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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王煜华 报道

我校推进长三角大中小诚信教育一体化建设

■ 通讯员 李维平 报道

News新闻

为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大中小诚信教育

一体化探索和实践，由上海市教育学会指

导，我校与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联合主办

的“诚信立校 文化育人——大中小诚信教

育一体化现场展示暨长三角中学生诚信教

育论坛”于 10月 28日下午在澄衷中学举

行。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副主

任闵辉，校党委书记解超，市教育学会会长

尹后庆，市教委德育处处长沙军，虹口区教

育局局长李国庆出席，江浙沪三地13所大

中小学校参加。

会上，“长三角中学生诚信教育论坛”

正式启动，闵辉等领导共同为论坛成立按

下启动键。沙军在致辞中指出，立信和澄

衷两校在推进大中小诚信教育一体化建设

中都做出了很好的引领，应进一步总结经

验、提炼做法。他强调要依托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注重诚信育人实效；要强化课程思

政和学科德育，持续完善诚信教育体系；要

推进诚信一体化建设，进一步提升影响力。

解超指出，近年来，学校积极推进大中

小诚信教育一体化建设，诚信教育学段的

涵盖面不断拓展，长三角中学生诚信教育

论坛的启动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他强调，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的重要论述为

根本遵循，不断推进新时代诚信文化育人

工作；要以“大思政”理念为引领构建大中

小诚信教育一体化新格局，将诚信育人与

善用“大思政课”有机融合；要深化构建大

中小诚信教育一体化长效机制，努力形成

更多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和做法。

尹后庆在讲话中指出，推进大中小诚

信教育一体化意义重大，对于大中小学段

学生内化诚信理念、建立人生理想、实现价

值追求有着积极的作用。他希望上海立信

会计金融学院与澄衷高级中学以及其他新

签约的学校不断深化“大手牵小手”的诚信

教育一体化探索。

李国庆在致辞时就推进诚信教育一体

化提出两点期望，一是立足诚信教育，坚持

培根铸魂；二是发挥资源优势，推动共建共享。

市教育学会秘书长朱蕾、虹口区教育

局副局长李琰为论坛首批 12家成员单位

授牌。在论坛上，我校与澄衷中学、立信附

校、苏州景范中学、宁波中兴中学等 12所

中小学举行了大中小诚信教育一体化合作

签约仪式。

在诚信教育课堂展示环节，我校国际

经贸学院赵晓霞教授为澄衷中学高二（5）
班的学生们讲授“《信用中国》进中学”先导

课，通过真实案例引导中学生体会诚信对

个人职业、行业、社会的重要价值。马克思

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王妍在诚信教育论坛

作了题为《“大思政”视域下新时代大学生

诚信教育的探索与实践》的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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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璐 报道

12月 8日，市教卫工作党委 2021年度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专项调研第三

组组长、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上海健康医学院原党委书记郑沈芳，副

组长、市教卫工作党委二级巡视员李坚真

带队前来我校实地调研。校领导解超、杨

力、文选才、刘艳、温景春、陈洁、赵荣善出

席汇报会。

郑沈芳对 2021年度市教卫工作党委

系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专项调研

的调研背景、重点内容、方法步骤等有关情

况作了说明。她指出，根据中央和上海市

委有关要求，为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促进教育卫生系统党的建设

各项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市教卫工作

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开展

2021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专

项调研。此次实地调研的重点内容包括履

行管党治党责任、意识形态工作、基层党建

工作三个方面。

解超汇报了学校党委 2021年度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一是把牢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完

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充分发挥党

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二是紧扣目

标任务，扎实有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精

心组织领导，全面统筹部署；强化引领带

动，推进学思贯通；注重形式创新，营造浓

厚学习氛围；实施清单化管理，推进“我为

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三是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坚决守好教书育人阵地。

理论武装不断深化，思想政治工作扎实深

入，意识形态持续向上向好。四是强化担

当实干的鲜明导向，锻造高素质干部人才

队伍。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打

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大力推进师德

师风建设。五是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全面

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强化基层党组织

政治功能，持续提升基层党建质量，加强党

建工作队伍建设。六是压紧压实主体责

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压紧压实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

控体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

升监督执纪效能。七是凝聚各方智慧力

量，不断开创统战和群团工作新局面。画

好统战工作最大同心圆，扎实推进群团和

老干部工作。

解超表示，学校将紧紧围绕第一次党

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和“三步走”战略构

想，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科学统

筹稳定和发展两大命题，实施高质量发

展、开放发展、特色发展三大战略，努力

在建设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打造国际化办

学品牌、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

级、推进更名大学等四个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全力推进立德树人、人才强校、学科

攀升、服务驱动、开放办学、机制创新、

文化传承、综合保障八大攻坚任务，以党

的建设“六强化六推进”引领推动学校建

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财经大学不断

开创新局面。

调研组查阅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有关材料，个别访谈了学校领导、部分

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负责人，延伸调研了

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校有关职

能部门、部分二级学院负责人参加汇报会

和调研。

■ 通讯员 张海瑞 报道

市教卫工作党委开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专项调研

■ 通讯员 王因 报道

11月 17日下午，学校第

二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

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上川路校

区教工活动中心召开。第二

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参加会

议。校党委书记解超主持学

术委员会成立大会。解超介

绍了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组建

背景、筹备过程、委员产生办

法等基本情况。校党委副书

记、校长杨力宣读上海立信会

计金融学院第二届学术委员

会委员名单，为每位委员颁发

聘书。解超在讲话中对各位

当选的委员表示祝贺，并希望

各位委员遵守校学术委员会

章程，坚守学术专业判断，公

正履行职责，积极参加校学术

委员会会议及有关活动。

杨力主持第二届学术委

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杨力

对《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

术委员会章程》中校学术委员

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产生

的程序做了说明。全体与会

委员进行投票选举，顾晓敏教

授当选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真、

侯文轩两位教授当选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

新当选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顾晓敏

教授主持审议了《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学术委员会议事规则（草案）》，以及教师发

展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科学研究与学科建

设委员会、学术道德委员会四个学术委员

会专门委员的建议名单。学术委员会审议

前，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对《校学术委员会议

事规则（草案）》内容做了简要介绍，并对专

门委员会委员推荐名单产生流程、名额分

配、委员构成等情况做了说明。委员们审

议并表决通过了《学术委员会议事规则（草

案）》和《教师发展委员会委员建议名单》

《教学委员会委员建议名单》《科学研究与

学科建设委员会委员建议名单》《学术道德

委员会委员建议名单》。

学校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的成立，进一

步完善了学校学术管理体制机制，优化了

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是贯彻落实高等教育

综合改革精神、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步伐

的重要举措，为学校早日建设成国际知名、

国内有重要影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

型财经大学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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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浦东国际人才港论坛 12月 2日

上午在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学校获

批“上海市浦东新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党委副书记、校长杨力，党委常委、副

校长赵荣善出席论坛。上海市委组织部副

部长曹远峰向杨力授牌。

经过全校各部门、各单位全力申办，近

期学校获批“上海市浦东新区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大数据会计及审计问题研究》

《长三角一体化视域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创新发展研究》《数字经济统计与新经济增

长研究》《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数字资

源库建设》四个项目获批立项建设。学校

获批“上海市浦东新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对我校全面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

全面对接浦东改革开放引领区建设，实现

学校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提供了新的契机。

学校获批“上海市浦东新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 通讯员 周磊 报道

我校邵丽丽教授入选2021年度“曙光计划”项目

近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教

育发展基金会关于公布2021年度“曙光计

划”项目名单的通知》（沪教委科〔2021〕51
号）正式发布，我校会计学院邵丽丽教授申

请的《商品期货会计制度变迁的现状、动因

及效果》获得立项支持，项目号为21SG54。
邵丽丽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工具

会计准则、企业风险管理，在《Pacific Ba⁃
sin Finance Journal》《会计研究》等国内外

财经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主持并结项

包括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会计学会

重点科研课题等科研课题 4项；担任《Pa⁃
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China Fi⁃
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上海财经大学

学报》《会计与经济研究》等国内外期刊审

稿人。

“曙光计划”由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倡议、出资并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共同实

施，是上海市高水平品牌人才计划项目。

该计划自实施以来，在高校青年科研人才

培养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取得了良好社

会声誉。学校通过“项目申报专家指导会”

“项目预答辩专家指导会”等方式，邀请专

家对申报书内容、PPT设计、现场答辩等方

面进行了针对性辅导。

本项目为4年以来首次获得。

■ 通讯员 臧冠荣 报道

近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上

海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立项名单

的通知》（沪教委德〔2021〕37 号）正式公

布，我校学生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刘纯姣教授获得立项支持，再一次成为名

师工作室主持人。

“上海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

室”项目每轮为期 3 年。本轮 （2022-
2024）一共 12名专家入选，分别来自复

旦、交大、同济、华师以及区教育学院等

学校和医院。本项目旨在培养大中小心理

健康教育中青年骨干，带动全市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同时

凝练工作经验、申报科研立项、打造精品

培训、出品精品课程（课堂），最终提升

上海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心

理健康成长。

我校获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商务谈判竞赛冠军

近日，2021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

赛商务谈判竞赛全国总决赛暨全球商务谈

判竞赛中国地区选拔赛落下帷幕。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学生付净媛、张枥鸿等15位
同学在指导老师张燕、顾旻燕、孙晓霓和潘

辉的带领下，组织了三支队伍参加比赛。

最终付净媛组和周家源组斩获全国一等

奖，程炜东组荣获全国二等奖，同时付净媛

组成功晋级全国精英赛并获得本届商务谈

判竞赛全国总决赛的冠军。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商务谈判竞

赛是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

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商业行业商会与中

国商业经济学会主办的面向在校大学生的

综合性商科类竞赛。

图：王志伟

■ 通讯员 王志伟 报道

我校教师再次入选
“上海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项目

我校 10 门课程
获 2021 年度上海市一流本科课程认定

12月 7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公布了

2021年度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认

定结果，我校10门课程榜上有名。

近年来，学校扎实开展课程建设，做好

优质课程培育工作，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

教学有机融合，推动教师积极开展教学创

新和改革实践，不断提高教师运用线上教

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能力和水平，为

建设和申报一流课程打下良好基础。在申

报过程中，各学院积极组织申报并做好遴

选推荐工作，申报教师团队认真总结课程

建设成果，仔细填写申报材料；教务处多次

邀请专家进行培训和指导，对申报材料严

格审核把关。本次一流课程申报在学校、

学院和申报教师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

我校将继续加强市级一流课程的建

设，充分发挥一流课程的示范引领作用，助

力学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

■ 通讯员 郭加林 报道

国际经贸学院李雪副教授（第一作者）

的学术论文《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publicly listed
companies》11月 27日在国际商学领域顶

级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SS⁃
CI影响因子7.6）上在线发表。该论文的合

作通讯作者为我校“青年东方学者”彭飞副

教授（常任轨）。《Journal of Business Re⁃
search》是国际商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期刊，

具有很高的国际学术声誉，中国籍作者占

比目前仅为6.5%。该篇论文的发表，实现

了国际经贸学院同时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

者在国际主流商学（工商管理）A类 S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突破。论文在理论和实

证上首次为中国海外并购的动机、过程和

绩效的复杂联系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

国际经贸学院孙蕾博士作为共同第一

和共同通讯作者的合作论文“Dynamic
Mechanism Design on Social Networks”被
经济类国际顶级期刊《Games and Econom⁃
ic Behavior》正式接受并于 2021年 11月发

表。该文章将动态机制设计和社会网络分

析这个重要的前沿议题巧妙结合在一起，

分析了一个具有网络效应的体验商品动态

非线性定价模型，给出了最优动态机制。

本研究不仅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具有重要的

方法论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社会经济应

用价值和前景。文章可广泛应用于体验商

品的定向营销策略，犯罪网络、传染病网络

或金融网络中关键个体和关键链接的识别

等现实问题。

我校教师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