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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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财经学府。为进一步深化
学校本科教学改革，学校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要
求、学科专业建设需要，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培
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实
施“三个课堂联动，三类实践互促”的教学模式；
进一步理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创业教育与
专业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共性要求与个
性培养等关系,将教学改革与建设成果固化到
人才培养方案，形成鲜明的江财人才培养特色。

无论是“九十三年历经沧桑”的过
去，还是“九十三年厚积薄发”的今
天，抑或“百年江财梦”的明天，
敬业乐群、臻于至善，江财人一
直在路上。“我们学校最大的特
色在育人，培养的人才社会公
认，用人单位满意。”校党委书
记廖进球说。事实上，江财学
子毕业之后，不是顺利实现了就
业，就是自信地走在创业路上。

全国商科院校排名第七，
毕业五年月平均薪酬8938元

近日，“全国商科院校排名”在江西财经大
学与江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联合主办的新闻发
布会上正式发布，江西财大在 62所商科院校中
综合得分进入榜单第七。据了解，国内现有大
学排名没有基于不同类型大学的特色进行分类
排名，而此次全国商科院校评价工作填补了该
项空白，该评价指标和权重设置上突出商科院
校注重培养实践性人才、注重社会科学研究成
果的特点，客观、公平、公正评价国内商科院校
综合实力，也进一步丰富大学评价的研究领
域。在全国参与评价的 62所商科院校中，江西
财大综合得分位列第七，在人才培养方面位列
第四，科学研究方面位列第七，表现不俗。

国内新锐人工智能公司 iPIN 日前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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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五年月平均薪酬8938
元，是江西唯一一所上榜大学。截至去年 9月，
江西财大的 4938名本科毕业生中，4411人实现
就业，初次就业率高出省平均数（全省本科平均
为85.91%）3.32个百分点，排名全省高校前列。

进口旺，出口畅，中间有
保障

江西财大学子之所以在社会上紧俏，源于其
以育人为中心的办学理念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
程，这无疑是莘莘学子们充满自信的源泉。“进口
旺，出口畅，中间有保障。”谈到江西财经大学人
才培养工作，这句话成了曾经长期从事团学工
作、现任校党委宣传部部长王金海的一句口头
禅。围绕人才培养，学校可谓不遗余力，用一句
网络流行语说就是“蛮拼的”，这都为学校招生形
势火爆、毕业生就业渠道通畅和未来创新创业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育人为中心，是江财办学近百年的传统，
也是一大特色。这个特色，现在被学校凝练

为 9 个字：全员、全方位、全力以赴。获
得 2015 年度江西财大优秀班主任的
外国语学院谢海长老师，总结了几点
心得：嘴要甜、心要细、脚要勤，还要
会讲故事。谈到嘴甜心细脚下勤，
有人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统计学院原分团委书记吴家宇，曾
经扛着一蛇皮袋求职表赴深圳，为应

届毕业生就业四处奔波，因被误认为
推销人员，曾经在深圳投宿宾馆遭拒。踏

破铁鞋的他就这样把自己的学生成功地“推
销”给了特区用人单位。

在江西财经大学，大学生就业是一项重中
之重的民生工程，因为强调内部抓就业教育、外
部抓就业市场开拓，使得就业工作没有旁观
者。正因为校领导以身作则，以学生为中心，并
有一大批班主任、辅导员关心爱护学生，使学生
不仅在母校得到了锻炼成长，而且越发对母校
怀有感恩之心，这一传统从建校之初一直延续
至今。

学校用心呵护学生，校友
真心反哺母校

更多的故事在江财人之间口耳相传，屡见
不鲜。1994 年，王金海还在学校读书并选修了
第二专业。当时正值盛夏季节，但学生宿舍白
天并不供电，同学们酷热难当，就怂恿作为学生
干部的他向学校反映。这位蒙古族汉子雷厉风
行，课间就通过学校内线电话，直接将情况反映
到时任校党委书记的漆权。结果立竿见影，上
午打的电话，中午学生寝室全部来电。从此，学
校打破陈规，白天也向学生寝室供电。对此，王
金海一直感念至今。

王金海毕业后留校工作，早年在担任校团
委书记时，曾经组织过一次生存挑战训练，就是
给学生 10 到 100 元钱，让他们在深圳生活 10
天。结果有人说那有什么问题，实在不行我就
在大街上唱校歌——意指江财人听到校歌之后

就会伸出援助之手。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八
千江财毕业生在深圳打拼。“说明江财人非常团
结。江财的学工可谓润物细无声，成效显著。”
王金海颇有感慨地说。

来自云贵川等西南地区的校友，往返学校
都要到南昌向塘转车，每逢寒暑假，学校都派车
将他们送到火车站，他们返校时值深夜，有学生
甚至直接打电话给漆权，漆书记连夜派人到向
塘接站。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在江财由
来已久，江财学子对母校的感激之情油然而
生。时至今日，校领导无论到哪里出差，都会抽
出时间看望当地校友，向他们转达母校的问候，
听取大家对母校发展的意见。

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江财校友对母
校深沉的爱，源于学校对学生的用心呵护，才有
校友们对母校的真心反哺。“把母校对校友的关
爱，从校内延伸到社会。”这一理念，已成为江西
财经大学校友工作的基本遵循，未来学校将为
校友提供终身增值服务。

汇集各方兴学之力，基金
会为江财发展注入新活力

2013 年 6 月，江西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经省民政厅批准成立，注册资金 200 万元。
基金会所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教学科研、
学生创新活动、奖励优秀师生、资助贫困学生和
学术交流与合作。目前，基金会累计接受社会
各界捐赠款近6000万元，设立公益项目65个，
发放各类奖助学帮扶金700余万元。

江财基金会的稳步发展，离不
开师生员工的热心相助，离不开
广大校友对学校的缕缕惦念，
也离不开社会有识之士的殷
切关怀。特别是广大江财校
友积极参与捐赠，江财基金
会规模不断壮大。这里面既
有千元小额捐赠，也有千万元
慷慨解囊，充分反映江财校友
情系母校，感恩回报的爱校情
怀。尤其是以郑跃文、王文京、张
和清、李明、顾庆伟、李新华、卜基田、
高素梅、周星增、刘志华、范小青、兰荣、陈
新、岳向东、叶兆平、黄绍文等为代表校友的积
极参与，带动了广大校友关心母校回馈母校的
行动和热情。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聚沙成塔，集腋成
裘。江财基金会将秉承慈善文化理念，团结动
员社会各界力量，汇集各方兴学之力，为江财教
育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建设“百年名校
江财梦”做出新贡献。

深化本科教学改革，人才
培养呈新特色

为进一步深化学校本科教学改革，江财决
定在 2014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进
行小幅调整。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学科专
业建设需要，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培养具有“信
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实施“三个课
堂联动，三类实践互促”的教学模式；进一步理
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共性要求与个性培养等
关系,将教学改革与建设成果固化到人才培养
方案，形成鲜明的江财人才培养特色。江财将
以实验班的形式进行分类人才培养，实验班分
为三种类型：“基础学科拔尖型人才”实验班、

“专业应用卓越型人才”实验班和“敏毅
创业”实验班。所有实验班的培养计

划要求单列。
据悉，“敏毅创业”实验班是

针对2016级学生新增加的项目，
由学校在全校范围内选拔组建，
以虚拟班的形式组织教学与实
践活动，创业教育学院负责管
理。“敏毅创业”实验班实施跨院
系、跨学科、跨专业的交叉培养及

校企合作育人机制，双导师联合培
养，以项目为依托，实现创业课程教

学与创业实践联动。修满学分可以在获
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外，同时获得学校颁发

的“敏毅”创新创业人才证书。创业课程由创业
学院提供。非实验班人才培养方案增设个性化
培养模块，分设“拔尖”“卓越”“创业”子模块，每
个子模块分设对应的选修课程，以满足不同类型
人才培养的要求。按照“学院招生、大类培养”的
要求，前两年推行通识教育和学科基础教育，实
施大类培养，构建宽厚的基础；后两年优化专业
教育，注重提高专业技能。

荣誉课程特色化培养，可
到全球300多所大学交流

据了解，学校将选择 1-2 个学院先行设置
荣誉课程，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修读富有挑
战性的荣誉课程并开展自主性深度学习。作
为学分制系统的有效补充，各学院安排一些相
对灵活的教学活动进行特色化培养，开设国内
外名师课堂、国内外名师讲座、国内外学术交
流、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训练、大学生科
研训练、大学生学科竞赛集训、校内模拟实
习、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毕业论文写作指导
和企业实习实训等。

搭建国际学习交流平台，加强与国外高水
平大学合作办学。已经招收来华留学生的专
业，在充分考虑思政课程和汉语言课程的特殊
性后，单独编制来华留学人员人才培养方案
（全中文课程设置）；经济、会计、金融、国贸、
信管学院应选择一个专业，专门制定来华留学
人员的全英文人才培养方案（含全英文课程设
置）；与外方合作培养的留学生，其人才培养
方案由中方学院与外方学院共同审定。改革
公共外语教学，突出听说能力培养，加强专业
外语训练。强化全外文授课课程教学和双语
教学，配备线下辅导老师，提升课程的国际化
水平。

据悉，江财已经与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 95
所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该校还
是国际交换生组织（ISEP）中国大陆首家成员
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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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包括合作院校交换项目、
ISEP 交换项目、自费留学项目（含“2+2”、“3+
1”、本科毕业后赴国外攻读硕士学位项目）
等。其中“2+2”项目和部分“3+1”项目可以拿
到合作院校的毕业证书。

深化本科教学改革 江财人才培养呈新特色
进口旺出口畅 学子社会公认 用人单位满意

炎炎夏日，记者走访梅江两岸，宁
都处处洋溢着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蓬勃
活力。近年来，宁都县独辟蹊径，推动
文化创意、跨境电商、全域旅游等现代
服务业快速发展。今年一季度，全县现
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1.4亿元，同比增
长10.8%。现代服务业正成为宁都经济
社会转型发展新引擎。

一张纸创造巨大产值
一张纸到底值多少钱？走进宁都

县飞天工艺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张
纸，一折，一粘，就被加工成五颜六色的
孔明灯，能卖10元钱。

该县把目光投向文化创意产业，成
立了领导小组，编制了产业发展规划，
开辟了文化创意产业园。

宁都飞天工艺品有限公司是第一家
落户园区的企业，专门生产孔明灯。公司
董事长刘鹏飞告诉记者，宁都当地有放飞

孔明灯的习俗，制作孔明灯简单好玩又有
文化内涵，就选择了这个创业项目。

灯面印上南非国旗图案，畅销南非
世界杯足球赛；把孔明灯做成南瓜的模
样，飞进了英国万圣节；把孔明灯印上
竞选人的头像，照亮了委内瑞拉……如
今，宁都飞天工艺品有限公司生成为全
球最大的孔明灯生产基地，通过欧洲
CE认证和德国TUV认证，产品畅销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张网触摸全球市场
这些天，创客李梅忙得不可开交。

“上月销往美国5000件订制篮球服。”李
梅说，“通过跨境电商，产品漂洋过海，
还卖上了好价钱。”

宁都是山区县，“现场现金现货”的传
统市场形态，让销售渠道有局限性。进入
电商领域之前，和李梅一样，多数企业主
不了解电子商务，市场成交额徘徊不前。

为解决此难题，该县重新谋划市场
发展路径，按照“互联网+”的路径，大力
发展电子商务。

在全省率先成立电商孵化园，引进
赣东南跨境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出台电
子商务发展实施意见……各种政策措
施产生叠加效应，推动全县电商产业发
展“加速跑”。目前，全县电商平台企业
达12家，企业及个人在第三方平台开设
店铺近万个，“买全球、卖全球”的宁都
产品网络销售体系基本建成。

一个小镇吸引百万游客
近日，宁都县小布镇大土楼村村

民吴传寿家里摆起了长龙宴，接待一
拨又一拨游客。

如今，小布这个“全省十大休闲旅
游小镇”正日益变得热闹起来。据了
解，每到节假日，全镇一天就涌入近3万
外来游客。

小布镇为啥这么火？来自广东的
张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小布好像没有
什么景区，但感觉哪里都像景区一样，
很美很舒服。”

舒服，源于大家所到之处不设“景区”
而又处处自成景区，源于它不与原有的自
然人文生态割裂，源于它的不设边界。这
就是小布全域旅游的理念。通俗地说，就
是不设围墙、没有边界、不收门票，全域是
景区，处处是景点，人人是导游。

如今，无论是红色旧址群，还是寻常
百姓家，甚至是小布敬老院、小布中小学
等民生工程，都成了一个个景点。在大
土楼新村，红色元素浓郁的民居，客家民
族独特的民俗，都吸引了众多游客。

全域旅游，让小布旅游驶入快车
道。前5个月，小布镇接待游客40万多
人次，随着小布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设，
接待能力的提升，全年游客预计可突破
100万人次。

独辟蹊径景自幽
——宁都创新发展现代服务业走笔

廖海峰 本报记者 唐 燕

本报九江讯（通讯员彭丽丽）近日，
九江市浔阳区组织相关部门，在长江大
堤浔阳区江段开展夏季鱼苗增殖放流活
动，331.7万尾鱼苗欢快地游入长江。

据了解，这次放流的都是适合长江
水环境生长的经济鱼类。该区希望通过
以鱼护水、以鱼活水的人工增殖放流，改
善长江和鄱阳湖水域的生物种群多样性
和生态平衡，保护和恢复江湖鱼类生态
资源，促进生态净水。近5年来，该区增
殖放流各类鱼苗量已达3396万尾。

浔阳区开展夏季
鱼苗增殖放流活动

近日，由中铁上海局承建的昌
赣铁路首孔 32米、重达 900吨的箱
梁成功架设。 通讯员 徐 建摄

本报进贤讯 （记者范志刚）进贤
县通过搭建 O2O（线上到线下）生鲜
垂直销售 平 台 ，推 广“ 线 上 网 络 平
台+线下社区体验店”销售模式，让

“在线买菜”变得方便、快捷，该县许
多城镇居民已经爱上了这种时髦的
生活方式。

“网上卖菜的关键，一要确保新
鲜，二要保证送货及时。”进贤县电商
办负责人说，在建设生鲜垂直销售平
台——“搬农网”时，他们十分重视社
区体验店建设，并成立了专门的冷链
物流配送中心。消费者通过微信公众
号或电脑线上下单，社区体验店马上

可以按照客户提出的时间要求进行线
下配送，就算临时下单，最多 1 小时就
可以把新鲜食材送到客户家门口。目
前，该县已经建立 7 个社区体验店，

“搬农网”平台注册家庭户数超过 3000
户。今年，该县还将把社区网点扩建
到 50 家，实现县城主城区全覆盖，并
推出手机 APP。

在线买菜，省时更省心。据了解，
“搬农网”有完善的全套生鲜供应链，
所有产品全部由合作的蔬菜基地及指
定供应商供应，平台建立了严格的质
量检测监督机制，以确保居民舌尖上
的安全。

进贤居民爱上“在线买菜”

本报遂川讯 （通讯员陈建兰）为
切实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维护生物
多样性，遂川县多措并举加强野生动
植物保护。

一是加强领导。成立了野生动植
物资源保护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实行
领导包片，按区域将管护职责分解落
实到人。二是保护优先。采取就地
保护方式，加强对野生动物分布区、
繁殖地的巡护与监管，对珍稀树木、
古树名木进行了清理登记，不遗漏一
棵名木古树，并统一按要求挂好牌、
建好档。三是强化宣传。在中小学
生中开展保护野生动植物教育和爱
鸟护鸟等活动，充分利用微信、电视、
标语、会议、宣传栏、手机短信等形

式，在全县干部群众中进行“保护野
生动植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的
教育，形成了全县上下珍惜、保护野
生动物的良好氛围。同时，向社会公
布举报电话和意见箱，对于举报真实
的 给 予 一 定 奖 励 ，加 强 社 会 监 督 力
度，发布温馨提示，积极倡导健康消
费。四是巡查清理。野生动植物资
源保护专项工作小组经常利用逢圩
日对各乡镇餐厅、市场进行整顿，坚
决打击非法贩卖野生动物行为。五
是重点监控。加强对重点林区监控，
对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的重点区域和
人群，进行深入摸排，及时发现线索，
及时处理，营造良好的野生动植物保
护氛围。

遂川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

本报黎川讯 （记者陈青峰 通讯员
吴细兰）近日，从黎川县环球陶瓷有限
公司传来好消息：该公司申报的 8 个陶
瓷产品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及公
示。据悉，该公司此次获批国家发明专
利的 8 个陶瓷产品包括新型养生陶瓷
煲、新型陶瓷炖煲和新型煎炒陶瓷锅
等，在新工艺技术、新使用途径等方面
均填补了相关行业内的空白。截至目
前，该县获国家发明专利的陶瓷产品已
增加到22个。

黎川县借助省陶瓷材料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优势，鼓励陶瓷企业进行
技术创新。积极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

构，与江西师范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
等高等院校开展科技合作，实现高等
院校的人才智力、研发能力以及先进
科研成果与黎川的优势产业对接。同
时，县财政拿出专项资金，重奖科技、
研发、管理等方面的企业创新人才；对
企业进行技改、开发的新技术和新产
品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企业技术创新
的分别进行奖励。此外，通过争取节
能减排资金、财园信贷通等，助力企业
技改扩建。目前，全县 18 家成品陶瓷
企业先后完成窑炉改造，实现节能降
耗；康舒、环球等陶瓷企业分别完成多
期技改扩建。

黎川陶瓷产品获国家发明专利

交通大格局
6月 21日，站在赣江边高楼鸟瞰，九洲高架快速路显得格外壮

观。据悉，“十三五”期间，南昌市将实施完善对外交通、缝合两岸道
路交通、优化内部路网组织、提升公共交通与扩展慢行系统四大举
措，搭建14座跨江工程。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