨玉娟 

喻  珊   陈  瀚   付  婷   范芳华   肖建林   熊  磊 

丁媛华   吴  艳   喻亚丹   汪佳青   杨  洁   温伟伟 

朱钰卿   但金金   吴跃红   徐  波   龙晨昱   熊拼停 

邱霞辉   胡  丹   闵  霜   李  娟   黄文芳   夏露平 

吴占华   徐小春   胡  茜   张  涛   胡  芳   祝  泉 

龚  吕   万雅丽   袁敏芝   夏  露   何  璐   刘金婷 

熊泊宁   朱俊英   曾佳丽   杨  环   邓  婷   胡华利 

魏思洁   龙婉婉   刘  丹   陈  雯   张琬苏   周思颖 

王雯婷   万秀芳   纪  波   蔡桥桥   周  莹   艾  玲 

喻小青   张蓓蓓   段骕菁   吴杰初   刘  芸   付  颖 

龚文娜   蒋  楠   金  晶   饶添梅   徐  悦   金婧华 

刘镇伟   张清林   熊建华   吴  杰   祝静雯   徐香英 

尹春玲   张夏夏   罗人川   郑择扬   蔡丽桑   施  臻 

龙正山   丁美蓉   李  伟   聂  青   杨  漾   程柳青 

陈宜红   张林秒   万英君   赵梦珺   揭向东   周  犇 

赵  琛   刘  湘   黄  黎   姚  蓉   杨  柳   张丽霞 

韩伟洁   郭政勤   杨雨啸   李恩军   云晓青   邱上峰 

牛治博   崔瑞芹   胡  萍   刘羽飞   张宇洋   李欣欣 

史  丹   陈  静   李  浩 

（二）经济学学士（22 人） 

刘小青   贾中荟   岳  阳   王晓铮   范  晖   罗  宁 

陈志勇   刘雪峰   黄丽雅   左艳芳   褚俊燕   何  闽 

吴  秋   方晓明   刘士印   彭志鹏   吴  兴   朱婉婷 

林美芬   沈子英   刘  娟   梁娟玲 

（三）法学学士（4 人） 

李秀华   毕雪冬   叶晓辉   刘玉斌 

二、自考本科毕业生（483 人） 

（一）管理学学学士（418 人） 

张沙沙   乔  阳   林懿丹   张  旭   郭圣英   万成亮 

黄俏莉   陈丽丽   徐娜妹   黄  琴   邓飞燕   华美芳 

林淑敏   黄仁慧   汪盼盼   李娇娟   毛双全   许  訸 

寇雨虹   王珈琳   许  艳   万佳婧   韩田梅   李宇鹏 

周  筠   吴任娜   田雪龄   金  典   胡  赠   洪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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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灵峰   董艳静   吴  倩   李  琪   陈  璐   万美云 

张  炎   曾  奇   邓  群   章立菲   郑哲昊   赵  娟 

殷阿秀   王芳芳   张路萍   吴  芸   罗  青   张佳琦 

罗贤辉   廖彩红   廖宝圣   刘  茵   于佳鹭   李  勇 

王亚云   熊珍珍   杨  钢   古  雪   李  媛   陈云芬 

肖  婷   万霞飞   舒实娟   陈丽莎   罗  欢   龚著红 

王  程   李焱梅   徐子慧   张  莹   庐晓英   刘  苗 

孙少华   胡军云   叶加丽   姚雪梦   毛  焰   王思恬 

吴丽娜   朱梦琴   吴  霞   张琳琳   华  楠   胡晓月 

叶海英   魏洁花   胡  菁   谢红霞   吴婧玮   刘  畅 

蒋知婷   郑依青   李雪莉   靳蝶梅   张会利   李倩文 

欧阳建平 林  伊   鄢  沙   余芳芳   万文婷   牛关丽 

孙园园   张  敏   王紫玉   曾雪珠   谭欢欢   付  漫 

徐暑园   闻冰洁   胡  丹   余颖俐   樊  娜   刘  瑾 

涂玉峰   凌思思   诸时雨   王  婷   洪国靖   朱岩峰 

熊梦辉   张曼利   曹玲霞   钟恩东   谢秋霞   谢唯一 

李  丹   危  蓓   吴玉娟   袁姣姣   汪建军   肖荣华 

罗荣玉   邱风风   杨芬丽   李振海   喻勇平   董夏惠 

邱小娟   郑有琴   龙  娟   胡宗剑   吴紫晴   杨丽娟 

胡  丹   邓微微   贺  丹   周锶灵   田琳琳   李雅谦 

陈灵娣   董  江   胡  苹   胡琴美   江婷婷   赖  瑜 

李冬林   李  慧   林  蓉   凌艺琴   罗梦婷   罗忠亮 

孙丽群   童  婧   王明连   王  茜   杨  扬   朱敏敏 

陈  艳   吴  迪   李  婷   黄  灿   李冯娟   何  姗 

欧阳凡   陈雨薇   邓  菲   何  朋   金  凤   李  响 

刘晓飞   谭琴月   田玉珍   汪双双   肖延妮   熊环环 

徐田梅   周  晴   朱  琪   张宇杰   胡  敏 欧阳晚晴 

李  湛   韦  忆   李  娜   辛红红   谭美玲   严珍珍 

严  翔   王倩倩   马玉姣   李云珠   王  璐   彭四维 

郭  婷   刘文娟   耿晓昱   章甜甜   孙瑶瑶   吴小芳 

孟钰琪   陈蕾思   李  婷   曾红柳   蔡菲敏   李志强 

何元婷   徐琴琳   刘  敏   宗翠云   卢怡萍   朱璇璇 

余文芳   徐  洋   高依荷   杨  艳   王佳丽   梁宇玲 

龙明敏   林剑峰   牛晓莉   周诗昀   郭杰妤   彭小亮 

刘佳欣   张雪娥   代  乐   骆子意   刘  薇   汪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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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洋洋   梁瑞琳   李  静   刘艳丽   谭志艳   常  超 

王家伟   黄伊伊   张  燕   朱慧娇   林  燕   张海潮 

罗小红   余  晨   胡园园   余梦含   温  静   李  媛 

欧阳菊   徐隆岚   李  越   郝  珊   谢文顺   任欣萍 

江美玲   黄  玫   韦彩恋   占玮萍   包  雷   郝军萍 

胡  斌   陶景华   张志宏   颜  夏   饶文娟   李媛媛 

胡泽宇   冉志敏   钟绍彬   胡宇凤   袁一青   李义姣 

王雄和   丁彩霞   李海瑕   吴茜茜   宗  玥   陈雅琴 

王  丹   刘连英   齐月娇   潘亭宇   刘  洁   周  航 

徐艺佳   江  霞   李闪闪   秦依婷   罗  颐   邓  志 

钱则安   张  栋   谢承佑   刘  帅   刘建国   曾婷婷 

雷翠莲   李梓轩   王  飞   扈  婷   孙雅迪   肖永定 

韦函汐   陈家耀   万为伟   夏文莉   谢  军   李林航 

林微微   黄书丹   李林激   占一飞   张  澍   周丰平 

龚  晗   刘  凤   刘燕燕   盛来春   曾  瑶   何淑红 

贺  军   瞿素南   王婉贞   任艳燕   邹冰梅   郭芙蓉 

程宝勇   周婧璇   林闻清   曾永清   魏敏慧   周华强 

毛友政   王婷婷   陶  慧   刘燕华   蔡康远   吴晓燕 

钟长健   刘芳泽   张  欣   叶  云   丁  巍   陈  鹏 

李永志   何志文   杨清波   吴旻旻   罗玉娇   余俊翔 

吴  琪   刘大鹏   孔希敏   刘  晓   王  雪   潘  颖 

黄姝昀   吴金雕   张旦生   陈辉灵   景  倩   叶松松 

陈  蓉   肖小青   黄淑婷   杜宗民   杨佳欢   唐  璐 

凌烨榕   付  贵   金  枝   李树兰   饶英琪   曾慧芳 

王  静   温文香   吴敏聪   李  鑫   司禹锦   黄文苑 

王  周   熊建辉   毛兴玖   吕  睿   耿  聪   孔令璋 

程发葵   苏明佳   张金妮   江志新   吴咏洁 熊李歆慧 

符  伟   章  倩   王开英   赖振庭   胡  庆   丁  军 

胡细彬   刘福香   邹  絮   黄  冠   胡云佳   郑万杰 

黄吉祥   朱江群   刘  珍   赵  宇 

（二）经济学学士（35 人） 

盛云霞   杨东鹏   刘  红   肖  林   蔡  萍   陈  欢 

郝红霞   曾丽珊   刘玉玲   郭新琰   邹水仙   徐小艳 

祝  悦   李育松   叶  文   黄金枝   陈雅亭   姚宏伟 

杨茜惠   卢裕叶   田  芳   邢瑀桐   王健伟   谷  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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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艳   樊思宜   王楠楠   张慧妮   余方园   杨  莎 

闵骞瑶   李雪梅   闵  昭   孙阿建   汪  融 

（三）法学学士（16 人） 

郑建国   张  杨   全浩森   徐友友   洪  琳   黄星星 

吴  雨   胡  鹏   易  清   周  阳   朱  凯   王慧萍 

房鸿燕   杨洪斌   张明明   李  炜 

（四）文学学士（14 人） 

曾  莹   刘玉真   陈圆圆   谢  琴   胡凯丹   胡梦秋 

蓝凤娟   廖晓连   彭  燕   饶丹丹   钟晴兰   陈  颖 

谭晓东   杨  涛 

 

江财字〔2016〕117 号 

根据《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办法》

（赣学位[2001]6 号）和《江西财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

暂行办法》（江财字[2001]61 号）的文件精神，经学校审议，决定授予 2016 年度自

学考试本科毕业生曾宪慧等 464 人学士学位。具体名单如下： 

一、管理学学士（408 人）： 

曾宪慧   陈  婵   陈春晖   陈丹萍   陈佩青   陈世杰    

陈阅活   戴慧珍   邓鸿燕   邓水安   董  娟   付  湾    

高爱萍   龚  玥   管慧菲   郭如意   黄世梅   简紫琪    

江  波   江华楠   江  玲   江雪纯   揭文慧   赖桂芳    

赖秀栋   蓝华东   蓝  健   乐倩倩   李建英   李梦潇    

李  茜   李群平   李姗姗   李文波   李秀娟   李艳年    

梁红艳   梁小历   刘  红   刘  静   刘  洋   刘  瑶    

卢运丹   罗凯妮   马步强   彭松龄   祁婷婷   邱华敏    

邱丽平   邱  敏   史雅倩   唐筱筱   陶思雨   田倩颖    

涂好好   王艾青   王  珏   王睿轩   王彦霞   韦金妮    

吴  婷   吴  玉   项振华   肖美律   邢明月   徐  娜    

徐永宏   薛  淼   薛清元   严小水   杨  柳   游  青    

余姣姣   喻  婷   湛诗豪   湛晓霞   张贝贝   张  恒    

张建蓉   张丽娟   张  蓉   张  雪   张玉娇   张振华    

赵  纹   赵  宇   郑慧琳   周  瑶   周  禹   朱莲花    

朱秀荣   祝  菲   祝凌峰   左  平   陈  力   胡顺顺    

黄  静   刘  霖   潘静谊   邱丽可   沈惠恩   史婷婷    

唐安宁   吴宝萍   肖  萍   谢冬璠   谢海林   叶红霞    



 

 151

张胜谋   周  文   胡利军   丁  涵   帅  怡   黄良剑    

杨  洁   陈依嘉   程玉兰   曾艳艳   万  娜   郭书梅    

朱亚萍   邹明珠   徐春红   张  琪   徐斯拉   杨龙芬    

王文娟   李健丰   虞  翼   王  宇   郭  倩   石佰墨    

胡维维   万  红   周曼钰   袁  柯   肖亚琴   王秋明    

郭美俭   刘祥云   王金娟   王美红   刘伟伟   余风婷    

胡晶怡   王传智   杨  光   钟  剑   曹  蕾   雷钰洁    

余  洁   王致忠   任  苗   胡  沛   吴菊平   彭  静    

饶华正   黄雨晴   吴斯文   郑美钦   陈枚枚   茅  婷    

王  洁   尹琴琴   李婉银   刘秋菊   黄文桂   吴忠文    

吴俊芳   王  群   杨建丹   赵亚婕   凌小燕   刘晓玲    

杨有仙   杨  力   陈颖璇   黄佳雯   李群弘   邵  佳    

黄云潇   孙  茜   聂  欣   任梦梦   周小丽   徐  蓉    

熊芬芬   吴  昊   陈  婷   徐黎君   张芳琴   廖丽芳    

徐梦圆   赖学文   徐韩同舟   赵小琳   胡锦桥   唐诗绮    

蒋可利   罗涵馨   张  丽   余  卫   王丽君   黄  蕾    

卢文欣   黄  婷   李  靖   潘深深   刘淑敏   虞慧丹    

蒋丽芬   陈晓玲   帅清芳   王飞进   魏嘉鸣   熊  飘    

罗树三   刘  松   孙丹丹   桑  卉   白  雪   王彦琳    

陈晓琴   邱  瑜   杨晨昕   黎  莉   叶  倩   卢慧玲    

占  露   金  鑫   赖阳辉   李玲玲   梁  丹   罗美娟    

宋奥平   席  艳   张春燕   张瑞瑞   朱小娟   陈佳丽    

郭文静   黄  丽   李述涵   刘燕红   陆栋梁   聂雪芹    

潘龙琦   阙  蔚   舒安琪   陶  菲   吴飞娟   徐  楠    

杨  榕   朱  娣   朱萍芳   朱  蓉   蓝琰红   陈小丽    

许梦瑶   郁  苗   迟晓丹   刘容榕   刘思虹   陈燕辉    

成  如   方旭楠   黄敏新   黄明珠   姜  寒   李  翔    

李  越   梁结雯   刘  辉   刘永付   罗  智   欧阳璐璐 

乔善和   陶  钧   王寒松   文  健   邬家欣   武  艺    

徐煊旺   杨如柱   朱光宇   刘兰樱子   王金山   李圣玉 

胡  艳   朱  炫   苗永君   仝凯凯   王  娜   盛龙为    

王绪阳   宋本新   彭广求   窦丙标   杨亮亮   周  颖    

陈  亮   任若经   谭  浩   庄子奕   胡甲炜   钟  军    

文  雅   姚招伟   赵亚楠   郭康民   吴姗姗   孙淑渟    

胡颖炜   李敏洋   张润龙   马林红   段安瑞   秦  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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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全   万千秋   肖  琼   李  恒   陈  伟   文  敏    

李培民   严慧君   徐志华   段慧珍   赖金梅   刘  驰    

尹  晶   王永会   李  珍   苏久巍   曾浙松   程  苏    

张  涛   王永全   武传瑞   程裕鑫   黄  柳   肖金华    

宋贺伟   吴美冷   姚雪君   柳  翠   任丽东   王金燕    

叶玉苹   张  华   迟宽超   杜  宇   黄  琨   舒  湧    

夏美霞   于贝贝   孟庆杰   陈立平   纪荣德   李本默    

蒙  利   周坚锋   杨穗忠   刘方明   柯艮东   李忠俊    

蒋克彩   常奇峰   钟让辉   何  楷   朱淑平   朱丹芳    

喻海蛟   蒋  磊   汪彩萍   周卢芬   刘  冰   王子铭    

刘  童   张义山   朱长威   梅  冰   辛文凤   余洪丽    

刘  磊   李  娜   刘志芸   陈芸芸   曾鸿雁   李  鹭    

蔡顺利   陈  雯   程丽芳   胡  翔   周笃忠   宋兆华    

刘圣东   苏雪娇   黄春瑶   宗子怡   王文涛   武文举    

段明达   解园园   杨  勇   胡诗雨   林彬彬   吴文丽 

（二）经济学学士（37 人）： 

曾福全   耿顺林   郭纯子   蓝院香   李  扬   盛邱程    

王业彬   夏俏桢   熊  怡   黄  榕   刘  兴   赵  晨    

陈  玲   郑庆玉   伍长发   江  英   万  虎   刘  涵    

李永芳   聂  勤   王智宇   王  欣   熊文刚   张法基    

熊晓艳   汤鹏彦   张雅欣   雷  凌   杨  婷   龚  琦    

袁  园   周  珂   洪  梅   李相丽   张  佩   刘招娣    

万  力 

（三）法学学士（8 人）： 

邓小彪   李传峰   王姜伟   黄  亮   喻  萍   崔建光    

唐培锋   江雨蔓    

（四）文学学士（6 人）： 

张文姣   罗文燕   封燕翔   李彩云   黄曦婷   缪琦虹    

（五）工学学士（5 人）： 

李福苹   曾令文   王金奎   刘圣朋   张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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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及军训工作 

 

校体育运动会 

江西财经大学 2016年第三十六届体育运动会于 10月 13 日在蛟桥园和麦庐园两

个校区举行（麦庐园为分会场），会期三天。 

本届运动会共有 1115 名运动员报名参加田径比赛，5063 人次报名参加集体项

目比赛，参赛运动员们在三天的比赛中参与了 63 个项目的角逐，经过激烈的拼搏，

运动员们凭着不懈努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各个项目都取得了优异的竞赛成绩，尤

其是创造了两项新的校运动会记录。国际学院程子杰同学以 53 秒 97 的成绩打破学

生男子组 400 米校运动会记录，产业经济学院的孙兴同学以 23 秒 22 的成绩打破学

生男子 200 米校运动会记录。 

本届体育运动会教工团体总名次： 

第一名：图书馆 

第二名：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第三名：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第四名： 附中   

第五名：信息管理学院  

第六名：保卫处 

第七名：机关 

第八名：会计学院         

获得教工体育道德风尚奖的单位是：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本届体育运动会学生团体总名次： 

第一名：会计学院   

第二名：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第三名：国际学院  

第四名：工商管理学院 

第五名：金融学院 

第六名：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第七名：经济学院 

第八名：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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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成员为： 

主任：邓辉 

副主任：郑志强 

委员：袁雄 王金海 郑赟 刘金凤 邹国辉 许基南 雷迎春 黄建平 彭元 詹新寰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第 36 届运动会裁判员名单 

总裁判长：  郑志强  邹国辉 

副总裁判长：万小明  詹新寰  曹清  朱亚坤  车友财 

裁判员为体育学院教师和学生 

运动竞赛 

在校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众多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努力拼搏，我

校 2016 年省级及以上运动竞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健身健美、网球、定向越野等项目的比赛中，共计获得二个团体冠军、一个

团体季军、二个一等奖 一个二等奖的骄人成绩。 

大学生体质测试 

我校大学生体质测试工作从 5 月份开始，10 月中旬结束，为不影响正常教学，

本年度利用双休日的时间进行测试工作。 

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校医院也参与了此项工作），我校圆满的完成了今年

的大学生体质测试工作。 

我校有 16640 名学生参与了此次体质测试，及格率为：89.7% 

军 训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级新生军训工作于 9 月 12 日开始，9 月 24 日结束，为期 13

天。军训内容包括队列、拉练、军体拳、战术、阅兵式、分列式等。地点设在蛟桥

园和麦庐园二个校区。 

我校 2016 级新生军训工作在校党委、校行政、校军训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和南

昌陆军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军训工作进展顺利。教官们精心施教，各学院教学小组

积极配合，广大参训学生艰苦训练，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军训期间，涌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我校在军训总结大会期间对获得先

进的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授予一营一连三排、一营一连四排、一营二连一排、

一营二连四排、一营三连一排、一营三连三排、一营三连七排、一营四连一排、一

营四连四排、一营四连七排、二营五连一排、二营五连二排、二营五连五排、二营

五连七排、二营六连一排、二营六连五排、“军训先进排”称号；授予黎星宇等二十



 

 155

人“军训优秀教官”称号；授予李想等 426 人“军训先进个人”称号。 

军训领导小组成员为： 

组长：易小明 

副组长：邓辉 马龙生 郑志强 邹国辉 

成员：袁雄 王金海 郑赟 许基南 汪宗亮 彭元 雷迎春 黄建军 

（体育学院顾予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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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2016 年度各类纵向课题立项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编号 课题类别 

资助 

经费  

（万元） 

所属单位 

1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财税支持政策 王乔 16ZDA028 
国家社科 

重大项目 
8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筹办的基本原则、 

重点领域与关键问题研究 
易剑东 16ZDA226 

国家社科 

重大项目 
80 体育学院 

3 《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研究》 史湘琳 16WDJ001 
中华学术 

外译项目 
50 外国语学院 

4 马克思关于资本历史作用的论述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张定鑫 16BKS002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大国崛起中的政府作用研究 张进铭 16BJL011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6 
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区域 

发展差距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王丽娟 16BJL030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7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提升 

资本形成效率的财税政策研究 
席卫群 16BJY082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8 中国税收努力的时空分异与形成机制研究 杨得前 16BJY085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9 双边市场视角下我国移动商务价值链提升研究 罗春香 16BJY142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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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新能源产业消费侧内育发展模式研究 陆宇海 16BJY148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11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供给的统计测度研究 
陶春海 16BTJ004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统计学院 

12 精准贫困识别和扶贫瞄准的统计测度研究 章贵军 16BTJ011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统计学院 

13 财政权利的逻辑体系及其本土化构造研究 胡明 16BFX039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博士后流动站 

14 我国社会企业的法理属性和制度体系研究 邓辉 16BFX116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法学院 

15 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计算问题的实证研究 徐聪颖 16BFX137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法学院 

16 
脱贫攻坚背景下贫困地区生态 

综合补偿转移支付法制研究 
徐丽媛 16BFX150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法学院 

17 儿童虐待及其公权干预研究 吴鹏飞 16BFX152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法学院 

18 城市老年人社区照顾的成本测算及分担机制研究 朱彬钰 16BSH070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人文学院 

19 
移动社交媒体对香港青少年集体行动 

参与的影响与引导机制研究 
蔡前 16BSH083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人文学院 

20 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研究 李春长 16BWW051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外国语学院 

21 
从苏区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 

新闻思想中国化的历程及经验研究 
张品良 16BXW001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人文学院 

22 “互联网＋”O2O 体育社区研究 余岚 16BTY081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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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常态下绿色建筑供应链相关主体合作 

创新驱动要素与激励机制研究 
李明 16BGL048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4 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融资风险与财政应对研究 肖建华 16BGL081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2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5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危险废弃物 

“入侵”常态化现状评估与治理研究 
刘祎 16CJY025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20 国际经贸学院 

26 
新常态下珠三角企业劳动关系 

状况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洪泸敏 16CSH035 

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 
20 人文学院 

27 多输出分位数回归估计中若干问题的研究 刘小惠 11601197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8 统计学院 

28 多代理排序问题的帕累托效率研究 万龙 11601198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9 信息管理学院 

29 基于非凸惩罚似然法的混合回归模型稳健性推断 余纯 11661038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6 统计学院 

30 有限 2-测地线传递图中若干问题的研究 靳伟 11661039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6 统计学院 

31 
地方依恋视角下的国内游客亲环境行为特征、 

驱动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 
李文明 41661034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6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32 
基于 LCA 和 EDP 的城市工业用地 

生态效率动态变化与提升策略研究 
黄和平 41661113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6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33 基于直觉模糊理论的多源异质信任建模研究 徐军 1 61602219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19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34 基于判决域的高效传输编码系统的错误率性能研究 戴利云 61661022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6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35 
基于显著性特征的低冗余 DWFT 

图像融合及其评价方法研究 
杨勇 61662026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40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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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经济评论中的经济特征情感分析 江腾蛟 61662027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9 信息管理学院 

37 
基于毕达哥拉斯模糊信息的多准则 

决策方法与分类方法研究 
张小路 71661010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1.7 协同创新中心 

38 
大宗农产品价格内涵属性之效应分解研究 

--基于自变量扰动循环的数据挖掘集成技术 
易蓉 71661011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29.6 金融学院 

39 顾客不文明行为的多视角形成机制研究 占小军 71662013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29 工商管理学院 

40 上下文感知的 O2O 服务信誉管理方法研究 钟元生 71662014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2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41 
绿色创业动机、战略模式及其匹配对 

农业企业创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刘克春 71662015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29 工商管理学院 

42 中国售后市场反垄断研究 吴昌南 71663020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0 产业经济研究院 

43 
战略性资源产业转型升级路径、机理及 

政策支持研究——基于协同创新视角 
徐斌 1 71663021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29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44 
中国式分权体制视角下地区环境 

规制行为的空间关联及政策导向研究 
王守坤 71663022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29 经济学院 

45 
环鄱阳湖城市群发展机理与调控机制研究： 

基于 NEG 和 SCGE 的理论模型与政策评估 
周义明 71663023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25 国际经贸学院 

46 
复杂性视角下民生系统的综合评价研究 

——以江西为例 
李志强 71663024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31 统计学院 

47 
大湖地区粮食生产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 

机制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张利国 71663025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26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48 
中间产品创新偏向视角下 CPI-PPI 

背离的形成机制与策略研究 
廖迎 71663026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29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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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生态产业链、利益主体异质性与 

畜禽污染治理：机理与制度设计 
潘丹 71673123 面上项目 48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50 “互联网+”新创企业成长风险识别研究 杨波 71640022 主任基金 17 信息管理学院 

51 机器带使用限制的排序问题研究 李刚刚 11626120 
天元专项 

基金项目 
3 信息管理学院 

52 江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方向和举措研究 蒋金法 16ZD01 
省社科 

重大招标 
1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3 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江西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研究 张利国 16ZD06 
省社科 

重大招标 
10 鄱阳湖生态研究院 

54 明代“江右四君子”之一刘元卿思想研究 彭树欣 16ZX05 一般项目 1 人文学院 

55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最佳规模及结构 

次序优化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陆长平 16JL03 一般项目 1 经济学院 

56 基于劳动力市场内生分割的结构性失业治理研究 黄彬云 16JL04 一般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57 税收法定原则下的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规范研究 万  莹 16YJ17 一般项目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58 上市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行为与绩效研究 严  武 16YJ18 一般项目 1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59 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路径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习明明 16YJ19 一般项目 1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60 
基于循环利用产业链视角的规模化畜禽污染治理政

策创新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潘丹 16YJ20 一般项目 1 鄱阳湖生态研究院 

61 基于供应链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潘淑清 16YJ21 一般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62 江西省金融扶贫体系构建研究 段梅 16YJ33 青年项目 1 金融学院 

63 量刑反制定罪在财产犯罪中的展开 徐光华 16FX09 一般项目 1 法学院 

64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规制研究 

——江西实践、问题及出路 
周维德 16FX10 一般项目 1 法学院 

65 
职务犯罪指定监视居住的实证研究 

——以江西检察系统为样本 
谢小剑 16FX11 一般项目 1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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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大学生创业支持政策法治化研究 姜红仁 16FX12 一般项目 1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67 
空间异质性视角下江西精准扶贫 

与农村人口发展研究 
曾永明 16SH11 青年项目 1 鄱阳湖生态研究院 

68 地方政府腐败的社会治理效应研究 吴进进 16ZZ02 一般项目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69 外宣翻译可接受性研究 曾剑平 16YY01 重点项目 3 外国语学院 

70 王宝璋“中国唱法”理论体系的教学运用发展研究 韩玉澎 16YS21 一般项目 1 艺术学院 

71 
新媒体艺术在江西古戏台文化保护 

与传播中的应用研究 
陈永维 16YS22 一般项目 1 艺术学院 

72 南昌的城市发展与体育变迁：1949-2018 冯婧 16TY11 一般项目 1 体育学院 

73 虚拟社区传播与城市社区治理互动机制构建研究 罗书俊 16XW05 一般项目 1 人文学院 

74 
传统中国政府调控社会经济的主要措施、成效及经验

启示 
杨华星 16LS04 一般项目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75 
合伙人团队治理模式研究 

——基于合伙人机制风险控制视角 
刘爱军 16GL17 一般项目 1 工商管理学院 

76 
基于供给侧改革的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业绩

评价研究 
张蕊 16GL18 一般项目 1 会计学院 

77 区间直觉模糊偏好关系群决策理论与方法 万树平 16GL19 一般项目 1 信息管理学院 

78 
大数据时代下基于交互式动态 

影响图的金融服务创新决策研究 
潘颖慧 16GL20 一般项目 1 信息管理学院 

79 
鄱阳湖流域上中下游水资源利用 

行为博弈、影响机制与优化策略研究 
吕添贵 16GL31 青年项目 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80 建设工程项目组织间冲突演化及其仿真研究 吴光东 16GL32 青年项目 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81 
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生态文明 

样板标准体系研究 
李秀香 16ZK01 一般项目 1 鄱阳湖生态研究院 

82 江西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策研究 张利国 16ZK03 一般项目 1 鄱阳湖生态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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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国家战略背景下“赣江新区”建设研究 余达锦 16ZK07 一般项目 1 信息管理学院 

84 江西加快发展绿色工业园区对策研究 黄和平 16ZK15 一般项目 1 鄱阳湖生态研究院 

85 
江西“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 

布局形态与促进机制研究 
袁业虎 16ZK18 一般项目 1 会计学院 

86 营改增对江西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影响及对策研究 席卫群 16ZK24 一般项目 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87 江西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刘修礼 16ZK25 一般项目 1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88 江西省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及结构转换路径研究 陶长琪 16ZK37 一般项目 1 统计学院 

89 民间融资法律风险防范研究 熊进光 16ZK49 一般项目 1 法学院 

90 江西资源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困境及对策研究 李秀香 16ZT36 专项 1 鄱阳湖生态研究院 

91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以“江西失信被执行曝光台”为案例 
王辉 16ZT14 专项 1 法学院 

92 “十三五”时期江西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徐斌 16ZT26 专项 1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93 
中央苏区、湘鄂赣、闽浙赣 

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比较研究 
陈始发  重点项目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94 南昌市国税税源结构优化问题研究 杨得前 15QZD09 重点项目 3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95 中国土地资源绿色利用研究 谢花林  重点项目 3 
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

究中心 

96 现代法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挑战 蒋悟真  重点项目 3 法学院 

97 解放初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江西实践的考察 熊小欣 16BJ05 博士基金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98 农村女性刑释人员的社会适应研究 周梅芳 16BJ14 博士基金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99 非市场价值认知与农村宅基地退出意愿抑制研究 徐国良 16BJ25 博士基金 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00 
“三权分置”背景下旅游景区经营权的 

出让定价机理及评估优化研究 
林文凯 16BJ26 博士基金 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01 
高管广义薪酬对业绩预告精确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所有权性质的视角 
熊凌云 16BJ27 博士基金 1 会计学院 



 

 163

102 中国生态环境与资源利用效率的定量测度与评价 王俊杰 16BJ33 博士基金 1 杂志社 

103 中国地区环境规制行为的空间关联及政策导向研究 王守坤 16BJ34 博士基金 1 经济学院 

104 贵溪市塘湾镇历史与文化研究 胡海胜 16CS12 村史馆项目 2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105 婺源县江湾镇江湾村历史与文化研究 江灶发 16CS15 村史馆项目 2 艺术学院 

106 深化江西人才体制机制改革问题研究 廖进球 16SKRC02 人才专项项目 2 校办 

107 
不同承诺能力下可耗竭资源的最优开发及其污染的

最优控制--基于赣州资源型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周伟 20161BBA10049 

软科学研究计

划-一般项目 
3 统计学院 

108 
地方政府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效率测度及改进研究 
肖建华 20161BBA10076 

软科学研究计

划-一般项目 
3 公共管理学院 

109 
基于大数据技术人民币冠字号码 

查询信息系统的构建研究 
邹玲 20161BBA10082 

软科学研究计

划-一般项目 
3 金融学院 

110 
政府主导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稳定性机制体制研究-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 
陈洪章 20161BBA10011 

软科学研究计

划-重点项目 
5 协同创新中心 

111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开发问题研究 彭树宏 20161BBA10018 
软科学研究计

划-重点项目 
5 协同创新中心 

112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 

发展模式设计与协同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杨头平 20161BBA10006 

软科学研究计

划-重点项目 
5 协同创新中心 

113 江西省科技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 黄先明 20161BBA10009 
软科学研究计

划-重点项目 
5 国贸学院 

114 江西省高校协同创新机制及项目绩效评价研究 李志强 20161BBA10071 
软科学研究计

划-一般项目 
3 科研处 

115 江西碳排放空间分布差异、驱动因素及溢出效应研究 徐斌 20161BBA10042 
软科学研究计

划-一般项目 
3 统计学院 

116 城乡居民健康监测及慢病预防服务管理系统研究 万本庭 20161BBG70078 
社发领域- 

重点项目 
5 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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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传统村落恢复力评估体系构建研究--以婺源县为例 胡海胜 20161BAB203095 
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6 旅游城市管理学院 

118 
基于视觉感知特性的三维视频 

智能适配显示技术研究 
方玉明 20161ACB21014 

青年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20 信息学院 

119 基于判决域半径的高效传输编码性能与改进研究 戴利云 20161BAB202056 
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5 软件通信工程学院 

120 可证安全轻量级属性基认证机制研究 谭作文 20161BAB202059 
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5 信息学院 

121 基于毕达哥拉斯模糊信息的多属性决策理论与方法 张小路 20161BAB211020 
青年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项目 
5 协同创新中心 

122 基于混沌系统的新型数字图像对称加密算法研究 张勇 20161BAB202058 
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7 软件通信工程学院 

123 基于物联网的鲜活农产品实时监测优化研究 谭亮 20161BBF60090 
农业领域-重点

项目 
5 信息学院 

124 
基于直觉模糊集信息的双边匹配 

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 
乐琦 20161BAB201025 

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5 信息学院 

125 具有模糊方案比较的异构多准则群决策理论与方法 万树平 20161BAB201028 
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5 信息学院 

126 基于随机分析的复杂网络拓扑特征及动力学研究 谭利 20161BAB211018 
青年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项目 
5 统计学院 

127 
基于鲁棒最优控制方法的动态 

系统性风险度量与配置研究 
凌爱凡 20161BAB201026 

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5 金融学院 

128 多值随机微分方程的几类逼近的研究 张华 20161BAB211019 
青年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项目 
5 统计学院 

129 多元次序统计方法及其相关估计 刘小惠 20161BAB201024 
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5 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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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泛在环境下融合情境的三分图推荐系统研究 刘启华 20161BAB201029 
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5 信息学院 

131 跨语言主题检索模型关键技术研究 罗远胜 20161BAB202057 
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7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 

132 随机相依风险在保险中的应用研究 胡少勇 20161BAB201027 
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5 金融学院 

133 面向动漫游戏产业的音乐情感配乐研究与系统开发 况宇翔 20161BBE50058 
工业领域 

-重点项目 
20 艺术学院 

134 基于全局吨铁成本最优的铁前大系统建模研究 罗世华 20161ACB20009 
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30 统计学院 

135 
面向智能视频监控的图像 

超分辨率重建关键技术研究 
杨勇 20161ACB21015 

青年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20 信息学院 

136 
注册制下资本市场与江西产业结构调整： 

理论基础、微观实践与公共政策 
章卫东 20161ACA10008 

软科学研究计

划-重大项目 
15 会计学院 

137 面向 OBE 的工程管理专业开放课堂建设创新与实践 吴光东 JXJG-16-4- 重点项目 2 旅游城市管理学院 

138 
《计量经济学》课程 MOOC 

教学模式与建设路径探讨 
万建香 JXJG-16-4- 重点项目 2 信息学院 

139 
传统教学模式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学习效果测评

研究—以《市场营销学》为例 
吴忠华 JXJG-16-4- 一般项目 0.5 工商学院 

140 
“混合式教学”下个性化学习赋能教学生态：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课程案例研究 
胡海波 JXJG-16-4-3 重点项目 2 工商学院 

141 
以能力为牵引的综合实践项目运行机制 

与质量保障体系探索及实践 
廖国琼 JXJG-16-4- 重点项目 2 教务处 

142 
基于 BIM 技术的工程管理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研究 
李明 JXJG-16-4- 重点项目 2 旅游城市管理学院 

143 基于“项目情境”的《旅游学》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田逢军 JXJG-16-4- 一般项目 0.5 旅游城市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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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合同管理与招投标》实训模拟 

多角色扮演教学法研究 
赖小东 JXJG-16-4- 一般项目 0.5 旅游城市管理学院 

145 基于 R 软件的统计教学资源库建设研究 万兆泉 JXJG-16-4- 一般项目 0.5 统计学院 

146 艺术教育中 VR 技术应用研究 温强 JXJG-16-4- 一般项目 0.5 艺术学院 

147 
基于“立德树人”目标的角色扮演法在《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朱清华 JXJG-16-4-13 一般项目 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148 
基于“赛学结合”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研究与

实践 
谢亮 JXJG-16-4- 一般项目 0.5 软件通信工程学院 

149 
基于江西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对 

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考 
万常选 JXJG-16-4- 

重点（委托） 

项目 
2 信息学院 

150 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胡宇辰 JXJG-16-4-7 
重点（委托） 

项目 
2 工商学院 

151 
政府供给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 

及政策建议研究 
邹宽生 16ZD014 

省教育科学 

重点课题 
3 艺术学院 

152 
职教本科实践教学绩效的评价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黎新伍 16ZD015 

省教育科学 

重点课题 
3 国贸学院 

153 
IT 类专业课程翻转课堂教学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邓庆山 16ZD016 

省教育科学 

重点课题 
3 软件通信工程学院 

154 
基于 SPOC 视域的高等财经院校 

税务专业教学特征研究 
姚林香 16ZD017 

省教育科学 

重点课题 
3 公共管理学院 

155 
江西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对提高科技能力的作用研究 
徐晔 16YB051 

省教育科学 

一般课题 
1.6 统计学院 

156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理论、路径与方法 朱晓刚 16yB052 
省教育科学 

一般课题 
1.6 公共管理学院 

157 江西教育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研究 胡德龙 16yB053 
省教育科学 

一般课题 
1.6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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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江西高校在校生创业动机及其效应 

——基于 6 所高校的实证研究 
季俊杰 16yB054 

省教育科学 

一般课题 
1.6 公共管理学院 

159 
双元模式下的地方财经院校 

研究生协同驱动管理机制案例研究 
胡海波 16YB055 

省教育科学 

一般课题 
1.6 工商学院 

160 高校经管类课程翻转课堂有效性影响机制研究 余可发 16YB056 
省教育科学 

一般课题 
1.6 工商学院 

161 
经济新常态下创新、创业金融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以江西省以例 
舒海棠 16yB057 

省教育科学 

一般课题 
1.6 金融学院 

162 高等教育扩展中的过度教育现象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彭树宏 16yB058 
省教育科学 

一般课题 
1.6 协同创新中心 

163 非正式金融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研究 巫文勇 FX161008 规划项目 1.5 法学院 

164 我国在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建设研究 郭亚雄 GL161026 规划项目 1.5 会计学院 

165 虚拟品牌社群用户参与创新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沈波 GL161033 规划项目 1.5 信息学院 

166 
风险视角下的生鲜农产品流通渠道 

效率评价研究—以赣南脐橙为例 
王雪峰 GL161035 规划项目 1.5 工商管理学院 

167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绿色建筑参与 

主体合作创新驱动机制研究 
李明 GL161037 规划项目 1.5 旅游城市管理学院 

168 
CEO 特征、高管团队调整及异质性 

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 
黄蕾 GL161040 规划项目 1.5 会计学院 

169 
巨额公关寻租、媒体异化与市场认知偏差研究 

——基于欺诈发行上市的新视角 
赵玉洁 GL162040 青年项目 1 金融学院 

170 
“产权分置”背景下旅游景区经营权 

的转让定价机制优化研究 
林文凯 GL162042 青年项目 1 旅游城市管理学院 

170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新特征 

及我国的应对策略研究 
胡芳 GJW161001 规划项目 1.5 统计学院 

171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赣江新区环境治理研究 廖卫东 JJ161012 规划项目 1.5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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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江西省农村社会保障反贫困效应及对策研究 陶纪坤 JJ161013 规划项目 1.5 公共管理学院 

173 食品价格波动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王勇 JJ162021 青年项目 1 统计学院 

174 
产业集群、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 

及时空分异： 基于江西省县域尺度的研究 
曾冰 JJ162024 青年项目 1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175 中国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研究：理论、实证与政策 詹新寰 TY161005 规划项目 1.5 体育学院 

176 
江西新能源产业发展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 

基于非线性计量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徐斌 TJ161001 规划项目 1.5 统计学院 

177 
基于“双创”视角下 R&D 投入 

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研究 
刘小瑜 TJ161002 规划项目 1.5 研究生部 

178 中国城市公共协商的动力机制研究 吴进进 ZZ162002 青年项目 1 公共管理学院 

179 
互文视域下中国作家笔下 

艺术家形象的症候研究（1978-2015） 
张细珍 ZGW162002 青年项目 1 人文学院 

 

2016 年度各类纵向课题结项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分类 项目子类 结项日期 

合同

经费 
所属单位 

1 
江西省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对策研究 
张利国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6-12-30 1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2 国家战略背景下“赣江新区”建设研究 余达锦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20 1 信息管理学院 

3 供给侧改革下的政府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研究 李春根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财政部 

一般项目 
2016-12-15 15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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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残疾农户土地流转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吴军民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1.5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5 
江西 25 个贫困县发展水平比较 

与“摘帽”排序建议 
郑克强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6-07-10 1 外校单位 

6 
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发展研究 

——以新干县燥石村为例 
胡海胜 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 一般课题 2016-12-28 0.05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7 中华竹鼠繁殖性状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研究 韩卫杰 省科技厅重大专项  2016-08-10 10 外校单位 

8 广义叙述背景下的叙事空白研究 涂年根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22 1 外国语学院 

9 
职场不文明行为对员工工作 

及生活影响机制研究 
占小军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0-20 1 工商管理学院 

10 日本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研究 阙占文 
“远航工程” 

基金项目 
 2016-06-30 3 法学院 

11 江西旅游产业人才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邹勇文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3-22 1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2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侦诉关系 李智 其它课题 重点课题 2016-12-28 3 外校单位 

13 股票流动性、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 熊家财 
江西省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1-17 5 会计学院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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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

招标项目 

2016-12-30 2 工商管理学院 

15 
面向智能监控视频的异常事件 

检测研究（按省二计） 
方玉明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人事部 2016-12-01 3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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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发展研究 廖进球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3-22 1 协同创新中心 

17 推进法治江西建设的重点、难点及其对策研究 蒋悟真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大招标 

项目 
2016-10-28 10 法学院 

18 资源税扩大征收范围研究 席卫群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财政部 

一般项目 
2016-04-28 10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9 大数据、互联网经济与管理会计系统创新 章卫东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财政部 

一般项目 
2016-09-02 40 会计学院 

20 江西省粮食生产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 张利国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1.5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21 
股票流动性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熊家财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 

项目 
2016-11-12 5 会计学院 

22 叙事空白论 涂年根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1 外国语学院 

23 集成多维区间信息的自适应信任模型研究 徐军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6-06-30 0.3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24 革命老区官方旅游政务网站绩效评价研究 胡海胜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6-12-31 0.4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25 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问题研究 1 易有禄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重点项目 2016-02-25 10 法学院 

26 环境规制与处罚的经济社会效益评估 祁毓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1-05 4 外校单位 

27 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可行性研究 袁红林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财政部一般

项目 
2016-01-12 15 国际经贸学院 

28 股权投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 毛剑峰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
2016-06-30 2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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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项目 

29 排序管理的帕累托优化问题研究 万龙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3-16 3 信息管理学院 

30 一类微分半变分不等式问题研究 汪星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3-21 3 信息管理学院 

31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研究 谢小剑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9-02 0.8 法学院 

32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中国省域 

循环经济评价研究（按 6 分计） 
平卫英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国家统计局

一般项目 
2016-12-23 0 统计学院 

33 
经济转型背景下排污金融产品 

的创新及风险防控研究 
彭晓洁 

省科技厅软科学 

计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8-23 3 会计学院 

34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教育游戏设计策略的应用

研究——以《C 语言程序设计》为视角 
付淇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1-23 0.6 体育学院 

35 
基于层次—灰色关联分析的 

医疗服务质量评价研究 
陶春海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27 2 研究生学院 

36 
江西省“失独”家庭潜在社会风险 

防范体系构建研究 
曾维涛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07 2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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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0-20 1 

产业经济 

研究院 

38 维稳与维权法律问题研究 程小白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重点项目 2016-11-28 10 法学院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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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26 0.5 会计学院 

40 刑事损害赔偿实证分析与制度改革 黄华生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6-08-22 2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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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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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9-01 0.5 会计学院 

42 
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鉴定表 
荣莉 

省研究生创新专项 

资金省教育资助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10000 会计学院 

43 
中国组织情境中的内隐追随理论： 

内容、结构及影响 
曹元坤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26 1 工商管理学院 

44 价格竞争对网络营销绩效的传导机制研究 黎新伍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6-12-27 2 国际经贸学院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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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0.5 会计学院 

46 
财经院校《管理信息系统》课程 

教学研究与实践 
沈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0.6 信息管理学院 

47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与法学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杨德敏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2016-12-30 1.2 法学院 

48 服务员工品牌内化影响机制实证研究 余可发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0.6 工商管理学院 

49 
职业化和国际化双重背景下的管理会计人才研

究——以引入 CIMA 专业方向为例 
吉伟莉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0.6 会计学院 

50 计算机辅助审计教学与实践研究 杨书怀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0.4 会计学院 

51 江西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徐聪颖 
省科技厅软科学 

计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16 3 法学院 

52 江西省保险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胡少勇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0.6 金融学院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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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26 0.5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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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教学与实务的整合：社会工作 

实验室开放式利用研究 
苗春凤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0.6 人文学院 

55 基于个体数据的索赔准备金评估办法 温利民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特别资助 

项目 
2016-01-07 15 法学院 

56 
服务型企业员工情绪管理对 

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汪新艳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0.8 工商管理学院 

57 中央苏区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刘晓根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1.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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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1 1.5 

金融管理 

国际研究院 

59 
江西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持续 

发展研究——基于运行困境分析 
夏珺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0.6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60 可持续建设项目创新集成管理与评价测度研究 赖小东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15 1.3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61 
国家历史文化名村（陂下古村） 

人文建筑艺术研究 
胡名芙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6-10-27 1 艺术学院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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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0.8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63 基于商业模式创新视角下的我省企业发展研究 占小军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

招标项目 

2016-07-15 2 工商管理学院 

64 
面向市场需求的物流管理专业 

研究生多主体培养模式 
吴群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1-25 1 工商管理学院 

65 
校本条件下体验式教学法在 

《概论课》教学中的应用 
万绍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0.5 

马克思主义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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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基于 APP 的通用移动教学平台的研究与实现 章全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27 0.5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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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科技厅软科学 

计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13 3 会计学院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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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0-10 3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69 
物流业对制造业外溢效应的 

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 
王友丽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6-12-06 1 工商管理学院 

70 
多目标协调的建设项目 

跨组织双向动态激励研究 
吴光东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6-12-07 1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71 
中国技能溢价：经验事实、 

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 
彭树宏 

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 

项目 
2016-09-29 5 协同创新中心 

72 完善我省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研究 张利国 省社科规划项目 
基地招标 

一般项目 
2016-03-22 1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73 国民环境素养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李文明 校级科研项目 重点课题 2016-08-17 0.6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74 多元可持续的城镇化建设资金保障机制研究 戴志敏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26 0 外校单位 

75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职业教育需求研究 戴晓光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7-05 1 工商管理学院 

76 
税收显著性的经济效应：基于 

湖北省奢侈品市场的实证研究 
周琦深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1-18 0 国际经贸学院 

77 
大数据现象、理论及处理技术的 

发展和创新研究 
谢邦昌 国家其它部委项目 

国家统计局

重点项目 
2016-08-30 5 统计学院 

78 
中医药院校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 

能力多元评价体系的研究 
邓春生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9-09 0.5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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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基于跟踪调查的江西省高校贫困生就业质量测

度与保障体系研究 
季俊杰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09 0.5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80 人情社会下唐代请托的法律治理研究 谢红星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7-28 0.5 法学院 

81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融资研究： 

控股权性质与资金配置率 
严武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10 0.5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82 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策略和路径研究 刘伟明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28 0.2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83 
江西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的空间 

关联、内部机理和外部调节效应分析 
王友丽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10 0.5 工商管理学院 

84 大学英语词汇搭配语料库创建与创新教学探索 吴云龙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30 0.5 外国语学院 

85 中部地区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发展路径研究 陆宇海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30 0.6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86 
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 

法学实践教学研究 
肖秀娟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0.5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87 基于计算实验金融学的金融工程课程互动设计 易蓉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0.5 金融学院 

88 社会化媒体中 UGC 动因及激励设计研究 刘炜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1 1 信息管理学院 

89 
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学费合理性 

水平及其政策调控 
胡茂波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6-10-14 8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90 异化翻译可接受性研究 曾剑平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7-15 0.7 外国语学院 

91 
贝叶斯框架下风险度量的非参数 

估计及其统计推断研究 
温利民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项

目 
2016-01-13 5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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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环保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绩效分析 卢福财 
省科技厅软科学 

计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5-30 3 工商管理学院 

93 
协同创新理念在独立学院人才 

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吴小花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30 0.4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94 
统计学专业“立体化三位一体”人才 

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杨头平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10 0.6 协同创新中心 

95 
江西省高等学校学科建设的成就、 

问题及对策研究（重点） 
谭光兴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 

教改项目 
2016-12-30 3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96 高炉配料数学建模与优化研究 罗世华 
江西省博士后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30 5 统计学院 

97 
江西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发展 

研究——以绿色光源产业为例 
尹继东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重大招标 2016-07-27 15 外校单位 

98 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股票市场的互动关系研究 陈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一般项目 2016-06-13 18 体育学院 

99 研究生统计类课程可视化教学模式研究 万兆泉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 

教改项目 
2016-12-30 1 统计学院 

100 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机制与实践 沈波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 

教改项目 
2016-12-01 1 信息管理学院 

101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江西森林 

公园旅游产业经营管理模式研究 
张红 

江西省博士后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1-08 5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02 
基于 Tri-UIM 模型的用户兴趣漂移 

检测与预测研究 
陈辉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30 2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03 戏曲电影身份认同的文化自觉研究 王中云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自筹项目 2016-07-15 0 人文学院 

104 
我国民用航空损害赔偿法律 

制度缺失之对策研究 
田先华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30 0.7 外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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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传统 

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及政策设计 
陶长琪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重点招标 2016-06-22 10 统计学院 

106 
基于“双创型”人才培养的研究生 

创业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 
彭志武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 

教改项目 
2016-12-18 1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07 
契约型关系框架下农户心理契约 

发展与续约意愿追踪研究 
蔡文著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特别资助 

项目 
2016-02-29 15 工商管理学院 

108 
基于创业胜任力培养的创业 

教育模式探索与应用 
彭志武 省级教改项目 重点项目 2016-12-18 1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09 
我国 30 省区市碳足迹及省际间 

碳转移核算研究 
曹俊文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15 18 统计学院 

110 
民间借贷的违约风险及协同监管 

研究-基于浙赣两省的分析 
吴伟军 

江西省博士后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016-01-09 3 金融学院 

111 农村社会保障再分配效应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陶纪坤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特别资助 

项目 
2016-06-07 15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12 江西省研究生教育规模与学位结构综合研究 刘兴华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1-23 1 金融学院 

113 随机正相依风险下保单最优分配问题研究 胡少勇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6-12-31 0.7 金融学院 

114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与当前我国 

实现正义分配改革的路径研究 
舒前毅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6-12-30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115 
基于 Peer-Instruction 教学理念的 

<国际商务谈判>双语教学改革研究 
梁红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30 0.4 国际经贸学院 

116 
复杂（高炉）系统动态数据与专家 

认知混杂驱动建模研究 
罗世华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 

项目 
2016-05-20 5 统计学院 

117 
优秀研究生成长机理研究 

——以江西省 6 所省属高校为例 
季俊杰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 

教改项目 
2016-12-30 1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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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基于价值驱动的企业业绩 

评价指标体系整合研究 
袁业虎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

招标项目 

2016-06-30 2 会计学院 

119 
中国服务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其 

对服务贸易发展的经验分析 
涂远芬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6-12-14 8 国际经贸学院 

120 我国统一协议管辖制度的适用问题研究 王吉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27 10 法学院 

121 
区域生态城镇化发展距离 

测度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余达锦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7-08 2 信息管理学院 

122 多元化时代下标语口号的社会动员功能研究 聂德民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30 0.5 人文学院 

123 职业型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王友丽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 

教改项目 
2016-12-30 1 工商管理学院 

124 
扩大居民消费视角下的 

财政货币政策动态协调研究 
吴伟军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2016-01-02 5 金融学院 

125 课程制度视角下的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研究 朱晓刚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6-10-27 8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26 
基于拍卖市场的云资源动态捆绑 

及分配策略研究 
徐军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6-06-30 0.7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127 
基于技术差距视角的知识产权贸易 

与创新型国家构建研究 
马添翼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6-09-27 0.2 国际经贸学院 

128 
跨专业生源扩招背景下会计专业硕士 

培养体系改革研究 
曹玉珊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1 会计学院 

129 
中国组织情境中同事关系对 

个体工作绩效作用机制研究 
李敏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7-12 7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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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财经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 
蒋悟真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9-22 0.6 法学院 

131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课程 

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 
康静萍 省级教改项目 

研究生教改

项目 
2016-12-30 1 经济学院 

132 企业组织成本控制研究 余新培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

招标项目 

2016-06-30 1 会计学院 

133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农业龙头企业 

成长机理与扶持政策研究 
刘克春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26 0.5 工商管理学院 

134 大学生网络学习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付淇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30 5 体育学院 

135 有意文化误译可接受性研究 曾剑平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4-07 1 外国语学院 

136 
促进职业教育与技能需求匹配的 

劳动力市场制度研究 
黄彬云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9-12 0.6 工商管理学院 

137 RFID 安全性交互验证及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 付淇 
省科技厅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08 2 体育学院 

138 
基于博弈行为分析的高速公路 

区域路网定价实证研究 
徐旭川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特别资助项

目 
2016-11-30 15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39 
《CI 设计》课程教学中的 “五位一体” 

实践性教学模式研究 
李民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9-12 0.7 艺术学院 

140 
失地农民关键生计要素的关系研究及其结构方

程模型的构建——基于江西的抽样调查 
黄建伟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03-21 36 外校单位 

141 汉英翻译可接受性研究 曾剑平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30 1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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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稀土和氧离子掺杂的 ZnS 量子点 

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李小侠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2016-08-07 26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43 国学教育与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协同研究 骆兵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30 0.4 人文学院 

144 
潜变量交互效应建模视域下 HEDONIC 

价格指数（HPI）研究 
郭露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2016-08-05 15 统计学院 

145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镇治理能力研究 欧阳静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2016-05-25 15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46 
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 

公共投资问题研究 
杨飞虎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2016-02-18 25 经济学院 

147 超图建模下知识测度关键问题研究 肖泉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重点实验室

项目 
2016-11-20 1 信息管理学院 

148 网络组织与产业价值链（创新团队） 卢福财 校级科研项目 
其他校级 

课题 
2016-11-12 15 工商管理学院 

149 
基于职业特质导向的国际商务 

谈判探究式教学改革研究 
黄先明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0 0.1 国际经贸学院 

150 基于公共利益视角的食品安全规制的制度设计 廖卫东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14 9 经济学院 

151 
基于绿色供应链理论的食品质量 

安全追溯及控制体系研究 
吴群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1-22 0.5 工商管理学院 

152 
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农超对接” 

平台运行机制研究 
杨芳 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青年项目 2016-12-20 1 工商管理学院 

153 粮食安全与资源环境安全的关系研究 刘修礼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7-15 0.5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154 
通用设计理念下的产品设计流程与评估体系研

究——以南昌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为例 
况宇翔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青年项目 2016-06-30 0.8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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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基于网络组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与农业产业组织创新研究 
胡平波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03-21 35 统计学院 

156 
科研合作网络中的关键人员辨识研究 

——基于超网络建模的视角 
肖泉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6-12-30 0.2 信息管理学院 

157 
产业结构调整、转移与收入分配：  

基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证（不算 16 科研分） 
王宇锋 省社科规划项目 自筹项目 2016-09-20 0 经济学院 

158 
学校课外艺术活动开展与 

校园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李霜 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 一般课题 2016-09-02 0 艺术学院 

159 我国治理商业贿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王胜伟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6-10 0.3 外校单位 

160 中国股市世界联动性的多时间尺度效应研究 潘文荣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7-11 9 统计学院 

161 
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农村 

职业教育办学体系和发展模式研究 
柳军 

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课题 
教育部重点 2016-04-22 3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62 
水稻种植面积遥感提取的不确定性 

和误差传递研究 
陈拉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11-25 55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63 江西省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结构研究 刘兴华 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6-07-30 0.8 金融学院 

164 
区域文化景观演变机理及其保护利用研究 

——以庐山地区为例 
胡海胜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6-05-17 7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65 生态产业核算问题研究 罗良清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人文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

招标项目 

2016-12-30 1.2 统计学院 

166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李胜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青年项目 2016-11-21 7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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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林业市场化进程及其绩效的评价理论与实证分

析--基于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 
孔凡斌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3-12 43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68 可证安全多方多因素认证密钥交换研究 谭作文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03-21 51 信息管理学院 

169 

农产品营销中心理契约治理机制对渠道 

绩效影响机理研究——基于江西省 

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追踪调研 

蔡文著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03-21 38 工商管理学院 

170 追问百年——中国图案学的价值批判 卢世主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9-19 9 外校单位 

171 随机不动点理论中的半序方法及其应用 李志龙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02-01 51 统计学院 

172 基于“义利共赢”的高速公路收费费率研究 徐旭川 
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面上资助 

项目 
2016-11-30 3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73 
生物质能源/生物碳的规划、生产与应用所带来

的经济与环境效益：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宫之君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01-01 45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174 异构无线网络中的跨层自适应视频传输研究 万征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03-10 50 信息管理学院 

175 基于PBF合同的机构投资组合策略与资产定价 盛积良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11-21 36 统计学院 

176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 

网络成员企业间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卢福财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3-21 37 工商管理学院 

177 
城乡双向物流配送系统中的 

定位-路径-库存问题研究 
王雪峰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03-21 33.6 工商管理学院 

178 
基于用户反馈的 Web 数据集成中 

的数据质量管理 
万常选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3-23 57 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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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基于数据挖掘和复杂网络 

的 UML 类图复杂性度量研究 
吴方君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04-13 49 信息管理学院 

180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问题与风险 

防控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匡小平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03-21 38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81 基于企业资金循环的债权退出风险研究 胡援成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13 38 

金融管理 

国际研究院 

182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象征空间特征、演变及地方

建构研究——基于建成环境符号景观的视角 
唐文跃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03-21 48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83 
转菰 ZR1 基因水稻的抗病性 

及其抗性分子机理研究 
江绍玫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20 51 统计学院 

184 
基于水平和风险双重效应的 

公司债券流动性溢价研究 
闵晓平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03-21 38 金融学院 

185 
基于签字注册会计师流动的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研究 
谢盛纹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03-21 36.7 会计学院 

186 
外部审计监督、信息传导机制与 

投资效率:基于投资机会集视角的研究 
廖义刚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03-21 37 会计学院 

187 经济变量因果性的多时间尺度效应及因果推断 徐海云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11-16 38 统计学院 

188 
动态网络关系对共享心智模型和团队效能的影

响与仿真研究：基于集体球类项目的分析 
邓卫权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2016-11-16 38 工商管理学院 

189 中国赛事产业链与城市发展研究 郑志强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12-30 38 体育学院 

190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效率研究 熊正德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7-01 0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91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村体育 

生活方式现代化研究 
余涛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2016-10-24 10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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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金融生态系统结构方程研究 戴志敏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26 0 外校单位 

193 河南省促进创新型产业集聚区建设对策研究 张义明 
省科技厅软科学 

计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9-25 0 外校单位 

194 金融多元时间序列隐含模式挖掘研究 白耀辉 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20 0.4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195 
产业结构与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的 

分省面板数据 
王宇锋 校级科研项目 青年课题 2016-12-30 0 经济学院 

196 
江西省生产性服务业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视角 
冒小栋 省社科规划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26 1 统计学院 

197 
职业特质导向的国际市场营销 

双语教学体系研究 
陈琦 省级教改项目 一般项目 2016-12-31 0.1 国际经贸学院 

198 新时期文学理论言说者的身份认同研究 李旭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8-01 12 人文学院 

199 新中国新闻学 60 年（1949-2009） 赵智敏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一般项目 2016-07-18 10 人文学院 

200 
人力资源管理措施对知识工作者组织认同 

与专业认同影响机理的研究 
杨杰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项目 2016-04-06 25 工商管理学院 

201 商事严格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杨峰 司法部课题 青年项目 2016-11-15 0 法学院 

202 
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政府激励及其运作机制 

——沪深赣三地的比较研究 
唐斌 

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2016-03-30 8 人文学院 

203 
江西省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对策研究 
张利国 省社科规划项目 重点项目 2016-12-30 1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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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各类横向课题结项一览表 

序号 合同名称 负责人 委托单位 
合同

金额 
所属单位 

1 龙南县 2016 年度贫困退出第三方评估调查项目 罗良清 
龙南县扶贫和 

移民办公室 
8.8 统计学院 

2 赣州市科技金融体系构建研究 桂荷发 赣州市科技局 10 金融学院 

3 
江西“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与 

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评估项目 
陈家琪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 15 人文学院 

4 中部电商城农产品电子批发市场可行性报告 何望 
江西世贸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20 国际经贸学院 

5 地方人大常委会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研究 王柱国 
江西省人大常委 

教科文卫 
5 法学院 

6 
《江西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和 

食品摊贩监督管理条例》评估 
王柱国 

江西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8 法学院 

7 社会组织服务绩效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研究 唐斌 
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 

金融服务促进会 
10 人文学院 

8 2015 年度移民搬迁扶贫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李春根 江西省财政厅 12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9 龙华房地产物业管理公司管理咨询研究 吴晓东 
江西龙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8 国际经贸学院 

10 莲花县“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 陈家琪 
莲花县扶贫和 

移民办公室 
5 人文学院 

11 Organizational Climate for Successful Aging 杨杰 
江西汇仁保健品 

有限公司 
25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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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江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立法前评估合同 徐丽媛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 1 法学院 

13 
高等院校联合科研院所通过科研项目 

实践提升学生专业研究与实践能力 
罗良清 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22.11 统计学院 

14 江西昌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展战略 王友丽 
江西昌南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15 工商管理学院 

15 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十三五规划 胡海胜 
江西省福欣生态工程 

与旅游研究院有限公司 
20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16 抚州市扶贫对象精准识别评估调查项目 罗良清 抚州市扶贫和移民局 15 统计学院 

17 《江西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立法评估合同 王柱国 江西省水利厅 1 法学院 

18 破解民营经济发展政策差别化问题研究（民营经济） 吴军民 江西省民营经济协会 1.5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19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5-2016 学年项目 唐斌 中国人民大学 8 人文学院 

20 南昌市投资公司所有制改革方案研究报告 王友丽 南昌市投资公司 30 工商管理学院 

21 江西省计划生育药具使用情况调查研究 吴辉 
江西省卫生计委 

药具管理中心 
8.530

2 
人文学院 

22 江西省非贫困县农村扶贫户退出核查评估项目 罗良清 
国家统计局 

江西省调查总队 
142.2

35 
统计学院 

23 支持扶贫攻坚的财税政策与措施研究 王乔 国家税务总局 12 校办公室 

24 关于解决我省民营企业筹资难的对策和建议 陈青 九三学社江西省委会 0.35 会计学院 



 

 187

25 GDP 核算：制度与完善 曹俊文 深圳市统计局 19 统计学院 

26 江西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简化审批环节的现状调研 杨道田 江西民营经济研究会 1.5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27 
江西省推进三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建设现状调研 
范授冶 江西省民营经济研究会 1.5 科研处 

28 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系列课题 邹勇文 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30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29 十三五时期南昌市科技发展战略升级与对策研究 熊小刚 南昌市科技局 12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30 进贤县商贸物流服务网点规划（2015-2030） 黄建军 进贤县人民政府 19 国际经贸学院 

31 全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 刘国英 全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38.8 会计学院 

32 “江铃汽车物流业务发展规划”咨询服务合同 刘浩华 
南昌江铃集团实顺 

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33.3 工商管理学院 

33 赣州市财政发展十三五规划 李春根 赣州市财政局 6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34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十三五发展规划 王自力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 

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20 产业经济研究院 

35 大学生创业与民企返乡再创业的对接平台研究 谌飞龙 江西省民营经济研究会 1.5 工商管理学院 

36 江西省十三五体育产业规划研究 郑志强 江西省体育产业管理中心 5 体育学院 

37 瑞金市现代物流发展规划 赖小东 瑞金市交通运输局 19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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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南昌市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第三方评估 胡大立 南昌市工商联 10 工商管理学院 

39 
东湖区大力实施“互联网+”战略， 

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研究 
罗春香 东湖区政府 4 国际经贸学院 

40 南昌县十三五金融发展规划（南昌县金融办委托课题） 汪洋 南昌县金融管理办公室 25 金融学院 

41 关于起草《涉嫌食品药品刑事犯罪追诉标准》及说明 王柱国 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法学院 

42 新余市仙女湖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 吴志军 新余市仙女湖区经济发展局 15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43 江西中昌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胡宇辰 
江西中昌工程 

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30 工商管理学院 

44 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研究 舒海棠 江西省民营经济研究会 1.5 金融学院 

45 江西省民营经济课题项目 黄寒燕 江西省民营经济研究会 1.5 信息管理学院 

46 广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 朱丽萌 广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8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47 江西省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 余昌龙 江西省商务厅 2 国际经贸学院 

48 江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十三五”人才发展规划 陆淳鸿 
江西省国防科学 

技术工业办公室 
5 工商管理学院 

49 东湖区“十三五”规划纲要 胡援成 南昌市东湖区发改委 12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50 适应税制新常态 推进地税征管工作转型 舒成 新余市地税局 2.8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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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深圳市富兴科技有限公司校企产学研合作暨现代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优化咨询项目 
胡海波 深圳市富兴科技有限公司 10 工商管理学院 

52 
1.5 国际能源市场供需及价格趋势数据 

预测模型甄选及报告目录纲要 
袁红林 

商务部国际经贸 

经济合作研究院 
10 国际经贸学院 

53 “十三五”江西资源配置市场化研究 桂林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3 经济学院 

54 
江西省国资委国有（监管）企业负责 

人激励约束机制课题调研项目 
胡宇辰 

江西省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29 工商管理学院 

55 新常态下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调研 黄思明 民营经济协会 1.5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56 
（1.5）国际金属市场供需及价格趋势数据预测模型 

甄选及报告目录纲要编制 
徐斌 

商务部国家贸易 

经济合作研究院 
10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57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改制转本可行性报告>课题合同书 谭光兴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5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58 赣西经济转型发展规划 伍世安 
商务部国际贸易 

经济合作研究院 
20 国际经贸学院 

59 
1.5 国际农产品供需及价格趋势数据预测 

模型甄选及报告目录纲要编制 
吴朝阳 

商务部国际贸易 

经济合作研究院 
10 国际经贸学院 

60 动态网络关系对共享心智模型和团队效能 杨杰 华东交通大学 15 工商管理学院 

61 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委托项目 吴志军 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15 
江西经济发展 

研究院 

62 基于智能技术的商业银行贷款业务审计规律研究（1.5 系数） 柴晨阳 审计署审计科研所 3 会计学院 

63 智慧于都建设总体规划（2016－2020）及健康饮食服务建设方案 刘细发 于都县工信委 20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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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近地传感器技术在耕地质量等级快速监测应用研究 李洪义 江西省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34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65 物资及成本管理系统（到账 18.75 万） 张守胜 
沧州渤海防爆特种 

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37.5 

经济管理与创业模

拟实验中心 

66 上饶市财政局干部教育中心委托项目（土地财政问题研究） 邹秀清 
上饶市财政局干部 

教育中心 
8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67 星子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研究 但承龙 
江西省国土资源 

勘测规划院 
35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2016 年度权威刊物发表论文一览表 

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 

作者 

所属 

单位 

所有 

作者 

发表/ 

出版 

时间 

发表刊物/ 

论文集 

刊物 

类型 

1 
Cluster and co-located cluster effects: an 

empirical study of six Chinese city regions 
卢任 产业经济研究院 

卢任,阮敏, 

Torger Reve(外) 
2016-10-25 

Research 
Policy 

国际著名权

威期刊 A 

2 
Managerial professional connections versus 
politicalconnections: Evidence from firms 

Qigui Liu 会计学院 
Qigui Liu(外),罗劲博, 

Tian GG(外) 
2016-09-22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国际著名权

威期刊 A 

3 
Multicriteria Pythagorean fuzzy decision 

analysis: A hierarchical QUALIFLEX 
approach with the closen 

张小路 协同创新中心 张小路 2016-02-10 
Information 

sciences 
国际著名权

威期刊 A 

4 
A general effective rat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matching  
measurement and inter-quantizer 

Zhijun 
Fang 

信息管理学院 

Zhijun Fang(外),Yongbin 

Gao(外),Naixue 

Xiong(外),Athanasios V. 

Vasilakos(外),方玉明 

2016-06-10 
Information 

sciences 
国际著名权

威期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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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ackward Registration Based Aspect Ratio 

Similarity (ARS) for Image Retargeting 
Quality Assessment 

Yabin 
Zhang 

信息管理学院 

Yabin Zhang(外),方玉

明,Weisi Lin(外),Xinfeng 

Zhang(外),Leida Li(外) 

2016-06-28 
IEEE T Image 

Processing 
国际著名权

威期刊 A 

6 
Orientation Selectivity based Visual  

Pattern for Reduced-Reference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Jinjian 
Wu 

信息管理学院 

Jinjian Wu(外),Weisi 

Lin(外),Guangming 

Shi(外),Leida Li(外), 

方玉明 

2016-07-16 
Information 

sciences 
国际著名权

威期刊 A 

7 
A preference degree for intuitionistic  

fuzzy values and application to 
multi-attribute group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万树平,王枫(学),董九英 2016-10-25 
Information 

sciences 
国际著名权

威期刊 A 

8 
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 Estimation  

for Screen Content Image 
Shiqi 
wang 

信息管理学院 

Shiqi wang(外),Lin 

Ma(外),方玉明,Siwei 

Ma(外),Wen Gao(外) 

2016-11-01 
IEEE T Image 

Processing 
国际著名权

威期刊 A 

9 
Saliency-Based Stereoscopic  

Image Retargeting 
方玉明 信息管理学院 

方玉明,Junle 

Wang(外),Yuan 

Yuan(外),Jianjun 

Lei(外),Weisi 

Lin(外),Patrick Le 

Callet(外) 

2016-11-02 
Information 

sciences 
国际著名权

威期刊 A 

10 
High-order local ternary patterns with 

locality preserving projection for 
 smoke detection and image 

袁非牛 信息管理学院 

袁非牛,史劲亭(学),夏雪

(学),方玉明,方志军(外), 

梅涛(外) 

2016-11-15 
Information 

sciences 
国际著名权

威期刊 A 

11 
Approximating behavioral equivalence for 

scaling solutions of I-DIDs 
Yifeng 
Zeng 

信息管理学院 

Yifeng Zeng(外),Prashant 

Doshi(外),yingke 

chen(外),潘颖慧,hua 

mao(外), Muthukumaran 

Chandrasekaran(外) 

2016-11-25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国际著名权

威期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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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 novel method for group decision making 

with interval-valued Atanassov intuitionistic 
fuzzy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万树平,徐改丽(学), 

董九英 
2016-11-25 

Information 
sciences 

国际著名权

威期刊 A 

13 政府信任与居民的再分配偏好 徐建斌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徐建斌 2016-01-15 

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4 
中国财政预算透明与地区 

官员腐败关系研究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李春根,徐建斌 2016-01-29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5 
成品油消费税税率和税负 

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万莹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万莹,徐崇波 2016-02-02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6 
我国最优宏观税负水平实证研究 

--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姚林香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姚林香,汪柱旺 2016-03-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7 
转型期高等教育投入个人占比 

的演进及其合理性分析 
季俊杰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季俊杰 2016-04-15 高等教育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8 新一轮税制改革应如何规避“黄宗羲定律” 王江璐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王江璐(学),伍红 2016-04-18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9 我国节能减排税收政策效应分析 伍红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伍红 2016-05-16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20 

中国式税收分成激励的产业效应 

——基于省以下增值税、 

营业税分成改革实践的研究 

谢贞发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谢贞发(外),席鹏辉(外), 

黄思明 
2016-06-01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21 消费税凸显性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陈力朋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陈力朋(外),郑玉洁(外), 

徐建斌 
2016-07-10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23 深化省级国税、地税合作路径探索 余登权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余登权(外),李春根, 

熊平园(外) 
2016-07-23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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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加强税收风险管理的国际借鉴 姚林香 
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 
姚林香,金鹰(学) 2016-08-01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25 
我国税收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 

收入再分配效应比较研究 
万莹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万莹 2016-09-15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26 我国区域税收差距及其收敛性分析 杨得前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杨得前,齐亚伟 2016-10-06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27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新时期扶贫工作探讨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李春根,王雯 2016-10-25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28 
美国劳动所得抵免政策及其 

对我国反贫困的启示 
徐建斌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徐建斌 2016-11-10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29 社会保障缴费对劳动力需求的“挤出效应” 陶纪坤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陶纪坤,张鹏飞(学) 2016-12-12 中国人口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30 税收立法理念在中国的适用与嬗变 戴丽华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戴丽华 2016-12-20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31 
企事业机关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后的公

平性研究 
张彦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张彦(学),李春根 2016-12-21 财政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32 
不完全竞争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一个融合产品一劳动力市场的视角 
简泽 产业经济研究院 

简泽,黎德福(外), 

沈筠彬(外),吕大国 
2016-01-01 中国工业经济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33 
土地出让:以地生财还是招商引资——基

于居住-工业用地价格剪刀差的视角 
王岳龙 产业经济研究院 王岳龙,邹秀清 2016-10-16 经济评论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34 政府干预农业市场制度创新的法律机制 秦小红 法学院 秦小红 2016-01-15 现代法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35 释宪机制的影响因子及其中国构造 刘国 法学院 刘国 2016-02-09 中国法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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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我国市场准入制度中的所有制歧视分析 李翃楠 法学院 李翃楠 2016-04-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37 
完善征地制度需改革 

征地权的纵向配置模式 

欧阳 

君君 
法学院 欧阳君君 2016-05-20 法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38 论刑事拘留的紧急性要件 谢小剑 法学院 谢小剑 2016-08-20 现代法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39 羁押必要性审查实效研究 谢小剑 法学院 谢小剑 2016-09-20 法学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40 检察院内部权力结构转型：问题与方向 左卫民 法学院 左卫民(外),谢小剑 2016-11-12 现代法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41 
“以刑制罪”视阈下财产罪 

保护法益的再认识 
徐光华 法学院 徐光华 2016-11-15 中国法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42 我国物流服务贸易现状及发展对策思考 仲昇 工商管理学院 仲昇 2016-03-20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43 
农产品营销中心理契约治理 

机制模型与测量研究 
蔡文著 工商管理学院 蔡文著,杨慧 2016-09-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44 
中国组织情境下谦卑型领导 

的概念及结构难度 
李胜兰 工商管理学院 

李胜兰,王碧英(外), 

高日光 
2016-11-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45 
当前我国文化贸易政策存在 

的问题及调整对策 
汪颖 国际经贸学院 汪颖,黄建军 2016-01-20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46 环境质量是劳动人口流动的主导因素吗 肖挺 国际经贸学院 肖挺 2016-03-01 经济评论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47 
中国加总贸易成本的测算 

及对制造业出口结构的影响 
许统生 国际经贸学院 许统生,梁肖(学) 2016-03-15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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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全球制造业服务化对行业绩效 

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数据的实证分析 

肖挺 国际经贸学院 肖挺,蒋金法 2016-06-14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49 加强气候品质认证，提升农产品出口质量 李秀香 国际经贸学院 李秀香,冯馨(学) 2016-07-01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50 
中国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对本地就业的影响 
肖挺 国际经贸学院 肖挺 2016-08-01 中国人口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51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我国 

中小制造企业升级策略 
袁红林 国际经贸学院 袁红林 2016-09-23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52 高管团队特征、制造企业服务创新与绩效 肖挺 国际经贸学院 肖挺 2016-10-08 科研管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53 
矿产品国际价格形态的演进路径分析 

--基于矿产品的交易契约频谱理论 
邬佩琳 国际经贸学院 邬佩琳,吴朝阳 2016-11-20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54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对出口的动态效应分析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许统生 国际经贸学院 

许统生,杨颖(学), 

陈雅(外) 
2016-12-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55 
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倾向_利益 

关联还是启发式认知偏差 
周冬华 会计学院 周冬华,赵玉洁 2016-01-01 管理评论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56 
股票流动性与代理成本——基于 

随机前沿模型的实证研究 
熊家财 会计学院 熊家财,苏冬蔚(外) 2016-01-15 南开管理评论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57 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与腐败治理 周美华 会计学院 
周美华,林斌(外), 

林东杰(外) 
2016-03-15 会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58 
审计师变更、前任审计师任期 

和会计信息可比性 
谢盛纹 会计学院 谢盛纹,刘杨晖(学) 2016-03-28 审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5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审计考论 方宝璋 会计学院 方宝璋,何瑞铧(学) 2016-03-28 审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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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监管环境、公允价值计量与现金股利 杨书怀 会计学院 杨书怀 2016-04-0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61 
基于投资策略的基金绩效评价--以价值、成

长和平衡型基金为例 
齐岳 会计学院 齐岳(外),孙信明 2016-04-28 管理评论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62 
基于融资风险的现金持有与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蒲文燕 会计学院 蒲文燕(外),张洪辉 2016-05-09 中国管理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63 产权差异、晋升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张洪辉 会计学院 张洪辉,章琳一 2016-05-13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64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会计信息 

可比性：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证据 
谢盛纹 会计学院 谢盛纹,王清(学) 2016-05-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65 
宏观审慎监管模式下政府 

金融审计与金融稳定 
杨书怀 会计学院 杨书怀 2016-06-05 审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66 
管理层权力会推动企业进行衍生品 

投机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曹玉珊 会计学院 曹玉珊 2016-06-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67 微博信息披露有利于降低股价同步性吗 周冬华 会计学院 周冬华,赵玉洁 2016-08-01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68 
高管薪酬差距会诱发侵占型职务犯罪吗？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张蕊 会计学院 张蕊,管考磊 2016-09-15 会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69 企业声誉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 管考磊 会计学院 管考磊 2016-09-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70 
内部控制与关联交易：基于 

效率促进观和掏空观分析 
张洪辉 会计学院 张洪辉,章琳一,张蕊 2016-09-28 审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71 现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探析 刘骏 会计学院 刘骏,付春(学) 2016-10-01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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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会计准则变迁、资产类型 

与资产减值应计可靠性 
顾署生 会计学院 顾署生,周冬华 2016-11-01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73 
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综述： 

理论、方法与展望 
张蕊 会计学院 张蕊,于海燕(学) 2016-11-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74 消费者行为与从众效应 习明明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习明明,朱丽萌 2016-07-01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75 
产业集群和城市群的耦合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陈雁云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陈雁云,朱丽萌, 

习明明 
2016-10-18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76 
管理者职业经历影响 

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吗？ 
刘元秀 

金融管理 

国际研究院 
刘元秀(外),胡援成,吴飞 2016-07-15 经济管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77 
公募基金年末业绩追逐 

与风险调整行为研究 
严武 

金融管理 

国际研究院 
严武,熊航(外),凌爱凡 2016-09-10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78 
人民币汇率波动测度的新视角 

--金融有效汇率指数 
汪洋 金融学院 汪洋,荣璟(外) 2016-04-20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79 
金融约束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政策 

效应研究——基于 A 股公司 
黄飞鸣 金融学院 黄飞鸣 2016-09-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80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 

估计及其群体阶层效应 

---基于省级收入分组数据的研究 

胡志军 金融学院 胡志军 2016-10-10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81 非执行董事与股东—管理层代理冲突 桂荷发 金融学院 桂荷发,黄节根(学) 2016-12-01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82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布局思考 于立新 经济学院 于立新(外),裘莹 2016-01-25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83 
中国能源消费与全要素 

生产率动态分解:2000-2010 
秦炳涛 经济学院 

秦炳涛(外),席小炎, 

郑义(外) 
2016-02-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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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中国金融体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生产性效率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替代 
黎贵才 经济学院 

黎贵才(外),卢荻(外), 

刘爱文 
2016-03-18 经济学动态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85 
基于集聚效应的企业研发、创新、 

生产率和出口——来自结构模型的证据 
许昌平 经济学院 许昌平 2016-04-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86 
农村金融发展减贫的门槛效应与 

区域差异——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 
傅鹏 经济学院 傅鹏(外),张鹏 2016-06-30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87 对外投资模式、国别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 陆长平 经济学院 陆长平,周云峰(学) 2016-07-20 国际贸易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89 
货币政策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异质性响应的视角 
陆长平 经济学院 陆长平,罗翊(学),吴诗锋 2016-12-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90 中国土地财政区域差异的测度及成因分析 邹秀清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邹秀清 2016-01-15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91 
中部崛起背景下江西旅游景区 

发展问题与提升路径 
田逢军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田逢军 2016-01-26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92 红色旅游和社会记忆 徐克帅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徐克帅 2016-03-15 旅游学刊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93 
区域土地财政与城镇化 

的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蔡潇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蔡潇(外),刘卫东(外),范

辉(外),吕添贵,王向东

(外) 

2016-06-30 中国土地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94 大数据技术异化的伦理治理 陈仕伟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仕伟 2016-01-18 
自然辩证法 

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95 大数据：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新工具 黄欣荣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欣荣 2016-09-26 
马克思主义 

与现实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96 大数据技术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黄欣荣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欣荣 2016-10-31 
自然辩证法 

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99

97 
基于农户偏好的牲畜粪便污染治理 

政策选择:以生猪养殖为例 
潘丹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潘丹 2016-02-01 中国农村观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98 
脱钩视角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变化 

与提升策略——以南昌市为例 
黄和平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黄和平,彭小琳(学) 2016-03-01 资源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99 
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全要素生产率 

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 
张利国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张利国,鲍丙飞(学) 2016-03-20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00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 

时空演变及环境协调性探究 
张利国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张利国,鲍丙飞(学),潘丹 2016-11-22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01 当代台湾电视批评方法的多元与嬗变 王立新 人文学院 王立新(外),徐文松 2016-02-20 
中国广播 

电视学刊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02 虚拟现实对电视的影响 蔡盈洲 人文学院 蔡盈洲 2016-11-02 
中国广播 

电视学刊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03 基于 LTS 的软件构件组装行为适配研究 张驰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张驰 2016-05-06 

小型微型 

计算机系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04 图像高维数据的 K-means 自适应聚类算法 唐颖军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唐颖军,黄淑英,杨勇,戴

利云,李贤虹(外) 
2016-08-01 

小型微型 

计算机系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05 
基于 DTPB 的移动 O2O 商务 

消费者采纳行为研究 
李普聪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李普聪,钟元生 2016-10-15 管理工程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06 
竞技体育中提高竞赛表现 

技术应用的伦理学审视 
刘淑英 体育学院 刘淑英 2016-02-15 体育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07 中国最早的体育报刊《赛胜猎报》考述 涂传飞 体育学院 涂传飞 2016-03-15 体育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08 
美国波士顿大学运动防护专业 

本科课程设置及启示 
涂传飞 体育学院 涂传飞 2016-09-15 

北京体育 

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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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体育分层教学模式下大学女生体质 

健康的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赵广高 体育学院 

赵广高(外), 

乐伟民(外), 

屈丽萍,黄晓晓等(外) 

2016-10-14 
北京体育 

大学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10 
要素集聚下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的非线性和溢出效应研究 
陶长琪 统计学院 陶长琪,周璇(学) 2016-01-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11 
基金销售市场双边道德风险、 

理财经理过度自信与投资者利益保护 
王健 统计学院 

王健(外),盛积良, 

庄新田(外) 
2016-03-15 管理工程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12 
含空间自回归误差项的空间 

动态面板模型的有效估计 
陶长琪 统计学院 陶长琪,周璇(学) 2016-04-05 

数量经济技术

经济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13 STAR 模型中的递归退势单位根检验研究 欧阳敏华 统计学院 
欧阳敏华(外), 

章贵军 
2016-04-15 统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14 基于超效率 DEA 的工业生态效率 郭露 统计学院 郭露,徐诗倩(外) 2016-06-01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15 
环境规制与技术溢出耦联下的 

省域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陶长琪 统计学院 陶长琪,周璇(学) 2016-09-15 科研管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16 
金融集聚、空间外溢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 GWR 模型和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徐晔 统计学院 徐晔,宋晓薇(学) 2016-10-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17 
一种集成直觉模糊信息的 

激励自适应信任模型 
徐军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徐军,钟元生, 

万树平 
2016-04-20 

电子与信息 

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18 
免费产品的需求替代分析： 

以奇虎 360/腾讯案为例 
张昕竹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张昕竹(外),占佳, 

马源(外) 
2016-08-05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19 
女性创业者的创业动机 

对创业陈诺的影响研究 
陈明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陈明,张姝骁(外) 2016-12-01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20 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税收政策 蒋金法 校办公室 蒋金法,周材华(学) 2016-07-22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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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对我国地方税体系模式和建构的思考 王乔 校办公室 王乔,席卫群,张东升(学) 2016-08-01 税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22 
基于三阶段 DEA 模型的我国 

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效率研究 
刘满凤 协同创新中心 刘满凤,李圣宏 2016-01-09 管理评论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23 城市规模与工资溢价 彭树宏 协同创新中心 彭树宏 2016-03-10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24 
基于空气质量指数 AQI 的 

污染集聚空间异质性分析 
刘满凤 协同创新中心 

刘满凤, 

谢晗进(学) 
2016-08-06 经济地理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25 空间关键词搜索研究综述 刘喜平 信息管理学院 
刘喜平,万常选, 

刘德喜,廖国琼 
2016-02-01 软件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26 基于句法语义特征的中文实体关系抽取 甘丽新 信息管理学院 
甘丽新(学),万常选,刘德

喜,钟青(学),江腾蛟 
2016-02-15 

计算机研究与

发展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27 移动多播Ad hoc网络通信诱发检查点策略 廖国琼 信息管理学院 
廖国琼,熊安晋(学),邓

琨,万常选 
2016-04-10 

小型微型 

计算机系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28 
公平关切信息不对称下 

服务供应链的决策优化 
柳键 信息管理学院 柳键,舒斯亮(外) 2016-04-15 控制与决策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29 
情感词扩展对微博情感分类 

性能影响的实验分析 
刘德喜 信息管理学院 刘德喜 2016-05-01 

小型微型 

计算机系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30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

“产业-经济-资源”系统模拟分析 
徐升华 信息管理学院 

徐升华, 

吴丹(学) 
2016-05-15 资源科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31 
基于关联规则挖掘和极性分析的 

商品评论情感词典构建 
钟敏娟 信息管理学院 钟敏娟,万常选,刘德喜 2016-05-20 情报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32 关系概念的 Web 文本主题抽取模型研究 程春雷 信息管理学院 

程春雷(学), 

夏家莉,曹重华, 

李光泉(学), 

曹中华(学) 

2016-05-21 
小型微型计算

机系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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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结合 HVS 和循环平移 Contourlet 

变换的多聚焦图像融合 
杨勇 信息管理学院 

杨勇,万伟国(学) 

,黄淑英,阙越(学), 

黄旋(学) 

2016-06-15 
小型微型 

计算机系统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34 混合变分不等式的一个投影型方法 唐国吉 信息管理学院 
唐国吉(外),汪星, 

叶明露(外) 
2016-07-20 

应用数学学报 

（中、英）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35 基于 PCANet 和 SVM 的谎言测试研究 顾凌云 信息管理学院 

顾凌云(外),吕文志(外),

杨勇,高军峰(外), 

官金安(外),周到(外) 

2016-08-01 电子学报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36 
齐次 Fourier-Besov-Morrrey 空间上广义磁

流体力学方程组的存在性和渐近稳定性 
杨明华 信息管理学院 杨明华 2016-09-01 

应用数学学报 

（中、英）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37 
社会资本、技术创新与 

“资源诅咒”的拐点效应 
万建香 信息管理学院 万建香,梅国平(外) 2016-10-01 

系统工程 

理论与实践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38 
离线瞬态社会网络中的多用户 

位置邻近预测 
廖国琼 信息管理学院 

廖国琼,王汀利(学), 

邓琨,万常选 
2016-11-20 

计算机研究 

与发展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39 润腔及其在晋剧唱腔中的运用 樊凤龙 艺术学院 樊凤龙 2016-01-15 中国音乐学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40 晋剧行当音色特征与音色调节 樊凤龙 艺术学院 樊凤龙 2016-05-15 艺术百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41 非物质文化遗产模因探析 吴群 艺术学院 
吴群(外),况宇翔, 

谢娅婷(外) 
2016-12-15 艺术百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42 
地方官员异质性、企业 R&D 投资与 

经济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朱星文 杂志社 朱星文 2016-01-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43 

阶梯电价之后应该引入峰谷电价吗 

——对中国居民电价政策的 

价格补贴与效率成本评估 

冯永晟 杂志社 
冯永晟(外), 

王俊杰 
2016-02-17 财贸经济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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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基于生态足迹的中国生态压力 

与生态效率测度与评价 
史丹 杂志社 

史丹(外), 

王俊杰 
2016-05-16 中国工业经济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45 
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本、 

进入权与审计质量 
蒋尧明 杂志社 

蒋尧明, 

唐衍军(学) 
2016-08-15 会计研究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46 
中国省级生态压力与生态效率 

综合评价——基于生态足迹方法 
王俊杰 杂志社 王俊杰 2016-08-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47 
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特征、 

智力资本与治理机制 
蒋尧明 杂志社 

蒋尧明, 

唐衍军(学) 
2016-10-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48 环境保护税税率与地区浮动标准设计研究 王友兴 杂志社 
王友兴(外),杨晓妹(外), 

周全林 
2016-11-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49 
多次合作下的评级高估： 

源于关系还是经验 
张少哲 杂志社 张少哲(外),魏琳 2016-11-15 当代财经 

国内一般权

威期刊 B 

150 
生命科技时代民法中人 

的主体地位构造基础 
汪志刚 法学院 汪志刚 2016-11-25 法学研究 

国内著名权

威期刊 A 

151 控制权转让、产权性质与公司绩效 王甄 金融学院 王甄(外),胡军 2016-05-31 经济研究 
国内著名权

威期刊 A 

152 
典田的性质与权——基于清代 

与宋代的比较研究 
龙登高 经济学院 

龙登高(外),温方方(外), 

邱永志 
2016-10-15 历史研究 

国内著名权

威期刊 A 

153 利益表达、社会稳定与公共治理 桂林 经济学院 
桂林,尹振东(外), 

聂辉华(外) 
2016-11-20 经济研究 

国内著名权

威期刊 A 

154 
Banach 空间上变分不等式 

的一个超梯度方法 
唐国吉 信息管理学院 唐国吉(外),汪星 2016-03-01 

数学学报 

（A、B 辑） 

国内著名权

威期刊 A 

155 
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能否打破“资源诅咒”

———基于面板门槛效应研究 
万建香 信息管理学院 万建香,汪寿阳(外) 2016-12-16 经济研究 

国内著名权

威期刊 A 

156 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 傅元海 杂志社 
傅元海(外),叶祥松(外), 

王展祥 
2016-08-15 经济研究 

国内著名权

威期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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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著作出版信息一览表 

序号 著作名称 
第一 

作者 

所属 

单位 
参编作者 

著作 

类别 

总字 

数 

出版 

单位 

出版 

时间 

1 赣江财税论坛 李春根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李春根,席卫群 编著 23 

中国财经传媒

出版集团 
2016-12-25 

2 保险消费者权利保护研究 白彦 法学院 白彦(外),张怡超 编著 22.8 
中国法制 

出版社 
2016-03-01 

3 
知识和权力的匹配状况与 

江西家族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王光俊 工商管理学院 王光俊,曹元坤 编著 12.5 

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2016-11-01 

4 从零开始学做仓库主管 徐健 工商管理学院 徐健 编著 10 
人民邮电 

出版社 
2016-11-16 

5 天九湾单证意见 2015 年度汇编 

天九湾贸

易金融研

究汇 

国际经贸学院 
天九湾贸易金融研究

汇(外),王善论 
编著 63.5 

厦门大学 

出版社 
2016-12-15 

6 
长江中游（江西）建设生态文明 

示范省的理论与实践 
刘良源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刘良源(外),江民锦,冷

清波,周早弘,欧阳翠

凤,甘跃宇(外) 

编著 41.5 
江西科学 

技术出版社 
2016-04-01 

7 东江源河区林业碳汇计量研究 董新春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董新春(外),江民锦,冷

清波,周早弘,欧阳翠

凤,尹小刚等(外) 

编著 54.5 
江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16-04-10 

8 
2015 年度江西旅游 

经济运行分析报告 
洪文艺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洪文艺(外),黄红珍

(外),曹国新 
编著 16.5 

红星电子影像

出版社 
2016-08-12 

9 
2014 年度江西旅游 

经济运行分析报告 
洪文艺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洪文艺(外),曹国新, 

黄红珍(外) 
编著 14.3 

红星电子影像

出版社 
2016-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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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学生创业课题训练与案例分析 张志军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张志军 编著 20 

江西教育 

出版社 
2016-12-01 

11 大学生创新课题研究与能力培养 邹勇文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邹勇文 编著 20 

江西教育 

出版社 
2016-12-01 

12 形势与政策专题教育教程 王传峰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传峰(外),刘晓根, 

曹开华等(外) 
编著 3 

江西人民 

出版社 
2016-03-12 

13 
转型中的困境 

——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 
朱汉国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汉国(外), 

庄秋菊 
编著 50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6-04-01 

14 永远的旗帜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本书编 

写组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书编写组(外), 

李凤凤 
编著 21.5 

江西高校出版

社 
2016-08-08 

15 《用爱拥抱世界的小男孩》 周博文 人文学院 周博文 编著 10.3 大连出版社 2016-06-01 

16 《达尔的奇幻旅行》 周博文 人文学院 周博文 编著 13.8 
安徽少年儿童

出版社 
2016-07-01 

17 刘三五集 彭树欣 人文学院 彭树欣 编著 14.48 
花木兰文化出

版社 
2016-09-01 

18 填好志愿定好位:高考上学不掉队 钟元生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钟元生,傅春(外),李普

聪,高成珍(外),王建新

(外),邹坚坚(学),廖琪

玲(学),易小芸(学),丁

瑜(学),赵圣鲁(学),钟

坚(学),任祥旭(学),吴

凯(学),王睿(学), 

邹宇杰(学) 

编著 50 
江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16-06-20 

19 创业学漫画书 汪玉兰 外国语学院 汪玉兰 编著 10 海天出版社 2016-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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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股票投资漫画书 汪玉兰 外国语学院 汪玉兰 编著 10 海天出版社 2016-01-06 

21 
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读本 
雷结斌 外校单位 

雷结斌(外),李目宏等

(外),朱清华 
编著 3 

江西高校 

出版社 
2016-08-25 

22 
江西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统计监测报告（2015） 
王乔 校办公室 

王乔,彭道宾(外),张启

良(外),李春根,杨得前,

熊小刚,李胜,徐建斌,

吴进进 

编著 41 
经济科学 

出版社 
2016-06-23 

23 
江西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报告

（2016） 
王乔 校办公室 

王乔,李春根,杨得前,

熊小刚 
编著 21.3 

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2016-08-18 

24 
向特色优势要竞争力 

--江西省特色优势及其竞争力研究 
蒋金法 校办公室 

蒋金法,吴志军,徐斌,

张利国,李秀香,曹国

新,曾冰 

编著 20 
江西人民 

出版社 
2016-11-25 

25 江西民营经济年鉴 2014 蒋金法 校办公室 
蒋金法,曹元坤,胡大

立,谌飞龙 
编著 20 

经济管理 

出版社 
2016-11-25 

26 校园树木图谱 江灶发 艺术学院 江灶发 编著 15 
江西人民 

出版社 
2016-10-01 

27 会计学原理（第二版） 张蕊 会计学院 
张蕊,程淑珍,周冬华,

管考磊,吴志斌,郭华平 

国家级规

划教材 
56 

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2016-08-01 

28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英语 

（农业部“十二五”规划第二版） 
谭淑豪 外校单位 

谭淑豪(外),尹君(外),

吴克宁(外),邹秀清,陈

志刚(外),胡小芳(外),

刘学录(外),孟繁瑜

(外),张蓬涛(外),诸培

新(外) 

教育部统

编教材 
61.2 

中国农业 

出版社 
2016-07-15 

29 《审计》学习指导书 陈汉文 会计学院 
陈汉文(外),廖义刚, 

张玲(外) 

学习指导

用书 
19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6-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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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税收筹划教程（第二版） 姚林香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姚林香,席卫群,万莹,

伍红,邱慈孙,伍云峰,

夏飞飞(外),李生巍(外) 

一般教材 25.6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6-03-15 

31 新编公务员理论与实务 曾维涛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曾维涛,康静萍,李仪

(外) 
一般教材 45.4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6-07-01 

32 资产评估学 贾宝和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贾宝和,李国民,黄勇

辉,余炳文,张鹏 
一般教材 32 

江西人民 

出版社 
2016-07-28 

33 社会政策新论 何植民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何植民,陈齐铭(学),胡

玙希(学),沈云帆(学),

邵红霞(学),赵舒涵(学) 

一般教材 30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6-12-10 

34 税收经济学 万莹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万莹,徐崇波,邱慈孙 一般教材 40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6-12-15 

35 仲裁法学 马德才 法学院 马德才 一般教材 54.3 
南京大学 

出版社 
2016-08-15 

36 物流学 刘浩华 工商管理学院 

刘浩华,吴群,仲昇,杨

芳,刘志华,涂淑丽,杨

文俊,王雪峰,王友丽,

崔爱平 

一般教材 52 
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16-02-03 

37 《中国管理学案例选辑》（第二辑）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胡海波 一般教材 30 
浙江大学 

出版社 
2016-04-01 

38 《中国管理学案例选辑》（第一辑）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胡海波 一般教材 30 
浙江大学 

出版社 
2016-04-01 

39 现代电子商务模式运营及管理研究 陈凌云 工商管理学院 
陈凌云,卢芸(外), 

李安裕(外) 
一般教材 45.3 

吉林大学 

出版社 
2016-04-19 

40 商业伦理学 刘爱军 工商管理学院 

刘爱军,钟尉,章素芬

(学),丁廷开(学),陈婷

(学),吴晓琴(学) 

一般教材 48 
机械工业 

出版社 
2016-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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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企业战略管理 胡大立 工商管理学院 

胡大立,伍亮(学),肖唐

辉(学),宋冬雪(学),邓

琳秋(学),邓舒敏(学) 

一般教材 52.2 
南京大学 

出版社 
2016-06-10 

42 物流统计实务 王友丽 工商管理学院 王友丽 一般教材 15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6-06-15 

43 仓储运营管理 涂淑丽 工商管理学院 涂淑丽 一般教材 30 
江西人民 

出版社 
2016-08-08 

44 企业战略管理(第二版) 舒辉 工商管理学院 
舒辉,张必凤(外), 

朱力(外) 
一般教材 43.7 

人民邮电 

出版社 
2016-08-16 

45 物流服务营销 崔爱平 工商管理学院 崔爱平 一般教材 19.7 
上海复旦 

出版社 
2016-09-10 

46 标准化管理 舒辉 工商管理学院 舒辉 一般教材 55.1 
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16-09-16 

47 员工培训 钟尉 工商管理学院 钟尉 一般教材 48 
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16-10-01 

48 物流项目管理 吴群 工商管理学院 
吴群,陈雨欣(学),高璐

(学),曹宇(学),程浩(学) 
一般教材 40 

南开大学 

出版社 
2016-10-30 

49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蔡文著 工商管理学院 

蔡文著,唐倞(学),张名

晔(学),张志成(学),钟

通(学),危亮(学) 

一般教材 30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6-12-15 

50 品牌管理 余可发 工商管理学院 余可发 一般教材 45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6-12-15 

51 电子商务物流 王友丽 工商管理学院 王友丽 一般教材 35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6-12-30 

52 跨境电子商务运营与管理 叶晗堃 国际经贸学院 叶晗堃 一般教材 30 
南京大学 

出版社 
2016-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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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管理会计学 张绪军 会计学院 
张绪军,杨桂兰,袁园,

吉伟莉,赵伟 
一般教材 44.8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6-01-01 

54 
Excel 在财务会计中的 

应用(信毅教材大系) 
杨书怀 会计学院 杨书怀 一般教材 41.7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6-01-15 

55 成本会计学 李金泉 会计学院 

李金泉,郭小金,吉伟

莉,余新培,袁园, 

张绪军,杨桂兰 

一般教材 48.5 
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2016-11-30 

56 会计准则专题 陈明坤 会计学院 陈明坤,程淑珍 一般教材 33.7 
南京大学 

出版社 
2016-12-16 

57 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第二版） 桂荷发 金融学院 
桂荷发,陈家洪,钟小

林,王辉,李思敏 
一般教材 57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6-08-01 

58 保险理论与实务精讲精练 胡少勇 金融学院 胡少勇 一般教材 18 
机械工业 

出版社 
2016-11-01 

59 特殊类型资产评估案例 余炳文 经济学院 余炳文 一般教材 35 
经济管理 

出版社 
2016-09-01 

60 不动产评估案例 余炳文 经济学院 余炳文,陆长平 一般教材 35 
经济管理 

出版社 
2016-09-01 

61 房地产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与案例 刘旦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刘旦,汤移平,李明,王

文群 
一般教材 20 

江西教育 

出版社 
2016-09-05 

62 不动产金融 王雪峰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王雪峰 一般教材 28 

江西教育 

出版社 
2016-09-15 

63 世界旅游与文化地理 唐继刚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唐继刚,冯静(外),曾少

明(外),汪忠列,汤移平 
一般教材 45 

江西教育 

出版社 
2016-12-01 

64 应用文写作 付家柏 人文学院 付家柏,程琳 一般教材 52 
天津科学 

出版社 
2016-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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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移动商务:新应用新创意 钟元生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钟元生,黄婧(学),傅春

(外),李普聪,邱勋(外),

熊碧舟,张文丽 (学),

杨多加(学),肖张民

(学),任祥旭(学) 

一般教材 412 
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16-05-30 

66 Android 编程经典案例解析(英文版) 钟元生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钟元生,高成珍(学),黄

婧(学),高必梵(学),何

英(学),吴微微(学) 

一般教材 38.2 
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16-06-24 

67 大学计算机基础教程 甘登岱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甘登岱(外),乔亚丽

(外),李姗(外),陈爱国 
一般教材 36.2 

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 
2016-11-30 

68 体育旅游 黄海燕 体育学院 黄海燕(外),刘淑英 一般教材 2.6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6-08-10 

69 统计学 付志刚 统计学院 付志刚(外),章贵军 一般教材 41 
经济管理 

出版社 
2016-03-01 

70 商务统计学（英文版） 罗良清 统计学院 

罗良清,平卫英,章贵

军,杨婷,郭露,靳伟,李

燕辉,王京晶,刘小惠,

李峰,刘庆,康鸿, 

周伟,徐斌 

一般教材 87 
机械工业 

出版社 
2016-08-10 

71 计量经济学 陶长琪 统计学院 
陶长琪,徐晔,万建香,

江海峰(外),齐亚伟 
一般教材 62.6 

南京大学 

出版社 
2016-08-15 

72 决策理论与方法 陶长琪 统计学院 陶长琪,盛积良 一般教材 44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6-08-20 

73 英汉互译教程 刘有发 外国语学院 

刘有发,谢海长,薛慧娟

(外),林郁,邹雯虹,张萍

萍,刘卫红,郑鲁(外), 

冯昱昱(外) 

一般教材 31 
南京大学 

出版社 
2016-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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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商务英语语用学教程 王静 外国语学院 王静 一般教材 11 
南京大学 

出版社 
2016-07-09 

75 学术英语读写 谢海长 外国语学院 
谢海长,詹艳,冯德兵,

毛凡宇,宛宇玮 
一般教材 26.8 

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2016-09-01 

76 审计 陈汉文 外校单位 
陈汉文(外),廖义刚, 

张玲(外) 
一般教材 31.3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6-04-01 

77 旅游概论 赵利民 外校单位 
赵利民(外),刘淑华,黄

裕华(外) 
一般教材 10 

旅游教育 

出版社 
2016-08-02 

78 数据库系统原理及应用 万常选 信息管理学院 
万常选,廖国琼, 

吴京慧,刘喜平 
一般教材 59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6-10-01 

79 Rhino3d 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 况宇翔 艺术院 况宇翔 一般教材 12 
江西美术 

出版社 
2016-08-01 

80 标志设计--标志图形设计的寓意 黄松涛 艺术学院 黄松涛 一般教材 15 
江西美术 

出版社 
2016-08-24 

81 环境设计手绘表现技法 陈敏 艺术学院 陈敏 一般教材 12 
江西美术 

出版社 
2016-12-06 

82 R 语言入门与实践 冯凌秉 
金融管理 

国际研究院 
冯凌秉 译著 33.8 

人民邮电 

出版社 
2016-06-01 

83 白板科学和常识所揭示的人性奥秘 袁冬华 人文学院 袁冬华,郭英 译著 46.4 
浙江人民 

出版社 
2016-12-15 

84 
教师如何提高学生小组 

合作学习效率 
刘琳红 外国语学院 刘琳红 译著 8 

中国青年 

出版社 
2016-03-01 

85 经典宋词英译一百首 刘忠 外国语学院 刘忠 译著 19.5 
江西高校 

出版社 
2016-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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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老人与海<f 附录：海明威传> 熊兵娇 外国语学院 熊兵娇 译著 12 
中国书籍 

出版社 
2016-10-01 

87 摄影的捷径 婚礼摄影师的私家秘技 杜景平 外国语学院 杜景平 译著 38 
人民邮电 

出版社 
2016-12-01 

88 
中级微观经济学 

-直觉思维与数理方法 
曹小勇 外校单位 

曹小勇(外),宫之君, 

张晓燕(外) 
译著 30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16-10-05 

89 
传播学视域下的 

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张品良 人文学院 张品良 优秀专著 58 

中共党史出版

社 
2016-07-01 

90 
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院校 

建设理论与实践 
谭光兴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谭光兴,朱晓刚, 

罗良针等(外) 
专著 40.8 

江西高校出版

社 
2016-02-01 

91 
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 

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徐建斌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徐建斌 专著 16 

经济科学出版

社 
2016-06-10 

92 
地方债务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匡小平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匡小平,肖建华,万军,

戴丽华, 

蔡芳宏 

专著 25 
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2016-11-01 

93 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问题研究 席卫群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席卫群 专著 15 

中国财经 

出版社 
2016-12-12 

94 农村残疾人扶贫政策效应评价研究 吴军民 
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 

吴军民,赖水源(外),张

仲芳 
专著 18 

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2016-12-31 

95 战略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 余长春 产业经济研究院 

余长春(外),肖灵机

(外),蔡文著,邢小明,赵

晓宁(外),程艳秋(外) 

专著 610 
经济科学 

出版社 
2016-08-10 

96 
从一元到多元 

——寡头的反垄断法规制 
喻玲 法学院 喻玲 专著 20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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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学生基本权利的保障 

与学校管理的限度 
王柱国 法学院 王柱国 专著 20 

江西人民 

出版社 
2016-09-01 

98 
我国统一协议管辖制度 

的适用问题研究 
王吉文 法学院 王吉文 专著 21 

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2016-11-01 

99 我国地方立法权的整合问题研究 袁明圣 法学院 袁明圣 专著 18.5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6-11-15 

100 
法治视野下中部贫困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比较研究 
徐丽媛 法学院 徐丽媛 专著 22 

知识产权 

出版社 
2016-11-20 

101 
自然资源特许使用的理论 

建构与制度规范 
欧阳君君 法学院 欧阳君君 专著 22 

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2016-11-25 

102 
江右商帮兴衰对区域经济 

社会影响研究 
贺三宝 法学院 贺三宝 专著 20 

世界图书 

出版广东 

有限公司 

2016-12-01 

103 
强制医疗中精神障碍患者 

人格权保护研究 
周维德 法学院 周维德 专著 20 

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2016-12-16 

104 全球价值网络下企业战略研究 钟运动 工商管理学院 钟运动 专著 22 
江西人民 

出版社 
2016-01-13 

105 
龙头企业与农户心理 

契约治理机制研究 
蔡文著 工商管理学院 蔡文著 专著 22.5 

经济管理 

出版社 
2016-02-16 

106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中国 

代工企业品牌升级研究 
胡大立 工商管理学院 

胡大立,张璐(学),陈燕

连(学),刘丹平(学) 
专著 23 

经济科学 

出版 
2016-05-30 

107 龙头企业与农户渠道行为研究 杨慧 工商管理学院 
杨慧,钟岭,蔡文著,吴

忠华,刘德军 
专著 19.9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6-08-16 

108 
江西省物流业与制造业 

联动发展研究 
王友丽 工商管理学院 王友丽 专著 16 白山出版社 201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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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品牌系统角色解构下 

品牌资产价值评估研究 
谌飞龙 工商管理学院 谌飞龙 专著 20 

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2016-12-01 

110 
变革策略对 ERP 系统 

实施成功影响的机理研究 
朱建斌 工商管理学院 朱建斌 专著 15 

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2016-12-06 

111 
基于绩效评价的跨境 

电子商务成功实施影响因素研究 
叶晗堃 国际经贸学院 叶晗堃 专著 18 

江西科学 

技术出版社 
2016-06-09 

112 
国际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研究 

-基于广义供求论的视角 
黄先明 国际经贸学院 黄先明 专著 15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6-07-01 

113 
财政分权体系下我国 

污染排放及生产率变迁问题研究 
肖挺 国际经贸学院 肖挺 专著 10 

江西高校 

出版社 
2016-12-01 

114 公允价值计量与投资者保护研究 杨书怀 会计学院 杨书怀 专著 22 
经济科学 

出版社 
2016-01-15 

115 
审计意见对信息使用者 

经济决策的影响 
章琳一 会计学院 章琳一 专著 20 

经济科学 

出版社 
2016-12-01 

116 

机构投资者的异质性、制度环境 

与盈余质量—基于中国 

A 股市场的实证检验 

罗劲博 会计学院 罗劲博 专著 16.2 
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2016-12-30 

117 资源性产品国际定价权研究 徐斌 
江西经济 

发展研究院 
徐斌 专著 25 

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2016-12-28 

118 
“后危机时代”国际 

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研究 
王慧 金融学院 王慧 专著 14.6 

江西人民 

出版社 
2016-04-01 

119 保险中的相依风险应用研究 胡少勇 金融学院 胡少勇 专著 11 
经济日报 

出版社 
2016-12-01 

120 
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合理幅度 

研究——基于金融风险防范 
吕江林 金融学院 

吕江林,伍红,张蕊(学),

张启良(外),邱小安
专著 20 

经济科学 

出版社 
201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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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学),陈惠(学),蔡群

(学),陈少平 

121 
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第三卷） 

华中近代经济地理 
任放 经济学院 

任放(外),陆发春(外),

杨勇. 
专著 40 

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16-05-30 

122 房地产业中的土地规制研究 余炳文 经济学院 余炳文 专著 20 
经济管理 

出版社 
2016-09-01 

123 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思想 罗雄飞 经济学院 罗雄飞 专著 27 
经济日报 

出版社 
2016-11-18 

124 

金融干预、地区资本流动与经济 

增长绩效——中国式分权 

体制背景下的空间计量分析 

王守坤 经济学院 王守坤 专著 15 
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16-11-22 

125 
我国资本市场结构的 

功能绩效评价及优化研究 
邵国华 经济学院 邵国华 专著 18.6 

经济管理 

出版社 
2016-12-01 

126 
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 

增长的公共投资问题研究 
杨飞虎 经济学院 杨飞虎 专著 33 人民出版社 2016-12-16 

127 
南昌市节水型社会试点 

建设项目效果评估 
李明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李明 专著 13.3 新华出版社 2016-12-05 

128 城市游憩空间意象研究 田逢军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田逢军,唐继刚 专著 22 

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2016-12-20 

129 西方共和主义公共利益理论研究 万绍红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万绍红 专著 30 
上海三联 

书店 
2016-04-16 

130 
Applications of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in Fossil-fuelled Power 
Industry 

张宁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张宁 专著 19 

中国环境 

出版社 
2016-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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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新型城镇化后农村人口发展模式与

内在机理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张果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张果(外),曾永明 专著 20 科学出版社 2016-10-12 

132 

我国大湖流域资源综合开发 

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孔凡斌,潘丹 

,张利国,廖文梅(学) 

,谢花林,李秀香 

专著 37 
中国环境 

出版社 
2016-10-30 

133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 

报告（2016）：畜禽养殖的 

环境影响及其治理政策研究 

孔凡斌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孔凡斌,潘丹 专著 16 

中国环境 

出版社 
2016-11-30 

134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in China 
潘丹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潘丹,孔凡斌 专著 21 

中国环境 

出版社 
2016-12-10 

135 梁启超修身三书 彭树欣 人文学院 彭树欣 专著 46 
上海古籍 

出版社 
2016-05-01 

136 
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政府 

激励及其运作机制 
唐斌 人文学院 唐斌 专著 22 

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2016-12-30 

137 移动电子商务安全研究 黄轩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黄轩 专著 11.9 

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 

出版社 

2016-05-01 

138 混沌数字图像加密 张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张勇 专著 34.6 

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16-10-15 

139 中国体育产业政策研究：总览与观点 易剑东 体育学院 
易剑东,郑志强,詹新

寰,朱亚坤 
专著 40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6-09-01 

140 
职业体育劳动力市场的 

经济学研究——基于 NBA 的实践 
朱亚坤 体育学院 朱亚坤 专著 19 

北京体育 

大学出版社 
2016-10-15 

141 二水平设计的混杂理论 任俊柏 统计学院 任俊柏 专著 8 
江西科学 

技术出版社 
201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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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中国股市世界联动性的 

多时间尺度效应研究 
潘文荣 统计学院 

潘文荣,赵家富(学),潘

姝敏(学) 
专著 20 

江西高校 

出版社 
2016-05-31 

143 
非线性随机延迟微分方程 

数值解的稳定性 
陈琳 统计学院 陈琳 专著 15 

华中科技 

大学出版社 
2016-11-01 

144 要素集聚、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徐晔 统计学院 徐晔,陶长琪 专著 20 
经济管理 

出版社 
2016-12-31 

145 
空间计量经济学前的 

前沿理论及其应用 
陶长琪 统计学院 陶长琪 专著 25 科学出版社 2016-12-31 

146 实践哲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探索 熊兵娇 外国语学院 熊兵娇 专著 24 
中国书籍 

出版社 
2016-12-31 

147 
基于能源互联网的新能源 

产业分区发展模式研究 
陆宇海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陆宇海 专著 20 

江西省人民 

出版社 
2016-11-16 

148 
基于直觉模糊理论的 

信任建模及应用 
徐军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徐军 专著 16 

江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16-12-20 

149 
江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

（2014-2015） 
刘满凤 协同创新中心 

刘满凤,杨头平,吴昌

南,彭树宏,梁威,张小

路, 

陈洪章 

专著 23 
经济科学 

出版社 
2016-07-12 

150 新材料产业发展中的协同创新研究 陈洪章 协同创新中心 陈洪章 专著 23 
经济学 

出版社 
2016-11-02 

151 矩阵完备问题研究 何明 信息管理学院 何明 专著 11 
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2016-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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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专利成果信息一览表 

序号 专利名称 
第一 

完成人 

所属 

单位 
专利完成人 

专利 

类型 
授权号 

授权 

日期 

1 外出安全智能快捷手环 谢亮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谢亮,杨婷(学), 

学生 6 人(学) 
实用新型 ZL201520595840.7 2016-01-06 

2 睡眠陪伴灯 蒋映 艺术学院 
蒋映(外), 

况宇翔 
实用新型 ZL201520667181.3 2016-01-06 

3 多媒体教学智能鼠标笔 谢亮 
软件与通信工

程学院 

谢亮,熊勇(学), 

学生 6 人(学) 
实用新型 ZL201520595956.0 2016-01-13 

4 一种家用自动切菜机 罗时武 艺术学院 罗时武,温浩(学) 实用新型 ZL201520539322.3 2016-01-20 

5 气压流通杯 胡向松 艺术学院 胡向松(外),况宇翔 实用新型 ZL201520685056.5 2016-01-27 

6 多功能铁锹 胡向松 艺术学院 胡向松(外),况宇翔 实用新型 ZL201520684495.8 2016-01-27 

7 飞行器 胡向松 艺术学院 胡向松(外),况宇翔 实用新型 ZL201520644502.8 2016-01-27 

8 交通指挥灯 蒋映 艺术学院 蒋映(外),况宇翔 实用新型 ZL201520755186.1 2016-01-27 

9 洒水拖把 蒋映 艺术学院 蒋映(外),况宇翔 实用新型 ZL201520664617.3 2016-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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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种便携式数字化智能吸氧机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胡海波,涂舟扬(学),

胡海洋(外) 
实用新型 ZL 201520695031.3 2016-02-03 

11 一种蓝宝石晶片加工用高效研磨机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胡海波,涂舟扬(学),

黄涛(学) 
实用新型 ZL 201520770019.4 2016-02-17 

12 建筑节能构件 李明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李明 实用新型 CN205171745U 2016-04-20 

13 安全电锯 蒋映 艺术学院 蒋映(外),况宇翔 实用新型 ZL201520663612.9 2016-04-27 

14 
电容触摸感应和激光 

两用鼠标笔笔头 
谢亮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谢亮 实用新型 ZL201520906422.5 2016-06-01 

15 一种提拉式新型吸氧机 卢海涛 工商管理学院 
卢海涛(学),胡海波,

涂舟扬(学) 
实用新型 ZL 201620094846.0 2016-06-15 

16 节能型热水燃气灶 李明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李明,叶玖艳(学) 实用新型 CN205316406U 2016-06-15 

17 电容感应式无线多功能鼠标笔 谢亮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谢亮 实用新型 ZL201510730031.7 2016-06-29 

18 一种吸管式榨汁机 周含笑 艺术学院 周含笑(外),况宇翔 实用新型 ZL201521135861.7 2016-08-10 

19 一种高增透蓝宝石晶棒制造设备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胡海波,卢海涛(学),

涂舟扬(学) 
实用新型 ZL 201620065565.2 2016-08-17 

20 一种棋盘及包括其的棋盒 林炳塔 艺术学院 林炳塔(学),罗时武 实用新型 ZL201620281317.1 2016-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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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滤水救生衣 周含笑 艺术学院 周含笑(外),况宇翔 实用新型 ZL201521140235.7 2016-08-17 

22 一种升降覆盖式园林音乐灌溉柱 邢春艳 艺术学院 
邢春艳(外),赵九洲,

陈小勇(外) 
实用新型 ZL201620401111.8 2016-09-21 

23 LED 氛围灯 林炳塔 艺术学院 林炳塔(学),罗时武 实用新型 CN 205690116 U 2016-11-16 

24 一种充气模块系统 林炳塔 艺术学院 林炳塔(学),罗时武 实用新型 CN 205688391 2016-11-16 

25 一种多功能茶桌 林炳塔 艺术学院 林炳塔(学),罗时武 实用新型 ZL201620281319.0 2016-11-16 

26 一种安全燃气表箱 汤晓军 国际经贸学院 汤晓军 实用新型 ZL210620413496.X 2016-11-30 

27 一种安全电表箱 王根生 国际经贸学院 王根生 实用新型 ZL 2016 2 0411049.0 2016-11-30 

28 一种家用电表箱 王根生 国际经贸学院 王根生 实用新型 ZL 2016 2 0413500.2 2016-11-30 

29 讲桌 外观 胡颖 艺术学院 胡颖 外观设计 cn303537712s 2016-01-06 

30 LED 灯 林炳塔 艺术学院 林炳塔(外),况宇翔 外观设计 ZL201630111712.0 2016-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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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收录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论文题目 

第一 

作者 

所属 

单位 
所有作者 

发表/出

版时间 

发表刊物/ 

论文集 

论文 

收录 

1 
Power average of trapezoidal intuitionistic fuzzy 

numbers using  strict t-norms and t-conorms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万树平,易志洪 2016-11-25 

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 

SCI 检索期

刊 1 区 

2 
A nonlinear support vector machine model with hard 

penalty function（1、2 平均） 
江河 统计学院 江河,董瑶 2016-10-15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SCI 检索期

刊 1 区 

3 
Reducing CO2 emissions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Evidence from nonparametric additiv1、2 平均 
徐斌 统计学院 

徐斌,lin 

boqiang (外) 
2016-04-13 ENERGY 

SCI 检索期

刊 1 区 

4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emissions in China's transport 

sector:Determinants and reduction str1、2 平均 
徐斌 统计学院 

徐斌,lin 

boqiang(外) 
2016-01-08 ENERGY 

SCI 检索期

刊 1 区 

5 
Assessing CO2 emissions in China'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A dynamic vector autoregression m1、2 平均 
徐斌 统计学院 

徐斌,lin 

boqiang(外) 
2016-01-05 

APPLIED 
ENERGY 

SCI 检索期

刊 1 区 

6 
An inexact non-interior continuation method for 
semidefinite programming: convergence analysis 

凌爱凡 金融学院 凌爱凡 2016-09-08 
Numerical 
Algorithms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7 
Cooperative R&D contract of supply chain considering 

the quality of product innovation 
吴绍波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吴绍波(外),顾

新(外),吴光东,

周青(外) 

2016-06-2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mulation 
Modelling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8 
Low carb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novation 

assessment index review based on rough set theory -an 
赖小东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赖小东,刘纪显

(外),Georgi 

Georgiev(外) 

2016-03-31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9 
An interval-valued intuitionistic fuzzy MABAC 

approach for material selection with incomplete weight 
薛奕曦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薛奕曦(外),尤

建新(外),赖小
2016-01-28 

Applied Soft 
Computing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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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刘虎沉(外) 

10 
Modelling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soil in the 

Yangtze delta in three dimensions 
李洪义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李洪义,B.P. 

Marchant(外),R

. Webster(外) 

2016-01-19 Geoderma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11 
Farmers' preferences for livestock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 in China 
潘丹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潘丹,周谷珍,

张宁(外),张利

国 

2016-05-05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12 
Reduc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a dynamic vector autoregression 
徐斌 统计学院 

徐斌,lin 

boqiang (外) 
2016-09-06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13 
A dynamic analysis of air pollution emission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nonparametric additive regress 
徐斌 统计学院 

徐斌,罗良

清,lin 

boqiang(外) 

2016-04-06 
ECOLOGICAL 
INDICATORS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14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ollution emissions in China: 

Contributing factors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徐斌 统计学院 

徐斌, 

林伯强(外) 
2015-02-18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15 
Aggregating decision information into AIFN for 

heterogeneous MAGDM 
徐军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徐军,万树平, 

董九英 
2016-01-31 

Applied Soft 
Computing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16 
Random matrix theory for analyzing the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 in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2、3 平均 
Rong 
Wang 

信息管理学院 

Rong 

Wang(外),Li 

Wang(外),杨

勇,Jiajia 

Li(外),Ying 

Wu(外),Pan 

Lin(外) 

2016-11-23 Physical Review E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17 
Exploring time- and frequency- dependent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d brain networks during deception 
Jun-feng 

Gao 
信息管理学院 

Jun-feng 

Gao(外),杨
2016-11-11 Scientific Reports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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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Wen-tao 

Huang(外),Pan 

Lin(外),Sheng 

Ge(外),Hong-m
ei 

Zheng(外),Ling
-yun 

Gu(外),Hui 

Zhou(外),Chen
g-hong 

Li(外),Ni-ni 

Rao(外) 

18 
Aggregating decision information into interval-valued 

intuitionistic fuzzy numbers for heter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万树平, 

徐军,董九英 
2016-10-25 

Knowledge-Based 
Systems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19 
On the blowup criteria and global regularity for the 

non-diffusive Boussinewq equations 
何明 信息管理学院 何明 2016-10-10 Nonlinear Analysis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20 A universal framework for salient object detection 
Jianjun 

Lei 
信息管理学院 

Jianjun Lei(外),

方玉明 
2016-07-18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21 
A novel risk attitudinal ranking method for intuitionistic 

fuzzy values and application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万树平,王枫

(学),董九英 
2016-06-25 

Applied Soft 
Computing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22 
Master-slave synchronization criteria for chaotic 

hindmarsh-rose neurons using linear2、3 平均 
丁可 信息管理学院 

丁

可,Qing-Long 

Han(外) 

2016-06-01 Complexity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23 
A novel group decision making method with 

intuitionistic fuzzy preference relations for RFID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万树平,王枫

(学),董九英 
2016-04-25 

Applied Soft 
Computing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24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gulatory and Customer 
Pressure, Green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and Gree 

黄晓杏 信息管理学院 黄晓杏 2016-03-28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SCI 检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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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Zhen-peng 

Hu(外),Cun-sh

an Liu(外),余

达锦, Liu-fang 

Yu(外) 

刊 2 区 

25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methods for consistency 

and consensus in group decision making with 
徐改丽 信息管理学院 

徐改丽(学),万

树平,王枫(学),

董九英,Yifeng 

Zeng(外) 

2016-03-25 
Knowledge-Based 

Systems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26 
Assessing Region of Interest Schemes for the 

Corticospinal Tract in Patients with Brain Tumors 
Chen 
Niu 

信息管理学院 

Chen 

Niu(外),Xin 

Liu(外),杨

勇,Kun 

Zhang(外),Zhig
ang 

Min(外),Maode 

Wang(外),Wenf

ei Li(外),Liping 

Guo(外),Pan 

Lin(外),Ming 

Zhang(外) 

2016-03-15 Medicine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27 
Static and Dynamic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Nodal 
Topology of Default Mode Network Predicts Attent 

Pan Lin 信息管理学院 

Pan Lin(外),杨

勇,Jorge 

Jovicich(外),Ni
cola De 

Pisapia(外),Xia
ng 

Wang(外),Chun 
S. 

2016-03-15 
Brain Imaging and 

Behavior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225

Zuo(外),James 
Jonathan 
Levitt(外) 

28 
Equivalence of well-posedness between systems of 

hemivariational inequalities and inclusion2、3 平均 
Yu-mei 
Wang 

信息管理学院 

Yu-mei 
Wang(外),肖义

彬(外),汪

星,Yeol je 

Cho(外) 

2016-03-01 
Journal of 

Nonlinear Scinece 
and Applications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29 
Free-energy Principle Inspired Video Quality Metric and 

Its Use in Video Coding 
Long Xu 信息管理学院 

Long 
Xu(外),Weisi 

Lin(外),Lin 

Ma(外),Yongbi

ng Zhang(外),

方玉明,King 

Ngi Ngan(外) 

2016-02-03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30 
Pb uptake and toxicity to Iris halophila tested on Pb 

mine tailing 
韩玉林 艺术学院 

韩玉林,张丽丽

(学),杨永恒

(外),原海燕

(外),赵九洲,顾

继光(外),黄苏

珍(外) 

2016-06-16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31 
Blind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using statistical 

structural and luminance features 
Qiaohon

g Li 
信息管理学院 

Qiaohong 

Li(外),方玉明 
2016-08-02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SCI 检索期

刊 2 区 

32 
System Dynamics Model and Simulation of Employee 

Work-family Conflict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吴光东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吴光东,段锴丰

(学),左剑(外),

杨建林(学),温

世平(外) 

2016-10-2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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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 novel image matting method using sparse manual 

clicks（3、4 平均） 
谭光华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谭光华(外),陈

辉,起(外) 
2016-09-01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34 
A quasi-human algorithm for the two dimensional 
rectangular strip packing problem（3、4 平均） 

Lei 
Wang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Lei Wang(外),

尹爱华 
2016-04-10 

Journal of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35 
A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hina's provincial 

CO2 emissions: Where does the difference lie? 
徐斌 统计学院 

徐斌, Boqiang 

Lin(外) 
2016-11-11 energy policy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36 
Railway transpor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n 

China 
宋马林 统计学院 

宋马林(外),章

贵军,曾武雄

(外),刘建华

(外),方匡南

(外) 

2016-11-02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37 
Finite two-distance-transitive graphs of valency 6（3、4

平均） 
靳伟 统计学院 靳伟,谭利 2016-08-01 

Ars Mathematica 
Contemporanea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38 
Convergence of Invariant Measures for Multivalued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s 
关岳 统计学院 关岳(外),张华 2016-02-01 数学物理学报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39 
Hesitant fuzzy programming technique for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hesitant fuzzy preferences 
张小路 协同创新中心 

张小路,徐泽水

(外),邢小明 
2016-07-01 OR Spectrum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40 
A novel approach based on similarity measure for 
Pythagorean fuzzy multiple criteria group decision 

张小路 协同创新中心 张小路 2016-06-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ystems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41 
Application of Complex Network Method to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in a Neuronal Network 
Rong 
Wang 

信息管理学院 

Rong 
Wang(外),Jiajia 

Li(外),Li 

Wang(外),杨

勇,Pan 

2016-12-01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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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外),Ying 

Wu(外) 

42 
NonLocal Low-Rank-Based Comppressed Sensing for 

Remote Sensing Image Reconstruction 
魏静波 信息管理学院 

魏静波(外),黄

玉坤,吕科(外),

王力哲(外) 

2016-10-10 

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LETTERS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43 
Perceptual quality evaluation for image defocus 

deblurring 
Leida Li 信息管理学院 

Leida Li(外),Ya 

Yan(外),方玉

明,Shiqi 

Wang(外),Lu 

Tang(外),Jiansh

eng Qian(外) 

2016-09-05 
Signal Processing: 

Image 
Communication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44 
Remote Sensing Image Fusion Based on Adaptive IHS 

and Multiscale Guided Filter3、4 平均 
杨勇 信息管理学院 

杨勇,万伟国

(学),黄淑英,袁

非牛,杨寿渊,

阙越(学) 

2016-08-10 IEEE Access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45 
Health assurance—Can Social Capital Drive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万建香 信息管理学院 

万建香,万海燕

(学) 
2016-06-15 

BASIC & 
CLINICAL 

PHARMACOLOG
Y & 

TOXICOLOGY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46 
Multimodal Sensor Medical Image Fusion Based on 

Type-2 Fuzzy Logic in NSCT Domain 
杨勇 信息管理学院 

杨勇,阙越(学),

黄淑英,林盘

(外) 

2016-05-15 
IEEE Sensors 

Journal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47 
Visual structural degradation based reduced-reference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Jinjian 

Wu 
信息管理学院 

Jinjian 
Wu(外),Weisi 

Lin(外),方玉

2016-05-08 
Signal Processing: 

Image 
Communication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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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Leida 

Li(外),Guangm
ing 

Shi(外),Issac 

Niwas(外) 

48 
Color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based on sparse 

represen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residual 
Leida Li 信息管理学院 

Leida 
Li(外),Wenhan 

Xia(外),方玉

明,Ke 

Gu(外),Jinjian 

Wu(外),Weisi 

Lin(外) 

2016-04-06 

Journa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49 
Some new generalized aggregation operators for 
triangular intuitionistic fuzzy numbers and app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万树平,王枫

(学),林礼连

(学),董九英 

2016-03-25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50 
Security analysis of a color image encryption scheme 

based on skew tent map and hyper chaotic sys 
温文媖 信息管理学院 温文媖 2016-03-24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51 
No-reference quality assessment for multiply-distorted 

images in gradient domain 
Qiaohon

g Li 
信息管理学院 

Qiaohong 
Li(外),Weisi 

Lin(外),方玉明 
2016-03-02 

IEEE Signal 
Processing Letters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52 
Abnormal event detection in crowded scene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Zhijun 
Fang 

信息管理学院 

Zhijun 

Fang(外),费风

长,方玉

明,Changhoon 

Lee(外),Naixue 

Xiong(外),舒雷 

2016-02-13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SCI 检索期

刊 3 区 

53 Effects of organic acids on the photosynthetic and 韩玉林 艺术学院 韩玉林,吴雪 2016-11-16 Environ Sci Pollut SCI 检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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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oxidant (外),顾继光

(外),赵九洲,黄

苏珍(外),原海

燕(外),付佳佳

(外) 

Res 刊 3 区 

54 
a dynamic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 
何炜 工商管理学院 何炜 2016-07-29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55 
Spin-Squeezing Entanglement of Second-Harmonic 

Generation 
舒剑 国际经贸学院 舒剑 2016-10-1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56 
Forecasting Electricity Market Risk Using 

EmpiricalMode Decomposition (EMD)—Based 
Multiscale Method 

Kaijian 
He 

金融学院 

Kaijian 
He(外),Wang 

HQ(外),杜江

泽,Zou YC(外) 

2016-11-09 Energie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57 
Fire risk assessment with scoring system,using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approach 
Chun 

Kit Lau 
金融学院 

Chun Kit 
Lau(外),杜江

泽 
2015-11-30 Fire Safety Journal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58 
The effect of iron plaque on lead translocation in 

soil-Carex cinerascens Kukenth. System 
刘春英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刘春英,弓晓峰

(外),陈春丽

(外),杨菊云

(外),徐升(外) 

2016-01-1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toremediation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59 
The Value Distribution of Some Difference Polynomials 

of Meromorphic Functions 
涂金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涂金(外),徐红

艳(外),张红 
2016-06-01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alveis and 
application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60 
Trimethylamine stimulated and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hibited methane production in sediment from 
王佳佳 旅游与城市 王佳佳(外),刘 2016-03-17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SCI 检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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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春英,弓晓峰

(外),Yuanmu 

Liu(外),陈春丽

(外) 

刊 4 区 

61 
Generating Entangled State Between the Signal Modes 

in Forward Three-Wave Mixing 
黄坚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黄坚,Hong 

Zhou(外),黄国

强,罗翠兰 

2016-08-1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l Physic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62 
Clustering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based on Riemannian 

manifold 
孙建成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孙建成 2016-07-01 Electronics Letter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63 
Complex Networks from Chaotic Time Series on 

Riemannian Manifold 
孙建成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孙建成 2016-10-01 

Chinese Physics 
Letter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64 
The image encryption algorithm with plaintext-related 

shuffling 
张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张勇 2016-06-15 

IETE Technical 
Review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65 
Phase Sensitivity of Atomic Josephson Junctions with a 

Bosonic Species Confined by a Double-Well Pot 
朱华贵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朱华贵,黄国

强,罗翠兰 
2016-01-0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66 
The principal correlation components estimator and its 

optimality 
Weixin 

Guo 
统计学院 

Weixin 
Guo(外),刘小

惠,Shengli 

Zhang(外) 

2016-08-31 Statistical paper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67 
A new method for multi-attribute group decision 

making with triangular intuitionistic fuzzy numbers 
董九英 统计学院 董九英,万树平 2016-01-25 Kybernete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68 
Arithmetic aggregation operators for interval-valued 

intuitionistic linguistic variables and applica 
董九英 统计学院 董九英,万树平 2016-01-25 

Iranian Journal of 
Fuzzy System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69 
A new method for prioritized multi-criteria group 
decision making with triangular intuitionistic fuz 

董九英 统计学院 董九英,万树平 2016-03-25 
Journal of 

Intelligent and 
SCI 检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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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 Systems 刊 4 区 

70 
Generalized Choquet Integral Operator of Triangular 

Atanassov's Intuitionistic Fuzzy Numbers and 
Application to Multi-Attribute Group Decision Making 

董九英 统计学院 

董九英,林礼连

(学),王枫(学),

万树平 

2016-12-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ncertainty, 
Fuzziness and 

Knowledge-Based 
System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71 Finite 2-geodesic transitive abelian Cayley graphs 靳伟 统计学院 

靳伟,W.J. 

Liu(外),C.Q. 

Wang(外) 

2016-02-06 
Graphs and 

Combinatoric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72 Two distance transitive graphs of valency 7 靳伟 统计学院 靳伟,谭利 2016-06-30 Ars Combinatoria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73 Finite normal 2-geodesic transitive Cayley graphs 靳伟 统计学院 靳伟 2016-07-10 

Journal of 
Australian 

Mathematical 
Society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74 Group variable selection for relative error regression 刘显慧 统计学院 

刘显慧,林媛媛

(外),王占锋

(外) 

2016-08-09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 Inference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75 
Empirical likelihood for the response mean of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with missing at random respo 
刘小惠 统计学院 刘小惠 2016-11-16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 

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76 
Multiscale and Fractal Analysis of Silicon Content Time 

Series Observed in Blast Furnace Hot Metal 
罗世华 统计学院 

罗世华,郭璠

(学),赖德健

(外),闫芳(学),

唐飞来(外) 

2015-09-30 Fractal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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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A risk attitudinal ranking approach of triangular 

intuitionistic fuzzy numb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 
徐军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徐军 2016-12-07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78 
A variant of second-order Arnoldi method for solving 

the quadratic eigenvalue problem 
Peng 
Zhou 

信息管理学院 
Peng Zhou(外),

何明 
2016-05-05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79 
A novel spatial pooling strategy for image quality 

assessment 
Qiaohon

g Li 
信息管理学院 

Qiaohong 
Li(外),方玉

明,Jingtao 

Xu(外) 

2016-04-07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80 
Chaotic Synchronization of Modified Discrete-Time 

Tinkerbell Systems 
丁可 信息管理学院 丁可,徐兴 2016-08-30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81 
Synchronization of two coupled Hindmarsh-Rose 

neurons 
丁可 信息管理学院 

丁

可,Qing-Long 

Han(外) 

2015-11-27 Kybernetika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82 
Social Learning-based O2O Model for Innovative 

Information Diffusion 
杜宾 信息管理学院 杜宾 2016-04-01 Technical Gazette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83 
Decision method for two-sided matching with 

interval-valued intuitionistic fuzzy sets considering ma 
乐琦 信息管理学院 

乐琦,张磊(外),

彭永善,余炳

文,宏宇(外),肖

泉 

2016-12-15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84 
Approximate filtering of redundant RFID data streams 

in mobile environment 
廖国琼 信息管理学院 

廖国琼,吴锐

(学),狄国强,申

振(学),万常选 

2016-02-20 Technique Gazette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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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Interpreting XML keyword query using hidden Markov 

model 
刘喜平 信息管理学院 

刘喜平,万常

选,刘德喜 
2016-12-01 Tehnički vjesnik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86 
A Privacy-Preserving Multi-Server Authenticated Key 
Agreement Scheme based on Chebyshev Chaotic Maps 

谭作文 信息管理学院 谭作文 2016-02-02 
SECURITY AND 

COMMUNICATIO
N NETWORK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87 
Triangular intuitionistic fuzzy triple Bonferroni 

harmonic mean operators and application to multi-a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万树平,朱永军 2016-11-25 

Iranian Journal of 
Fuzzy System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88 Differential optimization in finite-dimensional spaces 汪星 信息管理学院 
汪星,陶长琪,

唐国吉(外) 
2016-01-23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89 Quantum Entanglement in a Generic-Spin Model 王翠霞 信息管理学院 
王翠霞,丁雄,

黄国强,罗翠兰 
2016-01-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HYSIC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90 
Node importance measu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ollaboration from hypernetwork perspective 
肖泉 信息管理学院 肖泉 2016-02-01 Technical Gazette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91 
A DSA-Based Scheme for Defending Against IP Prefix 

Hijacking Without Repostories 
杨波 3 信息管理学院 杨波 3 2016-08-01 Tehniki vjesnik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92 
Sub Oriented Histograms of Local Binary Patterns for 

Smoke Detection and Texture Classification 
袁非牛 信息管理学院 

袁非牛,史劲亭

(学),夏雪(学),

杨勇,方玉明,

王瑞(学) 

2016-04-05 

KSII Transactions 
on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93 A new definition and formula of entropy 朱永军 信息管理学院 

朱永

军,Deng-Feng 

Li(外) 

2016-09-16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 

SCI 检索期

刊 4 区 



 

 234

94 
Does the Sustainable PPI Investments Promote 
Financial Marke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符通 
产业经济 

研究院 

符通,陈洪

章,Yongrok,Ch

oi(外) 

2016-01-28 Sustainability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95 Organizational Climate for Successful Aging 
Zacher 
hannes 

工商管理学院 

Zacher 
hannes(外),杨

杰 

2016-07-04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96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Building 

Digital Ecosystem: A Case Study of Red Collar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胡海波,黄涛

(学),曾庆丰

(外),张嵩(外) 

2016-06-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97 Food safety and Chines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赵星 工商管理学院 

赵星,Kneafsey 

Moya(外),Dona

ld Finlay(外) 

2016-01-22 
British Food 

Journal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98 
Extending credit to small and medium size companies 

Relationships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wong 
alfred 

工商管理学院 

wong 
alfred(外),lu 

wei(外),dean(

外),杨杰 

2016-01-2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ggement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99 The impact of Foreign entry on Chinese banks 李玉花 国际经贸学院 

李玉花,Uchida 

Konari(外),许

统生,吴朝阳 

2016-02-14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00 
Antidumping Under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刘祎 国际经贸学院 刘祎,邓军 2016-02-09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01 
Measuring Olympics performance based on a 

distance-based approach 
Xiongfei 

Cao 
金融学院 

Xiongfei 

Cao(外),Yelin 

Fu(外),杜江

泽,Jiasen 

2016-09-30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in 

Operational 
Research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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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外),Ming 

Wang(外) 

102 Who trades quickly? 
Garvey,

Ryan 
金融学院 

Garvey,Ryan(
外), 

黄涛,吴飞 
2016-08-21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03 
Portfolio Selection with a Systematic Skewness 

Constraint 
蒋崇辉 金融学院 

蒋崇辉,马永开

(外),Yunbi 

An(外) 

2016-07-01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04 
China's interregional capital mobility: A spatial 

econometric estimation 
王守坤 经济学院 王守坤 2016-11-21 

China Economic 
Review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05 
Sustainable water resource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Ning 

Zhang 
经济学院 

Ning 
Zhang(外),吴

涛,Bing 

Wang(外),Lian
g 

Dong(外),Jingz

heng Ren(外) 

2016-10-13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06 
Are Consumers Willing to Pay More for Sustainable 

Products? A Study of Eco-Labeled Tuna Steak 
周谷珍 经济学院 

周谷珍,胡武阳

(外),黄文超

(外) 

2016-05-23 Sustainability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07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il 

prices and the Chinese macro-economy 
魏彦锋 经济学院 

魏彦锋 

,郭小英(外) 
2016-05-01 Energy Economics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08 
Did the Establishment of Poyang Lake Eco-Economic 

Zone Increas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n J 
吴涛 经济学院 吴涛,王岳龙 2016-01-22 Sustainability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09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and Contagion 

in Housing Markets 
Anupam 
Nanda 

旅游与城市 Anupam 2016-07-01 
The World 
Economy 

SSCI 检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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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Nanda(外), 

叶佳惠 

刊论文 

110 
How Government Subsidy Leads to Sustainable  

Bioenergy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in Jiangxi, China 
宫之君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宫之君,张利

国,孔凡斌 
2016-11-01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11 
Hedges or Safe Havens - Revisit the Role     of Gold 

and USD against Stock: a Multivariate Extended 
Chung-S
hin Liu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Chung-Shin 

Liu(外),张萌

旭,Ximing 

Wu(外),崔展文

(外) 

2016-11-01 
Quantitative 

Finance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12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mountainous areas of southern China:A case study 
姚冠荣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姚冠荣,谢花林 2016-10-01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13 
Toward a Sustainable Low-Carbon China: A Review of 
the Special Issue of“Energy Economics and Manage 

张宁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张宁,王兵(外) 2016-08-22 Sustainability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14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n Farmers’ Moral 

Hazard Behavior in Crop Production: Evidence80% 
张利国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张利国, 

李学荣(学) 
2016-08-16 Sustainability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15 
The Design of Policy Instruments towards Sustainable 

Livestock Production in China: An Application o 
潘丹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潘丹 2016-08-01 Sustainability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16 
The Asymmetric Wealth Effects of Housing Market and 

Stock Market on Consumption in China 
Xiaoron
g Zhou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Xiaorong 
Zhou(外),张萌

旭,Giblier 

Karen(外) 

2016-04-01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17 
Variation in Engel‘s Law across quantiles in Taiwan: 

Toward an alternative concept of near poverty 
张萌旭 

鄱阳湖生态 

经济研究院 

张萌旭,胡登院

(外),林金源

(外) 

2016-01-01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237 

118 
RURAL–URBAN DISPARITIES IN ADOLESCENT 
RISKY BEHAVIORS: A FAMILY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蒋国河 人文学院 

蒋国河,Fei 

Sun(外),Flavio 
F. 

Marsiglia(外) 

2016-11-01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19 
Virtual enterprise partner selection integrating LINMAP 

and TOPSIS 
董九英 统计学院 董九英,万树平 2016-11-25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20 
Study on the industrial Eco-efficiency in east China 

based on the super Efficiency DEA Model 
戴志敏 统计学院 

戴志敏(外),郭

露,江志英(外) 
2016-11-01 Applied Economics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21 
External Monitoring and Dynamic Behavior in Mutual 

Funds 
王健 统计学院 

王健(外),庄新

田(外),王梦婷

(外),盛积良 

2016-08-18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22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2 emissions of China'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Regional heterogeneity 
徐斌 统计学院 

徐斌,lin 

boqiang(外) 
2016-01-01 ENERGY POLICY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23 
Effects of perceived product quality and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LOHAS) on consumer 
万敏琍 外国语学院 

万敏琍,Anne 

Toppinen(外) 
2016-02-02 

Journal of Forest 
Economics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24 
New Interval-Valued Intuitionistic Fuzzy Behavioral 
MADM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Selection 

张小路 协同创新中心 张小路 2016-10-01 Energies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25 
Hesitant Trapezoidal Fuzzy QUALIFLEX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Evaluation of Green Supply Ch 

张小路 协同创新中心 
张小路,徐泽水

(外),刘满凤 
2016-09-15 

SUSTAINABILIT
Y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26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cascades on online 

purchase behaviors of search and experience products 
刘启华 信息管理学院 

刘启华,Shan 

Huang(外),Liyi 

Zhang(外) 

2016-11-05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27 
Construction of an early risk warning model of orga: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amples of R&D Teams 
陈思华 信息管理学院 陈思华 2016-05-01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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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Sustainable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陈思华 信息管理学院 陈思华 2016-05-01 sustanbility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29 
Keyword query with structure: towards semantic 

scoring of XML search results 
刘喜平 信息管理学院 

刘喜平,万常

选,刘德喜 
2016-02-0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30 
A discussion on the innovation distribution of the 

Markov regime-switching GARCH model 
Yanlin 

Shi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Yanlin Shi(外),

冯凌秉 
2016-02-01 

Economic 
Modelling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31 why do firms pay stock dividends:Is it just a stock split? He,Xi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He,Xi(外),石

劲,李明生(外), 

Twite G(外) 

2016-08-01 
AUSTRAL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32 
Should stock market return forecasts be conditioned on 

politics? 
Powell 
John G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Powell John 
G(外),石劲 

2015-04-01 
Austral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33 
Real option component of cash holdings, business cycle, 

and stock returns 
Jiun-Lin 

Chen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Jiun-Lin 
Chen(外),Zi 

Jia(外),孙秉文 

2016-03-19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34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stock market dynamic 

linkages: Evidence in the context of Australia and Asi 
Su-du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Su-du 2016-09-01 Applied Economics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35 
Trade and investment linkages and stock market 

long-run relationship 
Su-du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Su-du 2016-06-03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36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tock market 

growth on clean energy use across a panel o 
Su-du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Su-du 2016-05-05 Energy Economics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37 
The effect of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o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op 38 countries 
Su-du 

金融管理国际

研究院 
Su-du 2016-01-01 Applied Energy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38 
‘Coming up next’: The discourse of television news 

headlines 
Martin 
Montgo

外国语学院 
Martin 

Montgomery(
2016-10-01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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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y 外),冯德兵 

139 
Helen Caple, Photojournalism: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Basingstoke 
冯德兵 外国语学院 冯德兵 2016-09-0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40 
Doing “Authentic” News: Voices, Forms, and 

Strategies in Presenting Television News 
冯德兵 外国语学院 冯德兵 2016-08-3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41 Identifying the participants: reference in television news 冯德兵 外国语学院 冯德兵 2016-05-01 
Visual 

Communication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42 
Effects of perceived product quality and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LOHAS) on consumer 
万敏琍 外国语学院 

万敏琍,Anne 

Toppinen(外) 
2016-02-02 

Journal of Forest 
Economics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43 
Virtual enterprise partner selection integrating LINMAP 

and TOPSIS 
董九英 统计学院 董九英,万树平 2016-11-25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SCI 检索期

刊论文 

144 
The research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logistics in mainland China 
仲昇 工商管理学院 仲昇 2016-10-30 IJUNESST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45 
Research on the Index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Land Planning 
但承龙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但承龙,冷亚雄

(学),王星拱

(学) 

2016-10-21 
Gummi, Fasern, 

Kunststoffe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46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supervision of construction 

waste based on game theory in urbannization 
李明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李

明,Ariaratnam,

Samuel T(学),

殷乾亮,邓丽燕

(学) 

2016-06-3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47 
Collusion between supervision unit and contractor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based on evolutionary gam 
温世平 

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 

温世平(学), 

吴光东,缪燕燕 
2014-12-30 

The Open 
Cybernetics &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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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ics Journal 

148 
Statistic-based Dynamic Complexity Measurement for 

Web Service System 
毛澄映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毛澄映 2016-12-02 

Informatica 
(Slovenia)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49 
A generalized model of single- machine sequencing 

problems 
尹爱华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尹爱华 2016-11-10 

Gummi, Fasern, 
Kunststoffe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50 
Priority Allocation Rules for Single Machine Total 
Weighted Linear and Square Tardiness Problems 

尹爱华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尹爱

华,Abraham P. 

Punnen(外),胡

冬萍 

2016-10-16 

Produc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51 
Comments on "DNA coding and chaos-based image 

encryption algorithm" 
张勇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张勇 2016-07-15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Theoretical 
Nanoscience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52 
EFFICIENT MATRIX MULTIPLICATION IN 

HADOOP 
邓松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邓松,吴文华 2016-04-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53 Deceptive reviews de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 邓松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邓松 2016-11-0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s 

Operations and 
Informatics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54 
Unified Error Probability Analysis for Error Correcting 

Codes with Different Decoding Algorithms 
戴利云 

软件与通信 

工程学院 

戴利云,尧文

元,黄淑英,唐

颖军,杨勇,孙

建成 

2016-02-0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uture 

Generation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ing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55 Empirical study of volatility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潘文荣 统计学院 潘文荣,刘梦佳 2016-11-30 Gummi,Fasern,Kun EI 检索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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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学),赵家富

(学) 

ststoffe （外国）论文 

156 
Evaluation of the Risks in High-tech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Two-tuple 
梁威 协同创新中心 梁威 2016-06-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 and e- 

Servi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57 
Research on constructing urban green traffic system: 

The case of Shenzhen 
刘满凤 协同创新中心 

刘满凤,刘玉凤

(学) 
2016-02-26 

International 
jouranl of esrvices 

operations and 
informatics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58 
Content and Network Adaptive Cross-layer 

Optimization for Video Transmission 
万征 信息管理学院 万征 2016-11-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bri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59 
Optimal Bandwidth Reservation for Video Streaming in 

DiffServ Domain 
万征 信息管理学院 万征 2016-05-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media and 
Ubiquitous 
Engineering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60 
Evaluation on Content Aware Video Transmission in 

DiffServ Domain 
万征 信息管理学院 万征 2016-02-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media and 
Ubiquitous 
Engineering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61 A two- step CBR method based on sequential data 肖泉 信息管理学院 肖泉 2016-10-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atabas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62 Research on C2C-to-B2C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甘小红 信息管理学院 甘小红 2016-10-01 International EI 检索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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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Journal of Hybri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外国）论文 

163 
Image salient regions encryption for generating visually 

meaningful ciphertext image 
温文媖 信息管理学院 

温文媖,张玉书

(外),方玉明,方

志军(外) 

2016-07-19 
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64 
A novel method for image segmentation using 

reaction-diffusion model 
温文媖 信息管理学院 

温文

媖,he,chuanjian

g(外),zhang,yus

hu(外),fangzhij

un(外) 

2015-10-19 
Multidimensional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65 
Deciphering an RGB color image cryptosystem based 

on Choquet fuzzy integral 
Yushu 
Zhang 

信息管理学院 

Yushu 
Zhang(外),温

文

媖,wu,yongfei(

外),zhang,rui(

外),chen,jun 

xin(外),he,xin(

外) 

2015-08-25 
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66 
Employing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Model for Topic 

Extraction of Chinese Text 
刘启华 信息管理学院 刘启华 2016-07-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atabas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67 
Combining User Contexts and User Opinions for 

Restaurant Recommendation in Mobile Environment 
刘启华 信息管理学院 刘启华,甘小红 2016-03-01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in 
Organizations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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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A Novel Objective Quality Assessment for 

Super-Resolution Images 
舒雷 信息管理学院 

舒雷,方玉明,

方志军(外),杨

勇,费风长,熊

乃学(外) 

2016-05-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gnal 
Processing, Image 

Processing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69 
Extending Stream X-machines with Probability 

Intervals to Test Web Software 
钱忠胜 信息管理学院 钱忠胜 2016-04-2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bri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70 
Classifying Driving Fatigue Based on Combined 

Entropy Measure Using EEG Signals 
Yijun 
Xiong 

信息管理学院 

Yijun 

Xiong(外),Junf

eng Gao(外),杨

勇,Xiaolin 

Yu(外),Wentao 

Huang(外) 

2016-03-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rol 
and Automation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71 Mining Opinion Word from Customer Review 江腾蛟 信息管理学院 

江腾蛟,钟敏

娟,廖述梅,骆

斯文 

2016-02-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atabase 

and Theory and 
Application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72 
Formation of Substitution or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in ICT 
齐亚伟 信息管理学院 齐亚伟 2016-01-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bri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73 
Segment-Focused Shilling Attacks against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in Binary Ratings-based 
Recommend 

张富国 信息管理学院 张富国 2016-02-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bri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74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factors on MATLAB caused by 

mobile internet users word of mouth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 

胡宇辰,缪金生

(学) 
2016/11/1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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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systems,science&te

chnonlogy 

175 
An Empirical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nowledge Sharing in Virtual Learning Community 
沈波 信息管理学院 沈波 2015-07-29 

The Open 
Cybernetics & 

Systemics Journal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76 
Research on the mode of Enterprise Service Innovation 

in Micro Era 
谭亮 信息管理学院 谭亮,徐升华 2015-11-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 and e- 

Servi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77 
Modeling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logistics supply 

chain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杨波 信息管理学院 杨波 2015-11-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 and e- 

Servi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78 
Research on Food Network Market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Based on Improved BP Algorithm 
黎新伍 国际经贸学院 黎新伍,王根生 2015-09-15 

Advance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179 几种基于统计的词聚类方法比较 袁里驰 信息管理学院 袁里驰 2016-09-25 
中南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 

EI 检索期刊

（CSCD 核

心库）论文 

180 不确定条件下土地资源空间优化的弹性空间划定 李鑫 外校单位 
李鑫(外),严思

齐(外),肖长江 
2016-08-23 农业工程学报 

EI 检索期刊

（CSCD 核

心库）论文 

181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factors on MATLAB caused by 

mobile internet users word of mouth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 

胡宇辰,缪金生

(学) 
2016/11/1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mulation 

systems,science&te
chnonlogy 

EI 检索期刊

（外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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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全国与国际性学术会议一览表 

序

号 
会 议 名 称 时   间 主办单位 

国际或 

全国性 

1 江西省管理学年会 2016 年年会 2016.10.22-10.23 工商管理学院 全国性 

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峰论坛 2016.4.8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性 

3 全国政府预算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政府预算执行与国库改革”学术研讨会 2016.4.16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性 

4 2016 财经笔会 2016.5.27-5.29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性 

5 第十二届校友论坛暨第三届财税论坛 2016.8.26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性 

6 全国首届社会保障师资培训班 2016.10.12-10.14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性 

7 “全国统筹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讨会 2016.10.15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性 

8 全国社会保障教学研讨会（2016） 2016.10.14-10.16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性 

9 第四届（2016）全国公共财政管理与政策学术研讨会 2016.11.5-11.7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性 

10 税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专题论坛 2016.11.17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性 

11 第二届全国“财税理论与政策”优秀研究生学术论坛会议 2016.11.18-11.20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性 

12 江西财经大学第八届 CFO 高端论坛 2016.11.5 会计学院 全国性 

13 2016 届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五届国际投资论坛 2016.5.6-5.9 
江西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 
全国性 

14 国际政治、地缘政治与国际经济 2016.9.17-9.18 
江西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 
全国性 

15 全国第十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暨第六届《资本论》与当代经 2016.9.24-9.25 经济学院 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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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问题学术研讨会 

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b-national PPPs, and Real GDP and Living 

Condition Comparisons 
2016.10.12-10.14 统计学院 国际性 

17 2016 年中国数据库发展研讨会（NDBC2016） 2016.6.2-6.3 信息学院 全国性 

18 第 17 届 Web 时代信息管理国际会议（WAIM2016） 2016.6.3-6.5 信息学院 国际性 

19 第十届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管理国际会议 （ICMeCG 2016） 2016.10.28-10.30 信息学院 国际性 

20 精准扶贫与新农村发展高端论坛 2016.4.14 
江西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 
全国性 

21 全国财经院校文化建设研讨会暨语文研究会第三十三届年会 2016.7.27-7.29 
江西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 
全国性 

22 
中国社会学会年会分论坛“经济新常态下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新问题和对

策” 
2016.7.16-7.17 

江西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 
全国性 

23 第五届传统音乐高端论坛 2016.11.4-11.6 艺术学院 全国性 

24 第六届艺术与设计高端论坛 2016.12.9.-12.11 艺术学院 全国性 

25 2016 年击剑协会年会 2016.12.16-18 体育学院 全国性 

26 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前沿问题高端论坛 2016.12.3-1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全国性 

27 当代财经杂志社 2016 年部分编委座谈会 2016.5.21 当代财经杂志社 全国性 

28 2016 年当代财经杂志社两刊编委及特邀代表座谈会 2016.12.28 当代财经杂志社 全国性 

29 江西“向特色优势要竞争力”对策研讨会 2016.9.23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全国性 

30 第五届全国产业研究生论坛 2016.12.03 产业经济研究院 全国性 

31 第三届赣鄱金融论坛 2016.12.3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管

理国际研究院 
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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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江西财经大学聘任客座教授一览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称 

工作 

单位 

聘用 

专业 

聘任 

日期 

聘任 

单位 

1 董为众 教授 
美国旧金山金门大学 

税务学院 
税收学 2016.1.11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 李宏伟 教授   资源环境科学 2016.3.7 江西财经大学 

3 何明 院长、教授 云南大学 社会学、民俗学 2016.3.10 人文学院 

4 倪锡钦 系主任,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社会工作 2016.3.24 人文学院 

5 陈文新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

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长

江学者、二级教授 

武汉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2016.3.24 人文学院 

6 张耀辉 董事长 
上海明辉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管理 2016.3.28 人文学院 

7 黎隆武 省委副部长 江西省委宣传部 文化产业 2016.3.30 人文学院 

8 Paul Wiener 国际项目负责人、副教授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旅游管理 2016.4.11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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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炳林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 

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理论 2016.5.6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 祝黄河 
江西省政协常委、文史和学

习委员会副主任、教授 

江西省政协常委、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马克思主义理论 2016.5.6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 胡伏云 党组书记、主任 省政府金融办 金融学 2016.5.18 江西财经大学 

12 熊辉 信息安全中心主任、教授 
美国罗格斯- 

新泽西州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6.6.6 信息管理学院 

13 王宁 常务副会长、高级经济师 中国电子商会   2016.11.11 深圳研究院 

14 梅永红 
深圳国家基因库主任、华大

农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华大基因   2016.11.11 深圳研究院 

15 向隽 董事长 
深圳迪蒙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2016.11.11 深圳研究院 

16 王明青 制片人、主持人、教授 杭州电视台 新闻与传播 2016.11.22 人文学院 

17 David Wirth 教授 波士顿学院 法学 2016.12.22 法学院 

 

(科研处吴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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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 

职务任免情况 

江财党字〔2016〕7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党委研究，决定任命： 

涂远武同志为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 

职务任期自 2016 年 1 月起至 2017 年 1 月止。 

决定免去： 

陈伟峰同志的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职务； 

涂远武同志的统计学院党委副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6〕12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 

吴宗福任正科级组织员； 

夏贤明任正科级组织员； 

陈志平任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 

周少华任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杨海荣任党委学工部思想政治教育科副科长； 

马李琛任校团委办公室主任； 

廖春妍任国际学院分团委书记； 

马  明任体育学院分团委书记。 

以上同志的职务任期自 2016 年 3 月起至 2017 年 1 月止。 

决定免去： 

陈志平的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职务； 

陈志杰的工会办公室主任职务（保留正科级待遇至 2017 年 1 月）； 

李大晖的党委学工部思想政治教育科科长职务； 

马李琛的外国语学院分团委副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6〕31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党委研究，决定任命： 

谢行焱为党委宣传部宣教科科长； 

郝海涛为党委宣传部校报与文化建设科科长； 

匡琳为党委宣传部网络宣传科科长兼新媒体与舆情信息科科长； 

肖慜为党委宣传部对外宣传与广电科科长; 

邹俊为信息管理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250 

陈雅萍为艺术学院分团委书记; 

兰芳为 EMBA 教育学院副科级组织员； 

熊棉喜为继续教育学院副科级组织员（兼）。 

以上同志的职务任期自 2016 年 8 月起至 2017 年 1 月止。 

决定免去： 

谢行焱的党委宣传部影视科副科长职务； 

匡琳的党委宣传部网络信息管理办公室主任职务； 

郝海涛的党委宣传部校报编辑室主任职务； 

肖慜的党委宣传部宣教科科长职务； 

付艳的学生工作部麦庐园学工办公室主任（团工委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6〕39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党委研究，决定任命： 

刘灵同志为艺术学院党委书记； 

叶卫华同志为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 

任期自 2016 年 11 月起至 2017 年 6 月止。 

决定免去： 

毕正华同志的艺术学院党委书记职务。 

 

江财党字〔2016〕42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袁雄等 68 名处（院所）级干部的职务续任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续任名单如下： 

袁雄为党委办公室主任； 

章蓉为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韩国玉为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郑威为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李法贵为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欧阳康为党委组织部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机关党委书记；   

汪业军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欧阳迎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徐翔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党校副校长； 

    丁美东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王金海为党委宣传部部长； 

    喻春龙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陈丽萍为党委统战部部长； 

    陈华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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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金凤为工会主席； 

    吴太福为工会副主席； 

郑赟为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 

    段远鸿为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刘志蓉为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习金文为校团委书记； 

    叶申玲为校团委副书记； 

    许秀胜为后勤保障处党总支书记； 

    雷迎春为人武部部长； 

    刘赣平为保卫处、人武部党总支书记； 

    涂向新为人武部副部长； 

    鲁决斌为人武部副部长； 

    冷清波为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党总支书记； 

    涂艳为国际学院党委书记； 

    夏贤锋为国际学院党委副书记; 

    夏国华为创业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王芳为创业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刘永早为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 

    姜红仁为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纪春福为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许明喜为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陆旭为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 

    熊绍辉为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黄雨虹为工商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陈荣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卢建华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享受正处级待遇）; 

彭清宁为会计学院党委书记； 

陈光秀为会计学院党委副书记; 

黄文德为会计学院党委副书记; 

罗明芳为国际经贸学院党委书记； 

廖勇勇为国际经贸学院党委副书记; 

胡文烽为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李大晖为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 

胡建国为金融学院党委书记； 

涂远武为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 

叶绍义为统计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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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春发为信息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肖建文为信息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王琪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张志军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贺三宝为法学院党委书记； 

毛细荣为法学院党委副书记（享受正处级待遇）; 

李新海为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党委书记； 

彭敏为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党委副书记; 

左家盛为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 

杨尚勇为人文学院党委书记； 

李援为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 

黄黑平为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邹国辉为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党总支书记； 

车友财为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党总支副书记; 

江水法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唐海燕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邓必礼为附中党支部书记（副处级）; 

张立军为医院党支部书记（副处级）。 

 

江财党字〔2016〕54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王智明等 65 名科级干部的职务续任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续任名单如下： 

王智明为党委办公室行政科科长； 

李伟为党委办公室行政科副科长; 

曾爱英为党委办公室调研科科长； 

吴宗福为正科级组织员； 

夏贤明为正科级组织员； 

黄瑶妮为党委办公室信访科科长； 

孙青玥为党委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 

秦建兵为纪委办公室主任; 

贺伟荣为党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周少华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陈志平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 

钟洪涛为党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 

郝海涛为党委宣传部校报与文化建设科科长; 

谢行焱为党委宣传部宣教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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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琳为党委宣传部网络宣传科科长兼新媒体与舆情信息科科长; 

肖慜为党委宣传部对外宣传与广电科科长; 

陈星为工会幼儿园园长; 

卢华清为工会幼儿园副园长; 

丁智慧为学生工作部办公室主任; 

刘人玮为学生工作部办公室副主任; 

杨海荣为学生工作部思想政治教育科副科长; 

马李琛为校团委办公室主任; 

匡仁相为校团委组织、宣传部部长; 

汪祎芳为人武部政治保卫科主任； 

张帆为人武部政治保卫科副主任； 

范红英为人武部人武科科长； 

兰芳为 EMBA 教育学院副科级组织员； 

王明华为国际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李国艳为国际学院正科级辅导员; 

廖春妍为国际学院分团委书记; 

冷向京为创业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杨振荣为创业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正科级辅导员; 

陶国成为创业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正科级辅导员; 

阳铃为创业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分团委副书记; 

熊棉喜为继续教育学院副科级组织员； 

远翠平为工商管理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杨婉琪为工商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兼校团委副书记（正科级）; 

周江军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赵磊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 

唐磊雯为会计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饶开明为会计学院正科级辅导员; 

娄玮为会计学院分团委书记; 

魏丽艳为国际经贸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周军花为国际经贸学院正科级辅导员; 

刘贺为国际经贸学院分团委副书记; 

郭勇为经济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曹雯为经济学院分团委书记; 

张毅为金融学院分团委书记; 

周洪为金融学院正科级辅导员; 

许桂芳为统计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254 

顾勇为统计学院分团委书记; 

邹俊为信息管理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陶志超为信息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兼校团委副书记（正科级）; 

张雅娟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阮艳平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 

刘丽芳为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周海燕为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分团委书记; 

江庆国为外国语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胡诚民为人文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司东蕾为人文学院分团委副书记; 

刘小春为法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王慧芳为艺术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陈雅萍为艺术学院分团委书记; 

胡尤良为体育学院正科级组织员; 

马明为体育学院分团委书记。 

 

江财字〔2016〕5 号 

为全面落实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有关要求，推进科研机构去行政化改革，

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杨杰等 8 位同志为科研机构专职负责人，具体名单如下： 

杨杰为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秀香为贸易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刘满凤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席卫群为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家宇为江西省应用统计研究中心副主任 

易有禄为江西法治政府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头平为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徐崇波为财政大数据分析中心副主任 

以上同志为院、所级干部，纳入院、所级干部管理，聘期自 2016 年 1 月起至

2017 年 1 月止。 

 

江财字〔2016〕6 号 

为全面落实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有关要求，推进科研机构去行政化改革，

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曹元坤等 12 名专职教师为科研机构兼职负责人，具体名单如

下： 

曹元坤为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 

张蕊为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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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军为现代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兼） 

桂荷发为科技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 

陈家琪为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兼） 

温锐为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兼） 

石劲为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院长（兼） 

胡援成为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研究中心主任（兼） 

夏家莉为财政大数据分析中心主任（兼） 

谢盛纹为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 

万本庭为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兼） 

肖峻为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兼） 

以上人员不定行政级别，实行聘任岗位考核和专职教师考核。聘期自 2016 年 1

月起至 2017 年 1 月止。 

 

江财字〔2016〕11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 

陈建南为督查员，保留正处级待遇； 

肖明辉为督查员，保留正处级待遇； 

朱海琴为督查员，保留正处级待遇； 

陈  曦为督查员，保留正处级待遇； 

张国良为督查员，保留正处级待遇； 

徐李全为督查员，保留副处级待遇； 

刘慎河为督查员，保留副处级待遇； 

王珂琍为督查员，保留副处级待遇； 

陈江泉为督查员，保留副处级待遇； 

严军亮为督查员，保留副处级待遇。 
 

江财字〔2016〕12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 

袁雄为共建工作办公室主任（兼）； 

陈伟峰为图书馆副馆长； 

詹政为金融学院副院长。 

以上同志职务聘期自 2016 年 1 月起至 2017 年 1 月止。 

决定解聘： 

阙善栋的校友联络办公室主任职务； 

陈建南的校务委员兼综治办公室主任职务； 

郭庆丰的共建工作办公室主任兼校友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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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岩波的图书馆馆长职务； 

蒋悟真的法学院院长职务； 

余新培的会计学院副院长职务； 

刘振林的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职务。 

 

江财字〔2016〕15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 

潘桦为校友联络办公室主任； 

张曦凤为汉语国际推广中心(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心)主任； 

张志兵为财政大数据分析中心副主任。 

职务聘期自 2016 年 1 月起至 2017 年 1 月止。 

决定免去： 

张曦凤的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职务； 

 

江财字〔2016〕18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 

邹传教为图书馆馆长。 

职务聘期自 2016 年 3 月起至 2017 年 1 月止。 

决定免去： 

邹传教的管理服务督查组组长职务。 

 

江财字〔2016〕54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 

严武为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不具行政级别）； 

黄和平为督查员。 

解聘： 

严武的校务委员职务； 

黄和平的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副处长职务; 

 

江财字〔2016〕67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 

杨德敏为法学院院长； 

凌爱凡为金融学院副院长。 

职务聘期自 2016 年 8 月起至 2017 年 1 月止。 

决定聘任： 

肖勇为校友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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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晓平为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副主任兼现代经济管理学

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胡少勇为金融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刘建为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王根生为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刘德喜为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阙占文为法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蒋国河为人文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黄和平为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决定解聘： 

潘桦的共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江财字〔2016〕94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聘任： 

肖文海为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 

职务聘期自 2016 年 10 月起至 2017 年 1 月止。 

决定解聘： 

关爱浩的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院长职务； 

肖文海的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职务； 

舒万华的附属中学校长职务（保留副处级待遇至 2017 年 1 月）。 

 

江财字〔2016〕104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 

毕正华为校管理服务督查组督查员（享受正处级待遇）。 

决定解聘： 

刘灵的新闻中心主任职务。 

 

江财字〔2016〕105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袁雄等 188 名处（院所）级干部的职务续聘

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续聘名单如下： 

袁雄为校长办公室、共建工作办公室主任； 

章蓉为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韩国玉为校长办公室副主任、麦庐园综合办主任； 

郑威为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李法贵为监察处、审计处处长；  

熊立芬为监察处、审计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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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云生为监察处、审计处副处长（享受正处级待遇）；  

汪业军为人事处处长； 

欧阳迎为人事处副处长; 

丁美东为人事处副处长; 

罗庆辉为新闻中心副主任； 

郑赟为学生工作处处长、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 

段远鸿为学生工作处副处长; 

刘志蓉为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郭海峰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 

潘桦为校友联络办公室主任; 

肖勇为校友联络办公室副主任; 

许基南为教务处处长；   

徐旭川为教务处副处长; 

吕小梅为教务处副处长; 

廖国琼为教务处副处长; 

匡小平为科研处处长； 

李志强为科研处副处长; 

史言信为科研处副处长; 

荣莉为研究生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主任兼研究生院副院长（正处级）; 

魏清华为研究生院副院长; 

陶春海为研究生院副院长; 

肖珑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海外教育中心、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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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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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曦凤为汉语国际推广中心（来华留学生中心）主任； 

汪宗亮为财务处处长； 

董慧英为财务结算中心主任兼财务处副处长（正处级）; 

章俊为财务处副处长; 

彭元为后勤保障处处长； 

张军为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左维民为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涂庚龙为后勤保障处副处长； 

万莉为节能中心副主任； 

雷迎春为保卫处处长； 

涂向新为保卫处副处长； 

鲁决斌为保卫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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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兴富为校园建设处处长； 

姜瑜为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杨有亮为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程扬渠为校园建设处副处长； 

余飒为资产管理处处长； 

李武为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冷清波为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处长； 

刘晓峰为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副处长； 

罗锐为招生就业处处长； 

王玉杰为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柳晨为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王耀德为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办公室主任； 

周玫为 EMBA 教育学院院长；   

吴良平为 EMBA 教育学院副院长; 

杨慧为国际学院院长；   

陈卫东为国际学院副院长; 

李庆为国际学院副院长; 

刘彪文为创业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所长；   

樊明为创业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梅小安为创业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黄泽友为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蔡利农为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饶菁伟为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陈明为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主任兼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

院长（正处级）；   

陈丽萍为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刘仁彪为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顾耀峰为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邱晓平为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副主任兼现代经济管理学

院副院长； 

邹传教为图书馆馆长； 

季小刚为图书馆副馆长; 

胡新为图书馆副馆长; 

郑淑娟为图书馆副馆长; 

陈伟峰为图书馆副馆长; 

陆晓兵为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心主任（副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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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霞为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心副主任; 

肖清雷为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黄辉为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副主任； 

方勤为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经济管理与创业模拟实验中心主任； 

刘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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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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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云为档案管理中心主任; 

魏细仁为档案管理中心副主任; 

胡宇辰为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兼 MBA 教育中心主任； 

刘浩华为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宁亮为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兼 MBA 教育中心副主任; 

胡海波为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邹艳芬为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金欣为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杨杰为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正院所级）； 

李春根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兼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

中心主任; 

杨得前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兼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

新中心副主任; 

肖建华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张仲芳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王萍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席卫群为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 

章卫东为会计学院院长； 

李宁为会计学院副院长; 

袁业虎为会计学院副院长; 

曹玉珊为会计学院副院长; 

王醒喆为会计学院副院长;   

袁红林为国际经贸学院院长； 

吴朝阳为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彭铭谊为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刘建为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王根生为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李秀香为贸易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正院所级）；   

陆长平为经济学院院长； 

席小炎为经济学院副院长; 



 

261 

杨飞虎为经济学院副院长; 

桂林为经济学院副院长; 

吴斌为经济学院副院长;   

汪洋为金融学院院长； 

刘兴华为金融学院副院长; 

凌爱凡为金融学院副院长; 

刘菊华为金融学院副院长; 

胡少勇为金融学院副院长;   

罗良清为统计学院院长； 

罗世华为统计学院副院长; 

潘文荣为统计学院副院长; 

李志龙为统计学院副院长; 

金建军为统计学院副院长; 

吴家宇为江西省应用统计研究中心副主任（副院所级）；  

毛小兵为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沈波为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杨勇为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万建香为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曹小英为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刘德喜为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邹勇文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院长； 

但承龙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邹秀清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李明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刘春根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 

杨德敏为法学院院长; 

徐光华为法学院副院长; 

张克为法学院副院长; 

周维德为法学院副院长; 

阙占文为法学院副院长; 

易有禄为江西法治政府研究中心副主任（副院所级）； 

白耀辉为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副院长; 

黄茂军为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副院长; 

邓庆山为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副院长; 

易润水为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副院长; 

叶卫华为外国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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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剑平为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谢海长为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吴小明为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李春长为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尹忠海为人文学院院长; 

王玉琦为人文学院副院长; 

蔡盈洲为人文学院副院长; 

蔡志刚为人文学院副院长; 

蒋国河为人文学院副院长; 

包礼祥为艺术学院院长； 

罗时武为艺术学院副院长; 

李民为艺术学院副院长; 

胡文明为艺术学院副院长; 

樊凤龙为艺术学院副院长; 

郑志强为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院长； 

詹新寰为体育学院副院长; 

曹清为体育学院副院长; 

朱亚坤为体育学院副院长; 

万小明为体育学院副院长;   

陈始发为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夏德根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唐书麟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刘晓泉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蒋尧明为《当代财经》杂志社常务副社长；   

魏琳为《当代财经》杂志社副社长; 

王展祥为《当代财经》杂志社副社长; 

吴志军为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 

陈雁云为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徐斌为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王自力为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院长； 

吴昌南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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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小明为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刘满凤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杨头平为协同创新中心数据统计处理部主任（副院所级）; 

钱建豪为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黄晓全为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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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国为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 

黄和平为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肖文海为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循环经济与生态工业研究所所长；  

徐崇波为财政大数据分析中心副主任； 

张志兵为财政大数据分析中心副主任； 

黄建平为校医院院长（副处级）。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曹元坤等 15 人的兼任职务续聘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兼任续聘人员不定行政级别，实行聘任岗位考核和专职教师考核,名单

如下： 

曹元坤为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蕊为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黄建军为现代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桂荷发为科技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陈家琪为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温锐为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石劲为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院长； 

严武为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胡援成为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研究中心主任； 

夏家莉为财政大数据分析中心主任； 

蒋悟真为法治江西建设协同中心主任； 

谢盛纹为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万本庭为协同创新中心监测预警仿真部主任； 

肖峻为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副院长； 

詹政为深圳研究院副院长。 

 

江财字〔2016〕108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 

谢花林为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兼生态文明制度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正院所级）。 

聘期自发文之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 

决定解聘： 

谢花林的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资源利用与生态安全研究所所长职

务。 

 

江财监察字〔2016〕1 号 

根据《江西财经大学管理服务督查工作管理办法》（江财字〔2012〕28 号）文

件精神，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邹传教等九位同志为 2016 年度校管理服务督查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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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具体名单如下： 

组  长：邹传教 

常务副组长：庄东泉 

成  员：郭朝华   罗顺祥   车  玲   习  勤 

苏海忠   黄  安    胡全安 

以上同志聘期从 2016 年 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 

 

江财监察字〔2016〕3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第 6 次党委会研究，决定解聘庄东泉同志校管理服务督

查组常务副组长职务。 

 

江财监察字〔2016〕4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第 12 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聘任伍先斌同志为校管

理服务督查组组长。 

聘期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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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评聘情况 

江财职称字〔2016〕7 号 

经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定通过，省有关部门批复，孙瑛等 4 位同志

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思想政治专业讲师资格（1 人） 

孙  瑛   

二、具备馆员资格（2 人） 

熊  剑   王  瑛   

四、具备助理研究员资格（1 人）（赣社职字［2015］02 号） 

黄素娟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黄素娟从 2015 年 10 月 30 日起算；其余 3 位同志从

2015 年 9 月 25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6〕8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孙瑛等 4 位同志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具体名单如下： 

一、思想政治专业讲师（1 人，中级、专技 10 级） 

孙  瑛   

二、馆员（2 人，中级、专技 10 级） 

熊  剑     王  瑛   

四、助理研究员（1 人，中级、专技 10 级） 

黄素娟  

以上同志的聘期：黄素娟从 2015 年 10 月至 2018 年 9 月；孙瑛、熊剑、王瑛从

2015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 

以上同志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6〕9 号 

经相关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省人保厅批复，毛澄映等 45 位

同志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教授资格人员（14 人）（赣人社字［2016］50 号） 

毛澄映  徐光华  万  征  万建香  廖义刚  饶晓辉       

李洪义  蔡盈洲  汪新艳  彭新万  姜红仁  周早弘 

谢小剑  简  泽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5 年 12 月 5 日起算。 

二、具备副教授资格人员（31 人）（赣人社字［2016］50 号） 

杨  波  黄淑英  钟冬根  徐  津  刘  建  汪  星 

魏丽军  熊小刚  张  宁  靳  伟  张志伟  雷  敏 



 

266 

邓玉华  徐  斌  姚冠荣  周立华  马  艳  李会学 

谢海长  刘  旦  汪翠芳  李  有  齐亚伟  王守坤  

朱亚坤  乐  琦  顾署生  刘爱文  丁菊玲  张  勇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5 年 12 月 5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6〕10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毛澄映等 45 位 

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教授（14 人，正高、专技 4 级） 

毛澄映  徐光华  万  征  万建香  廖义刚  饶晓辉       

    李洪义  蔡盈洲  汪新艳  彭新万  姜红仁  周早弘 

    谢小剑  简  泽  

聘期从 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 

二、副教授（31 人，副高、专技 7 级） 

杨  波  黄淑英  钟冬根  徐  津  刘  建  汪  星 

魏丽军  熊小刚  张  宁  靳  伟  张志伟  雷  敏 

邓玉华  徐  斌  姚冠荣  周立华  马  艳  李会学 

谢海长  刘  旦  汪翠芳  李  有  齐亚伟  王守坤  

朱亚坤  乐  琦  顾署生  刘爱文  丁菊玲  张  勇 

 

聘期从 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 

以上同志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6〕11 号 

经相关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省人保厅批复，许光伟等 5 位

同志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如下： 

一、具备研究员资格人员（1 人）（赣人社字［2015］446 号） 

许光伟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5 年 11 月 29 日起算。 

二、具备副研究员资格人员（1 人）（赣人社字［2015］446 号） 

黄杰华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5 年 11 月 29 日起算 

三、具备高级工程师资格人员（1 人）（赣人社字［2016］9 号） 

罗远胜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5 年 11 月 14 日起算。 

四、具备中学高级教师资格（1 人）(赣人社字［2016］14 号) 

杨令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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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5 年 11 月 2 日起算 

五、具备高级会计师资格人员（1 人）(赣人社字［2016］41 号) 

漆  涛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5 年 12 月 20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6〕12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许光伟等 5 位 

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研究员（1 人，正高、专技 4 级） 

许光伟 

聘期从 2015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0 月。 

二、副研究员（1 人，副高、专技 7 级） 

黄杰华 

聘期从 2015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0 月。 

三、高级工程师（1 人，副高、专技 7 级） 

罗远胜 

聘期从 2015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0 月。 

四、中学高级教师（1 人，副高、专技 7 级） 

杨令昕 

聘期从 2015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0 月。 

五、高级会计师（1 人，副高、专技 7 级） 

漆  涛 

聘期从 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 

以上同志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6〕13 号 

根据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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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8 号）文件，我校罗良清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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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良清  蒋悟真   邹  玲 

经研究，决定聘用以上 3 位同志担任我校教授二级岗位专业技术职务。聘期从

2015 年 12 月起至 2018 年 11 月止。 

聘期内对聘用人员实行定期考核、动态管理。考核分为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

考核办法及内容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者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6〕14 号 

根据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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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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万敏琍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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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 

万敏琍   周美华   胡  军   杜江泽   吕添贵  刘燕青 

江  河   董  瑶   寻  舟   张鸿儒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刘燕青、江河、董瑶、张鸿儒从 2016 年 2 月 15 日

起算；万敏琍、周美华、胡军、杜江泽、吕添贵、寻舟从 2016 年 5 月 15 日起算。 

二、具备助理研究员资格（1 人） 

张  敏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6 年 2 月 15 日起算。 

三、具备研究实习员资格（3 人） 

符晓英   陈世军   熊璐尉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6 年 2 月 15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6〕15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万敏琍等 14 位同志担任中、初级专业技

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讲师 (11 人，中级、专技 10 级) 

万敏琍   周美华   胡  军  杜江泽   吕添贵   刘燕青 

江  河   董  瑶   寻  舟  张鸿儒   欧阳君君   

以上同志的聘期：刘燕青、江河、董瑶、张鸿儒从 2016 年 2 月至 2019 年 1 月；

万敏琍、周美华、胡军、杜江泽、吕添贵、寻舟从 2016 年 5 月至 2019 年 4 月；欧

阳君君从 2015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0 月。 

二、助理研究员（1 人，中级、专技 10 级） 

张  敏   

聘期：从 2016 年 2 月至 2019 年 1 月。 

三、研究实习员（2 人，初级、专技 12 级） 

陈世军  熊璐尉  

聘期：从 2016 年 2 月至 2019 年 1 月。     

以上同志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则自动解聘。 

 

江财职称字〔2016〕16 号 

根据《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改革意见》（江财党字〔2014〕36

号）附件 4：《江西财经大学校内聘任教授、副教授暂行办法》，经个人申请、单位

推荐、职称工作领导小组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并经校党政联席会议审定，决定校内

聘任朱晓刚等 22 位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校内聘任教授（共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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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刚 蔡吉甫 桂 林 李文明 叶卫华 宫之君 

二、校内聘任副教授（副研究员）（共 16 人） 

李 胜 熊家财 邓 松 张小路 伍云峰 管考磊 

张洪辉 余昌龙 李玉花 赵玉洁 王庆平 刘启华 

刘伟明 习明明（副研究员） 潘 丹 孙秉文 

以上内聘人员的聘期从 2016 年 10 月 27 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26 日止。聘期内

享受学校同类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校内同等待遇（含工资补差待遇）和履行相关义务

（含履行相应服务期的义务），但不与档案工资挂钩；“第四类”即“我校长期特聘

的海外（含港澳台）人才”校内聘任者，其权利、义务和待遇，按与学校签订的聘

用协议执行。 

校内聘任教授、副教授（副研究员）可以以所聘岗位职称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

聘期内申报同级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时，优先向校高评会推荐参评；聘期内由所在单

位参照学校同类专业技术职务人员进行考核；聘期内晋升到所聘层级专业技术职务

者，内聘专业技术职务自行解聘。 

聘期内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学校予以解聘： 

（一）经确认有学术不端等违反职业道德或学术道德的行为。 

（二）所在单位认为有其他不能胜任该岗位的行为。 

 

江财职称字〔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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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刘展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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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人) 

    刘  展  王  勇  曾永明  王  雯  毛明松  杨明华 

    周博文  吕大国  曾  冰  熊凌云  陈  宾（法学院） 

    熊小欣  林文凯  徐国良  肖长江  邱永志  胡京波 

    徐  萌  周梅芳  刘咸亮  肖丽娟  刘黎平  叶晗堃 

    王  鑫  娄  玮（思政专业）  

以上同志的任职资格时间：刘展、王勇、曾永明、王雯、 

毛明松、杨明华、周博文、吕大国、曾冰、熊凌云、陈宾（法学院）、熊小欣、

林文凯、徐国良、肖长江、邱永志、胡京波 

徐萌、刘黎平、叶晗堃、王鑫、娄玮从 2016 年 10 月 15 日起算；周梅芳、刘咸

亮、肖丽娟从 2016 年 11 月 30 日起算。 

二、 具备助理研究员资格（1 人） 

钟  琴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6 年 10 月 15 日起算。  

三、具备工程师资格（1 人） 

刘臻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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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6 年 10 月 15 日起算。 

四、具备研究实习员资格（4 人） 

蔡文韬  聂  慎  兰  涛  梅逢彬 

任职资格时间：从 2016 年 10 月 15 日起算。 

 

江财职称字〔2016〕18 号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聘任陈成文等 36 位同志 

担任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具体名单如下： 

一、教授 1 人（正高三级） 

陈成文 

聘期：从 2016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1 月。 

二、副教授 2 人（副高七级） 

王  静   蒋崇辉 

聘期：王静从 2016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0；蒋崇辉从 2016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 

三、讲师 27 人（中级九级 1 人、中级十级 26 人)  

    刘  展  王  勇  曾永明  王  雯  毛明松  杨明华 

    周博文  吕大国  曾  冰  熊凌云  陈  宾（法学院） 

    熊小欣  林文凯  徐国良  肖长江  邱永志  胡京波 

    徐  萌  周梅芳  刘咸亮  肖丽娟  刘黎平  叶晗堃 

    王  鑫  何忠伟  娄  玮（思政专业）涂洪亮（中级九级）  

以上同志的聘期分别为：刘展、王勇、曾永明、王雯、毛明松、杨明华、周博

文、吕大国、曾冰、熊凌云、陈宾（法学院）、熊小欣、林文凯、徐国良、肖长江、

邱永志、胡京波、徐萌、刘黎平、叶晗堃、王鑫、娄玮从 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周梅芳、刘咸亮、肖丽娟从 2016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0 月；涂洪亮从 2016 年 9

月至 2019 年 8 月；何忠伟从 2016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 

四、助理研究员 1 人（中级十级） 

钟  琴  

聘期：从 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  

五、工程师 1 人（中级十级） 

刘臻晖 

聘期：从 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 

六、研究实习员 4 人（助理十二级） 

蔡文韬  聂  慎  兰  涛  梅逢彬 

聘期：从 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 

以上同志如在聘期内经学校同意调出、退休或擅自离岗则自动解聘。 

 

（根据学校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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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退休人员名单 

序

号 
部门名称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工作时间 退休时间 

1 后勤保障处 原榕 男 1956 年 1 月 1970 年 12 月 2016 年 1 月 

2 统计学院 詹国华 男 1956 年 2 月 1976 年 1 月 2016 年 2 月 

3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杨丽琼 女 1956 年 2 月 1971 年 4 月 2016 年 2 月 

4 高等教育研究所 刘淑波 女 1956 年 2 月 1975 年 7 月 2016 年 2 月 

5 后勤保障处 刘开元 男 1956 年 2 月 1976 年 6 月 2016 年 2 月 

6 
网络信息管理中

心 
姚公兴 男 1956 年 2 月 1977 年 12 月 2016 年 2 月 

7 会计学院 项平 女 1956 年 3 月 1973 年 11 月 2016 年 3 月 

8 职业技术学院 陈鸣 男 1956 年 3 月 1973 年 11 月 2016 年 3 月 

9 工会 苏海忠 男 1956 年 3 月 1974 年 11 月 2016 年 3 月 

10 后勤保障处 熊淑明 男 1956 年 3 月 1979 年 7 月 2016 年 3 月 

11 校医院 张小珍 女 1961 年 4 月 1982 年 11 月 2016 年 4 月 

12 信息管理学院 钟友明 女 1956 年 4 月 1982 年 2 月 2016 年 4 月 

13 校园建设处 廖晓昕 男 1956 年 4 月 1971 年 3 月 2016 年 4 月 

14 
图书教材采购供

应中心 
陈曦 男 1956 年 5 月 1982 年 1 月 2016 年 5 月 

15 艺术学院 
欧阳小

毛 
男 1956 年 5 月 1980 年 12 月 2016 年 5 月 

16 人文学院 王中云 女 1956 年 5 月 1974 年 10 月 2016 年 5 月 

17 
会计学院、会计

发展研究中心 
方宝璋 男 1951 年 5 月 1980 年 7 月 2016 年 5 月 

18 艺术学院 彭建斌 男 1956 年 6 月 1980 年 12 月 2016 年 6 月 

19 国际经贸学院 沈敏 女 1961 年 6 月 1977 年 9 月 2016 年 6 月 

20 会计学院 喻小明 男 1956 年 6 月 1973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21 党办、校办 滕海滨 男 1956 年 7 月 1973 年 10 月 2016 年 7 月 

22 后勤保障处 黄雪根 男 1956 年 7 月 1974 年 7 月 2016 年 7 月 

23 招生就业处 曾渊 男 1956 年 7 月 1974 年 6 月 2016 年 7 月 

24 体育学院 崔开玲 女 1956 年 7 月 1973 年 9 月 201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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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工商管理学院 景进安 男 1956 年 7 月 1974 年 12 月 2016 年 7 月 

26 图书馆 郑泽广 男 1956 年 8 月 1976 年 1 月 2016 年 8 月 

27 后勤保障处 曾远 女 1966 年 9 月 1987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 

28 保卫处、人武部 邱国南 男 1956 年 9 月 1980 年 10 月 2016 年 9 月 

29 外国语学院 万玉兰 女 1956 年 10 月 1977 年 11 月 2016年10月 

30 金融学院 刘紫云 女 1956 年 10 月 1980 年 7 月 2016年10月 

31 
旅游与城市管理

学院 
庄东泉 男 1956 年 10 月 1974 年 3 月 2016年10月 

32 
《当代财经》杂

志社 
徐鸣 男 1956 年 10 月 1983 年 7 月 2016年10月 

33 党办、校办 涂建新 男 1956 年 11 月 1975 年 3 月 2016年11月 

34 艺术学院 刘绍洪 男 1956 年 11 月 1978 年 9 月 2016年11月 

35 后勤保障处 熊国华 男 1956 年 11 月 1975 年 3 月 2016年11月 

36 党办、校办 姜保尔 男 1956 年 11 月 1976 年 1 月 2016年11月 

37 人文学院 骆兵 男 1956 年 11 月 1974 年 4 月 2016年11月 

38 保卫处、人武部 曾纪赣 男 1956 年 11 月 1979 年 12 月 2016年11月 

39 体育学院 张国良 男 1956 年 12 月 1974 年 12 月 2016年12月 

40 图书馆 胡晓红 女 1966 年 12 月 1993 年 12 月 2016年12月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江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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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合作交流 

对外合作交流 2016 年大事记 

序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活动类型 主要内容 

1 2016-1-10 2016-2-13 短期访问 宫之君赴台湾澎湖科技大学、逢甲大学访问 

2 2016-1-16 2016-1-30 短期访问 肖珑、张曦凤赴英国考文垂大学准备孔子学院揭牌事宜 

3 2016-1-16  外教管理 外教参加外专局主办新年音乐会 

4 2016-1-20 2016-7-20 学校公派访学 晏飒绮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学 

5 2016-1-20 2017-1-20 国家公派访学 李小侠赴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访学 

6 2016-1-31 2016-7-31 学校公派访学 孙菲菲、李锋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访学 

7 2016-2-2 2017-8-2 国家公派访学 占小军赴美国威斯康辛协和大学访学 

8 2016-2-3 2017-2-3 学校公派访学 周早弘赴德国特里尔大学访学 

9 2016-2-6 2017-8-6 国家公派访学 何炜赴丹麦奥尔堡大学访学 

10 2016-2-10 2017-2-10 国家公派访学 闫志刚赴澳大利亚邦德大学访学 

11 2016-2-12 2017-2-12 国家公派访学 涂远芬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访学 

12 2016-2-13 2017-2-13 国家公派访学 徐斌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访学 

13 2016-2-18 2017-2-18 国家公派访学 饶晓辉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访学 

14 2016-2-21 2016-8-21 学校公派访学 钱忠胜赴丹麦奥尔堡大学访学 

15 2016-2-25 2017-2-25 学校公派访学 陈红艳赴澳大利亚邦德大学访学 

16 2016-2-28 2016-2-29 来华留学 留学生报到注册 

17 2016-2-28 2016-3-7 短期访问 郭英、舒竞率团参加国际案例大赛总决赛 



 

274 

18 2016-2-28 2016-10-28 学校公派访学 朱丘祥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访学 

19 2016-2-28 2017-1-25 国家公派访学 杨书怀赴澳大利亚邦德大学访学 

20 2016-3-1  来华留学 举行 2016 年春季留学生开学典礼 

21 2016-3-2 2016-4-1 外宾来访 英国拉夫堡大学高级讲师 Lawrence 来校讲学 

22 2016-3-3 2016-3-5 外宾来访 台湾实践大学校长陈振贵、薛宗仁、范姜肱来访 

23 2016-3-4 2016-9-4 学校公派访学 罗时武赴美国北佐治亚大学访学 

24 2016-3-6 2016-3-16 外宾来访 日本久留米大学副教授周婧讲学 

25 2016-3-9 2016-3-10 外宾来访 英国斯莱德克大学副校长 David Hillier、陆懋祖来访 

26 2016-3-9 2016-6-9 国家公派访学 郑志强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短期研修 

27 2016-3-9 2016-9-9 国家公派访学 尹忠海赴希腊约阿尼纳大学访学 

28 2016-3-9 2017-3-9 学校公派访学 万春赴美国米勒斯维尔大学访学 

29 2016-3-11 2016-5-13 外宾来访 台湾东吴大学副教授曹文沛讲学 

30 2016-3-12 2017-3-12 国家公派访学 王妮妮赴美国缅因州立大学访学 

31 2016-3-12 2017-3-12 国家公派访学 袁菊红赴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访学 

32 2016-3-13  出国（境）留学 组织"燃烧吧留学梦"出国留学分享会 

33 2016-3-14 2016-3-14 外宾来访 新西兰坎博特雷大学中方代表 Daniel Luo 来访 

34 2016-3-14 2016-4-3 外宾来访 维也纳经济大学副教授 Gregor 讲学 

35 2016-3-14 2017-3-14 学校公派访学 雷敏赴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访学 

36 2016-3-15 2016-3-15 外宾来访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马里奥希尔讲学 

37 2016-3-15 2016-3-15 外宾来访 新西兰梅西大学博士白敏讲学 

38 2016-3-15 2016-3-15 外宾来访 英国伯恩茅斯艺术大学 Amanda Evans 讲学 

39 2016-3-16 2016-3-16 外宾来访 加拿大海洋生物学家，摄影大师马里奥·希尔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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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16-3-18  出国（境）留学 召开学生交换项目第一轮选拔会议 

41 2016-3-19 2016-3-23 外宾来访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杨松岭教授讲学 

42 2016-3-21 2016-3-21 外宾来访 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员董亮讲学 

43 2016-3-21 2017-3-21 学校公派访学 姚冠荣赴英国剑桥大学访学 

44 2016-3-23  出国（境）留学 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的选拔 

45 2016-3-23  来华留学 春季留学生汉语角活动开幕 

46 2016-3-24 2016-3-24 外宾来访 香港中文大学主任锡钦讲学 

47 2016-3-25 2016-4-23 外宾来访 台湾东吴大学讲师廖素娟讲学 

48 2016-3-26  来华留学 组织留学生与中国家庭结对子活动 

49 2016-3-28  出国（境）留学 召开优本项目入选人员现场第二次录取会议 

50 2016-3-31 2016-4-26 外宾来访 台湾东吴大学博士李坤璋讲学 

51 2016-4-2 2016-4-8 学术会议 蔡前赴美国参加“第三届中美社会工作比较与促进”研讨会 

52 2016-4-5 2016-4-5 外宾来访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国际处项目经理刘沛、Sarah Travis 来访 

53 2016-4-6 2016-4-6 外宾来访 智利南巴伊亚大学 Ganzalez 教授讲学 

54 2016-4-6 2016-4-6 外宾来访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边启强博士讲学 

55 2016-4-6 2016-4-6 外宾来访 法国艾克马赛经济研究所 Michel lubrano 教授讲学 

56 2016-4-6  来华留学 召开全体政府奖学金留学生的会议 

57 2016-4-7 2016-4-20 外宾来访 台湾实践大学谢宗兴教授讲学 

58 2016-4-8  综治工作 第一届留学生安全知识大赛 

59 2016-4-10 2016-4-12 外宾来访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Paul wiener 博士讲学 

60 2016-4-10 2016-4-12 外宾来访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左剑博士讲学 

61 2016-4-10 2016-4-12 外宾来访 中央昆士兰大学赵宪博博士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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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16-4-13 2016-4-13 外宾来访 英国 BPP 大学国际部主管 William Etchell 讲学 

63 2016-4-13 2016-4-13 外宾来访 英国 BPP 大学 Lil Bremenmann Richard 讲学 

64 2016-4-13 2016-4-23 短期访问 邓辉赴香港参加“第 31 期开发建设研讨班” 

65 2016-4-14 2016-4-14 外宾来访 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 Michel lubrano 教授讲学 

66 2016-4-14 2016-4-14 外宾来访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商学院 Alla.L.wilson 院长、Janice A. Finn 副院

长来访 

67 2016-4-15 2016-4-18 短期访问 
左贯中赴香港参加 AIA 组织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及风险管理案例

分析比赛” 

68 2016-4-15 2016-5-15 外宾来访 奥地利维也纳应用科技大学 Ciaran 教授讲学 

69 2016-4-17 2016-5-30 外宾来访 美国硅谷大学副教授 Richard 讲学 

70 2016-4-17  出国（境）留学 南安普敦大学 Jan 来校审核学生申请材料 

71 2016-4-18 2017-4-18 国家公派访学 魏丽军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访学 

72 2016-4-20 2016-4-20 外宾来访 全美国际教育协会执行总裁戴勇来访 

73 2016 年 4 月 2016-5-16 外宾来访 西交利物浦大学副教授 Danny 讲学 

74 2016-4-20  来华留学 留学生组队参加全校春季篮球联赛 

75 2016-4-21 2016-5-5 出国（境）留学 优本项目校内推荐人员网上填报（第一批）项目申请 

76 2016-4-27 2016-4-27 外宾来访 
台湾铭传大学校长特别助理萧耀文、大陆教育交流处副处长周星

文来访 

77 2016-4-27 2016-5-2 学术会议 
欧阳静赴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参加“第十二届两岸四地公共管理学

术研讨会 

78 2016-4-28 2016-4-28 外宾来访 德国爱尔福特大学哲学教授埃克·罗博特·考普夫讲学 

79 2016-4-28 2016-5-6 学术会议 温锐赴美国参加第 10 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 

80 2016-4-29 2016-6-9 外宾来访 加拿大道哥拉斯大学高级讲师 Jeff 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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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016-5-3 2016-5-3 外宾来访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 Russell Marion 教授讲学 

82 2016-5-4 2016-5-4 外宾来访 莫纳什大学中国项目经理王瑛、Gene Bawden 主任讲学 

83 2016-5-6 2016-5-6 外宾来访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助理教授 Georgi Georgive 讲学 

84 2016-5-6 2016-5-14 短期访问 
包礼祥、舒竞、樊凤龙、李珺、林莉、邱瑶瑶、罗敏赴英国参加

孔子学院巡演 

85 2016-5-8 2016-5-14 学术会议 
潘颖慧赴新加坡管理大学参加 2016 年智能体与数据挖掘交互会

议 

86 2016-5-9 2016-6-17 外宾来访 北京诚通国际教育企业高管刘伟来访 

87 2016-5-10 2017-5-5 学校公派访学 吴辉赴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访学 

88 2016-5-11 2016-5-18 校级因公出访 
王乔、许基南、罗锐、刘峰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英国赫瑞﹒瓦特

大学、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科克大学访问 

89 2016-5-12 2016-5-12 外宾来访 台湾政治大学郑丁旺教授讲学 

90 2016-5-13 2017-3-13 学校公派访学 蔡盈洲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访学 

91 2016-5-14  来华留学、外教管理 组织外教及留学生赴龙源峡进行文化考察 

92 2016-5-15 2016-6-6 外宾来访 美国 Penn State University 郑丁旺副教授讲学 

93 2016-5-15 2016-6-30 外宾来访 美国马里兰洛约拉学院 Srikanth 副教授讲学 

94 2016-5-15 2016-6-15 外宾来访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叶龙森教授讲学 

95 2016-5-16 2016-5-16 外宾来访 英国国家地质调查局 Benjiamin Paul Marchant 博士讲学 

96 2016-5-16 2016-5-16 外宾来访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Raphael A Viscarra Rossel 博士

讲学 

97 2016-5-19 2016-5-25 学术会议 
汪洋、胡军、吕江林、严武赴台湾参加 2016 海峡两岸金融教育联

盟暨中部财金学术联盟研讨会 

98 2016-5-19 2017-5-19 学校公派访学 陶萍赴日本京都大学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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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2016-5-19  学校国际化 校国际化业务培训 

100 2016-5-23 2016-6-16 外宾来访 美国瓦普拉索大学金振琥教授讲学 

101 2016-5-24 2016-5-30 学术会议 
万敏琍赴挪威参加 2016 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林业经济协会双年

会 

102 2016-5-24  来华留学 留学生足球队首次夺得 2016 江财校园足球联赛冠军 

103 2016-5-27 2016-6-4 短期访问 周冬华赴台湾实践大学讲学 

104 2016-5-28 2016-6-3 学术会议 张旭萌赴台湾大学参加第十二届经济金融会计研讨会 

105 2016-5-30  出国（境）留学 邀请谢凯校友做出国留学分享会 

106 2016-5-31 2016/11/31 学校公派访学 梅小安赴美国拉玛尔大学访学 

107 2016-6-1 2016-6-1 外宾来访 美国堪萨斯大学蔡宗武教授讲学 

108 2016-6-1 2016-6-1 外宾来访 澳大利亚威斯本科技大学 Patrick Zou 教授讲学 

109 2016-6-1 2016-6-4 举办学术会议 信息管理学院举办第 17 届网络时代信息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110 2016-6-1  出国（境）留学 21 人入选留基委“优本项目” 

111 2016-6-3 2016-6-3 外宾来访 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学邹小伟教授讲学 

112 2016-6-6 2016-6-6 外宾来访 韩国仁荷大学 Yongrok Choi 教授讲学 

113 2016-6-10 2016-9-10 国家公派访学 徐翔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短期研修 

114 2016-6-12 2016-6-12 外宾来访 英国赫瑞瓦特大学武文杰副教授讲学 

115 2016-6-13 2016-6-13 外宾来访 美国伊丽莎白州立大学袁小黎教授讲学 

116 2016-6-13 2016-6-13 外宾来访 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 Robbyn Wacker 校长来访 

117 2016-6-13 2016-6-23 来华留学 举办来华夏令营 

118 2016-6-14 2016-6-14 外宾来访 美国华盛顿霍华德大学刘美蓉副教授讲学 

119 2016-6-14  综治工作 召开 2016 年“江财人”暑期海外研习团行前教育会 



 

279 

120 2016-6-16 2016-6-16 外宾来访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吕文珍教授讲学 

121 2016-6-16 2016-6-23 校级因公出访 
王小平、胡大力、毛细荣、杨得前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威斯康西协和大学、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尼亚加拉学院访问 

122 2016-6-20 2016-6-20 外宾来访 美国堪萨斯大学胡耀忠教授讲学 

123 2016-6-20 2016-9-20 国家公派访学 龚美君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短期研修 

124 2016-6-21 2016-6-21 外宾来访 新西兰梅西大学李云副教授讲学 

125 2016-6-21 2016-6-21 外宾来访 纽约城市大学朱影教授讲学 

126 2016-6-21 2016-6-21 外宾来访 赤道几内亚众议长高登西奥﹒穆哈巴﹒梅苏来访 

127 2016-6-21 2016-6-21 外宾来访 美国哈佛大学 Mark Esposito 教授讲学 

128 2016-6-24  综治工作 举办 2016 年海外留学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129 2016-6-27 2016-7-3 学术会议 谢花林赴韩国济州岛参加可持续亚洲会议 

130 2016-6-28 2016-7-3 学术会议 魏彦锋赴日本大阪第 14 届东亚经济学会国际会议 

131 2016-6-30 2016-7-9 学术会议 
王自力、陈力赴希腊罗德市参加欧洲竞争与规则暑期第十一届会

议 

132 2016-7-1 2016-10-1 国家公派访学 肖珑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短期研修 

133 2016-7-1 2017-1-1 学校公派访学 刘国英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访学 

134 2016-7-4 2016-7-10 学术会议 
吴涛赴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参加 2016 计量经济学会澳大利亚

西会议 

135 2016-7-5 2016-7-13 学术会议 叶佳惠赴西班牙参加美国房地产与城市协会 2016 国际会议 

136 2016-7-6  来华留学 举行 2016 年春季留学生毕业典礼 

137 2016-7-8 2017-1-8 国家公派访学 谢海长赴英国剑桥大学访学 

138 2016-7-9 2016-10-9 国家公派访学 吴朝阳赴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短期研修 

139 2016-7-10 2016-7-25 短期访问 潘莹带队参加韩国亚洲大学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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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2016-7-11 2016-7-18 短期访问 宋雨薇带队参加香港信华 IBEP 项目实习 

141 2016-7-14 2016-7-22 短期访问 肖镧带队参加韩国全罗南道省中韩青少年交流营 

142 2016-7-15 2017-1-15 学校公派访学 刘晓泉赴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访学 

143 2016-7-15     外教管理 外教参加“赣鄱大地的洋朋友”系列征文活动 

144 2016-7-17  出国（境）留学  3 名学生补录留基委“优本项目” 

145 2016-7-22 2016-7-30 学术会议 杨建锋赴美国参加美国本特利大学商业伦理研究中心参会 

146 2016-7-22 2016-8-22 短期访问 林磊带队参加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暑期研习团 

147 2016-7-23 2016-8-4 学术会议 达捷赴布拉格参加第七届安东尼德沃夏克国际作曲比赛 

148 2016-7-23 2017-7-23 国家公派访学 谭利赴英国斯旺西大学访学 

149 2016-7-24 2016-7-30 学术会议 高日光赴日本横滨参加第 31 届心理学国际会议 

150 2016-7-24 2016-8-7 短期访问 徐春玲带队赴香港专业实习 

151 2016-7-25 2017-7-25 学校公派访学 钟达祥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访学 

152 2016-7-26 2016-8-5 短期访问 宫之君赴台湾澎湖科技大学、逢甲大学访问 

153 2016-7-27 2017-1-27 国家公派访学 余可发赴英国斯泰福厦大学访学 

154 2016-7-30 2016-8-6 学术会议 周谷珍赴美国波士顿参加 2016 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协会年度会议 

155 2016-7-30 2017-1-30 学校公派访学 何植民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学 

156 2016-7-30 2017-7-30 学校公派访学 喻国平赴美国埃默里大学访学 

157 2016-7-31 2016-8-6 学术会议 
张鸿儒赴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德国 2016 年经济与金融                      

会议 

158 2016-7-31 2017-7-31 学校公派访学 张冠男赴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访学 

159 2016-8-1 2016-8-16 学术会议 彭清宁带队参加赴新加坡暑期境外实习项目 

160 2016-8-2 2017-8-2 学校公派访学 徐聪颖赴美国洛杉矶罗耀拉法学院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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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2016-8-4 2017-8-24 国家公派访学 杨芳赴英国华威大学访学 

162 2016-8-15 2017-8-15 国家公派访学 银平均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 

163 2016-8-18 2017-8-18 国家公派访学 刘涵赴加拿大协和大学访学 

164 2016-8-27 2016-11-27 国家公派访学 陈丹赴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短期研修 

165 2016-8-29 2016-9-15 外宾来访 台湾东吴大学廖素娟讲师、曹文沛副教授讲学 

166 2016-8-30 2017-8-30 学校公派访学 刘有发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访学 

167 2016-8-31 2017-8-31 学校公派访学 吴光东赴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访学 

168 2016-9-1 2016-9-15 外宾来访 阿联酋大学副教授，博士 Robert Zacca 讲学 

169 2016-9-4 2016-9-4 外宾来访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陈少辉教授、Mironko 博士、杜静博士讲

学 

170 2016-9-4 2016-9-17 外宾来访 台湾实践大学谢宗兴教授讲学 

171 2016-9-4 2016-9-17 外宾来访 台湾 Long Island University 江玉女副教授讲学 

172 2016-9-4 2017-9-4 国家公派访学 蒋淑珺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访学 

173 2016-9-5  来华留学 留学生入学教育 

174 2016-9-6 2016-9-30 外宾来访 英国 Brunel 大学高级讲师吴智勇讲学 

175 2016-9-7 2016-9-7 外宾来访 加拿大皇后大学安碧云教授讲学 

176 2016-9-7 2016-9-9 出国（境）留学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 Jan Podivinsky、Mark Cranshaw 来校为即将赴

南安的学生进行行前教育 

177 2016-9-8 2016-9-15 学术会议 陶纪坤赴日本参加第十二届东亚社会保障国际学术会议 

178 2016-9-8 2017-9-8 国家公派访学 汪颖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访学 

179 2016-9-12 2016-9-19 学术会议 
吕腮菊、夏经霖等两人赴英国利物浦参加“欧洲国际教育协会第 28

届年会” 

180 2016-9-14 2016-9-21 学术会议 张鸿儒赴加拿大参加滑铁卢参加里米尼经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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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181 2016-9-16 2016-9-30 外宾来访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徐碧霞副教授讲学 

182 2016-9-18 2016-9-18 外宾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 Terrence 教授讲学 

183 2016-9-19 2016-12-19 国家公派访学 史言信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短期研修 

184 2016-9-21  来华留学 秋季留学生家庭结对子活动开幕 

185 2016-9-28 2016-9-28 外宾来访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教育领事 Rolph Roger、林晓助理主任来访 

186 2016-9-29  来华留学 组织第一次留学生文化沙龙 

187 2016-10-4 2016-10-12 学术会议 江陵赴美国波士顿参加美国会计学会 2016 年东北地区年会 

188 2016-10-8 2016-10-8 外宾来访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项目经理潘松来访 

189 2016-10-10 2016-11-8 外宾来访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Denis Geger 副教授讲学 

190 2016-10-12 2016-10-12 外宾来访 中国旅马同学会项目经理 Winne xu 来访 

191 2016-10-13 2016-10-13 外宾来访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 Brent carbjal 副校长、Steve 教授、Hollenhorst

教授、Janet xing 教授、Vicki hamblin 国际处处长、罗宝珍教授来

访 

192 2016-10-14 2016-10-14 外宾来访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学生事务主管 Angela 来访 

193 2016-10-14 2016-10-14 外宾来访 美国威斯康辛协和大学中方代表 Jenny 来访 

194 2016-10-14 2016-10-14 外宾来访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叶龙森教授来访 

195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法国雷恩高等商学院项目专员夏逸雯来访 

196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中国办事处负责人石东辉、李见哲来访 

197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韩国亚洲大学主管金道渊来访 

198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中方代表 Grace、Janice finn 副处长来访 

199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美国北科罗拉多州大学负责人黄静子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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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美国全美国国际交流协会华东区域经理施建军来访 

201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中国代表徐姣来访 

202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新西兰梅西大学廖静博士、Jean lim 国际项目主管来访 

203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爱尔兰科克大学中国代表黄海波来访 

204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国际项目主管杨丽萍来访 

205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中国代表李梓瑞来访 

206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英国斯思克莱德大学金融班讲师唐镭镭来访 

207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英国林肯大学中国招生经理高霁飞来访 

208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英国斯旺西大学中国代表张蕾来访 

209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中国代表丁群来访 

210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项目经理金百灵来访 

211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新加坡友邦集团项目经理 Eric 等两人来访 

212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韩国又松大学南京联络处负责人丁剑锋来访 

213 2016-10-15 2016-10-15 外宾来访 罗马尼亚亚历山大杨库扎大学院方代表 Silviu Ursu 教授来访 

214 2016-10-16 2016-10-26 短期访问 
李良智参加教育厅组织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举办的江西省高校

领导重点学科建设专题培训班 

215 2016-10-16 2018-10-16 国家公派访学 赵星赴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攻读博士后 

216 2016-10-16  出国（境）留学 第 11 届海外留学咨询展 

217 2016-10-17 2016-11-19 外宾来访 奥地利维也纳应用科技大学 Ciaran 教授讲学 

218 2016-10-19 2017-10-18 国家公派访学 杨杰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访学 

219 2016-10-21 2016-10-21 外宾来访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主管 Michael、校方代表 Tina Li 来访 

220 2016-10-23 2016-10-30 外宾来访 美国硅谷大学 Richard 副教授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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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2016-10-24 2016-11-14 外宾来访 英国艾克赛思大学 Uddin 教授讲学 

222 2016-10-24 2016-12-12 外宾来访 北京诚通国际教育高级会计师刘伟来校授课 

223 2016-10-27 2016-11-1 学术会议 
吴照云、胡宇辰、胡海波、宁亮、刘克春、涂淑丽、徐鸣赴台湾

参加 2016 第十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224 2016-10-31 2016-11-9 校级因公出访 

廖进球、杨尚勇、蒋尧明、肖珑赴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立大学、

墨西哥普埃布拉州自治大学、阿联酋沙迦美国大学、澳大利亚卧

龙岗大学迪拜分校访问 

225 2016-11-1 2017-7-1 国家公派访学 王翠霞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访学 

226 2016-11-2 2016-11-2 外宾来访 英国 BPP 商学院 Justin Thomas 讲学 

227 2016-11-2 2016-11-4 外宾来访 韩国全罗南道青少年访问团来访 

228 2016-11-2 2016-11-19 外宾来访 英国考文垂大学 Paul 副教授讲学 

229 2016-11-2  来华留学 评选 2016 年江西省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230 2016-11-3 2016-11-3 外宾来访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Shahzad 讲学 

231 2016-11-8 2016-11-8 外宾来访 首怡风险管理及精算顾问公司刘立义博士讲学 

232 2016-11-10 2016-11-17 学术会议 邹秀清赴台湾参加 2016 年海峡两岸土地学术研讨会 

233 2016-11-11 2017-1-11 学术会议 张孝峰、蔡文著、朱建斌赴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           访问 

234 2016-11-12  来华留学 参加省留学生汉语大赛，获二等奖 

235 2016-11-15 2016-12-6 学术会议 平卫英、刘爱军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伯纳迪分校短期研修 

236 2016-11-18 2016-11-18 外宾来访 台湾媒体科技与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李天铎讲学 

237 2016-11-20 2016-11-26 学术会议 刘小兵、陈琦等两人赴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参加“中国周”活动 

238 2016-11-20 2016-11-27 校级因公出访 
蒋金法、姜红仁、季小刚赴波兰克拉科夫经济大学、西班牙胡安

卡洛斯国王大学访问 

239 2016-11-23 2016-12-10 外宾来访 新西兰梅西大学高级讲师邹丽萍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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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2016-11-24 2016-11-24 外宾来访 意大利佛罗伦萨工商会马格瑞德·马维瑞拉来访 

241 2016-11-25 2016-11-25 外宾来访 赣港澳台青少年环保组织青少年代表共 27 人来访 

242 2016-11-27  来华留学 举办第二届"国际文化节"活动 

243 2016-11-28 2016-12-2 学术会议 
胡宇辰、胡海波人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参加第一届数字化

赋能会议 

244 2016-11-30 2016-12-8 学术会议 赖小东带学生赴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做短期交流 

245 2016-12-1 2016-12-1 外宾来访 新西兰林肯大学胡白丁副教授讲学 

246 2016-12-1 2016-12-20 外宾来访 美国密苏里大学 Sel 副教授讲学 

247 2016-12-1 2017-12-1 学校公派访学 汪靖赴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访学 

248 2016-12-3  来华留学、外教管理 
组织外教及留学生赴景德镇进行实践考察并进行实践基地的挂牌

仪式。 

249 2016-12-8  来华留学 留学生足球队获得校精英杯足球赛冠军 

250 2016-12-9 2016-12-9 外宾来访 
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高等教育署 Camille Bruni、Erwann Gueguen

来访 

251 2016-12-9  外教管理 外教 John Little 获“庐山友谊奖” 

252 2016-12-10 2016-12-23 外宾来访 美国瓦普拉索大学金振琥教授讲学 

253 2016-12-11 2016-12-11 外宾来访 美国波士顿学院法学院 David Allen Wirth 讲学 

254 2016-12-11 2016-12-11 外宾来访 伦敦金智能会计公司吴智勇讲学 

255 2016-12-11 2016-12-11 外宾来访 
澳门城市大学校长张曙光、秘书长程俊拔、执行副院长周家贤来

访 

256 2016-12-11 2016-12-18 学术会议 
杨德敏赴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进行两地法律学术                

交流 

257 2016-12-12 2016-12-12 外宾来访 
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Keah-Choon Tan、Beth 

Gerstern、周家贤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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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2016-12-12 2016-12-12 外宾来访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Philomena Leung、Stephen Fan 讲学 

259 2016-12-13 2016-12-20 校级因公出访 
陆长平、邹玲、叶卫华、江水法赴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新西兰梅

西大学访问 

260 2016-12-15 2016-12-15 外宾来访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Alan T. Murray 讲学 

261 2016-12-19 2016-12-19 外宾来访 
美国纽约理工学院 DR.Rahmat Shoureshi、刘贤方                  

来访 

262 2016-12-19 2016-12-24 学术会议 刘祎赴日本参加东亚时区的贸易与劳动关系会议 

263 2016-12-20 2017-12-20 国家公派访学 黄玉坤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学 

264 2016-12-20  出国（境）留学 国际化办学信息系统上线试运行 

265 2016-12-21 2016-12-21 外宾来访 加拿大里贾纳大学 Dr. Andrew Gaudes 来访 

266 2016-12-26 2017-12-26 国家公派访学 郭露赴美国印第安纳普渡联合大学访学 

267 2016-12-27 2017-12-27 国家公派访学 苗春凤赴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访学 

268 2016-12-30 2017-12-30 国家公派访学 冯德兵赴英国莱斯特大学访学 

 

 

 
 
 

 



 

287 

境外合作院校、机构一览表 

（5 个洲 33 个国家的 95 所大学） 

序号 学校、机构名称 中文名 网址 国别 洲别 

1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萨斯卡彻温大学 www.usask.ca 加拿大 北美洲 

2 University of Regina 里贾纳大学 www.uregina.ca 加拿大 北美洲 

3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劳里埃大学 www.wlu.ca 加拿大 北美洲 

4 Towson University 陶森大学 www.towson.edu 美国 北美洲 

5 Arcadia University 阿卡迪亚大学 
www.arcadia.edu 
 

美国 北美洲 

6 University of Missouri-st.louis 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www.umsl.edu 美国 北美洲 

7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校区 
www.fullerton.edu 
 

美国 北美洲 

8 Duquesne University 杜肯大学 www.duq.edu 美国 北美洲 

9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密歇根州立大学 www.msu.edu 美国 北美洲 

10 Internantion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ISEP) 全球大学生交换平台 www.isep.org 美国 北美洲 

11 Lenoir-Rhyne University 勒努瓦-雷恩大学 www.lrc.edu 美国 北美洲 

12 Millersville University 米勒斯维尔大学 www.Millersville.edu 美国 北美洲 

13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纽约理工学院 www.nyit.edu 美国 北美洲 

14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Stony Brook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www.stonybroook.edu 美国 北美洲 

15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波特兰州立大学 www.pdx.edu 美国  北美洲 

16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北亚利桑那大学 www.nau.edu 美国  北美洲 

17 Lawrenc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劳伦斯理工大学 www.ltu.edu 美国  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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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Llorida State University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www.fsu.edu 美国  北美洲 

19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USA 新墨西哥大学 www.unm.edu 美国 北美洲 

20 Sacred Heart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 美国波多黎各圣心大学 www.upr.edu 美国 北美洲 

2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www.ucr.edu 美国 北美洲 

22 the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 USA 北科罗拉多大学 www.unco.edu/ 美国 北美洲 

23 Concordia University  美国协和大学 www.cuw.edu 美国 北美洲 

24 University of Missouri 密苏里大学 missouri.edu 美国 北美洲 

25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www.anu.edu.au 澳大利亚 大洋洲 

26 Edith Cowan University 埃迪斯科文大学 www.ecu.edu.au 澳大利亚 大洋洲 

27 Bond University 邦德大学 www.bond.edu.au 澳大利亚 大洋洲 

28 Massey University 梅西大学 www.massey.ac.nz 新西兰 大洋洲 

29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坎特伯雷大学 
http://www.canterbury.
ac.nz/ 

新西兰 大洋洲 

30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iener Neustadt 维也纳新城应用科学大学 www.fhwn.ac.at 奥地利 欧洲 

31 Artevelde University College Ghent  阿德维尔德大学根特学院 
www.arteveldehogesch
ool.be 

比利时 欧洲 

32 Vesalius College  维萨里大学 www.vesalius.edu 比利时 欧洲 

33 AALBORG UNIVERSITY 奥尔堡大学 www.en.aau.dk 丹麦 欧洲 

34 VIA University College VIA 大学学院 ww.viauc.dk 丹麦 欧洲 

35 
Fachhochschule  Duesselorf , Universityof 
Applied Sciences, Duesseldorf 

杜塞尔多夫应用科学大学 www.fh-duesseldorf.de 德国 欧洲 

36 
Fachhochschule Frankfurt AM Mai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Frankfurt) 

法兰克福应用科学大学 www.fh-frankfurt.de 德国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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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Fachhochschule Fur Technik und Wirtschaft 
Berlin 

柏林应用科学大学 www.fhtw-berlin.de 德国 欧洲 

38 
Fachhochschule Wurzburg 一 Schweinfur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FHWS) 

维尔茨堡应用科技大学 www.fhws.de 德国 欧洲 

39 
Ecole Supérieure de Commerce de Rennes 
（ESC） 

雷恩高等商学院 www.esc-rennes.fr 法国 欧洲 

40 IPAG Business School IPAG 高等商学院 www.ipag.fr/en/ 法国 欧洲 

41 Audencia Group 南特高等商学院 www.audencia.com 法国 欧洲 

42 University of Oulu 奥卢大学 www.oulu.fi 芬兰 欧洲 

43 University of Tampere 坦佩雷大学 www.uta.fi 芬兰 欧洲 

44 HES Amsterdam School of Business 阿姆斯特丹经济商学院 
www.international.hva.
nl 

荷兰 欧洲 

45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Prague 布拉格经济大学 www.vse.cz 捷克 欧洲 

46 Danubius University 达努比乌思大学 www.univ-danubius.ro 罗马尼亚 欧洲 

47 Alexandru loan Cuza University of Iasi 亚历山大.杨.库扎大学 www.uaic.ro 罗马尼亚 欧洲 

48 Zagre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萨格勒布经济管理学院 www.zsem.hr 克罗地亚 欧洲 

49 Dalarna Univeristy 达拉那大学 www.du.se 瑞典 欧洲 

50 karlstad University 卡尔斯坦德大学 www.kau.se 瑞典 欧洲 

51 ALBA Graduate Business School ALBA 高等商学院 www.alba.edu.gr 希腊 欧洲 

52 University of the Aegean 爱琴大学 www.aegean.gr 希腊 欧洲 

53 Athens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雅典商业经济大学 www.aueb.gr 希腊 欧洲 

54 Universidad Rey Juan Carlos 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www.urje.es 西班牙 欧洲 

55 Bristol University 布里斯托大学 www.bristol.ac.uk 英国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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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Coventry University 考文垂大学 www.coventry.ac.uk 英国 欧洲 

57 Lancaster University 兰卡斯特大学 www.lancs.ac.uk 英国 欧洲 

58 Strathclyde University 思克莱德大学 www.strath.ac.uk 英国 欧洲 

59 University of Essex 埃塞克斯大学 www.essex.ac.uk 英国 欧洲 

60 University of Glasgow 格拉斯哥大学 www.gla.ac.uk 英国 欧洲 

61 University of Lincoln 林肯大学 www.lincoln.ac.uk 英国 欧洲 

62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南安普顿大学 www.soton.ac.uk 英国 欧洲 

63 University of Swansea 斯旺西大学 www.swansea.ac.uk 英国 欧洲 

64 Cracow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克拉科夫经济大学 www.uek.krakow.pl 波兰 欧洲 

65 Vistular Univeristy 维斯瓦河大学 www.vistula.edu.pl/ 波兰 欧洲 

66 University of Florence 佛罗伦萨大学 www.unifi.it 意大利 欧洲 

67 University of Urbino 乌尔比诺大学 www.uniurb.it 意大利 欧洲 

68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бластной 
социально-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институт 

莫斯科州国立社会人文大学 www.rsuh.ru 俄罗斯 亚洲 

69 Ajou University 亚洲大学 www.ajou.ac.kr 韩国 亚洲 

70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国立釜山大学 www.pusan.ac.kr 韩国 亚洲 

71 Ｗoosong Ｕniversity 又松大学 www.wsu.ac.kr 韩国 亚洲 

72 Kyung Hee University 庆熙大学 www.kyunghee.edu 韩国 亚洲 

73 Okayama Institute of Languages 冈山外语学院 www.tsukuba.ac.jp 日本 亚洲 

74 Okayama Shoka University 冈山商科大学 www.osu.ac.jp 日本 亚洲 

75 Ritsumeikan University 立命馆大学 www.ritsumei.ac.jp 日本 亚洲 

76 Sophia University 上智大学 www.sophia.ac.jp 日本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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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Gifu Keizai University 岐阜经济大学 www.gifu-keizai.ac.jp 日本 亚洲 

78 Mahidol University  玛希隆大学 www.mahidol.ac.th 泰国 亚洲 

79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泰国博仁大学 www.dpu.ac.th 泰国 亚洲 

80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台湾长荣大学 www.cjcu.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81 Ming Chuan University 台湾铭传大学 www.mcu.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82 Providence University 台湾静宜大学 www.pu.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83 Shih Chien University 台湾实践大学 www.temci.usc.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84 Tajen University 台湾大仁科技大学 www.tajen.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85 Yuanpei University 台湾元培科技大学 www.ypu.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86 Soochow University  台湾东吴大学 www.scu.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87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os 老挝国立大学 www.nuol.edu.la 老挝 亚洲 

88 La Universidad Autonoma Del Estado De Hidalgo 伊达尔戈州立大学 www.uaeh.edu.mx 墨西哥 南美洲 

89 
UNIVERSIDAD POPULAR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PUEBLA 

普埃布拉自治大学 
www.upaep.mx 
 

墨西哥 南美洲 

90 
PONTIFÍCIA UNIVERSIDADE CATÓLICA DE 
MINAS GERAIS 

米纳斯吉拉斯州立大学 www.pucminas.br 巴西 南美洲 

91 Universidad Blas Pascal  布拉斯帕斯卡大学 www.ubp.edu.ar 阿根廷 南美洲 

92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Uruguay 乌拉圭天主教大学 www.ucu.edu.uy 乌拉圭 南美洲 

93 University of Debrecen 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 www.unideb.hu 匈牙利 欧洲 

94 University College Cork 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 www.ucc.ie 爱尔兰 欧洲 

95 Erasmus+ Programme 
亚历山大.杨.库扎大学（欧盟

伊拉莫斯项目） 
iqi.mai.qov.ro/detalii/p
aqina/en 

欧盟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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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新增合作院校名单 

序号 学校、机构名称 中文名 网址 国别 洲别 

1 Erasmus+ Programme 
亚历山大.杨.库扎大学（欧盟

伊拉莫斯项目） 
iqi.mai.qov.ro/detalii/paqina/en 欧盟 欧洲 

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www.ucr.edu 美国 北美洲 

3 the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 北科罗拉多大学 www.unco.edu/ 美国 北美洲 

4 Concordia University  美国协和大学 www.cuw.edu 美国 北美洲 

5 University of Missouri 密苏里大学 missouri.edu 美国 北美洲 

6 
UNITEC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国立理工学院 www.unitec.ac.nz 新西兰 大洋洲 

7 AALBORG UNIVERSITY 奥尔堡大学 www.en.aau.dk 丹麦 欧洲 

8 University of Florence 佛罗伦萨大学 www.unifi.it 意大利 欧洲 

9 Gifu Keizai University 岐阜经济大学 www.gifu-keizai.ac.jp 日本 亚洲 

10 Soochow University  台湾东吴大学 www.scu.edu.tw 中国台湾 亚洲 

11 University of Debrecen 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 www.unideb.hu 匈牙利 欧洲 

12 University College Cork 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 www.ucc.ie/en/ 爱尔兰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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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派留学项目情况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出访日期 出访天数 出访内容 项目类别 

1 李小侠 软通学院 2016.01.20 12 个月 赴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访学 2015 面上项目 

2 杨书怀 会计学院 2016.01.25 12 个月 赴澳大利亚邦德大学访学 2015 青骨项目 

3 占小军 工商管理学院 2016.02.02 6 个月 赴美国威斯康辛协和大学访学 2015 青骨项目 

4 何炜 工商管理学院 2016.02.06 6 个月 赴丹麦奥尔堡大学访学 2015 面上项目 

5 闫志刚 会计学院 2016.02.10 12 个月 赴澳大利亚邦德大学访学 2015 青骨项目 

6 涂远芬 国际经贸学院 2016.02.12 12 个月 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访学 2015 地方项目 

7 徐斌 统计学院 2016.02.13 12 个月 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访学 2014 地方项目 

8 饶晓辉 经济学院 2016.02.18 12 个月 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访学 2015 面上项目 

9 尹忠海 人文学院 2016.03.09 6 个月 赴希腊约阿尼纳大学访学 2015 青骨项目 

10 郑志强 体育学院 2016.03.09 3 个月 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短期研修 2014 青骨行管 

11 王妮妮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2 12 个月 赴美国缅因州立大学访学 2015 青骨项目 

12 袁菊红 艺术学院 2016.03.12 12 个月 赴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访学 2015 青骨项目 

13 魏丽军 信息管理学院 2016.04.18 12 个月 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访学 2015 面上项目 

14 徐翔 组织部 2016.06.10 3 个月 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短期研修 2015 青骨行管 

15 龚美君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16.06.20 3 个月 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短期研修 2015 地方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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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肖珑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16.07.01 3 个月 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短期研修 2016 青骨教学法 

17 谢海长 外国语学院 2016.07.08 6 个月 赴英国剑桥大学访学 2016 青骨项目 

18 吴朝阳 国际经贸学院 2016.07.09 3 个月 赴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短期研修 2016 青骨教学法 

19 谭利 统计学院 2016.07.23 12 个月 赴英国斯旺西大学访学 2015 地方项目 

20 余可发 工商管理学院 2016.07.27 6 个月 赴英国斯泰福厦大学访学 2016 青骨项目 

21 杨芳 工商管理学院 2016.08.04 12 个月 赴英国华威大学访学 20015 地方项目 

22 银平均 人文学院 2016.08.15 12 个月 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 2016 青骨项目 

23 刘涵 艺术学院 2016.08.18 12 个月 赴加拿大协和大学访学 2016 艺术类 

24 陈丹 会计学院 2016.08.27 3 个月 
赴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短期

研修 
2016 青骨教学法 

25 蒋淑珺 信息管理学院 2016.09.04 12 个月 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访学 2016 面上项目 

26 汪颖 国际经贸学院 2016.09.08 12 个月 
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

访学 
2016 青骨项目 

27 史言信 科研处 2016.09.19 3 个月 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短期研修 2015 青骨项目 

28 赵星 工商管理学院 2016.10.16 24 个月 
赴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博士

后研究 
2016 面上项目 

29 杨杰 创新战略研究中心 2016.10.19 12 个月 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访学 2015 地方项目 

30 王翠霞 信息管理学院 2016.11.01 6 个月 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访学 2016 地方合作项目 

31 黄玉坤 信息管理学院 2016.12.20 12 个月 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学 2016 青骨项目 

32 郭露 统计学院 2016.12.26 12 个月 
赴美国印第安纳普渡联合大学访

学 
2016 面上项目 

33 苗春凤 人文学院 2016.12.27 12 个月 赴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访学 2016 青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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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冯德兵 外国语学院 2016.12.30 12 个月 赴英国莱斯特大学访学 2016 青骨项目 

 

学校公派访问学者项目 

序号 姓名 学院 出访日期 出访天数 出访内容 项目类别 

1 晏飒绮 外国语学院 2016.01.20 6 个月 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学 2015 学校公派 

2 孙菲菲 外国语学院 2016.01.31 6 个月 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访学 2015 学校公派 

3 李锋 外国语学院 2016.01.31 6 个月 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访学 2015 学校公派 

4 周早弘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6.02.03 12 个月 赴德国特里尔大学访学 2015 学校公派 

5 钱忠胜 信息管理学院 2016.02.21 6 个月 赴丹麦奥尔堡大学访学 2015 学校公派 

6 陈红艳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6.02.25 12 个月 赴澳大利亚邦德大学访学 2015 学校公派 

7 朱丘祥 法学院 2016.02.28 8 个月 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访学 2016 学校公派 

8 罗时武 艺术学院 2016.03.04 6 个月 赴美国北佐治亚大学访学 2015 学校公派 

9 万春 经济学院 2016.03.09 12 个月 赴美国米勒斯维尔大学访学 2015 学校公派 

10 雷敏 艺术学院 2016.03.14 12 个月 赴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访学 2016 学校公派 

11 姚冠荣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2016.03.21 12 个月 赴英国剑桥大学访学 2015 学校公派 

12 邹艳芬 工商管理学院 2016.04.01 6 个月 赴英国伯明翰大学访学 2016 学校公派 

13 吴辉 人文学院 2016.05.10 12 个月 赴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访学 2015 学校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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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蔡盈洲 人文学院 2016.05.13 10 个月 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访学 2016 学校公派 

15 陶萍 外国语学院 2016.05.19 12 个月 赴日本京都大学访学 2016 学校公派 

16 梅小安 创业教育学院 2016.05.31 6 个月 赴美国拉玛尔大学访学 2015 学校公派 

17 刘国英 会计学院 2016.07.01 6 个月 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访学 2016 学院公派 

18 刘晓泉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6.07.15 6 个月 赴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访学 2015 学校公派 

19 钟达详 外国语学院 2016.07.25 12 个月 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访学 2016 学校公派 

20 何植民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6.07.30 6 个月 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学 2016 学校公派 

21 喻国平 经济学院 2016.07.30 12 个月 赴美国埃默里大学访学 2015 学校公派 

22 张冠男 艺术学院 2016.07.31 12 个月 赴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访学 2016 学校公派 

23 徐聪颖 法学院 2016.08.02 12 个月 美国洛杉矶罗耀拉法学院 2016 学校公派 

24 刘有发 外国语学院 2016.08.30 12 个月 赴英国考文垂大学访学 2016 学校公派 

25 吴光东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6.08.31 12 个月 
赴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访学 
2016 学校公派 

26 汪靖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6.12.01 12 个月 赴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访学 2016 学校公派 

 

我校召开国际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承办单位 会议时间 会议人数 外宾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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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7 届网络时代信息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信息管理学院 2016/6/1-6/2 160 人 12 人 

2 
第二届“国际购买力平价与生活水平的国际

比较”国际研讨会 
统计学院 2016/10/12-10/14 90 人 11 人 

教师参加国际会议情况 

序号 姓名 所在学院 出访日期 出访天数 出访内容 

1 丁美东 人事处 2016.01.05 6 天 赴美国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并招聘人才 

2 石劲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2016.01.05 6 天 赴美国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并招聘人才 

3 袁红林 国贸学院 2016.01.05 6 天 赴美国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并招聘人才 

4 蔡前 人文学院 2016.04.02 6 天 赴美国参加“第三届中美社会工作比较与促进”研讨会 

5 欧阳静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6.04.27 5 天 
赴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参加“第十二届两岸四地公共管理学术

研讨会 

6 温锐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6.04.28 8 天 赴美国参加第 10 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 

7 潘颖慧 信息管理学院 2016.05.08 6 天 赴新加坡管理大学参加 2016 年智能体与数据挖掘交互会议 

8 严武 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 2016.05.19 7 天 
赴台湾参加 2016 海峡两岸金融教育联盟暨中部财金学术联

盟研讨会 

9 汪洋 金融学院 2016.05.19 7 天 
赴台湾参加 2016 海峡两岸金融教育联盟暨中部财金学术联

盟研讨会 

10 胡军 金融学院 2016.05.19 7 天 
赴台湾参加 2016 海峡两岸金融教育联盟暨中部财金学术联

盟研讨会 

11 吕江林 金融学院 2016.05.19 7 天 
赴台湾参加 2016 海峡两岸金融教育联盟暨中部财金学术联

盟研讨会 

12 万敏琍 外国语学院 2016.05.24 6 天 赴挪威参加 2016 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林业经济协会双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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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旭萌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2016.05.28 6 天 赴台湾大学参加第十二届经济金融会计研讨会 

14 谢花林 
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协同创新中心 
2016.06.27 6 天 赴韩国济州岛参加可持续亚洲会议 

15 魏彦锋 经济学院 2016.06.28 5 天 赴泰国曼谷第 14 届东亚经济学会国际会议 

16 王自力 产业经济研究院 2016.06.30 9 天 赴希腊罗德市参加欧洲竞争与规则暑期第十一届会议 

17 陈剑 产业经济研究院 2016.06.30 9 天 赴希腊罗德市参加欧洲竞争与规则暑期第十一届会议 

18 吴涛 经济学院 2016.07.04 6 天 
赴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参加 2016 计量经济学会澳大利亚

西会议 

19 叶佳惠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6.07.05 8 天 赴西班牙参加美国房地产与城市协会 2016 国际会议 

20 杨建锋 工商管理学院 2016.07.22 8 天 赴美国参加美国本特利大学商业伦理研究中心 

21 达捷 艺术学院 2016.07.23 12 天 赴布拉格参加第七届安东尼德沃夏克国际作曲比赛 

22 高日光 工商管理学院 2016.07.24 6 天 赴日本横滨参加第 31 届心理学国际会议 

23 周谷珍 经济学院 2016.07.30 7 天 赴美国波士顿参加 2016 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协会年度会议 

24 张鸿儒 经济学院 2016.07.31 6 天 赴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德国 2016 年经济与金融会议 

25 陶纪坤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6.09.08 7 天 赴日本参加第十二届东亚社会保障国际学术会议 

26 张鸿儒 经济学院 2016.09.14 7 天 赴加拿大参加滑铁卢参加里米尼经济金融会议 

27 江陵 会计学院 2016.10.04 8 天 赴美国波士顿参加美国会计学会 2016 年东北地区年会 

28 吴照云 工商管理学院 2016.10.27 5 天 赴台湾参加 2016 第十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29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 2016.10.27 5 天 赴台湾参加 2016 第十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30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2016.10.27 5 天 赴台湾参加 2016 第十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31 宁亮 工商管理学院 2016.10.27 5 天 赴台湾参加 2016 第十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32 刘克春 工商管理学院 2016.10.27 5 天 赴台湾参加 2016 第十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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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涂淑丽 工商管理学院 2016.10.27 5 天 赴台湾参加 2016 第十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34 徐鸣 当代财经杂志社 2016.10.28 5 天 赴台湾参加 2016 第十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 

35 邹秀清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6.11.10 7 天 赴台湾参加 2016 年海峡两岸土地学术研讨会 

36 胡宇辰 工商管理学院 2016.11.28 5 天 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参加第一届数字化赋能会议 

37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2016.11.28 5 天 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参加第一届数字化赋能会议 

38 刘祎 国际经贸学院 2016.12.19  5 天 赴日本参加东亚时区的贸易与劳动关系会议 

 

教师短期出访情况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出访日期 出访天数 出访内容 

1 宫之君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2016.01.10 35 天 赴台湾澎湖科技大学、逢甲大学访问 

2 肖珑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16.01.16 15 天 赴考大垂大学准备孔子学院揭牌运行事宜 

3 张曦凤 汉语国际推广中心 2016.01.16 120 天 赴考大垂大学准备孔子学院揭牌运行事宜 

4 郭英 工商管理学院 2016.02.28 7 天 率团参加国际案例大赛总决赛 

5 舒竞 汉语国际推广中心 2016.02.28 7 天 率团参加国际案例大赛总决赛 

6 邓辉 校办 2016.04.13 10 天 赴香港参加“第 31 期开发建设研讨班” 

7 左贯中 会计学院 2016.04.15 3 天 
赴香港参加 AIA 组织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及风险管理案例分

析比赛” 

8 舒竞 汉语国际推广中心 2016.05.06 8 天 参加孔子学院巡演 

9 包礼祥 艺术学院 2016.05.06 8 天 参加孔子学院巡演 

10 樊凤龙 艺术学院 2016.05.06 8 天 参加孔子学院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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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珺 艺术学院 2016.05.06 8 天 参加孔子学院巡演 

12 林莉 艺术学院 2016.05.06 8 天 参加孔子学院巡演 

13 邱瑶瑶 艺术学院 2016.05.06 8 天 参加孔子学院巡演 

14 罗敏 艺术学院 2016.05.06 8 天 参加孔子学院巡演 

15 周冬华 会计学院 2016.05.27 8 天 赴台湾实践大学讲学 

16 潘莹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16.07.10 15 天 赴韩国亚洲大学夏令营 

17 宋雨薇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16.07.11 7 天 香港信华 IBEP 项目实习带队 

18 肖镧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16.07.14 8 天 赴全罗南道进行中韩青少年交流 

19 林磊 国际学院 2016.07.22 30 天 奥克兰大学暑期研习团带队 

20 徐春玲 金融学院 2016.07.24 14 天 实习带队 

21 宫之君 
鄱阳湖生态经济                  

研究院 
2016.07.26 10 天 赴台湾澎湖科技大学、逢甲大学访问 

22 彭清宁 会计学院 2016.08.01 15 天 赴新加坡实施暑期境外实习项目 

23 吕腮菊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16.09.12 7 天 赴英国利物浦参加“欧洲国际教育协会第 28 届年会 

24 夏经霖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16.09.12 7 天 赴英国利物浦参加“欧洲国际教育协会第 28 届年会 

25 李良智 校办 2016.10.16 10 天 
参加教育厅组织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举办的江西省高校领

导重点学科建设专题培训班 

26 张孝峰 工商管理学院 2016.11.11 60 天 赴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访问 

27 蔡文著 工商管理学院 2016.11.11 60 天 赴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访问 

28 朱建斌 工商管理学院 2016.11.11 60 天 赴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访问 

29 刘爱军 工商管理学院 2016.11.15 21 天 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伯纳迪分校短期研修 

30 平卫英 统计学院 2016.11.15 21 天 
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伯纳迪分校短期                       

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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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刘小兵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16.11.20 6 天 赴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参加“中国周”活动 

32 陈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6.11.20 6 天 赴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参加“中国周”活动 

33 赖小东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6.11.30 8 天 赴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带领学生做短期交流 

34 杨德敏 法学院 2016.12.11 7 天 
赴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进行两地法律学术                   

交流 

 
 

来华留学生名单 

序号 护照姓名 性别 国籍 所在院系 来华学习专业 学生类别 授课语言 

1 VORFI ALBIOLA 女 阿尔巴尼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英语  

2 NAJAFI RAHMATULLAH 男 阿富汗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3 DEHISTANI ELYAS 男 阿富汗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英语  

4 AL RASHDI EMAN 女 阿曼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5 DAGNE KABBA MEBRATU 女 埃塞俄比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6 
WORANGA SHISEMA 

GEBRESELASSIE 
男 埃塞俄比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7 BIRHANU SOLOMON KENAW 男 埃塞俄比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8 MUHAMMAD Faqeeer 男 巴基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博士研究生 英语  

9 MUHAMMAD Khair 男 巴基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博士研究生 英语  

10 RAZZAQ NAVEED 男 巴基斯坦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博士研究生 汉语 

11 SOOMRO Raheem Bux 男 巴基斯坦 会计学院 国际贸易学 博士研究生 汉语 

12 ASIM ULLAH 男 巴基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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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KHAN MOHAMMAD IJAZ 男 巴基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4 
KHURRAM ASHFAQ KHURRAM 

ASHFAQ  
男 巴基斯坦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博士研究生 英语  

15 ZHUANG LI-ZHEN Jimmy   男  巴基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6 RAZZAQ ABDUL 男     巴基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17 VIGNON DANIEL HOUNDAFODE 男 贝宁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8 RIJPSTRA NORA ROOSJE NELE  女 比利时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19 TSELENG Happy keletso 女 博茨瓦纳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0 ALO AYI AVA ENRIQUE SANTOS 男 赤道几内亚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生 汉语 

21 
EDU NCHAMA MARIA LUISA 

NCHAMA 
女 赤道几内亚 金融学院 金融学 本科生 英语  

22 ARTUR TSOY 男 俄罗斯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3 
DEBESAI GEBRIHIWET 

GEBREMESKEL 
男 厄立特里亚 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4 OCAPAN Sean Everett 男    菲律宾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5 MUSOLONGO MAWETE CHARME 女 刚果(金) 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 硕士研究生 汉语 

26 YERKINBAYEV KAISAR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7 Miraud Jonathan 男 海地 金融学院 金融学 本科生  汉语 

28 ISMAEL NOUH MOHAMED  男 吉布提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29 
BARKAD MAHAMOUD 

ABDIRAHMAN  
男 吉布提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30 SYLLA JOSEPH FAYA 男 几内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31 ARUNA  RACHIDO BARI 男 几内亚比绍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英语  

32 AMAADI PRANAM ACQUAH 男 加纳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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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KPABLI EUNICE ELORM 女 加纳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34 MINKO MI ETOUA Sabrina lindsay 女 加蓬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35 OUTHAKAYSONE SOUPHANSA 女 老挝 金融学院 金融学 本科生 英语  

36 XIONGNONHIAXAISENG  XIA 男   老挝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  英语  

37 CHITKHANTY ATHIPHONE 女 老挝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 汉语 

38 YANG DA  男 老挝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硕士研究生 英语  

39 JOHNSON NICHOLAS NATU 男 利比里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40 KHOLOWA ODALA KEITH 男 马拉维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1 Sissoko Daly 女 马里 金融学院 金融学 本科生  英语  

42 BAT-ERDENE TUVSHINSAIKHAN 女 蒙古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英语   

43 BAYARTOGTOKH UURIINTUYA 女 蒙古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英语  

44 GANBAATAR Khulan 女 蒙古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5 MOONWAR S M SAYEF  男 孟加拉国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英语  

46 ULLAH  SAEED 男 孟加拉国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47 HOSSEN  MD AMEER 男 孟加拉国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48 
RAHMAN MOHAMMAD 

TAWHIDUR 
男 孟加拉国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49 JYOTI RIZWANA EDRIS 女 孟加拉国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50 ALAM JAMSHED 男 孟加拉国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51 PARVEJ MOHAMMAD ARIF 男 孟加拉国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硕士研究生  英语  

52 LEIVA RIOJA  PEDRO ARTURO 男 秘鲁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53 RIFKI Nada 女 摩洛哥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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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BAY ABDUL GAFUR NAZORDINE 

MAHOMED 
男 莫桑比克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55 TULADHARVIJAYETA 女 尼泊尔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英语  

56 AFOUDA DOTUN EHIZOJIE  男 尼日利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57 SUARA MUHAMMED TOSIN  男 尼日利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58 ANDREW OSEZE EBHOTE 男 尼日利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59 BARNABAS AYUBA BINDEDE 男 尼日利亚 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 硕士研究生 英语  

60 KANU  MAHAMUD UMARU 男 塞拉利昂 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 硕士研究生 英语  

61 DIAW FATOU BINTOU 女 塞内加尔 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 硕士研究生 英语  

62 AHMED MOHAMED - DEK ADAN 男 索马里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生 英语  

63 SIRIPIRIYAKUL DANUNUCH 女  泰国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  英语  

64 Ali Othman abbas 男 坦桑尼亚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博士研究生 英语  

65 KIKULA Tenna IDRIS 女   坦桑尼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66 GARAJAYEVA AYLAR 女    土库曼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本科生 汉语 

67 Halykov Begmyrat 男  土库曼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

院  
本科生 英语  

68 Bere Ayella Phillip 男 乌干达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本科生  英语  

69 MPIIRIRWE ESTHER 女 乌干达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70 ZIMULINDA VICTOR 男 乌干达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71 KHEGAY  EKATERINA 女 乌兹别克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英语  

72 SHAMURATOV Shovkat 男  乌兹别克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73 MCKENZIE STACEY ANN 女 牙买加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74 STEPHENSON HORTENSE 女 牙买加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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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SHA 

75 BENNETT ALISON BACHEL 女 牙买加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76 HARDWARE BIOLA 女 牙买加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77 ASRI  BUDIARTI 女 印度尼西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78 PHAN THI LE THUY 女  越南 财税与公管学院 财政学 硕士研究生  汉语  

79 Katenekwa Bwalyafridah 女 赞比亚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本科生  英语  

80 MICHELO OBREY 男 赞比亚 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 硕士研究生 英语  

81 MUTAMBO PHILLIP 男 赞比亚 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 硕士研究生 英语  

82 IBRAYEVA GAYAN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83 SANDILE SELBY MTHETHWA 男 南非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84 BANELE ANDILE Mathenjwa 男 南非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85 NOKWAZI MARRY-ANGEL ZUMA 女 南非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86 
STHEMBISO PHUMLANI 

MDLADLA 
男 南非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87 NOMUUNDARI TUGSTOGTOKH 女 蒙古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88 PUREV-ERDENE DELGERMAA 女 蒙古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89 SMORODA VLADISLAV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90 RAKHMAN AMIN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91 PAK YULIY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92 NURTAZA OSPANOV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93 KOROLEVA NATALY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94 AZISKHOJIYEVA ZHANET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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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MAKHMUD MIRAS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96 BAIDAVLETOV ALIKHAN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97 CHZHEN ANGELIN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98 AKBERGENOVA AIZHAN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99 MYRZAGELDIYEV AISULTAN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00 NURMUKHANOV AZAMAT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01 TAUBAY MUKHTARGALI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02 DESSYATKINA ANZHELIK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03 ILIN NIKOLAY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04 GAIFNAZAROV ZHAVLONBEK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05 SHOGALOVA KAMSHAT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06 TSOY ARTUR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07 MYRZAKHMETOV BAGDAT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08 ZHEBESHEVA DINAR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09 KALYMOVA KARIN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10 KHALELOV MARAT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11 ADINA NURLAN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12 MARZHAN ASPANDIYAROV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13 ALIYA BURASHEV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14 MALIKABONU MUNAVAROVA  女 俄罗斯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15 SAYAN SEIT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16 ABDUASSIT SHUKIRLLA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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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MAKSAT KAZHGALIYEV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18 AIGERIM URAZBAYEV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19 SHAKHINUR AVAKRIYEV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20 ARTUR KRAVETS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21 DANIYA NURZHAKYP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22 SAGYNYSH NURDYBEK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23 SHARIPBAYEV BABURZHAN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24 GABDULLA GIMADOV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25 SHATALOV ALEXANDR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26 INDIRA USMANOV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27 AKBOTA ALMABEKOV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28 AIDANA CHUIKENOV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29 BAYAN ASKEROV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30 BAIBATYROV ALIZHAN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31 AKBOTA ZHANYS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32 SAID AZIZULIAH HASHIMI 男 阿富汗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33 DARYA LIPATOVA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34 ALLEN ALZHANOV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35 HENSON ANNA CATHERINE 女 美国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36 YAM JIA XIAN 男 美国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37 VACEK VALERIE LYNN 女 美国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38 MUNN RAVEN L 女 美国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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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RAZURI MATIAS 男 秘鲁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40 GRUETZE STEPHANIE 女 美国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41 DROHER DONALD KEONI 男 美国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42 SHEPHERD CARLY MAREE 女 澳大利亚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43 NICHOLAS TIMOTHY GIOKAS 男 加拿大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44 HORNAKOVA PETRA SOFIA 女 捷克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45 SVOBODOVA LENKA 女 捷克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46 GONZALEZ CLAUDIA 女 墨西哥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47 POHJOLA PETTERI TAPIO 男 芬兰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48 Kim Jun Sung  男 韩国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49 KIM YELIN 女 韩国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50 ISABEL VIEIRA BAHIA VILELA  女 巴西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51 GRIPP DAMAZIO SILVIA 女 巴西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52 SCHWASS LENA 女 德国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53 BRAUN SEBASTIAN JUERGEN 男 德国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54 
RODRIGUES DO NASCIMENTO 

SARAH 
女 德国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55 VAN STEMPVOORT LAURA 女 荷兰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56 HU XIAO RUI 女 荷兰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57 KOELEWIJN SANDER MATTHIJS 男 荷兰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58 LEBBINK TOM 男 荷兰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59 MEIJER KOEN MAARTEN JOHAN 男 荷兰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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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MHAITANG PHANLOET 男 荷兰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61 VAN DER HORST LAURENS 男 荷兰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62 WANG DANG DANG 女 荷兰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商务汉语 普通进修生 汉语 

163 UDEOGU CHIDINMA CYNTHIA 女 尼日利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64 
AYINGONE ZUE MELONIE 

FABIOLA 
女 加蓬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65 ALVE MOHAMMAD SHAJALAL 男 孟加拉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66 RAFIDY FENITRA FY RAHAN 男 马达加斯加 会计学院 财务会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67 TARAWALIE, RACHEL E 女 塞拉利昂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68 NABOTH REBEKA  女 纳米比亚 经济学院 劳动经济学 硕士研究生 汉语 

169 PARVEJ, MOHAMMAD ARIF  男 孟加拉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70 NEGERO, MOTI TAFA  男 埃塞俄比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71 KASSA WONDIMU BELETE  男 埃塞俄比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72 
WOYESSA, CHERNET 

MEKONNEN 
男 埃塞俄比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73 BEREKET, ASIYA ABDULKADER 女 埃塞俄比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74 TIRE, FIKADU WAMISHO  男 埃塞俄比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75 CHIBAYA, NANCY 女 马拉维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76 BANDA, JULIO KACHIDEKWE 男 马拉维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77 HADJOUTI, YOUCEF 男 阿尔及利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78 VASILYAN, BELLA 女 亚美尼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79 AGHABEKYAN, HRIPSIME 女 亚美尼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80 VONGKHAM, INTHALA 女 老挝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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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MAUPO, GOFAONE 女 博茨瓦纳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82 MOLEOFE, HILDAH 女 博茨瓦纳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83 
TLHAGWANE, INOI MERAPELO 

PRAISE 
女 博茨瓦纳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84 
MUFARA, TANYARADZWA 

BRIAN 
男 津巴布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85 MUSIYIWA, MARVELLOUS  男 津巴布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86 NYIRENDA, LANGFORD DANIEL 男 赞比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87 MALINGA  MLUNGISI 男 南非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汉语 

188 JOACHIMSTHALEROVA ALENA 女 捷克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89 HIA YI  ZHEN 女 马来西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普通进修生 英语 

190 MYAGMARSUREN GANBOLD 女 蒙古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英语 

191 RAHMAN, JAFER 男 巴基斯坦 统计学院 统计学 博士研究生 英语 

192 
SAHUI, MAGBY HENRI JOEL 

REGIS 
男 科特迪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博士研究生 英语 

193 AVAKRIYEVA SHAKHINUR 女 哈萨克斯坦 会计学院 注册会计师 本科生  汉语 

194 AZISKHOJIYEVA ZHANET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195 KRAVETS ARTUR 男 哈萨克斯坦 会计学院 注册会计师 本科生  汉语 

196 BAYOH  SULAIMAN 男 塞拉利昂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197 MYRZAKHMETOV BAGDAT 男 哈萨克斯坦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生  汉语 

198 XU CONG 男 加拿大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生  汉语 

199 AKBERGENOVA AIZHAN 女 哈萨克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00 NOKWAZI MARRY-ANGEL ZUMA 女 南非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本科生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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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ESONO BIKA DEOGRACIAS 

ANGEL 
男 赤道几内亚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本科生  汉语 

202 CHRISTOPHER CLYDE KAINES 男 
巴布亚新几内

亚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本科生  汉语 

203 BANELE ANDILE MATHENJWA 男 南非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本科生  汉语 

204 SAYAN SEIT 男 哈萨克斯坦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数码设计 本科生  汉语 

205 BAIDAVLETOV ALIKHAN 男 哈萨克斯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收 本科生  汉语 

206 MIR MASJIDY HASIBULLAH 男 阿富汗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07 MAMUTA KATERYNA 女 乌克兰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08 OSPANOV NURTAZA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09 GAIFNAZAROV ZHAVLONBEK 男 哈萨克斯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10 
STHEMBISO PHUMLANI 

MDLADLA 
男 南非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汉语 

211 SANDILE SELBY MTHETHWA 男 南非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英语 

212 MOAGI BUANG WARREN 女 南非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英语 

213 IBRAYEBA GAYANA 女 哈萨克斯坦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本科生  汉语 

214 Madeline ELAINE Wood 女 美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15 August Amirault 男 美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16 Blake  Maxwell Frimoth 男 美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17 
ROSARIO GONZÁLEZ Winette 

Marie 
女 波多黎各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18 JOSHUA SELL 男 美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19 Marion ENGELHORN 女 德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20 DMITRI ILJIN 男 芬兰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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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TONI HUTTU 男 芬兰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22 Juha Pentinpuro 男 芬兰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23 Lamo Bastida Sara 女 西班牙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24 LEE JAEMYUNG 男 韩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25 LEE JAEOH 男 韩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26 ADAL  ABILBEKOV 男 哈萨克斯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27 DARYA  TUCHANFA 女 哈萨克斯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28 LIUBOV  VOLKOVA 女 俄罗斯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29 ALINA  SHURGUCHIEVA 女 俄罗斯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30 DINA  ASEMBEK 女 哈萨克斯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31 ZHANEL  BAIDRAKHMAN 女 哈萨克斯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32 ANNA  DMITRIYENKO 女 哈萨克斯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33 ALTYN  KAZHITAYEVA 女 哈萨克斯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34 OXANA  KHANINA 女 哈萨克斯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35 YERASSYL  KULSHYKOV 男 哈萨克斯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36 AIGANYM  NIGMETOVA 女 哈萨克斯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37 RASHID  ZHANABEK 男 哈萨克斯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38 ZHANERKE  ZHASSIMOVA 女 哈萨克斯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39 AIDANA  ZHUNUSSOVA 女 哈萨克斯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40 JENET  BERDYYEVA 女 哈萨克斯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41 ASEL  RAUL 女 哈萨克斯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42 Lauri Heinäekoski 男 芬兰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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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KUSIAK JUSTYNA 女 波兰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44 KATO SHUNSUKE 男 日本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45 BEKNUR YESSIMOV 男 哈萨克斯坦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46 IANA  MOROZOVA 女 俄罗斯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47 VETROVA EKATERINA 女 俄罗斯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48 
ALABI BALOGOUN AKANNI 

REGIS 
男 贝宁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49 HOUNYE ALPHONSE HOUSSOU 男 贝宁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50 MIGAN SHEILAH FANNY SEDO 女 贝宁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51 
FAKEYE DORIER BILL 

OLULAWUKPE BIGNON 
男 贝宁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52 
GBETE FRESNEL AURIOL 

CHARMEL 
男 贝宁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53 
DOSSOU ADELPHE CHRYOS 

ISSOUF 
男 贝宁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54 GBEDON BAUDOIN  男 贝宁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55 
HOUNGNINOU TINI LAURENS 

YANNICK 
男 贝宁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56 MANINDJI Mantikpon Gbetoho 女 贝宁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57 BACHABI Zouliath  女 贝宁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58  DERVISHI OJANA 女 阿尔巴尼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汉语 

259 
 ABDELKARIM GHADA 

MOHAMED SAMY ABDELSALAM 
女 埃及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汉语 

260 
 ELABD EMAN SAYED 

ABDELRAHIM 
女 埃及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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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CHAVEZBARRANCO RAUL 

ALEJANDRO 
男 巴拿马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汉语 

262  ROJASGONZALEZ KATYA ITZEL 女 巴拿马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63 
 DE CAR VALHO MENDONCA 

ELVINO 
男 巴西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64  GOES DE QUEIROZ DIEGO 男 巴西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65 
 DE MELO FARIA COSTA 

DANIELA 
女 巴西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66  SANTOS ARAUJO LARISSA 女 巴西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67  BUSANG FEBBIE 女 博茨瓦纳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68  DIKGANG MAIPELO BANYANA 女 博茨瓦纳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汉语 

269  KGOSIDIKAE KEHUMISITSWE 女 博茨瓦纳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70  HEREDIAANDRADE HERNAN F 男 厄瓜多尔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71 
 TEMESGEN GEBREMARIAM 

GEBREYESUS 
男 厄立特里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72  TEWOLDE TSIGHE TSEHAIE 男 厄立特里亚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73  HUSSAIN SAIYAD 男 斐济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74 
 NOEL CALESHA ANTONIA 

INDRA 
女 格林纳达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75 
 CAMPBELLANDRIES CORNELL 

C 
男 圭亚那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76  MOLEFI MORONTI 男 莱索托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77 
 MOKHETHI MATHAABE 

SHARON 
女 莱索托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汉语 

278  RALISIARIMANITRA MANOA 女 马达加斯加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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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RAZAFIMAHEFA HAHITANTSOA 

T 
女 马达加斯加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汉语 

280  MINASCURTA OXANA 女 摩尔多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汉语 

281 
 IBANEZ ALDANA ELISA 

GUADALUPE 
女 墨西哥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汉语 

282  CHAN AGUEK DENG ATEM 男 南苏丹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汉语 

283  GARANG MALUAK JOHN 男 南苏丹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汉语 

284 
 MAKANGA SAMUEL LUATE 

MENSON 
男 南苏丹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85  MAKOL CHOL MAKOL AGOOT 男 南苏丹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86  LAKALAKA LOSALIO 女 汤加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87  SIMELUM FRANCIS LIK 男 瓦努阿图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88  TARI BENSON 男 瓦努阿图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89  TOARA SYROS 男 瓦努阿图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90  BONG CHARITY 女 瓦努阿图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汉语 

291  HAVA BIONGA 女 瓦努阿图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汉语 

292  SHEM ENETH 女 瓦努阿图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汉语 

293 
 ABURUB AYMAN ABDEL 

RAHMAN MAHMOUD 
男 约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汉语 

294 
 ALMASADEH MUNTASIR 

MOHAMMAD SALEEM 
男 约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汉语 

295 
 KHAMIS GHADA AHMAD 

ABDULLAH 
女 约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96 
FEDERICO CARLOS HECTOR  

ALBERTO 
男 阿根廷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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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PATRICIO MONESTEROLO 男 阿根廷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98 MATIAS DANIEL CALVO 男 阿根廷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299 GUSTAVO LUIS STECKLER 男 阿根廷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00 JUAN PABLO SAMBARTOLOMEO 男 阿根廷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01 SILVINA MARTHA SAAVEDRA 女 阿根廷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02 
IRIS ALICIA LEZCANO 

JUSTAVINO 
女 巴拿马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03 RAYMUNDO LEDEZMA SEGURA 男 巴拿马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04 ANA MONICA OROZCO DUQUE 女 巴拿马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05 
NINOTCHIKA  VERUSKA CHONG 

POWELL 
女 巴拿马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06 LUIS JAVIER MARIN LOPEZ 男 巴拿马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07 ARISTIDES PONCEVALENCIA 男 巴拿马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08 
AURELIA ISABEL APODACA 

ESCOBAR 
女 巴拿马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09 
DARLANG  JHOCETH 

PEREZMARTINEZ 
男 巴拿马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10 ANGELA SOTO PEREZ 女 巴拿马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11 
YAMILETH  MARIELA 
HERNANDEZ LUCERO 

女 巴拿马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12 MAX ULISES PADILLA ARAUZ 男 巴拿马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13 
RENATA APARECIDA MATHIAS 

DA SILVA 
女 巴西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14 ANDRE  DAROCHA CARDOZO 男 巴西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15 LIGIA FERREIRA DE SOUZA 女 巴西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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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RAFAEL VINICIUS  FONSECA  

DA  SILVA 
男 巴西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17 FABIO PACHELLI WEBER 男 巴西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18 
ALEJANDRO GONZALEZ 

GONZALEZ 
男 墨西哥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19 SERGIO SALAZAR VALDEZ 男 墨西哥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20 ANA MARIA MENDEZDEJESUS 女 墨西哥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21 
LUIS ALBERTO CASTRO 

SEPULVEDA 
男 智利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22 
RODRIGO  ALEJANDRO ORTIZ 

CARO 
男 智利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财经管理 高级进修生 英语  

323 Tommy Bergström 男 瑞典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与通信工程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24  Dennis Lipponen  男 瑞典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与通信工程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25 Jesper Lindberg 男 瑞典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与通信工程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26 Carina Persian 女 瑞典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与通信工程 普通进修生 英语  

327 Andreas Reyier 男 瑞典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与通信工程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28  Necirvan Taysun 男 瑞典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软件与通信工程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29 Nolan AERDEN 男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30 Nicolas DEMEYER 男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31 Sammy DEQUEECKER 男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32 Mariama DIALLO 女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33 Justine DIERICKX 女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34 Olivier ERNST 男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35 Alix GELLYNCK 女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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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Henrik HOVHANNISYAN 男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37 Kim Hoang PHAM 女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38 Constantinos PSOMAS 男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39 Adisa RAMIC 女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0 Manon RENS 女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1 Camille SCHRAM 女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2 Akwasi SENCHEREY 男 加纳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3 Mbalu SESAY 女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4 Lore TRIEST 女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5 Valeria TROISI 女 意大利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6 Jun LIU 男 比利时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7 Markéta Špatná 女 捷克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8 Petra Králíková 女 捷克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49 Brown Michelle 女 英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50 O'Brien Sophie 女 英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51 Viswanathan Andiappan 男 英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52 Cornelius Hillier 男 英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53 Kelly Kunesh-Barnett 女  美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54 Marie Kunesh-Barnett 女 美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55 Emily Marciniak  女 美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56 Falalo Touray 男 冈比亚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57 Cara A Callies 女 美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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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Elizabeth  Sattler 女 美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59 Jennifer Jerich 女 美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60 Hunter Lynch 男 美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61 Christine Kao 女 美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62 Joseph Jerich  男 美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363 Paul Ruffino 男 美国 人文学院 汉语言 普通进修生 汉语 

2016 年来华留学生春季结业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项目类别 

1 RIFKI NADA 女 摩洛哥 硕士省奖 

2 OCAPAN SEAN EVERETT 男 菲律宾 硕士省奖 

3 Khulan Ganbaatar 女 蒙古 硕士省奖 

4 ZHUANG LI-ZHEN JIMMY   男  巴基斯坦  硕士国奖 

5 KIKULA TENNA 女 坦桑尼亚 硕士国奖 

6 SHAMURATOV SHOVKAT 男  乌兹别克斯坦 硕士国奖 

7 TSELENG HAPPY KELETSO 女 博茨瓦纳 硕士国奖 

8 MINKO MI ETOUA SABRINA LINDSAY 女 加蓬 硕士国奖 

9 XIONGNONHIAXAISENG XIA 男 老挝 硕士地奖 

10 SIRIPIRIYAKUL DANUNUCH 女 泰国 硕士地奖 

11 PHAN THI LE THUY 女 越南 硕士地奖 

12 IBRAYEVA GAYAN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13 SANDILE SELBY MTHETHWA 男 南非 语言生 

14 BANELE ANDILE Mathenjwa 男 南非 语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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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Nokwazi Marry-Angel Zuma 女 南非 语言生 

16 Sthembiso PHUMLANI MDLADLA 男 南非 语言生 

17 NOMUUNDARI TUGSTOGTOKH 女 蒙古 语言生 

18 PUREV-ERDENE DELGERMAA 女 蒙古 语言生 

19 SMORODA VLADISLAV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20 RAKHMAN AMIN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21 PAK YULIY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22 NURTAZA OSPANOV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23 KOROLEVA NATALY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24 AZISKHOJIYEVA ZHANET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25 MAKHMUD MIRAS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26 BAIDAVLETOV ALIKHAN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27 CHZHEN ANGELIN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28 AKBERGENOVA AIZHAN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29 MYRZAGELDIYEV AISULTAN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30 NURMUKHANOV AZAMAT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31 TAUBAY MUKHTARGALI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32 DESSYATKINA ANZHELIK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33 ILIN NIKOLAY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34 GAIFNAZAROV ZHAVLONBEK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35 SHOGALOVA KAZAKHSTAN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36 TSOY ARTUR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37 MYRZAKHMETOV BAGDAT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38 ZHEBESHEVA DINAR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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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KALYMOVA KARIN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40 KHALELOV MARAT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41 ADINA NURLAN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42 Marzhan Aspandiyarov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43 Aliya Burashev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44 MALIKABONU MUNAVAROVA  女 俄罗斯 语言生 

45 SAYAN SEIT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46 ABDUASSIT SHUKIRLLA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47 MAKSAT KAZHGALIYEV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48 AIGERIM URAZBAYEV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49 SHAKHINUR AVAKRIYEV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50  ARTUR KRAVETS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51 DANIYA NURZHAKYP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52 SAGYNYSH NURDYBEK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53 SHARIPBAYEV BABURZHAN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54  Gabdulla Gimadov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55 SHATALOV ALEXANDR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56 INDIRA USMANOV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57 AKBOTA ALMABEKOV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58 AIDANA CHUIKENOV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59 BAYAN ASKEROV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60 BAIBATYROV ALIZHAN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61 AKBOTA ZHANYS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62 SAID AZIZULIAH HASHIMI 男 阿富汗 语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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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DARYA LIPATOVA  女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64 ALLEN ALZHANOV 男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65 HENSON ANNA CATHERINE 女 美国 交换生 

66 YAM JIA XIAN 男 美国 交换生 

67 VACEK VALERIE LYNN 女 美国 交换生 

68 MUNN RAVEN L 女 美国 交换生 

69 RAZURI MATIAS 男 秘鲁 交换生 

70 GRUETZE STEPHANIE 女 美国 交换生 

71 DROHER DONALD KEONI 男 美国 交换生 

72 SHEPHERD CARLY MAREE 女 澳大利亚 交换生 

73 NICHOLAS TIMOTHY GIOKAS 男 加拿大 交换生 

74 HORNAKOVA PETRA SOFIA 女 捷克 交换生 

75 SVOBODOVA LENKA 女 捷克 交换生 

76 GONZALEZ CLAUDIA 女 墨西哥 交换生 

77 POHJOLA PETTERI TAPIO 男 芬兰 交换生 

78 Kim Jun Sung  男 韩国 交换生 

79 KIM YELIN 女 韩国 交换生 

80 ISABEL VIEIRA BAHIA VILELA  女 巴西 交换生 

81 GRIPP DAMAZIO SILVIA 女 巴西 交换生 

82 SCHWAB LENA 女 德国 交换生 

83 BRAUN SEBASTIAN JURGEN 男 德国 交换生 

84 RODRIGUES DO NASCIMENTO SARAH 女 德国 交换生 

85 VAN STEMPVOORT LAURA 女 荷兰 交换生 

86 HU XIAO RUI 女 荷兰 交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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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KOELEWIJN SANDER MATTHIJS 男 荷兰 交换生 

88 LEBBINK TOM 男 荷兰 交换生 

89 MEIJER KOEN MAARTEN JOHAN 男 荷兰 交换生 

90 MHAITANG PHANLOET 男 荷兰 交换生 

91 VAN DER HORST LAURENS 男 荷兰 交换生 

92 WANG DANG DANG 女 荷兰 交换生 

 

2016 年来华留学生秋季结业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项目类别 

1 MADELINE ELAINE WOOD 女 美国 交换生 

2 AUGUST AMIRAULT 男 美国 交换生 

3 BLAKE  MAXWELL FRIMOTH 男 美国 交换生 

4 ROSARIO GONZÁLEZ WINETTE MARIE 女 美国 交换生 

5 JOSHUA SELL 男 美国 交换生 

6 MARION ENGELHORN 女 德国 交换生 

7 DMITRI ILJIN 男 芬兰 交换生 

8 TONI HUTTU 男 芬兰 交换生 

9 JUHA PENTINPURO 男 芬兰 交换生 

10 LAMO BASTIDA SARA 女 西班牙 交换生 

11 VIEIRA BAHIA VILELA ISABEL 女 巴西 交换生 

12 LEE JAEMYUNG 男 韩国 交换生 

 

（国际处刘小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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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工作 

财务管理 

一、重点工作： 

1. 围绕学校重点工作，充分征求意见，精心编制预算和三年中期财政规划；组

织对 200 万元以上的支出项目进行预算绩效申报和评价。 

2.按中央八项规定和有关文件要求，严控公务经费支出，制定了《江西财经大

学关于差旅费管理补充规定》，推行公务出差事前审批制度，进一步厉行节约、勤

俭办学，加强公务费管理。 

3.积极落实审计整改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强公务租车费、讲课酬金支出管理

的通知》，《关于加强科研经费支出管理的通知》，追回违规报销科研经费 19 万元，

督促校医院交回学校借款 105 万元、追回个人公费医疗借款 5 万元。 

4.严格执行有关文件规定，有效扼制了各种滥发奖励、津补贴现象，全年减少

发放金额约 2000 万元，降低了绩效工资总额超发风险。 

二、创新举措 

1.开展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从学校层面和预算、收支、政府采购、资产管理、

建设项目、合同管理六大业务层面进行了风险评价，进一步完善了合同管理等内部

控制制度，有效防范风险。 

2.制定了《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调整科研经费报销的若干规定》，放宽了对科研

经费报销的限制，进一步推进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助推我校科研事业发展。 

3. 大力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购建新工资系统、个人收入申报及管理系统、网

上预约报账系统；在报账大厅、收费大厅新增了触摸式查询一体机，专用电脑等设

备；利用学校移动门户（微信公众号），发布各种财务信息。  

三、工作成效 

1.积极申报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2016 年获批项目 4 个，

总金额 2100 万元，用于数据存储（灾备）综合机房建设、新图书馆智能化阅读服务

系统建设、财政大数据平台建设及教师出国（境）研修访学四方面。 

2.争取省财政部门支持，获批低利率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2 亿元，获取独立学院

入驻共青城办学奖励经费 2000 万元，用于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等工程项目、维修改

造、园林绿化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家具、设备购置等。 

3. 坚持不懈，反复呼吁，实现江西高校学费标准的统一和上调，我校各专业平

均上调近 800 元，每届新生学费收入可提高 400 万元。 

4. 充分调研，积极为教职工谋福利，提高了加班费的发放标准；实行了用餐补

贴制度；提高了工会福利发放标准；将绩效工资总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缴交基数。 

（财务处万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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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建设 

一、重点工作： 

1、重点工程：抓好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和麦庐园北区 1#、2#学生公寓两个重

点工程的建设。目前图文信息大楼工程已进入室内外装饰、水电安装和电梯、暖通

设备安装阶段，预计 2017 年 5 月竣工；麦庐园北区 1#、2#学生公寓正在进行内墙

砌筑和室内吊顶装饰作业，预计春节前可竣工。 

2、民生工程：完成麦庐园塑胶跑道、附中塑胶跑道及人造草、蛟桥园南区 1-5

栋学生宿舍家具更换及改造、蛟桥园羽毛球馆照明设备改造、蛟桥园 1-14#教职工

宿舍楼道及墙面粉刷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同时，在学校落实南昌市人民政府支持

我校提升办学能力改善办学条件工作协调推进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落实。 

3、维修改造工程：完成麦庐园南校区体育场看台护栏安装、枫林园家属宿舍屋

面防水维修工程、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高端实验室”改造工程、旅城学院演播厅

装修工程等维修项目共 68项，总金额 235.1 万；完成蛟桥园三教楼录播室改造工程、

麦庐园一、二教学楼粉刷、学生宿舍静庐、祥庐屋面防水、外墙粉刷、蛟桥园 1-14#

教职工宿舍楼道及墙面粉刷工程等招标项目共 49项，总金额 852.8 万 

4、物资设备采购：完成 420 项/次采购任务，其中物资设备招标 360 次，基建

工程招标 60 次，总标的金额 1亿多元，为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坚

强的保障；放弃暑期休息，充分发扬奉献精神，加班加点，完成共青校区物资设备

采购任务 22 项，采购金额 1668 万元，节约资金 180 余万元。 

5、“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深入扎实开展。一年来先后开展了 15次集中学习，

4次集中讨论，充分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推进了全处各项工作协调发展。 

 二、年度创新举措： 

在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工程和麦庐园 1#、2#学生公寓建设过程中，我们坚持“以

人为本”的建设理念，充分考虑师生的使用体验及舒适、美观等要求，从座椅、空

调、洗衣机摆放到插座的布置和壁画的装饰都从设计源头做起，确保设计合理。 

     三、年度工作突出成效： 

1、按照“保省优、争国优”的要求，积极推进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工程建设，

目前该工程已获省结构优良工程，全省样板工程。 

2、麦庐园北区 1#、2#学生公寓该工程获评南昌市结构优良工程。 

3、完成现代经管院设备采购任务 22项，采购金额 1668 万元，为共青区节省资

金 180 余万元，确保了共青校区按时开学。 

4、确保了所有工程建设项目安全无事故。 

（校园建设处胡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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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在学校党委、校行政的正确领导下，特别是在分管副校长王小平的直接指导下，

经过全馆职工的共同努力，我们圆满地完成了图书馆全年工作。2016 年图书馆工作

情况，集中体现在八个字上：拓展创新，提升服务。 

    一、基本情况 

1.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

机构，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应与学校的建

设和发展相适应，其水平是学校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 

教师、实验室、图书馆是高校办学三大支柱。办好了图书馆，就等于办好了大

学的一半（郭沫若）。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图书馆。不在图书馆，就在去图书馆的

路上。 

    2.图书馆现有职工 104 人，约占学校职工总人数的 5%。雄壮的队伍，人多

力量大，这里人才济济，藏龙卧虎：硕士研究生学历 28人，本科以上 76 人，专科

以下只有 4人；中级职称 46 人，副高 13人，正高 1人。这支队伍政治坚定，素质

过硬，团结进取，爱岗敬业，积极向上，而且吃苦耐劳，特别能战斗。我觉得，这

支队伍不仅政治业务素质高而且特别勤奋。以下几个方面能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现了

图书馆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每年都积极开展岗位练兵举行搜书比赛，今年还专

门开展了《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知识竞赛，荣获学校纪委举办的廉洁自律准则及

纪律处分条例知识竞赛第一名、校运动会教工团体冠军，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汽排

球比赛亚军，2016 年度学校教工“十大歌手”中图书馆就有两人。    

二、基本数据（截至 11 月底） 

1.馆舍面积：六校区块，共 4.5 万平方米；新馆建成在即，4.6 万平米。 

2.阅览座位：3260 个，修旧利废，挖掘潜力，2016 年增加 482 个。 

3.馆藏文献：643.6 万册，其中纸质图书 363.6 万册，电子图书 280 万册。数

据库 699(个按照本科评估口径计算)。 

4.新增文献：纸质图书 9万册，数据库 6个，外文期刊 10 种，中文期刊 24种。 

5.开放时间：早 7：00 到晚 24：00，每周开放时间达到 119 小时，远远高于教

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规定的 90小时。全年总开放天数 350 天。 

6.全年接待读者量：约 140 万人次，每天 4375 人次。 

7.全年纸质图书借还量：约 50万册，每天 1562 册。 

8.全年数据库点击量：413958 次。 

9.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关注用户数：15400 余人。 

10.配合跟进新图文信息大楼建设，调研、选购家具 70 多种，1.2 万套。 

三、创新和亮点 

图书馆的职责和任务就是建设好文献信息资源体系和服务体系，为读者、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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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供满意的图情服务。本年度图书馆积极落实 2016 年初《学校工作报告》中提出

的：要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拓展图书馆服务功能的要求。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 

1.首次推出《2015 年江西财经大学图书馆阅读报告》，发布江西财大图书大数

据。 

年初成立馆情研究工作组，开展馆本馆情研究。2016 年 5月 11 日发布了《2015

年江西财经大学图书馆阅读报告》，这是我校第一次发布的关于图书建设和服务状况

的图书“大数据”。阅读报告以数据的形式告诉我们：我们有多少图书资料？有多少

读者入馆？哪些书受欢迎？哪些学院学生最爱读书？图书借阅情况如何？数据库使

用率怎么样？等等详细信息。通过分析对比还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与上海财大等

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哪里？这是我们做作好各项工作的基础。 

2.首次推出共建模式，主动深入学院开展调研，与学院共建数据库，增加资源。 

与会计学院共建了同花顺数据库；与工商管理学院共建了加拿大商学院案例数

据库；与软通学院和信息学院共建爱思唯尔数据库中的相关专业学科包；与法学院

共建 HeinOnline 和 LexisNexis 数据库。 

3.“提前 1小时开馆，推后 1 小时闭馆”延长开放时间，解决了多年以来图书

馆门口排长队问题。 

提高认识，克服种种困难，从 9月 24日开始调整开馆作息时间为早 7：00到晚

24：00，延长开放时间。现在图书馆每周开放时间达 119 小时，远远高于《普通高

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规定的 90小时。全省高校开馆时间最长。学生期待多少年了！

终于解决。 

4.调整空间布局，拓展阅览座位，缓解了学生阅览座位紧缺的老问题。 

图书馆的馆内空间共分为“新书展示、期刊阅览、图书书库、公共区域和延长

开放区域”五大部分，每个区域的座位数和开放时间都不同。通过 4月、10月、11

月三次调整，总座位从 2778 个增加到 3260 个，净增加 482 个；延长开放区域座位

数从 426 增加到 1528 个，净增加 1102 个。大大缓解了阅览座位的不足。 

5.开辟“蛟湖书声”、“库海拾贝”等图书馆微信栏目，拓展阅读推广渠道。 

通过开辟“蛟湖书声”、“库海拾贝”和“数字阅读”等图书馆微信栏目，线上

线下推介新书和数据库。 

2016 年我校图书馆获全省“2016 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 

6.加强制度建设，严格出入口违章处理。 

修改制定了《江西财经大学关于遗失、损坏、盗窃文献资料及借阅超期的处理

规定》，提升到学校层面。切实加强了图书管理工作，并对违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7.加强双向沟通，图书馆宣传工作有较大进步和突破。 

1）充分利用周四定期全馆集中、科室交流、职工 QQ群、职工微信群等各种渠

道、将国家行业新政策、学校改革新举措等信息及时传递给每位职工。例如组织讲

解国家财经纪律、八项规定、学校收入分配政策、进行最新图书馆规程学习专题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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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等等。 

2）积极向学校、向师生传递图书馆工作信息。2016 年校园网主页上 30次报道

图书馆业务工作和服务情况。特别是 2016 年 10 月 28 日，学校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图书馆延长开放时间和拓展阅览座位的情况，全面向师生介绍了图书馆办馆理

念和改革举措。 

 四、存在的问题 

1.新馆投入使用前，阅览座位特别是期末考试期间蛟桥园馆座位仍显紧张。 

2.深层文化建设（“要让读者离不开图书馆”）还有待探索。 

五、2017 年重点工作 

1.新馆搬迁 

2.馆情研究 

3.数字资源共建 

4.阅读推广拓展 

5.图书馆智能化建设 

6.特色馆藏建设 

 图书馆是服务师生的典型窗口部门，2016 年各项工作都有较大进步。但提升

服务无止境，我们会继续努力，特别是随着 2017 年新馆的投入使用，我们有信心再

度提升服务质量，更上一层楼，为师生提供更好、更便捷的图情服务。 

（图书馆曹建华提供） 

 

图书教材采购 

一、重点工作 

1.认真执行和圆满完成校党委的任务和决策 

图采中心谨遵校领导的指示，坚持做到阳光采购的守护者，坚持推动优秀教材

的选用，坚持馆藏图书采购体现财经特色和精品化方向。2016 年共报订图书 15 批

次，9 万册；其中，报订中文纸质图书 8 万 9 千余册，金额 447 万余元，已加工上

架 85000 册, 482 万余元；报订外文纸质图书并已加工上架 848 册，金额 83万余元。

今年共发放各层次教材 700 余种,26 万余册,课前到书率为 99.56%，其中春季教材到

书率位 99.32%，秋季到书率为 99.95%。 

2.教材到准率稳居全省高校第一 

教材课前到书率是衡量高校教材供应工作的最重要指标，多年来我校教材的到

书率、到准率在全省高校中一直处于领先位置。2016 年共组织、发放各层次教材 700

余种,26 万余册,课前到书率为 99.56%，为我校教学秩序的稳定提供了有力保证。 

3. 教材选优工作持续推进 

长期以来，我中心以本科教材选优率为抓手，把提高优秀教材的选用比例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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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学水平的重要保障，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教材选用监测、评估评价体系，主动

关注国家一级出版社优秀教材出版动态，坚持每学期在中心网站推送优秀教材出版

信息；对各学院本科教材选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形成简报向全校公示，持续

推动更多的优秀教材进入课堂。 

4.中文图书坚持定向采购 

我中心从全国出版社中，精选了 50 家与我校学科发展契合度较高的国家一级出

版社作为我校中文图书采购的指定出版社，并对现有的 50 家指定社进一步细化，有

选择、有侧重、有区别地设立了一级指定社，二级指定社，不同级别指定社给予不

同的采购复本量授权。  

5.完成贫困生资助款的分配及毕业生教材清算工作 

图采中心认真完成了 2015-2016 年度贫困生资助款分配、录入及结算工作，资

助本科各层次贫困学生 646 名，资助款共计 87394 元。办理 12 级本科、12 级继续

教育、13级研究生、13级高职学生毕业清算工作，收回所欠教材款 181 万余元，退

还结余教材款 47 万余元。 

二、年度创新举措 

1.应用型特色教材出版再上新台阶 

在与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战略合作中，按照“优势学科创品牌，其他学科创特色”

的理念，我们将其定位于我校应用型特色教材出版平台。2016 年我校充分利用这一

平台，加强了我校应用型特色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努力编著出了“计量经济学”等

8本高水平、有特色的优秀教材，并被南京大学出版社列为高等院校“十三五”规

划教材，从而使我校教材建设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2. 加强“信毅”教材建设，树立“信毅”教材品牌 

“信毅”系列教材经过 4 年的发展，共出版了 50 本教材，辐射全国 17 个省份

53 所院校，已经初具影响力，其中 2016 年出版了 9 本“信毅”教材。在今年教育

部对学校的评估中，“信毅”教材受到了专家的重视，获得了专家的一致好评。  

3.“信毅学术文库”助力“信毅”品牌的打造 

“信毅学术文库”是我校和“中财集团”共同打造的一套学术丛书。这套丛书

的出版推动了我校重点学科学术研究水准的提高，扩大了我校在全国相关学术研究

领域的影响， “信毅学术文库”经过 3 年的积累，已经出版了 26 本的学术著作，

其中 2016 年出版完成 12本“信毅专著”。 

4.利用现代科技服务学生 

为给学生提供更多快捷、便利的服务，2016 年图采中心积极联合网络技术中心，

通过教学网络平台，开通了微信书费查询功能，同学们可以通过网络微信及时了解

教材费使用情况，充分维护了学生的知情权。 

三、年度工作突出成效 

1.坚持为贫困生提供教材资助 



 

330 

我中心对校贫困生进行教材费提供资助已实现了常态化；今年我中心又争取到

12 万元贫困生教材资助资金，使我校 3000 余名贫困生得到资助；几年累计提供资

助 100 余万，受惠学生达 2 万余人次。 

2.精准扶贫让我们与群众走得更近 

根据省委、省政府精准扶贫工作会议精神，按校党委有关工作部署安排，图采

中心对接铅山桥亭村因病致贫的刘和英家庭开展扶贫工作。同时还分别向桥亭村委

会和村小学捐赠了一批图书，踏实做好智力扶贫工作。连心工程使党员干部的群众

意识进一步增强，为民服务的理念进一步树立，用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同时也充

分展示了图采中心党支部的良好形象。 

3.认真完成本科教学评估工作 

根据学校评估的工作安排，图采中心人员加班加点，切实做好了教材样书查缺

补漏工作，将 161 学期第十四周课表（周一至周四）所开课程对应教材全部补齐，

有序摆放。为体现我校教材建设特色，对已出版的“信毅”教材进行收集、整理，

并提供专家审阅。在评估期间，全员待命，等待本科教学审核性评估专家听课指令

下达，及时按照要求将对应的教材送到教务处，保证了专家听课的需要。  

4.维护师生利益最大化 

在 2017、2018 年年度教材招标中，为维护师生利益，保障学校利益最大化，我

中心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在教材折扣与 2016 年持平的情况下，更看重标书能给师

生带来实质优惠的条款。通过与中标单位谈判，从两个方面为学校和师生争取到更

多的优惠：一是将资助贫困生的教材资金比例，由原来的按年度教材采购码洋的

0.75%，提高到 1%（增加了 3万元）；二是由中标单位每学年免费提供一学期的教师

用书（约 6万元），更好地维护了学校和师生利益。 

（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心张步云提供） 

 

档案管理 

2016 年我中心在校党委、校行政的高度重视和分管校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围绕

学校中心工作，对照年度工作计划，群策群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年度各项常规

工作，基本完成重大项目《数字档案馆》建设任务。8月，代表省直事业单位接受

国家档案行政执法检查, 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检查组组长杨继波代表检查组充分肯

定了我校近年来档案工作取得的明显成绩，指出我校档案工作管理体制机制健全、

创新，有利于档案事业快速健康发展，总结我校档案工作做到了“三个一流”，即：

一流的领导重视，一流的档案人员，一流的未来。中国税票博物馆先后获批“江西

省优秀社科普及宣传基地”和“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江西省教育厅安全稳定评

估组来校开展 2015—2016 学年安全稳定工作考评，对我中心多年来安全稳定工作成

效给予了高度肯定，称赞我中心安全稳定工作做得非常好。李金云主任参加华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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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首届高校档案工作论坛并代表江西省作主旨发言。中心人事档案科蝉联校巾帼标

兵岗。 

一、 年度重点工作： 

1、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创建风清气正、务

实向上的党支部。 

2、加大综治工作力度，确保档案信息资源万无一失。 

3、创新体制机制，实现大档案管理，做好年度常规的档案收集、整理、保管、

利用、开发编研等工作。 

4、创建数字档案馆，完成中央财政支助的《数字档案馆建设》项目，提升管理

实力。 

5、创培优秀基地，发挥校史馆、校友馆、中国税票博物馆的传承和育人功能，

彰显江财文化魅力。 

6、创炼巾帼岗位，主动精准服务，满足校内外查档、参观需求，实现师生满意。 

二、 年度创新举措： 

1、收集归档工作精细化：教工档案精细到份，学生档案精细到人，综合档案精

细到部门. 

2、利用服务工作标兵化：人事档案科荣获校第二批巾帼标兵岗，是继 15 年综

合档案科荣获校首批巾帼标兵岗之后又一次蝉联，也是继中心 2009 年荣获省教育厅

省妇联授予的全省巾帼文明岗之后的又一殊荣。 

3、专项建设工作项目化：《数字档案馆建设》分项专人管理 

4、综治安全工作人人化：一人一周值班制 

三、年度工作突出成效 

1、中国税票博物馆获批江西省优秀社科基地和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2、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杨继波来校检查评价我校档案工作做到了“三个一流”。 

3、李金云主任参加华东地区首届高校档案工作论坛并代表江西省作经验介绍。 

4、人事档案科荣获校“巾帼标兵岗”。 

5、综治考评获得 99.9 分：校综治办年度综治工作督查小组称赞中心综治工作

开展扎实、有效，迎评材料反映真实、细致、全面。 

6、档案归档率提高 6% :  全年收集归档各类档案 12003 卷（件）。 

7、利用服务率提高 22.9%：全年查阅利用档案材料 3440 人次，5695 多卷(份)，

“三馆”参观 11000 人次。 

（档案管理中心俞晓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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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管理 

一、 主要工作 

（一）信息化建设专项工作 

1、 编制学校信息化建设十三五规划：完成江西财经大学“十三五”时期

智慧校园建设规划编制工作。 

2、 智慧校园改革重点项目建设：积极推动各重点项目的建设工作，全年完成

或启动综合信息服务门户、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数据中心、校园网络安全工程、数

据综合服务系统、出口带宽（每年递增 10%）、校园移动服务平台、蛟桥园新图文信

息大楼校园网机房、学生管理综合服务平台等项目的建设。 

3、 学校信息化建设项目技术论证：组织专家对《智能实验室管理系统》、

《科研管理系统（升级）》、《网络舆情调研软件》等十余个项目进行技术论证。 

4、 学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技术支持：配合教务处做好学校本科教学审核

评估的教学数据和统计工作；评估期间全力保障校园网络、多媒体教室设备无故障

运行使用；配合评建办做好教育部基本状态数据库和审核评估支撑材料的上报技术

支持工作。 

（二）校园应用软硬件支撑环境建设 

5、 校园网升级改造：升级更换 10台万兆汇聚交换机和 280 台接入层交换

机，将校园万兆网络拓展至汇聚层，提升师生用户网络访问体验。 

6、 校园网出口带宽升级：7.2G 增长至现在的 8.6G，同比增加 22%，通过

更新各运营商 IP 地址段和各出口线路的流量分布，实现多出口最优流量分配和最佳

访问路径 

7、 网络安全工作：部署网页防火墙、漏洞扫描、堡垒机等安全设备，负

载均衡设备实现双活，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完成蛟桥园和麦庐园的核心网络机房强

电双线路改造，实现供电冗余，保障供电安全。 

8、 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工作：积极推动安全等级保护工作，已完成教务系

统和学校网站群等信息系统公安部门备案工作。 

9、 网站安全工作：加强学校各级网站安全，召开学校推进校园网站安全

建设工作会议；引进网站内容管理系统（CMS），稳步推进学院网站迁移工作，有效

提升安全水平；协助工商学院、体育学院、人文学院、团委等单位网站的安全整改

工作。 

10、 智慧校园基础平台建设：作为学校信息化改革的重点建设内容，完成

信息门户、统一身份认证、数据中心和数据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工作，2017 年 1 月

投入使用。 

11、 新图文信息楼智能化系统工程：组织党办校办、图书馆、保卫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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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建设处、审计处等部门召开 5 次技术论证和设备选型会议，组织审定招标文件技

术和服务部分。 

（三）软件应用系统开发与研究 

12、 研发本科学分制教务系统：完成教学计划、选课管理、考务管理、成

绩管理、收费管理、教学质量评估等模块的开发和测试工作；配合教务处做好 2016

级本科教学计划模块的使用培训和录入工作；改版网络选课系统，新系统可灵活支

持体育选课、体育协会选课、本科选课等。 

13、 开发本科分流管理系统：完成大类分流或专业分类的报名管理、需求

管理、考试管理、成绩管理、招录管理、学生管理等 31 个模块，于 2016 年 3 月投

入使用，配合教务处、招就处圆满完成学校本科大类专业分流和专业分流。 

14、 研发国际化信息管理系统：全面完成学生出国（境）管理、教师出国

（境）管理、外宾来访事务管理、留学生教务管理等业务模块的开发工作，于 2016

年 9 月投入使用，配合国际交流处完成两期使用培训。 

15、 学校移动服务平台投入使用：对接 OA系统、网上报修与咨询系统、本

科学分制系统近 10套系统，实现了课表、成绩、考条、网费、空闲教室、校历、一

卡通信息等学生信息查询，课表、监考查询、体检结果、OA 公文、OA 邮件、OA 通

知公告等教工查看功能，关注人数已达 23000 人。 

16、 “互联网+”迎新系统的定制开发工作：将报到流程分为网上预报到和

现场报到两个环节，支持手机扫码报到。功能包括信息采集、绿色通道网上申请、

卧具和生活用品预订、到校行程登记、报到单和学籍表打印、报到电子注册、物品

领取等。新生信息采集完成高达 98.28%，现场报到率 97.73%，报到流程的优化和再

造为全校迎新工作高效运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7、 校园 720 度全景校园地图定制开发工作：实地拍摄蛟桥园、麦庐园校

区 120 多个观景点和主要建筑物，720 度全景展示校园景观，让用户能够身临其境

领略优美的校园风光、良好的教学环境。 

18、 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研发工作：研发完成党员信息管理、基础党组织信

息管理、党员信息统计和汇总等功能，实现了学校党员信息管理的准确性，使我校

党建信息化管理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 学生管理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工作：完成 17个子系统的需求建设方案，

组织学工部（处）、团委、招就处和各学院等相关部门召开 3次全校需求论证工作会

议，并向学校申请立项。 

二、 日常服务工作 

(一) 网络、软件和教学设备的运行与维护 

20、 网络运行日常维护：日常维护 30 多台汇聚交换机、15 台 MA5200F、8

台核心交换机、校园网出口核心路由器，核心设备全年无故障运行；四校区 1500 余

台接入层交换机、4 万余个信息点、1800 余个无线接入点的日常维护与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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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外出维修出勤 1180 余人次。 

21、 软件系统运行维护：为本科学分制系统、OA系统、科研管理系统、信

息门户、后勤网上报修与咨询系统、离校系统、教学工作量统计、校友平台、教学

管理系统、杂志社投稿系统近 30 套系统提供日常技术支持与运行维护工作。 

22、 多媒体教室、空调、有线电视维护：为 400 间多媒体教室上门故障处

理 1300 余台次，每学期开学初对更新所有多媒体教室软件，配合任课教师安装专用

教学软件；7 月对全校多媒体教室空调集中清洗和保养一次，对空调外机支架进行

除锈和涂漆处理。 

23、 设备维修工作：累计维修计算机 400 台次、多媒体教室音响 39 台次、

投影机 169 台次，空调 34台次，投影机深度清尘 200 余台，有力地提高了设备的可

用性。 

(二) 校园卡事务工作 

24、 校园卡系统升级改造：完成校园卡系统硬件（工商银行投资和采购）、

软件升级改造的立项工作，完成部分校区的改造工程。 

25、 整理、制作卡工作：为 2016 级 7600 余名新生（含留学生）发放正式

校园卡，创新新生发卡流程，顺利推进本科迎新报到学院发放校园卡。 

26、 校园卡网上充值：协助建设银行投资 20万元，实现校园卡与建设银行

的圈存对接，实现手机 APP 网上圈存功能；协助工商银行实现手机 APP 网上圈存功

能。 

27、 校园卡系统：每月交易次数 300 余万，圈存金额 4100 余万元，校园卡

自助充值 331 余万元、现金充值 658 余万元、补助款 660 余万元、一卡通商户资金

5,500 余万元。 

三、 党工团建设工作 

28、 打造一个核心，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坚持中心主任书记办公会议制度，发布《主任办公会议纪要》16篇。 

29、 培养和发展党员队伍和技术队伍：7 月 1 日组织全体党员前往江西干

部学院进行学习培训，弘扬井冈山精神，践行“两学一做”；全年发展 2 名入党积极

分子，选派技术人员 30余人次外出学习和培训，成功申报省科技项目 2项。 

30、 创建和谐集体：组织召开一届四次双代会，荣获校男子排球比赛第六名、

乒乓球比赛第五名、飞镖比赛第五名、钓鱼个人比赛第一名。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张欣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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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两刊概况 

1.两刊的社会影响继续扩大，成为全国有重要影响的财经类学术期刊 

目前，《当代财经》和《学报》均是 CSSCI 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Ａ）”，并在这三大期刊评价系统中的排位比前一年均有所提升；

其次，两刊均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

中心评定为 2016 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有效期至 2017 年

8 月；两刊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的引文数据库收录为来源刊，两刊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复

印报刊资料》最重要的转载来源期刊之一。在 2016 年江西省第五届优秀期刊和优秀

期刊栏目的评选中，《当代财经》和《学报》双双被评为优秀期刊一等奖，《当代财

经》的公共经济与管理栏目和《学报》的经济管理栏目被评为优秀栏目。 

2.两刊的转载、复印率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检索中心 2016 年 4 月发布的《信息检索报

告》，2015 年，《当代财经》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

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 140 条检索途径复印转载 44 篇，在全国高校主办

的所有财经类学术刊物中排名第 2 位；《学报》被复印转载 14篇，排名第 25位，排

在《财贸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财经理论与实践》、《当代经济科学》等创

刊历史悠久的期刊前列。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 2015》提供的信息，

在 489 种经济学学术期刊中,《当代财经》转载 20 篇,名列第 16 位, 在全国财经高

校主办的所有财经类学术刊物中排名第 1 位。《学报》在全国高校主办的 1150 种学

报中全文转载率排名 72位，超过《南昌大学学报》的 87位和《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的 93位，名列江西高校学报的第一位。 

3. 两刊的影响因子、Web 即年下载率等重要质量评价指标继续不断攀升 

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 2016

年 9月 8 日提供的数据，《当代财经》2015 年期刊综合影响因子学科平均值为 0.514，

比 2014 年提高 12.72%，Web 即年下载率 129，比 2014 年提高 8.40%；影响力指数（CI）

学科排序 8/96，基本保持不变。《学报》2015 年期刊综合影响因子学科平均值为

0.514，比 2014 年提高 12.72%，期刊综合影响因子 0.868，比 2014 年提高 69.20%，

Web 即年下载率 109，比 2014 年提高 31.33%，影响力指数（CI）学科排序 29/96，

比 2014 年的 36/94 大幅提高 7 位。以上数据表明，两刊的主要技术指标均比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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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一定幅度的提升。    

4．注重编辑理论与编辑思想的学习和更新，不断开拓办刊思路，通过主动出

去组稿，扩大优质稿源 

杂志社一贯注重策划、组稿活动，通过主动出去组稿，扩大优质稿源。2016 年，

杂志社共组织并刊发的专家名家稿件 20多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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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峰论坛（江西省行政管理学会）”

等 6 个重要学术会议的学术媒体支持单位。同时，继续与《经济研究》合作，共同

成为 2016 年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的学术媒体支持单位，并成功地约到了许多著名

学者的演讲稿。其中的 3篇稿件（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郑新立，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

院长）将在《当代财经》2017 年第 1期刊出。 

5. 编辑与研究并重，精品科研成果丰硕 

杂志社在 CSSCI 刊物上发表论文 14 篇，其中第一作者权威刊物论文 5 篇，论文

被全文复印转载 5篇；每位教授、博士都至少作了一次学术讲座；科研总分 77.9 分，

远远高出学校考核要求的 38 分；人均科研分 7.0 分。初步形成了编辑与研究工作良

性互动，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6. 国际化办刊取得重要进展 

2016 年，杂志社继续与中国知网进行战略合作，对《当代财经》《学报》所发

全部文章进行ＤＯＩ（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标识，从而为两刊刊发的文章

提供了符合国际标准和规范的全球唯一持久的身份标识，为建立统一的中英文知识

链接系统提供技术标准和平台，这是我们国际化办刊取得的重要进展。其次，我们

将《当代财经》英文精粹版列入中国知网文献总库，此举既有利于提高《当代财经》

英文版海外读者的引用率。另外，杂志社积极开拓国外作者稿源，优中选优，在《当

代财经》第 9 期刊发了李贵卿，井润田，玛格瑞特·瑞德的《儒家工作伦理与新教

工作伦理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中美跨文化比较》一文。据中国知网 2016 年 10 月提

供的数据，《当代财经》的机构用户已达 4118 家（去年是 3987 家），其中海外机构

用户 131 家；《学报》的机构用户已达 5416 家（去年是 5237 家），其中海外用户 131

家，两刊的机构用户比 2015 年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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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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基本情况  

医院现有正式职工 52 人（含人事代理），临时聘用人员 28人，开放病床 40 张，

设有医疗科、护理部、体检科、公共卫生科、药剂科、医院办公室、计划生育管理

办公室、财务科、公费医疗管理及大学生医保管理办公室、麦庐园卫生所、青山园

卫生所、枫林园卫生所、大学生健康教育中心。 

二、2016 年的主要工作 

1、党建、分工会工作 

（1）能及时完成校党委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行动上与党委保持一致，及时传

达学习中央、省和学校党委、行政的有关决策和精神，并加以贯彻落实。 

（2）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化一岗双责，落实主体责任，与各科室签订了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书，制定和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保证了采购规范、合理合法、公正

透明、节约资金。 

（3）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树立先进典型，加

强宣传，并号召党员多向身边的优秀党员学习。查找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履行一

岗双责，确保整改落实。 

（4）加强党员骨干队伍建设，坚持开展“三会一课”学习教育制度，加强了党

员骨干队伍的建设和学习，党员的觉悟显著提高，公布了党员岗位，在各方面工作

中都能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5）组织工会活动，增加职工凝聚力。加强学习，提高政治素质与业务水平；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促进职工身心健康；关爱困难职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2、医疗工作 

全年门诊量 40628 人次，出诊 30 余人次，急诊急救 110 余人次，住院人数 21

人次，手术 20 人次，外科换药及门诊小手术合计 110 余人次，护理注射治疗约 6000

余人次。 

加强医疗团队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打造团结协作、奋发进取的医疗团队。

齐心协力，积极完成院校两级工作任务。加大科室管理力度，创新优质服务新模式。

规范医疗质量管理，提高医疗技术水平。进一步规范，我院积极规划工作流程，力

求为师生员工来院就医提供方便快捷的医疗服务。 

3、健康体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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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月份组织安排了全校教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健康体检 1542 人次，

10 月份组织安排全校女教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妇科体检 624 人次。同时提供人性

化服务，包括健康早餐、热水、纸杯等，得到了广大教工的好评。 

（2）完成了各类学生体检工作：本科新生入学体检 5460 人。其中检出心脏异

常 20人，肝功能异常 87人， PPD 阳性 335 人。研究生体检（包括复试、推免、MBA、

MPA）1944 人，其中检出心脏异常 8人，肝功能异常 40人。 专升本体检 260 人，

其中检出肝功能异常 35人。 

（3）完成教工调入体检 87 人；完成学生入职体检 98 人次，组织安排正处、正

教至江西省人民医院体检 243 人次，组织安排金卡保健干部至江西省人民医院体检

266 人次。 

（3）严格管理异地报销，建立异地报销登记表，记录姓名、体检医院、发票日

期、发票号、发票金额、实报金额等相关信息，办理 2016 年异地体检报销登记 8 人

次。 

4、公共卫生、疾病防控、医疗保健 

（1）加强学校红十字会领导组织结构的队伍建设，确保红十字会有组织，按计

划经常性开展活动。举办卫生救护知识讲座及预防艾滋病培训 2次。 

（2）加强对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监督管理，对全校所有食堂、饮食店、超市、宿

舍、班级、图书馆、微机房、二次供水等公共卫生场所进行了 4次大检查，对存在

的问题及时提出了书面建议和整改意见。 

（3）学习上级卫生行政部门下达的各类文件，领会文件精神，研究制定相关工

作方案。全面负责学校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指导、督查和考核。落实维护校、院、

班三级公共卫生工作网络。 

（4）做好院内感染管理，对内外科、口腔科、五官科、妇产科、手术室、临床

检验科、消毒供应室、医疗废物垃圾处理等相关科室进行了督查 15 次，进一步完善

了工作制度和工作记录。 

（5）夏季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灭“四害”药物投放，有效控制了“四害”密度。 

（6）严格执行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的防控规定，做好传染病日常管理，

积极配合上级卫生职能部门对我院传染病防控检查工作，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改进。

认真执行传染病网报制度，完成传染病登记、就诊、网报、回访 6人次；完成 AFP、

麻疹病例主要监测记录各 18 次。加强了对结核病的管理，在新生入学体检中严格把

关，发现结核病患者，及时休学治疗，有效的防止了结核病在我校传播。规范了肠

道门诊，使肠道门诊达到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求。4-10 月开设肠道门诊，接待肠道

疾病患者就诊 200 余次。 

5、医疗保险（含公费医疗）工作 

（1）教职工新增 50 人参保，做好我校 2016 年职工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的申报缴

纳、异地就医材料整理申报、门诊特殊慢性病材料的整理归集申报工作。完成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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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100 人医疗保险信息变更申报等工作，申报医疗保健干部 36 人。接待各类医保报

销人员 200 多人次，整理、归集、送交省社保报销材料 270 多例，报销医疗费共计

200 余万元。 

（2）帮在校学生申请医保保险报销和商业保险理赔，减轻学生看病负担，为学

生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办理 2016 年新生 6900 余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并

制卡。整理学生校外住院零星报销材料 180 份，多次往返南昌市医保处送学生理赔

案子 120 多个，帮助保险公司整理学生理赔材料 170 多个，总报销费用达 160 多万

元。 

6、计生工作 办理生育证 66 例、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2例、独生子女保险 5人、

独生子女上册 4人下册 86人，为 18位 1到 9岁的独生子女办理了爱心保险，办理

新调入人员 64人，妇科检查及环孕检 600 余人、发放避孕药具 5800 盒。  

7、健康教育、急诊急救工作 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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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6 年工作亮点 

1、2016 年 1 月 6 日，医院与离退休人员工作处联合举办活动，邀请南昌市普

瑞眼科医院专家走进江西财经大学，为离退休人员提供眼科免费诊疗和咨询服务，

受到欢迎。 

2、医院合同制聘用人员叶玉和，中共预备党员，药剂师，长期在药房窗口岗位

工作，经学校考察推荐，当选为江西省教育工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 

3、强化校园食品卫生安全管理，保障师生饮食饮水卫生安全，2016 年 3月 2

日，王乔校长对医院《食品卫生安全检查情况通报》（ 2015 年二期）作出了重要

批示，阙善栋副校长要求医院和后勤保障处认真落实。 3 月 10 日两部门召开联席

会议，建立校园食品卫生安全检查联动机制，并形成了规范的定期检查制度。 

4、近年来，在学校大力支持下，医院眼科建设得到加强，服务进一步提升，拥

有高级职称眼科专业技术人员，引进了先进的眼科诊疗设备，其中眼底照相系统和

非接触式眼压计为首次投入使用，是临床诊断视网膜（眼底）疾病和青光眼的主要

检查手段。此外，裂隙灯显微镜可以对眼角膜、虹膜和晶状体作全面观察。 

5、2016 年 7 月上旬，根据教职工反映，蛟桥园南校区专家楼和综合办公大楼

老鼠猖獗，为尽快控制鼠患，加大灭鼠力度，提高灭鼠效率保证灭鼠安全，特请行

业综合实力强的正规清杀公司针对上述重点区域进行专业灭鼠工作，我院公共卫生

科全力组织配合，取得了满意效果。 

6、2016 年 9月 20 日，我院邀请南昌市疾病控制中心专家来蛟桥园北校医大礼

堂为 2016 级新生讲授艾滋病防控（以下简称防艾）知识，并向新生发放由南昌市疾

病控制中心编的《珍爱生命，远离艾滋》宣传单。自 2015 年开始，每年在新生入学

期间开展“校园防艾，从我做起”主题活动，并将防艾专题讲座纳入新生入学教育

内容之一，让新生全面掌握防艾知识，认识防艾重要意义，增强防艾意识。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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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院还在大学生急救技能知识选修课中增加了防艾知识内容，以加强学校各年级

大学生的防艾宣传教育。 

7、2016 年 11 月，我院医保办与人文学院 2014 级新闻专业学生共同制作电视

评论节目《关于大学生医保卡的使用》，利用校园媒体信息加强大学生医保政策制度，

规定的宣传，提高大学生对医保的知晓率，让大学生充分切实享受到医保待遇。也

使医保能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健康。 

8、近几年来，我院加强心血管疾病相关辅助检查科室的建设，现能开展血液粘

度相关指标检测、血糖血脂检测、血压测量。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心电实时监

护，常规心电图检查，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眼底血管成像检查，心血管彩超与

心脏 DR 影像检查等项目，增强了心血管疾病综合检查手段，为心血管疾病的早预防，

早发现，早诊断以及治疗评估提供依据。 

（校医院赵禹灏提供） 

 

附  中 

一、 学校概况 

江西财经大学附属中学，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校，是

学子们潜心读书的学园，陶冶身心的乐园。 

学校现有教职工 107 人，其中在编 39 人，人事代理 28 人，自聘 40人。学校拥

有一支师德优、素质好、业务精、学历高、教学强的专业化教师队伍，其中省、市

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10人，硕士研究生 23人。历经艰辛，几经拼搏，学校已迅

速崛起为本地“初中教育的一面旗帜”，近年来中考成绩在南昌市连续名列前茅，

特色高中升学率不断攀升。 

近年来，学校先后荣获全省教育系统“规范管理年”先进集体、中国创造学会

创造教育实验基地、江西省中小学“素质教育月”活动先进单位、南昌市实施素质

教育工作示范学校、南昌市德育示范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南昌市

校园文化特色学校等多项荣誉称号。全校教职员工团结务实，开拓进取，为把学校

建设成现代化、优质化、特色化省内示范性名校而不懈努力奋斗。 

二、2016 年工作 

在财大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在市教育局的业务指导下，附中紧紧围绕工

作计划中提出的“坚持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努力提升办学品位，争创省内名校”这

一工作重点，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顺利完成了

各项目标任务。 

一、主要工作举措 

1. 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增强德育工作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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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取多种措施，着力学生习惯的养成。强化制度，重视团队、学生会机构

建设，强调引领示范作用。利用“美德少年的评选的契机，开展竞赛，榜样激励。 

（2）开展各项有益的德育主题活动,寓教于乐。先后组织“八一精神进校园”、 

“暑假读一本好书”、“优秀电影进校园”、“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我们

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等系列教育活动，提升了学生的文明素养，促进学生行为习惯

的养成。 

（3）坚持抓好校园文化建设。充分挖掘校园人文资源，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

以学生发展为根本，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激发学生爱校、爱国情感，增强学生的光

荣感和责任感。 

2. 以高校课堂建设为中心，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1）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环节，狠抓教学质量，通过“一师一优课”晒课活动等 ，

强化教师的教学质量意识。 

（2）以课堂教学过程管理为有效抓手，落实“轻负高效”目标。通过组织教师

外出参观学习、“教学开放日”、随堂听课等方式，促进教师更新教育教学理念，

交流经验，提高教学质量。 

（3）加强毕业班管理,确保毕业班的质量稳步上升。在抓紧抓好教学质量的同

时,注重学生良好思想品质的培养，让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思想品德。

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3. 以教师专业发展为契机，打造优秀师资队伍 

（1）加强师德建设，全面提升教师形象。通过教职工大会、党员大会、短信

平台、QQ群等方式学习教师职业道德以及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提高教师依法执教的

自觉性。实行师德规范一票否决制，在学校工作中以争创省内名校的目标凝聚全体

教师，引导教师讲正气、讲奉献、讲业绩、讲团结。 

（2）搭建发展平台，提高教师专业技能。做好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鼓励教师

参加提高学历层次、业务水平、教研能力的培训，本学年我校派出各级各类观摩、

培训学习的教师人数达二十余人次，为教师接受新的教育理念创设平台，拓宽了眼

界，丰富了专业知识，提高了教学技能。     

（3）重视队伍建设，促进教师成长。一方面充分发挥骨干教师教学示范和骨干

带头作用，积极推荐和鼓励青年教师参加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各类比赛，给予他们

充分展现自己舞台的机会，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教学业务水平。今年有 22人参加南

昌市第八届“园丁杯”教学竞赛，课堂教学竞赛、笔试竞赛两个环节分别有 4 人次

获一等奖、9人次获二等奖、14 人次获三等奖；40余人参加“一师一优课”晒课活

动，1人获部级优课、3人获省级优课、1人获市级优课。另一方面通过人事代理竞

聘方式引入高素质人才，充实骨干教师队伍力量。今年通过人事代理择优引进 5人。 

4.推进党建工作，发挥服务保证作用 

（1）重视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抓政治任务的完成，抓重大活动的组织，抓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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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问题的解决，深入开展了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建立了以手机短信为传媒的附

中党建平台。  

（2）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以辅导讲座等形式组织党员学习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学习先进人物事迹，发挥了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员大会动员

部署、专题党课等形式，及时展开“两学一做”专项教育。 

（3）认真开展党风廉政工作，落实“两个责任”，建立了工作机制，分解了工

作任务，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 

5. 强化安全教育，创建和谐平安校园 

（1）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安全管理工作方针，狠抓工作落实，完善

安全制度，落实安全措施。成立了学校安全工作领导组，明确职责，层层签订目标

责任书，做到领导落实、岗位落实、措施落实。 

（2）注重安全教育，提高防范能力。结合重大事件、节假日、纪念日做好安全

知识宣传教育活动，通过黑板报、展板、主题班会等形式，对学生进行防火、防盗、

防骗、防溺水等安全预防教育，同时开展以提高学生自护、自救、防灾、逃生能力

为主题的教育、演练活动，提高了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提升了全方位育人

的水平。     

（3）加强安全检查，防范于未然。定期对校舍、教育教学设施、电路、消防设

施等进行大检查，排查隐患，随时通报，建立台账及时消除隐患，本年度先后组织

六次全校性安全隐患大排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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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后勤管理，发挥服务保障功能 

（1）后勤工作人员树立了服务师生、服务教学、服务学校发展的思想，降本增

效，开源节流，确保学校中心工作的顺利展开。     

（2）加强财物管理，执行采购验收、领物审批制度；严肃财务纪律，适度从紧

开支，确保学校各项工作正常运行。 

（3）改建了塑胶运动场、知行楼水管、宣传栏，添置了 220 套课桌椅，购置一

架钢琴，对卫生间、多媒体、广播、监控等设备进行维修，进一步完善了教学设备，

实行了多媒体设备维保的服务外包，改善了办学条件。 

二、主要工作业绩    

1. 2016 年中考再创佳绩，续写辉煌！全校共 189 名毕业生参加中考，重点高

中上线率（461 分以上）70%（132 人），其中第一批次重点高中上线率（统招线 530

分以上）39%（74 人），600 分以上 7 人；中考重点率、普高率、优秀率、及格率等

均名列全市前茅。 

2. 我校荣获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今年我校两支代表队参加南昌市

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分获初中组二等奖，小学组第五名。 

3. 我校荣获南昌市校园文化特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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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特色亮点 

1. 开展 “高效课堂”展示课，促进教师间的交流和教学常规管理规范化，全

年开展校内“公开课”40余节。初一、二年级部分学科实行走班制，分层教学，收

效良好。 

2.“书香传情暖人心”爱心捐赠、爱心义卖报纸、跳蚤市场等专场活动亮点纷

呈，我校小记者站第五次荣获南昌市“十佳校园记者站”称号。 

3.合唱团组建三年来，成绩斐然，获得了南昌市校歌合唱比赛二等奖，财大一

二九大合唱特别奖，同时赢得家长的高度认可与好评。行进管乐团组建一年来，实

现了扩编，提升了演奏能力，在大型活动中为学校增色添彩。参加南昌市集体舞比

赛荣获二等奖。 

4.“校园欺凌的危害、原因及防治对策”法治专题讲座，“八一精神代代传”红

色专题讲座，主题鲜明，深受学生欢迎，收到良好效果。 

新的一年，我们将凝心聚力、和衷共济，振奋精神，扎实工作，继续发扬开拓

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超越自我，争创品牌，续写附中辉煌新的篇章。 

（附中张俊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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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榜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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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6 年度江西省高等学校人才人事工作

先进集体 

江西省高等学校

人事管理研究会 

《“映山红”大学生党员先锋计划》在 2016 年

度江西省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成果奖

评选中荣获“一等奖” 

中共江西省委教

育工委 

《基于“互联网+”背景的国际学院党员桥系

列活动》在 2016 年度江西省高校党的基层组

织建设创新成果奖评选中荣获“三等奖” 

中共江西省委教

育工委 

宣传部 

2011-2015 年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单位 
江西省普法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 

全国高校“网络文明进校园”主题活动特等奖 
全国高校校园网

站联盟 

全国高校“网络文明进校园”主题活动最佳组

织奖 

全国高校校园网

站联盟 

2015 年度江西十佳政务微信（行业类） 江西省教育厅 

第十四届江西省高校摄影展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厅、江

西省摄影协会 

江西省依法治校示范校 
江西省教育厅、江

西省普法办 

江西省直机关第十二届文明单位 
江西省直属机关

文明委 

统战部 2016 年度全省统战宣传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中共江西省委统

战部 

工会 

江西省教育系统先进女教职工组织 江西省教育工会 

第二届江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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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教育工会首届教职工气排球比赛本科

组优胜奖 
江西省教育工会 

江西省教育工会首届教职工气排球比赛优秀 江西省教育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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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奖 

学工部

（处） 

2015 年“助学·筑梦·铸人”主题征文系列宣

传活动“优秀组织奖” 

全国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中国银

行、中国青年报社  

2015 年“助学·筑梦·铸人”主题征文系列宣

传活动“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厅 

2016 年度优秀自强社 中国扶贫基金会 

《“映山红”大学生党员先锋计划》在 2016 年

度江西省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成果奖

评选中荣获“一等奖” 

中共江西省委教

育工委 

团委 

 

第七届母亲河奖组织奖 
全国保护母亲河

行动领导小组 

2016 年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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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宣传部、中央

文明办   

、教育部、共青团

中央、全国学联 

2016 年江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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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江西省委宣

传部、江西省文明

办、江西教育厅                                          

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省学生联合

会 

研究生院 
2016 年江西省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优秀组织

奖 

江西省教育厅、江

西省人民政府学

位委员会 

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 
第四届留学生汉语大赛优秀组织奖 江西省教育厅 

后勤保障

处 
省教育厅“十二五公共机构节能先进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保卫处 江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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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退休人

员工作处 
五好基层关工委先进集体 

江西省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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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 
中共江西省委老

干部局 

招生就业

处 

2013-2015 年度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

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继续教育

学院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工作先

进单位 

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高等财经教育

分会 

现代经济

管理学院 

2013—2015 年度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先进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2016 年度江西省高校信息化工作先进单位 
江西省高校教育

信息化学会 

全省五四红旗团委 共青团江西省委 

暑期赴瑞金法律服务宣讲团被评为 2016 年度

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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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江西省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

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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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 2016 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 
江西省图书馆学

会 

档案管理

中心 

2014-2015 年度全省高校档案工作先进集体 
江西省高校档案

工作研究会 

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中国税票博物馆 
全国社会科学普

及工作组委会 

工商管理

学院 
第十届中国 MBA 中部联盟十佳 MBA 联合会奖 

第十届中国MBA中

部联盟峰会组委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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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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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宣传部、中央

文明办   

教育部、共青团中

央、全国学联 

财税与公

共管理学

院 

江西省优秀社科普及基地——中国税票博物

馆 

江西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 

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中国税票博物馆 
全国社会科学普

及工作组委会 

会计学院 

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江西省委 

全省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江西省委教

育工委、江西省教

育厅 

国际经贸

学院 

2016 年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优秀服务队 

中共江西省委宣

传部、江西省文明

办、江西教育厅                                          

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省学生联合

会 

金融学院 

江西省毕业生就业先进单位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五四红旗团委 

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省学生联合

会 

信息管理

学院 
2016 江西公共安全创新创业大赛先进单位 

江西省科技厅、江

西省工信委、江西

省教育厅、共青团

江西省委、江西省

科协 

 

旅游与城

市管理学

院 

“印像辽宁，梦想中国”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

最美团队 
团中央学校部 

2016 中国大学生保险责任行“优秀组织奖” 

中国保险行业协

会、团中央网络影

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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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优秀服务队 

中共江西省委宣

传部、江西省文明

办、江西教育厅                                          

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省学生联合

会 

丝路中国梦实践队在“丝路新世界，青春中国

梦”2016 全国大学生“一带一路”暑期社会实

践专项行动中荣获优秀调研报告单项奖 

 

共青团中央学校

部、中国大学生

“一带一路”协同

发展行动中心 

软件与通

信工程学

院 

2016 年“镜头中的三下乡” 大学生志愿者暑

期社会实践“入围优秀团队奖” 

团中央学校部、团

中央网络影视中

心 

2016 年全国大学生“一带一路”暑期社会实

践软通学院红绿驴团队荣获暑期社会实践专

项行动优秀团队 

团中央学校部 

外国语学

院 

2015 年度江西省五四红旗分团委 共青团江西省委 

2015 年井冈情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季

专项行动优秀实践团队 

团中央学校部、全

国青少年井冈山

革命传统教育管

中心 

竞赛中心荣获第十九届“外研社杯”全国大学

生英语辩论赛全国三等奖 

团中央学校部、全

国学联秘书处、北

京外国语大学 

大外一部荣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江西赛区 C

类（本科组）团体二等奖 
江西省外语学会 

商务英语系荣获“外研社杯”全国商务英语实

践大赛华中赛区三等奖 

中国国际贸易学

会国际商务英语

研究会、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 

人文学院 
2016 年“井冈情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

优秀课题成果 
团中央学校部 

艺术学院 
2016 第五届中国高等院校设计艺术大赛优秀

院校组织奖 

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设计教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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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教育部高

等学校设计学类

教学指导委员会、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 年江西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优秀服务队 

中共江西省委宣

传部、江西省文明

办、江西教育厅、

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省学生联合

会 

第八届“神州唱响”全国高校声乐展演优秀组

织单位 

中国音像与数字

出版社协会、音乐

产业促进工作委

员会 

第六届江西艺术节·首届江西（德兴）声乐艺

术节声乐大赛优秀组织单位 

中共江西省委宣

传部、江西省文化

厅 

第七届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创意设计大赛—

“龙昌杯”智能玩具创意设计大赛优秀指导院

校 

中国玩具和婴童

用品协会、全国妇

联儿童工作部 

体育学院 

2016 年江西省大学生篮球比赛本科女子甲组

第二名 

江西省教育厅、江

西省体育局 

2016 年江西省大学生五人制足球比赛本科组

第二名 

江西省教育厅、江

西省体育局 

2015/2016 中国大学生网球联赛武汉分赛区男

子乙组团体第一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

协会网球协会 

2015/2016 中国大学生网球联赛武汉分赛区女

子乙组团体第一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

协会网球协会 

2016 年江西省大学生乒乓球比赛本科甲组女

子团体第二名 

江西省教育厅、江

西省体育局 

2016 年江西省大学生乒乓球比赛本科甲组男

子团体第三名 

江西省教育厅、江

西省体育局 

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先进单位 
江西省军区政治

部、江西省教育厅 



 

351 

2016 年江西省大学生羽毛球比赛本科甲组男

子团体第三名 

江西省教育厅、江

西省体育局 

2016 年江西省大学生羽毛球比赛本科甲组女

子团体第一名 

江西省教育厅、江

西省体育局 

2016 年江西省大学生乒乓球比赛本科乙组女

子团体第二名 

江西省教育厅、江

西省体育局 

《当代财

经》杂志社

《当代财经》被评为江西省第五届优秀期刊一

等奖 
江西省期刊协会 

《当代财经》“公共经济与管理”栏目被评为

江西省优秀期刊栏目 
江西省期刊协会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被评为江西省第五届优

秀期刊一等奖 
江西省期刊协会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经济管理”栏目被评

为江西省优秀期刊栏目 
江西省期刊协会 

创业教育学

院 

荣获国家级众创空间 科技部 

荣获省级江西众创 
江西省科学技术

厅 

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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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先进单位 

统计学院，信息管理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会计学院，协同创新中心，党办、

校办、共建办，组织部、人事处、党校，宣传部、新闻中心，纪委、监察处、审计

处，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后勤保障处 

2016 年度嘉奖单位 

工商管理学院、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金融学院、法学院、国际经贸学院、鄱阳湖

生态经济研究院、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汉语国际推广中心）、

国际学院、招生就业处、科研处、教务处、工会、图书馆、档案管理中心 

2016 年度综治工作先进单位 

党办、校办、共建办，组织部、人事处，学工处，团委，财务处，保卫处、人武部，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研究生院，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院，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国际学院，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创业教育学院，高等

教育研究所，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后勤保障处，图书馆，档案管理中心 

2016 年度“教学十佳” 

崔爱平（工商管理学院）         刘淑华（会计学院） 

程淑珍（会计学院）             罗良清（统计学院） 

万常选（信息管理学院）         李  明（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党建武（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钟元生（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杜景平（外国语学院）           陈始发（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6 年度“科研十强” 

万树平（信息管理学院）         蔡文著（工商管理学院） 

张小路（协同创新中心）         谢盛纹（会计学院） 

潘丹（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宫之君（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万征（信息管理学院）           肖挺（国际经贸学院） 

杨飞虎（经济学院）             陈拉（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2016 年度“服务十优” 

陈志平  宋丽萍  夏贤明  王昊  胡芳  张毅  张雅娟  罗远胜 朱晓艳  黄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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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教育终身成就奖” 

曹  邓         陈  荣        崔开玲        蒋尧明        刘金凤 

刘小瑜         陆  旭        万常选        王小平        周  玫 

2016 年度“十大优秀研究生导师”  

胡海波   工商管理学院                      廖义刚   会计学院 

胡援成   金融学院                          许统生   国际经贸学院 

魏和清   统计学院                          万树平   信息管理学院 

袁非牛   信息管理学院                      陈始发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利国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谢花林   生态文明研究院 

2016 年度主干课程金牌主讲教师 

学院名称  姓名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工商管理 

学院 

崔爱平 06472 物流战略管理 

李  敏 00053 人力资源管理 

陆淳鸿 00023 市场营销 

财税与公共 罗晓华 15263 财政学 

会计学院 

刘淑华 02733 中级财务会计 1 

黄善东 02024 财务管理 

左贯中 02634 F3 Financial Accounting 

蒋  珩 02603 会计学 

方  芳 02063 P3 Business analysis 

国际贸易 

学院 

刘振林 05782 国际投资学 

余昌龙 11162 国际服务贸易 

金融学院 

胡少勇 01373 保险学 

钟小林 01333 证券投资学 

吴伟军 01343 公司金融 

牛子雨 01013 货币银行学 

统计学院 刘  庆 36033 随机过程 

信息管理 

学院 

张富国 33012 计算机应用基础 

余达锦 03753 高等数学 1 

刘  炜 03013 财经管理信息系统及其应用 

软件与通信 党建武 17324 数字信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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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姓名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工程学院 蒋  娜 17424 信号与系统 

外国语学院 
胡  蓉 34272 大学英语 3（涉外） 

程卫丽 34052 大学英语 1 

人文学院 
亢学民 3A004 广告媒体研究 

江  枰 08052 大学语文 

艺术学院 杨  泳 20923 产品设计表达 

法学院 夏秀渊 07373 商法（企业公司法方向） 

体育学院 肖舒鹏 10451 体育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德满 0901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汪  乐 090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016 年度“青年教师教学奖” 

左贯中（会计学院）      蒋  娜（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余达锦（信息管理学院）  胡  蓉（外国语学院）  

胡少勇（金融学院）      刘  庆（统计学院） 

2016 年度“青年教师科研五强” 

方玉明（信息管理学院）         廖义刚（会计学院） 

郭露（统计学院）               张利国（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徐建斌（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6 年度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优秀单位和先进单位 

一、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优秀单位(8个)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体育学院、统计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国际经贸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信息管理学院 

二、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先进单位（12个） 

外国语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江西经

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现代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院、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产业经济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后流动站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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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院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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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进个人 

金融学院    周  洪                   EMBA 教育学院   吴良平 

马克思主义学院    唐海燕             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罗 珏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肖建华        会计学院               周贵文 

2016 年度校友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一、校友工作先进单位（ 5 个） 

经济学院   法学院   国际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   金融学院 

二、校友工作先进个人（ 10 人） 

邹春发（信息管理学院） 阙刘汇敏（法学院） 杨婉琪（工商管理学院）   陈  曦（统

计学院）    郭  勇（经济学院）  涂远武（金融学院）   程淑珍（会计学院）    郑

志强（体育学院）  罗庆辉（宣传部）  黄应足（学生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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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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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王

乔、易小明、蒋金法、易剑东、王小平、阙善栋出席了活动，党办校办、党委组织

部、宣传部、学工部、团委等部门负责人，各学院党委书记、副书记、分团委书记、

辅导员和各层次学生代表约 5000 余人参加了升旗仪式。 

2 日至 5 日，我校组织招聘面试小组赴美国旧金山参加了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

年会（ASSA Annual Meeting 2016），并借助美国经济学会（AEA）这一国际高端经济

学人才聚集平台进行海外师资招聘。 

4 日，体育学院 2009 届校友、2015 年世界健身锦标赛冠军郑少忠应邀返校交流。

校长王乔、副校长邓辉、阙善栋于 4 日上午在南区综合楼迎宾厅亲切会见了郑少忠。 

5 日，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6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据 2016 中国

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显示，我校为省内唯一入榜高校，名列第 79，累计接收国内外

社会捐赠金额为 5848 万元。 

6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就业，高校不能只求数字好看》，对我校全程化

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教育体系进行了报道。 

6 日，根据最新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 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

学研究评价中心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检索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江

西财经大学学报》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经济学综合学科中名列第 18 位，大幅前移 7

位。 

6 日，我校召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集中考评大会。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出席会

议并讲话，校纪委委员、校属各单位纪检委员（纪委书记）、校管理服务督查组、教

职工和民主党派代表共计 70 人参加了会议。 

6 日，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赵海东，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副主任吴艳玲，经开区财金事物局局长欧阳品正、经济发展管理局局长雷隆洪、

招商局局长陈永斌等来我校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调研，副校长邓辉会见了赵海东一

行，创业教育学院院长刘彪文随同调研。 

7 日，“首届全省高校网络宣传思想教育优秀作品评选活动”评审结果揭晓，我

校共 11 项作品获奖，分别为：网文类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微作

品类一、二、三等奖各 1 项，工作案例类一、二、三等奖各 1 项。 

7 日，校领导班子召开了为期一天的“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省委教育

工委委员、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刘润保到会指导并作重要讲话。省委组织部干部

四处副处长吴成涛，省教育考试院纪委书记雷杰华、办公室主任王威到会指导。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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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各党群部门和部分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7 日，省长鹿心社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做好今年政府工作及“十

三五”发展的意见建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伟明主持会议。我校副校长蒋金

法建言人才强省战略获鹿心社肯定。 

8 日，《江西财经大学 2015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15 年，

我校普通本科毕业生4938人，截止9月1日，4411人实现就业，初次就业率达89.33%；

初次就业率高出生平均线（全省本科平均为 85.91%）3.32 个百分点，排名全省高校

前列。 

8 日，江西省 MPA 教育联盟案例教学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8 日，王乔校长带队到研究生院就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调研

座谈。 

9 日，我校义工协会在南昌慈善义工协会一届六次理事会暨 2015 工作总结表彰

会上荣获“2015 年度先进慈善义工组织”称号。 

10 日，“2016 江西旅游强省建设高峰论坛暨江西旅游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礼聘

仪式”在我校召开。副校长蒋金法、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余晓明到会并致

辞。 

11 日，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学术评价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张凌云教授领衔的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团队，发表于《旅游学刊》2015 年 12 期的《2003—2014 年我国

旅游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评价》一文排名显示： 江西财经大学位列“2003—2014

年 Top100 机构单位”第 30 名，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曹国新副教授位列“2003—2014

年 Top100 旅游论文作者”第 17 位，各项指标均列江西高校之首，已进入全国先进

行列。 

13 日，财政部公布了 2015 年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学术类）培养工程

选拔结果。经材料测评、专业知识笔试和结构化面试等程序择优录取，我校会计学

院周冬华副教授顺利入选。 

14 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波士顿分校全球比较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项目主任

张梦中教授来校，作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行政改革”的学术报告。 

15 日，我校校属各单位相继召开“三严三实”专题的民主生活会，校领导分别

前往各单位进行指导点评。 

16 日，我校 1978 级商业会计校友、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主板

上市）财务总监胡皓华成为全国首批企业财务管理领军人才。 

18 日，天津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孙全胜一行 7 人来校调研。党委副书记易小明

和组织部、宣传部、学工部（处）、研究生院、法学院等部门的同志与来宾进行了座

谈。 

18 日，我校召开 2016 年民生工程立项可行性论证会。会议由校纪委书记杨建

林主持。学校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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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至 31 日，应英国考文垂大学(Coventry University)，伦敦玛丽女王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诺丁汉大学(Nottingham University)、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和德蒙福特大学(De Montfort University)的邀请，汉语国际

推广中心主任张曦凤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肖珑圆满完成了对上述五所高校的出

访任务。 

21 日，应中国扶贫基金会邀请，我校自强社赴京参加大学生公益领袖集训营暨

新长城自强社社长培训班，并参加 2016 全国高校公益论坛暨《2015 年度大学生公

益现状调查报告》发布会。会上，我校自强社荣获新长城高校自强社“优秀社团”

及善行 100·温暖行动全国公益社团第八名。 

24 日至 27 日，江西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在南昌召开，我校省政协委员包礼

祥、李秀香、朱丽萌、夏家莉、陈富良、郑志强、吕晓梅参加会议。校党委副书记

易小明列席开幕会和闭幕会，省政府参事温锐、校统战部长陈丽萍等列席会议。 

26 日，在全省“两会”召开之际，省人大代表、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应邀做客

新华全媒访谈，就广大网友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28 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民安一行来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调研。蒋金法副校

长出席座谈会并讲话，马克思主义学院班子成员及各系部主任参加了会议。 

29 日，省总工会副主席、省教育工会主席柯进水带领省教育工会办公室主任帅

涛一行来我校慰问省劳模和困难职工代表。 

 

二月 
1 日，从国家留学基金委获悉，我校在 2016 年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资助项

目（简称“优本项目”）中再创佳绩，共获批 8 所院校 27 个名额，其中新增 4 所院

校 8 个名额。    

5 日，在中国传统佳节—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王乔校长，王小平副校长与来自

17 个国家的 30 余位留校外籍学生欢聚一堂，共贺猴年新春。 

16 日，殷美根副省长莅临我校视察指导工作。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晓艺以及办公

厅秘书四处、信息处等单位部分同志陪同视察。 

16 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公布 2015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与审批

结果的通知》（教高函〔2016〕2 号），我校申报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教育部正式

备案。 

19 日，我校统战部荣获 2015 年度全省统战宣传信息工作先进单位；由我校统

战部联合校统战理论研究会推送、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德满博士执笔的课题研究文章

《协商民主：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获评 2015 年度全省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

成果三等奖。 

23 日，江西省教育重点工作媒体集体访谈在滨江宾馆召开，我校校长王乔受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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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并接受媒体集体专访。 

24 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6 胡润全球富豪榜》，我校校友、用友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京以财富值为 21 亿美元（137 亿元人民币）位列江西籍第一。 

25 日，我校校友危朝安同志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25 日，国家科学技术部公布了《科技部关于公布第二批众创空间的通知》江西

财经大学创业教育学院申报的“江西财经大学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江财众创空间）”

获批备案，并纳入科技部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管理服务体系。第二批通过备案

的众创空间全国共 362 家，其中江西省共 11 家（江西首批）。 

27 日，我校申报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获批为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重点

示范研究基地（全省仅 3 家）。该基地由副校长蒋金法教授为基地负责人，艺术学院

院长包礼祥教授为首席专家。 

27 日，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公布第八批“精品视频公开课”名单的通知》，

我校国贸学院院长袁红林教授主讲的《走进跨国公司》成功入选。至此，我校已有

四门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入选门数与南昌大学并列省内高校第一。 

27 日，副校长王小平就新学期各项后勤保障服务工作到后勤保障处调研。 

28 日，副校长邓辉率教务处、网络信息管理中心、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后勤

保障处等单位负责人对我校托福、GRE 考点进行了实地检查并指导工作。 

29 日，我校荣获“全省高校平安校园示范学校”称号。 

 

三月 
1 日，学校召开校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

重要讲话精神。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会议并讲话。校领导王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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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接教育部海外考试中心通知,我校国际学院海外考试中心获批正式设立

GMAT 考点。这是江西省目前首个 GMAT 考点, 也是继 TOEFL、GRE 之后，落户我校

的第三项国际性考试。 

2 日，我校召开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座谈会。副校长易剑东、王小平，校长助理

李良智出席了座谈会。 

3 日至 5 日，台湾实践大学校长陈振贵、职业生涯发展中心主任薛宗仁、管理

学院院长范姜肱一行应邀访问我校。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副校长王小平

分别会见了客人。  

4 日，校长王乔在《关于落实王乔校长有关民生问题重要批示协调会会议纪要》

上批示：“响应及时，立说立行，这种工作作风很好！” 

4 日，校党委第三次会议宣布了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关于吴照云同志不再担

任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职务的通知，对吴照云同志的优秀品格、领导能力、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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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成就和工作成效予以充分肯定。 

5 日，校党委委员、副校长王小平率领党委组织部部长欧阳康、MBA 学院院长

周玫、后勤保障处处长彭元等部门负责人和 MBA 校友会公益慈善行部分 MBA 校友

代表一行十余人来到我校对口帮扶贫困村——铅山县桥亭村开展帮扶活动。 

5 日至 6 日，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率队前往北京，利用双休日密集走访和

广泛联络中央新闻单位识。 

7 日，出版的《江西日报》B2 版整版刊发了《聚焦罗霄山 关注江西精准扶贫》。

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吉安市扶贫和移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巴庚明，我校社会

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家琪，人文学院副教授蒋国河等专家学者和有关部

门领导共同做客江西日报《财大论道》栏目，共话江西精准扶贫。人文学院院长尹

忠海主持本期栏目。 

8 日，省委统战部向我校党委来函，对我校及我校李秀香教授在“江西同心智

库”首个课题《把中医药打造成我省战略性支柱产业研究》的研究中做出的贡献表

示感谢，并邀请李秀香同志继续参加江西同心智库“江西中医药产业发展”课题的

研究。 

8 日，我校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与南昌女子职业学校联合举办了“中国传统文

化茶艺走进高校”启动仪式。校长王乔、江西旅游发展委员会旅游协会秘书长万恺、

南昌女子职业学校董事长赵彤出席开幕式。 

8 日，校长王乔到继续教育学院进行工作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继续教育学

院副科以上干部参加了调研座谈会。校长助理李良智参加调研活动。 

8 日，江西省社联社科普及开发管理处处长赵华伟一行代表省社联，对我校所

建中国税票博物馆申报省优秀社科知识普及宣传基地进行现场考察。 

8 日，我校召开科研机构深化改革与智库建设研讨会。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副

校长蒋金法出席研讨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援成、科研处处长匡小平、全校 17 所

实体及挂靠科研机构负责人及代表参会。匡小平主持会议。 

8 日，江西省两创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刘

滇鸣，共青团江西省委副书记孙鑫，南昌市两创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市政府副秘

书长吴长金，省就业局局长王小平，东湖区两创领导小组组长、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陈曙一行来到我校青山园校区对创新创业工作展开调研，参观考察了我校与心客咖

啡共建的青山园校区创客咖啡，副校长蒋金法陪同调研。 

8 日，由我校“井冈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凡斌，我校鄱阳湖生态经

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利国教授和潘丹博士等合作撰写的研究报告《鄱阳湖

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亟待破解制度困境》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

高丽同志的肯定性批示，批示要求将研究报告送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研究。 

9 日，我校第十二届综治宣传月启动仪式举行，副校长阙善栋出席仪式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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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研究阐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

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我校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廖进球教授申报

的“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研究”项目成功立项，本批次江

西仅此一项立项。 

9 日至 10 日，英国斯克莱德大学副校长兼管理学院院长 David Hillier 和该校中

国学院院长陆懋祖一行应邀来我校访问。校长王乔会见了英国客人。副校长王小平，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人一同参加了会见。 

10 日，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和省商务厅厅长王水平、江西日报社社长王晖、省

社会科学院院长梁勇、泰豪集团公司董事长黄代放等领导、专家学者一同做客《泰

豪论坛》。 

11 日，江西省委宣传部下发了江西省宣传文化领域“四个一批”人才入选的通

知（赣宣字〔2016〕7 号），艺术学院副院长李民博士榜上有名。 

11 日，中宣部发文公布了 2014 年度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名单，我校

"井冈学者"特聘教授、博土生导师孔凡斌成功入选理论类人才。  

11 日，我校与中信地产博士后联合培养创新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暨江西财经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首次博学论坛在中信地产庐山西海项目处顺利举行。 

11 日，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生态与环境

经济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于法稳研究员来我校做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几个

问题——来自基层的调研”的学术报告。 

12 日，网络信息管理中心主任肖清雷在校影视中心就智慧校园改革召开新闻发

布会。 

13 日，著名学者、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云南大学教授何明应邀来我校，为人

文学院的师生作了一场题为“人类学与全球化”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人文学院院长

助理蒋国河博士主持。讲座开始前，副校长蒋金法教授会见了何明教授，副校长阙

善栋为何明教授颁发了客座教授证书。 

13 日，江财学生首届海外留学交流分享会举行。副校长王小平出席活动。学工

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以及相关学院负责人共同见证了这场海外留学分享交流盛宴。 

14 日，《江西日报》B2 版整版刊发了《守文化之正 出经济之奇——以南昌汉代

海昏侯墓发掘为契机推动江西文化经济大发展大繁荣》一文。我校杰出校友、北京

华章东信文化投资集团总裁彭中天做客《财大论道》。 

15 日，商务部“12335 企校对接活动”之江财篇近期在商务部网站上播出，蒋

经法副校长在该纪录片中作出相关发言，视频还对参加 2015 年度 12335 全国商务知

识竞赛的我校获奖选手和指导老师进行了采访，尽显江财师生创新创业风采。  

15 日，应会计学院邀请，新西兰梅西大学白敏博士为会院全体硕士研究生作了

题为 Stock Price Crashes in Emerging Markets 的学术讲座。 

15 日，我校 2016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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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易小明，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蒋金法、易剑东、王小平、阙善栋，校长

助理李良智等在家校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同志主持。 

15 日，英国伯恩茅斯艺术大学 Amanda Evans 一行四人到我校艺术学院进行合

作交流访问。艺术学院就双方合作事宜与来宾进行了交流。 

15 日，校长王乔到京看望了在国家税务总局工作的部分校友，与国家税务总局

总经济师任荣发（79 财政班校友）、大企业税收管理司司长缪慧频（82 财政班校友）、

征管与科技发展司司长饶立新（83 税务班校友）、财产与行为税司司长蔡自力（85

农经班校友）、纳税服务司副司长韩国荣（82 财政班校友）等校友进行了亲切会谈；

王乔还就国家税务总局在学校建立注册税务师培训基地事宜进行了磋商。 

16 日，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网信办主任郭建晖一行来到我校，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有关问题开展调研。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会

见了郭建晖一行。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主持调研座谈会。 

16 日，应校摄影学会邀请，来自加拿大的国际著名海洋生物学家、极地冰下摄

影大师马里奥·希尔来我校作了题为“极圈内外的摄影”的专题讲座。 

17 日，江西省科技厅公布了《江西省科技厅关于公布 2016 年第一批省级众创

空间的通知》（赣科发高字[2016]23 号），创业教育学院申报的“江西财经大学大学

生创业孵化中心（江财众创空间）”获批，本次共认定全省 33 个众创空间为 2016 年

第一批省级众创空间，定名为"江西众创"。 

17 日，我校举办国际化办学新闻发布会。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肖珑参加发布

会。 

17 日，在江西省贵溪市委会议室举行了院委全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旅游与城

市管理学院院长邹勇文、贵溪市文旅委办主任徐金辉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

签约仪式由贵溪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褚小涛主持，鹰潭市委常委、贵溪市委书记张

福庆出席并讲话，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贵溪市委党校、发改委、财政局、城乡建设

局、文广新局、城乡规划局、旅游局等相关领导同志。 

17 日，我校召开 2016 年综治工作会议。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出席并讲话、校领

导王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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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属各单位综治责任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副校长阙善栋主持。 

1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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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5 年“井冈情·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季专项行动中 40 个优秀课题成果

和 80 个优秀实践团队予以通报表扬。我校外国语学院和国际学院联合团队荣获 2015

年“井冈情·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季专项行动优秀实践团队。 

18 日，我校第九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蛟桥园开

幕。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出席会议并讲话，校长王乔作学校 2015 年工作报告。易小明、

蒋金法、易剑东、杨建林、邓辉、王小平、阙善栋、李良智等校领导出席会议，校

党委副书记易小明主持开幕式。正式代表、特邀代表、列席代表共 200 余人齐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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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共谋江财发展大计。 

18 日，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徐元勇教授来校，为艺术学院师生作题为“中

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讲座。 

1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副校长邓辉在我校九届三次“双代会”开幕式

上，应邀为全体代表传达了两会精神。 

19 日至 23 日，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市政暨环境规划学系主任杨松龄教授来我校

讲学访问。访问期间，副校长王小平会见了杨松龄。 

20 日，学校第九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完成各项

议程后胜利闭幕。校领导廖进球、王乔、易小明、蒋金法、易剑东、杨建林、邓辉、

阙善栋、李良智出席并在主席台就座，闭幕式由校纪委书记杨建林主持。 

20 日至 21 日，副校长王小平、校务委员严武及校友办、统计学院负责人一同

看望了统计学院在深圳的校友。 

21 日，荷兰莱顿大学董亮研究员来校作题为“循环经济与智慧工业园区：供给

侧优化与需求侧管理”的学术报告。黄和平教授主持了本次学术报告会。 

21 日，档案管理中心分管校领导副校长蒋金法在出席中心工作会议，强调要强

化学习，提升水平，做优做强我校档案工作。原副校长吴照云应邀出席会议。 

23 日，江西省台办副巡视员林挺华、调研处处长王抚州一行四人来到我校调研。

副校长王小平主持调研座谈会。学校港澳台事务办公室、马克思主义学院、旅游与

城市学院、财税与公管学院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与了座谈。 

23 日，组织部、人事处召开“两学一做”学习研讨会，研讨的主题是：树立“一

切为了人才”理念，优质、高效服务人才工作，做尽职合格党员。部（处）全体党

员干部参加了研讨。 

23 日，我校国际学院金融学专业（国际金融方向）殷显赞、李亚哲、李月等三

位同学荣获 CFA 协会 2016 年度大学认证项目奖学金。 

23-24 日，校长王乔带队赴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建桥学院三

所高校进行了考察交流。副校长邓辉、阙善栋，党办校办共建办主任袁雄，教务处

处长许基南，会计学院院长章卫东，国际学院院长杨慧，教务副处长吕晓梅参加了

考察交流活动。 

24 日，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社会工作系研究生学部主任倪锡钦博导

来我校讲学，为人文学院的师生作了一场以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以及

认知行为整合疗法为主题的学术讲座。 

24 日，学校制定并印发了《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推进研究生

教育内涵式发展和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全面落实。 

24 日至 25 日，民建江财委员会、农工党江财委员会组织成员一行来到上饶市

婺源县，联合开展“美丽中国‘江西样板’”考察调研活动。民建江西省委会参政议

政部部长刘立新、我校党委统战部相关负责同志应邀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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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我省县域金融工程建设的若干建议——基于湖北省

“通山模式”的经验》（执笔：在读博士贺敏、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席卫群）先后得

到省长鹿心社、省委秘书长朱虹、副省长郑为文、副省长刘昌林等省领导的重要批

示。 

25 日，我校第七届“读书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25 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导师郭湛教授，应邀到马克思主义学院作题

为“当代中五大发展理念”的学术报告。 

25 日，我校法学院与法律实务部门专家互聘“双千计划”座谈会举行。 

25 日，副校长王小平到人事处进行工作调研和指导。 

25 日，法学院举办赣江法学论坛之中国财税金融法治论坛。 

25 日至 27 日，后勤保障处组织全处及外包物业、食堂管理层相关人员共 70 余

人，到井冈山开展了以“在革命第一山感悟团队建设之道”为主题的团队建设培训。

副校长阙善栋应邀出席了培训开班仪式。 

25 日至 30 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Tapabrata Maiti 教授来校讲学，应邀为统计

学院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26 日，我校第十一届创业技能竞赛月在崛起广场隆重开幕，副校长蒋金法出席

并讲话，校团委书记习金文，各学院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团干部、学生代表参加

了开幕式。 

26 日，我校 2016 年在职工程硕士开学典礼举行。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李

良智教授出席典礼并讲话。 

26 日至 30 日，统计学院邀请了天津财经大学肖红叶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葛守

中教授做客统计学院，为统计学院师生展开了为期五天的讲学。  

27 日，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朱虹在《发展改革研究》2016 年第 3 期

刊载的《江西旅游崛起发展的灵山样本研究》上批示，批示指出灵山发展的经验值

得总结和推广。 

28 日，教务处组织了上学期实践教学试点建设项目验收答辩会。 

28 日，我校全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打造“智慧校园”，计划到 2020 年学校信息化

智慧校园建设改革实现“三基本、三全面、三显著”。 

  28 日，我校 CPA 专业方向办学赢得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高度赞誉。 

  28 日召开的江西省教育工会八届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上，我校工会主席刘 

金凤和校医院叶玉和分别当选常委和新增委员。 

29 日，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课题组承担多课题研究得到鹿心社、毛伟明与刘昌

林等三位省领导的批示。 

29 日，校党委中心组召开今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江西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校领

导王乔、蒋金法、杨建林、邓辉、王小平、阙善栋、李良智出席。学校各基层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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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总支、支部）负责人参加学习。 

30 日，学工部（处）、网络信息管理中心联合组织召开学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需求论证会。 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副校长蒋金法、阙善栋出席会议并讲话。校党

委组织部、宣传部和校友办、招生就业处、档案管理中心以及各学院学工小组相关

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学工部部长郑赟主持。 

30 日，我校参加国家专项评估的 11 个专业学位授权点顺利通过了国家教指委

评审，评估结果全部为“合格”。至此，我校圆满完成了学位点专项评估任务，实现

了既定目标。 

30 日，后勤保障处四届三次教代会暨工代会顺利召开。 

30 日，杰出校友张耀辉受聘为我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客座教授，副校长阙善栋

为张耀辉校友颁发了客座教授聘书。礼聘仪式结束后，张耀辉校友为学院师生做了

一场精彩的演讲。礼聘仪式与讲座由人文学院副院长王玉琦主持。 

31 日，由我校副校长蒋金法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招标项目“建构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共财政体制研究”开题研讨会举行。校

长王乔教授，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张利国教授、科研处长匡小平教授、项目组成

员和研究生，以及外请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周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

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

院陈少强研究员等 30 余人参加本次研讨会。研讨会由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春

根教授主持。 

31 日, 民生银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胡坚华、副总经理陈京慧等来校进行毕业生

招聘以及实习基地建设合作洽谈。 

31 日，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李周研究员作题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进展”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副校长蒋金法主持。 

31 日，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黎隆武应邀来校，为广大师生作了一场题为

“揭秘海昏侯”的精彩讲座。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出席讲座并为黎隆武颁发客座教

授证书。 

31 日，楚天学者、武汉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伍世虔作了题为“视觉与智能机器研

究与发展”的前沿讲座。首席教授万常选、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沈波及师生代表 30

余人参加并聆听了本次报告。报告会由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杨勇主持。 

 

四月 
1 日，副校长邓辉会见了来校交流的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院长黄强一行。 

1 日，我校后勤保障处成功召开新闻发布会，后勤保障处处长彭元就 2016 年后

勤综合改革事宜发布了相关信息并回答了学生记者提问。 

1 日，我校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与南昌县向塘镇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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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校长王乔、副校长阙善栋，南昌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闯，旅城学院和向

塘镇相关领导出席仪式，仪式由旅城学院院长邹勇文主持。 

3 日，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朱虹，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丁晓

群分别在《江西经济分析》2016 年第 1 期刊载的《我省旅游产业人才现状问题与对

策》上批示。 

5 日，国际学院根据学校《关于做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准备工作的通知》

要求，在“十三五”开局伊始，抓学习、明责任，掀起学习“学党章党规、学系列

讲话，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热潮，开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预热模式。 

6 日 ， 智 利 南 巴 伊 亚 大 学 Ganzalez 教 授 来 校 作 题 为

System optimization and non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for green s

upply chain network design 的学术报告。 

6 日，国际学院创新打造“互联网+”思政平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互联网

化战略转型。 

6 日，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智能化系统工程招标文件会审会召开。 

6 日，统计学院党委中心组织召开学习会议。院党委书记叶绍义主持学习，院

领导班子成员、院党委委员参加了学习。 

6 日，美国北卡罗莱納大学教堂山分校边启强博士来校作了题为“关于美国药

监局对处方药副作用警告信息效用评估”的学术报告。讲座开始前，财税与公共管

理学院院长李春根为边启强博士颁发了客座教授聘书。 

6 日，举行了校长与学生恳谈会。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副校长邓

辉，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与来自于各校区的近百名学生代表面对面进行了交流。

恳谈会由党办校办主任袁雄主持。 

6 日，应统计学院有幸邀请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艾明要教授来校讲学。本

次讲座由统计学院副院长罗世华主持。 

7 日，我校绿派社“绿丝带”志愿服务队喜获江西省“优秀青年雷锋队”称号。 

7 日，我校第二届“教育终身成就奖”揭晓。曹邓、陈荣、崔开玲、蒋尧明、

刘金凤、刘小瑜、陆旭、万常选、王小平、周玫 10 位老师获得该殊荣。 

7 日，我校艺术学院陈鲁安同学的作品《同样的开始，不一样的结局》，获得全

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征集暨廉洁教育系列活动艺术设计类一等奖。 

7 日至 9 日,江西省第四届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在赣南师范大学举行，来自

我校法学院辅导员李临彧获得大赛二等奖。 

8 日，资产管理处协调校园建设处、公租房承建单位、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等相

关人员，上门察看了公租房小区入住教职工户内设备存在的主要质量问题，认真听

取教职工反映的意见，现场协调处理相关维修服务问题，着力解决我校公租房设备

设施在质保期内承建单位维修不及时等问题。 

8 日，德国 iF 概念设计奖（iF STUDENT DESIGN AWARD 2016）奖获奖名单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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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产品设计专业学生王楷的设计作品《COCO 理线插座》获得 IF 奖评审团青

睐，成功夺得大奖。 

8 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峰论坛”在我校顺利举行。本次论坛由江西财经大

学与江西省行政管理学会共同主办、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

和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共同承办。来自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

心、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会计学院和统计学院的 400 余位师生参加了论坛。 

8 日，我校工商管理学院 2014 级工商（2）班获江西省第五批雷锋班荣誉称号。 

8 日，我校顺利举行 2016 届毕业生春季供需见面会。本次见面会吸引了上海嘉

定洪都村镇银行、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等 118 家用人企

业参会，还特别邀请了南昌市保险行业协会专门组织南昌市的 27 家保险公司参会。

约提供了近 5000 个就业岗位，吸引了我校及省内外周边高校 7 千余名毕业生前来应

聘。副校长蒋金法教授到现场指导。 

8 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在共青科教城建设指挥中心召开院长办公会，研究讨

论新校区建设问题。副校长、学院董事会副董事长王小平出席会议，院领导班子成

员、学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8 日，我校附属幼儿园在本园内操场举办“爱心义卖，与你同行”亲子活动。

校工会主席刘金凤，工会副主席吴太福以及工会调研员肖明辉参加了本次活动。 

8 日，职业技术学院、创业教育学院党总支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会议由学院党总支书记夏国华主持。 

8 日 14:30，法国艾克斯马赛经济研究所教授、计量经济学系主任 Michel Lubrano

应邀来经济学院作了一场题为 The Wall's Impact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A 

Bayesian Approach to Poverty Dynamics Using Repeated Cross Sections（约旦河西岸墙

效应：基于贝叶斯连续方法的贫困动态与重复截面数 据分析）的精彩讲座。讲座由

寻舟博士主持，经济学院师生聆听了讲座。 

9 日，我校第四届传统文化节和第九届民族文化节在南区开幕，校党委副书记

易小明出席活动，校团委书记，各学院党委负责人、分团委书记、学生代表参加了

开幕式。 

9 日 10 时，1995 级货币银行学班 40 名同学相约来到金融学院会议室，开展返

校聚会活动。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会见了返校校友并与大家亲切座谈。 

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张翼研究员来校，为人文

学院的师生作了一场题为“土地流转与村落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的学术讲座。讲

座由人文学院院长助理蒋国河博士主持。讲座开始前，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会见了

张翼。人文学院师生听取了本次讲座。 

9 日，赴英国孔子学院文化交流演出团试演在艺术学院音乐厅举行。台湾实践

大学原校长谢宗兴和我校原校长史忠良，艺术学院院长包礼祥、党委书记毕正华观

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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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至 10 日，我校知联会、民盟等统一战线成员来到鹰潭市贵溪县，深入开展

乡村发展调研活动，为服务地方建设献计出力。贵溪市旅游局、塘湾镇及我校统战

部、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等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9 日至 11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赴贵州、湖南，看望两地校友。副校长阙善栋，

党办校办主任袁雄一同参与了走访校友等活动。 

10 日，英国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协会大中华区 2016 年颁

奖典礼在上海举行。在本次颁奖典礼上，现代经济管理学院从全国 40 多所高校中脱

颖而出，荣获 “ACA 项目优秀合作院校奖”，学院副院长陈明教授代表学院领奖，

学院多名学生获得“杰出学生奖”。 

10 日，我校 10 名会计学子参加香港会计师公会职业论坛。该论坛由香港会计

师公会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合举办。 

10 日至 12 日,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Paul.Wiener 博士，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左

剑博士、中央昆士兰大学赵宪博博士和我国香港科技大学熊伟博士来我校进行短期

访问讲学。副校长王小平会见了来自海外的 Paul.Wiener、左剑、赵宪博三位学者。 

11 日，统计学院首届拔尖人才实验班考研成绩喜人。全班考上研究生的同学超

过班级总人数的 50%。 

11 日，针对近期猪肉价格飞涨问题，国贸学院刘振林教授接受江西卫视采访。 

11 日，江财基金会收到我校著名校友（1985 届工业经济专业）、科瑞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局主席郑跃文捐赠的 1000 万元。这是我校收到的第三笔千万元捐赠，江财

基金会截至目前接受捐资近 6000 万元。 

11 日，我校校友马承祖同志任中共上饶市委书记。马承祖于 2007 年 5 月至 2008

年 12 月在我校学习并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1 日，我校举行 2016 年民生工程交办会。会议由校党委委员、校纪委书记杨

建林主持。校工会、人事处、财务处、学工处、后勤保障处、校园建设处、体育学

院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12 日，我校国贸学院创新创业实践中心创行团队凭借“一步之遥”项目组喜获

“2016 年 Enactus 创行世界杯中国站区域赛”社会创新大赛二等奖，以小组第二的

成绩出线并成功晋级国赛。 

12 日，校长王乔到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要求，要以全

局观、大视野、大格局来看待国际化办学。副校长王小平出席了调研座谈会。 

12 日，华民慈善基金会与我校成功合作开展了“2015 年大学生就业扶助项目”，

对我校 100 名家庭经济困难的 2016 届本科应届毕业生进行了资助，每人资助 3000

元，资助金额共计 30 万元，大大缓解了他们求职过程中的资金压力。 

12 日，江西财经大学绿派社在 2016 年世界水日“滚蛋吧 臭河君”全国乐水行

活动中喜获“优秀团队”称号。 

13 日，以  BPP 集团首席财务官（CFO）William Etchell、国际部主管 L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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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mermann-Richard、中国及蒙古国区主管 Luya Duan、BPP 大学华东市场总监

Shangjun liu 为成员的 BPP 大学（英国经济类型大学）代表团一行四人来访，与我校

会计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3 日，我校 201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结束。2016 年拟招收攻读硕士学

位研究生 1319 名，其中学术型 455 名、专业学位 864 名，共涉及 19 个学院（所）

70 个专业。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复试工作于 4 月 6 日至 4 月 11 日进行。 

13 日，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已接近尾声，人文学院 2012 级学

子经过四年刻苦学习，考研录取率再创新高。 

13 日，中电投江西分公司原总经理任德清来校，为工商学子作了一场以中华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主题的讲座。 

13 日，协同创新中心举行了招标课题评审会。副校长蒋金法出席并主持会议。

校务委员严武、科研处处长匡小平、江西省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周国兰、省工信委

综合处处长王小永、省统计局科研所所长张启良和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耀

彬参加评审会。 

13 日，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新闻学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哲学社科规划办新闻传播学科组评审委员、

博士生导师尹韵公教授，应邀来我校作题为《习近平的新闻舆论观》学术报告。讲

座由人文学院副院长王玉琦教授主持，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杨尚勇、我校新闻与传播

系师生聆听了本次讲座。 

13 日至 14 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

师高建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生导师杨子晖教授来校，分别在马克思主义学

院、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和金融学院讲学。 

14 日，江西省国防教育宣讲进高校巡回报告走进我校。宣讲活动由校人武部党

总支书记刘赣平主持。青山湖武装部政委吴绘云、参谋余文富等相关领导出席现场。

宣讲活动邀请了南昌陆军学院周国庆教授进行授课。校属各学院 200 余名学生代表

参加了报告会。 

14 日，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 Michel Lubrano 教授来到经济学院作了一场题 A 

Bayesian look at American Academic wages（贝叶斯视角的美国学术机构薪资）

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寻舟博士主持，学院部分师生听取了讲座。 

14日，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举办校企合作暨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优化改革研讨会。 

14 日，长江学者陈文新教授来校讲学，与人文学院师生师生分享了他几十年来

《三国演义》研究的心得体会。陈教授讲座的题目是“《三国演义》的历史伦理与民

间伦理”。 80 余名师生聆听了讲座。 

14 日，美国阿卡迪亚大学商学院院长 Alla L.Wilson, 副院长 Janice A.Finn 和项目

负责人一行 4 人访问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肖珑，副处长龚美君和来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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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会谈。 

14 日，“精准扶贫与新农村发展”高端论坛在我校举行。 

14 日，校工会主席刘金凤应邀走进“网络面对面”，与网友坦诚交流，畅所欲

言。 

14 日，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隆重举行 2016 年公共管理硕士（MPA）、税务硕士

（MT）专业学位硕士生校外实践导师礼聘仪式。校长助理李良智同志向包括南昌理

工学院院长邱小林博士在内的 6 位校外实践导师颁发聘书并讲话。 

15 日，经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托和江西省教育厅推荐，我校马克思主义

学院舒前毅老师应邀在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演示了一次精彩的开放式课堂教

学，演示专题是“事物的矛盾运动与矛盾分析方法”。来自湖南省内各高校数十名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代表和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参加了此次教学活动。 

15 日，由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主办、中国电子商务案例中心承办的 2016 中

国电子商务案例高峰论坛暨全国百佳电子商务案例颁奖典礼在浙江义乌举行。我校

工商学院副院长、案例中心主任胡海波博士作为特邀嘉宾参与论坛交流，并获现场

颁发首届全国百佳电子商务案例二等奖，也是江西省唯一获奖案例。 

15 日，我校 2016 年度第一次院长例会举行，校长王乔，副校长蒋金法、王小

平，校长助理李良智出席。会议由王乔主持，李良智作讲座，与会人员就一流学科

建设与学科评估问题进行了讨论。 

15 日，我校党委宣传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档案管理中心主任李金云应邀就近年

来我校档案工作改革创新发布了相关信息并回答了媒体朋友的提问。 

15 日，我校大学生党员“两学一做”井冈学子先锋班暨网络培训示范班开班仪

式举行。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出席仪式并讲话，党委组织部、党委学工部相关负责

人，各学院党委组织员及井冈学子先锋班 80 名大学生党员参加了此次开班仪式。开

班仪式由党委学工部兼班主任郑赟部长主持。 

16 日，工商学院领导多次前往深圳、上海、北京等地，积极推进各地成立校友

分会工作。2015 年 4 月成立了工商管理学院深圳校友分会，其中，上海校友会工商

分会、北京校友会工商分会的筹备工作也在进行中，使学院校友工作迈出了更加坚

实的一步。 

16 日，我校上海校友众创空间揭牌仪式暨上海校友会工商管理学院分会成立大

会在复旦软件园隆重举行，我校副校长阙善栋、校长助理李良智、原副校长吴照云

出席此次活动。校党委宣传部、校友办、后勤保障处、创业教育学院、旅城学院、

软件学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各地校友会代表及上海校友共计 200 余人参加了此次

活动。 

16 日，全国政府预算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政府预算执行与国库改革”学术研

讨会在我校举行。 

16 日至 17 日，党办校办党支部利用周末时间赴革命胜地井冈山,在江西干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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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开展了党员干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17 日，上海财经大学中国教育支出绩效评价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马国贤教授

应我校邀请，为财税学院全体研究生作了主题为“政府预算改革”的专题讲座，就

政府预算改革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我校副校长、博士生导师蒋金法教

授主持了讲座。 

18 日，我校推荐“中韩青少年友好交流团”学生选拔面试举行。来自学院推荐

的 16 名优秀学生逐一向 9 位老师评委进行个人陈述和才艺展示。 

18 日，江西省扶贫办原主任张志豪应邀到我校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学，讲座

主题是“反贫困基本理论与精准扶贫”。讲座由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春根主持，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全体教师、校内部分学院教师以及相关专业 20 余名硕士研究生

听取讲座。 

18 日，由江西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副处长汤世平带队的省委组织部考察组来

我校考察省级人才工作示范点创建申报工作。在考察工作座谈会上，我校党委组织

部、人事处及统计学院负责人、教师代表参加了汇报交流。 

19 日，四大平台“理论学习平台、红色实践平台、德艺双修平台、素质提升平

台”确保“两学一做”落到实处。 

19 日，云南财经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王晓萍一行 6 人来校调研。校党委副书

记易小明会见了来宾 

19 日，经过江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

任命辜华荣为省审计厅厅长。今年 2 月，省委已任命辜华荣为省审计厅党组书记。 

19 日，经国家留学基金委评选，赵星、蒋淑珺、郭露 3 位老师获批 2016 年度

国家公派访问学者项目。 

19 日，副校长阙善栋来到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进行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软

件与通信工程学院院领导及师生代表参加座谈。 

19 日，全国 MBA 教指委委员、天津大学经济部主任张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发展中心评估处项目主管、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朱

金明对我校参加“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CAMEA）资格进行实地考察。 

20 日，全美国际教育协会执行总裁戴勇及华东区域负责人施建军来访我校，就

推进学生国际化项目进行洽谈，副校长王小平会见了客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研

究生院、教务处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20 日，我校麦庐园北区高低配电房项目通过供电部门验收并正式通电。 

20 日，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第六届“知网杯”搜索竞赛在南昌航空大学图书馆

火热举行，我校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名。江财学子桂丛松（统计学院）、谭玎培（会

计学院）双双获一等奖，另有郭玮玮（会计学院）、吴有云（研究生院）、熊海鹏

（研究生院）获三等奖。 

20 日，省教育厅“十二五”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现场考核组第三组一行四人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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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进行节能工作现场考核，并召开考核工作会。会前，校长王乔会见了考评组一

行。 副校长阙善栋出席工作会并讲话，后勤保障处处长彭元、党总支书记许秀胜等

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21 日，我校召开维稳工作会议，分析研判了近期校园安全稳定形势。副校长阙

善栋出席并作指导讲话。 

21 日，校长王乔带队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就科研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进行

了考察交流。副校长王小平、党办校办主任袁雄、人事处处长汪业军、科研处处长

匡小平、经济学院院长陆长平、江西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研究院院长吴志军、《当

代财经》杂志社常务副社长蒋尧明参加了考察交流活动。 

21 日，我校迎来江西省教育厅 2013-2015 年度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组，对我校

就业工作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实地检查评估。副校长蒋金法代表学校作工作汇报。 

21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为研究生们带来了一场以“落实新理念，推进供给侧

改革——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会”为主题的讲座。全场座无虚席，200 多名师

生到场聆听，讲座由研究生院副院长荣莉主持。 

21 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吴克宁教授来校，为旅游与城

市管理学院师生作题为“土地政策与改革”的报告会。报告会由副院长邹秀清教授

主持，院长邹勇文、副院长但承龙，相关专业老师及研究生 50 余人听取了讲座。 

21 日至 23 日，校友办主任潘桦带队赴北京建信信托考察洽谈业务，到兰州走

访看望江财校友。 

22 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第三期主题学术讲座举行。上海财经大学通识教育中

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陈启杰教授应邀主讲。讲座由副校长蒋金法教授主持，各学院

教学院长、系主任、教学秘书和教务处全体成员等 100 余人听取讲座。 

22 日，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郑尚元教授来

校讲学，讲座主题为工伤认定制度的完善。讲座由法学院主持工作副院长杨德敏主

持，法学院师生代表听取此次讲座。 

22 日，应艺术学院邀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南京艺术学

院科研处处长、博士生导师李立新教授为学院师生做题为“中国设计学源流辨”的

学术讲座。讲座由艺术学院院长包礼祥主持。艺术学院师生 120 余人听取了此次讲

座。 

23 日，应艺术学院的邀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砚祖教授为学院师生作题为“设

计与手作——兼谈设计学研究”的讲座。艺术学院师生听取了本次讲座。 

24 日，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叶静漪来校，为法学院师生作题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与劳动法

的发展”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法学院主持工作副院长杨德敏主持。讲座结束后，校

党委书记廖进球，副校长邓辉会见了叶静漪教授。 

24 日，我校统战部及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负责人一行来到丰城市筱塘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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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教育实践活动，并与当地涉农企业合作建立实践基地，以“同心”行动服

务地方发展建设。 

24 日，我校苏州校友会第二届校友大会在苏州金都饭店隆重召开。副校长阙善

栋、原副校长吴照云出席了会议，来自南京、扬州、镇江等地的校友会代表以及来

自苏州各界的校友约 200 余人在苏欢聚一堂。会议由苏州校友会名誉会长贝政新校

友主持。 

24 日，由校团委举办的 2015-2016 年度团内评优评先述职报告大会举行。担任

本次大会专家评委的有党办、校办，纪委、监察处，党委组织部，工会，国际交流

与合作处等部门领导和校团委领导班子成员，为确保公平公正，本次大会还从全校

学生中随机抽取 36 名学生担任大众评委。 

25 日，我校与纽约理工学院联合举办的中美合作 MBA 项目（第十五期）毕业

典礼在我校青山园大礼堂举行，来自上海、深圳、北京共百余名不同岗位的 MBA 学

员顺利毕业。 

 25 日，人文学院 2016 年新进博士周博文所著《用爱拥抱世界的小男孩》《达尔

的奇幻旅行》，近期将陆续出版。其中前者由大连出版社出版，后者被收入“冰心奖

获奖作家精品书系”。 

25 日至 26 日，江西省高校档案工作研究会 2015 年年会暨档案培训会议在江西

省宜春市召开，我校档案管理中心李金云主任一行 2 人参加了会议，来自江西省 51

所高校近 70 多位从事档案工作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26 日，校长王乔带队赴建行江西省分行走访，就加强我校与建行江西省分行合

作、做好江财基金会投资理财等工作进行洽谈交流。 

26 日，学校召开“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动员部署

会，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要指示和全国“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工作座谈会以及全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江西省委的部署要求，对我校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26 日，江西省教育厅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专家组一行 4 人，对现代经

济管理学院 2013-2015 年度毕业生就业工作开展了全面的检查评估。 

27 日，台湾铭传大学校长特别助理萧耀文博士和大陆教育交流处副处长周星文

一行访问我校，我校王小平副校长会见了萧耀文一行。 

27 日，校长王乔带队走访江西省审计厅，看望我校著名校友、江西省审计厅党

组书记、厅长辜华荣，并与在厅工作的部分江财校友举行了座谈。 

27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为大学生党员代表讲题为“落实新理念 推进供给侧

改革——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会”的“两学一做”专题党课。党委学工部部长

郑赟主持。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员教师代表，各学院党委副书记、组织员、学生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代表 400 余人聆听了党课。 

28 日，河北经贸大学校长纪良纲一行来访，就学科建设、人事管理、后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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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进行考察学习。校长王乔、副校长王小平、校长助理李良智出席座谈会，党

办、校办、人事处、后勤保障处、会计学院、研究生院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8 日，校党委宣传部推出“两学一做”专题教育网站已正式上线运行。网站设

置学习动态、图片新闻、通知公告、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六大栏

目。 

28 日，东华理工大学党委统战部长曹捷生带领该校民革、民盟、民进、九三学

社和知联会、留联会的负责人来我校调研交流统战工作。我校党委统战部及对口民

主党派、统战团体负责人与对方进行了座谈交流。 

28 日，德国爱尔福特大学哲学教授埃克•罗伯特•考普夫（Eike Robert Kopf）教

授来校，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作了题为“马克思 1877 年之后的研究”的学术报告。

报告会由刘晓泉副院长主持,全院师生聆听了报告会。 

28 日，法学院与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合作协议签字与揭牌仪式在抚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举行。 

29 日，我校与江西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战略合作签订暨客座教授礼聘仪式隆

重举行。校长王乔、省金融办主任胡伏云出席仪式。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副校长

蒋金法会见了胡伏云一行。科研处处长匡小平、金融学院院长汪洋、党委书记胡建

国和省金融办银行担保处处长许忠华、金融稳定处处长李波、资本市场处副处长李

楠随同参加，仪式由党办校办主任袁雄主持。 

29 日，副校长阙善栋来到麦庐园北区 1#、2#学生公寓建设工地进行节前安全检

查。校园建设处肖兴富处长、程扬渠副处长及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负责同志一同参

加了检查。 

29 日，我校召开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迎评工作动员会议。校长王乔,校长助理李

良智出席会议。校属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分管领导与会。会议由研究生

院副院长荣莉主持。 

29 日，江西省新媒体协会举行成立大会，我校当选为协会副会长单位，我校党

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当选为协会副会长，并现场宣读《江西省新媒体协会章程》。 

29 日，校长王乔做客江西日报“江报直播室”栏目，畅谈阅读体验并为全省读

者推荐图书。 

29 日，2015 年度江西十佳政务新媒体系列评选获奖名单揭晓。我校官方微信获

评“2015 年度江西十佳政务微信（行业类）”，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获评“2015 年

度江西十佳微信工作人员”。 

29 日，国际经贸学院与深圳国泰安公司校企合作协议签订仪式隆重举行。 

29 日，台湾大仁科技大学两岸事务中心主任韦俊丞访问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学

院党委书记姜红仁，副院长陈明、吴小刚等会见了来宾。 

29 日，我校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廖进球教授等撰写的研究报告《做实江中

制药，打造江西千亿中医药健康产业》（《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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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总第 74 期，报告执笔人为廖进球、朱丽萌、习明明、彭树宏）获江西省委书

记强卫批示，并转省工信委、省国资委研究报告中所提的政策建议。 

 

五月 
3 日，校长助理李良智到外国语学院调研学科建设工作。外国语学院院长叶卫

华主持召开座谈会，汇报了学院近几年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工作，以及学院在外语

教学上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 

3 日，校党委下发文件，表彰了一批获得 2015 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其中，经济学院等 10 个单位获得宣传思想工作先进集体，曹雯等 10 名同

志获得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杨婉琪等 10 名同志获得辅导员年度人物，苑珺等

10 名同志获得优秀班主任。 

3 日，王小平副校长对我校 A、B、C 栋周转房拟改造为留学生公寓开展实地调

研活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财务处、校园建设处、资产管理处等单位负责人随行。 

3 日至 4 日，校长助理李良智带队到外国语学院、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人文

学院、艺术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等 5 个学院开展工作调研，实地考察了解学院迎

评工作准备情况，推进全国第四轮学科水平迎评工作。研究生院相关负责同志随同

调研。 

4 日，校党委宣传部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了学校“学党章党规、学

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会议精神，并部署了宣传部“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工作。会议由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主持。 

4 日，我校深入推进创新创业工作会议暨第一次创新创业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校长王乔，副校长蒋金法、邓辉、王小平出席会议。校创新创业领导小组及领导小

组办公室全体成员、各学院创新创业及学科竞赛负责人，创业导师、创业学生代表

和特邀代表等近百人参加会议。会议由邓辉主持。 

4 日，2016 年第一次教育发展基金工作协调会召开。副校长阙善栋出席并主持

会议，党办校办、组织部、学工处、团委、工会、教务处、科研处、国际合作与交

流处、校友办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4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在赴武汉参加财政部 2016 年共建工作会议期间，考察

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看望了我校著名校友、学院院长周炎明（我

校 1982 级计划班校友）。党办校办共建办主任袁雄陪同考察。 

4 日，江西省体育局副局长林军、省体育产业管理中心主任助理章霞、省体育

局计划财务产业处主任吴峰一行三人来我校调研。副校长蒋金法与林军一行进行了

座谈。 

5 日，校长王乔率队赴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考察调研。参加考察调研的有副

校长邓辉、王小平，以及党办校办、教务处、国际合作交流处、国际经贸学院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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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相关负责同志。 

5 日，副校长邓辉受邀为法学院师生作了一场“香港政制与法制”为主题的形

势报告，重点介绍了香港政制发展的情况和当前香港政治生态的特点，并阐述了中

央政府对港工作重大决策的战略意义。法学院班子成员及部分师生听取了讲座。讲

座由博士生导师蒋岩波教授主持。 

5 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龙小宁教授来校，作题为“反

腐与经济发展：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的精彩讲座。讲座由经济学院副院长桂林主

持。经济学院师生代表百余人听取了讲座。 

6 日，组织部、人事处党支部将党课学习搬到了红色教育基地，组织全体党员

到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开展“坚定信念追理想”专题学习教育。校党委副书记易小

明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党支部的学习教育。 

6 日，近期，中共江西省委下文，通报 2015 年度考核省直单位“好班子”评定

情况。我校领导班子再度被评为“好班子”，获省委通报表彰。 

6 日至 13 日，我校艺术团赴英国开展了为期 8 天的“文明之光”孔子学院总部

文艺巡英演出活动。四场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当地民众与我校演职人员共同

见证了中西方文明跨越时空的握手。 

7 日，我校“五四”表彰大会暨第三十一届“春之声”文艺汇演举行，共青团

江西省委副书记伍复康、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副校长蒋金法，团中央全国学联办

主任柏贞尧出席晚会。党办校办、组织部、工会、校团委、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新

闻中心以及各学院党政领导出席，各学院党团干部、团员青年共千余人观看了文艺

汇演。 

7 日，历时 7 个月的第六届 IMA 校园管理会计案例大赛于北京大学落下帷幕。

由我校会计学院与国际学院学生组成的 FREE 队伍以华东赛区第一名的成绩闯进全

国总决赛中，并取得全国三等奖的好成绩。 

7 日，初夏的江财分外热闹，来自各地的校友代表、中学教师、考生、家长和

社会各界人士等逾千人参加了我校第六届校园开放日。当天举办的办学成就展、校

情咨询会、学生社团活动展演、中学生进校园、校友企业代表“生涯人物访谈”、学

生家长座谈会以及校友论坛、五四表彰大会等几大板块活动给来宾留下了深刻印象。 

7 日，我校 2016 级 EMBA 学员入学考试在青山园校区 EMBA 教学楼顺利举行。

江西省科技厅副厅长卢福财教授，九江银行潘明行长，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助理李良

智教授，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富良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胡大立教

授，江西财经大学 MBA 学院院长周玫教授 6 名校内外专家领导担任本次面试评委。 

7 日，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五届国际投资论坛在我校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由中

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办，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APEC 研究院、国际经济研究所

以及我校国际经贸学院、《当代财经》杂志社联合承办。40 余所高校、科研机构、

涉外企业的 90 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盛会。 



 

377 

7 日至 8 日，九三学社江西财经大学支社到景德镇乐平市开展特色党派活动。

校党委统战部负责同志应邀参加活动。 

7 日至 9 日，我校大学生传媒联盟下属社团一品社被评选为江西“十佳校园媒

体”，一品社活动企划部部长、新闻学子蔡淑敏同学荣获江西省“十佳校媒人”荣誉

称号。。 

8 日，民建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联合民建省直女企业家支部赴丰城市筱塘乡开

展企业调研及咨询服务活动，为当地农业企业发展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民建省委会

参政议政部部长刘立新、校党委统战部部长陈丽萍等应邀参加活动。 

8 日，江西财经大学深圳校友会金融学院分会成立大会在深圳举行，校党委书

记廖进球、副校长阙善栋出席大会。党办校办主任袁雄、校友办主任潘桦、金融学

院院长汪洋、院党委书记胡建国等母校领导、老师，兄弟省市校友会代表以及深圳

校友 500 多人欢聚一堂，喜庆分会的成立。 

8 日，江西财经大学第三届金融论坛在深圳举行。这是我校在异地举办的第三

届金融论坛，此次活动得到了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8 日，副校长蒋金法会见了来访的日本岐阜经济大学副校长古口博之一行 4 人。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外国语学院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9 日，南昌大学中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克强教授应邀来校作题为“智库建设

与对策研究”的学术报告。副校长王小平、科研处负责人及专职研究机构和学院的

部分教师代表听取了报告。报告会由王小平主持。学术报告开始前，王乔校长会见

了郑克强教授。 

9 日，我校全国学科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校长王乔，副校长邓

辉、校长助理李良智出席会议，相关学院、职能部门以及研究生院的负责人参加会

议，会议由李良智主持。 

9 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米加宁来校，为公共管理学院师生作题为

“互联网＋对公共管理学科的挑战”的精彩讲座。讲座由行政管理系主任杨道田博

士主持，学院部分教师、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 40 多人参加了讲座。 

9 日，2016 年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招标课题评审会在南昌滨江宾馆举行。

经过专家认真审阅课题申请书、听取课题负责人论证汇报和专家提问答辩三个环节，

投票选出了 6 个中标课题组。 

9 日，教育部社科中心主任王炳林、副研究员朱喜坤，应邀出席马克思主义学

院“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专家咨询会。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始

发、科研副院长刘晓泉及部分青年骨干教师参加了咨询会，会议由唐书麟副院长主

持。 

9 日，校党委中心组召开今年第五次集体学习会议，邀请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

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炳林作题为“关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辅导

报告。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校长王乔为王炳林颁发客座教授聘书。校领导易小



 

378 

明、蒋金法、杨建林、邓辉、王小平、李良智出席。 

9 日，北京体育大学王安利教授应邀来校，作题为“伸展练习在运动康复实践

中的应用”的学术报告。讲座由体育学院副院长詹新寰主持，师生 80 余人参加了此

次讲座。 

10 日，安徽财经大学原副校长、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孙学斌、基金会秘书长张金

标、发展规划处处长石旭斋一行三人来校调研基金工作，学校校友联络办主任、基

金会秘书长潘桦热情接待了来宾。 

10 日，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朱虹在《发展改革研究》2016 年第 5

期刊载的《江西乡村旅游发展升级的篁岭样本》上批示，朱虹指出，篁岭是我省近

几年打造旅游新景点的一个成功范例。 

10 日至 12 日，为如期迎接国家首批数字档案室建设试点单位验收，学习借鉴

数字档案馆建设先进经验，近日，档案管理中心主任李金云、副主任魏细仁先后分

别带队赴上海和青岛两地开展调研。 

11 日，全国学联办主任柏贞尧来我校“驻校蹲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党的群

团工作会议精神，密切上级团组织、共青团干部与广大青年学生的联系，将“两学

一做”专题教育活动落细落实一大举措。 

11 日，我校幼儿园举行了本学期教学开放日活动，邀请了家长走进幼儿园，参

与各项活动。校纪委书记杨建林来到活动现场，观摩了幼儿园的厨房、教室、寝室、

行体房等。他还与教师们亲切交谈，与幼儿一起互动。 

11 日，“首届中国创 e 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艺术学院产品设

计专业学生晏鑫设计的作品“观山流水”喜获大赛唯一金奖，并获奖金 5 万元，梁

家源、林炳塔、招炳聪、魏艺、史雪萍等同学获得优秀奖，我校荣获优秀组织奖。

本次大赛由艺术学院包礼祥院长亲自组织实施，产品设计专业学生在罗时武、况宇

翔等教师指导下精心准备，对参赛作品精雕细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1 日，近日，图书馆发布 2015 年阅读报告，以数据的形式记录了我校师生过

去一年内的阅读情况。 

11 日，由我校 EMBA 教育学院联合赣州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办的江西财经大

学第七十七届大型高管论坛，在赣州华坚科技学校 1 楼阶梯教室隆重举行。论坛邀

请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

国家统计学会副会长姚景源教授，主讲“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热点难

点解析”。 

11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教授应邀为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师生作题为“落实新理

念，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讲座。此次讲座也是校领导带头下基层讲党课的具体举措

之一。学院在院领导班子成员和 150 余名师生党员代表、入党积极分子代表到场听

讲。学院党委书记姜红仁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11 日至 17 日，校长王乔率团访问了英国考文垂大学、英国赫瑞瓦特大学、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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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兰都柏林大学、爱尔兰科克大学等四所高校。教务处处长许基南、招生就业处处

长罗锐、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刘峰随团访问。 

12 日，应会计学院邀请，台湾政治大学原校长郑丁旺教授来校，为会计学院师

生作题为“IASB 新修订概念框架草案评述”的专题讲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

院汤湘希教授作为嘉宾出席学术活动。会计学院师生共 400 余人参加讲座，讲座由

会计学院院长章卫东教授主持。 

12 日，校工会举办工会宣传工作学习交流培训会，全校 28 个分工会的信息员

及校青工委、女工委委员共 40 余名教工参加，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杨建林出席并

讲话。 

12 日，鹰潭团市委与校团委合作协议签订仪式举行。全国学联办主任柏贞尧、

鹰潭团市委书记苏建军、校团委书记习金文出席合作协议签订仪式。 

12 日，学校下发文件，聘请郑跃文等 23 名同志为大学生创业导师，聘期三年。

23 位受聘的创业导师中，有的是知名企业家、企业高管或中小企业创业成功人士；

有的是行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技术、管理专家学者；有的是新生代创业校友。 

12 日，副校长蒋经法在北京做客新浪网和新华网，为考生和家长介绍我校 2016

年度高招相关政策，进一步增进他们对学校的了解。针对学科专业、招生政策、就

业机会、国际交流、资助体系等考生与家长重点关切，蒋经法耐心回应交流。此外，

他还详细介绍了江财基本情况，就办学特色、校园文化、人文省情、校友风采等一

一沟通推介。 

12 日，我校与英国考文垂大学共建孔子学院揭牌仪式在考文垂大学举行。校长

王乔出席揭牌仪式并讲话。中国驻英使馆公使倪坚、公参沈阳，考文垂市市长 Michael 

Hammon，考文垂大学校长 John Latham 等出席了揭牌仪式。 

13 日，人文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研究生张智辉为第一作者的论文《社

工机构参与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的功能定位及实现路径》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

办的中国智库网转载。该文章曾经发表在《社会工作》杂志上。 

13 日，我校第九期大学生骨干培训班在井冈山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学习教育。回

顾井冈山革命斗争史，铭记革命先烈和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学习井冈山精神。 

13 日，档案管理中心主任李金云、副主任魏细仁作客“网络面对面”栏目，在

线为学子答疑解惑。 

15日，我校第十三届寝室文化节暨第一届寝室运动会在麦庐园校区体育馆举行。

奥运冠军杨文军应邀出席，副校长阙善栋出席，党委学工部、后勤保障处、校团委、

部分学院党委相关负责人以及各学院学生代表参加。 

16 日，贵州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谌莉萍，副校长、民建贵州省委会副主委徐大

佑率该校统一战线骨干成员一行 20 余人来校调研统战工作。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会见

了贵州财经大学统一战线一行。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党办、校

办主任袁雄，统战部长陈丽萍等与客人进行了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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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应飞天麦光光集团邀请，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毛小兵、勒中坚教授率江西

省电子商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团队成员，来到横峰县电子商务众创产业园参考考察。 

16 日，我校收到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中国人民

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贺信，祝贺我校在 2015 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中喜获

佳绩，入选“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机构（2015 年版）”，并获得荣誉证书。 

17 日，2016 年全校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党委副书记

易小明，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阙善栋出席。党办校办、组织部、宣传部、学

工部、校团委负责人，各基层党委、党总支书记，机关党委各支部书记，各直属党

支部书记及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易小明主持。 

17 日，我校召开 2016 年国有资产清查工作会议。副校长阙善栋出席会议。会

议由资产管理处处长余飒主持。 

17 日，2016 筑巢论坛暨第七届筑巢奖巡回发布会（南昌站）走进我校艺术学院，

活动吸引了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设计师代表、高校师生、主流媒体代表等 700 余

人到场关注。 

18 日，历时一个半月的第五届“我最喜爱的导师”评选活动结果揭晓。陈春霞、

陈始发、廖义刚、潘文荣、沈波、席卫群、袁红林、杨德敏、曾剑平、李明等十位

老师荣获第五届“我最喜爱的导师”称号。 

18 日，第 50 届亚洲健美健身锦标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九华山庄举办。校友郑少

忠参加了男子健体项目，并在最终决赛时卫冕冠军头衔，成为第 50 届亚洲健身健美

锦标赛的男子健体级别组冠军和男子健体全场冠军。 

18 日，我校举行第二届教工十大歌手选拔赛。来自各分工会的选手共 25 名教

师参加比赛。经过一番精彩绝伦的比拼，现经管学院的何晓勤凭借一首《把一切献

给党》夺得初赛桂冠，外语学院林冰虹和机关分工会的杨瑞桂分别为亚季军。 

18 日至 24 日，第十九届“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全国总决赛在北

京外国语大学隆重举行，从全国华东、华西、华北、华南四大赛区激烈角逐中胜出

的 124 个精英辩论队同台竞技。历经一轮模拟赛与八轮循环积分赛，我校辩论队作

为晋级全国总决赛的唯一一个来自江西省的代表队，成绩排名为第 45 名，晋级全国

前 50 强，荣获三等奖，创下我校参赛以来的最好赛绩。 

19日，全国学联办主任柏贞尧来到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观摩并指导学生党员“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校团委书记习金文、财税学院党委副书记卢建华及学院 60 多名

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加活动。 

19 日，2016 年发展中国家财经管理研修班开班仪式举行。省商务厅副厅长李文

尧、副校长王小平出席仪式。副院长吴朝阳主持仪式。先期抵达的 11 个国家的近

30 位发展中国家政府商务官员参加了仪式。 

19 日，我校 2016 年第七届“读书月”活动总结暨颁奖大会召开。副校长王小

平出席会议并讲话。校团委、图书馆、图书教材采购中心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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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19 日，学校组织召开了 2016 国际化业务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特别邀请到中

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涉外办学质量保障部主任唐振福博士为与会人员进行了题为

“高校国际化路径及现实选择”的辅导报告。 

19 日，金融学院 2016 年新引进人才胡军博士，作为通讯作者撰写的学术论文

《控制权转让、产权性质与公司绩效》在国内权威 A 级刊物《经济研究》2016 年第

4 期上发表。 

19 日，学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培训会顺利召开。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与会

并作辅导报告，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机关党委各支部书记参加了培

训。 

19 日，我校与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校党委书

记廖进球，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周法兴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校长王乔，

副校长阙善栋出席签约仪式。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郭兆旭主持签约仪式。

王乔与周法兴代表双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 

19 日至 20 日，由共青团江西省委、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江西省科学技术协会、江西省学生联合会主办，江西科技学院承办的 2016 年

“创青春”江西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在江西科技学院举行，我校参赛团队在本次

大赛中荣获 2 项金奖，3 项银奖和 3 项铜奖。 

20 日，北京大学公寓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太芹、段利久一行 8 人来我校考察调研。

党委学工部部长郑赟、后勤保障处党总支书记许秀胜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与客人进行

了座谈。座谈旨在交流和探讨两校后勤保障和学生公寓管理服务经验，进一步加强

学生宿舍及寝室文明建设。 

20 日，EMBA 教育学院院长周玫一行 3 人，走进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调研，

与企业家零距离交流，了解企业人才培养需求，为企业量身打造，提供智力支持。 

20 日，经济学院校友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闻中华，校友深圳英诺

激光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西资本会长刘晓渔和国泰君安深圳罗湖总经理黄丽亚一行

应邀，为经济学院师生作题为“职业之路，创业人生”的创业论坛讲座。副校长王

小平出席讲座并为闻中华先生颁发经济学院创业导师聘书。讲座由经济学院党委书

记胡文烽主持。 

21 日，当代财经杂志社 2016 年部分编委座谈会顺利召开。《当代财经》编委吴

俊培教授、何德旭研究员、许统生教授、胡大立教授和陶长琪教授受邀出席座谈会。

副校长、当代财经杂志社主编蒋金法教授及杂志社全体编辑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

杂志社副主编王展祥主持。 

21 日，在吴照云教授带领下，信息管理学院徐升华、勒中坚、沈波、潘颖慧应

邀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 2016 上海“金融之声”高峰论坛暨知行合一商学院成立仪式。

信息管理学院沈波副院长代表学院与知行合一商学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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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实习基地揭牌。 

21 日，武汉大学财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吴俊培教授，应邀为财税与公共管理学

院师生作主题为“公共经济核心制度研究”的精彩讲座。讲座由财税与公共管理学

院院长李春根主持，学院部分教师、本科生及研究生听取了讲座。 

23 日，江西省教育厅在我校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

厅副厅长杨慧文，省教育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甘国华，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

校长王乔，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副校长蒋金法，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邓辉出席

会议。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各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23 日，山西财经大学副校长马培生一行 5 人来我校调研。副校长邓辉会见了来

宾，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创业教育学院等相关部门同志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23 日，副校长王小平率人事处、博士后流动站、国际合作交流处负责人到中央

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调研。 

23 日至 27 日， 财政部“注协系统干部队伍人才建设培训班”在我校举办。我

校副校长阙善栋、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副主任王庆阁、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副秘书

长蔡晓峰、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人事部主任许宁、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系统培训处

处长屈福堂及副处长李伟红等领导出席了开班典礼。各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

人事工作干部共 73 人参加培训。开班典礼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人事部主任许宁主

持。阙善栋代表学校在开班典礼上致欢迎辞。 

24 日，王乔校长在应邀接受江西卫视、省广播电台和法治江西网联合三家媒体

联合采访时，详细介绍了我校紧扣法治江西建设“三大重点任务”，在推进依法治校、

助力法治江西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 

24 日，校友肖洪波出任江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24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对刊登在《教学督导简报》的《翻转课堂范式教学改

革探析》一文作出批示，充分肯定了学校推进教学改革的具体做法，鼓励广大教职

员工开展教学方法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批示指出，加大教学法研究力度和改

革力度是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重要举措，作者对翻转课堂范式研究有意义，建

议在全校范围加大研究力度，提升育人质量。 

24 日，陈俊卿在我校研究生支教团全体成员来信中批示指出，江财研究生支教

团传承了江西援建四川小金县的无疆大爱，可圈可点，精神可嘉，值得学习。他希

望学校多关心支教团全体成员的成长，并要求省内新闻媒体对江财研究生支教团的

工作进行宣传报道。 

24 日，信息管理学院召开全体毕业生党员大会，在会议中，全体毕业生党员重

温入党誓词，签订“两学一做”公开承诺践诺书。 

24 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黄娟博士撰写的调研报告《关于江西省培育

和壮大体育与养老新兴消费的调研报告》，近日被江西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采纳，并呈送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胡幼桃同志参阅，获得了胡幼桃副主席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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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江西省高校校报研究会的常务理事们在我校相聚一堂，总结回顾校报

2015 年工作，通报 2016 年工作要点，商讨校报相关事宜。 

25 日，英国国家地质调查局环境统计部 Benjamin Paul Marchant 博士，澳大利

亚联邦科工委土地与水资源研究部 Viscarra Rossel Raphael Armando 博士访问我校，

并做学术报告。报告会由旅城学院土地资源管理系李洪义教授主持，师生代表 40 余

人参加了报告会。 

25 日，我校第二届教工“十大歌手”决赛暨“十二五”全民健身活动表彰大会

成功举行。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阙善栋，各职能部门、

各分工会、各协会负责人和学生代表到场观看。校党委原副书记胡建华、会计学首

席教授张蕊、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研究会会员王玲、艺术学院副教授李二永、原国贸

学院常务副院长朱美娥、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校团委书记习金文担任决赛评委。 

25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对党委学工部主持的“关于我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宗教

信仰状况的调查报告”作出批示，充分肯定了报告的价值。 

25 日，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江西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与江西省旅游集团德安杰营

销策划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校企合作的形式联合建设江西旅游策划与营销智

库。旅城学院院长、江西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邹勇文，现场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

况。 

25 日，由江西省教育厅、省体育局主办，南昌航空大学、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

承办的 2016 年江西省大学生暨普通高校“校长杯”乒乓球比赛落下帷幕，我校乒乓

健儿奋勇拼搏，披荆斩棘，斩获众多奖项：混双力压群雄，夺得桂冠！甲队女团斩

获第二，男团第三。更令人欣喜的是我校首次派出乙队参赛，并取得女团第二的好

成绩。 

25 日，据“中国会计视野网”（http://www.esnai.com/）关于我国高等院校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排名的报道，我校会计学院在立项金额（583.2 万元）排名第十一、

立项数量（17 项）排名第十，被“中国会计视野网”评为“2016 年度最佳会计院系

（学术能力）”。 

25 日,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组织评审专家组召开了江西财经大学大学物联网工

程专业学士学位授权评审会。 

26 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2015 年度影响力人物名单揭晓，我校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始发教授荣获“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2015 年度影响力

标兵人物”。 

26 日，我校信息管理学院方玉明博士受邀担任国际权威期刊 IEEE Access 副主

编，负责该期刊的论文审稿和录用工作。方玉明博士因其在国际顶级期刊（IEEE 汇

刊）中发表高水平论文和出色的论文审稿工作，被推荐到该杂志编委会，并通过最

终审核，正式成为该刊的副主编。 

26 日，校长王乔到现代经济学院调研工作，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王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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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善栋，校党委组织部部长欧阳康随同调研。现代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金华、党委

书记姜红仁参加了调研座谈。 

27 日，校党委副书记、校长王乔出席了法学院教工行政党支部“两学一做”专

题学习交流会，并给党员上了一场如何开展好“两学一做”的专题党课。 

27 日，由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招标项目《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研究》开题报告暨

学术研讨会举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博士

生导师吕政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工业经济》主编、《经

济管理》主编、博士生导师黄群慧研究员，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干春

晖教授，南昌大学黄新建教授，江西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麻智辉研究员，我校副

校长蒋金法教授出席报告会。共有教师和学生 40 余人参加了报告会。会议由吕政研

究员主持。 

27 日，应艺术学院邀请，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傅利民，为学院师生

带来了题为“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兼谈学术论文的选题）”的学术讲座。 

27 日，中国青年网公布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联合开展的

“2016 年大学生保险责任行—保险扶贫调研”活动获奖学校及同学名单，对保险扶

贫调研活动中表现优异的 50 所高校、100 名学生及村官予以通报表扬。旅游与城市

管理学院榜上有名，荣获优秀组织奖，管理科学与工程 141 戴凡媛，房地产经营管

理 131 班张孟琦分别荣获三等奖和优秀奖。 

27 日，党办校办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全体党员汇集一堂，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之“学习体会大家谈”分享会。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参加了支部活动。 

27 日，应江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中心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吕政、

黄群慧来校讲学。协同创新全体研究人员、产业经济研究院全体师生，以及工商管

理学院、江西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院、统计学院的部分师生听取了报告。 

27 日，副校长阙善栋给校友办、资产管理处、校园建设处、保卫处、后勤保障

处、医院等单位支部的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此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方案》，进一步巩固学校 “三严三实”的专题教育成果，强化服务部

门“服务学校中心工作、服务师生员工”的意识。 

27 日，江西财经大学与江西省地方税务局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在我校举行。

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副校长蒋金法，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局长张和平、副

局长胡平出席了仪式。仪式由蒋金法主持。 

27 日至 28 日，宣传部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前往井冈山参观学习，旨在传承“红

色基因教育”，助力“两学一做”。 

27 日至 29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江西财经大学共同主办的

“财经笔会 2016：应用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会议在南昌召开，来自全国各

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80 余位专家学者“以文会友、以笔为媒”参加了本次会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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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会由开幕式暨财经学术论文奖颁奖、学术交流、交流与讨论、学术期刊建设与

应用经济学发展五个部分组成。 

28 日，档案管理中心与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税票专业知识培训，中国

税收票证博物馆的捐展人，我校 1983 级财税专业校友曾耀辉博士应邀担任培训专

家，校史校情讲解团团员和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学生共 60 多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由

档案管理中心主任李金云主持。 

28 日，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主任方勤、副主任刘卫应邀参加了在广州举办的

“SEAC 第六届新道教育年会”，来自国内外教育领域专家、风投、企业家齐聚一堂，

共同探索中国高等教育在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教学领域的发展与未来。我校获得了

“新道杯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特别成就奖”殊荣。 

28 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宇文利和北京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熊晓琳，联袂来马克思主义学院进行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交流与指导。活动由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始发主持，院系主要领导、青

年骨干教师等参加交流活动。 

28 日，第二届中国（厦门）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颁奖典礼于在厦门举行。我校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的学生创业项目“一物一码”获得本次大赛计划组的现代青年

创新奖，指导老师阮艳平获 “金牌创业导师奖”。 

 28 日，由我校研究生院主办，工商管理学院和产业经济研究院联合承办的港澳

内地研究生联谊晚会举行。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李良智应邀观看了晚会。 

28 日至 30 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小平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

师孙守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力丹教授，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副校长、

博士生导师陈汗青教授应邀来校讲学。、 

29 日，我校统计学院的参赛团队获得六届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总决

赛暨第五届海峡两岸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大陆地区选拔赛）一等奖。 

29日，第十届东方智会案例分析大赛决赛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我校killing spree

精英代表队在程淑珍老师、娄玮老师的指导下，斩获第十届东方智会商业案例分析

冠军，这是我校会院受邀参加东方智会比赛以来首次夺冠。 

29 日，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来到组织部、人事处党支部为本支部全体党员讲党

课。 

29 日，我校参加了中国教育在线主办的“第十九届海外高层次人才网络视频招

聘会”。通过远程客户端，我校与海外经济管理专业博士进行了一整天的线上交流招

聘。这是我校探索变革传统人才引进方式的一项重要举措。 

30 日，上海交通大学中华文化传承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康化教授应邀来校，为人

文学院师生作题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讲座。 

30 日，我校“井冈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凡斌和我校理论经济学在站

博士后廖文梅博士合作撰写的研究报告《推进集体林地规模化经营面临的困难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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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于 5 月初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批示，批示要求国

家林业局加强相关研究。 

30 日，2016“江西风景独好”大学生旅游微电影创作大赛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

会在我校举行。江西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丁晓群，共青团江西省委副书记伍复康，

江西财大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副校长蒋金法，华赣传媒集团董事长黄志刚，微电影

创作大赛艺术顾问、词曲作家田信国等出席了开幕式。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华东交通大学、东华理工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在昌省属高校团委

书记，明月山景区管委会等旅游行业负责人，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创业学院主要

领导参加了此次活动。省旅发委丁新权副主任主持了启动仪式。 

30 日，副校长王小平到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调研图书馆工作。学院院长王金华、

副院长陈丽萍及学院图书馆、实验中心主要负责人参加了调研座谈。 

31 日，蛟桥园大礼堂举行庆“六·一”文艺汇演，校纪委书记杨建林，职能部

门负责人应邀参加了本次活动。杨建林在致辞中表达了对孩子们的节日祝贺。 

31 日，江西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江晖携南昌市公安局、经开区公安分

局领导一行 7 人来我校就外教和留学生管理工作进行调研。我校副校长王小平出席

调研座谈会。 

31 日，美国杜肯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图书馆馆长刘亦宁教授访问我校，洽谈推

进两校法学教育的合作与交流。访问期间， 副校长王小平会见了刘亦宁教授。 

 

六月 
1 日，我校发布《招生简章》，2016 年计划招生 5455 人，其中江西 3096 人，招

生专业新增了“金融工程”、“汉语国际教育”、数字媒体艺术三个专业和“软件工程

（中外合作办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互联网金融）两个专业方向。 

1 日，“大手牵小手，共铸中国梦”魅力校园文化艺术节暨六一庆典在大礼堂成

功举行。校长助理李良智出席活动。关工委涂湘循、严松源等带来了节日慰问。 

1 日，江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西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中心发布 2015

年商科院校评价结果，我校在 62 所商科院校中综合得分进入榜单第七。 

1 日至 3 日，我校组织全校综治干部开展综治业务培训活动，副校长阙善栋、

保卫处处长雷迎春出席开班仪式，江西省政协常委、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传

发向大家进行了授课。 

1 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严立冬教授应邀来我校作题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

特别重视生态发展”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会之前，我校副校长、生态文明协同创

新中心首席专家蒋金法教授会见了严立冬教授。本次学术报告会由中心主任谢花林

教授主持，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温锐教授，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肖文海

教授等，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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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学术报告会。 

2 日，第六届“江西之星新和源杯”创意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展开幕式在我校召

开，副校长邓辉，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谢光华，江西新和源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李勇以及承办和协办单位的领导和嘉宾，江西晨报

等媒体出席本次开幕式。 

2 日，山东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齐秀生率青岛科技大学、青岛农业大学、齐鲁

工业大学、临沂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六所大学的组织部长来我校学

习考察，省教育厅副巡视员胡新明陪同参加。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代表学校亲切接见

了代表团一行，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主持召开了双方交流座谈会，我校组织部、宣

传部、统战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2 日，我校港澳内地硕博研究生座谈会召开。校长王乔出席座谈会并讲话。校

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李良智座谈会出席。研究生院副院长魏清华主持座谈会。 

2 日，我校工商管理学院 2013 级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黄涛（导师为胡海波

副教授）成功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研究生资格，将在国家留基委资助下于今年

9 月赴丹麦奥尔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是我校首次有硕士研究生申报并获批此类

项目，实现了我校在申报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上零的突破。 

2 日，今年第六次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暨专业技术人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报告会举行，江西省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江西师

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祝黄河教授应邀作题为“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与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学一做”辅导报告。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校长

王乔为祝黄河颁发特聘教授聘书。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作总结讲话。校领导蒋金法、

杨建林、王小平、阙善栋出席。 

2 日至 4 日，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主任方勤、副主任刘卫，应邀参加了财经大

数据与云服务仿真实验发展研讨会暨经管实验发展研究协作中心成立大会。 

3 日，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童星教授，厦门大学高

和荣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大洪教授应邀来校讲学。 

3 日，校友办主任、基金会秘书长潘桦等一行三人前往山东财经大学校友办学

习调研。山东财经大学校友联络办主任、基金会秘书长耿金波接待了调研组，对调

研组的到来表示欢迎。 

3 日，为响应党中央关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号召，我校大学生党员“党

的知识竞赛”举行。校党委易小明副书记参加活动并为获奖选手颁奖，党委组织部、

党委宣传部、党委学工部、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

学院、金融学院、国际学院等相关党团负责人出席了此次竞赛。 

3 日至 5 日，第 17 届 Web 时代信息管理国际会议（WAIM2016）在南昌召开，

来自新加坡、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香港、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位专家

学者和研究人员参会。本次大会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由我校信息管理学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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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赞助。 

4 日，江西财经大学 EMBA 学院首届校友论坛在南昌维也纳酒店肖邦厅举行。 

4 日，2016 年江西省大学生计算机作品大赛在东华理工大学举行。我校软件与

通信工程学院、信息管理学院学生在此次比赛中斩获多项殊荣。其中软通学院有 2

支队伍获得一等奖，3 支队伍获得二等奖。6 支队伍获得三等奖，1 支队伍获得优胜

奖。信息管理学院的张驰、乐晨阳、张丽华、张英杰同学的作品在本次大赛中脱颖

而出，华丽的系统和精彩的答辩吸引了评委老师以及参赛选手的目光，荣获大赛一

等奖。另有 4 支队伍荣获二等奖，4 支队伍荣获三等奖。两个学院均荣获最佳组织

奖。 

4 日，我校 2014 级 EMBA 论文答辩会在青山园校区圆满收官。江西省政协副主

席孙菊生、江西省科技厅副厅长卢福财、江西省盐业集团公司董事长胡世平受邀担

任此次论文答辩会小组答辩委员会主席，另有校内专业教授和外聘专家共 12 位组成

答辩委员会对学员进行学位论文答辩检验。 

4 日，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届毕业生举办主题为“青春不散场”音乐节， “唱

响江财”首届户外音乐节吸引了大批师生前来观看。 

5 日，由江西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肖晓兰带队的省委群团工作督察组来到

我校，通过听取汇报、翻阅资料、座谈交流、实地查看等方式，对我校党的群团工

作进行督查调研。 

6 日，由研究生院主办，校研究生会承办的“研语韶光”2016 届研究生毕业晚

会暨第五届“我最喜爱的导师”颁奖典礼隆重举行。校长王乔、校长助理李良智应

邀出席与大家一起观看了晚会。晚会还收到来自中央党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澳

门大学、台湾大学等十余所海内外高校研究生会的祝贺视频。 

6 日，应我校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邀请，韩国仁荷大学全球电子政务研究院

院长 Yongrok Choi 教授来校访问交流。副校长王小平教授会见了 Yongrok Choi 教授。 

6 日，著名军旅书画家、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书法研究院副院长沈一丹应

邀来校讲座，与艺术学院师生畅谈楷书书法艺术。艺术学院副院长李民主持讲座。 

7 日，我校举行 2016 年校属单位纪检监察干部业务培训会议。 

7 日，江西省发改委重点项目建设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二处处长陈平、副

处长彭道军在校园建设处处长肖兴富、副处长程扬渠及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负责人

的陪同下检查我校省重点工程---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项目，并对工程质量表示肯定。 

7 日至 8 日，，应我校信息管理学院邀请，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熊辉教

授来我校访问交流，并为信息管理学院师生作了题为“商业环境中的大数据分析”

的专题讲座。 

8 日，2016 发展中国家财经管理研修班举行结业典礼。副校长王小平出席典礼

并讲话。国际经贸学院、汉语国际推广中心相关负责人、老师及来自巴西、约旦、

阿尔巴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共 37 名学员参加了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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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中国著名统计学家、计量经济学家贺铿教授应邀来校，为统计学院的师

生们带来了一场题为“经济下行与供给侧改革的关系”精彩的学术报告。统计学院

院长罗良清、副院长罗世华、潘文荣及师生代表听取了此次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8 日，我校召开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和专业综合评价动员大会，校党委书记

廖进球和校长王乔分别作动员讲话，强调要举全校之力，认真做好 2016 年专业综合

评价工作。动员会后，我校精心谋划部署，扎实推进本科专业评价工作。 

8 日，我校召开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和专业综合评价动员大会，部署我校新

一轮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和专业综合评价工作。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领导小

组相关负责人及领导小组成员、评估办负责人，来自校属各单位的各项目组组成人

员共计 200 余人参加了动员大会。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主持。校党委书记廖

进球，校长王乔，副校长蒋金法、邓辉、阙善栋出席会议。 

10 日，赣南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勃教授为人文学院师生做了一场题为“媒介信息

之社会影响：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探析”的精彩演讲。讲座由人文学院院长助理蒋国

河博士主持。 

11 日，2016“品今杯”首届全国量化投资策略设计大赛决赛现场评审暨颁奖仪

式在对外经贸大学举行。来自我校 2014 级研究生“高穷帅”团队一路过关斩将，与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众多 985、211 高校群雄逐鹿，并突出重围，杀入

决赛，最终斩获三等奖，成为来自非 211 高校的两支获奖队伍之一。 

12 日，英国郝瑞瓦特大学终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文杰应邀来校，为鄱阳湖

研究院作了题为 The Geography of City Liveliness and Land Use Configuration

的学术报告。院长助理黄和平教授主持了本次学术报告会。 

12 日，中国大学创业竞争力排行榜出炉，我校以综合得分 19.23 分位列 59 位。 

12 日，我校羽毛球队在“江西省大学生羽毛球比赛”中荣获佳绩。 

12 日，我校 2016 年优秀本科生海外留学奖助学金评审工作会议召开。 

13 日，2016 届普通本科“十佳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评审会举行。 

13 日，我校女教职工委员会喜获“江西省教育系统先进女教职工组织”荣誉称

号，刘志蓉老师喜获“江西省教育系统先进女教职工个人”。 

13 日，2016 年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夏令营开班仪式顺利举行。来自美国、英国、

比利时、捷克、意大利、加纳、冈比亚的 36 位留学生及领队教师连同我校选拔的

12 名优秀中国学生参加了开班仪式。副校长王小平出席。 

13 日，中国艺术家协会上海书画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特约研究员黄

健松应邀来校，为艺术学院师生作题为“魏晋唐小楷赏析”的书法讲座。讲座由艺

术学院副院长李民主持。 

13 日，美国伊丽莎白城州立大学终身教授袁小黎教授应邀来校，为财税与公共

管理学院师生作了一场题为“会计收入和应税收入差异及资本市场影响”的学术报

告，报告由学院肖建华副院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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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至 14 日，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校长 Robbyn Wacker，副校长 Teresa McDevitt

等一行 5 人来访我校，校长王乔、副校长王小平会见了客人。 

14 日，会计学院“新华考研奖学金”颁奖仪式暨李新华校友人生感悟报告会举

行。我校副校长阙善栋出席活动并向李新华颁发荣誉证书和赠送鲜花。校友办、会

计学院相关负责人及师生代表共 200 余人等出席了颁奖仪式。 

14 日，副校长王小平教授为现代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师生党员上了一堂主题

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式分析兼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的微党课。学院师

生共 150 余人参加学习。 

14 日，2016 年“江财人”暑期海外研习团行前教育会隆重召开。副校长王小平、

阙善栋出席行前教育会。学工处、国际处、校友联络办公室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

见证江财学子们高涨的海外学习热情。 

14 日至 15 日，美国华盛顿霍华德大学刘美蓉副教授应邀来校，为人文学院师

生作题为“美国家庭和儿童社会福利政策”的课程讲座。讲座由人文学院院长助理

蒋国河博士主持。 

15 日，校评建办邀请教育部评估专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凌云教授来到学

校，为评建工作项目组以及评建办的全体人员作了题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

作审核评估方案解读与学校评建工作建议”的精彩讲座。讲座由校评建办副主任黄

晓全主持。 

15 日，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第二届中瑞暑期学校开班仪式举行。瑞典达拉纳大

学微数据分析研究生院院长宋炜教授、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教务处、软件与通

信工程学院相关负责人及中瑞暑期学校全体师生参加了这次活动。 

15 日，我校自主设计新版学位证书正式发布，2016 届获得学位的毕业生将成为

首批新版学位证书获得者。 

15 日，教育部评估专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凌云教授为教务处、学院评建

工作组及评建办等 130 余人作“江西财经大学本科教学常态监测与质量诊断”专题

讲座。讲座由评建办副主任黄晓全主持。 

15 日，由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牵头负责的《创业模拟与实践》课程教学研讨会

顺利召开。来自会计、工商、国贸、金融、软件等学院以及计算机实践教学中心等

部门组成的《创业模拟与实践》课程教学团队共 30 位教师参会。研讨会由吴志斌主

持。 

15 日至 16 日，校长王乔分别到统计学院、经济学院、信息管理学院、工商管

理学院调研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并与四个学院的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及部分教

师举行座谈。 

16 日，我校统计学院申报的“陶长琪数量经济工作室”获批“江西省教育系统

劳模创新工作室”。 

16 日，美国堪萨斯大学胡耀忠教授应邀来我校统计学院作了题为“利用长记忆



 

391 

过程来改进 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公式”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统计学院副院长罗

世华主持。统计学院部分教师及研究生听取了胡教授的报告。 

16 日，世界知名华人管理学者、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吕文珍教授应邀来校，为

我校师生作了题为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and the Performance of Japanese 

Subsidiaries in China 的学术报告。本次学术报告会由国贸学院副院长吴朝阳教授主

持，吸引了我校近 50 名老师、研究生及留学生参加。 

16 日，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来到景德镇乐平市未保中心，考察指导我

校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项目。 

16 至 22 日，副校长王小平率团访问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美国威斯

康辛协和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加拿大西部大学（原西安大

略省大学）和尼加拉学院等六所高校。工商管理学院胡大力、法学院毛细荣、财税

与公共管理学院杨得前等随团访问。 

17 日，江西财经大学九届三次教代会提案交办暨提案工作交流会在蛟桥园南区

综合楼第三会议室召开。 

17 日，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社会工作局指导，

全国高校校园网站联盟主办的全国高校“网络文明 你我同行”主题辩论赛总决赛暨

“网络文明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总结表彰会在重庆大学举行。我校荣获活动“特

等奖”和“最佳组织奖”，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中央网信办、国家网

信办副主任任贤良为我校颁奖。 

17 日，中央民族大学美籍专家马克力文教授士应邀来校，作题为“成功英语演

讲的十二条忠告” 的专题讲座。讲座吸引了近 300 名学生到场听取讲座。 

17 日，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智一行四人来我校马克思主义学

院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交流座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始发、副院长唐

书麟、刘晓泉及舒前毅博士参加了座谈会。 

20 日，2016 年度《中国大学毕业生薪酬排行榜》，该排行榜共引入了 4000 万份

职业样本，分析了全国 2553 所大学和 1253 个专业的就业情况。江西财经大学位列

第 84 位，平均薪酬 8938 元，是江西唯一一所上榜大学。 

20 日，我校工商管理学院和 EMBA 教育学院正式获得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

证（CAMEA）工作委员会认证资格。 

20 日，全体成员在支教服务地四川省小金县美兴中学会议室开展 “两学一做”

学习交流。 

20 日，我校“井冈学者”特聘教授、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孔凡斌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公示名单，是我校在岗教授在国家“万

人计划”领军人才人选上的首次突破。 

21 日，我校 2016 年新闻宣传培训班成功举行。中国江西网副总编辑王宣海、《南

昌晚报》执行总编辑李松云应邀分别为培训班授课。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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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属各单位分管新闻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和通讯员，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全体人员

100 余人参加培训班。 

21 日，井冈山大学党委书记彭涉晗、党委副书记肖长春一行六人来我校调研。

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出席了调研座谈会。 

21 日，赤道几内亚众议长高登西奥·穆哈巴·梅苏一行四人，在江西省商务厅

副厅长李文尧、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孔华等陪同下访问我校。校长王乔

会见了客人，副校长邓辉、国际合作处及国贸学院负责人一同参加了会见。 

21 日，纽约城市大学斯坦顿学院终身教授朱影应邀来校，给人文学院师生作了

题为“软实力与中美电影”的精彩讲座。讲座由人文学院副院长王玉琦教授主持。 

22 日，我校举办了审核评估工作培训，学校各学院教学副院长、系主任及教学

秘书和项目组部分成员共 80 多人参加了培训。 

22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网站上公布了 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

目、青年项目立项结果，我校共有 23 项课题获得立项，其中一般项目 21 项，青年

项目 2 项,立项率为 22.54%，财经类院校排名第 2 位，立项数全国排名第 31 位。 

22 日，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冷清波处长带队走访慰问了我校的 13 位 90 岁以上的

高龄老教授、老党员，给他们送上了节日的慰问。 

22 日，以资产管理处处长余飒带队的我校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

员一行，对我校部分教学学院、科研及行政管理单位 2016 年固定资产清查工作，进

行了现场检查验收考核。 

22 日，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外语音像出版社社长胡加圣教授应邀为外国

语学院全体教师作了题为“学科视角下的外语教育技术研究”的专题讲座。 

23 日，为期十天的江财 2016 国际夏令营落下了帷幕。国际友人恋恋不舍离开，

南昌成为第二故乡。 

23 日，新法制报以题为“建法学人才高地 育“两型”特色人才”对我校法学

院“两型”人才培养进行专题报道。 

23 日，艺术学院举办“百花齐放——江财音乐教师专场音乐会”，音乐系 19 位

教师倾情演绎 16 个精彩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我校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

易小明、副校长蒋金法、副校长邓辉、校长助理李良智应邀欣赏了音乐会。江西省

音乐家协会主席邓伟民、副主席盛凤麟应邀到场指导。 

23 日至 24 日，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带队赴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和北京

工商大学三所高校就高校如何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如何运用四种形态

落实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要求及重点领域监督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调研。校纪委副书

记监察审计处处长李法贵、财务处处长汪宗亮、监察审计处副处长熊立芬等随同参

加了调研交流活动。 

23 日至 7 月 1 日，是我校 2015-2016 学年第二学期本科生期末考试时间。为加

强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保障考试各环节顺利进行，从 6 月 23 日开始，校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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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副校长蒋金法、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邓辉、副校长

王小平、校长助理李良智等校领导以及教务处等部门负责人深入蛟桥园、麦庐园两

个校区考试现场进行巡视检查，指导考务管理工作。 

24 日，我校获得全国“网络文明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特等奖”及“最佳组

织奖”的消息发布后，连日来引起全校师生的广泛关注。我校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校

园网络文化建设工作，积极探索网络文化育人新模式，不断推出有态度、有温度、

有厚度、有力度的网络文化产品。 

24 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一行十人，在江西省档案局业务指导处方丽萍处长

陪同下来我校考察学习数字档案室建设方面的经验做法。档案管理中心主任李金云、

副主任魏细仁与客人进行了深入座谈。 

24 日，2016 年度海外留学奖助学金颁奖典礼举行。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副校

长王小平以及宣传部、学工处、校友联络办、教务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典礼并

为获奖学生代表颁奖，颁奖典礼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肖珑主持。各学院党委书

记、全体获奖学生以及即将赴海外交流的所有学生参加了本次颁奖典礼。 

25 日，我校 2016 级 EMBA 学员入学考试举行。江西省科技厅副厅长卢福财教

授、江西省国资委副主任李健、我校校长助理李良智教授、MBA 学院院长周玫教授、

研究生院荣莉教授，EMBA 学院副院长吴良平副教授等 6 名校内外专家领导担任本

次面试评委。 

26 日，我校举行第三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26 日，江财深圳校友会计划统计分会首次学术交流活动——江财深圳校友（计

统）经济论坛于人民大厦正式拉开帷幕。 

27 日，浙江财经大学校长钟晓敏一行九人来校调研。校长王乔，校长助理李良

智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党办校办、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创业教育学院负责同

志参与了调研座谈。 

27 日，“ERP 综合实验”课程 152 学期二阶段教学研讨会顺利完成。由会计学院、

工商学院、国际经贸学院、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以及中心部分老师共 20 余人教师参

会。研讨会由吴志斌主持，教务处副处长吕晓梅出席研讨会。 

28 日，我校 2016 届毕业典礼上，校领导与同学们一同坐在了台下，却将舞台

留给了毕业生。这是我校今年创新毕业典礼形式的举措之一。校领导廖进球、王乔、

易小明、蒋金法、杨建林、邓辉、王小平、阙善栋、李良智与我校著名校友、上海

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一同出席。各相关校属单位负责人、院系领导、教师代表、

家长代表与全体 2016 届毕业生参加了典礼。 

28 日，我校著名校友、上海建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桥学院、新建桥企

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星增，应邀回母校出席学校 2016 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

式。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和校长王乔分别会见周星增校友并与其亲切交谈。 

28 日，我校工商管理学院创业班禤伟锋、廖璐云、黄程燕、姜京枫同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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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斌老师指导的代表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组织的第八届全球 ERPSim

国际大赛中取得第 8 名的佳绩，创下本赛事开赛以来中国区代表队的最好成绩。 

28 日，商务部培训中心徐凯处长到校，就如何进一步做好援外培训、扩大学校

办学影响与学校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副校长王小平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28 日，我校 2016 年数据库采购专家论证会召开。 

29 日，我校举行 2016 年西部计划志愿者欢送会。2016 年我校共选拔录用了西

部计划志愿者 25 名，其中包含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6 名，他们将分别奔赴西藏、新疆、

四川省小金县等地开展为期一年志愿服务工作。 

29 日，美国威斯康辛协和大学商学院院长 Daniel Sem 来我校访问，副校长王小

平会见了客人，国际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29 日，应学校副校长、学院董事会副董事长王小平邀请，江西省书法家协会主

席毛国典、副主席韩顺任、书法家张建华、贺炜炜、于有东、罗华华、胡中良、曹

端阳等来到现代经济管理学院，现场挥毫泼墨，让学院师生零距离感受书法艺术的

魅力。 

29 日，副校长阙善栋主持召开暑期安全稳定工作布置会。 

30 日，我校举行今年第三次院长工作例会，讨论人才引进与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校长王乔，副校长蒋金法、邓辉、王小平、阙善栋，校长助理李良智出席。会议由

王乔主持，王小平作主题发言。 

30 日，离退休人员工作处举行 2016 年江西财大老同志党员“七一”表彰暨红

歌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 95 周年。会上表彰了蛟桥园二支部等 3 个先进支部和詹

惠琴、万润金等 33 位先进个人。 

 

七月 
1 日早上，我校纪念建党 95 周年升旗仪式、重温入党誓词与新党员宣誓活动暨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出征仪式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出

席并向“三下乡”重点团队授旗。出席活动的还有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副校长蒋

金法、王小平、阙善栋。 

1 日，我校举办了一场激情飞扬的“江西财大老同志七一诗会”。诗会由校离退

休人员工作处主办，校老年诗协承办。受校党委易小明副书记委托，离退休人员工

作处处长冷清波向诗会及与会的老同志致意。 

1 日，江西财经大学科协成立大会暨财经智库成立仪式举行。江西省科学技术

协会副主席孙卫民、省科协学会部调研员王永洪应邀出席成立大会。 

1 日，我校召开纪念建党 95 周年暨表彰大会。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副书记易小

明，副校长蒋金法，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王小平、阙善栋出席会议。校党委职

能部门负责人，校属各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受表彰集体和个人代表，部分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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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易小明主持。 

1 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与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

式举行，副校长、学院副董事长王小平，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

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林鸿，副行长刘忠，九江市分行行长张光权等出席签约仪

式。 

2 日，“中国太极梦•百城千场太极公益大讲堂”公益讲座在我校开讲。 

2 日，江西省发改委生态文明办刘兵主任应邀来校，为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协同创新中心作了题为“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副

校长、中心首席专家蒋金法出席报告会。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等单位部分师生参加了本次学术报告会。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

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谢花林教授主持了本次报告会。 

4 日，应我校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邀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晶来我院做了

“通向高水平论文发表—研究设计的 SPQA 构思法”的学术报告。 

4 日，我校“学生菁英领袖培育—高层次就业引领计划”项目—第一期闭营暨

第二期开营仪式顺利举行。副校长蒋金法出席仪式并讲话。 

4 日，江西省政协主席黄跃金专门来到他所联系的“两学一做”联系点——我

校会计学院会计学系教工党支部，为所有的党员作题为“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

精神，做合格党员”的辅导报告。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易

小明出席报告会，会计学院教工党员代表、学生党员代表 50 余人参加报告会。会议

由王乔主持。 

4 日，江西日报经济部主任江仲俞为新闻传播学子作题为“记者应具备的素质”

的讲座。 

5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到我校 A、B 栋周转房，就改造成留学生公寓的有关情

况进行实地调研，副校长王小平随同调研。 

5 日，我校举行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的现场知识竞赛活动。 

5 日，我校 2016 年“三下乡”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校团委书记习金文就 2016

年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发布了相关信息并回答了学生记者提问。 

5 日，副校长阙善栋到后勤保障处调研后勤服务工作。后勤保障处领导班子及

正科以上干部参加了调研座谈。 

5 日，我校创业教育学院成立一周年暨创新创业工作推进座谈会召开。学校创

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学院创新创业及学科竞赛负

责人，各教学学院院长及师生代表、企业家代表共百余人参加了座谈。 

5 日，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李天行教授一行 10 余人来我校图书馆交流访

问。我校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邹传教，图书馆副馆长季小刚、胡新及相关部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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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参加了交流座谈会，座谈会由邹传教馆长主持。 

5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王小平、阙善

栋及党办校办共建办主任袁雄、现代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金华赴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共青校区视察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并与共青城市、中航集团领导进行了座谈。 

5 日，我校召开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新闻发布会。校新闻发言人、党委宣传部部

长王金海从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主要内容，创建标准，工作安排，工

作要求等五个方面介绍了我校文明校园创建的具体情况。 

6 日，江西省本科高校 2014 年教育国际化水平排行榜公布，我校总体水平位列

第一。 

6 日，美国耶鲁大学统计与科学协作中心张和平主任应邀来校，为统计学院开

展题为 High Dimensional inference with Unequal knowledge 学术交流活动。统

计学院部分师生听取了此次学术讲座，此外，讲座还吸引了金融学院等其他学院老

师代表前来，讲座由统计学院副院长罗世华主持。 

6 日，我校举办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内选拔赛。副校

长邓辉出席大会并讲话。 

7 日，陶长琪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授牌仪式在统计学院举行。校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杨建林出席仪式并为工作室授牌。校工会主席刘金凤、副主席吴太福及统计

学院相关负责人、师生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仪式由统计学院党委书记叶绍义主持。 

7 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校长左和平，副校长胡业华、蒲守智、李玉保等一行

11 人来校调研。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会前会见了左和平一行。校长王乔，副校长邓辉、

王小平出席调研座谈会并讲话。 

7 日，学校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推进会，校领导邓辉副校长出席并讲话。

各学院院长、教学副院长、各项目组牵头单位主要负责人、参与项目组的成员单位

负责人及评建办成员等参加了会议。 

8 日，我校与中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党校在井冈山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党校校长鲍建安，总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张毅，党校副校长戴民安，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副校长蒋金法出席签约仪式。 

8 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院长张虎教授带队，信息与安全学院、

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心、金融学院、文澜学院等部门领导一行 7 人来我校财政大数

据分析中心进行调研访问。财政大数据分析中心夏家莉主任、徐崇波副主任等相关

人员参加座谈会。 

8 日，2016 年拉美等西语国家钢铁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研修班开班典礼举行。研

修班由商务部主办，江西财经大学承办、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协办。江西省商务厅副

厅长李文尧、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国际合作部主任苏长永出席了开班典礼，授课老师

代表及学员参加了典礼。 

8 日，今年第七次党委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会议举行，江西省纪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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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平应邀在会上作“两学一做”专题辅导报告。校长王乔主持。校党委副书记易

小明，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邓辉、王小平、阙善栋，以及学校副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党群、行政部门副科以上同志近 400 人参加学习。 

8 日至 11 日，教务处组织召开了本科专业综合评价第一轮专家评审意见反馈会。

副校长邓辉出席了会议,教务处处长许基南、12 个参评专业所在学院的院长或书记、

分管副院长、专业负责人、评审专家及教务处工作人员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教务

处副处长廖国琼主持。 

11 日，校党委召开党委会，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会议并讲话，党委副书记、

校长王乔，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党委委员、副校长蒋金法，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杨

建林，党委委员、副校长王小平、阙善栋出席会议，副校长邓辉、校长助理李良智

及党群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2 日，在校长王乔带领下，易小明、杨建林、邓辉等学校暑期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来到蛟桥园、麦庐园部分假期维修改造申报项目现场进行工作调研，教务处、后

勤保障处、校园建设处、体育学院等项目申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有关工作人员陪同

调研。 

12 日 , 我校迎来了 2016 级 EMBA 开学典礼。校长王乔出席开学典礼并致辞。

EMBA 教育学院相关负责人及全体 2016 级 EMBA 学员参加本次开学典礼。 

13 日，江西省美丽乡村建设座谈会在我校召开，座谈会由我校生态文明与现代

中国研究中心主办。14 位来自全省六市基层农委、乡镇及村的主要领导人应邀到会，

中心研究员与研究生及学校部分研究生出席了会议。中心主任、温锐教授主持了上、

下午的座谈会。 

13 日，我校公共管理硕士（MPA）红色教育基地在“井冈山斗争全景画声光电”

演示馆顺利挂牌，学院院长李春根与省委宣传部驻江轩宾馆总经理黄解明为“MPA

红色教育基地”揭牌。学院党委书记陈荣、副书记卢建华、副院长张仲芳及学院部

分教师和学生出席了揭牌仪式。 

1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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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报

告分获副省长李贻煌、毛伟明批示。 

14 日，江西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3-2015 年度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

结果，我校再次被评为“优秀等级学校”。 

14 日，江西省十四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小组副组长、省社科院院长梁勇率队来校

召开调研座谈会，听取我校专家学者对“省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主题词”的意见与建

议。校党委书记廖进球、省社科院副院长龚建文出席会议，座谈会由校党委副书记

易小明主持。 

16 日，第二届全省旅游产业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开班暨首届研修班结业典礼在

我校举办。研修班由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和我校联合举办，36 名首届学员，71 名



 

398 

第二届学员参加。 

16 日，龚建华在《发展改革研究》2016 年第 5 期刊载的《江西乡村旅游发展升

级的篁岭样本》获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批示。 

17 日，我校被评为江西省直机关第十二届文明单位。这是省直机关文明委对我

校文明创建工作的充分肯定。 

19 日，我校北京校友会工商管理学院分会成立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校党委书

记廖进球，副校长阙善栋，博士生导师卢福财教授、校长助理李良智及党办、校办

主任袁雄，校友办主任潘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创业教育学院院长刘彪文，

旅城学院党委书记王琪，后勤管理处处长彭元，工商学院院长胡宇辰、党委书记熊

绍辉、副书记黄雨虹，各地校友会代表及北京校友共计 160 余人参加。 

21 日，由副校长邓辉带队，学工部、教务处及相关学院负责人组成的审核评估

检查第三小组来到软通学院，对审核评估工作进行全面督查。 

22 日，校长王乔、副校长邓辉巡视了我校审核评估第一次督查工作。先后来到

了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统计学院、艺术学院和人文学院，听取各学院自评自建工

作汇报、了解学院工作进程和存在的问题，与学院领导和督查小组成员进行了交流，

肯定了各学院、各单门的自评自建工作，并对各学院、各部门利用假期为学校本科

审核评估自评自建而坚持工作的教职工表示感谢和慰问。 

23 日，人文学院 14 广告专业华志燕同学获第 25 届时报金犊奖“旺旺文创周边

商品设计类”金奖。颁奖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之后，华志燕同学还在北京大学参

与了为期十天的两岸大学生创客营。 

23 日，我校评建办组织专家对项目组、学院评建工作组进行为期 3 天的第一次

督查的基础上召开了督查汇报会。学校校长王乔、副校长邓辉出席了会议，督查组

28 位专家及有关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邓辉主持。 

26 日，我校与法治江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省法建办”）签订《法治

江西智库建设合作协议》，标志着我省的省级法治建设新型智库诞生。 

29 日至 30 日，我校副校长、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蒋金法教授带队，中心谢花林教授、肖文海教授、舒成博士和蒋国河博士等一行五

人赴浙江省财政厅、湖州市和安吉县等地进行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调研。 

30 日"江西财经大学体育学院深圳校友会暨体育学院校友基金成立仪式"在深圳

人民大厦福田厅举行，江西财经大学深圳校友会执行会长杨高宇、体育学院院长郑

志强一行 4 人以及体育学院首届校友会会长谢国华等出席了会议，体院深圳、广州、

珠海、东莞校友三十余人参加了联谊。联谊会由王冰雪和廖海峰主持。 

31 日，第二届中国青年 APP 大赛江西赛区选拔赛决赛在南昌顺利举行。我校入

围的 5 支队伍经过项目展示和答辩，其中“天才街大学生互联网求职招聘 APP”和

“搜猫 66-运动场馆预定 app”2 支团队分别荣获应用类和创意类路演项目三等奖，

同时授予我校“第二届中国青年 APP 大赛江西分赛区优秀组织奖”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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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2 日，我校荣获“助学．筑梦．铸人”主题征文系列宣传活动优秀组织奖。 

3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王小平、阙

善栋来到即将竣工的新校区视察校园建设情况，院领导班子成员随同视察。共青市

委市政府对校领导的到来高度重视，共青市委书记王丰鹏、副书记王正发陪同视察。 

4 日，副校长王小平来到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招生录取现场，就招生情况进行调

研，看望慰问招生工作人员，并指导下一步的招生录取工作，院领导班子成员随同

调研。 

6 日，“江西财经大学上海校友会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分会（简称：江财上海校友

会现经管分会）成立大会”在上海甸园宾馆举行。我校副校长、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董事会副董事长、博士生导师王小平，校组织部部长欧阳康，校友办潘桦，现代经

济管理学院院长王金华、党委书记姜红仁、副院长吴小刚，江财上海校友会会长康

志强、副会长林晨等应邀出席，在沪 200 余名校友到场。 

8 日，我校获评“十二五”全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优秀单位。 

9 日，国家档案行政执法检查组一行 7 人，来到我校检查指导工作，检查采取

听取汇报、浏览资料、查看现场、提问座谈的形式。副校长蒋金法全程陪同，档案

管理中心主任李金云代表学校作汇报。 

11 日，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副校长阙善栋在校园建设处肖兴富等负责同志的

陪同下，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在建设一线的工作人员，并实地检查了工程建设情况。 

11 日，历时两个多月的首届江西省“漫看三清山”漫画征集大赛颁奖典礼在江

报传媒大厦隆重举行，我校喜获佳绩。 

12 日至 15 日，我校艺术学院青年教师陈雅萍，在北京举行的“唱响中国——

2016 首届大型音乐展演盛典中，以其精湛的艺术演唱原创歌曲《红图腾》，，打动诸

多音乐名家评委和征服众多音乐精英，斩获本次活动青年组民声，“中国歌坛最佳金

牌歌手”称号。 

13 日，我校校友会甘肃分会成立大会在兰州圆满召开。副校长蒋金法、阙善栋

出席大会，北京、广东、深圳、四川、河南、南京、湖南等校友会代表以及在甘肃

工作的近百名校友共同见证了这个重要时刻。 

13 日，我校第十一届校友论坛暨首届西部经济论坛在兰州举行。副校长蒋金法、

阙善栋出席大会，本次论坛特邀了兰州大学副校长高新才教授做主旨演讲。北京、

广东、深圳、四川、河南、南京、湖南等校友会代表以及在甘肃工作的近百名校友

共同见证了这次盛会。 

16 日，我校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和档案管理中心联合申报的中国税票博物馆成

功入围江西省社联公布第三批江西省社科普及宣传基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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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我校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授予的“先进单位”称号。 

20 日，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江西赛区暨第一届“洪城之星”创新创业大赛

颁奖典礼于南昌市红谷滩会展中心隆重举行。我校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余泉茂博士

领衔的“墨烯世界”团队被分配到大学生团队组，与来自国防科技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等全国著名高校的团队同台竞赛，获得该级别最高奖项“大学生优秀奖”，并获

“洪城之星奖杯”及奖金 5 万元。该团队在江西赛区脱颖而出后，将代表江西参加

科技部主办的全国总决赛。 

22 日，我校 2016 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五大发展理

念”暑期干部培训班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开班。全体校领导出席开班仪式。校党委

书记廖进球在开班仪式上作动员讲话，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主持，北京国家会计学

院副院长王守军出席并致辞。校属各单位及机构主要负责人参加开班仪式。 

24 日，我校外国语学院史湘琳老师英译《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研究》

喜获立项，这是我校获得的首个国家社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25 日，校长王乔在我校暑期干部培训班上作题为“从第四轮学科评估看我校‘双

一流’建设的困境与出路”的辅导报告。 

27 日，我校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行第十二届校友论坛暨第三届财税论坛。 

29 日，江财深圳研究院入驻深圳虚拟大学园已经正式获得深圳市政府批准，成

为入驻深圳虚拟大学园的第 58 所高校。 

29 日，我校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张宁博士 1 篇论文入选社会科学领域引用前

0.1%的 ESI 热点论文（Hot Papers）,实现了我校以第一作者单位在 ESI 热点论文零的

突破。 

30 日，校长助理李良智到附中指导开学工作。 

30 日，我校 2014 级“专升本”新生开学典礼暨入学教育大会在国际交流中心

学术报告厅举行。学工部、教务处、网络信息管理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及 2014 级 260

名“专升本”全体新生参加典礼。开学典礼由教务处副处长徐旭川主持。 

30 日，江西银行业 2016 年“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

校隆重举行。我校副校长蒋金法、江西银监局副局长曾晖、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副

行长周维出席仪式。 

30 日，我校举行新学期教学工作会。副校长邓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教务

处处长许基南主持。 

31 日，EMBA 教育学院召开新学期第一次全院大会。学院全体教职工参加会议。 

31 日，组织部人事处于开学第一天（8 月 29 日）下午组织四个工作小组，由部

（处）领导带队，分赴工商学院、财税学院、会计学院、金融学院、国贸学院、统

计学院、信息学院及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等部分学院和科研机构开展人才服务工

作咨询。 

31 日，我校与省委政研室联合调研组撰写的《向特色优势要竞争力——关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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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特色优势及其竞争力的研究报告》获得省委书记鹿心社、代省长刘奇的重要批示。 

 

九月 
1 日，校管理服务督查组召开工作交接与促进会议，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出席会

议并讲话。管理服务督查组全体成员和监察处等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监察

处处长李法贵主持。 

2 日，我校深入学习贯彻“弘扬井冈山精神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研

讨会精神座谈会顺利召开。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出席并作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弘扬井冈山精神与加

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题研讨会精神，切实加强和改进我校宣传思想工作，提升

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2 日，校评建办组织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自评报告专家评审会，学校本

科教学审核评估 6 个项目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校评建办主任、副校长邓辉全程

参会并讲话。会议由校评建办副主任、教务处处长许基南主持。 

2 日，江西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王景定一行代表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省教

育厅来到我校，对学校 2016 年秋季开学暨年度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导检

查。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主持督查汇报会。 

5 日，我校 2016 级秋季留学生新生入学教育大会在研究生楼报告厅召开，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负责人、全体留管教师与留学生新生一起出席大会。本学期我校新招

收 141 名留学生，其中博士生 5 人，硕士生 36 人，本科生 30 人，进修生 70 人。为

此，我校本学期在校留学生人数达到 200 余人，年度在校留学生总人数首次突破 300。 

5 日，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盖瑞·安德森商学院研究生部执行主任 Arkadiusz 

Mironko 博士、商学院副院长兼国际事务主任陈少辉博士以及国际教育项目招生大使

杜静博士一行三人应国际学院邀请访问我校。王小平副校长会见了客人，国际学院、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工商管理学院和研究生学院的领导参与了会见。 

5 日，副校长阙善栋主持召开校友、基金工作协调会。党办校办、学工处、团

委、工会、教务处、科研处、招生就业处、后勤保障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及各学院负

责同志参加。 

5 日，2016 年暑期，我校精心组织实施了赴新西兰、英国、韩国、新加坡、香

港等国家或地区的海外研习项目，240 余名学生参与了项目活动，顺利地完成了各

项研习任务，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文化交际能力，展示了江财学子的风采。 

6 日，我校召开迎新工作协调会，全面布置迎新工作事项。校党委副书记易小

明，副校长蒋金法，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阙善栋，校长助理李良智等校领导

出席会议。会议由纪委书记杨建林主持。 

6 日，副校长、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董事会副董事长王小平率学院领导班子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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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共青城校区检查工作并现场办公。 

6 日，在第三十二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财政部人事教育司向我校发来贺电，

向学校全体教职员工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6 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在枫林校区召开 2016 年迎新工作协调会。副校长、学

院董事会副董事长王小平出席会议，听取学院各部门关于迎新工作的准备情况，并

指导迎新工作。院领导及院属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和教学系（部）主任参会。 

7 日，应统计学院邀请，加拿大温莎大学安云碧教授来校作了一场题为 Star 

Analysts, Overreaction, and Synchronicity: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the U.S

的学术讲座。统计学院部分师生听取了此次讲座，讲座由副院长李志龙主持。 

7 日，财税学院举行 2016 年教研团队建设暨资深教授从教 30 周年座谈会。副

校长蒋金法出席会议并讲话。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全体教师、部分学生代表参加座

谈会。座谈会由学院党委书记陈荣主持。 

8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王小平、阙

善栋与共青城市市委书记王丰鹏、共青城市委常委邹隆茂等来到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新校区视察，学院领导班子成员随同视察。 

8 日，在第三十二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驻赣某部团长王士松、政委严忠锵等一

行带着部队官兵的深情厚谊来到我校，向全体教职工送上节日的慰问。校党委副书

记易小明与部队领导进行了座谈。 

8 日，第十三届 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武汉分区比赛结果揭晓。以我校会计学院

学子黄曼丽为队长的江西财经大学代表队，在万莹老师的指导下成功晋级全国比赛。

这也是自 2012 年开始我校连续五年晋级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全国比赛。 

8 日，由我校与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合作办学、共同培养的 2016 级应用型本科（会

计学专业）合作实验班开学典礼在江西财经职业学院综合楼七楼学术报告厅隆重举

行。我校副校长蒋金法、江西财经职业学院校长林火平等出席开学典礼并致辞。大

会由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常务副校长何先应主持。 

8 日，信息管理学院举行了一次面对面、心贴心的新进教师及归国人员座谈会，

对各位新进教师的加盟表示热烈的欢迎，希望大家尽快适应学校学院的学习工作节

奏，学院高度重视新进教师和海归人才的引培工作，努力让人才在静心、舒心、安

心的工作环境下做好科研、教学工作。 

9 日，省委书记鹿心社来到我校蛟桥园校区慰问教师，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朱虹，省委常

委、南昌市委书记龚建华，省委教育工委书记黄小华等一同走访看望。校党委书记

廖进球、校长王乔陪同。 

9 日，“马秋华教授声乐教师高级研修班开班仪式”在艺术学院举行。中国音乐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秋华，我校副校长蒋金法，宣传部、教务处、学工部负责

人，艺术学院师生出席和参加了仪式。仪式由艺术学院党委书记毕正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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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由我校旅城学院联合江西厚实文化传播公司、江西新华印刷集团举办的

“再现传统文化，培育时代新人”为主题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书画展，

在我校麦庐校区图文信息大楼七楼举行。蒋金法副校长、江西教育出版社、江西新

华印刷集团，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以及我校旅城学院、人文学院、艺术学院的专家学

者出席了活动。 

9 日，学校举行庆祝第 32 个教师节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座谈

会，以建言学校发展、畅谈工作体会这种别样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校领导廖进球、

王乔、易小明、杨建林、王小平、阙善栋、李良智出席座谈会。王小平主持了座谈

会。 

9 日至 10 日，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纪委书记杨建林视察了鼎食轩

食堂迎新工作准备情况。校领导对鼎食轩食堂内部环境改造、后厨食品卫生安全保

障等进行了视察。 

10 日，正值全校师生喜迎第 32 个教师节之际，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

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副校长蒋经法分别来到麦庐园和蛟桥园迎新现场，亲切看望

各学院迎新志愿者和坚守工作岗位的广大师生员工。 

12 日，艺术学院学子在第七届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创意设计大赛上再获佳绩，

其中产品设计专业2013级学生郑咏豪设计的SHARK同时获得金奖及最具版面视觉效

果奖，招炳聪、孟华、刘咏诗等设计的《智能捕捉器》获得大赛铜奖，蒋小莲等同

学作品获得优秀奖 4 项以及鼓励奖 2 项，我校同时获得优秀指导院校奖和优秀组织

院校奖。 

14 日，学校对新任处级干部杨德敏等 11 人进行了集体廉政谈话，校纪委书记

杨建林同志出席并讲话。 

14 日，我校 2016 级商务硕士项目开学典礼顺利举行。商务部国际官员研修学

院（商务部培训中心）援外培训联络办公室徐凯处长、国际经贸学院袁红林院长、

国际经贸学院项目负责人陈琦主任应邀参加了开学典礼，典礼由陈琦主持，全体到

校学员参加了本次典活动。 

14 日，我校召开赴美国波士顿大学访学团行前教育会。副校长王小平、校长助

理李良智出席活动并讲话。即将奔赴大洋彼岸进行为期 3 个月访学交流的 20 名研究

生参加了会议。 

14 日，江西省扶贫办副主任涂俊伟、省扶贫办人事处长刘卫东和社会扶贫与对

外联络处处长吴路宁到我校调研精准扶贫工作。王乔校长会见了调研组一行。 

17 日，2016 年“国际政治、地缘政治与国际经济”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国际经贸

学院举办。本次研讨会由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青年论坛主办，江西财经大

学国际经贸学院承办，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地缘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协办。 

18 日，在第三届“大智慧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上，我校 45 支参赛

队伍，经过三轮激烈比拼，最终摘得国家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1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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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江西省教育厅今年对 31 个资助到期的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的评估结果公示，我校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再获殊荣，获评“优秀重点研究基地”

（全省仅三家）。 

18 日，我校 EMBA 学院在青山园校区 EMBA 教学楼举行博雅生物学位定制班的

入学考试，本次入学考试是 EMBA 学院教改中针对企业学位定制班独立设置的。 

18 日，校史馆迎来正在接受军训的 2016 级 3000 余名新生参加“看校史、明校

情、爱江财”爱校教育活动，同学们在校史馆上了一堂生动形象的校史校情教育课。 

18 日，校党委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三专题（艰苦奋斗攻难关）学习研

讨会。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会议，党员校领导结合第三专题（艰苦奋斗攻难关）

进行了学习研讨。 

19 日，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选派的两位青年教师李凤凤和舒前毅在 2016 年度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教学能手选拔赛上均获得一等奖。 

19 日，我校第二轮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督查开展。 

19 日，江西省副省长殷美根莅临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新校区视察工作。省政

府副秘书长刘晓艺、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慧文、共青市委书记王丰鹏、我校校长王乔、

副校长王小平、学院董事会（共青）董事长仇慎谦、领导班子成员随同视察。 

20 日，江西省发改委副主任熊毅、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慧文一行 5 人来到我校，

检查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副校长阙善栋会

见了熊毅、杨慧文一行，校园建设处、财务处、教务处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

谈。 

20 日，第三届江西省“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教育主题日网络安全体验活动在

我校举行。江西省教育厅、校党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360 公司工作人员及 300

余名师生参加活动。 

20 日，校工会主席刘金凤主持召开工会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省教育工会

八届七次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有工会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各分工会主席。 

21 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新校区启用仪式在至善图书馆门前举行。学院院长

王金华，党委书记姜红仁，副院长陈明、陈丽萍，副书记纪春福，副院长顾耀峰、

刘仁彪、吴小刚、邱晓平及共青城市、中航集团相关领导，部分老师，全体迎新志

愿者参加仪式。 

21 日，副校长阙善栋主持召开我校公租房迎检工作协调会。会议就我校公租房

办理竣工验收、移交基建档案、申办房屋产权、上报分配方案等事宜进行了讨论、

研究。 

21 日，我校新学期教师家庭与留学生“结对子”活动在留学生之家拉开序幕。 

22 日，是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新生正式报到的第一天，共青城市委书记王丰鹏、

市委宣传部部长汪玉贵等共青市领导陆续来到学院了解迎新工作，并走访了图书馆

迎新点、寝室、食堂等地。学院院长王金华、党委书记姜红仁参加走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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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我校 2017 年度设备采购计划与预算申报工作协调会召开。资产管理处、

财务处、校园建设处、教务处、科研处、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图书馆、后勤保障处

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资产管理处副处长李武主持会议。 

22 日，我校 2017 年度设备采购计划与预算申报工作协调会召开。资产管理处、

财务处、校园建设处、教务处、科研处、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图书馆、后勤保障处

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资产管理处副处长李武主持会议。 

22 日，第二届“唱响江财”户外音乐节启动晚会在麦庐园田径场举行，为军训

期间的新生带来了入学以来的第一场文化大餐。 

23 日，小金县美兴中学和城关第二小学部分家庭有困难的学生致信四川校友会

捐资人表示感谢。 

23 日，校工会成功组织的江西省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参赛选手选拔赛圆满

落幕，来自财税、会计等八个学院的青年教师参与选拔，经过激烈角逐并报学校研

究决定，胡少勇、谭亮、李燕辉三位老师代表学校参加省赛。 

23 日，2015 年全省高校辅导员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结果公布，学工部部长郑赟、

法学院党委书记贺三宝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探究——基于江西财

经大学的实践视角》，统计学院组织员许桂芳的《论大学生廉洁教育创新：理念、方

法、途径》2 篇论文均获二等奖。 

23 日，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 2016 江西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南昌开幕，副省

长殷美根出席开幕仪式并参观了展区。我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教授应邀出席开幕仪

式。 

23 日，由江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我校主办，我校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和

财经智库理事会共同承办的江西“向特色优势要竞争力”对策研讨会顺利召开，省

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省委改革办副主任沈谦芳讲话，校党委书记廖进球

致开幕辞，省委政研室巡视员何建辉介绍已有成果并部署进一步深化研究工作，副

校长蒋金法主持。 

23 日至 25 日，副校长、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顾问蒋金法，应邀率邹传

教教授、李春根教授、程岚教授赴京参加“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 2016 年年会

暨第 27 次财政学教学理论与学术研讨会”。 

24 日，南昌市科技局“洪城众创 2.0”评审组来到我校，就我校大学生创业孵

化中心 5 月份申报的“洪城众创 2.0”进行考核评审，创业教育学院院长刘彪文全程

陪同并细致讲解。 

24 日，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副司长黄胜伟应邀为人文学院师生作了题为关于“社

会工作的责任与担当”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我校人文学院院长尹忠海教授主持，学

院师生代表听取了此次讲座。阙善栋副校长在讲座结束后会见了黄胜伟。 

24 日，我校迎接各地校友“十一”集体返校活动提前拉开了序幕。当天上午，

学校相继迎来了 1982 级基信班、1984 级会计（干训班）近 80 位同学返校参加“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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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再聚首”活动。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副校长阙善栋代表学校与返校的同学们进

行了座谈，相关学院领导和老师参加了此次活动。 

24 日，军训总结大会的落幕，标志着 2016 年迎新工作圆满收官。变“各自为

政”为“媒体融合”，是今年校党委宣传部迎新宣传工作的最大亮点。 

24 日，第四届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2016)"陈瑞球案例中心杯"全国总决赛在中

山大学管理学院举行。本届大赛吸引了全国 71 所 MBA 培养院校的 400 余支队伍参

与，最终经过层层选拔的 16 支队伍参加了这次全国总决赛，我校代表队荣获季军。 

24 日，我校召开 2016 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会上进行了新生军训项目表演，

表彰了一批军训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

副校长邓辉、王小平、阙善栋，南昌陆军学院军训办公室主任马龙生大校、教练营

营长陈丰收中校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24 日至 25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与江西财经

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第十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暨第六届

《资本论》与当代经济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 

24 日至 25 日，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九次委员会议及第

六届培养单位工作会议在昆明举行，会议进行了首次全国税务硕士优秀案例的评选，

我校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提交的案例 3 篇获全国首届税务硕士优秀案例。 

24 日至 25 日，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办的“感知中国·魅力江西”文

化体验活动首次在赣举办。 

25 日，在新启用的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校区田径场，2461 名新生身着迷彩服

参加新校区首届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 

25 日，由江西财经大学、CIMA 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及《首席财务官》杂

志合办的管理会计人才培养论坛在我校国际学术报告厅举行。我校副校长蒋金法教

授，CIMA 中国大陆事务总监徐国栋先生等人出席。 

26 日，校长助理李良智来到研究生院，紧扣“两学一做”为院党支部全体党员

讲了一堂精彩党课。 

26 日，我校首位外籍博士后开题报告会在博士后管理办公室会议室举行。报告

人为 Badar 博士后，研究的题目为“政府担保对中国银行业市场份额、风险承担和

风险转移行为的影响 ”，博士后导师胡援成教授、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严

武教授(答辩委员会主席)、许统生教授、桂荷发教授、曹玉珊教授以及博管办王耀德

主任等参加了本次开题报告会。 

26 日，首届“江财人”杯校友足球邀请赛将于 10 月 5 日至 6 日在我校举行。

作为江财首届校友文化节上重要活动之一，我校将举办这次邀请赛。 

27 日，我校完成了首次空中宣讲会，主题为“我有众学子，足以面四方！招聘

请来江西财经大学”。 

27 日，校党委中心组召开今年第九次理论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



 

407 

党问责条例》，学习贯彻刘延东副总理在江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并部署学校安

全稳定工作。 

27 日，校长王乔主持召开今年第四次院长例会，聚焦学校近年来的科研工作，

探索促进科研上水平的新路径。副校长蒋金法、王小平、阙善栋，校长助理李良智

出席。 

27 日，功夫片演员、《李小龙传奇》主演陈国坤做客明德讲坛，为我校师生带

来一场题为“我的功夫与影视世界”的主题讲座，分享人生经历与经验。校新闻中

心负责人及相关科室负责老师与同学们一起参与了活动。 

27 日，网易《人间》栏目负责人沈燕妮做客江财，在蛟桥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103 作题为“非虚构写作如何讲述真实”的讲座。 

28 日，校长王乔、副校长阙善栋在现代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金华、党委书记姜

红仁及院领导班子成员的陪同下到共青校区调研工作。 

28 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教育领事 Rolph Roger 先生及总事馆文化教育处华

南区助理主任林晓女士到访我校。 

28 日，国际学院“UP 计划”暨大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与创新实践教育计划启动

仪式举行。副校长邓辉、王小平出席仪式并讲话。 

29 日，金融学院本科生第一党支部召开 “两学一做•艰苦奋斗攻难关”阶段学

习教育会。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应邀为学生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微党课。 

29 日，在新加坡红点博物馆举行颁奖典礼，艺术学院产品设计专业学生设计的

作品 Measuring Noodle Bag（团队成员：刘咏诗、吴天、魏艺、熊伟文、招炳翀）

和 Airborne tent（团队成员：熊施林、韩文佳、李明海、王涛、毛日丰）获德国

红点奖。 

29 日，信息管理学院海归博士方玉明受邀担任国际权威期刊Signal Processing: 

Image Communication 编委（Editorial Board），负责该期刊的论文审稿和录用工作。 

29 日，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本科专业评价汇报会举行，副校长邓辉到会讲话。

专业评价专家组专家和软通学院教师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29 日，吉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委书记肖梅卿、管委会副主任李祖福一行七

人到我校举行校地合作帮扶对接洽谈会。副校长蒋金法出席并发表讲话，科研处处

长匡小平主持会议。 

29 日至 30 日，为进一步推进 2016 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工作，教务处组织专家组

对 12 个参评专业开展了第二轮专家评审及督查工作。副校长邓辉担任组长，全程指

导此次工作。 

30 日，由法治江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西财经大学共同组建的“法治江西

智库”第一届理事会大会在我校召开。 

30 日，校党委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前夕到北京市八一

学校看望慰问师生时作出的重要讲话精神。校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党群部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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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同志列席会议。 

30 日，我校绿派社在来自全国众多申报材料中脱颖而出，在收获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认可的同时，绿派社成功申请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东陶（TOTO）水环境基

金”项目的资金资助。 

30 日，我校召开 2016 年第二次度物业考评会。副校长阙善栋出席会议并讲话。

学工处、教务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后勤保障处、保卫处、图书馆、网络信息管

理中心、体育学院等部门负责人及龙城物业、东吴物业公司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后勤保障处处长彭元主持。 

 

十月 
2 日，300 余名 1982 级校友重聚母校隆重举行毕业 30 周年联谊庆典，校党委书

记廖进球、副校长蒋金法、王小平出席典礼。 

2 日，国际学院迎来了 2002 级首届毕业十周年校友，2002 级国际会计、国际金

融、国际商务专业近百位校友齐聚江财，共议当年事，再叙当年情。副校长蒋金法、

副校长王小平出席活动。见面会由国际学院党委书记涂艳主持。 

2 日，1996 届毕业生 20 周年联谊会在蛟桥园校区大礼堂隆重举行。校长王乔，

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副校长邓辉、阙善栋出席大会。 

3 日，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碧水行动协会申报的《南昌碟子湖环湖水域污染调

查》项目成功入围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TOTO 水环境基金 2016 年大学生社团水环境

保护和节水活动小额资助评选。 

5 日，我校首届“江财人”杯校友足球邀请赛拉开了序幕。副校长阙善栋出席

开幕式。北京校友会会长张军、珠海校友会会长龙彬、东莞校友会会长陈旺、基金

会理事高素梅、范小清，校党委宣传部、校友办、后勤保障处、体育学院等部门负

责人参加了开幕式。近 200 名球员参赛。 

5 日，我校召开审核评估自评报告修订研讨会。教学副校长邓辉、教务处处长

许基南、评建办副主任黄晓全、审核评估“6+1”项目组组长、部分学院教学副院长

及评建办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邓辉主持。 

5 日，副校长邓辉主持召开审核评估自评报告修订研讨会。教务处处长许基南、

评建办副主任黄晓全、审核评估“6+1”项目组组长、部分学院教学副院长及评建办

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8 日，我校 2016 级秋季 MPA 研究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

长李良智教授出席并讲话。典礼由学院党委副书记卢建华主持。 

8 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2016 级新生军训总结大会举行，校纪委书记杨建林、

副校长阙善栋，校党委组织部部长欧阳康，南昌陆军学院马龙生大校，中航共青公

司总经理凌云、副总经理段建新，学院院长王金华、党委书记姜红仁及学院领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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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成员出席大会，学院各部门负责人，参训教官、班主任、班主任助理、2461 名 2016

级新生参加大会。副院长吴小刚主持大会。 

8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以“什么是艰苦奋斗精神？”“共产党员应该有怎样的

艰苦奋斗精神？”为题，为党办校办党支部上了一堂“艰苦奋斗攻难关”专题党课。 

8 日，校长王乔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来到信息管理学院参加党员组织生活,并

以“艰苦奋斗攻难关”为题，为信息管理学院 52 名教职工党员讲了一堂精彩生动的

“两学一做”第三专题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专题党课由信息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邹春

发主持。 

9 日，省教育工会常务副主席吴艳玲、副主席刘永东一行看望在我校集训的省

教育工会乒乓球队队员，校工会主席刘金凤、体育学院郑志强院长陪同。 

9 日，首届“江财人”杯校友足球邀请赛圆满落幕。 

9 日，我校 2015 年度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工作布置会召开，副校长邓辉

出席会议。会议由教务处许基南处长主持。 

9 日，副校长、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蒋金法教授赴

浩德实业有限公司就环境治理的困境及其财政支持政策进行调研。江西省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谢花林教授、肖文海教授、陈拉博士等陪同调研。浩德实业

公司杨华荣董事长接待了蒋金法一行，双方举行了座谈会。 

11 日，南非总统祖玛关切我校南非留学生，南非留学生今年假期回国期间受到

南非总统祖玛的热情接待。 

11 日，省政府金融办、江西财经大学策划筹建，红谷滩新区管委会后携手，共

同打造江西金融发展智库——我校积极参加江西金融发展研究院的建设。 

11日，江西省第四届外国留学生汉语大赛预赛暨我校选拔赛在留学生公寓举行。 

12 日，协同创新中心廖进球、杨头平、刘满凤撰写的《上海市“平台经济”发

展分析及对江西的启示》（“江财智库专报”第 2 期）一文获常务副省长毛伟明的肯

定批示。 

12 日至 14 日，第二届“国际购买力平价与生活水平的国际比较”国际研讨会

在英雄城江西省南昌市江西泰耐克国际大酒店成功举办。这是经济统计领域的国际

顶级盛会首次走进江西。本次会议由江西财经大学、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等联合承办。 

13 日，全国首届社会保障师资培训班在我校顺利开班。培训班由中国社会保障

学会教学委员会主办，我校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副校长蒋金法代表学校致辞，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教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大学童星教授，中国社会保

障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杨立雄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西北大学席恒教授等参加开班仪式，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教学委员会委员、财税

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春根教授主持开班仪式。 

13 日，我校绿派社成功中标中国石油·公益未来成才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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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金秋时节，阳光明媚。我校第三十六届运动会在蛟桥园北区运动场隆重

开幕。校领导王乔、易小明、蒋金法、杨建林、邓辉、阙善栋、李良智出席开幕式。

校纪委书记杨建林主持开幕式。校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各学院党委书记、副书记

参加了开幕式。 

13 日至 14 日，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务长、副校长 Brent Carbjal 博士、环境学院

院长 Steve Hollenhorst 博士、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Janet Xing 博士、副教授罗宝珍与

国际处处长 Dr. Vicki Hamblin 博士一行五人来访我校。副校长王小平亲切接见了访问

团一行。 

14 日，我校 96 届贸经班(2)、农税班校友在毕业 20 周年返校聚会之际，向母校

各捐资 1 万元认养樟树和银杏树各 1 棵，并在蛟桥园南区“桃李天下”校友园林举

行了简短而热烈的捐赠挂牌仪式。阙善栋副校长出席仪式并向两班颁发捐赠证书。

校友办、国际经贸学院负责人参加仪式，这标志着我校“校友林”树木认捐挂牌启

动。 

15 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我校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全国统筹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学术研讨会

在南昌市滨江宾馆召开。 

15 日，江西省社联“社科大讲堂”与我校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尚公讲坛”再

度联手，举办高层专题学术报告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应邀做“慈善法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专题报告。报告会

由副校长蒋金法主持。江西省社联社科普及开发管理处处副处长赵华伟、我校师生

代表及社会人士共 400 余人参加报告会活动。 

15 日，我校第三十六届体育运动会圆满落幕。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副校长邓

辉出席闭幕式。宣传部、工会、校团委、保卫处、体育学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了闭幕式。体育学院院长郑志强主持闭幕式。 

15 日至 16 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教学委员会与我

校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全国

社会保障教学研讨会（2016）在南昌举行。 

16 日，由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主办的第十一届海外留学咨询展分别在蛟桥校

区崛起广场和麦庐校区十二生肖广场隆重举行。本次咨询展的主题为“从这里走向

世界/Go Global. Experience the World”，意为广大江财学子搭建国际交流的平台，从

江财走向世界。 

16 日，由江西省广播电视台策划发起，由江西省教育厅和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

“青春创业行，开启未来路”江西省第三届大学生创业公开课企业家创业导师见面

会在我校举行。 

17 日，在学校党委的安排部署下，副校长阙善栋带队，由学校党委组织部、党

委宣传部、校友联络办、金融学院、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江西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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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研究院等部门和学院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专家组成的帮扶队伍一行 9 人远赴上饶铅

山县桥亭村开展帮扶活动。 

17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毛伟明 9 月 19 日对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

长李春根刊发在《江财智库专报》（2016 年第 3 期）的研究报告《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扩面征缴的症结与出路》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等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报告内容。 

17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毛伟明对《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参考》

（2016 年第 6 期，总第 22 期）文章《新常态下我省财政的可持续性分析：挑战、

机遇与对策》（执笔：徐建斌）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江西省财政厅等相关部门进一步

研究报告内容。 

18 日，由江西省教育厅指导，南昌市教育局、共青团南昌市委等多家机构联合

承办的 2016“圆梦足球，助力留守儿童圆梦绿茵”公益足球赛暨江西省首届高校足

球邀请赛开赛仪式在我校隆重举行。 

18 日，我校召开了内部控制工作布置专题会议，校内部控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及二级财务独立核算单位主要责任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内部控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校长王乔主持。 

18 日，校长王乔来到我校教职工公寓亲切看望我校新疆内派教师，内派服务管

理教师江西协调站站长马新宏及我校学工处、后勤保障处、人事处等部门负责人随

同看望。 

19 日，我校与上海汇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签约暨捐赠揭牌仪式隆重举行。 

19 日，2016 年全省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结果揭晓，全省共有 419 支队伍参加比

赛，我校 73 支参赛队伍脱颖而出、斩获佳绩，其中 8 支队伍获一等奖、29 支队伍

获二等奖、36 支队伍获得三等奖，获奖队伍数量和层次均名列全省高校前茅，取得

较大突破。 

19 日，中国税票博物馆成功获评江西省优秀社科普及宣传基地。 

19 日，在马来西亚南方大学由马来西亚新山公会教育委员会与南方大学联合举

办的第十届“中华杯”亚太区大专华语辩论公开赛中，由工商学院、国贸学院、国

际学院、法学院、信管学院、旅城学院的同学组成的江西财经大学代表队在此次比

赛中获得季军的好成绩。 

19 日，校党委宣传部、校团委组织党员参观“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江西省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主题展”。  

20 日，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校纪委联合组织部和管理服务督查组正式启动

了学校第一轮 10 个校属单位的廉政巡查工作，目前，已经组织对艺术学院、后勤保

障处和图书教材采购供应中心等单位的廉政巡查工作，巡查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

比较好的效果。 

21 日，我校与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学术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爱尔兰驻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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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 

22 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南湖大讲堂”第一期在共青校区开讲。我校副校长、

学院董事会副董事长王小平教授受邀作题为“中国经济发展制度研究”的专题讲座。

讲座由学院副院长陈明主持，院党委书记姜红仁、副书记纪春福，学院共青校区 600

余学生及部分教师听取了讲座。 

21 日，我校召开民主党派、统战团体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学习传达上级有关统

战工作会议和文件精神，沟通部署近期相关统战工作，并征集党外人士对学校“百

年名校”建设的意见建议。副校长、民进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主委邓辉和我校民革、

民盟、民建、农工党、九三学社、留联会、知联会、侨联及统战部相关负责人参加

会议。 

22 日，江财北京校友会 2016 届迎新联谊会在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隆重举行。

200 余名在京新老校友欢聚一堂，畅叙友情。 

22 日，畅销书作家、有着“鬼马文学天后”之称的苏小懒做客第三期明德讲坛，

为我校学生解答青春疑惑，畅谈人生感悟，现场气氛轻松火爆。 

22 日至 23 日，2016 年新入职人员培训班顺利开班。副校长王小平教授出席开

班仪式并为“青椒”（青年教师）们带来了首场报告。 

22 日至 23 日，全国中、高等院校第九届算量大赛和第七届施工管理沙盘及软

件应用大赛总决赛分南北两个赛区在河南工业大学和吉林建筑大学同步举行。 

23 日，信息管理学院“金融科技与创业投资”校友论坛成功举行。此次校友论

坛聚焦“金融科技与创业创投”，邀请了 1991 级经济信息管理专业校友，深圳翼虎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余定恒，1996 级经济信息管理专业校友、深圳市凯

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投资总监吴星等作为主讲嘉宾。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毛

小兵，10 余名已毕业校友、200 余在校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23 日，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6 级创客大赛决赛隆重举行。 

23 日，“中华会计网校杯”第六届校园财会大赛总决赛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琢

玉讲堂圆满落幕。此次比赛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与正保远程教育

联合主办。由我校会计学院的优秀参赛选手张琦、王荣、陈秋玲组成的队伍一路披

荆斩棘，最终斩获全国二等奖的好成绩。 

24 日，重庆邮电大学副校长符明秋一行 7 人来我校调研。副校长蒋金法会见了

符明秋一行。 

24 日，第二届江西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落下帷幕，我校青年教师胡少勇、

李燕辉、谭亮认真备战，积极展示，分别在文、理、工三个学科的教学竞赛中获得

二等奖，展示了我校青年教师的良好的精神风貌，校工会作为优秀组织奖的代表领

奖。 

24 日，我校“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升旗仪式在崛起广场隆重举行。校

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副校长蒋金法出席仪式。仪式由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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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由团中央学校部指导，中国青年报社、人民网共同主办的 2016 年大中

专学生“三下乡”实践“千校千项”成果遴选名单在万众瞩目之下新鲜出炉。我校

会计学院学子徐鹏在数万人中脱颖而出，荣获“实践组织带头人”的称号。 

24 日，全国第十八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长沙开幕，我校财税与公

共管理学院和档案管理中心联合申报的中国税票博物馆成功获批“全国社会科学普

及基地”。 

24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来到广州大学，看望我校 1980 级商业会计校友、现

任广州大学校长魏明海教授。副校长阙善栋，党办校办、共建办主任袁雄随同看望。 

24 日，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邴正教授应邀到人文学院作

题为“当前文化发展趋势与矛盾”的学术讲座。副校长蒋金法教授主持了讲座。人

文学院院长尹忠海教授、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家琪教授以及人文学

院、工商管理学院的部分师生听取了讲座。 

25 日，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华栋对我校信息管理学院余达锦副教授、博士撰写

的研究报告《开创赣江新区“智造”新局面的思考与建议》一文做出肯定性批示。

批示指出，研究报告对赣江新区产业等做了深入的调研，分析问题准确，提出的建

议对赣江新区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25 日，陈始发教授应邀参加光明日报主题对话。 

26 日，光华讲堂走进江西财经大学活动在蛟桥园北区研究生楼报告厅举行，外

交部非洲司前司长程涛为我校学生带来了主题为“浅谈中国特色外交：‘一带一路’

----中国外交大手笔”的讲课，我校师生两百多人听取了讲课。 

26 日，我校第二十七届学生学术节开幕式于 21 日晚在麦庐园大礼堂举行。副

校长蒋金法出席开幕式，各学院党委书记或副书记、校团委领导班子成员，各学院

党团干部、学生代表参加开幕式。 

27 日，团中央公布了 2016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优秀单位、团队、个人名单，我校荣获 2016 年全国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单

位等多项荣誉。 

27 日，绿派社项目入选全国社会实践“千校千项”成果。 

27 日，副校长王小平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经济学院党员组织生活会，为

师生党员上了一堂主题为“弘扬长征精神，为我校实现百年名校梦努力奋斗”的专

题党课，党课由经济学院党委书记胡文烽主持。 

27 日，我校召开了内部控制专题培训会。 

28 日，就我校图书馆调整开放时间、拓展阅览座位等工作，校务委员、图书馆

馆长邹传教应邀出席我校例行新闻发布会并回答了学生记者提问。 

28 至 29 日，校长王乔、纪委书记杨建林一行不远千里抵达四川阿坝州小金县，

亲切慰问了我校在四川小金美兴中学和城关二小进行支教服务的 6 名研究生支教团

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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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由江西省教育厅主办、我校会计学院团委承办、CIMA 特许管理会计师

公会赞助的“CIMA 杯”江西省管理会计案例分析大赛于我校学术报告厅圆满落幕。

我校 BLACK.D 队与薪火队两支队伍分别夺得本次比赛的冠军和亚军。 

29 日，2016“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写作、阅读大赛江西赛区复赛在南昌

工程学院举行。来自省内 46 所本科院校的 138 名演讲选手、111 名写作选手、123

名阅读选手和各校专家评委、指导老师参加了本次比赛。 

29 日至 30 日，由我校会计学院学子黄曼丽为队长的江西财经大学代表队于第

十三届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决赛中荣获卓越奖。 

29 日至 30 日，2016 年江西省经管类大学生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竞赛暨创新创

业实践教学研讨会在我校正式拉开帷幕。我校副校长邓辉，江西省大学生科技创新

与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周平风出席研讨会开幕式。计算机与实践教

学中心主任方勤主持开幕式。本次活动由江西省教育厅主办，省高等院校科技开发

办公室承办，江西财经大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承办，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福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厦门网中网软件有限公司、深圳国泰安教育技术有限公

司以及杭州贝腾科技有限公司协办。 

30 日，中国青年网以《江西财经大学“爱心图书馆”在小金县揭牌》为题报道

了我校研支团的爱心善举。旋即引发强烈反响，今日头条、江西新闻广播卫视、华

正网等众多媒体相继转载。 

30 日，由江西省教育厅主办、江西教育电视台承办的江西省第四届外国留学生

汉语大赛复赛在南昌理工学院举行。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比拼，我校选拔的三位选

手表现出色，自参赛的 47 人当中脱颖而出，全部入围 20 强。其中加拿大籍留学生

CONG Xu 还在 20 进 10 的比赛中成功晋级。 

30 日，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在共青新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大礼堂召开首次教职工

大会，学院领导、全体教职工共 250 余人参加会议。 

30 至 11 月 9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应邀率团访问了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立大学、阿联酋沙迦美国大学、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迪拜分校

等 4 所高校和阿联酋最富盛名的国际学校 GEMS World Academy。当代财经杂志社常

务副社长蒋尧明、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杨尚勇、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肖珑随团出访。 

30 日，由江西省教育厅主办，我校会计学院团委承办，中华会计网校赞助的“中

华会计网校杯”江西省审计案例分析大赛决赛在我校举行。 

31 日，绿派社荣获全国“‘三下乡’优秀团队”称号。 

31 日，我校“财政大数据分析中心”项目成为 2016 江西教育合作项目（北京）

对接会签约项目之一，现场签约部分项目，签约经费 5000 万元。我校副校长阙善栋

出席对接会，并在会上与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周法兴签署了合作协议。财

政大数据分析中心主任夏家莉为与会领导及代表进行了项目现场演示。 

31 日，我校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开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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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培养学生、优势资源共享、师资学术交流等进行多元化的合作。 

31 日，我校首届生涯体验周活动举行。副校长蒋金法出席并讲话。招生就业处、

大学生职业发展促进中心主要负责人及广东惠州学院嘉宾及部分教师代表及学生代

表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玉杰主持。本次活动由招生就业处

大学生职业发展促进中心举办，活动的主题是“洞悉自我、领悟世界、戮力前行、

勇于蜕变”。 

31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理、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王

文斌教授应外国语学院邀请，作题为“我国外语教育研究的理论框架：建构与解析”

的学术讲座。 

31 日至 11 月 8 日，我校掀起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热潮。 

31 日至 11 月 1 日，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牛先锋教授的“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术报告会和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刘晓根

副教授的“学习系列讲话、增强四个自信”学术报告会在我校研究生学院学术报告

厅隆重举行。我校师生 200 余人听取了报告。 

31 日至 11 月 2 日，华东地区首届高校档案工作论坛在山东大学举行。我校作

为江西高校的代表与会并作主旨发言。档案管理中心李金云主任、高杨松老师与会。 

 

十一月 
1 日，副校长阙善栋召集分管部门会议，研究部署做好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审

核评估专家进校期间后勤保障工作。校友联络办公室、后勤保障处、保卫处、校园

建设处、资产处、校医院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1 日，我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指挥中心于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研究评估指挥

中心运作机制并部署近期工作。副校长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党办校办、党委宣传

部、学工部、人事处、教务处、后勤保障处、保卫处和评建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参加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评估指挥中心正式开始运作。 

1 日，江西省高校网站联盟建设座谈会在我校召开。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江

西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部长、省教育厅社政处处长曾青生，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

省教育厅社政处调研员曹云生出席会议。 

2 日，一年一度的幼儿园亲子运动会举行。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出席活动并致辞。

人事处、宣传部、团委、校工会、体育学院相关负责人与小朋友及家长们共同度过

了一个愉快的上午。 

2 日，中韩青少年友好交流团抵达我校，标志着为期一周的中国江西省与韩国

全罗南道“2016 中韩青少年友好交流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胡

新明、我校副校长王小平出席了欢迎仪式。该项活动由江西省教育厅主办，我校作

为承办单位之一，负责南昌及周边活动的安排。韩国全罗南道师生代表一行 29 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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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师生代表 20 人将参加交流活动。 

2 日，副校长阙善栋主持召开校友馆改版研讨会，宣传部、校友办、工商管理

学院、经济学院、金融学院、法学院、档案管理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就校友馆改版问

题召开专题研讨会。 

2 日，后勤保障处召开了以“践行‘两学一做’，创建质量、数字、文化、和谐

后勤”为主题的师生座谈会。 

2 日，英国 BPP 商学院院长 Justin Thomas 来会计学院进行访问，面向全体 ACCA

专业学生开展了一堂有关 F4（公司法与商法）全球统考的讲座，出席本次讲座的还

有 BPP 大学华东地区市场负责人刘尚军和我校讲师夏秀渊。 

2 日，副校长阙善栋带领我校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由江西省廉政办、省政

府纠风办、江西广播电视台主办，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承办的《党风政风

热线》直播节目，就学校党风校风建设方面的工作回答听友的提问。 

2 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公布“江西省示范性研究生联合培养

基地”名单，工商管理学院与正邦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申报的“江西省企业管理专业

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获得该荣誉称号,并获由江西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和江西省

教育厅联合授牌。本次江西省仅有 20 家基地获评，我校也仅 2 家获评。 

3 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泽水教授，加拿大温莎大学商学院李武教授来

我校信息管理学院进行学术指导和交流，并分别为师生作了题为“犹豫模糊决策”、

Distribution Channel Strategies under Environmental Taxation 的学术报告。 

3 日，江西同心智库揭牌仪式暨 2016 智库研究报告发布会在南昌举行。省委常

委、省委统战部部长蔡晓明，省政协副主席李华栋、汤建人、刘晓庄、郑小燕、孙

菊生出席揭牌仪式并为江西同心智库揭牌，为首批智库专家颁发聘书。会上发布了

题为《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战略重点及评价体系研究》的智库研究报告。 

4 日，关于“西域•阳光助教”——经济学院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学业助教

选拔活动的新闻发布会在蛟桥园北区影视楼举办，出席本次发布会的嘉宾是经济学

院党委副书记李大晖。 

4 日，国际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解放军艺术学授声乐教授晁浩建应邀到艺术学

院音乐厅，为音乐系师生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声乐教学讲座。 

4 日，我校九届三次教代会代表提案办理巡视督办会议召开。 

4 日，我校首届钢琴音乐会在蛟桥园北区大礼堂举行，本次音乐会由校团委、

校大学生艺术团主办，我校师生 900 多人欣赏了本场音乐会。 

4 日至 6 日，全国知名传统音乐领域研究专家学者管建华、许讲贞、喻辉、李

宏锋等做客我校，为艺术学院师生带来多场精彩学术讲座。 

5 日，第五届传统音乐高端论坛举行，本次论坛由我校承办。 

5 日，会计学院举行第八届会计人才专场招聘会。副校长蒋金法、招就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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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锐到现场指导，了解同学们就业意向，细心询问招聘单位的有关情况。江西省教

育电视台、凤凰财经的记者也来到招聘会现场，对应聘者和企业进行了现场采访。 

5 日，一年一度的江西财经大学 EMBA 学院返校日在青山园校区隆重举行。 

5 日，EMBA 教育学院 2016 年校友返校日举行。校长助理李良智出席活动并致

辞。MBA 学院相关负责人及 EMBA 校友代表参加会议。 

5 日，在江财众创空间的 UP 创咖举行了一次创业项目与投资人零距离的创业路

演，担任路演评委的多为投资人和孵化器负责人：江西汉韵孵化器有限公司合伙人

CEO 康海涛、江西悦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龚彦、心客众创常务副总裁·心客

投资执行总裁汪继、AR-VR 增强现实产业园总经理刘小兰、江西农业大学创新创业

实践指导中心主任李飞等，创业教育学院院长刘彪文及全院老师现场观摩本次路演。 

5 日，江西省临川区抚州采茶戏传习所在我校艺术学院音乐厅进行采茶戏经典

小剧目表演，莅临本场演出的领导和嘉宾有我校原校长史忠良教授、亚洲音乐学会

会长喻辉教授、著名二胡演奏家杨易禾教授、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

傅平安主任、我校艺术学院院长包礼祥教授、副院长李民博士、樊凤龙博士等。 

5 日至 6 日，由江西省体育局主办，江西省健身健美协会承办的高水平健身健

美项目锦标赛在南昌铁路文化宫举行。我校选出了 15 人的代表队参加了九个项目的

竞技，一举获得 14 块奖牌，其中 7 枚金牌、5 枚银牌、2 枚铜牌，并且荣获“团体

季军”奖杯，这是我校迄今为止获得的健身健美比赛的最佳成绩。 

6 日，第四届全国公共财政管理与政策学术研讨会在南昌成功举办。来自中国

财政科学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云南大学、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等 20 余家单位的 4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副校

长蒋金法和全国 MPA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朱春奎出席会议并致辞。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春根主持会议。 

6 日，EMBA 教育学院第十届运动会在江财蛟桥园校区体育馆胜利开幕。校长助

理、博士生导师李良智，EMBA 教育学院 EDP 中心总顾问、上海高级国际航运学院

副院长赵海波老师出席。体育学院、EMBA 教育学院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运动会开

幕式。 

6 日,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成立大会在我校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副

校长、博士生导师蒋金法教授，金融学院院长汪洋教授，国内知名票据领域研究专

家肖小和教授，九江银行行长潘明共同为研究院揭牌。大会由金融学院副院长刘兴

华主持，监管部门负责人、专家媒体、同业嘉宾及 2016 级金融学专硕研究生共同见

证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7 日，校党委中心组召开今年第十次理论学习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校党委副书记、校长王乔讲话。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主持并传达全省领

导干部会议精神。校领导蒋金法、杨建林、王小平、阙善栋、李良智参加学习。校

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传达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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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江西省教育厅安全稳定评估组来校开展 2015—2016 学年安全稳定工作考

评，以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李国金为组长的考评组一行 5 人莅临我校检查指导。校

长王乔会见了考评组一行。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主持了汇报会，副校长阙善栋作工

作汇报。 

7 日，北京市地税副局长吕兴渭一行参观了我校的中国税收票证博物馆。校档

案管理中心主任李金云、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春根、江西省地税局办公室副

主任倪军、南昌市地税局纪检组长姜雁平等陪同参观。 

7 日至 8 日，我校第二届华民慈善基金“大爱同行”大学生就业扶助项目培训

顺利举行。华民慈善基金会特邀国家一级人力资源师、从事人力资源行业 15 年的李

晓红老师和中国人才研究会、青年人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黄悌老师为我校 100 多

名 2013 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培训。 

7 日至 9 日，2016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商务会奖旅游策划大赛总决赛在

福建厦门落幕。徐克帅博士带队的旅城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林于坚、王丹婷、支钰婷、

杨惠蕊、李萌丽等 5 位同学首次参赛，并一举荣获“2016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

赛商务会奖旅游策划大赛” 二等奖。 

8 日，我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指挥中心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听取审核评估各

工作组工作汇报，讨论各工作组工作方案，研究评估工作的有关问题。副校长邓辉

主持会议。 

8 日，国务院侨办咨询顾问、美国资深精算师刘立义博士为我校学子举行了一

场主题为“美国保险界的现状”的公益讲座。副校长王小平会见了刘立义。 

8 日，中华全国学联官方微信公众号以《江财金融学院 你的大学青春我做主》

为题，用大篇幅报道了我校金融学院立足现实，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形式新颖，内容

丰富，参与度高，学生喜闻乐见的三走活动。 

8 日，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高校富豪校友排行榜，江财 3 位校友榜上有名，排

名全国高校第 42 位，为江西唯一上榜高校。江财校友首富是郑跃文，拥有财富值为

260 亿元。 

8 日，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会召开。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

易小明，副校长阙善栋，校长助理李良智出席会议。 

9 日，我校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温锐教授

的调研报告《农民“等要靠”的“炼成”与化解》论文获省长刘奇批示。 

9 日，校党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省委教育工委要求，成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宣讲团，并于即日起在全校开展全会精神宣讲活动。 

9 日，由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主讲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会于工商大

楼成功举办。参加此次宣讲会的主体为工商管理学院 16 级工商管理专业的同学。 

10 日，副校长邓辉带领教务处、宣传部主要负责同志先后走进麦庐园、蛟桥园

的教室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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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校园建设处处长肖兴富、副处长姜瑜等一行四人，前往铅山县虹桥乡桥

亭村对学校重点帮扶项目村委会加建村民活动室项目进行竣工验收，并走访慰问该

村桥里村民小组定点帮扶对象徐金仙，为她送去了大米、食用油和 1500 元慰问金。 

10 日，九三学社江西财经大学支社召开第四次社员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支社

委员会。九三学社省委会副主委肖礼庆、副巡视员兼秘书长田荣到会指导，校党委

副书记易小明应邀出席会议并讲话。 

10 日 19 时，著名会计学家、审计学家、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享受者、全国优秀教师和我国会计信息论奠基人，原江西财经学院代院长裘

宗舜教授，因病医治无效辞世，享年 96 岁。 

11 日，校党委组织部报送的《“映山红”大学生党员先锋计划》和国际学院党

委报送的《基于“互联网+”背景的国际学院党员桥系列活动》分获江西省高校党的

基层组织建设创新成果奖一等奖和三等奖。这是我校探索党员教育管理“三会一课”

制度化的新成果。 

11 日，校党委统战部组织各民主党派及统战团体成员近 30 人赴秋收起义修水

纪念馆参观学习，以红色主题教育夯实“同心”思想引领。校党委统战部、修水县

委统战部负责同志一同参加活动。 

11 日，我校人文学院副院长蒋国河博士撰写的英文论文 RURAL–URBAN 

DISPARITIES IN ADOLESCENT RISKY BEHAVIORS: A FAMILY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发表在国际 SSCI 期刊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16 年第 8 期。这是我

校首篇社会学类、社会工作类 SSCI 论文（第一作者）。 

11 日，我校召开本科专业信息平台填报数据材料核查工作布置会组织召开了工

作布置会。副校长邓辉出席了会议并讲话。各学院教学院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及数据核查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教务处处长许基南主持。 

11 日，关于我校中国税票博物馆成功获批“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的新闻发

布会举行，出席本次发布会的嘉宾是我校档案管理李金云主任和财税与管理学院党

委书记陈荣教授。 

11 日至 13 日，第八届全国财经高校法学教育论坛暨第一届“法源杯”全国财

经高校法律职业技能大赛在浙江财经大学隆重举行。我校法学院学子在此次比赛中

表现突出，研究生组获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本科生组获得二

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在参赛院校中成为获奖项数最多的高校。 

12 日，由江西省教育厅主办、江西教育电视台承办的江西省第四届外国留学生

汉语大赛决赛在南昌理工学院圆满落幕。我校加拿大籍选手 CONG Xu 代表我校留学

生在决赛中一展风采并最终获得二等奖。 

12 日，职业技术学院召开高职教育办学十七周年座谈会。副校长邓辉，原副校

长吴照云，合作办学单位代表，职业技术学院校友会代表，原职业技术学院历任领

导代表，职业技术学院历届毕业生代表，校友办负责同志以及职业技术学院全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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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参加本次座谈会，会议由学院院长刘彪文主持。 

12 日，学院按照中央和省委、省委教育工委及校党委要求，邀请到我校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成员宣传部部长王金海到学院开展宣讲。全院全体党员干

部、教职员工及部分学生党员代表利用周末时间，认真聆听了本次宣讲。 

12 日至 13 日，江西省第三届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在我校拉开战幕，本届大赛

由省教育厅主办，我校法学院与华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承办。2 日至 13 日，江西省第

三届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在我校拉开战幕，本届大赛由省教育厅主办，我校法学院

与华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承办。 

12 日至 13 日，第 41 届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域赛开展，我校

信息管理学院 2014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姜勇、吴雅男、梁超组成的

“yoyoyoyo”代表队获得第 41 届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域赛铜奖（指

导老师：骆斯文、焦贤沛），章洁、应新苗、王睿组成的代表队获得了第 41 届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域优胜奖（指导老师：骆斯文、焦贤沛）。 

13 日，在波兰 Bialystok 结束的国际健美联合会（IFBB）2016 年世界健身锦标赛

男子健体比赛中，我校体育学院著名校友郑少忠获得男子健体 174CM 以下级冠军和

全场冠军。 

13 日，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者、东北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心主任、中央“马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田克勤教授

来校讲学，讲座内容为《概论》课热点难点与长征精神历史定位。讲座由马克思主

义院长陈始发教授主持。 

14 日，吉林财经大学副校长张新宇一行 6 人来校调研。副校长阙善栋和后勤保

障处、校园建设处、资产管理处、网络信息管理中心等部门的同志在南区综合楼第

一会议室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14 日，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朱虹对《发展改革研究》2016 年第 12

期刊载的《浙江陕西经验对我省乡村旅游启发》一文做出肯定批示，并将该研究报

告批转给省旅发委和省旅游集团领导参阅。上饶市市长颜赣辉也对该文做出肯定批

示，并转发给全市干部学习。 

14 日，由“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义乌市

政府联合主办的“2016 中国（义乌）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国际论坛”在浙江义乌开

幕。来自全球 30 余个国家的超过 400 位政府官员、商界精英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

共同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贸易畅通、城市合作与国际化办学之路。 

14 日，周思成做客明德讲坛，为我校学生解答英语学习疑惑，畅谈人生奋斗史。 

15 日，校评建办主任、副校长邓辉带队对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进校考察

路线进行模拟考察，对各考察点准备工作开展督查。这标志着我校本科教学工作审

核评估迎评督查全面启动。 

15 日，校党委宣讲团成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江水法教授，为学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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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团委和招生就业处三部门宣讲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校团委书记习金文主持

报告会。 

1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对江西财经大学与民

进中央社会服务部联合课题组撰写的《产权创新、产业融动、发展共享：江西婺源

篁岭村的乡村旅游扶贫富民实践》一文做出肯定批示。 

15 日，由北京团市委、北京市学联的共同指导，辩论黄金联赛组委会组织运营

的全国性公益辩论赛事——辩论黄金联赛 2016 赛季江西赛区比赛第正式结束。我校

辩论队摘得江西赛区比赛冠军。 

15 日，我校兼职档案员培训会议举行，校属各单位兼职档案员、档案管理中心

相关工作人员共 80 余人参加，对新开发的“集中式档案管理平台”进行了培训和研

讨。 

15 日至 17 日，财政部 2016 年全国税式支出工作培训班圆满结束。培训班由财

政部税政司、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主办，我校继续教育学院承办。 

15 日至 19 日，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

全国学联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2016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于成都电

子科技大学落下帷幕，我校在 2016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佳绩。 

16 日，校园建设处、资产管理处、财务处在蛟桥园南区综合楼第二会议室共同

召开“学校政府采购活动内部控制管理工作暨培训会议”，会议由肖兴富处长主持，

阙善栋副校长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校属各单位分管采购工作的领导和采购经办人

参加了会议。  

16 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鹿心社和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毛伟明，分别对我校

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席卫群教授刊发在《江财智库专报》（2016 年第 6 期）的研究

报告《营改增对江西服务业转型升级影响及对策研究》做出重要批示，要求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和省金融办等相关部门参阅研究报

告内容。 

16 日，我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成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万绍

红分别到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信息管理学院对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宣讲。 

16 日，教育部举办的首届全国“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江西赛区决赛中，我校法

学院马近斐同学荣获高校组一等奖，法学院辅导员李临彧老师获评“优秀指导教师”。 

16 日，信息管理学院邀请学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成员万绍红博士

来学院做学习辅导报告。学院院长毛小兵、书记邹春发等师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100 余人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由院党委副书记肖建文主持。 

16 日，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来到蛟桥园南区学生宿舍，重点检查了今年学校在

学生宿舍推行的“两室一站”实施项目。他来到 4 栋、6 栋学生宿舍楼，现场仔细

察看了学生活动室、生活服务室及辅导员工作站的进展，并在 4 栋的学生活动室召

开现场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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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副校长邓辉带队分四个组对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税局等 15 个校外

实践基地进行了督查。通过走访交流，督查专家认为我校校外实践基地建设质量水

准较高。 

17 日，深圳虚拟大学园 2016 年联席会议在深圳举行。我校校长王乔出席了联

席会议，校长助理李良智、党办校办共建办主任袁雄、深圳研究院首席代表詹政随

同参会。 

17 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上海交通大

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杨小康教授和北京工业大学电子信息与控制工程

学院卓力教授，莅临我校信息管理学院进行学术指导和交流，并分别为师生做了专

场学术报告。 

17 日，校友办主任潘桦带队赴长沙参加由湖南大学、招商银行、北京神州智联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组织举办的高校校友、基金工作交流研讨会。中南大学、中国海

洋大学、西北大学、济南大学、江苏理工大学、湖南商学院等 15 个高校共同参与了

此次交流会。 

17 日，恰逢第十八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隆重举行之际，江西财经大

学深圳研究院成立暨入驻深圳虚拟大学园入园仪式举行，标志着我校作为第 58 所成

员高校正式入园。 

17 日，税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专题论坛在深圳虚拟大学园一楼演示厅举办。校

长王乔，副校长蒋金法、阙善栋，校长助理李良智，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服务中心

副主任戎雪亚出席论坛。论坛由我校深圳研究院税务首席代表伍红主持。 

17 日，我校金融学院研究生潘启娣、谢林利、熊志远团队在该项竞赛中以作品

“自适应 NLOS 环境的最优化 TOA 三维定位”喜获全国一等奖。 

17 日，统计学院举行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会。校宣讲团成员、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陈始发教授为统计学院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的专题报告。 

17 日，会计学院邀请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江水法教授为会计学院全体教

师解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17 日，深圳市许勤市长会见了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一行，双方围绕

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江财深圳研究院建设、助力深圳更有质量地可持续发展进行了

沟通和交流。 

18 日， 在 2016 年江西省知识产权（专利）知识竞赛中，我校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在全省参赛的 2187 名学生中，共荣获了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1 名，三等奖 6 名；

其中工商学院杨婉琪老师指导的学生涂佳和经济学院周谷珍老师指导的学生司马慧

如荣获一等奖。 

18 日，副校长王小平深入人事处、科研处走访调研，围绕学校海归博士聘用和

考核管理、教师分类管理考核、高端人才考核管理等议题与人事处、科研处负责人、

工作人员和部分学院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入座谈和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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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吉首大学校长白晋湘教授受我校体育学院之邀作题为“体育学课题的选

题情况分析”的学术报告。副校长邓辉、体育学院院长郑志强，学院教师和全体硕

士研究生共 30 多人听取了此次讲座。讲座由詹新寰副院长主持。 

18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

目立项名单，我校王乔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课题“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财

税支持政策研究”、易剑东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课题“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筹办的基

本原则、重点领域与关键问题研究”成功立项。 

18 日，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一楼会议室传来阵阵欢声笑语，来自中国的留学

生、访问学者和使馆官员欢聚一堂，参加正在这里举办的“我是留学生 这是我的故

事”征文大赛颁奖典礼。 

19 日，江西省反邪教宣传高校行系列活动暨反邪教主题法律知识竞赛启动仪式

举行。江西省委防范处理邪教办主任、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煌出席仪式并讲话。我校

副校长阙善栋主持仪式。我校师生、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群众共近千人参与了现场

活动。 

19 日，鹏城深圳，阳光和煦，暖风醉人。在灯火辉煌的香蜜湖好世界，江西财

经大学深圳校友会经济学院分会成立仪式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副校长王

小平、校长助理李良智应邀出席。 

19 日，由第二届全国“财税理论与政策”优秀研究生学术论坛会议在我校成功

举办。该论坛由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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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

心、江西财经大学预算管理与监督研究中心、《当代财经》杂志社协办。 

19 日至 21 日，为期两天的“汇丰杯”2016 年中国高校 SAS 数据分析大赛决赛

在北京林业大学学研中心隆重举行。我校统计学院师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汇

丰杯”2016 年中国高校 SAS 数据分析大赛百强荣誉称号。 

20 日，为期两天的 2016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泰安”流通业创新实

践竞赛暨第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流通业创新实践大赛、第四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营销

模拟决策大赛大陆地区决赛在陕西落幕。我校师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全国二

等奖 3 项、三等奖 2 项，同时获得最佳组织院校奖 2 项，优秀指导教师 2 项。所获

总奖项数位列江西参赛院校之最。 

21 日，我校与省委政研室合撰的《向特色优势要竞争力——江西省特色优势及

其竞争力研究》正式出版，这是江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重大调研课题成果。获中共

江西省委副书记姚增科同志批示。 

22 日，香港著名作家、媒体人、《文化风情》制片人王明青应邀莅临我校，为

人文学院师生作了一场题为“文化养心 艺术修行”的讲座。讲座由人文学院院长尹

忠海主持。 

23 日，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中经网杯”第六届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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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主办，中经网协办，我校图书馆承办。 

23 日，校党委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校党委书记廖进

球主持会议并讲话，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校党委副书记、校长王乔传达了省第

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在家校领导易小明、杨建林、王小平、阙善栋、李良智出席，

党群部门负责人参加。 

24 日，江西省公务接待专项检查组来校调研。检查组由省接待办副主任蒋志红

带队，省接待办、财政厅、审计厅、省直工委讲师团相关工作负责同志组成。 

24 日，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现场指挥中心总指挥、校长王乔带队对本科教

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进校考察路线进行模拟考察，对各考察点准备工作开展督查。 

25 日，2016 年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博士后学术论坛在我校举行。 

25 日，由校团委、校大学生艺术团主办的“庆祝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艺术

团专场音乐会在江财大礼堂举行，副校长阙善栋出席，我校师生 800 多人观看了音

乐会。本次音乐会首次运用了团中央“青年之声”视频直播平台在全国共青团系统

进行现场直播。 

25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在副校长邓辉陪同下，来到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现场指挥中心办公地点，亲切看望了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并检查了审核评估专

家进校后工作与生活安排情况。 

25 日，我校第三届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预赛第一阶段“主题演讲”的现场，此

次比赛由学工部（处）举办，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老师担任评委。 

25 日，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现场指挥中心常务副总指挥、副校长邓辉主持

召开审核评估专家联络员会议，对迎接审核评估专家进校考察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

署。 

25 日，我校就即将到来的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副校

长邓辉教授应邀出席介绍相关工作进展并回答学生记者提问。 

25 日，我校召开第二次党组织书记例会暨安全稳定工作部署会。校党委副书记、

校长王乔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主持，校纪委书记杨建林、

副校长阙善栋出席，校属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参加了会议。 

26 日，国泰安杯”2016 年江西省大学生创意电子商务竞赛在我校成功举行。 

26 日，江西省现场统计研究会第四次理事会暨江西省统计学科联盟协作会议在

我校召开。会议由江西省现场统计研究会主办，我校统计学院承办。共有来自南昌

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华东交通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新余钢铁集团公司等 20 余

所高校及国有企业的专家学者参会。会议由我校统计学院副院长罗世华主持。 

26 日至 27 日，江西省教育工会首届气排球赛在南昌航空大学举行。我校教工

运动员努力拼搏，团结合作，荣获优胜奖。校工会认真组织，为运动员提高良好的

训练和比赛条件，工会主席刘金凤亲自担任领队，为比赛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保障，

我校荣获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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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我校第二十七届学生学术节模拟板块集中展示在蛟桥园校区和麦庐园校

区同时进行，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到现场指导，来自 15 个学院的 22 个模拟板块和

3500 多名学生参加了本次集中展示活动。 

27 日，第四届沟通与谈判学术年会暨“国泰安”杯商务谈判策划大赛在浙江财

经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50 支队伍入围决赛。我校工商管理学院学生冷昕玥、

王洁、付康、胡至灵、楼诗逸五位同学组成的队伍在指导老师汪华林的带领下荣获

大赛一等奖。 

27 日，我校举办江西财经大学第二届国际文化节。 

28 日，以杨灿明教授为组长的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组在结束在我

校集体考察活动后，又马不停蹄地转入新的工作环节一一与我校领导进行深度访谈，

走访校属各部门和深入课堂听课，在紧张而忙碌的节奏中，在江财度过了高效而有

序的审核评估工作第一天。  

28 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见面会召开。会议由专家组组长、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教授主持。 

28 日，长沙举办“中国梦·我心中的最美社区”第二届“李燕杰杯”全国演讲

艺术大赛暨全国首届“响语杯”演讲辞征文大赛结果揭晓。法学院代表队获得团体

一等奖和最佳组织奖，法学院党委书记贺三宝老师获评“全国优秀指导老师”。 

28 日，江西省委宣讲团成员、井冈山大学副校长陈小林莅临我校，宣讲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会由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主持，校长王

乔作总结讲话。校领导易小明、蒋金法、杨建林、王小平、阙善栋听取了报告。 

28 日，著名财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安体富教授应邀来校，作题为“关于财政

学的学科属性与定位问题”的学术报告。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部分老师、研究生听

取了讲座，讲座由杨得前教授主持。 

29 日，第四届世界绿色发展投资贸易博览会——“赣港澳台”青少年生态环保

交流活动 25 日在我校举行。本次活动由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办，共青团江西省委、南

昌市人民政府承办。40 名港澳台地区青少年环保组织代表，50 名全国知名环保专家、

学者、政府部门、学生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 

29 日，是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组进校考察第二天。各位专家分别

对我校领导进行了深度访谈、走访了相关单位、深入课堂听课、实地查看资料等，

了解我校教育教学的各方面情况。 

29 日，我校召开学校 2016 年第二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由财经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王乔校长主持，副组长蒋金法副校长、纪委书记杨建林及财经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 

29 日，我校第十六届校园文化艺术节 ——“徐徐道来”徐晶晶独唱音乐会举办，

此次音乐会为我校联合中国东方歌舞团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徐晶晶共同举办。校党委

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副校长蒋金法、邓辉、王小平、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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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栋，原校长史忠良，原校党委副书记胡建华等领导出席并观看了此次音乐会。 

30 日，人文学院唐斌博士入选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师资库。 

30 日，是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组进校考察第三天。各位专家继续

对我校领导进行了深度访谈、走访了相关单位、实习基地、深入课堂听课、实地查

看资料等，深入了解我校教育教学的各方面情况。 

30 日，江西省国家保密局督查组来校督查保密工作。纪委书记杨建林主持召开

见面会，党办、校办、共建办主任袁雄，网络管理中心主任肖清雷以及党办、校办

部分机要工作人员参加了督查座谈。 

30 日，校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阙善栋率资产管理处、校园建设处、后勤保

障处、学工处、保卫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安

全大检查，以进一步做好校园安全工作，确保迎评促建期间校园安全稳定。 

 

十二月 
1 日，我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意见反馈会召开。专家组组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教授主持会议。江西省教育厅副巡视员胡新明出席会

议并讲话。 

1 日，“2016 年江西省高雅艺术进校园之‘走进芭蕾’”专场演出在麦庐园大礼

堂隆重举行。演出由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主办，我校承办。 

2 日，《人民日报》在 7 版理论版，刊发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的文章《强基

固本 锐意创新——提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科学化水平（治理之道）》。 

2 日，我校党办校办党支部在学校南区综合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全体党员大会，

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换届选举活动。 

2 日， 我校首届高中校长论坛暨升学在线高中高校对接峰会举行。峰会由我校

与升学在线联合举办。副校长邓辉、升学在线总编邵隆出席会议并致辞。省、内外

50 余所高校的代表、省内 98 所高中代表参加了会议。 

2 日，江西财经大学与中国人保财险江西省分公司奖学金签约仪式举行，中国

人保财险江西省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熊清华，我校副校长阙善栋出席签约仪

式。 

3 日，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张晓涛教授，中国商务出版社副总编、国

际贸易杂志社副社长郭周明博士莅临国贸学院讲学。 

3 日，我校来华留学生中国传统文化体验中心在景德镇浮梁陶瓷工业园内的名

坊园陶艺体验中心挂牌，这是我校设立的第一个留学生中国传统文化体验中心。 

3 日，“第三届赣鄱金融论坛”在我校举行。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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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协办。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金融

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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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深港两地女财经工作者交流座谈会在深圳召开。我校副校长蒋金法受邀

出席。 

3 日至 4 日，第五届（2016）全国产业经济研究生学术论坛在我校隆重举行。

论坛由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3 日至 4 日，“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前沿问题高端论坛”在我校举行。此次会议由

中国经济史学会、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

国研究中心、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共同主办，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

究中心承办，《当代财经》杂志社协办。 

4 日，“12.4”国家宪法日普法活动在南昌之星法治文化公园举行。副校长邓辉

应邀出席。本次活动由江西省司法厅、江西省普法办、南昌市司法局、南昌市普法

办、红谷滩新区主办。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亦森、江西省司法厅厅长沙闻麟、

省司法厅副厅长邓奕强、南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敏等领导出席。 

5 日，校党委宣传部和法学院在麦庐校区至善广场共同举办 2016 年国家宪法日

暨教育系统宪法学习日活动。 

5 日，广西财经学院党委书记卞成林一行来访，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纪委书

记杨建林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5 日，《江西日报》“学与思”版开辟“学习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专栏，

刊发开栏之作——校长王乔撰写的文章《推进经济量质双提升 开创江西发展新境

界》。 

5 日，江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肖洪波，携同省委老干部局

办公室主任田颖汉和一处处长邓国良来校调研，指导工作。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会见

了肖洪波一行，并出席调研座谈会。 

6 日，“立信杯”全国研究生审计案例分析大赛在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举行，

我校会计学院研究生代表队荣获此次大赛第二名。 

6 日，校长王乔到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校区调研，并深入食堂、大学生活动

中心等重点场所，督促进一步做好校园安全工作。副校长王小平、阙善栋随同调研。 

6 日，我校 2017 年国际化办学项目资助评审工作会议召开。 

6 日，由团中央学校部主办的 2016 年“镜头中的三下乡”大学生志愿者暑期社

会实践评选活动结果揭晓，我校获评优秀单位，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保险扶贫实践

团获评优秀团队和 2016 年“中国大学生保险责任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金奖（全国

仅 5 支），旅城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志军获评优秀指导老师，戴凡媛同学获评优秀学生

通讯员。 

6 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福州大

学博士生导师王应明教授来我校信息管理学院学术指导和交流，并在麦庐园荟庐

H302 为师生做了题为“证据推理与多准则决策”的学术报告。 

8 日，我校举行 2015—2016 学年度学生先进颁奖典礼，隆重表彰本学年校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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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奖助学金、江西省政府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等

获得者和一批先进集体。 

6 日，我校首届“博金贷”商业创意大赛圆满落幕。 

7 日，我校教育发展基金会获得江西省民政厅颁发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新颁

发的法人登记证书上，在显要的位置明确标注了“慈善组织”字样。这是《慈善法》

实施以来，江西省根据《慈善组织认定办法》首批认定的全省性慈善组织。 

7 日，校长王乔，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纪委书记杨建林，副校长邓辉、王小

平、阙善栋到网络信息管理中心调研。 

8 日，我校召开 2017 年度国家课题申报动员暨表彰大会。副校长蒋金法出席活

动并讲话。 

8 日，我校第三届“信毅杯”暨首届“交融杯”蛟湖精英足球赛决赛举行，留

学生队战胜工商管理学院摘得桂冠。 

9 日，2016 年度“庐山友谊奖”颁奖仪式在南昌市前湖迎宾馆隆重举行，我校

加拿大籍教师约翰·托马斯·利特尔（John Thomas Little）被授予 2016 年度江西省

外国专家“庐山友谊奖”，省长刘奇为包括我校约翰在内的 15 名外籍专家颁奖。 

9 日，首期全省工业设计 MBA 总裁高级研修班开班仪式在我校举行。研修班由

江西省工信委和我校联合举办。 

9 日至 11 日，为期两天的第十一届孔子学院大会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召开。我

校副校长王小平应邀出席了本次盛会。 

9 日，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高等教育署代表一行到访我校，就法国高等院校与

我校的交流合作事宜进行了会谈。 

9 日，全国高校创新创业导师江西培训会在我校举行。 

9 至 10 日，第四届江西省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在宜春学院举行。我校

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推报的 15 只作品的作品中有 9 件进入决赛，经过 2 天的精彩展

示比拼,豹考通、手语翻译器荣获一等奖，私密短信、创客小助、情景智能音乐播放

器荣获二等奖，家政通、轨迹电影资讯智能推荐平台、温室控制模拟系统、泊乐—

—停车导航 app 荣获三等奖；信息管理学院狄国强教授、廖国琼教授、方玉明副教

授、杨波副教授指导的 6 支参赛队伍共 27 名学生，取得 1 个一等奖、3 个二等奖、

2 个三等奖，团体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 

10 日，“江西省科协第四届学术年会第 15 分会场暨江西省土地学会 2016 年学

术年会”在我校召开。 

10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江西财经大学第三

十二届合唱艺术节暨“一二•九”大合唱隆重举行。 

10 日，第七届艺术与设计高端论坛在我校开幕。论坛由江西省工信委和我校联

合主办，我校艺术学院承办。 

10 日，澳门城市大学校长张曙光、校董会程俊拔秘书长、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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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贤执行副院长一行到访我校，校长王乔、副校长王小平接见了来访的客人。 

10 日，由我校 EMBA 学院举办的 2009 级 EMBA 五周年返校日活动举行。校长

助理李良智教授出席活动并致辞。 

11 日，全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活动“华为杯”第十三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

竞赛颁奖大会在重庆大学举行。我校研究生共有 35 支参赛队获奖，其中 1 支队伍获

得一等奖，1 支队伍获得二等奖，3 支队伍获得三等奖。 

12 日，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商学院副院长 Keah-Choon Tan 与院

长助理 Beth Gerstern、迟健心博士等来访，与金融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 

12 日至 20 日，我校经济学院院长陆长平一行应新西兰梅西大学、澳大利亚邦

德大学的邀请，圆满完成了出访任务。外国语学院院长叶卫华、金融学院教授邹玲、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江水法随行出访。 

13 日我校召开今年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议，重温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

法》，传达学习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 26

次全体会议精神。 

13 日，第七届“工商银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创意设计大赛中南赛区复赛在我

校顺利举行。校长王乔、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副行长姜成茂出席开幕式。 

14 日，著名武学家、法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邱海洋应邀，为我校师生带来一

场题为“中华武术的科学化与现代化——从武术发声学说起”的专题讲座。副校长

邓辉出席并向邱海洋颁发客座教授证书。 

14 日，“81 计划阳光助学金”颁奖仪式暨座谈会在统计学院会议室举行。副校

长阙善栋出席仪式并讲话。 

14 日，艺术学院 NORMAL 工作室学生提交的作品在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

赛中获得三个二等奖。 

14 日，南昌大学副校长朱友林一行来校调研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王乔校长

会见了朱友林一行，副校长邓辉和评建办、审核评估项目组等机构相关同志与来宾

进行了座谈。 

15 日，江西省直机关工委宣传部部长聂时起率省直文明单位测评组来到我校，

对学校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进行测评。 

15 日，我校侨联第三次代表大会暨换届选举会议召开，彭晓洁当选侨联主席。 

15 日，艺术学院产品设计专业学生设计的作品“面条测量袋”（团队成员：刘

咏诗、刘子杰、熊施林）和“自行车安全锁”（团队成员：邹俊斌、赵向佳楠）获得

中国红星原创奖，团队成员刘咏诗还获得个人单项奖----未来之星奖（全国仅两名）。 

15 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王立生来校，作了题为“‘双一

流’背景下学科评估的改革与创新”的主题报告。校长王乔主持报告会。 

15 日，200 多名江财广西校友共聚广西南宁市乡村大世界，庆祝江西财经大学

广西校友会成立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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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首届全球青年大创节总决赛&青年公益创业分会场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

我校会计学院益行社的“夏布手工绣”公益项目获“2016 年全球青年大创最具公益

奖”。 

15 日，我校工会干部学习培训会成功召开。江西省教育工会常务副主席吴艳玲，

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出席会议。 

16 日，我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反馈意见整改研讨会召开。我校审核评

估各项目组组长、评建办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副校长邓辉主持。 

16 日，校党委书记廖进球作客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南湖大讲堂”，在共青校区

明德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度过大学美好时光”为主题寄

语 2016 级新生。学院院长王金华、党委书记姜红仁及院领导班子成员与 500 余名新

生到场听讲。 

16 日，中国高质量 MBA 教育认证（CAMEA）工作委员会 2016 年工作会议在我

校举行。 

16 日，民进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第三次会员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召开。省政协

副主席、民进省委会主委汤建人出席会议并讲话。校长王乔到会祝贺并讲话。民进

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欧阳剑雄，民进省委会副巡视员、秘书长陈洪萍等到会祝贺。 

16 日至 18 日，2016 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击剑分会年会在我校举行。 

16 日，农林产业科技型企业法人创新创业培训班开班在我校开班。江西省科技

厅副厅长卢福财，我校校长助理李良智、江西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秦桂芳副处长出

席开班典礼。EMBA 学院相关人员及 45 位农林企业经营管理者共同参加此次开典。 

17 日，我校上海校友会法律论坛暨法学院分会成立大会举行。 

18 日，我校 2016“美馨杯”环校园冬季长跑赛在蛟桥园校区成功举办。 

18 日，信息管理学院计算机系党支部组织了党支部全体党员来到方志敏烈士陵

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主题党日活动。我校校长王乔同志以本

支部的普通党员身份参与了此次主题党日活动。 

18 日，我校师生在第六届江西声乐艺术节获得了优异成绩：由艺术学院青年教

师周菡指挥的合唱作品《把一切献给党》、《鸿雁》以优异成绩获全省第一名、合唱

优秀指挥奖及最佳钢琴伴奏奖（宋音璇老师）；陈雅萍老师获得民族声乐组三等奖第

一名。本科生王倩男获得美声组三等奖。 

18 日，我校广东校友会 2016 年迎新活动暨法学院分会成立仪式隆重举行。副

校长阙善栋出席并讲话。 

19 日，应我校信息管理学院邀请，英国提赛德大学曾一锋教授举办了一场题为

“子模函数优化及应用”的学术讲座。 

19 日，我校 360 度全景实景校园上线发布。 

19 日，旅城学院碧水行动协会荣膺“2016 水环保公益人物提名奖”,新华社客

户端以“不忘初心，坚守一份担当和追求”为题对协会数年来的成长历程进行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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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19 日，我校中美合作培养 MBA 项目第 17 期开学典礼举行。 

19 日，团中央公布了“2016 年“井冈情•中国梦”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季专项

活动的评选结果，人文学院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荣获优秀课题（全国 50 项）。 

20日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刘奇对江西财经大学和江西省国家税务局联合上报的

《运用财税政策推进扶贫攻坚的建议》（《国税专报》2016 年第 148 期）给予重要批

示。 

20 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鹿心社对我校“井冈学者”特聘教授孔凡斌和鄱阳湖

生态经济研究院潘丹副教授等合作撰写的咨询报告《我省推进脱贫攻坚面临的主要

问题及对策建议》（发表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专报》2016 年第 34 期）作出批示。 

20 日，“互联天下，营销无界”百度第三届全国高校创新营销大赛全国总决赛

颁奖典礼在北京邮电大学圆满落幕。本次比赛中由我校指导老师郭英带队，刘颖、

朱世锋、应庆良组成的景小瓷在本次大赛中荣获二等奖。 

21 日，我校本科教学院级督导聘任暨培训工作会举行。副校长邓辉出席会议并

讲话。 

21 日，全国高校第四届教学案例大赛落下帷幕，由经济学院教师李国民和余炳

文撰写的案例“W 公司商誉减值价值评估案例”获得了二等奖。 

21 日，我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的 2016 年新进教师教学规范培训正式开班，

王乔校长以“大学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为题，应邀为培训班上这批江财新人

上了第一课。邓辉副校长出席并主持了开班式。来自全校 105 位新进教师参加了培

训。 

21 日至 22 日，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lloge）教授 David A. Wirth 先生、加

拿大里贾纳大学（University of Regina）商学院院长 Andrew Gaudes 先生来访。 

21 日，研究生首批访美交流团结束交流顺利回校。 

23 日，江西财经大学“总裁校友林”第四期捐赠活动顺利举行。 

23 日，江西省综治考评组李湘屏一行来校考评学校综治工作。 

23 日，法治江西智库成立大会暨法治江西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江西省

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政府副省长、省法治江西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

室主任尹建业为智库专家颁发聘书并作重要讲话。 

23 日，第十五届江西省高校摄影艺术作品展开幕式暨摄影艺术作品大奖赛颁奖

典礼在我校举行。 

23 日至 24 日，2016 年江西省图书馆年会在南昌召开。我校获得“2016 年全民

阅读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23 日， 2016 年全国高校“镜头中的三下乡”总结会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办。

在本次三下乡中，我校获得多项殊荣并被授予“优秀组织奖”，其中，江财软通学院

暑期实践服务队与江财旅城保险扶贫实践团荣获“入围优秀团队奖”，旅城学院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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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老师获得“优秀指导老师奖”，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戴凡媛和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赖林权被评为“优秀学生通讯员”。 

24 日，第三届大数据环境下公共安全与数字媒体技术研讨会在我校信息管理学

院顺利召开。 

27 日，安全工作省级专项督导组来校督查专项安全工作。 

27 日，教育部对“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名单予以公示，

我校获批“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共有 99 所高校被拟认

定为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27 日，“2016 年江西公共安全创新创业大赛”颁奖仪式暨成果对接会在南昌滨

江宾馆举行。我校副校长王小平出席活动并代表学校领奖。我校获得“先进单位”，

信息管理学院毛小兵院获得“先进个人”，杨勇获得“优秀评审专家”。 

28 日，国际经贸学院教师、贸易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李秀香教授作为主执笔人

撰写的“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战略重点及评价体系研究”调研报告获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同志批示肯定。 

28 日，第八届“神州唱响”全国高校声乐展演大赛于在广州圆满闭幕。我校喜

获“优秀组织单位”奖，音乐系教师黄硕获教师民族组第一名（一等奖）、周菡获教

师美声组第四名（三等奖）、艺术学院分团委书记陈雅萍获教师民族组第五名（三等

奖） 、以及 2014 级本科生王倩男获优秀奖。 

28 日，江西省高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暨巡视整改督查工作汇报座谈会在我

校召开。 

28 日，东莞理工学院副校长李忠红率队一行 7 人来校交流。 

28 日，我校获江西省高校国防教育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王乔校长代表

我校领取了奖牌，国防教育部（体育学院）教师张国良同志获江西省高校“国防教

育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28 日，我校民主党派、统战团体 2016 年工作总结交流会举行。 

28 日至 29 日，《当代财经》《江西财经大学学报》两刊编委及特邀代表座谈会

在共青城召开。杂志社编委会主任王乔校长，杂志主编蒋金法副校长，副校长邓辉、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应用经济学执行主编万晓琼、山东大学李华教授、江西

农业大学期刊社社长翁贞林、江西师范大学张宏卿博士、两刊部分编委以及杂志社

全体编辑参加会议。 

29 日，学校召开“弘扬井冈山精神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校党委副书

记易小明出席会议并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理论征文活动获奖作者颁发《荣

誉证书》 

29 日，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俊瑞教授来校讲学。 

29 日至 30 日，江西省首届高校科技成果对接会在南昌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我

校党委副书记易小明，党委委员、副校长蒋金法应邀参加了江西省首届科技成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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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会的开幕式和对接会论坛。 

30 日，“十市百校校园桥牌普及活动”第 29 站走进我校。财政部原部长、中国

桥牌协会主席项怀诚，世界桥牌大师朱小音、中国桥牌大师仲江、江西省桥牌协会

副秘书长朱文辉、桥牌世界冠军古玲出席。我校校长王乔致辞、副校长邓辉主持启

动仪式。 

30 日，“创新创业大讲坛暨江西财经大学 EMBA 学院第十一届新春年会”在南

昌滨江宾馆圆满落幕。校长助理李良智应邀出席年会。 

(档案管理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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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校级发文目录 

序号 公文字号 标题 

1 江财党字[2016]1 号 关于表彰 2015 年度综治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2 江财党字[2016]2 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点 

3 江财党字[2016]3 号 关于处级干部调整计划的请示 

4 江财党字[2016]4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领导干部践行“三严三实”行为规范》的通知 

5 江财党字[2016]5 号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材料汇总综合报告 

6 江财党字[2016]6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工表》通知 

7 江财党字[2016]7 号 关于涂远武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8 江财党字[2016]8 号 2015 年度江西财经大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情况报告 

9 江财党字[2016]9 号 关于对继续教育学院违规发放津补贴及奖金问题的处理决定 

10 江财党字[2016]10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5 年工作总结》的通知 

11 江财党字[2016]11 号 关于易剑东同志请辞我校党委委员、副校长职务的请示 

12 江财党字[2016]12 号 关于吴宗福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13 江财党字[2016]13 号 关于印发《关于在全校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实施方案》的通知 

14 江财党字[2016]14 号 关于表彰江西财经大学 2015 年度宣传思想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辅导员年度人物、优秀班主任的决定 

15 江财党字[2016]15 号 关于表彰 2015 年度先进单位的决定 

16 江财党字[2016]16 号 关于授予万莹等 10 位教师第六届师德标兵称号的决定 

17 江财党字[2016]17 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民生工程安排意见 

18 江财党字[2016]18 号 关于印发《2016 年综治工作考核方案》的通知 

19 江财党字[2016]19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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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江财党字[2016]20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廉政巡查工作试行办法》的通知 

21 江财党字[2016]21 号 关于做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工作的通知 

22 江财党字[2016]22 号 关于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党建+百年名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23 江财党字[2016]23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党费和基层党组织活动经费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24 江财党字[2016]24 号 江西财经大学超职数配备干部自查情况报告 

25 江财党字[2016]25 号 关于恳请周泽民书记来我校作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辅导报告的请示 

26 江财党字[2016]26 号 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7 江财党字[2016]27 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落实“把纪律挺在前面”要求的实施办法 

28 江财党字[2016]28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文明校园创建实施方案》的通知 

29 江财党字[2016]29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七五”普法规划（2016—2020 年）》的通知 

30 江财党字[2016]30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度考评总体方案》的通知 

31 江财党字[2016]31 号 关于谢行焱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32 江财党字[2016]32 号 关于申请 2016 年度重点建设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经费的请示 

33 江财党字[2016]33 号 关于表彰 2016 年度军训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34 江财党字[2016]34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高端人才项目支持暂行办法》的通知 

35 江财党字[2016]35 号 关于处级干部调整计划的请示 

36 江财党字[2016]36 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37 江财党字[2016]37 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启动第六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请示 

38 江财党字[2016]38 号 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39 江财党字[2016]39 号 关于刘灵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40 江财党字[2016]40 号 
关于印发《中共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贯彻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的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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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江财党字[2016]41 号 关于开展基层党组织换届工作的通知 

42 江财党字[2016]42 号 关于袁雄等同志职务续任的通知 

43 江财党字[2016]43 号 关于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开展党费收缴清查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 

44 江财党字[2016]44 号 关于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请示  

45 江财党字[2016]45 号 关于筹备召开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  

46 江财党字[2016]46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校内出版物管理办法》的通知 

47 江财党字[2016]47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新媒体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48 江财党字[2016]48 号 关于筹备召开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  

49 江财党字[2016]49 号 关于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请示  

50 江财党字[2016]50 号 关于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请示  

51 江财党字[2016]51 号 关于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的请示  

52 江财党字[2016]52 号 关于中共江西财经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变更的请示  

54 江财党字[2016]54 号 关于王智明等同志职务续任的通知  

55 江财党字[2016]55 号 关于报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的报告  

56 江财党字[2016]56 号 关于表彰 2016 年度综治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57 江财党字[2016]57 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 2016 年度校、处两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请示  

58 江财党发[2016]1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59 党委会纪[2016]1 号 校党委 2016 年第 1 次会议纪要 

60 党委会纪[2016]2 号 校党委 2016 年第 2 次会议纪要 

61 党委会纪[2016]3 号 校党委 2016 年第 3 次会议纪要 

62 党委会纪[2016]4 号 校党委 2016 年第 4 次会议纪要 

63 党委会纪[2016]5 号 校党委 2016 年第 5 次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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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党委会纪[2016]6 号 校党委 2016 年第 6 次会议纪要 

65 党委会纪[2016]7 号 校党委 2016 年第 7 次会议纪要 

66 党委会纪[2016]8 号 校党委 2016 年第 8 次会议纪要 

67 党委会纪[2016]9 号 校党委 2016 年第 9 次会议纪要 

68 党委会纪[2016]11 号 校党委 2016 年第 11 次会议纪要 

69 党委会纪[2016]12 号 校党委 2016 年第 12 次会议纪要 

70 党委会纪[2016]13 号 校党委 2016 年第 13 次会议纪要 

71 党委会纪[2016]14 号 校党委 2016 年第 14 次会议纪要 

72 党委会纪[2016]15 号 校党委 2016 年第 15 次会议纪要 

73 党委会纪[2016]16 号 校党委 2016 年第 16 次会议纪要 

74 党委会纪[2016]23 号 校党委 2015 年第 23 次会议纪要 

75 江财字[2016]1 号 关于软件工程专业中外合作办学本科教育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 

76 江财字[2016]2 号 关于申请英国考文垂大学孔子学院 2016 年度专项经费的请示 

77 江财字[2016]3 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成立汉语国际推广中心的报告 

78 江财字[2016]4 号 关于我校教师黄先明因故提前回国的请示 

79 江财字[2016]5 号 关于杨杰等任职的通知 

80 江财字[2016]6 号 关于曹元坤等任职的通知 

81 江财字[2016]7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82 江财字[2016]8 号 关于承办 2016 年第十七届网络时代信息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WAIM 2016）的请示 

83 江财字[2016]9 号 关于我校魏丽军老师更换研修单位的请示 

84 江财字[2016]10 号 江西财经大学 MBA 教育自查自纠情况报告 

85 江财字[2016]11 号 关于陈建南等职务聘任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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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江财字[2016]12 号 关于袁雄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87 江财字[2016]13 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赴英国孔子学院巡演的请示 

88 江财字[2016]14 号 关于回复《商请征求对赴美志愿者延期意见的函》 

89 江财字[2016]15 号 关于潘桦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90 江财字[2016]16 号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财经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91 江财字[2016]17 号 出访请示 

92 江财字[2016]18 号 关于邹传教职务任免的通知 

93 江财字[2016]19 号 关于表彰 2015 年度校友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的决定 

94 江财字[2016]20 号 关于对 MBA 学院进行更名的通知 

95 江财字[2016]21 号 关于启用“江西财经大学汉语国际推广中心”印章的通知 

96 江财字[2016]22 号 关于我校魏丽军老师推迟出境的请示 

97 江财字[2016]23 号 关于推荐我校银平均等 7 人为 2016 年“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人选（第一批）的请示 

98 江财字[2016]24 号 关于授予唐敏等 10 位同志 2015 年度“服务十优”荣誉称号的决定 

99 江财字[2016]25 号 关于表彰 2015 年度江西财经大学“科研十强”和“青年教师科研五强”的决定 

100 江财字[2016]26 号 关于江西财经大学赴英国孔子学院巡演团成员组成情况的说明 

101 江财字[20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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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102 江财字[2016]28 号 关于给予宣传部等 22 个单位通报表扬的决定 

103 江财字[2016]29 号 关于表彰第二届 “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奖人员的决定 

104 江财字[2016]30 号 关于退出实职的处（院、所）级领导干部的工作及待遇问题的规定 

105 江财字[2016]31 号 关于更改我校赴英国部分孔子学院巡演行程的请示 

106 江财字[2016]32 号 关于赴英国三所孔子学院巡演的请示 

107 江财字[2016]33 号 关于印发 2016 年学校九届三次双代会《学校工作报告》的通知 



 

439 

108 江财字[2016]34 号 关于加入深圳虚拟大学园的请示 

109 江财字[2016]35 号 关于恳请省委书记强卫同志出席第三届“江财金融论坛”的请示 

110 江财字[2016]36 号 关于 3 名往届毕业生学历电子信息补注册的请示 

111 江财字[2016]37 号 关于授予 2016 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陈小蕊等 752 名学生学士学位的请示 

112 江财字[2016]37 号 关于解聘张昕竹同志产业经济学学科“井冈学者”特聘教授的请示 

113 江财字[2016]38 号 关于补录江西财经大学 2013 级港澳台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信息的请示 

114 江财字[2016]39 号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在校生转专业修改学习形式的报告 

115 江财字[2016]40 号 关于我校刀丽萍等 111 位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毕业信息补电子注册的报告 

116 江财字[2016]41 号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117 江财字[2016]42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规程》的通知 

118 江财字[2016]43 号 关于调整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专业的通知 

119 江财字[2016]44 号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傅海文学历信息勘误的请示 

120 江财字[2016]45 号 关于开展我校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 

121 江财字[2016]46 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的请示 

122 江财字[2016]47 号 关于申请 2016 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建设项目的报告 

123 江财字[2016]48 号 关于我校物联网工程专业申报学士学位授予权的请示 

124 江财字[2016]49 号 关于给予葛勇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决定 

125 江财字[2016]50 号 《江西财经大学校园车辆出入、停放管理办法》补充规定 

126 江财字[2016]51 号 关于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书的回复 

127 江财字[2016]52 号 关于授予 2016 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吴欣等 2 名学生学士学位的请示 

128 江财字[2016]53 号 关于我校停止承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国家考试考点工作任务的报告 

129 江财字[2016]54 号 关于严武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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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江财字[2016]55 号 我校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情况汇报及部属司（局、办）与共建院校联合组建研究机构的建议 

131 江财字[2016]56 号 关于我校胡绵好老师更换研修单位的请示 

132 江财字[2016]57 号 关于修改我校陈乾等三位学生学籍信息的请示 

133 江财字[2016]58 号 关于表彰江西财经大学石劲海外留学奖学金获奖人员的决定 

134 江财字[2016]59 号 关于推荐江西省高校领导重点学科建设专题培训班参训人选的报告 

135 江财字[2016]60 号 关于往届毕业生谌勇华学历电子信息勘误更正的请示 

136 江财字[2016]61 号 关于我校 2016 届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情况的报告 

137 江财字[2016]62 号 关于上报我校 2016 年国有资产清查数据的报告 

138 江财字[2016]63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139 江财字[2016]64 号 关于公布江西财经大学财经智库理事会名单和财经智库专家委员会名单的通知 

140 江财字[2016]65 号 关于申请暂停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招生的请示 

141 江财字[2016]66 号 关于我校毕业生胡婷婷补办转学手续的报告 

142 江财字[2016]67 号 关于杨德敏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143 江财字[2016]68 号 关于我校王妮妮更换访学单位的请示 

144 江财字[2016]69 号 关于选派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请示 

145 江财字[2016]70 号 关于选派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的请示 

146 江财字[2016]71 号 关于我校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和高校学科体系建设专项资金效益审计整改情况的报告 

147 江财字[2016]72 号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王法家学历信息勘误的请示 

148 江财字[2016]73 号 关于推荐我校苗春凤等 3 人为 2016 年“青骨”项目人选(第二批)的请示 

149 江财字[2016]74 号 关于我校蛟桥园南区综合楼改造工程立项的请示 

150 江财字[2016]75 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 MPAcc 项目 AAPEQ 教育质量认证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151 江财字[2016]76 号 关于调整学生资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家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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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江财字[2016]77 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深圳研究院的通知 

153 江财字[2016]78 号 关于我校胡绵好推迟出境的请示 

154 江财字[2016]79 号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学生李沐璠前置学历信息复查的报告 

155 江财字[2016]80 号 关于推荐我校荣莉等 3 人为 2017 年国家公派“青骨”项目行政管理干部子项目的请示 

156 江财字[2016]81 号 关于请求重点推荐我校彭亮、蒋继明等两位同志申报“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的请示 

157 江财字[2016]82 号 关于落实共青科教城建设协调推进会资金扶持政策的请示 

158 江财字[2016]83 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 2015-2016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情况的报告 

159 江财字[2016]84 号 关于呈报我校智库专报给省领导的请示 

160 江财字[2016]85 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 2015-2016 学年国家奖学金评审情况的报告 

161 江财字[2016]86 号 关于调整江西财经大学财经智库理事会及财经智库专家委员会组成名单的通知 

162 江财字[2016]87 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的通知 

163 江财字[2016]88 号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林丽珠学历信息勘误的请示 

164 江财字[2016]89 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内部控制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165 江财字[2016]90 号 关于申购一辆园林专用车辆的请示 

166 江财字[2016]91 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工作总结报告 

167 江财字[2016]92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内部控制及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 

168 江财字[2016]93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和十项专题规划的通知 

169 江财字[2016]94 号 关于肖文海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170 江财字[2016]95 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的通知 

171 江财字[2016]96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172 江财字[2016]97 号 关于授予 2016 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曾宪慧等 460 名学生学士学位的请示 

173 江财字[2016]98 号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陈宝珠等七位毕业生学历信息勘误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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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江财字[2016]99 号 关于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胡巧雅等 39 名在校生申请转专业转学习形式的请示 

175 江财字[2016]100 号 关于授予 2016 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胡诗雨等 3 名学生学士学位的请示 

176 江财字[2016]101 号 关于推荐江西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候选人的请示 

177 江财字[2016]102 号 关于我校桂林老师取消赴澳大利亚访学的请示 

178 江财字[2016]103 号 关于申请发放新进和职称晋升在编职工住房补贴的请示 

179 江财字[2016]104 号 关于毕正华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180 江财字[2016]105 号 关于袁雄等职务续聘的通知 

181 江财字[2016]106 号 关于同意我校教师胡绵好取消赴美国访学资格的请示 

182 江财字[2016]107 号 关于《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参考》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年度审核的请示 

183 江财字[2016]108 号 关于谢花林职务任免的通知 

184 江财字[2016]109 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普通本专科学生 2016-2017 学年学籍电子注册情况报告 

185 江财字[2016]110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合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86 江财字[2016]111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细则》的通知 

187 江财字[2016]112 号 关于选派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的请示 

188 江财字[2016]113 号 关于往届毕业生邱琴学历电子信息补注册的请示 

189 江财字[2016]114 号 关于我校杨波老师延迟出境的请示 

190 江财字[2016]115 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请成立“江西金融发展研究院”的请示 

191 江财字[2016]116 号 关于授予 2016 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吴文丽学士学位的请示 

192 江财字[2016]117 号 关于授予 2016 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曾宪慧等 464 名学生学士学位的决定 

193 江财字[2016]118 号 关于我校老师杨书怀因故提前回国的请示 

194 江财函字[2016]1 号 关于我校附属中学与九四九○七部队合作建校用地事宜的复函 

195 江财函字[2016]2 号 关于推荐国家留基委国外研修项目申报人选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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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江财函字[2016]3 号 关于巴基斯坦籍留学生 Abdul Razzaq Malokhani 复学的函 

197 江财函字[2016]4 号 关于推荐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共青）董事会董事及其院长的函 

198 江财函字[2016]5 号 关于同意李秀香同志继续参加江西同心智库“江西中医药产业发展”课题研究的复函 

199 江财函字[2016]6 号 关于推荐朱丽萌同志参加江西同心智库课题研究的复函 

200 江财函字[2016]7 号 关于要求加强对下罗邮政支局管理的函 

201 江财函字[2016]8 号 关于办理我校学生赴港实习入境签证手续的函 

202 江财函字[2016]9 号 关于联合举办旅游产业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第二期）的函 

203 江财函字[2016]10 号 关于我校承办“‘江西风景独好’全省高校大学生旅游微电影大赛”的函 

204 江财函字[2016]11 号 关于推荐优秀本科生参加 2016 年国际交流项目（第一批）的函 

205 江财函字[2016]12 号 关于同意苏春旭同学延期派出的函 

206 江财函字[2016]13 号 关于姚嘉利等四位同学补充 2016 年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第一批）申请材料的函 

207 江财函字[2016]14 号 关于要求将江西财经大学青山园土地用地性质调整规划的函 

208 江财函字[2016]15 号 关于派员赴台湾参加交流活动的函 

209 江财函字[2016]16 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请求将电子警察抓拍系统监控类设备接入、移交市交管的函 

210 江财函字[2016]17 号 关于延期派出我校行政管理人员郑威同志的函 

211 江财函字[2016]18 号 关于请求核实考生报考资格的函 

212 江财函字[2016]19 号 关于推荐申报 2017 年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的函 

213 江财函字[2016]20 号 关于协调我校枫林园校区合作办学土地置换相关事宜的函 

214 江财函字[2016]21 号 关于申请于冬阳同学延期派出的函 

215 江财函字[2016]22 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援外结算账户信息的函 

216 江财函字[2016]23 号 关于恳请调整我校青山园校区用地性质的函 

217 江财函字[2016]24 号 关于提交 2017 年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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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江财函字[2016]25 号 关于同意李秀香同志参加江西同心智库“江西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方略研究”课题组的复函 

219 江财后勤字[2016]1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膳食管理办法》的通知 

220 江财继教字[2016]1 号 关于表彰 2015 年度函授教育工作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的决定 

221 江财继教字[2016]2 号 关于聘任陈念东等 176 位同志为我校函授教育兼职教师的决定 

222 江财教务字[2016]1 号 关于聘请第十六届教学督导组成员的通知 

223 江财教务字[2016]2 号 关于表彰 2015 年度“教学十佳”“金牌主讲教师”和“青年教师教学奖”的决定 

224 江财教务字[2016]3 号 关于给予 5 名考试违纪学生处分的决定 

225 江财教务字[2016]4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金牌主讲教师”“教学十佳”和“青年教师教学奖”评选管理办法》的通知 

226 江财教务字[2016]5 号 关于成立我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组织机构的通知 

227 江财教务字[2016]6 号 关于表彰 2016 届普通本科“十佳毕业论文（设计）”的决定 

228 江财教务字[2016]7 号 关于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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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江财教务字[2016]8 号 关于给予工商管理学院 2012 级学生陈淙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 

230 江财教务字[2016]9 号 关于同意马凯莉等 396 名学生转换专业大类的决定 

231 江财教务字[2016]10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普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原则意见》的通知  

232 江财教务字[2016]11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加强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233 江财教务字[2016]12 号 关于聘请院级本科教学督导员的原则性意见 

234 江财教务字[2016]13 号 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科学生学分制管理实施办法（2016 年修订） 

235 江财教务字[2016]14 号 江西财经大学本科教学学生助教管理办法(试行) 

236 江财教务字[2016]15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辅修专业（学位）教育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37 江财教务字[2016]16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科学生慕课学分认定办法（试行）》的通知 

238 江财教务字[2016]17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平时成绩评定办法（修订）》的通知 

239 江财教务字[2016]18 号 关于给予 2010 级杨晨晨等 32 名学生肄业处理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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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江财教务字[2016]19 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表彰第十五批优秀教学成果奖的决定 

241 江财教务字[2016]20 号 关于给予 22 名考试违纪学生处分的决定 

242 江财教务字[2016]21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奖惩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43 江财教务字[2016]22 号 关于聘请我校首批院级本科教学督导员的通知 

244 江财财务字[2016]1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教育事业经费预算》的通知 

245 江财财务字[2016]2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差旅费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 

246 江财财务字[2016]3 号 关于修改《江西财经大学专业硕士学位财务管理办法》等十八个财务文件有关经费条款的通知 

247 江财财务字[2016]3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关于调整科研经费报销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248 江财创教字[2016]1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创业导师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249 江财创教字[2016]2 号 关于聘请郑跃文等 23 位同志为我校大学生创业导师的通知 

250 江财科研字[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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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江财科研字[2016]2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科研成果计分细则》的通知 

252 江财科研字[2016]3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的通知 

253 江财科研字[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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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江财科研字[2016]5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权威学术期刊目录》的通知 

255 江财科研字[2016]6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内部刊物稿酬发放标准》的通知 

256 江财科研字[2016]7 号 关于公布第七批（2016 年度）优秀青年学术人才支持计划入选名单的通知 

257 江财科研字[2016]8 号 关于表彰 2016 年度国家课题申报组织工作优秀单位和先进单位的决定 

258 江财科研字[2016]9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59 江财科研字[2016]10 号 关于调整教育部相关项目科研政策若干规定的通知 

260 江财科研字[2016]11 号 关于调整校内权威期刊目录的通知 

261 江财人事字[2016]2 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统计与风险管理研究院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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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江财人事字[2016]3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进人计划》的通知 

263 江财人事字[2016]4 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困难教工帮扶站的通知 

264 江财人事字[2016]53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加班津贴发放办法》的通知 

265 江财人事字[2016]5 号 关于成立大学生就业指导教研室的通知 

266 江财人事字[2016]6 号 关于余焕新职务聘任的批复 

267 江财人事字[2016]7 号 关于王翠霞职务聘任的批复 

268 江财人事字[2016]8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引进人才工作程序细则》的通知 

269 江财人事字[2016]9 号 关于邢显黎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270 江财人事字[2016]10 号 关于樊凤龙等职务聘任的批复 

271 江财人事字[2016]11 号 关于对部分单位内设机构调整的通知 

272 江财人事字[2016]12 号 关于表彰 2015 年度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273 江财人事字[2016]14 号 关于聘任蒋悟真同志为首席教授的通知 

274 江财人事字[2016]15 号 关于聘任陈成文为首席教授的通知 

275 江财人事字[2016]16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孔子学院外派教师工资待遇的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276 江财人事字[2016]17 号 关于与刘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决定 

277 江财人事字[2016]18 号 江西财经大学教职工因私出国（境）校内手续办理暂行规定 

278 江财人事字[2016]19 号 关于叶伟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279 江财人事字[2016]20 号 关于对杜江、万菁 2 位长期离岗人员作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 

280 江财外事字[2016]1 号 出访请示 1 

281 江财外事字[2016]2 号 出访请示 2 

282 江财外事字[2016]3 号 出访请示 3 

283 江财外事字[2016]4 号 关于我校教师欧阳静应邀赴台参加第十二届两岸四地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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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江财外事字[2016]5 号 关于我校聘请苏德哈萨一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285 江财外事字[2016]6 号 关于汪洋等四人赴台参加 2016 海峡两岸金融教育联盟暨中部财金学术联盟研讨会的请示 

286 江财外事字[2016]7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优秀本科生海外留学奖助学金评审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287 江财外事字[2016]8 号 关于我校教师周冬华应邀赴台讲学的请示 

288 江财外事字[2016]9 号 关于我校续聘请克劳斯等四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289 江财外事字[2016]10 号 出访请示 4 

290 江财外事字[2016]11 号 关于我校续聘外国文教专家约翰的请示 

291 江财外事字[2016]12 号 出访请示 4 

292 江财外事字[2016]13 号 关于我校聘请玛利亚索尔等 2 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293 江财外事字[2016]14 号 关于接收 MACBEN  OLUWAYOSE 等七十名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294 江财外事字[2016]15 号 关于我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乔丹的请示 

295 江财外事字[2016]16 号 出访请示 21 

296 江财外事字[2016]17 号 关于印发《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化办学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暂行办法》的通知 

297 江财外事字[2016]18 号 关于接收 RASHEED OLALEKAN 等 38 名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298 江财外事字[2016]19 号 
关于我校教师吴照云等一行六人应邀赴台参加第十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暨 2016 全球华人企业管理

高峰论坛的请示 

299 江财外事字[2016]20 号 
关于我校教师徐鸣应邀赴台参加第十届海峡两岸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暨 2016 全球华人企业管理高峰论坛的请

示 

300 江财外事字[2016]21 号 关于接收 Moagi Buang Warren 等三名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301 江财外事字[2016]22 号 关于我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克里斯托夫的请示 

302 江财外事字[2016]23 号 关于邹秀清赴台参加 2016 年海峡两岸土地学术研讨会的请示 

303 江财外事字[2016]25 号 关于我校续聘请乔丹等六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304 江财外事字[2016]26 号 关于我校拟聘请戴安娜等四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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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江财外事字[2016]27 号 关于接收 Maxwell Mills 等 28 名留学生来我校学习的请示 

306 江财外事字[2016]28 号 出访请示 6 

307 江财外事字[2016]29 号 关于我校拟聘请格雷戈里等三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308 江财外事字[2016]30 号 关于我校拟聘请艾琳娜等两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309 江财外事字[2016]39 号 关于我校聘请安德鲁等两位外国文教专家的请示 

310 江财学工字[2016]1 号 关于迎接 2013-2015 年度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的通知 

311 江财学工字[2016]2 号 关于设立 2015 年“优质生源基地”的决定 

312 江财学工字[2016]3 号 关于给予软件与工程学院晏祺龙等六位学生违纪处分的决定 

313 江财学工字[2016]4 号 关于给予软件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4 级软件工程 5 班学生庄承奕留校察看处分的决定 

314 江财学工字[2016]5 号 关于同意国际学院 2013 级国际金融 1 班学生孙骁退学的决定 

315 江财学工字[2016]6 号 关于给予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 6 班学生涂德坚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 

316 江财学工字[2016]8 号 关于同意彭小包、陈遂明两名学生退学的决定 

317 江财学工字[2016]9 号 关于公布 2016 年学院大类招生专业设置方案的通知 

318 江财学工字[2016]10 号 关于表彰 2016 届毕业生先进个人的决定 

319 江财学工字[2016]11 号 关于解除刘欢等 23 位同学留校察看期的决定 

320 江财学工字[2016]12 号 关于表彰 2016 年“江西财经大学新生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321 江财学工字[2016]13 号 关于同意会计学院 2011 级会计学 5 班学生郭疆退学的决定 

322 江财学工字[2016]14 号 关于同意工商管理学院 2012 级物流管理 1 班学生赖鹏退学的决定 

323 江财学工字[2016]15 号 关于表彰第五届“雁联之星”奖学金获奖学生的决定 

324 江财学工字[2016]16 号 关于同意金融学院 2015 级金融管理类 2 班学生方思玥退学的决定 

325 江财学工字[2016]17 号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 2017 届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326 江财学工字[2016]18 号 关于表彰 2016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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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江财学工字[2016]18 号 关于对国际经贸学院 2012 级国际经贸专业 3 班学生陈奇作退学处理的决定 

328 江财学工字[2016]19 号 关于同意会计学院 2015 级 CIMA1 班学生林雯倩退学的决定 

329 江财学工字[2016]19 号 关于表彰 2015—2016 学年度本科学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330 江财学工字[2016]20 号 关于对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 1 班学生陈超作退学处理的决定 

331 江财学工字[2016]21 号 关于对国际经贸学院 2013 级电子商务 1 班学生涂靖作退学处理的决定 

332 江财学工字[2016]22 号 关于授予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度“创业引领奖”的决定 

333 江财学工字[2016]23 号 关于同意会计学院 2016 级会计学 164 班学生李林锋退学的决定 

334 江财学工字[2016]24 号 关于设立 2016 年“优质生源基地”的决定 

335 江财学位字[2016]1 号 关于授予 2016 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陈小蕊等 754 名学生学士学位的请示 

336 江财学位字[2016]2 号 关于授予张锋等 2016 届研究生博士学位的决定 

337 江财学位字[2016]3 号 关于授予陈菲尔等 2016 届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决定 

338 江财学位字[2016]4 号 关于授予 2016 届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生张存等 4886 人学士学位的决定 

339 江财学位字[2016]5 号 关于授予 2016 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吴欣等 2 名学生学士学位的决定 

340 江财学位字[2016]6 号 关于授予 2015 届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黄庆辉等 624 名学生学士学位的决定 

341 江财学位字[2016]6 号 关于授予 2016 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陈小蕊等 752 名学生学士学位的决定 

342 江财学位字[2016]7 号 关于授予李中福等 2015 届研究生博士学位的决定 

343 江财学位字[2016]8 号 关于授予龚志英等 2015 届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决定 

344 江财研教字[2016]1 号 关于新增涂淑丽等 46 位教师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通知 

345 江财研教字[2016]2 号 关于新增张文举等 114 位同志为我校专业学位兼职硕士生导师的通知 

346 江财研教字[2016]3 号 关于新增胡胜等 20 位同志为我校专业学位兼职硕士生导师的通知 

347 江财研教字[2016]4 号 关于我校 2015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工作的报告 

348 江财研教字[2016]5 号 关于我校 2015 年研究生省政府奖学金评选工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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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江财研教字[2016]6 号 关于表彰 2015 年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350 江财研教字[2016]7 号 关于新增肖文海等 37 位同志为博士生导师的通知 

351 江财研教字[2016]8 号 关于表彰 2015 年度“十大优秀研究生导师”的决定 

352 江财研教字[2016]9 号 关于同意 2015 级硕士研究生肖杨洋申请退学的决定 

353 江财研教字[2016]10 号 关于给予 2015 级硕士研究生孙新革同学开除学籍的决定 

354 江财研教字[2016]11 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申报江西省 2016 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的报告 

355 江财研教字[2016]12 号 关于表彰 2016 届优秀毕业研究生的决定 

356 江财研教字[2016]13 号 关于同意 2013 级硕士研究生李升升自动退学的决定 

357 江财研教字[2016]14 号 关于表彰 2015—2016 学年度研究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358 江财研教字[2016]15 号 关于同意 2014 级硕士研究生石丽娟退学的决定 

359 江财阅字[2016]1 号 校党委书记廖进球在九届三次教代会暨工代会上的讲话 

360 江财阅字[2016]2 号 关于印发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校长王乔在 2016 年领导干部暑期培训班暨工作会上讲话的通知 

361 江财职称字[2016]7 号 关于确定孙瑛等 4 位同志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通知 

362 江财职称字[2016]8 号 关于聘任孙瑛等 4 位同志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363 江财职称字[2016]9 号 关于确定毛澄映等 45 位同志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通知 

364 江财职称字[2016]10 号 关于聘任毛澄映等 45 位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365 江财职称字[2016]11 号 关于确定许光伟等 5 位同志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通知 

366 江财职称字[2016]12 号 关于聘任许光伟等 5 位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367 江财职称字[2016]13 号 关于聘用罗良清等 3 位同志担任教授二级岗位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368 江财职称字[2016]14 号 关于确定汤晓军等 33 位同志具备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通知 

369 江财职称字[2016]14 号 关于确定万敏琍等 14 位同志具备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通知 

370 江财职称字[2016]15 号 关于聘任廖迎等 37 位同志担任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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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江财职称字[2016]15 号 关于聘任万敏琍等 14 位同志担任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372 江财职称字[2016]16 号 关于校内聘任朱晓刚等 22 位同志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通知 

373 江财职教字[2016]1 号 关于对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杜嘉莉作退学处理的决定 

374 江财职教字[2016]2 号 关于对职业技术学院王越其作退学处理的决定 

375 江财综合字[2016]1 号 关于做好 2015 年度文件材料归档工作的通知 

376 江财综合字[2016]2 号 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自评自建工作责任与评价办法 

377 江财综合字[2016]3 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项目组开展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自评自建的通知 

378 江财综合字[2016]4 号 江西财经大学关于学院开展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自评自建的通知 

379 江财综合字[2016]5 号 关于印发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组织机构人员名单的通知 

380 江财综合字[2016]6 号 关于印发《关于迎接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进校考察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381 江财综合字[2016]7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关于遗失、损坏、盗窃文献资料及借阅超期的处理规定》的通知 

382 校长会纪[2016]1 号 2016 年第 1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83 校长会纪[2016]2 号 2016 年第 2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84 校长会纪[2016]3 号 2016 年第 3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85 校长会纪[2016]4 号 2016 年第 4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86 校长会纪[2016]5 号 2016 年第 5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87 校长会纪[2016]6 号 2016 年第 6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88 校长会纪[2016]7 号 2016 年第 7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89 校长会纪[2016]8 号 2016 年第 8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90 校长会纪[2016]9 号 2016 年第 9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91 校长会纪[2016]10 号 2016 年第 10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92 校长会纪[2016]11 号 2016 年第 11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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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校长会纪[2016]12 号 2016 年第 12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94 校长会纪[2016]12 号 2016 年第 7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95 校长会纪[2016]13 号 2016 年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96 校长会纪[2016]14 号 2016 年第 14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97 校长会纪[2016]15 号 2016 年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98 校长会纪[2016]16 号 2016 年第 16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399 校长会纪[2016]17 号 2016 年第 17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400 校长会纪[2016]18 号 2016 年第 18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401 校长会纪[2016]19 号 2016 年第 19 次校长办公会纪要 

402 专题会纪[2016]1 号 蛟桥园北区图文信息大楼弱电工程造价会审会会议纪要 

403 专题会纪[2016]2 号 关于调整外包食堂经营场所及管理费的联席会议纪要 

404 专题会纪[2016]3 号 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弱电智能化系统工程招标方式讨论会会议纪要 

405 专题会纪[2016]4 号 关于落实王乔校长有关民生问题重要批示协调会会议纪要 

406 专题会纪[2016]5 号 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弱电智能化系统工程招标文件会审会会议纪要 

407 专题会纪[2016]6 号 青山路职工宿舍综合管理协调会会议纪要 

408 专题会纪[2016]7 号 2016 年第一次院长例会纪要 

409 专题会纪[2016]8 号 学生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需求方案论证会议纪要 

410 专题会纪[2016]9 号 2016 年第二次院长例会纪要 

411 专题会纪[2016]10 号 2016 年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 

412 专题会纪[2016]11 号 公租房迎检准备工作专题会议纪要 

413 专题会纪[2016]12 号 2016 年暑期工作领导小组第 1 次会议纪要 

414 专题会纪[2016]13 号 蛟桥园图文信息大楼周边及麦庐园北区景观设计评审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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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专题会纪[2016]14 号 2016 年第三次院长例会纪要 

416 专题会纪[2016]15 号  2016 年第 4 次院长例会纪要 

417 专题会纪[2016]16 号 关于落实王乔校长有关附中办学问题重要批示专题会会议纪要 

418 专题会纪[2016]17 号 第 1 次书记例会纪要 

419 专题会纪[2016]18 号 2016 年内部控制工作布置专题会议纪要 

420 专题会纪[2016]19 号 2016 年第 5 次院长例会纪要 

421 专题会纪[2016]20 号  2016 年第 6 次院长例会纪要 

422 专题会纪[2016]21 号 2016 年第 3 次书记例会纪要 

423 专题会纪[2016]36 号 江西财经大学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 2015 年工作会议纪要 

424 专委会纪[2016]1 号 江西财经大学财经工作领导小组 2016 年第 1 次工作会议纪要 

425 专委会纪[2016]2 号 江西财经大学军训领导小组 2016 年会议纪要 

426 专委会纪[2016]3 号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年体育运动委员会会议纪要 

427 专委会纪[2016]4 号 江西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5 年第 2 次会议纪要 

428 专委会纪[2016]4 号 2016 年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会议纪要 

429 专委会纪[2016]5 号 2016 年职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 

430 专委会纪[2016]6 号 江西财经大学财经工作领导小组 2016 年第 2 次工作会议纪要 

 

（档案管理中心根据 OA 系统发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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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在校党委、校行政的重视下，在分管校领导的关心指导下，我们组织编写了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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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所收集的

资料部分由各相关业务部门和学院提供、部分摘自学校办公系统和校园网、部分来

自档案管理中心馆藏。本《年鉴》编写力求资料翔实，数据准确，但由于编辑水平

及人手有限，时间仓促，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敬请批评与指正，我们将在今后的

工作中不断探索和改进。本《年鉴》编写得到了校属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

表示衷心感谢。 

 

档案管理中心 

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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