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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干部培训
及迎新工作

秋含笑意 喜迎新生

2017 年 9 月 4 日 -9 月 6 日，2017-2918 学年团学联学生干部培
训在大学生活动中心 A301 如期举行。校团委书记沈亦骏、校团委

副书记贺巍巍、朱枫、校团委学联秘书长梁毓琪、校团委助管代明鹏
及校学联第 31 届主席团担任本次培训主讲人，第三十一届校学联全体
部长参与本次培训。

培训分为三天，第一天由校团委老师们为学生干部带来学生干部
的责任担当、管理沟通技巧等板块培训，为新一届校学联部长们未来
一年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第二天，由主席团为部长们讲解
了新媒体平台运营、调研报告撰写等工作实用技巧。第三天，部长们
分小组展示讨论结果并为 9 月 7 号的迎新工作做好充足准备。

9 月 7 日上午 7 点，各学联干部开始迎新物资准备，8 点各班工
作人员到岗，迎新工作正式开始。各校门口、教材服务中心、学生活
动中心都能看到学联迎新工作者们忙碌的身影。

此次学生干部培训及迎新活动充分展示新一届上财学联人积极负
责的工作态度及高涨的工作热情。正值百年校庆之际，学联人必将继
往开来，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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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百年校庆志愿者培训
活动

百年华章 志愿起航

2017 年 9 月 9 日下午 1：30，百年校庆志愿者培训活动在国定艺
术中心如期举行。上海财经大学校党委副书记朱鸣雄、海青年公益

人才学院行政总监邓丽娜、上海团校、上海青年公益人才学院俞晓歆、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系王鑫、上海财经大学高冰冰、施勇、
沈卫明出席本次培训。

在朱鸣雄书记进行简短的动员发言后，六场涉及志愿者精神、存
在价值伦理等主题培训依次展开，为接下来百年校庆志愿者服务的顺
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晚上 9：30，此次百年校庆志愿者培训在
掌声中圆满落幕。

如火如荼的百年校庆志愿者活动临在眼前，百年校庆志愿者们通
过此次培训，必将为上财百年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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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 2017 级迎新晚会

青春起航 一七逐梦

2017 年 9 月 11 日，2017 级迎新晚会“青春 • 起航”在上海财经
大学大礼堂隆重上演。此次晚会共分为上下两场，来自全校各院的

新生们观看了本次演出。

随着大幕缓缓拉开，猫眼乐队用歌声点燃全场！第一篇章“财”
遇见你，校舞蹈团展现了《女儿花》的极致柔情。随后跳绳协会带来

《SUFE Jump》，完美将跳绳技巧和街舞结合。而学生合唱团演绎的《继
续，给十五岁的自己》和《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让新
生们感受到音乐的魅力。第二篇章流光溢“财”，魔术协会带来精彩
绝伦的魔术。其后，民乐团的演奏呈现了古风的独特魅力。而老师们
则用动感十足的舞蹈展现活力。最后的篇章“一七逐梦”，舞蹈协会
的学姐学长们率先登场，紧接着，2017 级辅导员带来年代服装走秀，
展现了上财百年时代变迁，最后，上届十大歌手压轴出场，为晚会划
上圆满句号。

此次活动充分展现了财大学子风采及良好的艺术修养，同时让新
生感受到了财大全体师生的蓬勃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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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双创周上海主会场志
愿者活动

品创新创业魅力 感上财志者精神

2017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1 日，第三届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活动周主会场活动在杨浦长阳创谷顺利举行。上海财经大学在本科生
范围内共计招募志愿者 88 人。

志愿者的岗位设置为主题展示观展引导组、展位服务组、前言大
厅引导服务组、结束语大厅引导服务组和展区物资组。志愿者负责引
导、咨询、展位介绍、外环境值守、布展环境管理、仓储服务等工作，
同时也能近距离接触人工智能、创业服务生态、双创大数据、魔显屏、
大学生科创等双创周亮点项目。

各位志愿者积极上岗，表现出了对本次活动的积极态度和对志愿
服务工作的热情，展现了莘莘上财学子的风采，他们对未来也有了更
深的期许和创业想法。“厚德博学 经济匡时”的校训在这次品味创新
创业魅力的过程中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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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第十六期“青年进化
论”——《金融创业那些事》

青年进化稳步伐 金融创业铸梦想

2017年9月18日18：30，上海财经大学第十六期“青年进化论“——
《金融创业那些事》在武东路梯九如期举行。本次青年进化论的嘉

宾是海归金融圈联合创始人、毕业于纽约大学的金融学硕士黎进先生
与 WESTARTIN 浪潮金融实践平台联合创始人、现任 CEO 胡玉婷女士。

黎先生在正式开讲前先让同学们分享最近看到的关于 Fintech 的
新闻，紧接着以 Fintech 为主题深入探究金融科技在当代社会的重要
内涵，并向有意进入该领域工作的同学提出一些职业规划方面的建议。
接下来，胡女士分享她的创业经历，着重强调坚定的态度与创新精神
的必要性。最后的提问环节中，黎先生、胡女士与同学们进行了积极
互动，本次讲座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活动让同学们加深了对金融科技的了解，也对自己的大学生
活及未来规划有了全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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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与信仰对话”系列
讲座——《顶天立地谈信仰》

顶天立地信仰 相信所以看见

2017 年 9 月 22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与信仰对话”系列讲座——
《顶天立地谈信仰》在创业中心一楼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次讲座有

幸邀请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徐川老师担任主讲人。

活动伊始，老师为听众们展示了一份深刻的思想汇报，用幽默的
方式讲述看似枯燥复杂的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之后老师循序渐
进，将党的历史娓娓道来，并与同学们探讨入党动机，让同学们对党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最后，主办方还开展了妙趣横生的赠书问答互动
环节，老师对三位同学的疑问做出了详细的回答。

讲座在同学们的讨论和掌声中圆满结束，这节党课为同学们打开
了一个感知现状、追求信仰的视野，也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将信仰
转化为行动，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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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社团负责人大会

一往如前 初心不变

2017 年 9 月 24 日 18 时，上海财经大学 2017-2018 学年第一次
社团负责人大会在创业中心一楼报告厅隆重召开。团委指导老师梁

毓琪、助管老师田立、代明鹏、校学联主席团、校学联各部门部长及
各社团负责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首先，梁毓琪老师和校学联副主席黄浩分别发言，分享对社团发
展的建议并表达殷切期望。随后，社团总会办公室等其它 13 个部门向
社长们开展培训，并介绍各部门的工作，表达了与社团合作的愿望。
最后，梁毓琪、代明鹏老师及主席团分别为各社团颁发聘书并合影留念。
晚上 8 时，本次大会圆满结束。

天高气爽秋已至，又是一年起航时，学联与各社团将秉承初心，
共同进步，相信社团的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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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民乐团“浦江生活节”
非遗展演活动

展演非遗 漫步苏堤

2017 年 9 月 24 日下午，民乐团一行 11 人同阮弘老师应邀出席“浦
江生活节 • 杨浦非遗项目展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南丝竹，

为广大市民带来一曲《苏堤漫步》。

《苏堤漫步》全曲以竹笛由弱渐强的颤音拉开帷幕，之后古筝起，
接着竹笛、二胡、琵琶等一起入拍。民乐团成员们用时而舒缓、时而
欢乐的旋律，让市民观众在浦江江畔的微风细雨中，感受到了春日苏
堤的优美风光。虽然小雨给演出带来了不便，但乐队成员们互相打伞，
主动协助扬琴、古筝的同学搬运大型乐器，有效地应对了各种状况，
体现了乐队的良好素养。

本次演出我校民乐团向市民听众展现了江南丝竹的独特魅力，在
为人们带来精神享受的同时，也提升了人们对非遗文化的关注与认知，
让中华文化、海派文化的精髓流传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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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 2017-2018 学年第一
场社长培训

财培在手 天下我有

2017 年 9 月 26 日下午 13:00，上海财经大学 2017-2018 学年第
一场社长培训在武东梯五如期举行。校学生联合会社团总会财务部

部长孙艺冉、郭乃旗及各位社长和社团财务负责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郭乃旗部长首先介绍了有关社团课时费和教练费的规范，并说明
社团信用评级和社团专项活动的管理与审批的规则。接着，孙艺冉讲
解了财务报销的步骤，并分析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此之，财务
部宣布拟定每月月末的周二下午举办专项活动资金审批答辩会，对活
动经费有异议的社团在提交申请后参加。最后，两位部长耐心地回答
了社长们提出的问题，培训在大家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此次社长培训使各位社长对举办活动的相关财务事宜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有助于各社团良好发展，办出更多精彩有趣的活动。

适逢我校百年华诞，社长们也正在逐步将知行合一、踏实笃行等
优秀传统美德融入自己的社团管理理念中，用实际行动谱写上财社团
新百年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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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管理学院团学联受聘大会

继往开来 扬帆起航

2017 年 9 月 17 日晚上 6 点整，团学联受聘大会在统计与管理学院
楼 1114 报告厅如期举行。统院团学联主席李思寰，团委副书记高

山云，学联副主席陈运秋、李依倚出席本次大会，与部长们共同迎接
新加入统院团学联的干事们。

大会伊始，统院学联副主席发表演讲，她向干事们表达了诚挚的
欢迎，并期望学联未来可以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随后，各部门依次
登场发言，部长们对干事们今后的工作表现寄予厚望。而后，干事们
宣读誓词，部长为其颁发受聘证书。最后，部长与新加入的部员们合
影留念。

晚上七点，受聘大会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标志着统院
团学联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从这一天起，这个全新的学联大家庭将
会继往开来，扬帆起航！



会计学院学术讲座《新技术对注会
行业的影响和实践》

置身科技发展新潮流 探寻注会行业新技术

2017 年 9 月 19 日周二下午，德勤中国审计及鉴证创新团队主管金
科先生做客会计学院，应邀为我校学生做《新技术对注会行业的影

响和实践》主题讲座，吸引了我校百余名学生。

金科先生围绕“什么是数据分析？”、“海量数据与审计难题”、
“数据应用”三点层层递进，揭示审计行业核心，并阐了数据分析目的、
常用分析方法及分析工具。讲座后半节，金科先生展示了德勤相关短片，
讲解了在审计中引入数据分析并应用到全流程中如何提升工作效率。
最后他提及人工智能，分析了自动化技术对注会行业的潜在影响。

金科先生观点新颖，引导听众思考新技术与注会业，且以此为契机，
给我校学子提供了利用新技术提升个人素养与专业技能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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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学术迎新讲座

科学与技术齐头 继承与创新并进

2017 年 9 月 19 日下午 2 点，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的开学季迎新系
列讲座在第二阶梯教室如期举行。我校陆品燕教授为大家带来了一

场关于理论计算机的精彩讲座。 

讲座中，陆品燕教授讲述了道理论计算机与经济学、数学等领域
相交叉，是一门专业性强又具有一定综合性的学科，并用实例说明了
学科关注点在于计算问题的分类以及解决问题体系的方法。最后，陆
品燕教授强调理论计算机离不开技术与应用，源于理论研究的算法概
念在应用中更会成为新技术的基础。

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落幕。陆品燕教授的激情
演讲，提升了新生们对理论计算机的理解，使其感受到了科研路的艰
难与成就感，也使其对在信院的学习生活有了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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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2017 级新老生交流会

新生老生齐聚一堂 他山之石铸就辉煌

2017 年 9 月 27 号晚，人文学院学术部于同新楼 113 会议室举行
新老生交流活动。会前，学术部通过调查总结出了新生迫切想要了

解的一些问题，并据此邀请了吴明星、闫芳琦和高远这三位在不同方
面表现优异的高年级学生前去为到场的大一新生排难解疑。

交流会在 18:30 准时开始。首先闫芳琦分享了她上专业课的体会，
同时分析了学习与课余生活的关系。然后，高远从选课，双专，考证
三方面讲述了自己的体悟，她强调大学的主业是学习，同时也要在学
习之余参加各类活动来丰富自己的大学生活。最后，吴明星学长以“选
择”为主题讲述了他对于大学四年的思考。经验介绍结束后，进入了
自由提问环节。新生们的疑问均得到了耐心的解答。

老生们的倾囊相授，使新生受益匪浅。本次交流会既增进了新生
对于大学学习生活的认识，又使其对于未来四年的大学生活有了更加
清晰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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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院《走进数学建模》讲座

掌握数学思想 走近数学建模

2017 年 9 月 26 日，由数学学院主办的《走近数学建模》讲座在行
政楼二楼报告厅内举行。 讲座有幸邀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数学学

院副院长、中国计算数学学会第六届、第七届理事徐定华教授来给同
学们进行讲解。

首先，徐教授以两个问题开始了讲座。随后，教授以将数学运用
于 CT 技术的例子，引出数学建模的概念，带我们走进数学建模。他
提出，我们要学好数学，做到学思结合，思行统一。最后，徐教授通
过几个生动形象的例子来详细解说数学建模。在讲座进入提问环节时，
徐教授通过讲述自己对定位系统的研究经历表明技术突破的关键作用，
解答了同学关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面对无法突破的瓶颈会不会停滞”
的疑问。

徐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思维缜密。在介绍数学建模的同时为我
们的学习提供了建设性的建议和指导，使同学们在讲座过程中不断思
考，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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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迎新晚会

如火如荼齐迎新 且歌且行共奋进

2017 年 9 月 28 号晚 6:30，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17 级迎新晚
会于大学生活动中心 A301 隆重举行。17 级新生辅导员王蔚老师、

辅导员崔士超老师、许佳华老师及四位主席出席本次迎新晚会。 

在上财百年华诞之际，田国强院长借视频表达了对新生的殷切期
望，王蔚老师及各部部长也送上了对新生的美好祝福。之后，新生们
通过歌曲、脱口秀、小品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向前辈、老师们展示了
积极的精神面貌，以及继承财大优良传统、续写财大新辉煌的决心。
晚会在温馨愉悦的氛围中走入尾声，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本次晚会既洋溢着浓厚的师生情谊，也激荡着新生的青春风采，
是经院新生融入大家庭的里程碑，也为百年上财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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