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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锋校长在 2017 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2017年 9月 13 日 

宋学锋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欢聚在美丽的丁山脚下、天鹅湖畔，隆重举行南京财经大学 2017 级

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全校 2万余名师生员工，向经过自己刻

苦努力考入南财大的 850名来自全国 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 2017级研究生同学表示

衷心的祝贺和热烈的欢迎！向辛勤培育你们的父母和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学们，南京财经大学是一所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经济学、管理学、法学、

工学、文学、理学等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由国家粮食局与江苏省共建的省

属重点大学。在 61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随改革潮流前进，

创造了值得骄傲的业绩，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研究生教育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重要基础。在过去 10 多年间，我校研究生教

育有了长足的发展，研究生在校规模，从 2004 年的 104 人，增长到目前的 2000

余人；招收研究生的学科分布也从经济学、管理学两个学科门类拓展到经济学、管

理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等 6大学科门类的 12个一级学科领域，涵盖了 43

个二级学科和9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1个国家特殊需求博士学位授权项目，

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今年，全国共有 5533 人报考我校研究生，在座的同学们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

以优异成绩从中脱颖而出。其中，有 75%的同学来自兄弟高校，你们的到来为又南

财大增添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我们感到由衷的喜悦。 

同学们，无论你们是刚刚结束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还是工作多年后重返校园，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生活，对于你们来说，都是人生新的起点，都将面临新的机遇

与挑战。 

如何面对新的挑战、圆满完成三年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业？应该是大家关心的问

题。就此，我想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和希望： 

1、希望你们志存高远，确立目标。目标如灯，导引你走向远方。对于没有目

标的人来说，岁月的流逝只意味着年龄的增长，平庸的他们只能日复一日地重复自

己。想改变自己处境的人很多，但是有一些人不能将这种改变处境的愿望具体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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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清晰明确的目标，并为之奋斗。结果，这些人的愿望也仅仅只能是欲望和空

想而已。成功，在往往取决于一开始的选择，你选择什么样的目标，就会有什么样

的人生。经济学上的道路依存原理，说的也是这个道理。目标既是我们成功的起点，

也是衡量是否成功的尺度。人生应该有理想和目标，研究生阶段也要有明确的目标。 

古人云：“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法乎其下,则无所得矣”。

所以，人生不仅应该设定目标，而且应该在结合实际，注意它的可行性的基础上，

志存高远，把目标设定的尽量高远一些。相信你们一定会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发展

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自己远大的目标。 

2、希望你们脚踏实地，严谨治学。古人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

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择细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

至千里”。任何成绩都是脚踏实地地去做出来的，任何果实都是日积月累地付出得

来的，空想造出的楼阁，不若奋斗换取的一砖一瓦。本质上，研究生期间的学术研

究是一种行动力和持续力反复叠加的学习过程，而促进这个过程从量变转换到质变

的正是研究者坚持不懈的付出。同学们知道，“研究”在英文中叫“research”， 

“re”词根有“重复”之意，从字面上不难发现，研究就是不断地“search”，即

不断追寻，反复探求的过程，这种工匠精神也恰好体现出“研究”蕴含了脚踏实地，

刻苦钻研的本质。 

同学们，做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定要脚踏实地，不务虚名，在点滴的工作

中去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去激发研究的灵感，去触摸问题的本质，一旦选准方向，

就要加快步伐，义无反顾的向着心中的目标迈进。科学的发展，往往依赖于那些甘

于寂寞、皓首穷经做学问的人。治学的道路是一条艰苦寂寞的道路，从来没有花团

锦簇。同学们要做好一路上与孤独为邻、与寂寞为伍的准备。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当

下，世俗的浮躁变成了你们求学路上的坎坷和荆棘。你们一定要脚踏实地，好学力

行。或许你会在路上经历失败，面对挫折；或许你夜以继日地耕耘却迟迟没有收获；

这时，你们需要学会沉下心来，冷静地看待自己、审视社会，勇于坚持，不忘初心，

百折不挠。 

3、希望你们勇于实践，开拓创新。同学们，本科生和研究生二者最大的区别

在于，本科阶段主要以知识学习为主，强调通识教育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专业素质

的培养，兼顾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而研究生阶段则以研究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主

要特征。习近平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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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当前，我们就身处在一个日新月异的

大创新时代，若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就一刻也不能停止创新。

而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就是这个时代最具有生气、最具有想象力、最具有创造性、

最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主力军。 

同学们，在未来的研究生阶段，你们要积极主动地参与本专业科研项目和社会

实践活动，要秉承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理念，通过日常学术训

练养成进取的创新意识、坚实的学术功底、严谨的科学素养。 

4、希望你们加强修养，做一个修身厚德的南财人。古语有云“立事者不离道

德，调弦者不失宫商”，意思是说一个人若想建功立业必须要注重道德品行的养成，

这好比调弦试音的人要懂得音律。我希望你们在未来的研究生阶段以及更长远的人

生跑道上，秉承“自谦自信，务实超越”的校训精神，重视修身养德，择善而从，

胸怀社会，砥砺前行，在未来的科研和实践中，敢于面对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为

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同学们，硕者，大也;博者，广也。从学士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改变的不

单单是称号，更重要的是称号下的意义。希望大家秉承对学术的挚爱和诚笃，肩负

时代使命，潜心为学、用心谋事，和南财大同呼吸，与祖国共奋进，以优异的成绩

响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时代号召，早日成长为可堪重负、能为大用的高层次拔尖创

新型人才！ 

最后，祝同学们学业有成、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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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军教授在 2017 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2017年 9月 13 日 

国际经贸学院   杨继军教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新生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我是来自于国际经贸学院的教师杨继军，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一次的研究生开

学典礼。十三年前，也是在秋高气爽的 9月，我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征程。今天，

作为导师，同时也作为过来人，希望和大家交流一些想法。在这里，我想送给大家

“三颗心”。 

第一，要有一颗责任心。 

降生于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国度，大家是幸运的，因为没有战争，没有饥

荒，但是今天的你们，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压力，未来你们要赡养你们的父母，抚育

你们的孩子，支撑你们的家庭，而这些都源于你们的事业，你们的工作，你们读书

期间点点滴滴的积累。2016 年全国共有 56 万研究生毕业（包括博士研究生），10

年前只有 26 万，所以未来的职场竞争必将是龙争虎斗，加之“赢者通吃”的时代

背景，所以如果你不选择出彩，那么你就只能选择出局。百舸争流，奋楫者先，敢

于前进的人才会胜利，所以在硕士阶段，大家必须要有紧迫感、责任感。因为在你

们的背后，有父母的牵挂，亲友的期待，为自己，也为他们，勇敢的担负起这份责

任！ 

第二，要有一颗平常心。 

人生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有荆棘有坎坷，所以叫“风雨人生”，这是我们

无法改变的，我们能改变的，是我们的心境，是我们对待风雨的态度。未来的学业、

工作中你们也会遇到各种挫折，比如论文被拒稿、开题没通过、求职不顺利。但是，

大家要记住，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是比问题本身要多，坎坎坷坷人生路，曲曲折折成

功梯，正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才砥砺了我们的心智，最终使我们做到心如磐

石，无论风起云涌、无论潮起潮落，我们都岿然不动。所以，在生活中既要有“天

生我才必有用，舍我其谁”的壮志豪情，也要具备“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

强求”的人生智慧，拥有一颗平常心，才能在瞬息万变的交错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三，要有一颗关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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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同学的关系：你们可能来自于不同的省市、不同的院校、不同的专业，

但是既然有缘相聚在南财，要透过不同看到更多的相同，同窗情义是难得的缘分，

同学之间要保持一颗关爱之心，就像《欢乐颂》里的姐妹情深，《三八线》里的兄

弟情义。 

其次与导师的关系：不同的导师可能有不同的风格，或和蔼，或严厉，甚至声

色俱厉的训斥。很多同学觉得老师批评了自己，不理解，有情绪。美国著名的心理

学家希尔加德说过：“在科学领域，批评是颂扬的最高形式”。导师批评你，恰恰是

说明导师认可你，希望你能够做的更好。当年，在我的研究生阶段，导师倾心倾力，

给了我很多关爱，今天，我代表南京财经大学全体导师承诺：在今后的指导中，一

定尽责勤勉，把这份关爱传递给大家。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最后祝愿同学们梦圆南财，收获满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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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代表在 2017 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2017年 9月 13 日 

2016级会计学专业研究生  罗欣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学弟学妹们：大家上午好！ 

我是 16 级会计学专业研究生罗欣，首先，我谨代表全体在校研究生向各位学

弟、学妹们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祝贺！你们的加入，使得清新美丽的校园焕

发出更多的活力与激情。 

去年的今天我和在座的诸位一样，成为了南财大的一名研究生新生，而略有不

同的是我已经和这所学校相处了五年之久，作为一个本科也就读于南财大的学生，

这五年时光，我有幸同母校一同成长。我见证了校园格局的变化与发展，见证了

60 周年校庆的辉煌与成功，也见证了学校向更高水平大学迈进的道路上所付出的

努力与收获。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老师与同学的辛勤付出与努力奋斗。作为学生，我

们不仅是见证者，更应该是传承者。今天，在这里，我有些许感悟想与学弟学妹们

分享与共勉。 

首先，读研不同于以往的学习阶段，它强调自主学习的重要性。与被动的获

取知识相比，研究生是以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需要充分阅读文献，了解国内国外

最新研究成果，积累丰富的知识储备；并在积累的基础上尽快明确研究方向，围绕

实际课题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思考，创造性的开展工作。这一切，都需要自觉、

自主的完成。相比本科课程，研究生有较多的空暇时间，但并不意味着有更多的休

闲时间，恰恰相反，只有我们充分利用每一分钟宝贵的时间，投入到科学研究事业

中去，方可在研究学习中取得一定的成果。 

其次，学术交流在研究生学习中显得尤为重要。正如萧伯纳所说：“你有一种

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每人可拥有两种思想。”在过去一年的研究

生学习生活中，课堂上老师与同学们，以及同学们之间激烈的讨论让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无论是优秀文章的相互分享，还是理论知识的讨论与推敲，这种思想火花

的碰撞都让我领略到了研究之美，并受益匪浅。在研究中多向师长请教、多跟同学

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开拓思路、提高效率、把握研究关键。同时，要利用好学校提

供的各种讲座、平台，积极到国际的学术舞台上进行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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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想要与大家共勉的一句话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

一名研究生，我们更应该明白身上肩负着父母和导师寄予的殷切期望和深重责任。

今天，因为共同的选择与信仰，让我们相聚在一起。希望在座的学弟学妹们在研究

生阶段，秉承南财大自谦、自信、务实、超越的校训，以从容不迫的气度、谦虚谨

慎的姿态、胸怀天下的情怀，继续谱写南财大新的辉煌！ 

最后，衷心地祝愿领导、老师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学弟学妹们学业有成，

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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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表在 2017 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2017年 9月 13 日 

2017 级数量经济学专业研究生  胡楚阳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我是来自经济学院数量经济学专业的新生胡楚阳，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作为新

生代表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 2017 级全体新生向即将带领我们继续攀登知识

高峰的各位领导、老师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大学四年，我们从懵懂、迷茫的少年历练成为放飞理想

的有志青年。读书学习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更让我们学会思考，逐渐找到人

生的目标。还记得去年此时，图书馆的角落里，那一个个埋头苦读，过着早出晚归、

两点一线生活的我们，通过考研的历练，对自己、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更深层、

更成熟的认识，对比过去，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坚定与自信，选择了前方，便风雨

兼程。 

亲爱的同学们，走进南财，我们即将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生活，会面临更多

的机遇、难题和挑战，会有更充裕的时间供我们自由支配，因此，我们必须养成良

好的习惯，学会自律，撇开浮躁，潜心钻研；要懂得虚心求教，多向老师请教、多

与同学交流，形成自己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在脚踏实地、

勤勤恳恳做人做事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扬创新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秉

承“自谦、自信、务实、超越”的校训，珍惜我们用汗水换来的又一轮校园时光，

充实自己，努力为自身、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亲爱的同学们，走进南财，我们的理想和追求将再次起航。此刻，我们在此相

聚，为成为南财新的一分子而庆祝。典礼过后，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会场，融入南财

校园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各个角落。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将尽情汲取学术

营养，一道分享成长感悟，携手实现人生梦想。让我们共同努力，用信念坚定理想、

用理性明辨是非、用热情融化困难，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南财人，用

青春续写南财精神的时代篇章。 

最后，衷心祝愿各位领导和老师们工作顺利、阖家幸福！祝愿各位同学学业有

成，再创辉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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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级研究生与硕导互选工作结束 
 

在各有关学院领导和学科点负责人的组织协调下，2017 级硕士研究生师生互

选工作基本结束。现将师生互选结果公布如下： 

2017级研究生与硕导互选表（学术型） 
 

    专业 导师 学号 姓名 学号 姓名 学号 姓名 

政治 

经济学 

钱书法 1120170465 马雪莹     

周绍东 1120170462 谢浩然 1120170463 周梦   

卢映西 1120170464 巩旷野     

赵光瑞 1120170461 柳建龙     

刘志国 1120170468 胡翔     

崔向阳 1120170467 秦艳明     

张圣兵 1120170466 顾成豪     

王爱华 1120170469 李鑫     

西方 

经济学 

叶林祥 1120170479 黄杏子     

黄姗姗 1120170473 余静     

尹敬东 1120170480 丁柏超     

张运峰 1120170475 陆宇萌     

王万珺 1120170474 陈伟     

石 奇 1120170476 王晨晨     

陈 杰 1120170478 韦艳利     

周 宁 1120170481 吴小建     

数量 

经济学 

陈耀辉 1120170489 胡希凡 1120170492 胡楚阳   

王  庚 1120170490 王炎 1120170491 蔡云 1120170493 邓皓哲 

杜延军 1120170486 傅雨凝 1120170494 王伟   

李昌峰 1120170487 李志远 1120170488 许楷   

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

济学 

方国昌 1120170485 张悦     

郭存芝 1120170482 金珈印     

黄雪琴 1120170484 丁惠     

张 成 1120170483 杨璐     

经济 

思想史 

张士杰 1120170470 张家榕     

姚清铁 1120170471 刘子恒 1120170472 郑菲   

统计学 

李庆海 1120170496 姜南 1120170503 钱卫娟   

韩 中 1120170495 王刚 1120170500 张建行   

朱琴华 1120170507 朱益锋     

李  刚 1120170504 孔艺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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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芳 1120170501 钱琨 1120170505 叶紫清   

白先春 1120170499 宦颖洁     

张继良 1120170497 刘伟彬 1120170498 汪圣忠   

国民 

经济学 

李  杏 1120170002 赵欣然 1120170005 郭悦   

许祥云 1120170001 余聪 1120170003 沈瑶   

杨青龙 112017004 丁启     

李平华 1120170006 章梦姝     

产业 

经济学 

杨向阳 1120170010 翟书萱 1120170013 童珠珠   

胡雅蓓 1120170011 杨小东 1120170012 韩依彤   

陈启斐 1120170009 张群 1120170016 吴金龙   

闫星宇 1120170008 嵇帆帆     

陶金国 1120170015 张妍 1120170019 刘海艳   

杨风召 1120170007 黄余鹏 1120170020 谭艳妮   

原小能 1120170014 陈琛祎 1120170017 杨峰   

国际 

贸易学 

唐保庆 1120170031 吴天竺     

陈小文 1120170032 赵倩 1120170035 方文娇   

杜运苏 1120170033 郭文静 1120170036 陆世耀   

张为付 1120170034 林颖 1120170037 方启妍 1120170030 杨婧 

张  莉 1120170023 李奔 1120170027 刘紫月   

史 青 1120170024 赵跃叶     

张文武 1120170022 欧习 1120170029 徐嘉婕   

王仲辉 1120170021 谢妍     

杨继军 1120170025 祝宇 1120170028 孙冬   

程 进 1120170026 张倩     

财政学 

唐祥来 1120170585 王国梁 1120170579 王耀群   

李林木 1120170577 许慧敏 1120170581 宛江   

管永昊 1120170576 吴佳敏 1120170578 彭有为   

田志刚 1120170580 付雨佳     

张秀莲 1120170582 林芹     

汪卢俊 1120170575 姜文琪     

朱  军 1120170583 饶灵芳 1120170584 寇方超   

金融学 

华仁海 1120170359 李航 1120170369 陆丹丹 1120170376 庞杰 

杜修立 1120170389 王建     

姚定俊 1120170363 刘慧     

郭文旌 
1120170362 宋玉雅 1120170365 邢明杰 1120170378 夏利强 

1120170380 潘越 1120170388 葛乃荣   

闫海峰 1120170377 徐博欢     

杨荣海 1120170375 石健 1120170382 吴菲   

雷  鸣 1120170383 徐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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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志村 
1120170358 田鹊 1120170364 陈颖 1120170370 夏新宇 

1120170381 沈雨田 1120170386 张运 1120170387 薛怀秀 

童馨乐 1120170361 张薇薇 1120170366 陆琴 1120170384 华士艳 

莫  媛 1120170373 王静     

毛泽盛 1120170374 程世伟 1120170379 丁长韬   

陈晓慧 1120170367 秦蓓     

王玉宝 1120170371 魏平     

刘敏楼 1120170385 刘畅     

邓  伟 1120170360 贺彬炜 1120170368 陈佳明 1120170372 陈玥 

劳动 

经济学 

汪  栋 1120170070 王顾学 1120170074 王婵婵   

曹信邦 1120170077 朱桉慧 1120170078 张小凤 1120170080 杨翌凌 

袁国敏 1120170073 吴蓓 1120170079 贾艳芳   

黄  斌 1120170072 卞一凡 1120170076 程欢   

胡永远 1120170071 吴秉炜 1120170075 王剑文   

房地产 

管理学 

朱广忠 1120170082 王鑫 1120180083 董冠宇   

赵  强 1120170084 朱啸艳     

金志云 1120170081 吴薇     

区域 

经济学 

宣烨 1120170748 陆静 1120170750 翟任任 1120170755 孙鹏博 

檀菲菲 1120170746 陈晓庆     

余永泽 1120170744 庄海涛 1120170745 赵成林 1120170753 伏雨 

孔群喜 1120170751 蔡梦 1120170752 王晓颖 1120170756 陈慧 

徐圆 1120170747 施永莉 1120170749 陈航佩 1120170754 洪佳月 

贸易经济

（粮食 

经济） 

曹宝明 1120170740 娄益龄     

徐建玲 1120170737 储怡菲     

李光泗 1120170742 陈心恬     

赵  霞 1120170736 赵一妮     

李  丰 1120170741 丁圆元     

易小兰 1120170738 颜琰     

蔡  荣 1120170739 汪紫钰     

王舒娟 1120170743 唐杰     

营销企管 

乔  均 1120170556 吴昊 1120170561 史慧慧 1120170565 张颖 

倪  明 1120170562 洪文佳     

张国军 1120170566 吴凡     

刘汉进 1120170554 伍金铭     

陶经辉 1120170555 丁亭亭     

刘  杰 1120170558 张程     

陈效林 1120170559 庄艳 1120170563 赵陆萍   

姚  杰 1120170564 理迁     

张  敏 1120170557 王梓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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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华 1120170560 方雪琳     

营销与 

物流管理 

张太海 1120170568 陈奇     

肖玉洁 1120170570 刘思嘉     

邱玉琢 1120170567 杜雅楠     

管 理 科 学

与工程 

孟秀丽 1120170641 吴艾婧     

刘  军 1120170635 刘若晨 1120170636 梅文娟   

程永波 1120170637 陈枫 1120170638 朱晓娟   

唐  润 1120170639 尹星 1120170642 李明月   

陈亚林 1120170640 刘娇娇     

旅游管理 

丁  蕾 1120170060 张义杰     

万绪才 1120170062 周悦     

钟士恩 1120170064 黄佩红     

 

技术经济

及管理 

霍映宝 1120170066 李晓旋 1120170068 王璋逸   

周丽萍 1120170065 周燕     

徐  莉 1120170067 张毅琪     

万  兴 1120170069 潘倩雯     

工商企管 

陆华良 1120170054 叶秋雨     

       

张文勤 1120170046 尤丽娇 1120170048 杨茂沁   

刘永强 1120170047 吕文潇 1120170059 季司文   

秦伟平 1120170053 蔡元 1120170050 姜岩   

俞安平 1120170055 王蕾     

奚国泉 1120170056 刘婧捷     

殷华方 1120170052 孙子凡     

杨  林 1120170049 段牧钰     

丁秀玲 1120170057 张宇     

常建坤 1120170051 韦志强     

侯立军 1120170058 陈雨棠     

 

会计学 

阚京华 1120170178 张复赞 1120170195 陈秀梅   

朱秀丽 1120170160 孙于兰 1120170182 刘夏晶   

王开田 1120170171 景慧 1120170189 许志子   

李连军 1120170197 戈亦丁     

蒋  琰 1120170173 胡松 1120170188 王逸如   

姚文韵 1120170163 魏佳慧 1120170164 桑雅迪 1120170190 徐子荷 

管亚梅 1120170162 于子贻 1120170175 戎媛   

郑  军 1120170166 陈晓健     

于成永 1120170186 李昊翔     

何  玉 1120170187 李梦如 1120170200 貌学俊   

常华兵 1120170167 潘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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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建刚 1120170168 吕鹏 1120170201 王文琪   

毛  敏 1120170165 於婷婷 1120170192 祝岑   

周友梅 1120170174 管越 1120170196 成竹   

张正勇 1120170169 刘惠 1120170193 陈倩慧   

倪婷婷 1120170198 许媛媛 1120170202 朱敏洁   

李万福 1120170172 赵晴 1120170177 赵青扬   

温美琴 1120170170 张悦 1120170184 王为菊   

孟翠湖 1120170176 孙溯 1120170181 刘婷婷   

沈永建 1120170161 梁方志 1120170191 邱文凤   

张  怀 1120170179 韩玉玲     

时  现 1120170180 金正昊     

胡晓明 1120170183 张祖遥 1120170185 李桃桃   

陈  华 1120170194 包也     

陈  良 1120170199 周鑫     

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 

曹  克 1120170626 高雪荣     

陈  翔 1120170625 高露     

许苏静 1120170623 孙洁星 1120170624 胡  皓   

马克思 

主义基 

本原理 

曹  克 1120170619 谢洋洋     

梅景辉 1120170620 徐萍 1120170621 周泊然   

刘希刚 1120170618 郭凯     

于海量 1120170622 王明     

思想政 

治教育 

李玉琴 1120170631 舒豪 1120170627 顾唯奇   

韩力争 1120170633 刘雪梅     

耿步健 1120170629 沈丹丹 1120170634 陈赛凤   

陈章龙 1120170630 姜兰     

孙丰云 1120170628 束玉莉 1120170632 朱郭钰   

国际 

法学 

戴德生 1120170551 蔡要彩     

刘  正 1120170552 王苏丹     

刘  超 1120170553 王宗栋     

经济法学 李  磊 
1120170546 徐澜心 1120170547 朱聪影 1120170548 李铖豪 

1120170550 黄悦     

民商 

法学 

焦富民 1120170533 刘倩 1120170534 时怡 1120170538 冯银东 

董学立 1120170540 魏庆东 1120170541 黄福亮   

储 敏 1120170532 王卉 1120170536 刘思唯   

张 颖 1120170535 苗婷 1120170537 周雨涵   

诉讼 

法学 

杨军 1120170544 张宁宇     

王寨华 1120170542 牛子墨     

胡宜奎 1120170545 孙婷婷     

宪政法学 沈文捷 1120170530 叶楚天     



 

 14 

夏清瑕 1120170531 唐安然     

英语语 

言文学 

孙  冬 1120170572 张可     

肖  辉 1120170574 孙卓     

张高远 1120170571 崔晶晶 1120170573 钱洁   

传媒经营

管理 

宋祖华 1120170611 夏晨晨     

刘  辉 1120170612 张鹏     

黄建远 1120170615 赵呈     

蒋建梅 1120170617 尹方圆     

朱  云 1120170614 姜倩雯     

刘泱育 1120170613 陈娜     

戴文红 1120170610 濮莹萍     

谢鼎新 1120170616 谭禄璐     

基础数学 

吴  波 1120170586 蔡洁洁     

时洪波 1120170587 王怡     

谭玉顺 1120170588 潘荣清     

张从军 1120170589 李杨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万树文 1120170593 彭凯     

孙春燕 1120170594 尹美玲 1120170598 张贺   

王小灵 1120170596 张虎     

宋瑞丽 1120170595 顾哲煜 1120170597 杨博   

应用 

数学 

王宏勇 1120170599 朱婷 1120170601 冯佑帅 1120170603 凌美君 

谭玉顺 1120170600 刘延 1120170604 陈子璐   

吴  波 1120170602 钱丹丹     

时洪波 1120170605 鲁志敏 1120170609 刘静   

孙成峰 1120170608 黄倩倩     

李  梅 1120170606 葛颖颖 1120170607 凌亚茹   

计算数学 
申  远 1120170590 夏书育 1120170592 于奥林   

刘保庆 1120170591 印良壮     

软件工程 

伍之昂 1120170719 侯惠民 1120170727 于祥 1120170731 李志涛 

刘金良 1120170726 尹廷婷 1120170734 王誉达   

 黄  健 1120170720 薛山山 1120170733 王春梅   

卜  湛 1120170729 陆启鹏 1120170735 齐自   

毛  波 1120170721 朱高明 1120170728 章驰航   

韩  伟 1120170723 周辉     

史本云 1120170724 丁翠玲     

王  斌 1120170725 林怡     

蒋  晔 1120170732 周晶     

苏杭丽 1120170722 陈舒畅 1120170730 杨萌   

计算机 钱  钢 1120170702 张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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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理论 曹  杰 1120170703 于正一     

何  静 1120170704 李运遥     

马福民 1120170705 张鑫涛     

程永上 1120170706 颜文静     

计算机 

应用技术 

曹  杰 1120170713 徐桂莹 1120170718 张明珠   

刘金良 1120170707 索炜     

王  斌 1120170710 陈鑫 1120170714 宋超   

李树青 1120170709 郝志远 1120170716 丁浩   

张备伟 1120170711 时梦丽     

韩金广 1120170715 贝茂暄     

刘  阳 1120170708 何超     

毛  波 1120170717 程慧     

卜  湛 1120170712 杨欢     

食品科学

与工程 

方  勇 1120170664 邹燕羽 1120170670 王灵玲 1120170691 吴剑 

袁  建 
1120170656 初晨露 1120170661 郝怡宁 1120170678 董雪 

1120170649 汪静     

程绪铎 1120170658 严薇 1120170688 陈雪   

唐培安 1120170660 陈锐 1120170671 孟宏杰   

胡秋辉 1120170654 董禹彤 1120170690 纪阳   

裴  斐 1120170659 王月莹 1120170684 肖坤鹏   

何  荣 1120170651 汪玉娇 1120170648 陈雯烨   

沈  飞 1120170645 赵天霞     

沈新春 1120170677 刘峻呈 1120170694 孙璐 1120170666 包伊凡 

鞠兴荣 1120170650 吴进 1120170653 徐焘 1120170663 纪佳璐 

都立辉 1120170668 袁康     

邵小龙 1120170665 周立鸣     

邱伟芬 1120170673 郑云飞 1120170693 王鹏杰 1120170667 刘慧 

杨文建 1120170644 宋媛 1120170682 胡烨 1120170695 浦浩亮 

杨玉玲 1120170657 魏苏萌     

宋  伟 1120170669 王燕 1120170681 钱佳成   

汤晓智 1120170672 侯克洪     

王立峰 1120170652 王博 1120170655 王梅 1120170685 李枝芳 

陈银基 1120170646 杨恒 1120170676 胡慧敏   

余向阳 1120170674 卯新蕊     

王明洁 1120170683 邹智鹏     

曹崇江 1120170692 韩祥稳     

雷  红 1120170647 王梦溪     

周建新 1120170675 戚馨月 1120170689 隋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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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琴 1120170662 甘媛若     

万忠民 1120170680 马倩婷     

王素雅 1120170686 张冬梅     

高瑀珑 1120170687 张爱静     

石嘉怿 1120170679 耿淑芳     

文化创意

产业 

郭承波 1120170459 黄丽     

仇高驰 1120170455 王校钰     

许  蚌 1120170457 曹南风     

李  娜 1120170458 崔旺旺     

王  罡 1120170460 郭颖     

丁  蕾 1120170456 李震宇     

应用 

经济学 

鞠兴荣 1920170003 罗乐添     

曹宝明 1920170001 宋亮 1920170002 缪书超   

张为付 1920170004 胡晓娅     

石  奇 1920170006 林思源     

侯立军 192017007 朱强     

王开田 1920170005 马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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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级研究生与硕导互选表（应用型） 

 
    专业 硕士生导师 研究生 

 

金融硕士 

许承明 童青青  胡子乔 

华仁海 吴琦  蒋伟健  朱斌  王天宇 

莫  媛 朱芝均  姜苏梅  杜祥雨 

杜修立 陆静仪  乔雨  许深  马魁 

毛泽盛 胡丹婷  史玥  郭安祺  蔡莉  万磊 

童馨乐 方凌云  许天宇  苏建冬 

陈晓慧 刘坤  张蕾  费琳莹 

姚定俊 俞扬  施云 

闫海峰 尹小曼  李蔚  庄蓓  周军煜 

王玉宝 刘洋  赵舜  张梦水  徐斌 

黄志勇 姜书  刘丹 

刘敏楼 朱文浩  陆紫玲  许艳雪  徐欣  袁苗 

张志柏 俞潇 

雷  鸣 朱建峰  荣成敏  周桃庆  祝闽  黄亚男 

郭文旌 缪炜  潘弘毅 

杨荣海 朱菁菁  陈小璐 

卞志村 王敏琦 

邓  伟 翟煜祥  高雅慧  赵华治  王思曼 

统计硕士 

陈耀辉 许莲清  陈晓菁  刘林涵 

李庆海 孙家鹏  饶元武 

凌迎兵 胡敏梦  董阳阳  项尚 

李  刚 沙学豪  刘佳  张芊 

王  芳 贺思晴  丁聪 

白先春 储红琴  黄鹤  孙嘉欣 

朱琴华 谢海燕  王汉成  姚超 

张继良 崇伟益  庞文静 

韩  中 张会婷 

会计硕士 

吴艾莉 周倩玮  黄奥程 

王开田 李博闻  蒋琦  吴迪 

周友梅 马琳  刘长睿  高楠  顾燚  薛永飞  马垠川 

张正勇 段咏雪  李芳祺  曹金金  宋国龄  赵月圆  张庆茹 

陈  良 陈子琪  赵睿妍  钱丹辉  朱颖莹  徐玲  张灿  祝嘉焜 

孟翠湖 范云飞  周宇  樊柳青  陈嫄  黄鸿运  温磊   

阚京华 韩雨蒙  李超  熊莘蔚  石梦静  殷丽亚 

沈永建 吉浩然  曾紫媛  潘舒祎   

李连军 高飒  潘峰  胡逸风  张林林  徐帆  曹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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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琰 钟宇轩  谢天瑶  曹诗芳  李安琪  璩颖   

李万福 魏甜  季春红  支彦莉  邵笑  郜钰辉  付伟 

于成永 刘烨学子  赵星宇  陈湉  宋雪  邓超然  周迪秋 

姚文韵 马金晶  王煊  刘天钰  仲翔宇  罗玉娇 

管亚梅 张刘鹏  杨宇飞  肖旺  叶梦蝶  王静啸  吴倩倩 

胡晓明   牛甜甜  茅倩  陈玲瑜 

何  玉 危琛  赵书杨  张舟舟  许雪娇  岳杨  陈晓健 

时  现 阚萌  张靖榕  王琳  黄佳琪  张鹏  吴强  冯玉波 

温美琴 仲崇敬  陈婷  倪雪  曹莉 

王玉春 王娟  陈心怡  朱梦怡  吴雪吟  王宁宁  顾莹莹  谢爱莹  石沁 

毛  敏 冯文森  徐婷婷  关亚  杨志云  韩秋艳 

贺建刚 陆琼  黄文清  葛倩  阳雨轩  吉泽宇  柳晓琪   

袁卫秋 刘敏捷  孙子维  惠梦婷  顾政 

陈  华 刘蕴慧  翁翔  陈颖 

钱  坤 王笑媛 

朱秀丽 杨进 

张  亮 杨涛  张金 

刘小峰 张文涵  王芳  陈凡 

倪婷婷 李梦婕  杨佳欣  谢佳言 

郑  军 蔡昊江  王颖  刘慧哲 

吴孝灵 杜明  邱逸尘  郭腾振 

常华兵 秦思琦  黄悦  宋强  彭聪 

资产评估 

胡晓明 汪昊  刘梦雅  朱羽灿 

刘小峰 张亮  乐蕾  杨磊  程涵修 

于成永 袁苗苗   

吴孝灵 沈泽鹏  何梓祥  陈一鸣 

钱  坤 张晓  陈远 

保险硕士 

黄志勇 朱延亮  张龙祥 

张志柏 韦芮 

姚定俊 徐睿  潘俊  徐顺达  朱婉莹 

杜修立  钟拓 

莫  媛 周华威 

食品工程 

汤晓智 孙旭阳 

曹崇江 陈亚婷 

胡秋辉 王超璠 

朱恩俊 马缓 

鞠兴荣 宋新阳 

刘晓庚 刘季敏 

国际商务 张为付 陈逸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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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烨 王久第 

杨继军 王晨聿 

李逢春 张海莲 

杨向阳 童瑶 

杜运苏 许恒 

杨青龙 王鑫 

许祥云 王爱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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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三助一辅”工作顺利启动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帮助部分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根据

学校的统一部署，在人事处、教务处、学生处、经济学院等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

我校 2017-2018年度研究生“三助一辅”工作顺利启动。 

本次学校为研究生提供的管理助理岗位共 101 个，教师助理岗位共 33 个，研

究生辅导员岗位 13 个。岗位公布后，研究生报名踊跃。经面试、考核、审批等环

节，择优录用了 147名研究生，被录用的研究生将在近日全部进入工作岗位，其工

作考核合格后，每月将相应获得 400元左右的报酬。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考核

录用结果如下: 

2017-2018 学年研究生助理管理岗位考核录用结果 

 

序号 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专业 录用部门 薪酬 

1 汤帅 1120150444 民商法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 朱聪影 1120170547 经济法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3 蔡要彩 1120170551 国际法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4 安琴 1120160537 英语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5 熊莘蔚 1220170292 会计专硕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6 牛子墨 1120170542 诉讼法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7 叶楚天 1120170530 宪行法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8 许秀芳 1120150538 马克思原理 校办  

9 祝皓晨 1120150502 财政学 校办  

10 叶紫清 1120170505 统计学 外语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11 赵舜 1220170420 金融专硕 外语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12 张复赞 1120170178 会计学 会计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13 袁苗苗 1220170205 资产评估 会计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14 潘峰 1220170240 会计专硕 会计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15 吉浩然 1220170256 会计专硕 会计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16 赵晴 1120170172 会计学 会计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17 罗欣 1120160204 会计学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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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陆静娇 1120160202 会计学 科研处  

19 章冰 1120160044 国际贸易学 组织部  

20 贾艳芳 1120170079 劳动经济学 组织部  

21 王文琪 1120170201 会计学 组织部  

22 朱萍 1120160492 统计学 组织部  

23 朱婷 1120170599 应用数学 应用数学学院  

24 冯佑帅 1120170601 应用数学 应用数学学院  

25 苏思羽 1120160590 马克思基本原理 图书馆  

26 姜婷 1120160450 数量经济学 图书馆  

27 张悦 1120170170 会计学 图书馆  

28 景慧 1120170171 会计学 图书馆  

29 汪圣忠 1120170498 统计学 图书馆  

30 王较钰 1120170455 文化创意产业 艺术设计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31 何舜 1120160571 应用数学 体育部  

32 束玉莉 1120170628 思想政治教育 经济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33 谢海燕 1220170508 应用统计 经济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34 黄鹤 1220170518 应用统计 经济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35 刘佳 1220170519 应用统计 经济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36 刘海燕 1120170019 产业经济学 经济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37 陈秀梅 1120170195 会计学 教务处  

38 张玉 1120160491 统计学 教务处  

39 许媛媛 1120170198 会计学 教务处  

40 冯晓倩 1120160598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  

41 刘靖 1120160594 马克思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学院  

42 周泊然 1120170621 马克思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43 孟宏杰 1120170671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44 胡烨 1120170682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45 张冬梅 1120170686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工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46 彭见欢 1120160589 马克思原理 人事处  

47 周金伟 1120160592 马克思原理 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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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唐安然 1120170531 宪行法  研究生处  

49 理迁 1120170564 营销企管 研究生处  

50 胡敏梦 1220170516 应用统计 研究生处  

51 张会婷 1220170509 应用统计 研究生处  

52 史慧慧 1120170561 营销企管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53 刘思嘉 1120170570 营销物流管理 营销与物流管理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54 徐澜心 1120170546 经济法 法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55 钱清华 1120160510 经济法 法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56 王苏丹 1120170552 国际法学 法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57 张倩 1120170026 国际贸易学 国贸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58 翟书萱 1120170010 产业经济学 国贸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59 朱桉慧 1120170077 劳动经济学 公共管理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60 李军 1120160091 劳动经济学 公共管理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61 汤莫亚 1120160711 区域经济学 产业发展研究院  

62 钱壮 1120160695 贸易经济 粮食经济研究院  

63 赵呈 1120170615 传媒经营管理 新闻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64 张鹏 1120170612 传媒经营管理 新闻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65 濮彩云 1120160206 会计学 团委  

66 赵欣然 1120170002 国民经济 团委  

67 顾唯奇 1120170627 思想政治教育 艺术教育中心  

68 马璐 1120160524 营销企管 校友会  

69 陈枫 1120170637 管理科学与工程 校友会  

70 潘俊 1220170448 保险专硕 金融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71 乔雨 1220170400 金融专硕 金融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72 田鹊 1120170358 金融学 金融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73 陆琴 1120170366 金融学 金融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74 张龙祥 1220170454 保险专硕 金融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75 王顾学 1120170070 劳动经济学 改革发展办公室  

76 潘颖 1120150495 财政学 经管实教中心  

77 李进儒 1120150488 财政学 经管实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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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王超越 1120160552 财政学 经管实教中心  

79 时梦丽 112014071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80 陈鑫 1120170710 计算机应用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81 黄巍巍 1120160484 统计学 评估办高教所  

82 李景慧 1120160063 工商企管 评估办高教所  

83 刘伟杰 1120160423 政治经济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84 苗军 1120160614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85 谭禄璐 1120170616 传媒经营管理 党委宣传部  

86 皮丹丹 1120160600 思想政治教育 党委宣传部  

87 叶玲慧 1120160596 马克思中国化 党委宣传部  

88 朱晓娟 1120170638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党委宣传部  

89 朱郭钰 1120170632 思想政治教育 党委宣传部  

90 蔡元 1120170053 工商企管 工商管理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91 尹莉 1220170787 工商管理 MBA中心  

92 张宸瑜 1220170780 工商管理 MBA中心  

93 王国梁 1120170585 财政学 财税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94 宛江 1120170581 财政学 财税学院 录用部门负担一半 

95 韩玉玲 1120170179 会计学 财务处  

96 丁欲晓 1120150281 金融学 财务处  

97 陈虹 1120150146 会计学 财务处  

98 张一星 1120160513 经济法 国资处  

99 张贺 1120170598 概率数理统计 国资处  

100 李伟 1120160004 国民经济 产业经济与学报编辑部  

101 侯佳妮 1120160002 国民经济 产业经济与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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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研究生教师助理岗位考核录用结果 
 

序号 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专业 助教课程 

1 朱思齐 1120160456 数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2 胡飞 1120160449 数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3 贺煜 1120160443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4 陆隆溪 1120160444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5 方晖 1120160442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6 金珈印 1120170482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7 贾甜甜 1120160435 西方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8 卞元之 1120160433 西方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9 王欢 112016044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10 王刚 1120170495 统计学 统计学 

11 邓晓燕 1120160482 统计学 统计学 

12 陈敏 1120160480 统计学 统计学 

13 张舟舟 1220170239 会计硕士 微观经济学 

14 阚清泉 1120160090 劳动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15 丁惠 1120170484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16 张悦 1120170485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17 王晨晨 1120170476 西方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18 杨璐 1120170483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19 肖雪 1120160216 会计学硕 微观经济学 

20 陈倩 1120160430 经济思想史 微观经济学 

21 李媛 1120160436 西方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22 郑菲 1120170472 经济思想史 微观经济学 

23 王宇 1120160432 经济思想史 微观经济学 

24 韦艳利 1120170478 西方经济学 中级微观经济学 

25 陆宇萌 1120170475 西方经济学 中级微观经济学 

26 马雪莹 1120170465 政治经济学 现代工业统计 

27 孙悦 1120160445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双语） 

28 黄惠盈 1120150055 工商企业管理 公司分析决策系统理论与实务 

29 张焕 1120160071 工商企业管理 公司分析决策系统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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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刘娟 1120150056 工商企业管理 公司分析决策系统理论与实务 

31 叶秋雨 1120170054 工商企业管理 计算机常用软件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32 刘婧捷 1120170056 工商企业管理 计算机常用软件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33 王允 1120160067 工商企业管理 计算机常用软件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2017-2018 学年研究生辅导员岗位考核录用结果 
 

序号 姓名 学号 所在院系专业 工作部门 

1 曹南风 1120170457 文化创意产业 艺术设计学院 

2 栾娴 1120160203 会计学 财政与税务学院 

3 孙卓 1120170574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4 盖君 1120160538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5 李铖豪 1120170548 经济法 法学院 

6 段牡钰 1120190049 工商企业管理 国际经贸学院 

7 姜倩雯 1120170614 传媒经营管理 应用数学学院 

8 高志宇 1120160563 计算数学 工商管理学院 

9 王婵婵 1120170074 劳动经济学 公共管理学院 

10 梅文娟 1120170636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1 秦蓓 1120170367 金融学 金融学院 

12 濮莹萍 1120170610 传媒经营管理 新闻学院 

13 沈怡秀 1120160683 计算机应用技术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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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 2017级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 

 

9月 13日上午，我校在仙林校区大礼堂隆重举行 2017级研究生开学典礼。校

领导陈章龙、宋学锋、焦富民、俞安平、时现、程永波、乔均、黄建元、邱伟芬出

席典礼，相关部门及学院负责人，相关学院研究生导师、研究生秘书、研究生处全

体工作人员以及 2017级研究生新同学参加典礼。开学典礼由副校长程永波主持。 

校长宋学锋教授致辞。他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对研究生新同学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他说，南京财经大学已经走过了 61年的办学历程，学校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

随改革潮流前行，创造了值得骄傲的业绩，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在过去的

10多年间，我校研究生教育在规模和学科分布上取得长足发展，初步形成了多层

次、多类型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就如何圆满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学业，宋学锋校长向

新同学们提出四点希望：一是希望同学们志存高远，确立目标。把自己的理想与国

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自己的远大目标。二是希望

同学们脚踏实地，严谨治学。面对失败、挫折，要冷静看待自己、审视社会，勇于

坚持，不忘初心，百折不挠。三是希望同学们勇于实践，开拓创新。要积极主动地

参与本专业科研项目和社会实践活动，要秉承“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理念，通

过日常学术训练养成进取的创新意识、坚实的学术功底、严谨的科学素养。四是希

望同学们加强修养，做一个修身厚德的南财人。在未来的研究生阶段以及更长远的

人生跑道上，秉承“自谦 自信 务实 超越”的校训精神，重视修身养德、择善

而从，胸怀社会、砥砺前行，在未来的科研和实践中，为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贡献

自己应有的力量。 

最后，宋学锋校长希望同学们秉承对学术的挚爱与诚笃，肩负时代使命，潜心

为学、用心谋事，和南财大同呼吸、与祖国共奋进，以优异的成绩响应创新型国家

建设的时代号召，早日成长为可堪重负、能为大用的高层次拔尖创新型人才。 

国际经贸学院杨继军教授代表全体导师发言，他以过来人的经验之谈送给大家

“三颗心”——责任心、平常心、关爱之心，勉励大家学习工作要有责任心，遇到

挫折要有平常心，师长、同学之间要有关爱之心。 

在校生代表、2016 级金融学专业研究生罗欣同学发言。她说，学生不仅是学

校的发展见证者，更应该是传承者，希望每一位学弟学妹积极投入到科学研究事业



 

 27 

中去，以从容不迫的气度、谦虚谨慎的姿态、胸怀天下的情怀，继续谱写南财大新

的辉煌。 

新生代表、2017级经济学院数量经济学专业胡楚阳同学发言。他代表新生向

领导和老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表态在即将开始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中，养成良好习

惯、学会自律、撇开浮躁，潜心钻研，虚心请教，努力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名

合格的南财人。 

开学典礼在雄壮的《南财大之歌》声中圆满结束。   （研究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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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章龙书记为 MBA 新学员讲授开学第一课 
 

9 月 2 日下午，校党委书记陈章龙教授在仙林校区行政楼 2 楼会议室为学校新

一届 MBA学员作了题为“砥砺德行 立己立人”的专题报告。MBA思想政治课任课

教师孙彬主持报告会。 

陈章龙书记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对青年

人才需求的目标，阐述了当代青年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怎样发挥作用两大问题。 

陈章龙书记指出，当代青年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

众的支持下，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强调，青年作用的发挥与青年自身的成长成才是

密不可分的，让青年成长成才既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目标，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

宗旨。陈章龙书记从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锤炼高尚品格、矢志艰苦奋斗、

勇于开拓进取和坚持求真务实六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青年成长成才的理解。 

最后，陈章龙书记对新一届 MBA学员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学习上要高标准。学

习对于未来的青年企业家成长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是不可替代的路径；二是实践上

要多砥砺。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观察和思考

企业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更好地成为一名务实、实干的企业精英人才；三是素

质上要多提高。通过创新意识、风险意识、竞争意识和效率意识的提升，书写无愧

于时代的壮丽篇章，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党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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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 2017 年度“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 

评审中获佳绩 
 

近日，2017 年度“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各类项目的评审结果公布，

我校获江苏省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138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

计划项目 36 项；获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7 项，新增江苏省研究生

工作站 5个，获评研究生优秀工作站 1个；获评江苏省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 1项。 

“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旨在发挥研究生创新优势，发掘创新潜能，

提高研究生科研创新水平和实践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本次创新

工程项目我校严格申报评审程序，创新项目资助与管理机制，评审结果实现了立项

数量和质量上的历史突破。今后，我校研究生工作将继续以深入实施研究生培养创

新工程为契机，以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核心，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和特

色，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再上新台阶。 （研究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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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再次获评省研究生 

招生管理工作“优秀招生单位” 
 

日前，2017年江苏省研究生招生工作总结会议在南京召开。会上，江苏省教育

考试院公布了 2017 年江苏省研究生招生管理工作考核结果，我校再次获评“优秀

招生单位”。 

自 2009 年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对全省研究生招生管理工作进行考核以来，我校

已连续 8年获此殊荣。多年来，我校研究生招生一直认真贯彻执行教育部和江苏省

教育考试院研究生招生政策及有关规定，不断完善制度、细化工作，努力提高我校

研究生招生的工作质量。2017 年，我校共招收了 861 名硕士研究生和 7 名博士研

究生。目前我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由最初的 104 人扩展到 2300人。 

另悉，2018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已经全面启动。10 月 10 日至 31 日为网上

正式报名阶段，考生每天 9:00 至 22:00 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

http://yz.chsi.com.cn；教育网网址 http://yz.chsi.cn）的网上报名系统进行

报名。2018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4

日。  （研究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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