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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办学水

平，培养更多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管理人才，争取

早日建成特色鲜明、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为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新形势下，希望你们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弘扬优良传

统，紧跟时代步伐，提升教育质量，服务实践需要，努力创

建特色鲜明、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为提高我国教育现

代化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特有贡献。

2009年10月4日 2009年10月5日



中央财经大学的标识图案是以韩美林先生设计的雕塑——“龙马担乾坤”为

核心主体。“龙马”在一个圆的包围下，又不拘泥于限制，腾空而跃，活力张扬，在

时代的发展中充满活力与朝气。图形上“圆”既有传统的圆满之意，又有时代的和

谐之意，寓意中央财经大学既有中国第一所财经院校之历史，又具面向未来之时

代精神。

对雕塑底座的应用，采用了向后而去的动感线条，与向前的龙马形成一种反向

的拉动，增强了画面的张力，使其更具空间感，而且弧形的线条与校徽的外圆形成

一种非连贯的呼应，构成类似印刻的古代钱币的外圆形象，暗含财经之意。同时，

线条和龙马，以及标志的外圆，构成类似“太极”的形象，与龙马担乾坤相得益彰，

极富传统气息，使其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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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学名师2人、

“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 工 程 国 家 级 人

选”3人、教育部

社会科学委员会委

员、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支持人才”

等各类杰出人才。

学 校 是 首 批 实 施

“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的人文社科类

院校。学校拥有国

家级教学团队3个和

北京市优秀教学团

队7个。近年来，学

校着力在全球范围

内平台式引进大批海外优秀人才，聘请了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担任

学院领导和学术带头人，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克

莱因、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罗伯特·恩格尔、埃里克·马斯金、

罗杰·迈尔森等担任学校学术委员、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和兼职教

授，为学生授课。

作为我国经济学、管理学学科领域的重要科研创新基地，学校

充分发挥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

用，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保证和有力的智

力支持。“十一五”以来，学校承担了18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等重大科研课题。学校举办的各类论坛和高水平国际研讨会在国内

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进入新世纪，根据建设创新型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需求的新形

势，学校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探索人才培养新

模式，设立了人才培养模式试验区，着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

人才，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06年和2007年，学校相继成为教育部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

项目”首批高校。2010年,	学校成为国家“财经应用型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试点”院校和教育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

点”院校。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快速推进，学校实施国际化战略，大力

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已与遍及世界五大洲的高

校、政府机构、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126家单位建立了密切的合

作关系。2006年以来，作为国家援外项目培训发展中国家政府高级

官员的学校受中央政府委托，先后对来自84个发展中国家486名政

府高级官员进行培训，受到了广泛好评。学校是“国家建设高水平

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首批46所高校之一。2005年和2007年，学校

先后成为我国接受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项目学校和接受中国政府

奖学金来华留学生院校。

学校根据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结合自身发展优势，经过科学论证，明确了学校的发展战略目标：

将中央财经大学建设成为有特色、多科性、国际化的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

（注：以上数据截止至2012年12月31日）

中央财经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和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首批试点高校。

学校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创办的第一所新型高等财经

院校，历经华北税务学校、中央税务学校、中央财政学院、中央财

经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发展阶段，1996年更名为中央财经大

学。长期以来，学校秉持“忠诚、团结、求实、创新”的校训，传

承“求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9万余名各级各类高素质人才，

被誉为“中国财经管理专家的摇篮”。

学校总占地面积1027165平方米，其中学院南路校区占地面积

141962平方米，沙河校区占地面积789798平方米。

截至2012年12月，全校事业编制教职工1512人，其中专任教师

1017人。教授211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20.75%，副教授374人，占

专任教师总数的36.80%；具有博士学位者635人，占专任教师总数

的62.44%。学校现有全日制学生14583人，其中，本科生9759人，

硕士研究生3809人，博士研究生603人，留学生412人。

学校形成了以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学科为主体，文学、哲

学、理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学校设有43个本科专业，拥有经济学、管理学本科专业自主设置

权，拥有8个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和7个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拥

有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会计学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

科；拥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统计学一级学科，政治经济学、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世界经济二级学科和经济信息管理、跨国公司管理

交叉学科等北京市重点学科；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工商

管理、统计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38个博士学位授权点，77个

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工商管理硕士、公

共管理硕士、会计

硕士和法律硕士等

11个专业学位授权

点；拥有国家级精

品课程和北京市级

精品课程17门，先

后获得5项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和21项北

京市教学成果奖。

拥有应用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工商

管理、马克思主义

理论、统计学等5个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首批5个试点

项目之一“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优势学科创新平台”；拥有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精算研究院和首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基地北京财经研究基地。	

长期以来，学校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在老一代教师中，著

名经济学家和学者陈岱孙、崔敬伯、崔书香、李宝光、刘光第、胡

中流、李天民、张玉文、闻潜、姜维壮、魏振雄、王佩真、侯荣

华、李继熊等先后在校任教，其中一些老教授仍活跃在教学科研第

一线。学校先后有38人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在中青

年骨干教师中，学校拥有“千人计划”入选者1人、长江学者6人、

党委书记   胡树祥 校  长   王广谦

胡树祥，湖北人，教授、博士生导

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广谦，山东人，教授、博士生

导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第一、二层次）”人选，国务

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第十二届全

国政协委员。

学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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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Rong Sui Yue Xing
峥嵘岁月行    

【历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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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Rong Sui Yue 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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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税务学校 中央财政学院 中央财经学院
1949年11月6日建校

初名华北税务学校

1951年9月 1952年8月-1953年8月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1960年1月成立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
1954年5月成立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

1958年12月组建
1960年1月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合署办学

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

1983年7月成立
1998年10月与中央财经大学合并

中央财经大学
1996年5月更名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
经济学系科并入

Zheng Rong Sui Yue Xing
峥嵘岁月行    

【历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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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4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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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Rong Sui Yue 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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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Rong Sui Yue Xing
峥嵘岁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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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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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税务学校建校地址
						西皇城根22号院

·西山分部

·为拓展办学
空间，1 9 9 6
年，学校启用
清河分部

·1952年，中央财政学院在西
直门外四道口处修建了新校园

·2007年，学校租用上庄校区作为清
河分部替代校园

·为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3月学校与昌
平区政府签订“北京沙河高教园区土地划拨协议
书”，2009年9月沙河校区一期（1）阶段工程启
用，现已完成一期（2）阶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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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Rong Sui Yue Xing
峥嵘岁月行    

【历程篇】

13

①		1957年，我校毕业生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②		1963年，我校部分教师参加全国计划会议时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③		1978年，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我校部分教师

④		1964年，李先念同志亲临我校接见全体毕业生

④

①

② ③

领导关怀

Zheng Rong Sui Yue Xing
峥嵘岁月行    

【历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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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校第一任校长、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李予昂

②		1978年，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参加我校复校后首届开学典礼

③		共和国五任财长（左起：谢旭人、项怀诚、王丙乾、刘仲藜、金人庆）参加我校60周年校庆

④		1996年5月，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

从1949年建校之初到2000年，中央财经大学隶属财政部半个世纪之久（1952年学校短暂划归

高教部领导）。财政部历任领导为学校的创建与发展壮大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汗水。

④

①

② ③

15

2000年2月，中央财经大学成独立建制划归教育部直接领

导，进入了“入主流、办特色、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新时期。学

校办学层次进一步提高，办学质量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持续

增强，教育教学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①		2002年9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委员、

				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视察我校

②		2002年11月，教育部部长周济视察我校

③		袁贵仁部长曾多次来我校视察指导工作

④		2008年5月，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

④

①

② ③

Zheng Rong Sui Yue Xing
峥嵘岁月行    

【历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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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关怀



无论中财隶属财政部，还是划转教育部直属，北京市委、市政府始终关心和支持中财的发展。“文革”结束后，市委、市政

府及时做出了搬离北京卷烟厂的英明决策，使中财顺利复校并于1978年恢复招生。特别是近十年来，在中财沙河新校区建设、

大学科技园和科技金融产业园建设等方面更是给予了直接的支持和具体的指导帮助，为中财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教育

教学水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012年4月24日，教育部、财政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中央财经大学协议签字仪式隆重举行。前排左起：北京市市长郭金龙、教育部部长袁贵

仁、财政部部长谢旭人

Zheng Rong Sui Yue Xing
峥嵘岁月行    

【历程篇】

领导关怀

2009年10月1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前排中）校庆前视察中财

2010年3月23日，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安顺（中）视察沙河校区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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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Ma Dan Qian Kun
龙马担乾坤

【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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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Ma Dan Qian Kun
龙马担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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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中央财经大学承担了

学历教育和干部教育的双重使命，经历了由单科

性学院向多科性大学的蜕变，形成了以经济学、

管理学和法学学科为主体，文学、哲学、理学、工

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协调发展

的学科体系。

财政学院   ¾

金融学院   ¾

会计学院   ¾

税务学院   ¾

保险学院、中国精算研究院   ¾

统计学院   ¾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¾

经济学院   ¾

商学院、MBA教育中心   ¾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¾

政府管理学院   ¾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¾

法学院   ¾

社会发展学院   ¾

马克思主义学院   ¾

文化与传媒学院  ¾

外国语学院   ¾

应用数学学院   ¾

信息学院   ¾

财经研究院   ¾

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¾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¾

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   ¾

培训学院   ¾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¾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¾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¾

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¾

教学科研单位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个） �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批准时间

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2003年

理论经济学 2011年

管理学 工商管理 2011年

理学 统计学 2011年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0个） �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批准时间

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2006年
应用经济学

管理学

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11年
法学

法学

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理学 统计学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学科建设

会计学院学生获首届IMA管理

会计案例大赛全国总决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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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Ma Dan Qian Kun
龙马担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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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名称 批准时间

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2007年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名称 批准时间

管理学 工商管理 会计学 2007年

北京市重点学科（9个） �

学科名称 批准时间

一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工商管理 2008年

统计学 2012年

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政治经济学 2008年

世界经济、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

2012年

交叉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
经济信息管理	 2008年

跨国公司管理 2010年

重点支持学科
政治经济学、
工商管理

2012年

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8个） �

专业名称 所属专业领域 批次 批准时间

保险专业 金融学类

第一批 2007年

统计专业 经济学类

金融学专业 金融学类

第二批 2007年会计学专业 工商管理类

财政学专业 财政学类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类 第三批 2008年

税务 财政学类 第四批 2009年

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

管理科学与工
程类

第六批 2010年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1个） �

我校目前拥有11个专业学位授权点，是全国保险硕士、资产评估硕

士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所在单位；MBA项目于2011年9月19日

获全球管理教育三大权威国际认证体系之一的AMBA国际认证，成为中国

大陆地区第八家、北京首家AMBA认证成员。

硕士专业学位名称 批准时间

工商管理硕士 2003年

会计硕士 2004年

公共管理硕士 2005年

法律硕士 2005年

金融硕士 2010年

应用统计硕士 2010年

税务硕士 2010年

国际商务硕士 2010年

保险硕士 2010年

资产评估硕士 2010年

审计硕士 2011年

学科建设

我校多次承办北京市大学生创业设计竞赛，学生创业团队屡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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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年中国大学50强”榜单排名

排名 学校名称 总分

核心竞争力得分 社会影响力得分

2011
排名

差异学科建设 科研
论文

高考
招生

网络
知名度

留学生
全国学科排名 	国家重点学科

28 中央财经大学 70.75 60.49 61.64 67.31 87.33 66.54 64.42 30 2

中国大学高考招生50强

排名 学校 理科招生 文科招生 综合得分

9 中央财经大学 88.24 84.27 87.11

中国大学文科招生50强

排名 学校 文科招生得分

11 中央财经大学 84.27

中国大学理科招生50强

排名 学校 理科招生得分

8 中央财经大学 88.24

教育部2012年学科评估

项目学科 评估名次

应用经济学 在参评中与北京大学并列全国第2名

理论经济学 在参评的55所高校中排名第21

工商管理 在参评的115所高校中排名第17

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参评的121所高校中排名第39

法学 在参评中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12所高校并列第2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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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管理学学科领域的重要科研创新基地，拥有一支学术积累丰富、理论视野开阔、创新能

力突出、中外结合的国际化高水平师资队伍，充分发挥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为国家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保障和有力的智力支持。

“千人计划”引进人才 邹恒甫

长江学者 陈建成	胡永泰	黄少安	Barry	Eichengreen	李海峥	陈		嵘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姜维壮	魏振雄	林犹恭	王佩真	潘省初	李继熊	王广谦	侯荣华	赵天寿	孟　焰	

孙翎刚	王巾英	王柯敬	陈文灯	李保仁	李俊生	李　健	赵景华	汤贡亮	赵丽芬	

史建平	王雍君	王君彩	贺　强	张礼卿	孙宝文	马海涛	刘		扬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王广谦

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王广谦	张礼卿	马海涛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刘姝威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张礼卿	王雍君	李建军	孙宝文	安秀梅	崔新健	马海涛	张定胜	张爱卿	郭田勇	

郭　锋	应展宇	孙国辉	王　俊	陈华彬	戴宏伟	王立勇	杨运杰	曹富国	李　涛	

唐宜红	王卉彤	辛自强	袁　淳	白彦锋	昌忠泽	刘向丽	卢远瞩	童		伟	魏鹏举	

吴		溪	杨再贵	张学勇	王春玺	傅晓霞	陈斌开	王海港	刘		宏	谭小芬	尹		飞

2001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

王广谦等

2001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面向21世纪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侯荣华、赵丽芬

2005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

王广谦、史建平等

2009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财经类院校创业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
孙国辉、葛建新、周卫中、柴庆春、傅晓霞

《产学研合作，打造管理会计学精品课程》
孟焰、林秀香、刘俊勇、李玲、李连清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左上：2005年9月，温家宝总理接见王广谦校长等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代表

右上：我国财政学科奠基人之一姜维壮教授

左下：国家级教学名师李健教授

右下：国家级教学名师孟焰教授下：财政学专业国家级教学团队

右：管理会计学国家级教学团队

左：金融学专业国家级教学团队

师资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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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教授劳伦斯·克莱因
Lawrence	Klein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名誉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Stiglitz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名誉教授罗伯特·恩格尔
Robert	Engle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合主任
埃里克·马斯金	Eric	Maskin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罗杰·迈尔森	Roger	Myerson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名誉教授约翰·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

华盛顿共识的首倡者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夏威尔·萨拉－伊－马丁
Xavier	Sala-i-Martin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
罗伯特·巴罗	Robert	Barro

师资教研

Long Ma Dan Qian Kun
龙马担乾坤

【发展篇】

我校“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际货币体系演
变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Barry	Eichengreen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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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1

2002-2012年我校科研经费情况统计(单位：万元) 2002-2012年我校承担科研项目数量统计

2009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听取我校优势学
科创新平台工作汇报

研究基地与创新平台研究基地与创新平台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优势学科创新平台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中国精算研究院中国精算研究院

北京财经研究基地北京财经研究基地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81.1 140.6 584.1 743.04
1198.91

2076.1

2956.68
2687.64

4024.207
4575 4575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科研经费合计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科研项目合计

12 29
67

98

145

429428
389

221

296313

师资队伍 教研成就

师资教研

国家教育体制
改革试点项目

“财经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试点项目

教育部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
综合改革试点

项目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改革试点项目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改革试点项目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改革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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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雁同学荣获第23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二等奖

我校代表队荣获第十二届“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冠军

王莹晖同学获得亚洲区剑桥商务英语大赛（中国赛区）一等奖

我校国际学生穆雷在第二届北京外国留学生汉语之星大赛中夺冠

我校代表队在第十七届康腾高校学生案例分析大赛首届国际邀请赛中荣获一等奖

我校信息学院电子商务2010级学生获2012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一等奖

商学院e枝独秀团队荣获全国大学生“e路通”杯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全国一等奖

我校本科生刘俊、张尧、武戈在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荣获ICM一等奖

曹雅同学在HPAIR哈佛大学亚太与国际关系年会上做专题演讲

MBA学生刘冰被评为“2008中国十大MBA社会责任领袖”

金融学院06级金烨和杜卓芳受邀出席2008年奥林匹克科学大会，并宣读论文

经济学院辩论队在首都高校经管学院辩论赛中夺冠

税务学院于小燕同学荣获“2008年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我校学生获2012年“TST杯”首都高校乒乓球锦标赛亚军

保险学院05级学生陈樱子当选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并传递“祥云”火炬

我校女排荣获第六届东亚排球锦标赛亚军

法学院代表队获得“中国第八届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全国选拔赛”二等奖

会计学院2002级王一钢获国际会计师公会（AIA）授予的“杰出英才奖”，毕业后被摩根士丹利公司录

用，是当年全亚洲唯一被录用的本科毕业生

2010级张译文同学（前排中）获第24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一等奖

会计学院学生勇夺CIMA2012全球商业精英国际挑战赛华北赛区总决赛冠军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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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我国首次选拔大学生参加APEC系列活动，我校在此项赛事的组织工作以及选手培训工作中一直表现突出，连续

四年夺得佳绩，连年均有代表参加APEC大会，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中央财经大学师生的风采。作为全国唯一取得此佳绩的高

校，我校的组织工作和学生水平得到了主办方的肯定和赞扬。

①	2008年，杜竞强赴秘鲁担当APEC文化使者。与秘鲁外贸部部长合影

②	2009年，朱逢时同学（右一）赴新加坡担当APEC文化大使

③	2010年，马图南同学荣获“2010APEC未来之声”中国区总决赛季军，出访日本横滨

④	2011年，李治同学荣获“中国大学生模拟APEC大会”总决赛季军，出访美国夏威夷

①

④

②

③

学子风采 校友风采

金人庆：财政62级校友,两度

荣任亚洲最佳财长，原财政

部部长

戴相龙：财会63级校友,全国

社保基金理事会掌门人，原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天津市

市长

李金华：金融62级校友,铁面

审计长、2004年中国经济年

度人物，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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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排列以姓氏笔划为序：

①	深圳理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水校友

②	西京投资管理公司（香港）主席刘央校友

③	尤尼泰（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忠校友

④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东荣校友

⑤	北京鸿基世业集团董事长张志鸿校友

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柯卡生校友

⑦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郭可江校友

⑧	深圳瑞视恒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彭正校友

⑨	尤尼泰(四川)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蓝逢辉校友

①

④

⑦

②

⑤

⑧

③

⑥

⑨

校友风采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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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有讲座、周周有名人、月月有大家”的浓厚学术氛围，异彩纷呈的讲座已经成为中财校园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美国前副国务卿、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佐
力克

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John	Hassler教授

美国总统艺术人文委员会执行主任亨利·莫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皮萨里德斯教授 美国竞选活动家布鲁斯·汤普森 国际商务领域著名学者Peter	J.	Buckley教授

加拿大前财长Wendy	Dobso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博士

学术讲座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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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部长论坛】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小涓作学习“两会”精神

和“十二五”规划报告	

【部长论坛】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蒋建国同志作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报告

【部长论坛】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魏礼群宣讲党的

十八大精神

【部长论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畅

谈当前高等教育形势

【部长论坛】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畅谈文化的价值和

文化建设的任务

著名学者、作家周国平先生做客本科生学术文化节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做客研究生学术节名家讲坛著名戏剧导演艺术家罗锦鳞教授来我校畅谈戏剧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做客本科生学术文化节

1985年，朱镕基来我校作报告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校庆之际做客中财

40-41

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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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通过广泛的跨国、跨地区交流，学校的海外合作伙伴遍及欧洲、亚洲、美洲、澳洲以及港澳台地区，开展了一

系列重要的交流合作项目，互派专家讲学或进行合作研究，主办或承办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国际或双边学术研讨会，中央财经大学

已成为中外学术和文化交流的重镇。

我校与阿曼苏丹国高等教育部签署《合作备忘录》 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访问我校

俄罗斯国立财政大学校长一行访问我校 我校代表团访问河内国民经济大学

我校与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IBFD）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我校代表团访问日本大阪商业大学开展创业教育交流 我校与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续签联合培养项目管理硕士研究生项目协议

我校代表团访问台湾东吴大学

我校教学管理代表团访问英国伯明翰大学 乌克兰基辅国立经济大学代表团访问我校

合作交流

Long Ma Dan Qian Kun
龙马担乾坤

【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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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序号 合作伙伴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2 美国芝加哥肯特法学院

3 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

4 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

5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

6 美国休斯顿大学维多利亚分校

7 美国马里兰大学

8 美国旧金山大学

9 美国西北大学

10 美国罗格斯大学

加拿大

序号 合作伙伴

1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商学院

2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英国

序号 合作伙伴

1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2 英国特许会计师公会（ACCA）

3 英国政府精算署/精算师协会

4 英国金斯顿大学

5 英国伯明翰大学

6 英国杜伦大学

7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8 英国诺丁汉大学

法国

序号 合作伙伴

1 法国EHDEC商学院

2 法国阿尔萨斯—中国教育协会

3 法国雷恩高等商业学院

4 法国蒙彼利埃第三大学

瑞士

序号 合作伙伴

1 瑞士卢加诺大学

2 瑞士再保险公司

意大利

序号 合作伙伴

1 意大利费拉拉大学

荷兰

序号 合作伙伴

1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法学院

2 荷兰蒂尔堡大学

3 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

奥地利

序号 合作伙伴

1 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

丹麦

序号 合作伙伴

1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	

俄罗斯

序号 合作伙伴

1 俄联邦政府直属财经大学

2 俄罗斯全俄财经函授学院

3 俄罗斯圣彼得堡财经大学

4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

5 俄罗斯莫斯科城市政府管理大学

6 俄罗斯贝加尔国立经济法律大学

乌克兰

序号 合作伙伴

1 乌克兰基辅国立经济大学

哈萨克斯坦

序号 合作伙伴

1 哈萨克经济大学

澳大利亚

序号 合作伙伴

1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2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3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4 澳大利亚国家会计师协会（NIA）

5 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

6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7 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

8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

9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日本

序号 合作伙伴
1 日本一桥大学
2 日本高千穗大学
3 亚洲国际投资集团
4 日本AZSA监查法人
5 日本福冈大学
6 日本公认会计师协会
7 日本明治大学
8 日本国税厅
9 日本冈山大学
10 日本大阪商业大学
11 日本高崎经济大学
12 日本早稻田大学

韩国

序号 合作伙伴
1 韩国延世大学经济学院
2 韩国国立昌原大学
3 韩国中央大学校
4 韩国中部大学
5 韩国江南大学
6 韩国庆一大学
7 韩国西江大学
8 韩国龙仁大学

泰国

序号 合作伙伴
1 泰国易三仓大学

柬埔寨

序号 合作伙伴

1 柬埔寨智慧大学

越南

序号 合作伙伴
1 越南河内国家大学国际学院
2 越南河内国家经济大学

新加坡

序号 合作伙伴

1 新加坡国立大学

2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马来西亚

序号 合作伙伴

1 马来西亚大学

阿曼苏丹国

序号 合作伙伴

1 阿曼苏丹国高等教育部

国际组织

序号 合作伙伴
1 世界银行
2 欧盟
3 世贸组织
4 世界卫生组织

台湾地区

序号 合作伙伴
1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2 台湾朝阳科技大学
3 台湾中原大学法学院
4 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
5 台湾东吴大学
6 台湾淡江大学

Long Ma Dan Qian Kun
龙马担乾坤

【发展篇】

合作交流

①	商学院代表团访问哈佛大学并发表演讲

②	金融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哈佛大学

③	财经研究院王遥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

④	政府管理学院代表团访问世界银行

⑤	MBA师生访问美联储费城总部

⑥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

①

④

②

③

⑤ ⑥



46-47

Long Ma Dan Qian Kun
龙马担乾坤

【发展篇】

47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研修班

莫斯科大学汉语夏令营

法国北方高等商学院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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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是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

教育基地，学校按照“人文、科学、诚信、创

新”相统一的文化素质教育理念，坚持“以

优秀的文化塑造人、以高尚的艺术熏陶人、

以科学的精神激励人、以榜样的力量鼓舞

人”的文化素质教育方针，积极探索创新型

人才培养的文化素质教育模式。

校园文化



50-51

Long Ma Dan Qian Kun
龙马担乾坤

【发展篇】

51



52-53

Long Ma Dan Qian Kun
龙马担乾坤

【发展篇】

53

校园掠影

为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

展，2003年3月，学校与北京市

昌平区政府签订了“北京沙河

高教园区土地划拨协议书”，

沙河校区建设工作全面启动。

2009年9月沙河一期（1）阶段

工程投入使用，现已完成一期

（2）阶段项目，学校办学条件

得到了很大改善。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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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方位

学院南路校区

沙河校区

沙河校区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园区  

邮编：102206

学院南路校区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39号  

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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