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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第三十届
总结大会

光彩留联 幸与君识

2017 年 5 月 31 日和 6 月 1 日晚六点，上海财经财经大学学生联合
会第三十届总结大会在创业中心一楼报告厅如期举行。共青团上海

财经大学委员会书记沈亦骏、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秘书长梁毓琪
以及学联全体成员出席了本次大会。

大会伊始，学联播放了自制文艺微电影——《色彩》，为学联每
位成员展示了这一年来学联生活的点点滴滴。之后，沈嘉祺主席代表
发言，简洁地回顾了学联一年来的发展与变化。接下来的趣味简答、
信件赠送环节和各种精彩纷呈的节目兼具搞笑和温情，成为了学联人
记忆中难以忘却的画面。

回顾往昔，收获颇多；踏上前程，风雨兼程。本次总结大会既是
一场联系感情的告别大会，也是一个展望未来的新起点，一个全新的
开始，望学联人借此有所反思，有所体悟，有所志向，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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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第二十一次学生代表大
会暨第十九次社团代表大会

凝聚青年力量 筑梦青春上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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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3 日上午 8 点 30 分，上海财经大学第二十一次学生代
表大会暨第十九次社团代表大会在创业中心举行。校党委副书记朱

鸣雄,以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院党委、党总支副书记、分团委书记、
市学联代表、友校学生代表出席本次会议。

上午九点整，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由校学联秘书长梁毓琪主持开
始。市学联主席代表先后致贺词。随后第三十届学生联合会主席沈嘉
祺向大会作第三十届学生联合会工作报告，学联副主席宋飒飒同学向
出席代表们报告了本次双代会提案工作情况。接下来校党委副书记朱
鸣雄发表讲话，高度赞扬了第三十届学联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并预祝本
次“双代会”圆满成功。

中午 12 点 30 分，大会各代表团进行了分组讨论，共同审议了学
生联合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告。随后，第三十一届学生联合会主
席团候选人与代表团见面，明确了当代青年的纪律规范和未来目标。

下午 14 点 30 分，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准时召开。经过现场投票
统计，郭宇清、黄浩、陈映邑、肖雪儿·派丽、张雪琦、谈嘉瑄、张凯帆、
卢逾昔、斯一凡、姬蕊、刘勇成功当选第三十一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团，
其中张雪琦同学当选学生联合会主席正主席。而后进行了学生代表大
会常任代表委员会委员选举并颁发了 2016-2017 学年度“优秀学院学
生会”奖。随着《国际歌》响起，本次大会圆满落下帷幕。相信在接
下来的学联工作中，新一届学联主席团必定能为学校带来一番新气象。



2017 年“岁月如歌”毕业季系列
活动

积跬步同源有爱 聚星火声光无疆

2017 年 6 月 13 日，上海财经大学 2017“岁月如歌”毕业季系列
活动顺利举行。从同源义卖，到草坪音乐节，再到亮灯仪式，丰富

多彩的活动吸引了全校广大师生的积极关注与热情参与。

中午 11:00，“爱之大同，源自一家”——同源义卖 & 义捐活动
在绿叶步行街、新食堂和武川宿舍楼同步启动。义卖所得款项均捐至
同源基金，用于帮助受困的上财校友；义捐所得物资则将用于资助西
部地区贫困儿童。

傍晚 18:00，以“不负韶华”、“沿途有你”、“明日再聚”三
大版块为主线的草坪音乐节在 20 号楼前大草坪上正式开演，毕业生们
在现场演绎了由网络平台投票海选出的 18 首金曲，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笑声、掌声、歌声不断。

晚上20：15，亮灯仪式拉开了序幕。在现场百余名师生的倒数声中，
20 号楼的灯光亮起，首先出现的是倒计时“3”、“2”、“1”的图案。
随后，一颗包含数字“1917”的心跃然而出，代表着上财历史的开端。
5 分钟后，图案变换成“1917-2017”，寓意我校历史悠久，历经百
年变迁。接着，图案再次变回了心形，不同的是中间数字变换为“2017”，
这是上财的现在，也是每一位毕业生的现在。最后，“SUFE”字样跃
然眼前，简单的四个字母却饱含了上财人对上财的挚爱。

意犹未尽中，2017 岁月如歌的三项活动便已落下帷幕。正逢百年
校庆，校园不仅充满了同学们对大学生活的追念和回忆，也被学子们
对百年上财的祝福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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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立项答辩会

创新创业扬青春风采 知行合一铸匡时之魂

2017 年 6 月 14 日晚 6 点，上海财经大学 2017 年大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立项答辩会在大学生活动中心 A301 如期举行。本次答辩

会总计 22 支团队参加，并有幸邀请到曹东勃、孙传通、贺巍巍、田立、
朱一琳五位老师担任评委。

2017 年上海财经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分为“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和第九届“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两个项目。每支
团队的负责人完成 4 分钟的项目介绍后，由评委们对其进行提问，提
出建议。最终，共计 17 支团队（“三下乡”6 支，“知行杯”11 支）
通过了立项答辩。所有通过了前期立项答辩的团队，都收到了创新创
业中心实践部修订的活动指导手册，帮助其进一步完善实践活动。

本次答辩会的顺利完成将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年同学积极投身社会
实践，发挥青年学生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生力军作用，展现新时代青
年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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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岁月如歌”毕业晚会

“毕”修课回顾如歌岁月 毕业季追忆似水年华

2017 年 6 月 22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 2017 年“岁月如歌”毕业晚
会在国定路艺术中心举行。校党委书记丛树海，校长樊丽明，副校

长刘兰娟、方华，校党委副书记朱鸣雄，校长助理郑少华以及来自各
学院、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教师代表与千余名身着红色毕业衫的 2017
届毕业生欢聚一堂，共同聆听了大学里最后一堂“毕”修课。

18 时 30 分，在毕业生们热烈的欢呼声中，晚会拉开帷幕。在学
生舞蹈团热情的开场舞《SUFE Land》后，晚会进入第一篇章：“上
课，起立，老师好”。体育教学部老师与学生跳绳队携手带来了健美
操节目《体育 V》。随后是合唱团演绎的《影视审美》，多首影视歌
曲串烧脍炙人口，引发全场合唱。在之后的《数据挖掘》课程中，校
党委副书记朱鸣雄及副校长刘兰娟老师分别为会计学院钱旖昕等 6 位
同学颁发了“孜孜不倦奖”、“首屈一指奖”、“品学兼优奖”、“持
之以恒奖”及“博览群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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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的第二篇章“课外，SUFE，那些年”中，即将毕业的学子们
表演了精彩纷呈的节目，其中饱含着对母校浓浓的爱意与不舍。同源
基金捐赠环节上，毕业生代表徐志锋同学将 2017 届毕业生募得的善
款赠予母校，送上一份上财学子同源互助的精神传承。

紧接着，晚会进入第三篇章：“下课，毕业，再出发”。十大歌
手与日夜陪伴同学生活的保安大叔、宿管阿姨等后勤工作人员携手带
来的《不完美小孩》饱含温暖而又真挚的情感，催人泪下。上海财经
大学旗袍文化协会的老师们演绎的《红梅赞》中，舞者手持红伞，随
音乐翩翩起舞的曼妙舞姿令观众难以忘怀。西部志愿者出征仪式环节，
樊校长为即将远赴西部服务的同学赠送小药箱，祝福他们在未来一年
的西部服务中一切顺利。辅导员们的合唱串烧《难说再见》将整场晚
会推向了高潮。

歌曲结束后，辅导员们给毕业生们布置了大学的最后一次课后作
业，寄语了美好祝愿，整场晚会就此圆满落下帷幕。2017 届毕业生即
将离开校园走向新的征程，相信这最后一堂“毕”修课会成为他们难
以忘怀的重要一课，课上习得的“厚德博学，经济匡时”之志也将成
为所有毕业生共同的信仰，期待他们在新的人生起点上再创精彩未来，
相约百年校庆再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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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届外国语学院团学联换届选举
大会

传递星星之火 希望生生不息

2017 年 6 月 2 日 18 时整，2017 届外国语学院学生会换届选举大
会在武东路 T9 举行。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赵蔚老师、分团委

书记王莹珏老师、2016 届外国语学院团学联全体成员以及外国语学院
各班代表出席了本次大会。

大会伊始，2016 届外国语学院学生会主席宋怡瑄作了分团委学生
会年度工作报告，总结了本年度以来的各活动。

随后竞选正式开始。在所有候选人进行述职演讲后，在场所有代
表当场投票选举产生新一届学生会。最终主席陈卓颖，分团委副书记
戈伊婷，副主席傅瑜琦当选并选举产生了其他部门部长。大会结束后，
上财外院公众号公式了新一届分团委学生会名单，大会选举结果于绿
叶步行街公示一周后正式生效。

竞选演讲结束后，由学生代表杨文艺发言。其后外国语学院分团
委党总支副书记赵蔚老师发表讲话，对分团委学生会过去一年的工作
予以肯定，对未来一年分团委学生会的工作寄予厚望。相信外国语学
院在新一届分团委学生会的带领下将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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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第十六届学生
代表大会暨主席团换届选举大会

公管天下 灿烂千阳

2017 年 6 月 4 日晚，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分团委学生联合会第
十六届学生代表大会暨主席团换届选举大会在创业实训中心如期

举行，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周巧老师、分团委书记王伏璐
老师、公管团学联的主席团和各位部长与学生代表出席本次大会。

大会伊始，团学联主席陈思羽作了学生报告。之后，大会正式进
入选举环节。首先由主持人宣布了此次竞选的候选人、监票人、计票
人以及选举办法，接下来由七位候选人依次进行竞选演讲。最终陈兴钰、
尹佳男等同学脱颖而出组成新一任的公管团学联主席团。

最后，学院党委副书记周巧老师致致辞：她对所有团学联成员的
工作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展望。在激昂雄壮的国
际歌中，大会正式闭幕。

此次大会深入地总结了团学联一年的工作情况，为其未来的发展
树立了发展方向、提出了明确建议。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新一届的
主席团一定能够精诚合作、团结创新，实现“公管天下，灿烂千阳”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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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管理学院团学联总结大会

一路繁花 精彩绽放

2017 年 6 月 11 日晚，统计与管理学院团学联总结大会在大学生活
动中心 A301 如期举行，学院庄美老师，姚黎明老师，王钰钦老师

及团学联全体成员出席了本次大会。

大会上半部分为受聘仪式，老部长们对统管团学联全体成员过去
一年的辛苦付出表示了衷心感谢。接下来发放聘书，进行了新老主席
的交接，标志着新一代团学联学生领导层的正式上任，统管团学联也
将由他们翻开崭新的一页。

大会后半部分为总结大会，精心准备的视频和精彩的节目展现了
各部门间的深厚情谊。随后秘密采访视频中部员们的真切心声，表达
了对部门真诚的感谢、抒发了一年来的感慨，将晚会推向高潮。

总结大会伴随着欢笑与泪水圆满结束，也见证着新开始、新旅程。
期盼每一个追求卓越、默默奉献的统管团学联人未来也将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