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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母校】 

 

 

 

 

 

 

 

 

 

 

 

 

 

 

 

 

 

 

 

 

 

 

 

 

 

 

 

 

我校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3 月 12 日上午，我校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广东省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部署我校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全体校领导，校党

委常委，全体中层干部参加会议。校长于海峰主持会议。 

校党委书记郑贤操作动员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为我们开展

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于海峰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部署落实，会后要

迅速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学习传达学校动员大会精神，及时成立本单位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制定计划，扎实开展本单位党史学习教育。 

 

我校再获 4 个国家级、8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 2020 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

单，学校投资学、财务管理、国际商务、酒店管理 4 个专业获评为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资产评估、土地资

源管理、经济统计学、旅游管理、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新闻学 8 个专

业获评为广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目前，学校已获两批共 13 个国家

级、9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超过 1/3 的专业入选国家级和省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此次评选共有 3977 个专业入选国家级建设点（其中，中央赛道 1387

个、地方赛道 2590 个）、4448 个专业入选省级建设点。接下来，学校将

继续铆足干劲、拼尽全力，争取在今年的评选中再创更好成绩；同时，

加强已获批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管理，早日完成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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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母校】 

 

 

 

 

 

 

 

 

 

 

 

 

 

 

 

 

 

 

 

 

 

 

 

 

 

 

全国关注！粤港澳人才战略与创新发展论坛在我校成功举办！ 

3 月 27 日-28 日，2021 年粤港澳人才战略与创新发展论坛在广东财

经大学举行。论坛由广东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中华人

力资源研究会主办，广东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人才测评

专业委员会承办，广东倍智人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财经大学粤港

澳大湾区人才评价与开发研究院、广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协办。 

本次论坛旨在为政府人才管理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意见，为企事业单

位在大湾区吸纳和开发人才提供崭新思路，为学界研究湾区人才的开发

与创新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多元建议。 

来自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东财经大学、

澳门大学、高雄师范大学、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

等 60 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以及澳门南光集团、北大方正集团、广东倍

智人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汉哲咨询有限公司、广东省粤科金融集

团、贝里国际集团等 20 多家知名企业的共 200 余名嘉宾齐聚广财，共商

粤港澳人才战略创新与发展。 

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何宪，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原秘书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李朴民，

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劳帜红，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

魏建文，香港中联办广东联络部二级巡视员刘任辉，广东财经大学党委

书记郑贤操，校长于海峰，党委副书记罗贤甲，副校长张力、邹新月、

丁友刚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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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工作】 

 

 

 

 

 

 

 

 

 

 

 

 

 

 

 

 

 

 

 

 

 

 

 

 

郑贤操带队走访惠州校友会（联络处） 

3 月 6 日上午，校党委书记郑贤操、副校长邹新月一行走访了我校惠

州校友会（联络处），与部分校友代表座谈交流，并调研了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竞争力研究院惠州分院及校友企业。校友办负责人、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竞争力研究院相关负责人等参加了调研。 

在校友座谈会上，郑贤操肯定了惠州校友会（联络处）的工作，代

表学校对长期以来情系母校、关心支持母校建设与发展的广大校友们表

示衷心感谢，同时也通报了学校 2020 年的建设与发展情况。他指出，虽

然疫情带来很多挑战，但过去一年学校取得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现已

全面开启大湾区一流财经大学建设的新征程。他表示，校友资源是学校

宝贵的财富和靓丽的名片，学校将尽最大可能为广大校友提供更多的帮

助和支持，同时希望校友们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学校的建设中，加强与母

校的联系和合作。 

86 级企管校友李军介绍了惠州校友会（联络处）的基本情况以及主

要工作思路。他表示，惠州校友会（联络处）将根据学校及校友总会的

安排，搭建校友互助交流平台，促进校友间的互动，增强校友凝聚力，

助推学校发展。同时抓住惠州的发展机遇，推动与惠州当地经济的互通

交流，组织校友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培育校友之间的友谊。 

 

MBA 学院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换届筹备会顺利召开 

2021 年 3 月 21 日上午，广东财经大学 MBA 学院校友会第三届理事

会换届筹备第一次会议在广州校区顺利召开。MBA 学院党总支书记、院

长李焕荣，副院长严复淇和办公室刘高强，学校校友总会办公室周瑾，

换届筹备组负责人陈超青校友，以及各届校友代表共 16 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就正式向学校校友会提出换届筹备申请等相关工作

达成了共识。明确了筹备组的主要成员及分工，拟定了在 4 月底或 5 月

初举行换届会议的计划，并根据该计划，确定了开展校友信息采集、校

友联络和走访等下一步筹备工作安排。与会人员还就 MBA 学院校友会理

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候选名单、校友会管理办法修订稿，以及校友会的运

作机制等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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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工作】 

 

 

 

 

 

 

 

 

 

 

 

 

 

 

 

 

 

 

 

 

 

罗贤甲到校友总会办公室调研指导工作 

3 月 22 日上午，学校党委副书记罗贤甲到校友总会办公室调研指导

工作。校友总会办公室主任曹阳，工作人员周瑾和江虹参加调研座谈。 

罗贤甲对校友总会办公室下一阶段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建组

织，推进校友会分支（代表）机构的建设；二是建平台，建立校友信息

系统，加强官网、官微、纸媒等宣传阵地建设；三是建机制，制订我校

校友工作建设的指导文件，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责，促进良好联动机制

的形成；四是抓基础，掌握完整的校友基础数据和通讯信息，及时更新

并实现智能分析；五是搞活动，通过科学的整体设计，多层面打造品牌

校友活动，加强校友间的沟通和联系；六是做服务，准确地了解和把握

校友的需求，做好服务；七是抓安全，加强规范管理，重视校友活动中

意识形态工作和人身安全等问题；八是迎评估，根据基金会等级评估工

作要求，明确目标，确定整改方案并推进整改。 

最后，罗贤甲表示，校友总会办公室要明确工作定位，优化工作机制，

加强联系和服务，让每一位校友都感受到母校的关爱，有归属感！ 

 

佛山校区管委会领导带队走访佛山校友 

3 月 25 日下午，学校党委常委、佛山校区管委会主任王伟率校区中

层干部走访佛山校友，与佛山校友会（联络处）会长、广东中鹏电气有

限公司董事长黄书胡等校友交流。学校校友办有关人员一同前往。 

王伟向校友介绍了我校在发展历程、学科专业、师资队伍、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对外交流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结合广东财经

大学第一次党代会召开，详细介绍了学校建设发展情况、2025 和 2033

年中长期规划目标以及建设大湾区一流财经大学的具体举措，以及省市

区校共建佛山校区具体情况。 

黄书胡对王伟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感谢母校对校友的关心关

怀。黄书胡表示，佛山校友会（联络处）全体校友一定牢记校训，发挥

校友会的纽带作用，团结广大校友，进一步与母校加强沟通和联系，情

系母校，关心师弟师妹成长成才，尽最大努力助力学校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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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工作】 

 

 

 

 

 

 

 

 

 

各地校友工作锦集 

 

 东莞校友会（联络处） 

3 月 12 日，东莞校友会（联络处）就业公益服务中心一行回母校，

就汇集校友资源促进学生就业、助力人才培养和教学研究等主题进行交

流座谈，校党委副书记罗贤甲、副校长陈国栋、校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

任苏明华和副主任陈静、校友办主任曹阳，以及东莞校友会（联络处）

会长刘剑锋，常务副会长施文峰、莫鹏苏等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3 月 25 日，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苏明华、会计学院党委副书记林

可、信息学院党委副书记陈莎莉、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一行

走访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安镇分局商谈校政企合作，东莞校

友会（联络处）刘剑锋会长、谭韶东执行会长、梁俊刚常务副会长、东

莞校友会（联络处）就业公益服务中心秘书长施文峰等参加本次活动。

东莞校友会（联络处）就业公益服务中心表示，校、地、会进行合作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希望建立稳定的、长期的合作，共同为广财学子就业

出一份力，为长安社会经济发展出一份力。 

 

 

 汕头校友会（联络处）筹备组 

3 月 13 日，汕头校友会（联络处）筹备组组长曾欢儿校友和筹备组

部分校友一行走访了“世界玩具之都”汕头市澄海区的校友企业——汕

头市澄海区恒荣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并与陈小挺、林芝育等校友交流座

谈。交流会后，汕头市澄海区恒荣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小挺校友

盛邀众校友参观了公司。 

3 月 25 日，汕头校友会（联络处）筹备组组长曾欢儿校友带领筹备

组部分成员走访了潮南区峡山镇郑晓彬校友创办的企业——汕头市唐绵

服饰有限公司，与郑晓彬等校友进行会谈交流，并在郑晓彬校友的带领

下参观了企业的生产车间及生产线。 

两次校企走访期间，曾欢儿介绍了汕头校友会（联络处）筹备组成

立以来的工作情况，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希望各区校友加强联系，

共促汕头校友会（联络处）筹建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