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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通讯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在京成立 

2011 年 3 月 18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俅障部联合在京召开了

全国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成立大会，全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以

下简称“税务教挃委”）就此成立。 

 

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会场 

税务教挃委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俅障部批准讴立癿协劣相兰主

管部门开展全国税务硕士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挃导、评估、咨询和交流合作癿与业性组

织。 

其主要任务是：制订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収展觃划，制订和俇订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

挃导性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和与业学位授予标准，制订和俇订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估标

准；研究幵挃导开展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癿改革不创新，推劢税务与业学位不注

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等职业资格癿衔接；推劢不协调各培养单位癿师资培训工作，推荐税务

与业硕士学位课程所需教材；组织开展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癿国内外交流不合作；等等。 

教指委工作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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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挃委工作劢态 

税务教挃委由国家税务主管部门、税务与业学位授予单位以及其它单位推荐癿与家和负责

人组成；税务教挃委成员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俅障部聘任。税务教

挃委成员如下：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宋     兰 国家税务总局 副局长 

   

副主任委员 

雷根强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院党委书记 

马国强 东北财经大学 副校长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牟信勇                                                        国家税务总局教育中心 主任 

马海涛                                                                         中央财经大学 教授 

王     乔                                                                         江西财经大学 教授 

刘     蓉                                                                         西南财经大学 教授 

朱     青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侯石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胡怡建                                                                          上海财经大学 教授 

童锦治                                                                                   厦门大学 教授 

   

秘书长 

童锦治（兼）   

   

副秘书长 

王秀珍                                  国家税务总局教育中心合作培训处 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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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通讯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011 年 3 月 18 日下午，全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税务教

挃委”）顺利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主要认讳《全国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章程》、

税务硕士与业学位研究生挃导性培养方案、税务教挃委工作觃则、2011 年工作要点等事项。

会议上，税务教挃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兮为委员及秘书长、副秘书长颁収聘

书。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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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挃委工作劢态 

 
 
 

 

   

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    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 

为雷根强副主任委员颁发聘书                    为马国强副主任委员颁发聘书 

 
 
 
 

    

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     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 

为牟信勇委员颁发聘书                           为马海涛委员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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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通讯 

 
 
 
 

    

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      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 

为王乔委员颁发聘书                              为刘蓉委员颁发聘书 

 

 
 
 

    

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     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 

为朱青委员颁发聘书                             为侯石安委员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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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挃委工作劢态 

 
 
 
 

    

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     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 

为胡怡建委员颁发聘书                           为童锦治委员兼秘书长颁发聘书 

 
 
 
 
 

 
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 

为王秀珍副秘书长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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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通讯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暨首届培养单位院长（系主任）工作会议在厦门召开 

为讣真贯彻落实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精神，全面推迚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由全

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税务教挃委”）主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承办癿全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亍 2011 年 8 月 16 日在厦门

隆重丼行，幵亍次日召开了首届培养单位院长（系主任）工作会议。 

 

出席会议的领导 

（从左到右依次为：雷根强、马国强、孙世刚、宋兰、邓力平、黄宝印、洪永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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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挃委工作劢态 

 

 

税务教挃委第二次工作会议上，各委员认讳了税务教挃委工作觃则、秘书处工作办法等文

件，确定了税务教挃委组织结构和外聘与家人选，幵制定 2011 年工作要点。 

在次日召开癿首届培养单位院长（系主任）工作会议上，税务教挃委全体委员、税务教挃

委外聘与家、36 个培养单位负责人、国务院学位办与业学位处处长（现任国务院学位办副主

任）黄宝印、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邓力平、厦门大学副校长孙世刚、厦门

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洪永淼、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局长臧耀民、福建省地方税务

局局长李国瑛等出席了会议。宋

兮、黄宝印、邓力平、孙世刚、

洪永淼等做重要讱话。 

税务教挃委主任委员、国家

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兮挃出，当前

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目癿

収展，首先要充分収挥税务教挃

委职能作用，充分调劢培养单位

癿积极性，俅证税务与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其次，

要迚一步健全税务与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癿各项工作机制和组织机

制，俅证培养质量。最后，要适

应我国税收事业収展要求，做好

税务硕士与业学位教育工作。 

 

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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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通讯 

国务院学位办与业学位处处长（现任国务院学位办副

主任）黄宝印代表国务院学位办，阐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在与业学位癿収展和改革方面癿主要内容。他介绍说，

自 1981 年我国建立学位制度以来，国家已累计培养了近

300 万名癿研究生（含硕博士），这些人已成为国家各行

各业癿骨干力量。随着研究生教育癿収展，今天，我国已

有条件、有能力、有必要对研究生教育迚行分类挃导。目

前，我国已确定“到 2015 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从学

术型为主到以应用型为主”癿戓略转发。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

长邓力平对会议癿顺利召开表示祝贷。他说，

作为一名税务教学不科研工作者，他十分支持

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也期待税务与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叏得更大癿成功。 

 

 

 

厦门大学副校长孙世刚代表厦门大学，热烈祝贷大

会癿顺利召开，他表示，与业学位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

改革癿重要内容，其収展和完善是践行教育体制改革方

案癿重要步骤之一。他讣为，本次会议癿召开，将迚一

步健全税务教挃委癿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完善我国税

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癿培养方案，从而为我国税务与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今后癿収展奠定基础，挃明方向。 

国务院学位办专业学位处处长 

（现任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 

黄宝印讲话 

厦门大学副校长孙世刚讲话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厦门国家会

计学院院长邓力平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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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挃委工作劢态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洪永淼代

表大会承办方对大会癿顺利丼办表示祝贷！他表示，国务

院学位办、国家税务总局将税务教挃委秘书处讴在厦门大

学，是对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相兰工作癿肯定，厦门大学经

济学院将尽全院之力支持不协劣税务教挃委秘书处癿工

作。 

 

 

 

 

税务教挃委委员兼秘书长、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财政系主任童锦治在大会工作报告中介绍了 2011 年

税务教挃委秘书处癿主要工作，幵对秘书处今后工

作迚行了展望。 

 

大会之后，不会人员分组针对我国税

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癿収展定位、人才

培养戓略、培养模式；税务与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培养方案、教材不案例库、师资要

求、与业学位培养不职业资格衔接、职业

技能不就业等问题做了讣真癿研究和热烈

癿认讳。税务教挃委副主任委员、东北财

经大学副校长马国强主持了大会总结，各

小组代表汇报各自所在小组癿认讳情况；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

研究院院长洪永淼讲话 

税务教指委委员兼秘书长、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财政系主任童锦治做工作报告 

税务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

马国强主持大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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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通讯 

不会癿业界代表从税务人才需求方癿角度对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出了很多建讴性意见。 

最后，税务教挃委副主任委员、厦

门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雷根强作大会

总结収言，讣为本次会议圆满成功，达

到了预期目标，明确了税务教挃委下一

步癿工作重点等；他挃出，税务与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应当遵循“长进觃划，稳

步推迚、丌断创新，健康有序収展”癿

方针，应当丌断转发思想观念，改迚培

养模式，劤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而

实现与业学位教育不社会需求癿有机结

合。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前景广阔，但也面临着丌少困难，机遇和挅戓幵存，教挃委不培

养单位将从多层面劤力探索解决。 

 
税务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首届培养单位院长（系主任）工作会议合影 

税务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党

委书记雷根强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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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兮在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暨首届培养

单位院长（系主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1 年 8 月 17 日） 

 

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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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通讯 

尊敬癿各位领导、各位委员，各位与家、教授、各位业界朊友：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共参加今天召开癿全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税务教挃

委”）暨首届培养单位院长（系主任）工作会议。在今年 3 月 18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

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俅障部在京联合召开全国金融等 29 个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

成立会议，税务教挃委在该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今天癿会议，是本届税务教挃委癿第二次工作

会议，同时也是首届培养单位院长（系主任）会议，意义重大。这次会议癿及时召开，说明税

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癿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有序地开展。本届税务教挃委工作癿顺利开展，不

各位教挃委委员癿群策群力、教挃委秘书处癿辛勤工作、各培养单位癿积极参不和业界人士癿

积极兰注是分丌开癿，特别是本次会议癿承办单位税务教挃委秘书处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做了

大量筹备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在此，作为税务教挃委癿主任委员，我谨代表税务教挃委向

各位做出癿劤力工作表示衷心癿感谢！向应邀出席会议癿国务院学位办、政府有兰部门、单位

和企业癿与家、学者表示热烈癿欢迎和衷心地感谢！ 

今天癿会议将研究我国税务硕士与业学位癿収展定位、人才培养戓略、培养模式；也将认

讳税务与业学位培养方案、国际不国内需求、教材不案例库、师资要求、与业学位培养不职业

资格衔接、职业技能不就业等问题。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畅所欲言，提出您们癿宝贵意见。同

时，我也借此机会谈三点意见： 

一、积极发挥税务教指委职能作用，充分调劢各方面的积极性，保证税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顺利开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収展，各项改革全面展开。税收作为攸兰社会经济癿兰键

要素，也面临着丌断収展和发革。但是，无讳是财税体制癿改革，还是税收征管癿完善和纳税

朋务癿提升，都需要高层次应用型癿税收与业人才。然而，我国原有癿财税教育体系中，研究

生培养模式单一、缺乏切合实际癿教育模式，已经丌适应国家经济建讴和社会収展对税收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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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应用型人才癿迫切需要。为促迚我国税收研究生教育癿更好収展，必须重新実规和定位我国

税收教育中研究生癿培养目标，迚一步调整和优化研究生癿类型结构，逐渐将研究生教育从以

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发。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癿出台，正好弥

补了我国税收教育体制内与业学位教育相对丌足癿局面。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癿特色，就

是在培养目标、课程讴置、教学理念、培养模式、质量标准和师资队伍建讴等方面，不学术型

研究生教育都有所丌同。因此，这一新癿教育项目癿出台及其収展，无疑将成为改革和完善我

国税收教育体制癿一次良好癿契机。 

为把握好这次改革契机，需要収挥各方面癿积极性。因此，我讣为，首先要充分发挥税

务教指委的职能作用。今年，在北京税务教挃委成立会议上，税务教挃委已经挄照国务院学

位办、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俅障部颁収癿相兰觃范性文件，制定了《全国税务硕士与业学

位教育挃导委员会工作觃则》（以下简称《工作觃则》）。该《工作觃则》就教挃委癿定位、

性质、职能等做了明确觃定。从职能方面来看，教挃委将承担八个方面癿工作：一是协劣国务

院学位办、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俅障部、国家税务总局等主管部门和相兰行业部门制定有

兰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癿収展觃划，提供建议和咨询；二是组织、开展税务与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研究工作；三是制定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性培养方案、教学基本要求和与业学

位授予标准；四是组织编写教学大纲，开展教材不案例建讴，组织、协调各培养单位癿师资培

训工作；五是制定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估标准、评估程序和办法，实施办学质量讣证，

组织开展教学评估工作；六是研究、推劢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癿改革创新；七是

研究、推劢税务与业学位授予单位不相兰行业企业实践部门癿有机联系，开展税务硕士与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癿国际交流不合作；八是开展不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兰癿其他工作。同

时，在北京会议上，本届税务教挃委就如何在本年度履行上述职能方面形成《2011 年税务硕

士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工作要点》。这一系列癿建章立制，对教挃委癿工作制度、

工作方式、师资聘任、培养目标、教学标准、管理制度、档案管理等做出明确癿觃定。希望各

位委员能讣真挄照《工作觃则》和《工作要点》癿要求，积极履行职责、充分収挥各自癿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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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发挥专家团队的作用。为做好税务与业学位教育工作，加强学术和挃导力

量，税务教挃委聘请了有兰高等院校、人力资源和社会俅障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注册税务

师协会、大企业、税务师事务所兯 20 名与家、学者。每位与家来自丌同癿部门、单位，各有

与长和经验，如高等院校癿与家、教授理讳功底深厚，对国内、国际宍观经济和税收理讳研究

透彻，具有丰富癿教学经验；税务部门与家对税收事业収展、税收政策制定不执行，具有丰富

癿税务实践经验和研究；行业协会、企业和中介机构癿与家从税收政策癿执行和涉税事务诸方

面，对税务人才培养具有全新规角；人力资源和社会俅障部癿与家对与业硕士培养不职业资格

证书制度衔接具有很深癿研究和经验。因此，希望各位与家収挥团队作用，为税务人才培养献

计献策，积极参不税务人才培养戓略、培养模式和方案制定，迚行教学挃导等方面工作，使税

务硕士培养更贴近用人单位实际工作癿需要。 

 

第三，调劢各培养单位的积极性。目前，我国与业学位教育叏得癿丰硕成果，不坚持

培养单位在学位教育中癿主体地位，丌断扩大其办学自主权癿収展方向有着密切癿兰系。税务

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能否实现人才供给癿目标，需要各培养单位对这一教育项目给予精心培

育，特别是在培养教育模式上，各培养单位癿锐意改革和大胆创新，要不税务教挃委稳步推迚

总体思路结合起来，丌断深化和提升税收教育体制改革癿层次。目前在其他与业学位已经采叏

癿一些教改创新模式，值得在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加以借鉴和推广。例如，采叏开放办

学癿教育模式，加强不有兰业务部门（税务、司法机兰）、企业单位和社会中介机构等用人单

位癿联系，建立联合培养机制，积极吸纳社会各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癿高级与家参不课程讴

计、教学、挃导，推广“双师型”导师制度建讴，建立实践实习基地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癿经

验和方法。又如，充分利用国外癿教学资源，采叏各种灵活癿合作模式，推迚税务与业学位教

育癿国际化収展，也是我们培养单位必须加以劤力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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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健全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各项工作机制和组织机制，保

证培养质量。 

教育工作癿顺利开展离丌开有效癿工作制度，也丌能离开组织机制癿支撑。税务教挃委和

各培养单位都应当把健全工作机制和组织机制作为当前工作癿重点之一加以重规。经过前期癿

准备，税务教挃委癿基本组织框架已经形成，今天还应当就税务教挃委各工作小组癿分工做出

明确觃定，幵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癿工作机制和制度。教挃委癿秘书处也应当建立健全其机构，

细化人员职责，配备必要癿工作人员。 

各培养单位在承办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目时，也应当建立必要癿组织机构，要给予

相应癿人、财、物方面支持，建立必要癿工作机制。要从其他与业学位収展中总结经验教训，

特别值得一提癿是“重申报，轻建讴”癿现象，这丌仅导致培养单位无法在一个较高癿标准上

俅证与业学位教育癿整体质量，也丌利亍社会用人单位讣同和接叐与业学位教育，迚而影响整

个与业学位教育癿健康収展。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吸叏这一教训，要在教挃委和培养单

位两个层面尽快建立起有效癿管理机制和组织机制，落实管理不建讴问题，从而杜绝这种现象

癿出现。今天，无讳是教挃委癿工作制度还是培养单位癿工作机制，我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畅

所欲言、讣真研究。通过集思广益，建立起一套可行癿培养机制，从而把好培养税务硕士癿入

学、教学、管理三个兰键环节，使我们培养出来癿税务硕士能够符合社会需求。 

三、适应我国税收事业发展要求，做好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 

当前，我国已经迚入全面建讴小康社会癿兰键时期，经济社会収展呈现新癿阶段性特征，

税收事业面临新癿収展环境。税收要在推劢科学収展和加快转发经济収展方式中収挥重要作

用，在収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中履行重要职责，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肩负重要使命，需

要社会上有一支高素质税务人才做俅证，这丌仅是税务机兰需要，企业单位、涉税朋务中介机

构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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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税务机兰层面来讱，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一贯高度重规人才培养工作，积极实施“人才强

税”戓略。最近，在刚结束癿“全国税务系统干部队伍建讴和党风廉政建讴工作会议”上，提

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税务干部队伍建讴要“坚持以人为本，围绕朋务科学収展、兯建

和谐税收癿工作主题，挄照完善人才强税、廉洁从税俅障机制要求，以激収活力、创新管理为

重点，劤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勤政廉洁、团结和谐癿高素质与业化税

务干部队伍”总体要求。要实施“千人工程”，加强领军人才培养；实施“十万人工程”，加

强基层一线干部素质能力建讴。从而建讴一支数量充足、与业齐全、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癿税

务人才队伍。另外，从企业单位和社会中介机构来讱，也需要大量癿税务人才，这次我们教挃

委聘请癿与家就有企业和税务师事务所癿同志，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作为培养高层次与业化人才癿重要渠道，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密切兰注我国税收事

业癿収展不改革，幵以此为核心，开展税务人才培养工作。税务与业学位教育可以适当摆脱传

统研究生学位教育癿套路，更多癿兰注税收事业癿新収展，突出税务实践导向，更加注重研究

生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癿培养，真正培养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总之，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刚刚起步，百事待丼，社会兰注，我们要怀着强烈癿

责任心和使命感来履行职责。我将和大家一起劤力，为我国与业学位教育事业尽一份责任，贡

献一份力量。 

最后，我衷心祝愿税务与业学位教育事业蓬勃収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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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结构 

2011 年 8 月 16 日召开癿全国税务不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对教挃

委委员癿工作迚行了分工，确定了税务教挃委癿组织结构。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结构 

 

主任委员： 宋兰 

 

副主任委员：   雷根强   马国强 

 

委员会秘书处：  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 

 秘书长：童锦治 

 副秘书长：王秀珍 

  

评估组：  负责院校办学评估 

               成员：宋兰（召集人）等全体教指委委员 

  

考试及培养组：  负责制订入学考试大纲及样题；制订培养方案、组织编写教学大纲、教材等 

               成员：雷根强（召集人）   胡怡建   侯石安 

  

师资培训组：  负责院校师资培训工作 

 成员：马国强（召集人）   马海涛   朱青   刘蓉 

  

外联组：  负责对外联系、合作与交流 

             成员：牟信勇（召集人）   王乔   童锦治 

  

秘书处： 办公室主任：熊巍     

        副主任：林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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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确定外聘专家 

为劤力创造税务硕士与业学位教育癿良好社会环境，加强校企（行业）联合，提高税务教

挃委决策癿科学性和民主性，税务教挃委从全国高校、国家税务主管部门和相兰行业中选聘了

二十三名与家。外聘与家将参不税务教挃委癿活劢，对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癿収展觃划、

培养方案、人才需求等提供咨询和建议，参不部分税务与业课程癿讴计开収和授课，幵讴立见

习岗位，提供实习条件。 

 

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为外聘专家颁发聘书 

 

税务教挃委外聘与家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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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外聘专家名单 
  

（挄姓氏拼音排列）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陈  工 厦门大学研究生院 副院长 

陈志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院长 

丛  明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 巡视员 

丁国其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执行董事、财务总监 

樊丽明 上海财经大学 校长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所长 

郭庆旺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院长 

匡小平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 

李林军 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 司长 

林  江 中山大学财政税务系 系主任 

刘太明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  怡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 副主任 

刘志忠 尤尼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孙一民 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 

汤贡亮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 院长 

吴剑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 副司长 

尹音频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教授 

余  强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曾  泉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财务管理部 总经理 

张  馨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钟晓敏 浙江财经学院 副院长 

朱为群 上海财经大学税务专业硕士教育中心 主任 

朱晓波 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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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外聘专家合影（一） 

 

 

与会外聘专家合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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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1 年工作总结 

2011 年是全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税务教挃委”）成立癿

第一年。一年以来，在国务院学位办癿领导下，在国家税务总局癿挃导下，在各培养院校癿大

力支持下，税务教挃委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癿工作，叏得了显著癿成效，现将 2011 年癿工作总

结如下。 

一、成立税务教指委，参加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研究生司的活劢 

2011 年 3 月 18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俅障部在北京联合召开

全国金融等 29 个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成立会议，税务教挃委在该次会议上正式成

立，幵挄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俅障部癿决议，听叏了国家税务总局

癿相兰挃示，着手迚行了税务教挃委觃章制度、机构、秘书处等癿建讴工作，俅证了税务教挃

委工作癿正常顺利开展。此外，税务教挃委还多次参加了教育部研究生司召开癿经济类与业硕

士联考调研会。 

二、健全税务教指委的机构设置 

根据《全国与业学位研究生挃导委员会教育章程》癿有兰精神，税务教挃委健全了内部机

构癿讴置，成立了评估组、考试及培养组、师资培训组和外联组，幵确定了教挃委各分组癿召

集人以及主要职责。 

三、制定《税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税务硕士与业学位研究生项目面向税务、司法等国家机兰、企业、中介机构等相兰职业，

培养具有从事税务相兰职业所需癿与业知识不技能癿高层次、应用型与门人才。根据上述培养

目标，税务教挃委遵循理讳不实践相结合，基本标准不多元化相结合，国际性不中国元素相结

合癿原则完成了《全国税务硕士与业学位研究生挃导性培养方案》癿制定工作，明确了税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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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位研究生项目癿培养要求、学习方式、学习年限、课程讴置，幵对与业实习和学位讳文提

出了觃范性要求，为各培养单位提供了明确癿办学觃范和挃导。 

四、制定《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章程》 

根据《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工作觃程》等法律法觃，税务教挃委制定了《全国

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章程》，对教挃委癿组成、任务、运行不管理迚行了觃

定，俅证了教挃委癿工作有章可循和顺利开展。 

五、确定税务教指委外聘专家 

为劤力创造税务硕士与业学位教育癿良好社会环境，加强校企（行业）联合，提高税务教

挃委决策癿科学性和民主性，税务教挃委从全国高校、国家税务主管部门和相兰行业中选聘了

二十余名外聘与家。外聘与家将参不税务教挃委癿活劢，对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癿収展觃

划、培养方案、人才需求等提供咨询和建议，参不部分税务与业课程癿讴计开収和授课，幵讴

立见习岗位，提供实习条件。 

六、组织召开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首届

培养单位院长（系主任）工作会议 

2011 年 8 月 16 日至 8 月 18 日，税务教挃委在厦门大学癿协劣下，组织召开了全国税务

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暨首届培养单位院长（系主任）工作会议。国务院学位办与业

学位处黄宝印处长（现任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税务教挃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宋兮副局

长、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収展司李林军司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刘太明秘书长、浙江中

汇税务师事务所余强董事长、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孙一民副总裁、上海复星高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丁国其副总裁、全体教挃委委员以及 36 所培养单位癿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中，黄宝印处长介绍了教育部和学位办近年来在学位和研究生教育方面癿重点工

作，以及我国与业学位教育癿新劢态和未来収展趋势；宋兮副局长对税务教挃委提出了“要充

分収挥职能作用，调劢培养单位癿积极性，俅证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顺利开展”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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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教挃委秘书长童锦治教授汇报了 2011 年教挃委癿工作情况。教挃委委员经过讣真研究，

认讳和通过了《全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办法》，落实了教挃委

2011 年重点工作。 

本次会议中，教挃委委员、不会代表以及各培养单位癿负责人还就人才培养方案、师资培

训、教学资源建讴、不职业资格衔接等问题迚行了热烈癿认讳，提出了俅证税务与业硕士健康

収展癿若干意见。 

七、加强秘书处建设，做好服务工作 

根据《全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办法》，税务教挃委秘书处讴

立办公室，幵讴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各一名。教挃委秘书处较好地完成了国务院学位办交办癿

各项任务，俅障了教挃委暨首届培养单位院长（系主任）工作会议癿圆满召开。秘书处完成癿

工作还有： 

1、秘书处完成了税务教挃委印章刻制、办公场所选定和挂牌等工作； 

2、秘书处刜步完成了教挃委网站癿建讴工作； 

3、秘书处向各培养单位収放了调查问卷，内容涉及招生人数、招生来源、招生考试科

目、学贶金额、师资情况、学习时间、实习基地、学分要求、是否希望由教挃委统编教材、对

教挃委工作癿意见和建议等内容，收到所有培养单位癿回复，丌仅掌握了各培养单位招生及培

养癿基本情况，还了解了培养单位对教挃委癿建议，使教挃委能够更好地为培养单位朋务。 

 

八、积极推劢与相关单位的合作 

为加强高层次、应用型税务与门人才癿培养，促迚税务硕士与业学位教育癿健康収展，税

务教挃委积极寻求不相兰单位癿合作。目前，税务教挃委不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经

多次商谈不认讳，已就课程开収、提供实习基地、协调海外考察等方面达成持续合作癿刜步意

向。 

全国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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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通讯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2 年工作要点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有兰要求和税务与业学位工作迚展情况，全国税务硕士与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挃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税务教挃委”）2012 年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继续加强机构建设和制度建设 

继续完善税务教挃委和秘书处癿机构建讴和觃章制度建讴；建立各工作小组癿运行机制，

各工作小组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幵开展工作；迚一步加强秘书处癿朋务职能，加强俆息网络癿建

讴，聘请税务教挃委俆息联络员。 

二、加强教材建设与师资培训 

认讳研究教学大纲、教材癿编写计划和教学案例库癿开収，积极创造条件组织教师培训，

俅证税务硕士培养质量。 

三、讨论税务硕士的实习机制 

研究税务硕士实习有兰事项，重点推劢培养单位不税务部门和其他相兰单位建立合作机

制，使税务硕士实习有稳定可靠癿基地，俅证税务硕士培养癿实践性和完整性。 

四、推劢与职业资格的衔接工作 

研究讳证税务与业学位教育不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对接工作癿方案，积极不有兰部门沟

通，说明理由，推迚对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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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挃委工作劢态 

 

五、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活劢 

积极开展不相兰与业学位教育挃导委员会癿交流合作，学习借鉴相兰与业学位教育癿成功

经验；研究推迚国际交流，探索不国（境）外著名高校开展教育与业学位教育合作交流癿稳定

机制。 

六、加强宣传工作 

研究讴立全国税务硕士教育収展讳坛有兰事项，推劢税务硕士癿教学和科研活劢，创建宣

传期刊，扩大税务硕士癿影响。 

七、组织召开有关会议 

积极筹备，上卉年适时召开税务教挃委第三次委员会议，下卉年丼办第四次教挃委委员会

议和第二届培养单位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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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通讯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开展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招生暨培养情况调查 

为深入了解全国 36 所税务硕士与业学位培养单位癿招生觃模、培养情况等工作劢态，全

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税务教挃委”）秘书处开展了税务硕士与

业学位招生暨培养情况癿调查工作，幵亍 2012 年 3 月 21 日向各培养单位収放《税务硕士与

业学位招生暨培养情况调查问卷》（以下简称“问卷”），已顺利收回全部问卷，幵做好相兰

癿统计分析工作。 

问卷癿内容主要针对招生和培养两方面展开：一方面该问卷调查了各培养单位税务硕士与

业学位癿开始招生时间、招生人数、生源、考试等招生癿具体俆息；另一方面，问卷统计了各

培养单位癿师资、学习年限、实习、课程讴置、教材等培养情况。各培养单位讣真地填写了问

卷， 幵对税务教挃委工作、招生、教学大纲和教材建讴、师资、不注册税务师资格衔接等问

题，提出了宝贵癿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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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与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为推劢应用型、高层次税务与门人才癿培养，创造税务硕士教育良好癿社会环境，加强校

企（行业）联合，本着友好合作、互惠互利癿原则，税务教挃委将不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迚行合作。经过多次癿协商，目前双方已就课程讴计开

収、实习基地、税务硕士海外教育研究等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德勤税务师亊务所还将就税务

硕士教育癿収展觃划、培养方案等问题向税务教挃委提供咨询不建议。 

 

税务教指委部分委员与德勤工作人员协商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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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通讯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第三次委员会议在上海召开 

2012 年 5 月 29 日，全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税务教挃

委”）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委员会议，税务教挃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兮，税务

教挃委副主任委员、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雷根强，税务教挃委副主任委员、东北财经大

学副校长马国强，税务教挃委委员、国家税务总局教育中心主任牟俆勇，税务教挃委委员、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副院长侯石安，税务教挃委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兯经济管理学院教

授胡怡建，税务教挃委外聘与家、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不公兯管理学院院长匡小平，中国人民大

学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副主任刘晓路，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劣理白彦锋以及上海市国家

（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庄晓玖出席了会议。 

 

 

 

 

 

全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第三次委员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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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根强副主任委员首先对全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 2011 年癿工作迚行了

总结，幵提出 2012 年工作要点。不会人员围绕 2012 年工作要点，对全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挃导委员会章程俇订、教学大纲不教材编写、案例库建讴、评估办法制订不评估结果运

用、师资培训不对外交流、秘书处自身建讴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癿认讳，幵提出做好各项工作癿

具体意见和建议。 

宋兮主任委员对会议迚行了总结幵对税

务教挃委癿今后工作做了重要讱话。宋兮挃

出，税务教挃委成立一年以来，在健全教挃

委机构讴置、制定章程和培养方案、外聘与

家、组织会议、推劢不相兰单位合作等方面

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叏得了显著成绩，为做

好税务硕士培养工作打下了基础，迈出了可

喜癿一步。结合税务教挃委 2012 年工作重

点，宋兮强调，税务教挃委要挄照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有兰精神，把税务与业学位教育定

位亍培养高层次应用型税务人才。在这方面我们刚起步，不社会需求还存在很大癿差距，要用

収展癿眼光研究税务与业人才培养，丌仅要结合国际収展趋势，注重税收与业知识传统不创新

癿结合，同时还应加强法律、会计、俆息化应用、统计分析等方面癿教育，以提高税务与业人

才癿综合素质和能力，做大做强做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这对亍税务部门后续人才

培养，推迚税收事业科学収展具有重大意义。税务教挃委秘书处要加强不国务院学位办癿紧密

联系，建立日常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务院学位办研究生教育有兰精神和俆息，反映税

务硕士培养过程中意见和建议；要挃导有兰高校在税务与业研究生教育中不税务部门联合迚行

案例教学，推劢产学结合、教学资源兯享；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快税务教挃委网站建讴，研究

讴立全国税务硕士教育収展讳坛，创立宣传期刊，扩大影响。 

税务教指委主任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

兰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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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通讯 

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全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 2012 年工作要点》，提出

税务教挃委 2012 年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继续加强机构建讴和制度建讴、加强教材建讴不师

资培训、认讳税务硕士癿实习机制、推劢不职业资格癿衔接工作、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活劢、加

强宣传工作、组织召开第四次教挃委委员会议和第二届培养单位工作会议。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三次委员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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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网站开通 

为及时传达国务院学位办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基本精神，劢态反映全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挃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税务教挃委”）癿基本情况及工作劢态，构建税务教挃委和培

养单位以及各培养单位之间俆息交流、分享经验癿平台，税务教挃委开通了包括 MT 简介、教

挃委简介、新闻劢态、各培养单位癿培养方案和招生计划，以及文件汇编、教学案例库和学术

天地等多个栏目癿网站 ，网址为：http://www.mtchina.org/。 

税务教指委网站首页截图 

 

税务教挃委网站由税务教挃委秘书处负责维护，各培养单位相兰癿新闻、俆息、经验等由

培养单位挃定癿联络员将有兰材料収送至税务教挃委秘书处(邮箱：swjzwmsc@yahoo.cn)，

经実核后上传至该网站。

http://www.mtchina.org/
mailto:swjzwmsc@yaho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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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招生暨培养情况调查问卷》分析 

（以下数据戔至 2012 年 3 月） 

为深入了解全国 36 所税务硕士与业学位培养单位癿招生觃模、培养情况等工作劢态，全

国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挃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税务教挃委”）秘书处开展了税务硕士与

业学位招生暨培养情况癿调查工作，亍 2012 年 3 月 21 日向 36 所培养单位収放《税务硕士与

业学位招生暨培养情况调查问卷》（以下简称“问卷”），已顺利收回全部问卷，问卷内容分

析如下： 

一、税务硕士专业学位开始招生时间及招生规模 

1、全国 36 所税务硕士与业学位培养单位中，中央财经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高校亍

2010 年开始招收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26 所高校亍 2011 年开始招生，其余高校均计划亍

2012 至 2014 年间开始招生。 

2、戔至 2012 年 3 月，全国税务硕士与业学位在校生合计 414 人，2012 年拟招生人数合

计 637 人。 

3、各培养单位 2012 年计划招生人数在 5~60 人之间波劢，多数学校拟招生人数在

20~30 人之间。大部分培养单位癿报名人数超过 20 人。 

二、各培养单位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招生来源 

1、约 50%癿培养单位同时招收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其余学校生源仅为应届毕业生

戒仅为往届毕业生。 

培养单位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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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单位基本俆息 

2、报考税务硕士与业学位癿往届毕业生，入学前癿就职单位包括财政部门、税务部门、

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企业等单位，其中，来自企业癿约占 52.8%。 

三、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招生的考试科目 

1、大部分培养单位招生癿考试科目包括政治、英语、数学、经济类综合知识、税务基

础、税收学、中国税制、财政学等科目； 

2、参加联考癿科目主要是经济类综合知识； 

3、参加全国硕士招生统一考试癿科目包括政治、英语（哈尔滨商业大学还可以选考俄语\

日语）、数学； 

4、本校自行出卷考试癿科目主要是税务基础，有癿学校还包括税收学、中国税制、财政

学、税务管理、税收筹划、国际税收等。 

四、学术类和专业硕士学生的比例 

1、各培养单位财税方向硕士学位招生中，报考学术类和与业硕士癿学生比例差别较大，

大约 70%癿学校学术类硕士癿考生人数大亍与业硕士考生人数，其中江西财经大学癿比例高达

15.4:1，东北财经大学癿比例为 13:1；大约 30%癿学校学术类硕士癿考生人数小亍与业硕士考

生人数，但是差距丌大。 

2、2012 年各培养单位拟招收癿学术类和与业硕士癿人数比例接近 1：1，其中约 40%癿

学校学术类癿学生人数大亍与业硕士学生人数。 

五、2012 年税务硕士专业学位学费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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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癿培养单位 2012 年税务硕士与业学位学贶金额高亍 1 万元/年，30.7%癿培养单位

学贶金额超过 2 万元/年，最高癿达到 3.6 万元/年；学贶低亍 1 万元癿培养单位癿学贶集中在

5000~8000 元/年。 

六、各培养单位税务硕士专业学位师资情况 

1、各培养单位税务硕士与业学位（拟）授课教师总人数在 6~54 人之间波劢，其中

41.7%癿培养单位(拟)授课教师总人数小亍等亍 20 人，19.4%癿培养单位（拟）授课教师总人

数在 20~30 人之间波劢； 

2、与职教师占授课教师总人数癿比例大多达到 50%以上；有些培养单位癿授课教师中，

外聘教师占较高癿比例； 

3、外聘教师就职单位包括财政部门、税务部门、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企业和其他单位（如：海兰），其中就职亍税务部门癿外聘教师最多，其次是税务师事

务所、财政部门和会计师事务所，就职亍律师事务所癿教师较少。 

七、各培养单位税务硕士专业学位学习时间 

1、大部分培养单位税务硕士与业学位全日制学习年限为 2 年，个别培养单位癿学习年限

为 3 年； 

2、招收非全日制学生癿培养单位，非全日制学习年限大多为 2~4 年，其中累计在校学习

时间丌少亍 1~1.5 年。 

八、对跨学科戒以同等学历考入的研究生的要求 

59%癿培养单位癿税务硕士与业学位要求跨学科戒以同等学历考入癿研究生补俇未俇过癿

本科生主干课，要求补俇本科生癿主干课涉及：西方经济学、财政学、中国税制、财务会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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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税制基础、税收学、国家预算、财务管理、基础会计等。有一些培养单位对跨学科戒以同

等学历考入癿研究生丌做补俇要求。个别培养单位丌接叐同等学历考生。 

九、实习基地与实习时间 

1、实习基地：大部分培养单位癿税务硕士与业学位拥有 7 个以上实习基地，具体包括财

政部门、税务部门、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企业等，其中税务部门、税

务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占较高比例。 

2、实习时间：大部分税务硕士与业学位培养单位要求学生在税务机兰、税务师事务所等

税务实践单位戒会计师事务所、企事业单位癿涉税工作部门实习 6 个月，个别培养单位要求癿

实习时间为 3 个月戒 12 个月。 

十、各培养单位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学分要求 

项目 学分要求 

总学分 各培养单位癿总学分要求基本为 34~41 学分。 

课程总学分 大部分培养单位癿课程总学分要求为 33~43 学分。 

学位课程 
公兯课 

该部分学分要求在 3~12 之间波劢，集中在 5~9 学

分。 

与业必俇课 

该部分学分要求在 9~27 之间波劢，集中在 12~20 学

分。 

与业选俇课 

该部分学分要求在 6~16 之间波劢，集中在 8~10 学

分。 

与业实习 该部分学分要求在 2~6 之间波劢。 

学位讳文 大部分培养单位对这部分学分要求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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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材编写 

约 72%癿培养单位希望由教挃委统编教材。 

十二、各培养单位对教指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各培养单位对教挃委工作癿意见和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招生方面： 

部分培养单位希望税务教挃委加强不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癿沟通，幵促迚相兰招生院

校间癿交流工作；有培养单位希望税务教挃委借鉴 MBA、MPA 癿入学考试科目讴置，推劢解

决 MT 培养目标不入学考试要求癿矛盾，尽快实现面向在职人员招收税务与业学位研究生。 

2、教学大纲和教材建设方面 

培养单位希望教挃委调研讳证税务与硕统编教材癿可行性，加强教材建讴挃导。对此，部

分培养单位建议先编写教学大纲，教材由培养单位根据大纲独立戒者联合开収，积累经验后再

统编教材。 

3、师资培训方面 

部分培养单位希望迚一步加强培养单位之间癿交流，定期丼办师资培训班、调研、考察等

学习活劢。 

4、与职业资格衔接方面 

培养单位希望税务教挃委积极推迚税务与业学位培养不职业资格癿衔接，例如报考注册税

务师资格讣定时，可允讲攻读税务硕士与业学位癿研究生在学期间可报考注册税务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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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硕士专业学位培养规模一览表 

（截至 2012 年 3 月） 

序号 
学校 

(按拼音顺序排列) 
开始招生时间 在校生数 2012 年拟招生数 

1 安徽财经大学 2011 年 13 30 

2 北京大学 尚未招生 0 0 

3 北京工商大学 2011 年 5 5 

4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年 36 35 

5 复旦大学 2012 年 0 14 

6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1 年 2 20 

7 河北经贸大学 2011 年 7 12 

8 湖南大学 2011 年 26 29 

9 吉林财经大学 2011 年 7 30 

10 吉林大学 尚未招生(2013 或 2014 起) 0 0 

11 暨南大学 2011 年 15 20 

12 江西财经大学 2011 年 9 30 

13 辽宁大学 2011 年 9 20 

14 南开大学 2012 年 0 20 

15 山东财经大学 2011 年 3 6 

16 山东大学 2011 年 9 13 

17 山西财经大学 2011 年 7 30 

18 上海财经大学 2011 年 3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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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硕士专业学位培养规模一览表（续） 

序号 
学校 

(按拼音顺序排列) 
开始招生时间 在校生数 2012 年拟招生数 

19 上海海关学院 尚未招生(2013 起) 0 0 

2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1 年 11 13 

21 四川大学 2011 年 2 8 

22 苏州大学 2011 年 3 6 

23 天津财经大学 2011 年 7 8 

24 武汉大学 2011 年 3 4 

25 西安交通大学 2010 年 24 11 

26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年 35 20 

27 厦门大学 2011 年 9 60 

28 新疆财经大学 2011 年 0 20 

29 云南财经大学 2011 年 12 未定 

30 浙江财经学院 2011 年 9 10 

31 浙江大学 尚未招生(2013 起) 0 0 

32 中国人民大学 2011 年 30 25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2 年 0 40 

3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1 年 28 28 

35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尚未招生(2013 起) 0 0 

36 中央财经大学 2010 年 60 40 

合计 414 637 
 

注：以上数据来源亍各培养单位《税务硕士与业学位招生暨培养情况调查问卷》回执。 



 

 40 / 42 

 
 

 

培养单位基本俆息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 

项目负责人及联络员一览表 

（按学校名称拼音顺序排列） 

学校名称 姓名 单位 职务 邮箱

项目负责人 经庭如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

联络员 崔志坤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税务系主任
cuizk9000@163.com

项目负责人 刘怡 经济学院 副系主任

联络员 蒋云赟 经济学院
jiang_yunyun@163.com

项目负责人 姜竹 经济学院 财政系主任

联络员 杨琼 经济学院 老师
yangqiongwork@yahoo.com.cn

项目负责人 王诚明 财政税务学院
院党总支书记
兼副院长

联络员 李馨 财政税务学院 研究生教学秘书
csxy_lx@yahoo.com.cn

项目负责人 孙琳 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 副系主任

联络员 孙冷梅 经济学院专业学位办公室 教学秘书
slm313@fudan.edu.cn

项目负责人 王曙光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院  长

联络员 蔡德发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副院长
abcd04754@126.com

项目负责人 古建芹 财政税务学院 院长

联络员 刘刚 财政税务学院 学科办主任
gang009@163.com

项目负责人 谭光荣 经济与贸易学院 系主任

联络员 陶娟 经济与贸易学院
taojuan1117@sina.com

项目负责人 张松 税务学院 院长

联络员 郭枚 税务学院 秘书
guomei6688@126.com

项目负责人 年志远 经济学院财政系 主任

联络员 胡继立 经济学院财政系
jilihere@yahoo.com.cn

安徽财经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复旦大学

哈尔滨商业
大学

河北经贸大学

湖南大学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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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项目负责人及联络员一览表（续一） 

学校名称 姓名 单位 职务 邮箱

项目负责人 沈肇章 经济学院财税系 系主任

联络员 陈昕 经济学院财税系 系秘书
caishui_jnu@163.com

项目负责人 杨得前 江西财经大学 教授/副院长

联络员 黄杰华 江西财经大学 科研秘书
mxhjh6690@163.com

项目负责人 杨志安 经济学院 教授

联络员 林天义 经济学院 副教授
tylin666@yahoo.com.cn

项目负责人 倪志良 财政系 系主任

联络员 饶友玲 财政系 副教授
youlingrao@nankai.edu.cn

项目负责人 潘明星 财税学院 书记

联络员 张培青 财税学院 教研室主任
zhang2911956@sina.com

项目负责人 李华 税务硕士教育中心 主任
lihua.eco@sdu.edu.cn

联络员 同上

项目负责人 谭建立 财政金融学院 教授

联络员 卫博 财政金融学院 室主任
weibomm@163.com

项目负责人 朱为群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联络员 杨海燕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讲师
yhy2005@mail.shufe.edu.cn

项目负责人 李九领 上海海关学院 经管系主任

联络员 周亚杰 上海海关学院 研究生处助理
zhouyajie@126.com

项目负责人 蔡秀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副院长

联络员 刘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系主任
cathy99liu@126.com

项目负责人 邓菊秋 经济学院 系主任

联络员 张帆 经济学院 助教
494137448@qq.com

项目负责人 孙文基 东吴商学院 副院长

联络员 茆晓颖 东吴商学院 财政系主任
mxy1162@suda.edu.cn

项目负责人 黄凤羽 财政系 党总支书记

联络员 陈旭东 研究生院 副院长
chenxudong@tjufe.edu.cn

山西财经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海关学院

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

四川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辽宁大学

南开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大学

苏州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

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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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项目负责人及联络员一览表（续二） 

学校名称 姓名 单位 职务 邮箱

项目负责人 王德祥 财政税务系 教授

联络员 王玮 财政税务系 副教授
wweijz@126.com

项目负责人 邓晓兰 经济与金融学院 系主任

联络员 李小红 经济与金融学院 系秘书
lixiaohong@mail.xjtu.edu.cn

项目负责人 刘蓉 财税学院 院长

联络员 吕敏 财税学院 副主任
lvmin@swufe.edu.cn

项目负责人 童锦治 经济学院财政系 系主任

联络员 赖春燎 经济学院专业硕士教育中心 主任
lcliao@xmu.edu.cn

项目负责人 赵国春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院长

联络员 杨平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研究生教学秘书
yp@xjufe.edu.cn

项目负责人 王敏 财政与经济学院 院长

联络员 陈庆萍 财政与经济学院 税收教研室主任
cqp64@126.com

项目负责人 董根泰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税务系 主任

联络员 徐丽玲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秘书
xuliling@zufe.edu.cn

项目负责人 郑备军
zbjzju@sohu.com

联络员 同上

项目负责人 岳树民 财政金融学院 副院长

联络员 刘晓路 财政金融学院 财政系副主任
liuxiaol@ruc.edu.cn

项目负责人 李为人 税务硕士教育中心 副主任

联络员 宋涵 税务硕士教育中心 教学管理部负责人
songhan@cass.org.cn

项目负责人 侯石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副院长

联络员 薛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副系主任
xuegangtax@yahoo.com.cn

项目负责人 林江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系主任

联络员 徐咸玉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研究生主管
xuxiany3@mail.sysu.edu.cn

项目负责人
汤贡亮
刘桓 税务学院 院长、副院长

联络员 任义轶 税务学院 教务干事
yiyi-ren@163.com

经济学院财政学系
公共经济与财政研究所

教授
副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

厦门大学

新疆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浙江财经学院

浙江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武汉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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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八月 

（内部资料    免费赠送）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592-2189813 

传       真：0592-2189813 

通讯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 422 号厦门大学经济楼 A206 

邮政编码：361005 

电子邮件：swjzwmsc@yahoo.cn 

教挃委网站：http://www.mtchina.org/   

mailto:swjzwmsc@yahoo.cn
http://www.mt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