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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第二届国际留学生情况介绍——概览

我院第二届国际留学生共25人，分别来自老挝、缅甸、柬埔寨、

埃塞俄比亚、南苏丹、马拉维、安提瓜与巴布达、

格林纳达以及汤加等9个国家。

M80161001   CHEANG, PHALLIN 柬埔寨
M80161002   KUON, ABRAHAM BOL MARIAL 南苏丹
M80161003   CHHAY, DOUNGSOVITOU 柬埔寨
M80161004   KANDIADO, PILIRANI MATHEWS 马拉维
M80161005   IN, MANITH 柬埔寨
M80161006   SOUVATDY, MONMALA 老挝
M80161007   O'DEAN, ANANTHA MANIKA 安提瓜与巴布达
M80161008   LOUANGMOUNNINTHONE, KAIKHAM 老挝
M80161009   NYOK, DANIEL THON MABIEI 南苏丹
M80161010   BIAR, BIAR LUAL DENG 南苏丹
M80161011   SYVORAVONG, VIENGMALA 老挝
M80161012   TAUKEIAHO, SIONE 汤加
M80161013   GARANG, NYANWUT MAJOK 南苏丹
M80161014   SAMATE, LESIELI POFAIVA 汤加
M80161015   FISEHA, DEMELASH GETINET 埃塞俄比亚
M80161016   LOK, CHANSOPHEAK 柬埔寨
M80161017   AYII, BUOL JACOB MANYOK 南苏丹
M80161018   SANYILA, MOLLY 马拉维
M80161019   NGOSI, AMBILIKE HILLIER 马拉维
M80161020   OEURNG, BUNRONG 柬埔寨
M80161021   DE ROCHE, NAKISHA DWEDGERINE AGNES   格林纳达
M80161022   KYAW, LIN AUNG 缅甸
M80161023   KYAW, SWAR WIN 缅甸
M80161024   KYI, KYI THEINT 缅甸
M80161025   KHIN, SOE HLA 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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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第二届国际留学生情况介绍——数据

学生职业构成

1 42国家 / 人数

南苏丹

参考数据：第一届国际留学生基本数据

学生性别、年龄构成学生国籍构成

教育研究机构

5人（20%）

4人（16%）

16人（64%）

其它

政府官员

大部分学生入学前就职于政府部
门或教育研究机构

1.性别构成：

- 男：15人
- 女：10人

  女生比例较上届学生有所增加

2.年龄构成：

- 90后：5 人，20%
- 80后：16人，64%
- 70后：4 人，16%

3 50

柬埔寨

缅甸

老挝

马拉维

汤加

格林达纳

安提瓜与巴布达

埃塞俄比亚

1.总人数：20人（入学22人，因病退学2人）

2.国籍构成：9个国家

3.职业构成：

- 政府官员12人，60%
- 教育研究机构2人，10%
- 其他职业6人，30%

4.性别构成：

- 男：15人
- 女：5 人

5.年龄构成：

- 90后：3 人，15%
- 80后：15人，75%
- 70后：2 人，10%

本届25名学生分别来自9个国家



典礼在第一届国际留学生制作的欢迎视频中拉开序幕。视频

不仅记录了留学生过去一年在院的学习和生活，每位老生还

为新生们送上了衷心寄语，生动活泼的内容让师生们不时发

出阵阵欢笑，现场氛围热烈而感人。

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刘明哲副院长首先代表商务部

对项目的顺利开幕表示祝贺并致辞。刘院长简要回顾了中国

对外援助的历史和现状，表达了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

发展经验、共同和平发展的愿望。他嘱咐留学生们珍惜来华

留学的宝贵机会，多了解中国国情，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

将学习立足于改善本国民生、发展本国社会经济，学成归国

后，更好地利用中国经验，为国家做贡献。

财政部人教司郭亮亮副处长代表财政部和国家会计学院董事

会办公室致开幕词。郭处长对留学生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

对留学生们今后的在华留学生活提出了三点期望：一是抓住

离岗脱产的机会，好好学习；二是抓住同业切磋的机会，提

高学习效果；三是抓住在中国学习的机会，学习中国语言、

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成果，做到学有所

悟、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教师代表黄长胤博士分享了第一届国际留学生教学的经验，

建议新生在校期间，除了学习知识，更要学习创造知识的能

力。他鼓励留学生们一要刻苦学习，不断鞭策自己；二要在

学会从自己独特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同时，积极参与团队讨

论，形成团队共识；三要利用好学院这个了解中国财经的平

台窗口，多与来自中国各地的财经精英交流。黄博士欢迎留

学生加入学院大家庭，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共

同努力，产出新知识。

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一届国际留学

生代表阿迪和来自安提瓜和巴布达的

第二届国际留学生代表安娜塔分别发

言，感谢中国政府，感谢商务部、教

育部和财政部，感谢学院，并表示他

们会珍惜在中国的宝贵时间，好好学

习，归国后报效自己的国家。

欢迎视频

商务部致辞

财政部致辞

学生代表发言

李扣庆院长致辞

我院第二届国际留学生开学典礼
隆重举行

 9月21日上午，我院第二届国际留学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副院长刘明哲，财政部人教

司副处长郭亮亮，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

党委书记、院长李扣庆，副院长刘勤，副院长卢文彬等院领导

出席典礼。学院部分老师以及第一届、第二届全体国际留学生

一同参加了典礼。典礼由区域项目一部主任彭润中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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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代表发言

典礼最后，李扣庆院长进行总结致辞。他首先对商务部和财政

部对我院留学生项目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向留学生们简单介绍

了学院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李院长对项目寄予厚望，希望留学

生们刻苦学习、知行合一、同舟共济、精诚合作，和学院教职

工一起努力，把我院发展中国家会计硕士专业学位项目打造成

一个培养优秀高端人才的精品项目。



入学指南，后勤为先

        为了更好地让新生

了解学院，留学生办公
室制作了内容详实的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留
学生入学指南》，包括

接机服务、入学注册、
体检须知、居留证办理
等，同时也提供了手机
卡、银行卡办理等额外
服务项目的信息。后勤
部更是“未雨绸缪”，在

做好前台外籍人员登记
和餐饮准备工作外，考
虑到留学生大部分都是
深夜或凌晨到达宿舍，
特意配备了一次性洗漱
用品和毛巾等，让学员
们体验到了“宾至如归” 
的感受。学院车队在车
辆少、人手紧的情况
下，积极协调，使留学
生们在入学后不久就能
前往徐泾家乐福超市，
采购生活必需品、熟悉
校园周边生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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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文化障碍
融入SNAI大家庭
——记我院第二届国际留学生入学周活动

9月16日，我院第二届国际留学生入学周拉开序幕。

接机准点，全要看天

        按照商务部的相关要求，承
办院校需为项目的所有学员提供
接机服务。9月16日晚，3名老挝
学员从万象抵达昆明，等待飞往
北京；此时5位南苏丹学员经开
罗转机准点抵达北京，准备飞往
上海，南苏丹驻中国大使馆工作
人员还与学院负责接机老师通了
电话报平安，一切都显得那么
地“顺理成章”，但是“天有不
测风云”，台风“莫兰蒂”来
袭，北京和上海都开启了“暴
雨”模式，国内航班只有“延
误”和“取消”两种选项。老挝
学员在昆明机场度过了难熬的6
个小时，而南苏丹学员的航班取
消后，也与我们失去了联系。由
于已是深夜，商务部项目联系人
也无法及时联系，在经历了基
本“一夜无眠”后，我们终于在
第二天一早联系到了商务部的订
票人员，而此时离学员抵达上海
浦东仅剩五十分钟，在紧急调度
接机司机后，终于准点将首次来
华的南苏丹学员安全接回学院。 

破冰拓展，团队训练

        为了让新生们能熟
悉彼此、熟悉校园，留
学生办公室邀请了学
院“一铭”团队的姚凡
老师为留学生们开展
“破冰拓展”活动。
        9月19日下午，来

自老挝、缅甸、柬埔
寨、马拉维、南苏丹、
埃塞俄比亚、格林纳
达、安提瓜与巴布达和
汤加等亚洲、非洲、加
勒比海和太平洋岛屿的
9个国家的25名留学生
克服了时差困扰，全心
投入拓展活动。在欢声
笑语中，学生们通过团
队建设、校园寻宝等活
动拉近了彼此距离、锻
炼了团队协作能力，同
时也使留学生们对学院
的建筑物有了初步的认
识，在融入SNAI大家
庭的过程中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

手册要看，讲座更赞

        为了让留学生们能
更迅速地适应在学院的
学习和生活，留学生办
公室积极总结留学生管

理经验，及时更新了留
学生手册，在留学生入
学前将新鲜出炉的《上
海国家会计学院留学生
手册》送到每位留学生

手中，同时为了让留学
生更好地理解学院的相
关制度，9月22日上
午，留学生办公室邀请
了后勤部和信息部的徐
海涛、胡劲波和杨贵荣
老师，为留学生们讲解
有关住宿、餐饮、网

络和图书馆等方面的
知识。28日下午，上海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局的王韬警官来到学
院，为留学生们在外
事管理和安全防范方
面做了专题讲座。

办证体检，一应俱全

 拍照、校园卡、手机卡、银行
卡、体检、居留证办理与留学生在
中国的生活和学习“息息相关”，
又“环环紧扣”。在学院信息部、
财务资产部，后勤部和物业同事们
的大力协助下，留学生们从9月18日
开始相继完成了证件照拍摄、手机
卡购买、银行卡办理、集体体检和
居留证的申请等，留学生们的生活
正逐步进入正轨。

 “发展中国家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项目”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和教育部主办的高端援外项目，由
我院承办，旨在满足区域内对学位
教育的需求，打造国际知名、区域
一流的知识分享与交流平台，为发
展中国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青年
财经官员。入学一周来，学院还举
办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和开学讲座活
动，在学院周贇老师开设的《金融
市场与金融工具》课程中，留学生
们已开始了在学院的第一课。



    林卫基博士在讲座
中回顾了中国经济在最
近十年引领全球经济增
长中的作用，中国经济
改革取得实效，产业结
构变得更加平衡合理。
从2000年以来，中国作
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角色越来越明显，
即使在全球经济不景气
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
济增长对全球经济的贡
献率仍然超过25%，这一
比例显著高于美国和欧
洲。在促进经济内外部
环境平衡方面，中国也
成绩斐然。利率改革取
得明显进展，随着新预
算法的实施，财政框架
得到优化，中央和地方
政府的收支平衡得到改
善。

 林卫基博士同时指
出，中国下一步应该着
力关注信用的大幅扩张
和公司债务问题。历史
地看，很多国家通过大
幅扩张信用来实现经济
的短期繁荣最终都吞下
苦果。中国从2004年开
始进入信用扩张周期，
中国现在应该优先关注
信用结构中的不合理因
素，处理好供给侧改革
和经济健康发展之间的
关系。

  讲座期间，林卫基

博士还介绍了中国目前

推进有效的浮动汇率制

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的

溢出效应等热门话题，

并就学生关心的中国经

济与非洲发展等相关问

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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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第二届国际留学生
开学讲座顺利举办

   9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驻华副首席代表林

卫基博士在第三教学楼马蹄型

教室三举办了题为“中国宏观

经济——概览与展望”的讲

座。我院第一届、第二届全体

国际留学生，以及部分教职员

工、全日制研究生参加了此次

讲座。

本次讲座是我院第二届国

际留学生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要

内容，旨在帮助各国留学生熟

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

基本情况，更好地理解中国的

发展理念。



    2016级新生们也为晚会做足了准备。来自格

林纳达、汤加、安提瓜与巴布达、柬埔寨、缅

甸、埃塞俄比亚、老挝、南苏丹、马拉维等九个

国家先后登场，通过PPT和VIDEO向现场观众们介

绍了各自国家的风土人情，学生们表演的各自国

家的传统歌舞更是令人大开眼界、应接不暇，充

分展示了新生团体的多元化与创造力。

    晚会最后，由留学生

办公室领唱，全场合唱的

经典舞曲“Sha La La” 

将晚会推向高潮。现场所

有人都加入了狂欢队伍，

齐声歌唱，尽情舞动，气

氛极为热烈融洽。

   9月27日晚，我院第二届国际留

学生迎新晚会在远程信息楼多功能厅

举行。区域项目一部彭润中主任、部

分留学生导师、学院工会舞蹈兴趣组

应邀出席。第一届、第二届全体国际

留学生身着民族盛装参加了晚会。来

自柬埔寨和格林纳达的第二届国际留

学生荣和安妮主持了晚会。

    学院工会舞蹈兴趣组首先献

上精心准备的热舞“Perhaps”，

众多美女一登场亮相即刻就点燃

了全场观众的激情，使晚会一开

场就迎来了一波小高潮。

    随后，2015级留学生代表献

唱中文歌曲“月亮代表我的

心”。歌曲经过留学生们精心改

编，由键盘和吉他现场伴奏，表

达了老生们对学院大家庭的热爱

和对大家庭新成员们的欢迎。老

生们在迎新周中顺利完成了接待

注册、校园引导等迎新任务，为

新一届留学生入学付出了很多努

力，以实际行动展示了我院留学

生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团队精

神，为新生们树立了榜样。

海内皆兄弟，SNAI一家人

——我院第二届国际留学生
迎新晚会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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