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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5日，我院区域项目二部主任赵敏博

士率2015级留学生赴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

学院（AIBO）进行中国改革与发展现场教学。

AIBO刘明哲副院长及援外培训联络办公室丁潍

副处长等出席了此次活动。 

        本次教学为2015级留学生北京现场教

学的最后一项活动，也是留学生们毕业前的最

后一课。刘院长围绕情系中国、勿忘母校的主

题，与留学生们进行了一场坦诚开放、诙谐生

动、情深意切的互动交流。 

最后一课： 

情系中国 勿忘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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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承办的发展中国家会计专业硕士学位项目属

商务部高端援外项目。鉴此，刘院长首先系统介绍了

我国援外情况。他强调，尽管仍处于发展中阶段，但

六十余年来，中国一直坚持进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不干涉受援国内政的对外援助。从过去出于意识形态

的援外到如今趋于理性的援外，中国援外形式不断丰

富，政策不断成熟。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援外之

路，也是一条迈向负责任大国的必经之路。 

       一起跟随刘院长回顾中国六十余年的援外史，留

学生们充分理解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

互利共赢这十六个字的中国对外援助基本原则，同时，

也对中国援外事业有了更清晰、正确的认识。刘院长

希望，留学生们能把这份理解和认识带回自己的祖国，

在未来担负起传播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神圣使命。 

情系中国：援外一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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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此最后一课的机会，刘院长还对留学生们

毕业归国后的学习和生活提出了几点期望：一是

不要放弃学习和研究；二是今后工作生活中遇到

问题和困难，能够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解决

问题、克服困难；三是不要断了和母校的联系。 

        刘院长深情地说，母校永远是留学生们坚强

的后盾。在今后的事业中，有好消息了要记得和

母校分享，遇到困难了也欢迎随时向母校寻求帮

助。希望留学生们不辜负过去两年中自己的辛勤

努力和母校的尽心培养，树立远大志向，成就一

番事业，为家庭谋未来，为母校争荣誉，为人民

造福祉。 

勿忘母校：树人百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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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财政管理经验 
    加强国际财经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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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月12日，我院2015级留学生于前往中国财政部

进行现场教学。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李红霞副司

长、我院易宏勋院长助理出席活动并致辞。财政部

国际经济关系司张天伟处长、综合司赵倩处长分别

向留学生们介绍了财政部对外财金交流与合作、积

极财政政策相关情况。我院区域项目二部赵敏主任

主持教学活动。 

          李红霞副司长对我院留学生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高

度肯定了我院积极主动承办发展中国家硕士项目的重要战略

意义。她表示，AFDI是亚太区域财金合作最重要、最成功的

成果之一。以AFDI为平台，在各方的支持和努力下，发展中

国家硕士项目自启动以来取得了积极进展。首批留学生多数

来自发展中国家财政部和央行等政府机构，此次现场教学将

为留学生开拓视野、深入了解中国改革发展成果提供良好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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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李红霞副司长指出，中国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离

不开改革与对外开放。财政部积极参与对外财金交流与

合作，开展财税体制改革，为中国改革开放大局做出了

积极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发展

进程中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 

和机遇，希望通过交流分享各自发展经验，促 

进共同发展繁荣。易助理在致辞中对财政部 

对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协调此次在京现场教学

活动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根据财政部领导相

关指示精神，我院留学生培养不仅重视专业技能

教育，而且高度注重通过现场教学活动深化留学 

           生对中国发展的认知。希望留学生能珍惜在 

                   财政部现场教学交流的机会，加深对中 

                              国对外财经交往、中国宏观经济形 

势和财政政策的了解。 

         张天伟处长介绍了财政部对外财金交流与合 

作的基本情况。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日渐强大， 

中国政府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

治理的能力不断增强。在财金领域，财政部于2014年成

功主办了APEC财长会，2016年主办了G20财长和央行行长

会及东盟与中日韩财长和央行行长会，2017年成功主办 

                        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促 

                   进资金融通平行”主题会议，在推动结构 

          性改革、促进基础设施投融资、完善区域金融

安全网等全球和区域财金合作重点领域贡献了中国

智慧、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取得了丰硕成果，进

一步维护和增进了区域内各国的共同利益。 

         赵倩处长向留学生介绍了中国当前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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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

进一步推动经济提质增效，中国政府将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措施包

括：一是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二是适

度扩大支出规模，三是突出保障重点，

四是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是

把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放在更为重要

的位置，防范财政金融风险。 

       留学生认真听取了相关介绍，

积极踊跃地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问题，就

东盟与中日韩财金合作、G20财金渠道

合作、中国可持续财政管理经验等深入

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中国财政赤字、

个税改革、财政支出重点等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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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3日下午，我院2015级留学生在易宏勋院长助理的代表下，赴中国人民银行

进行现场教学。由于我院部分留学生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央行，因此在中

国央行总部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学习与交流活动。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陶东副处长

主持活动，研究局曾辉处长、货币政策司徐伟处长、金融稳定局王楠副处长出席了此

次现场教学活动。易助理代表学院致辞，简要介绍了学院和留学生项目的相关情况，

并向人民银行对此次现场教学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齐聚中国央行 
分享金融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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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本世纪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行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当前货币政策的总基调

是稳健中性。今后，人民银行将进一步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

控为主转型，丰富货币政策工具，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建立货币政策加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政策框架，积极

探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 

    随后，王楠副处长为留学生们介绍了人民银行金融稳定职能的工作框架，并分析了当前中国金融稳定工作的 

          曾辉处长首先发言。他从1931年苏维埃国家银行谈起，简要回顾了人民银行自1948年组建以来经历的四个重

要的发展阶段，并就人民银行的职能和机构设置做了简要梳理。 

     在上述介绍的基础之上，徐伟处长着重为大家介绍了中国货币政策概况。他谈到，货币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

平抑短期经济的波动。与许多国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不同，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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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她指出，金融稳定职能与货币政策职能相互促进，其工作框架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监测分析金融风险；二是根据

监测分析情况，评估判断金融稳定形势；三是针对评估判断采取措施。近年来，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我国经济形势总体呈

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局面，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但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人民银行

维持金融稳定的职能不断强化。下一步金融稳定职能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立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要求，保持货币政

策稳健中性，继续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服务工作，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最后，留学生们与人民银行主讲专家进行了互动交流，就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业重大事项及重要信息报告制度、货币

政策的独立性、小微融资政策倾斜、银行业公平竞争等问题进行了提问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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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夏之日，万物并秀。6月14日下午，恰距“一带

一路”高峰论坛开幕盛事过去一个月，在论坛举办地

北京，我院2015级留学生趁热打铁，由区域项目二部

主任赵敏博士带队，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

行）进行“一带一路”发展主题的现场教学。本次教

学活动得到了亚投行行长办公室主任陈欢先生和设施

与行政服务局局长杨丹女士的大力支持。 

    刚满一岁半的亚投行是多边金融机构和开发银行

家族里最年轻的成员。对于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年轻神

秘、却声名远扬的国际机构进行现场教学，这些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政府及官方机构的留学生们非常兴

奋，也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多方致力“一带一路”宏图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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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丹女士为留学生们详细介绍了亚投行的相关背景情况。作为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多边开发银

行，亚投行秉持着“简洁、廉洁、清洁”的核心价值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在成立至今的短短

一年半时间里，亚投行迅速成长，已经批准了16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额达到近25亿美元，展现了其非凡的发展潜

力。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更广泛发展，是亚投行的一项重要使命。在这一点上，亚投行与“一带一路”

战略有着天然紧密的联系。亚投行将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一起，同有关各方共同制定“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大力支持“一带一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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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欢先生补充介绍了亚投行的投资价格与模式，并与留学生们共同探讨了大家关心的亚投行发展战

略、成长模式与项目管理特点等问题，激起了大家的共鸣。本次现场教学是留学生及时深入学习“一带

一路”战略，生动了解“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的良好机会，也为分享中国发展经验、促进发展中国家共

同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平台。正如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先生在刚刚结束的亚投行第二届理事会年会上所说：

“我们不会也无法独自改变全球轨迹，我们将与伙伴一起，为建设可持续未来尽自身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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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国际发展潮流 学习中国项目经验 

     6月13日，我院易宏勋院

长助理率2015级留学生赴世界

银行北京代表处、亚洲开发银 

           行驻华代表处及中国人民银行等三家机

构进行中国改革与发展现场教学，成果丰硕。 

    上午，访问团首先来到了世界银行北京

代表处，受到了世行中国区经济政策国别业

务主任苏熏燮（Hoon S. Soh）先生和中国局 

对外联络高级官员李莉女士的热情 

接待。苏先生对留学生们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易助理代表学院 

向世行对此次现场教学所做的精 

心准备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希望留 

学生们珍惜此次交流 

机会，拓展国际视野。 

双方在轻松愉快的气 

氛中展开互动交流。 

苏先生以自身在世行十七年 

的工作经历为切入点和主线，为

留学生们详细介绍了世行的组织

架构及其在中国的业务开展情 

       况，并对留学生们提出的世 

             行集团旗下各机构职能、 

             项目评价体系及项目融资 

             方式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详 

       细解答。 

                  在结束世行行程后， 

         留学生们紧接着来到了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 

         表处进行现场教学。代

表处副首席代表贾新宁女士

向留学生们简要介绍了亚行

的使命、组织架构及业务规

模，并以中国区项目为例，

生动说明了亚行在区域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

色。亚行区域知识共享中心

主任许霓妮女士全程参与了

此次现场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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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基修道、履方致远 
共谱“一带一路”发展华章 

    为了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留学官

员们更多地了解与学习中国在基础建设国

际化方面的经验，6月14日上午，区域项

目二部主任赵敏博士带队组织2015级留学

生赴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交建）进 

行“一带一路”基建投资发展主题的现场

教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高峰论

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提到，设施联通是

合作发展的基础。作为全球领先的特大型 

基础设施综合服务商，中国交建对“一带一

路”建设带来的商机感触尤深。 

         中国交建总经理助理渠天鑫先生向留学

生们介绍道，中国交建是世界最大的港口设

计建设公司、世界最大的公路与桥梁设计建 

设公司、世界最大的疏浚公司、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起重

机制造公司以及世界最大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设计公司。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三年以来，中国交建在“一带一

路”沿线58个国家和地区追踪200余个项目，签订合同

逾400亿美元，并获得较好的利润。 

         中国交建海外事业部副经理徐猛先生了解到留学生

们主要是来自于九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后透露，中国交建

在九个国家都有项目，并与部分留学生就一些具体项目

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他表示，“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

激活了沿线相关国家和区域市场，极大促进了当地技术

经济发展和就业。在修路架桥、筑港通航，实现海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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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中国企

业也致力于通过系统性、长期性的社

会责任实现中外民心的“软联通”，

以负责任、受尊敬的企业品牌助力国

家形象塑造。 

        留学生们还来到中国交建企业展

示厅，参观了世界领先基建设备的模

型，并听取了企业相关介绍，深深为

中国基建建设的速度、力度和创新程

度所折服。同时他们也通过实际案例

学习，更多地感受与了解了中国在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对全球发展中国家所

做的努力与贡献。中国交建人力资源

部陈静女士和海外事业部李梦女士全

程参与了此次现场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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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美食 

柬埔寨美食即将上桌 

缅甸美食 

鸡肉鲜香入味，色泽诱人 

老挝美食 

将新鲜猪瘦肉剁泥、肉皮切丝、
长豇豆剁细，焯熟后拌以辣椒、
香菜、薄荷叶、紫苏叶、柠檬等
多种作料，味道鲜美独特。 

汤加美食 

将鱼肉、番茄、黄瓜等切丁，拌以新鲜
椰汁、柠檬汁和小葱，菜品红、白、绿
相间，清新爽口，令人胃口大开 

万国美食汇 

留学生们品尝劳动成果 

         在学院后勤部和“锦江大厨”的大力支持下，我院首届留学生美食节成功举办，2015级、2016级全体留学生参

加了本次活动。餐厅为留学生们准备了丰富的菜肴，来自缅甸、老挝、柬埔寨、汤加、马拉维、格林纳达等国的

“厨神”们纷纷出场，拿出各自的绝活，与教职工和同学们共同分享家乡的传统美食。美食节活动受到了留学生们

的一致好评，对促进留学生们融入学院大家庭、增强集体认同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学院易宏勋院长助理亲自来到

二餐厅厨房观看了“厨神”们的烹饪。 

国际“厨神”出场 
多国菜肴亮相留学生美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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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6日，我院2015级、2016级全体留学生

赴搪瓷博物馆和中国会计博物馆进行现场教学。 

中国会计博物馆 
中国搪瓷博物馆 
现场教学 

 

       下午，留学生们参观了中国会

计博物馆。中国会计博物馆是全球

第一家会计专业博物馆，旨在对会

计历史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收藏和

保护，弘扬会计历史文化，促进会， 

    上午，留学生们首先来到了搪瓷博物馆。该 

博物馆由我院EMBA校友谢党伟夫妇创建，又名八分园，是典

型的传统中式园林建筑。留学生们在馆长夫妇的亲自带领下，

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中国搪瓷百年展，通过一件件搪瓷生活器

具，对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了更生动的了解，也对中国百

年民族工业史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计学术研究与交流。

馆内史料详实藏品

丰富。留学生们认

真听取了现场讲解， 

踊跃参与了珠算等各种

体验项目。通过参观， 
                            留学生们系统梳理对比了中西方会

会计的沿革历程，深入了解了会计史上几个重要的发

展阶段和大事件。这对他们提高自身专业素养，探索

行业发展规律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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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program@afdi.org.cn 

联络我们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 
区域项目二部   留学生办公室 

+86 21 6976 8000 

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200号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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