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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我校重点事件盘点
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建院一周年。

编者按：2017 年，是我校凝心聚力、跨越发展的一年。深入贯彻学习十九
大报告；顺利完成领导班子换届；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应用经济学
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位列 A+；学科与师资建设再上台阶……在这辞旧迎
新的时刻，我们一起回顾 2017 年学校教育发展中的重点事件；期待 2018，全
校师生从“新”出发，将我校教育事业的车轮驶向又一个崭新的春天。

学习十九大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
九大精神，是 2017 年抓学习最重要的内容。

今年，学校也成功举办了来自商学院、经济学

报送的 31 件作品在“艺术作品展”“舞蹈节”“戏
剧节”和“论文科报会”等四项活动中获奖……

院、会计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学院校友返校活动、

校园文化建设

87 级校友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及 97 届研究生校
友毕业二十周年返校活动。

2017 年的校园文化建设同样丰富多彩。

在这一年中，学校在北京高校纪念建党 96 周

学校开展各式寓教于乐的活动，举办高水平赛

年表彰大会荣获四项表彰。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事的能力也很棒哦！不仅有第一届全国高校绿色金

建军 90 周年，我校组织 700 余名师生参观“铭记光

融研究大赛决赛、第七届全国高校“模拟市长”大

辉历史 开创强军伟业”主题展览。自 9 月 25 日

赛校际总决赛等面向全国大学生的活动，也有校园

间。这一年，陈斌开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开幕至 10 月 14 日，

首届朗读大赛活动、校园一卡通卡面设计大赛等面

程”；赵真、缪因知、刘权三名教师入选北京市法

通过学校组织和师生自发前往，学校前后近 5500

向本校学生的活动，这些活动充分展现了 cufer 们

学会“百名法学英才培养计划”；教研、管理岗位

人次参观了这次大型成就展，师生们踊跃参观并纷

的出众才华。

引入 90 位青年英才，学校人才梯队建设成效彰显。

纷热议。

同样，第六届艺术节将高雅艺术带进校园，包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以来，学校党委高度重

2017 年，老师们认真教书育人，积极开展教

此外圆满举办的还有“中央财经大学与英国精

括室内罗盘音乐会，各项山水、花鸟画展、民俗摄

视，根据教育部和北京市的要求，将学习好、宣传

学研究，所获成绩斐然。《金融学》 MOOC 课程获

算师协会合作 25 周年庆典”，中财龙马公益基金会

影展等丰富活动也充分开拓了学生的眼界。素有

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学校的首要政治任

评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法学院教学团队入选首

成立三周年庆典等纪念活动。

务和头等大事来抓，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扎实展

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姜维壮教授获“中

开，在全校上下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的热潮。

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李继熊教授荣获

在十九大召开期间，我校师生员工认真收听收

2017 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陈波教授

过去的一年，是满载荣誉的一年。

看十九大盛况，并进行了座谈、热议。随后，学校

当选首届“中国国防经济学年度人物”；黄志刚副

我校学子不仅在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聚焦“深”、“新”、“实”，积极研究部署十九大精

教授荣获 2017 年度“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张云

CFA 协会全球投资研究挑战大赛、ERPsim 全球大

基人姜维壮教授逝世。27 日的八宝山革命公墓，

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组织干部师生通过自主学

起、梁俊娇老师获评北京市教学名师称号；王文

赛等多项国内外重要赛事上摘金夺银，而且在第

细雨蒙蒙，参加告别仪式的数百位姜维壮教授的生

习、网络学习、理论中心组学习、教师集中学习、

静、姜爱华、张宏宇、霍盛亚、王静和肖翔五位老

23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国际会议上代表中国

前同事好友、我校师生以及各界群众纷纷赶来送老

组织生活会、主题党日、主题团日、座谈会、讲座

师在北京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中获得佳绩……

青年作主旨发言。

人最后一程。

报告会、培训会、校外参观实践等多形式学习，实

名师风采，熠熠生辉，他们的存在，是我们中财学

现了学习传达的全覆盖。并且在全覆盖学习的基础

子的荣幸，更是我们的骄傲！

上，继续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傅绍林书

提升管理水平

记亲自为广大干部师生党员讲党课，其他校领导也
分别到分管部门和联系的学院讲党课。
从 2017 年 11 月至今，学校平均每周举办一场

9 月 27 日，学校在学院南路校区召开全校干部

恰是他一生的自喻，一腔报国志，满怀爱民情。深
待人诚恳，温润如玉，艰苦朴素，淡泊明志的优秀

论文征文比赛中，学校推荐的 15 篇征文获奖；荣

品质和可贵精神，书写了中央财大一个时代的学术

心通过 2017 年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 HACCP 食

获 《北京教育》 杂志社“2017 年度宣传工作先进

丰碑！

品卫生安全认证体系的审核。专家组对饮食服务中

单位”；2017 年北京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我校

肯定，学院南路校区和沙河东校区食堂均予以认证
通过。

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情况开展了专项督查调研，我校
相关工作得到了调研组的充分肯定。

和蔼，平易近人，是令人尊敬的师长。就在不久

11 月 23 日，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郑登

前，王瑶琪校长还为本科新生们讲授一堂关于“使

文为组长的北京高校 《基本标准》 检查组莅临沙河

命与情怀”的思政课呢！

校区检查我校的党建和思政工作，通过听取学校党

12 月 29 日，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全委会扩大会

委工作汇报、审阅材料、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等

议上，学校党委书记傅绍林主持会议并宣读了教育

形式，对学校过去五年来的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情

部和教育部党组关于我校干部的任免决定：经教育

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检查。

部研究决定，任命史建平、孙国辉、马海涛、朱凌

12 月 11 日，“北京高校标准化学生公寓”创建

云为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免去李俊生、赵丽芬副

达标验收工作组检查我校标准化学生公寓创建情

校长职务；经与中共北京市委商得一致，教育部党

况。作为 2016 版 《北京高校公寓标准化标准》 颁

组研究决定，任命孙国辉为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委

布以来第一所接受验收的高校，我校标准化学生公

员、常委，马海涛为常委，免去李俊生、赵丽芬常

寓创建工作得到了工作组的充分肯定。

委职务。至此，我校的行政换届工作正式完成，学

这一年，学校继续拓宽思路，多方筹资，加快
校园建设。
从食堂改扩建一期工程的完成到沙河新教工食
堂开业以及清真餐厅基本外包，再到南路校区空
调、电开水器的安装，我校后勤工作水平不断完善

流”建设学科名单。而就在不久前的 12 月 28 日，

和提高。今年，学校继续加快了校园建设的步伐，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简称学位中

南路、沙河两大校区正式完成空调安装并投入使

心） 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我校 2 个

用，我校师生从此过上了“四季如春”的生活；元

学科入选 A 类学科，其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与北

创易站入驻沙河校区，学生取快件变得更加方便快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并列第一，评估结果均为

捷，提高了学生的生活舒适度；开启沙河东区西门

A+，位次百分位进入全国前 2%，工商管理一级学

作 为 机 动 车 出 入 口 ， 从 此 对 校 门 前 拥 堵 say

科评估结果为 A-，位次百分位进入全国前 10%。

goodbye；与此同时 3D 打印机技术进入骋望楼，每

这不仅是对我校学科建设成绩的肯定，更是我校全

周的体验名额更是为同学们将自己的概念作品化为

面推进发展的历史性的机遇。这一年，我们迎来了

实物提供了机会......
施工，2 栋教学服务楼将于近期动工建设，办学条

最终实现成为世界一流学科乃至世界一流大学的目

件和保障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改善和提升。
为有特色、多科性、国际化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
战略目标，我校不断探索智库发展的战略、路径、
组织和措施，已逐渐形成多层次、多维度、多形式
的智库集群。今年以来，学校更是先后成立了国内

流本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水平得到切实提升，11

首个文化 PPP 研究中心、PPP 治理研究院、知识产

个专业进入全国前 5%，学校被评为“全国高校实

权研究中心、政信研究院......充分发挥了我校在学

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和“北京市深化创新创业教

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领域的优势。

2017 年，学校继续加大了人才引培力度，制

3D 打印机入驻骋望楼

除了校园建设步伐的加快，为实现学校建设成

这一年，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一

育改革示范高校”
。

王瑶琪校长为本科新生讲授思政课

此外，沙河校区 3 栋教学楼陆续完成主体结构

综合改革，推动学科建设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师资队伍建设

傅绍林书记主持党委常委会，专题学习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校园建设

校新一届行政班子正式成立。

校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先生虽逝，风骨永存！

心的质量控制和食品卫生安全监控工作给予了充分

率，作风正派”。在师生们的眼中，瑶琪校长亲切

标。我校师生在今后的日子里必将更加努力，为学

受中财大师生爱戴的先生，用他那为人谦逊宽容，

收：2017 北京高校师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术

勉尽责，勇于担当，分管工作成绩突出，为人直

跨越式发展的又一里程碑。未来，我校将继续深化

此外，我校在各类作品征集和评比中也喜获丰

3 月 16、17 日，后勤服务产业集团饮食服务中

7 月 14 日上午，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思政工作专

今年秋天，我校应用经济学入选国家“双一

表上，经历的苦难几乎和闪光的荣誉一样厚重。

锦标赛冠军在内的诸多荣誉，为我财的师生点赞！

项督查调研组对我校贯彻落实全国和北京高校思想

“双一流”建设

语辩论赛一等奖、首届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创新

内部治理体系，不仅完成了制度清理并制定发布了

校长：“工作有思路，有魄力，做事雷厉风行，勤

彩篇章呢？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期待吧！

95 载人生岁月，68 年的教研生涯，几多风雨
几多坎坷，姜维壮教授一生饱经沧桑，在他的履历

后人。”这是姜维壮教授生前写就的 《屈原颂》，也

党委副书记。教育部党组的介绍中这样评价王瑶琪

在新班子的带领下，学校又会谱写出怎样的精

在各类重大比赛中同样捷报不断，斩获了包括
第 12 届世界数独锦标赛团体冠军，全国大学生英

“一心扶社稷，志在正乾坤。高风垂千古，正气育

这一年，学校迎来了各项重要检查。比如：

教师大会，会上任命王瑶琪为中央财经大学校长、

8 月 23 日晚，我国著名财政学家、财政学科奠

赛一等奖、北京大学生书法大赛一等奖、中国谜题

编辑张政、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国防大学教

新班子 新征程

缅怀姜维壮教授

创业精英挑战赛一等奖、首都大学生记者基本功大

63 项新制度，依法治校工作同样扎实有效推进。

讲解十九大精神内涵。

更是以“一朵花开的时间”，祝福最美的中财。

2017 年，随着学校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

十九大精神宣传报告会，陆续邀请到光明日报社总
授公方彬等党的十九大代表和各位专家为中财师生

荣誉满载

“中财春晚”美誉的我校 2018 年新年联欢晚会上，

纪念活动

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引进高水平人才

2017 年，确实值得纪念。

工作办法和“龙马学者”支持计划实施办法等制

11 月 6 日，我们不仅迎来了中央财经大学 68

度，为高水平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搭建平台、提供空

岁华诞，2017 年也是信息学院成立 30 周年、我校

师生踊跃参观并热议“砥砺奋进的
五年”大型成就展
专家组对食堂关键控制点进行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