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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税务学院举办第五届读书月系列活动闭幕式暨演讲比赛
12 月 3 日，税务学院第五届读书月系列活动闭幕式暨演讲比赛在沙河校区
学院 4 号楼 107 室举办。税务学院党总支书记杨志清老师、副院长刘桓老师、副
院长樊勇老师、党总支副书记宋立岩老师、副院长曹明星老师以及税务学院汤贡
亮老师等老师出席本次活动。
演讲比赛正式开始后，来自 14 级的八位同学依次走上讲台进行了读书心得
主题演讲。演讲者们根据自己所读之书、所识之人、所悟之理，娓娓讲述了自己
的真切感受。演讲完毕后，刘桓教授就每位同学的演讲做出了精彩的点评。
随后，大家一同回顾了读书月开幕以来的精彩瞬间。一帧帧画面让大家再一
次体会到读书之美，一幕幕回忆更是提醒着同学们读书月里的收获。
最终，2014 级王鹏同学摘得本届读书月演讲比赛桂冠。随后，税务学院党
总支书记杨志清老师、副院长樊勇老师、曹明星老师分别为获奖同学颁发奖状并
致辞。活动最后，税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宋立岩老师为本届读书月系列活动总结
致词，在回顾读书月五年发展历程的同时，希望同学们能够努力充实自我、拓宽
视野、明确目标、积极向上地度过精彩的大学四年。
至此，税务学院第五届读书月系列活动顺利闭幕。

二、汤贡亮、邢会强参加中国法学会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座谈会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于 10 月 29 日公布。11
月 2 日，中国法学会召开了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座谈会由
中国法学会会长、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王乐泉主持，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曹建明作主题报告，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传达了四中全
会精神，中国法学会各位副会长，法学所所长李林，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张鸣起，中纪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中国
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副会长兼秘书长鲍绍坤分别作了题为“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以宪法为
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体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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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制工作队伍
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的专题发言。王乐泉同志
作了题为“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讲话。中国法学会所属各研究会
会长、秘书长出席了座谈会。
我校税务学院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汤贡亮，法学院教授、中国
证券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邢会强参加了座谈会。

三、汤贡亮教授等参加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暨第 21 届海
峡两岸财税法学术研讨会
正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通过之际，中国财税法研究会 2014 年年会暨第 21 届海峡两岸财税
法学术研讨会于 10 月 25 至 26 日在武汉大学召开。
研讨会由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教授
主持，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刘剑文教授，台湾大学法律学院葛克
昌教授等在研讨会上作了开幕致辞。我校税务学院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汤贡亮受刘剑文会长委托作了题为“全面深入推进财税法基础理论研究，凝
心聚力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服务”的研究会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一年多来研究
会的工作，论述了财税法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提出法治财税是法
治中国的重要基石，它既是理财治国安邦之道，也是纳税人保护之法在推进全面
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我校税务学院杨志清、梁俊娇、曹明星老师参加了研讨会，提交了相关论文。

四、曹明星应邀参加国际财税协会（IFA）2014 年全球年会
10 月 12-16 日，我校税务学院副院长曹明星副教授应邀参加了国际财税协会
（IFA）2014 年全球年会。此次 IFA 全球年会在印度孟买召开，代表们就“跨境
外包经济中的税收问题、战略与解决方案”、“应税实体的认定及其协定保护”
两个大会主题以及“资产的跨境间接转让 ”、“国际税务的最新发展”等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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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对国际税收热点问题进行了积极回应，为后 BEPS
（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时代的国际税收秩序重构建言献策。
IFA 总会非常重视中国财政税收改革发展，中国参加 IFA 年会的代表受到特
别关注。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税务研究中心目前负责 IFA 中国学术交流组织工作，
中心主任曹明星副教授以 IFA 中国分会秘书长的身份与会，应邀与协会主席 Porus
KAKA 及秘书长 Han A.Kogels 等交流了 IFA 中国近两年工作情况。
中国国际税收代表积极参加 IFA 全球年会以及开展其他学术交流活动，对于
紧密跟进国际税收最新发展趋势，不断发出中国声音并贡献中国智慧，提高中国
税收的国际地位并加强中国国际税收利益的保护均具有重要意义。

五、国际税务研究中心举办税收案例专家研讨会
11 月 14 日下午,就“非上市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是否涉及个人所得税”问题，我校国际税务研究中心在学术会堂 606 会议室组
织召开了税收案例专家研讨会。
当前，由于全球化过程中 BEPS(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问题的严重影响，极
大程度地加深了世界经济的失衡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日渐凸显各国的财政税收
危机。为了应对财政困难，各国均加强了税收立法漏洞的补充，严格税收征管，
并刮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反避税风潮，由此也导致大量税收争议的发生。
研讨会总结认为，中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当前在包括税收在内的各个
经济领域的立法和执法状况都有待加强。事实上，税收立法的具体化和科学化比
较困难，存在大量概念规则的模糊性，造成解释方面的困难；另外，由于行政执
法的程序性约束尚不健全，税收执法过程中往往会存在较大任意性和自由裁量空
间。由此，如何将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争议解决纳入法治轨道，以更好地平衡纳
税人与国家利益，保障经济发展的可预期性与可持续性，是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

六、寻找发展方向，善于把握机遇 ----记税务学院理论学习课
11 月 28 日晚，税务学院沙河校区本科生党支部在主教 402 开展理论学习
课，课程由税务学院党总支书记杨志清教授为同学们讲解，杨教授结合自己的
人生经历，为税务学院的党员同志们讲了一堂意义深远的理论学习课。
3

杨教授强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希望同学们可以在大学中找到自
己的前进方向。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爱好它，对它有兴趣，就会全身心的做
好它。杨教授用朴实的语言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为同志们讲了兴趣不同的学
生们的成才经历，并对在座的党员提出了希冀，希望同志们可以在大学里找到
自己的兴趣所在，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努力成才。
寻找发展方向，善于把握机遇。杨书记对身为青年党员的同志们寄予了厚
望。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和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落实，税务行业迎来了
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会需要更多税务人才。党
员同事们更应该树立先进榜样，把握机遇，争取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力争在
未来的经济背景下有所作为。

七、精彩话剧展朝气，团校青年正风华 ——记税务学院基础团校青
春剧场暨总结表彰大会
12 月 9 日晚，税务学院基础团校青春剧场暨总结表彰大会在沙河校区学院 4
号楼 107 教室拉开帷幕。本次大会请到了来自金融学院、商学院等 7 个兄弟学院
的团总支书记老师们莅临现场担任嘉宾，以及来自财政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等 8 个学院的团副和学生会主席们担任话剧比赛的评委，税务学院团总支书记
刘家豪老师、团总支副书记王开怀、学生会主席张晓伟以及主席团全体成员出席
大会。
晚上六点五十分，主持人走上舞台，宣布税务学院基础团校青春剧场暨总结
表彰大会正式开始，灯光关闭，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由税务学院基础团校的
七个小组带来的话剧在舞台上依次上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话剧表演落下帷
幕后，主持人通过一段视频回顾了基础团校四周以来的历程。随后在大会上举行
了颁奖仪式，颁发了优秀学员以及优秀小组的奖项，13 级的谢沁林、14 级的郭
紫君等 14 名同学荣获了基础团校“优秀学员”称号，学员代表谢沁林同学还进
行了发言，讲述了自己在活动中的心得与收获。最后，税务学院团总支书记刘家
豪老师做出总结。
本次话剧表演标志着一个月以来基础团校正式告一段落，但是基础团校却仍
将深深影响同学们今后的生活，这些活动不仅让同学们结识到了更多好友，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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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可贵的知识，更加强了同学们对党、对团的了解与热爱，认识到了青年人的
责任与应有的朝气，为同学们今后的生活打下良好基础。

八、我院 2013—2014 年度优秀学生表彰大会表彰名单
（一）全面发展奖
1.国家奖学金
吴文菁（税务 11）

周凌云（国税 12）

林佳雄（税务 13）

赖泓宇（国税 13）

韩 璐（注税 12）

2.校全面发展奖学金
一等奖：
宗

贞（注税 11）

续志琦（税务 11）

籍冠珩（国税 11）

甘

静（注税 11）

吴文菁（税务 11）

卜权政（国税 11）

韩

璐（注税 12）

赵

苑（税务 12）

郭委鑫（国税 12）

贾昱晞（注税 12）

于

倬（税务 12）

周凌云（国税 12）

胡雨薇（注税 13）

吴

璠（税务 13）

郑明慧（国税 13）

李

林佳雄（税务 13）

赖泓宇（国税 13）

悦（注税 11）

陈淑麻（税务 11）

李彤彤 (国税 11）

陈宇翔（注税 11）

朱琳君（税务 11）

黄

群 (国税 11）

白

茜（注税 11）

谢丽菲（税务 11）

张

灿 (国税 11）

李翔枢（注税 12）

李细雨（税务 12）

苏艺璞（国税 12）

孟

哲（注税 12）

郎

琨（税务 12）

陈玫伊（国税 12）

姚

远（注税 12）

王开怀（税务 12）

俞树笑（国税 12）

陈

颖（注税 13）

周小塬（税务 13）

胡仪丹（国税 13）

戴梦姝（注税 13）

王

洪冰雯（国税 13）

秦先臻（注税 13）

张崇元（税务 13）

想（注税 13）

二等奖：
孙

帆（税务 13）

三等奖：
杨

晖（注税 11）

韩

旭（税务 11）

张

恒（国税 11）

罗亚婕（注税 11）

黄颖超（税务 11）

姬

禹（国税 11）

王亚林（注税 11）

王秋颖（税务 11）

徐

润（国税 11）

赵玉亭（注税 11）

刘

岩（税务 11）

李

锰（国税 11）

来婷婷（注税 12）

符

蓉（税务 12）

张晓伟（国税 12）

沙泽洲（注税 12）

崔梦瑶（税务 12）

曹李元（国税 12）

刘雪琪（注税 12）

马

王雁翔（国税 12）

越（税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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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婧婧（注税 12）

高

刘思敏（注税 13）

刘逸遥（税务 13）

石

宇（国税 13）

赵

毕

彤（税务 13）

吴

昕（国税 13）

许鹍鲲（税务 13）

唐

斓（国税 13）

王舒瑶（国税 11）

罗亚婕（注税 11）

黄颖超（税务 11）

屈俊明（国税 11）

罗美玲（注税 11）

侯京玉（税务 11）

徐

润（国税 11）

苟丽萍（注税 11）

崔梦瑶（税务 12）

高雨婷（国税 11）

赵玉亭（注税 11）

倪安娜（税务 12）

赵佳玉（国税 11）

王婷婷（注税 12）

刘琳琳（税务 12）

陈怡忻（国税 11）

陈家怡（注税 12）

郭晓钰（税务 13）

韩佳沂（国税 12）

高皓洁（注税 12）

马

钱嘉媛（国税 12）

胡婷婷（注税 12）

苏艺璞（国税 12）

吴

叶秀珍（注税 12）

郑明慧（国税 13）

程晨阳（国税 13）

姚

李

洪冰雯（国税 13）

贾昱晞（注税 12）

哈梅婷（注税 12）

罗文静（注税 13）

谷贞慧（注税 13）

赵

杨（注税 13）

周晓玲（注税 13）

晗（税务 12）

黄静涵（国税 12）

（二）成绩优异类
1.学业优秀奖学金：

迪（国税 12）

远（注税 12）

荔（国税 12）

菡（国税 13）
杨（注税 13）

2.学术科研与创新优秀奖学金：
杨

晖（注税 11）

续志琦（税务 11）

籍冠珩（国税 11）

甘

静（注税 11）

谢丽菲（税务 11）

卜权政（国税 11）

李翔枢（注税 12）

赵紫岩（税务 12）

樊颖鹏（国税 11）

刘萌萌（注税 12）

赵

苑（税务 12）

黄

胡

韬（注税 12）

于

倬（税务 12）

南笑意（国税 12）

霍

媛（注税 13）

马

越（税务 12）

李璐迪（国税 12）

刘航飘（注税 13）

付雨点（税务 12）

周凌云（国税 12）

秦先臻（注税 13）

陆端明（税务 12）

周小塬（税务 13）

胡雨薇（注税 13）

周晓玲（注税 13）

群（国税 11）

九、苏艺璞、洪冰雯等同学谈学习经验
（一）《宏观经济学》——国税 12

苏艺璞

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都是在既定制度下分析经济现象的数量变化，微观
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宏观经济学对比于微观经济学，注重总量分析，包
括经济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等。下面与大家分享一些学习方法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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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把握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模型，并以此出发，将重要的概念以树状
图形式串起来理解。老师在复习课中和我们分析，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模型是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由此需要我们充分理解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总需求
曲线的推导需要我们熟练掌握 IS-LM 模型，如此类推，从最重要的概念出发，依
次带出树的枝干并充分理解，做到将宏观经济学的大框架烂熟于心。以下分享一
下宏观老师所说的理解一张图就能较好的学好宏观经济学的宏观脉络图。

其次，多画图，在曲线的动态变化中深刻理解经济理论的内在涵义。宏观经
济学有很多知识点是需要结合图形动态理解的，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多画
图，并且要以动态的眼光分析图形，比如说：直线移动了会产生什么经济后果？
什么会影响直线的移动、斜率的变化等等。
最后，尝试用学到的宏观理论分析现实存在的经济现象和政策依据。我们可
以分析央行的调息举措、政府采取的减税政策等，宏观经济学书里也有许多各国
宏观经济的实例和数据图，大家要多加留意，培养自己对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的学科，希望我们都能在经济学家们
充满科学魅力的理论中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有更深的体会。

（二）微积分学习经验——国税 13

洪冰雯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要在参与各种活动的同时，保持一定水平的成绩，就
要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就学分而言，微积分是四分的大项，所以要更加重视。
态度：从高中升到大学，每个人的适应能力都是不同的，当大家在微积分的
学习中遇到困难时，一定要坚定信念，勇于迎接困难。
方法：学习无非就是预习、听课、复习。
预习有两种，一种是在老师讲之前自学，并且能够做出大部分题；一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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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讲之前看了一遍书，对即将学习的知识进行简要研读，能够在课堂上跟住老
师的步伐。两种预习方法都可以，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听课的时候一定要动手，最好记课堂笔记，也可以打印课件或者记在书上，
记下重点可以方便将来复习。
复习是重点中的重点。重新做老师讲的题、书上的题和学习辅导上的题，把
所有的题做一遍并且搞清楚就可以基本掌握知识。如果想取得优异的成绩，则需
要熟悉每道题目，清楚每一个知识点。
考试：考试的时候要有策略。老师讲考试题型的时候要认真听，也可以咨询
一下学长学姐的考试经验。考试时心态平静，不要纠结难题、不要犯计算错误。
预祝学弟学妹取得优异的成绩！

（三）政治经济学——国税 13

郑明慧

政治经济学一直以来是很多同学（不管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 的“心头痛”。
的确，它涉及到的理论理解起来真的是费很多脑细胞。不过，我认为，只要掌握
好准确的学科特点，政经学习不再是一件难事。
我们所学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揭示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
运行一般原理的基础上，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经济运行原理，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等一系列问题。那么，如何将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理论记住
呢？
(1)在普遍联系中把握本学科的内容结构体系。政经是一门具有严密逻辑结
构和科学体系的经济学科，老师讲述的大量概念的是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对其
理解应遵循顺序，在普遍联系中把握本学科的内容结构体系。
(2)要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抓住重点问题。所谓重点是指在政治经济学
整个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关键性原理，它们是理解其他问题的枢纽。比如资本主
义部分中，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
(3)联系实际，加强记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通过采用从抽象上升到具
体的方法，运用具有内在联系的经济范畴建立起来的。学习这门课程，采取死记
硬背的办法是不可能奏效的。必须理解原理，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
最后，祝大家在政经学习中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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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诚信考试教育篇
诚信考试倡议书
各位同学：
经过一学期紧张而充实的学习，我们即将迎来期末考试。期末考试不是竞争
性考试，而是水平能力测试，它不仅是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价，还更是对学生诚
信品质的检验。为了营造良好学风考风，杜绝舞弊行为，净化考场环境，特向全
体同学发出如下倡议：
一、认真复习，积极准备
充分利用复习时间，系统复习各门课程，坚决杜绝网络游戏，坚决杜绝松散
慵懒，端正态度，认真对待每一场考试，靠真实能力争取优异成绩，用诚信行为
展现良好考风。
二、科学复习，循序渐进
自觉遵守作息制度，合理安排学习时间，科学设计复习计划，早睡早起，规
律生活，稳扎稳打，循序渐进，以饱满的精神和昂扬的斗志做好期末考试准备。
三、团结互助，共同进步
发扬团结互助精神，在学习交流中认识自己的不足，在帮助他人中巩固知识。
四、调整心态，愉快迎考
正确看待考试，不断调整自我心态，重视而不紧张，轻松而不轻视，以积极
的姿态投入复习，以愉快的心态迎接考试。
五、严守考纪，诚信应考
遵守校规校纪，遵守考试纪律，不夹带、不抄袭，不携带通讯工具进入考场，
不协同他人作弊。诚信考试，杜绝舞弊，考出真实水平，考出真才实学，考出诚
信风格。
莘莘学子，诚信为本。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自觉遵守考纪，诚实应考，互相
提醒，互相督促，营造文明、诚信、健康的考场考风。让我们守住内心的一份坚
持，交出一份合格的诚信答卷，为学院的学风建设共同努力，为严肃考风考纪撑
起一道“文明、诚信、自觉”的风景线！行胜于言，让我们努力复习，充分做好
迎考准备，用行动营造“诚信考试光荣，违纪作弊可耻”的考试氛围，为中财校
园带来一股清新的诚信之风！
最后，祝愿各位同学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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