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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CMA（管理会计师）、CSDP(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参加是次论坛，可获得 7 个 CPE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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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管理会计助推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价值洞见与责任担当 

 

主办单位：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 

北大光华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 

香港可持续发展教育学院 

支持单位： 

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论坛时间： 

2019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 08:30—18:00 

论坛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 号楼阿里巴巴报告厅 

会务服务： 

香港：Keith 3974 0751, 北京：杨老师 +86 186 1009 2261 

 

 

 

 

温馨提示： 

会议过程中，请各位将手机调为静音或振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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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背景 

2019 年 6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致辞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各方的

大利益契合点和 佳合作切入点，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

协调推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三大任务，为全球发展描绘了新愿景。 

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近四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者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巨大商业发展

空间。普华永道调研显示，当可持续发展目标在 2015 年被采纳时，71%的受访企业领导者已计划参与到这些目

标中。毕马威调查显示，全球 大的 250 家企业中 92%的企业披露了企业可持续性措施。商业与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研究表明，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将为全球带来价值 12 万亿美元的商业机会和创造近 3.8 亿个新的

工作岗位。由此可见，企业利用其创造力和创新力贡献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仅是为社会做贡献，也是

企业获得新的市场机会的重要途径。 

管理会计作为一种量化的管理工具，在计量、分析、评估、报告和管理可持续发展绩效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支撑

作用。为探索运用管理会计的工具和方法洞见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带来的商业机会，助力企业共创价值并

促进落实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香港可持续发

展教育学院联合举办“管理会计助推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价值洞见与责任担当”高端论坛，邀

请国家部委、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知名企业、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等各界专家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全球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遇和挑战、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企业、管理会计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社会责任促进可

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管理会计研究与创新”等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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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议程 

8 月 31 日（星期六）上午                                地点：阿里巴巴报告厅 

主持人：王立彥教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主任 

08:30 - 09:00   会议签到、宣传片播放 

09:00 - 09:15  开幕致辞 

马化祥教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李  刚先生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亚太区总监、中国区首席代表 

张  沁教授  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香港可持续发展教育学院院长 

09:15 - 10:00  主旨报告：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魏建国先生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10:00 - 10:45  主旨报告：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遇和挑战 

                吴红波教授  外交部原部长助理、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席院长 

10:45 - 11:00   合影、茶歇 

主持人：李刚先生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亚太区总监 

11:00 - 11:30   主题报告：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企业 

                 诸大建教授  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11:30 - 12:00   主题报告：管理会计助力企业价值创造，实现可持续发展 

                   蒋占华先生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12:00 - 12:30   IMA 管理会计学术委员会成立仪式 

12:30 - 14:00   午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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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星期六）下午                                 地点：阿里巴巴报告厅 

14:00 - 15:00  专题一：管理会计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  

主持人： 刘志远教授  南开大学商学院 

                嘉宾：  

吕长江教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王  华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 

王国柱先生  北京平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合伙人 • 副总裁 

张立钧先生  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咨询业务主管合伙人 

15:00 - 16:20  专题二：社会责任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主持人：姜万军教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西安分院院长 

嘉宾： 

朱旭峰教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张蒽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张沁教授  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香港可持续发展教育学院院长 

沈洪涛教授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吕建中博士  伟尔集团（Weir Group）中国总裁、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董事局董事 

16:20 - 17:20  专题三：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管理会计研究与创新  

主持人：田高良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与财务系主任 

嘉宾： 

刘俊勇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党委书记 

叶康涛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 

吉  利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现代财务研究所所长、中国管理会计研究中心主任 

操  群博士  中国银保监会 

16:20 - 17:20  会议总结、结束  

王立彥教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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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嘉宾 

魏建国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常务副主任。 

 

 

 

吴红波 

外交部原部长助理，中国原驻德国大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席院长，中国

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会长。 

 

 

 

马化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教授。199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

1994 年当选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1996 年参加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团委书记、院长助理、党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人民武装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党委办

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后勤党委书记。2001 年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访问学者，2016 年美国斯坦

福大学访问学者。 

 

王立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主任。学术兼任：《中国会计评论》主编、《中

国管理会计》主编、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学术委员、中国会计学会资源环境会计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审计学会环境审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职业道德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2017 管理会计教育服务特别贡献奖  IMA 2017 Lee Brummet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For Educators to IMA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2018 年北京市师德先锋

荣誉称号获得者。 

 

李刚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亚太区总监、中国区首席代表。李刚先生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加入 IMA 美国管理会

计师协会担任中国区首席代表，负责该区域的整体运营和全面管理，意在重点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高等院校、

专业协会和学会、大型企业的交流协作，共同促进管理会计领域的人才培养，助力行业前沿学术研究及新技术

领域的发展。李刚先生拥有丰富的商业领域管理经验，曾作为对外事务和政府关系主要负责人就职于英国行业

性驻华机构，推广行业国际标准与中国本地化结合，并促进组织的各项战略合作，带领团队取得了突出成绩。

李刚先生持有中国人民大学 MBA 学位。 

 

张沁 

香港可持续发展教育学院院长、教授，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副会长（策略规划）兼秘书长，中国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全国工作委员会执行委员(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可持续发展教育

中心专家顾问及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全球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学会董事及中国代表。张院长曾获「女性世界」

全球华人精英女性「社会服务奖」银奖(2006)、2012 年度中国十大杰出管理人物以及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项

目开拓者奖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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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担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等职务。2010 年曾为中央政治局集中

学习讲课，2016 年获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循环经济领导奖。 

 

 

蒋占华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博士，研究员，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首批特级管理

会计师。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财政部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资本运

作，并购重组、公司治理、业绩考核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会计研究》等权威专业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七十多篇，出版《央企总会计师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等多部学术著作，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重大软科学

课题及管理会计专项课题多项。 

 

姜万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西安分院院长。主要

研究领域：企业理论与公司结构治理；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评价与提升策略；风险管理理论与应用研究；企业价

值评估与价值创造对策等。 

 

 

朱旭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智库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

行院长、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旭峰教授入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首批国家青年拔尖

人才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哈佛大学“燕京学

者”，2014 年荣获“中国管理学青年奖”。 研究方向包括政策过程理论、智库和专家参与、转型与公共治理等。 

 

吕长江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获得者，财政部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专家

组成员，2015 年入选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1999 年曾在荷兰 NYENRODE 大学访问学习，2004 年作为富

布赖特研究学者在美国加州大学（CSUN、UCLA）从事学术研究。主要从事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的教学、科研工作。 

 

 

刘志远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商学院原副院长。全国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

常务理事、中国对外经贸会计学会理事。2015 年入选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 

 

叶康涛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财政部第一届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咨询

委员，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2016 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学术类），2017 年 4 月，入选教

育部 2016 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研究兴趣为公司治理、税收、管理会计、管理层激励与更替。

担任《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中大管理评论》的匿名审稿人。发表论文 3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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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勇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党委书记、中国管理会计研究与发展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部管理会

计咨询专家，北京市管理会计咨询专家，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信息化分会副会长，卫生经济学会卫生财会分会副

会长，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计研究》、《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等期刊匿名评审。2018 年

入选财政部“会计名家”培养工程。研究方向：管理控制系统、战略执行、管理会计、财务管理、行动学习。 

 

田高良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与财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2017 年入选财政部

“会计名家”培养工程。主要研究方向：财务预警；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资产评估；信用管理等。 

 

 

 

王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中国财务成本研究会副秘书长，湖北省

财务共享协会副会长，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会计师。主要研究领域：成本控制、管理会计、供应链物

流财务等领域。 

 

 

沈洪涛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环境资源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会计研究》

编委、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编委；财政部首批会计学术领军人才，2017 年入选财政部“会

计名家”培养工程。 

 

 

吉利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现代财务研究所所长、中国管理会计研

究中心主任，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信息披露与

资本市场效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信息披露、现代管理会计方法技术应用等。 

 

 

王国柱 

北京平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合伙人 • 副总裁，原长久集团副总裁 CFO，长久物流上市公司董事，原华泰汽

车 CEO，CFO，原北汽福田汽车公司 CFO，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客座导师。王国柱先生曾在多家大型企业集团从业，

历经央企、国企、股份制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主导过企业 IPO 的上市操作和并购上市公司等大型资本运作，在三

家上海主板上市公司任高管和董事，职业生涯超过 20 年的财务管理经历，同时在企业信息化建设，人力资源管

理、法务管理以及运营管理上有着丰富的阅历，历任预算部经理、财务部经理、证券投资部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财务总监、

集团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总裁等职务，对企业经营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研究，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实操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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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钧 

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咨询业务主管合伙人，带领团队为金融服务、消费（品）、医疗健康、科技、工业产品等行业

客户提供包括战略与组织变革、数字化转型、风险与合规、并购管理在内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加入普华永道之前，

张先生曾任职于 J.P.摩根及 SLK （后并入高盛）等华尔街投资银行。张先生拥有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MBA），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和纽约州注册会计师（CPA）等专业资格，并担任全球金融科技实验

室、中国互联网协会金融科技创新联盟、亚洲金融合作协会金融科技合作委员会、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

制专业委员会等组织机构的专家顾问或委员。张先生经常代表普华永道在各类高端论坛及相关专业杂志上发表观点，包括金融行

业的变革与转型、金融科技、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以及全球金融监管等。2016 年，张先生代表普华永道作为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

动（B20）合作智库，主持 B20 金融促增长工作组会议并向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提交金融促增长政策建议报告，其主要政

策建议均获 G20 杭州公报采纳。 

 

吕建中 

博士，英国伟尔集团（The Weir Group）中国总裁，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董事局董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智

库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工业企业社会责任智库专家，深圳智造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 CSR 百人

论坛发起人、中国匠心企业家组委会常务副理事长、CSR 思想实验室创始人、美国商会（上海）可持续和负责任

商务委员会联席主席。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子牙学宫理事。曾任新加坡金鹰集团（中国区）执行副总裁及（北

京）首席代表并兼任其子公司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董事长，赛得利集团企业事务副总裁（负责全面战略、运营、可持

续发展，以及精益化管理推广和实施），必和必拓集团（中国）代理总裁、企业事务副总裁，联合国贸易效率计划中国项目代表。

吕建中先生拥有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电子商务哲学博士学位，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管理和科技创新硕士学位，浙江大学化

学工程学士学位。 

 

吴倩 

普华永道可持续发展咨询业务总监。吴倩女士重点研究可再生能源、智慧能源和环保技术市场，为多家能源集团

提供战略规划和业务转型服务，以及海外投资分析。吴女士在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为国内外政府机构推

动城市层面的低碳发展、改善营商环境和数字科技应用方面出谋划策。吴女士亦是绿色金融的倡导者，2016 年

撰写二十国工商峰会（B20）绿色金融政策建议，为商业银行提供绿色金融培训。2016 年开始担任国际碳排放贸

易协会（IETA）中国工作组联席主席。加入普华永道之前，她曾任英国大使馆能源与气候变化处高级顾问、欧洲新能源咨询机构

中国项目总监等。吴倩女士拥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张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2010 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工业经济系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10-201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

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企业社会责任。 

 

操群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博士，中国银保监会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

金融分析师、律师、会计师。发表核心论文若干篇，主持和参与十余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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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Th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简称 IMA®），成立于 1919 年，

是全球领先的国际管理会计师组织，为企业内部的管理和财务专业人士提供 具含金量的资格认证和高质量的

服务。作为全球规模 大、 受推崇的专业会计师协会之一，IMA 恪守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原则，致力于通过开

展研究、CMA® 认证、持续教育，创建社交网络以及倡导 高职业道德标准等方式，转变传统思维模式，服务

全球财务管理行业，推动企业优化绩效，成就 IMA 成员个人职业发展。 

IMA 使命 

 

 

 

 

 

 

 

 

IMA 核心价值 

 

 

 

 

 

 

 

 

 

 

培养管理会计人

才 
通过全球认可的 CMA认证及内容丰

富的持续教育课程，培养具有战略

视野的财务及企业管理人才。 

为广大 CMA 考生及持证者提供沟通机

会，通过行业经验分享、职业社群拓展、

建立商业联系等方式促进个人发展。 

搭建交流互动平台  

资助前沿学术研究项目，出版具

有行业洞察力的刊物及图书，为

财务领域学术研究贡献力量。 

促进行业学术研究  

把职业道德作为从事财务、管理及其

他任何工作的根本要求，纳入能力素

质框架中，并以其为标准严格要求。 

倡导 高职业道德  

相互尊重  
我们尊重彼此，重视个体和文化差异，不论职位、级别高低，经常坦诚沟通、参与有益辩论并倾听彼此

意见，努力营造一种互相尊重的环境，让每一个人都能畅所欲言、持续成长、有所收获。  

热情服务  
我们确保每位员工都全身心投入地为 CMA 考生及持证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热忱推进全球会计行业

持续向前发展，关心所有 CMA 考生及持证者，构建持久的互助关系，推动持续进步。  

诚实守信 
我们在工作中理解并遵守 IMA 职业道德规范，维护 IMA 的声誉，公平对待遍布全球的 CMA 考生及持证者，

努力提供 好的服务，信守诺言、客观决策、维护商业机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勇于正视不足。 

创新进取  
我们相信创新和不断进取的精神是保持相关性、重要性和成长性的强大动力，努力保持组织文化富有创

造性和包容性，以主人翁精神管理风险、发现新机遇，服务 CMA考生及持证者的同时努力推动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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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汲取传统历史文化精髓、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中国走向现代

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北京大学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学科建设可以追溯至 1902 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的商学科，这

是中国高等院校中建立 早的商学系科。伴随着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北京大学于 1985 年设立了经

济管理系，1993 年经济管理系与管理科学中心合并成立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1994 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作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是亚太地区 优秀的商学院之一。 

秉承北大百年风骨，以“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为使命，光华管理学院在厉以宁等历

任院长和现任院长刘俏的领导下，已走过 30 余载春秋。经过几代光华人的奋斗，学院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成为中国乃至亚洲领先的商学院，是中国商学教育的一面旗帜，并形成了植根于燕园独立精神与

自由思想的“因思想，而光华”的独特精神气质。 

三十余年来，光华已形成完整的学科结构、一流的师资队伍、丰富的教学体系，吸引着有理想、有担当、有情

怀、有责任感的有志之士砥砺前行。未来的发展之路，光华将坚持更高的学术标准，更优秀的教学质量，以具

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管理学、经济学等相关学术研究为支撑，并结合商业实践，充分提升学院的核心竞争实力。

在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光华管理学院也将不断超越自我，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商学院而不懈努

力。 

 



管理会计助推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价值洞见与责任担当                              会议手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于 2012 年 6 月正式设立职能机构“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 Center for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Value”，中心将努力整合学院内外教学、研究和实践的资源，推动学院在社会责任研究和学生价值观培

养上达到新的高度，引领中国的商学教育在价值创造和价值观提升上两翼齐飞。 

该中心是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个跨学科职能平台机构，成员来自学院不同专业系所，以期更好地探索社会责任、

社会价值理论，总结社会责任与社会价值实践经验，推动社会责任与社会价值在学、研、产、政之间的有效发

挥，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的体现。 

该中心以社会责任为聚焦核心，以“教学、研究、行动”为本体，定期举办学术、专业会议，对学院在社会责

任、伦理道德、可持续性发展、资源环境经济学与政策等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发挥支撑作用；对学院教师、

员工、学生和校友组织开展相关专业和社会活动，发挥服务、衔接、协调、支持功能，成为光华管理学院的“主

题平台”。 

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的基本工作包括：   
� 在全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支持下，每年发起主办“全国商管学院企业社会责任教学研讨会”  
� 编辑发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责任价值报告》  
� 设计创建数据库，为科学研究提供主题领域信息；主持和举办相关领域学术、专业活动 

中心成员  

王立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主任、国际会计与财务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会计评论》主编、《经济科学》副主编、中国审计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

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审计学会副会长等 
 
杨东宁  
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副主任。杨东宁博士是

美国管理学会会员，曾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环境经济工作组成员，目

前担任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副理事长、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等社会职务。 
 
姜万军  
金融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西安分院院长、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企

业理论与公司结构治理；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评价与提升策略；风险管理理论与应用研究；企业

价值评估与价值创造对策等。 
 
张俊妮  
获美国哈佛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责

任与社会价值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商务智能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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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持续发展教育学院（简称：学院，HiESD）是以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主旨的

跨学科研究型创新应用学院，是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UNIDO)专家伙伴及服务供应机构（注册编

号：BIDDER12958）、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全

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协作项目机构（注册编号：

26908）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行动计划

（GAP）》的实施机构。学院是中国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协会全国联合会成员机构、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的创办发起机构及秘书处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规划师

学会（WISDP）发起机构之一。  

学院自 2003 年起全心在研究、践行、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以教育建设为核心，

内容涵盖教育、科学、文化及传播，融合公共政策、城市规划与建设、社区发展、企业及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

一些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项目的研究及参与，旨在帮助地区、机构和学习者获得可持续未来社会所需的知识、技

能、价值观和态度、行为和生活方式，促进各阶段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学院以跨学科研究、项目研修、探究式研习及合作学习为教学特色，形成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到专业职业

资格认证（如「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认证（CSDP）」）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终身学习体系。 

学院项目体系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 

专业资格证书及继续教育 

 －可持续发展规划师（SDP）高级研修及认证项目 

 －可持续发展项目规划短期交流培训 

 －可持续发展报告培训 

 －管理会计与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 

 

专项项目 

 －智慧健康学校 

 －可持续旅游 

 

研究及顾问服务项目 

 －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研究项目 

 －研究人员国际交流计划项目 

 －可持续发展规划 

 －可持续发展报告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行动计划（GAP）》 

「和平花园」国际文化交流研学营地 

- 新媒体研学营 

- 教育戏剧研学营 

- 中医文化与健康生活研学营 

- 世界文化遗产摄影艺术研学营 

－水下的世界海洋生态探索研学营 

－生物多样性航天育种研学营 

 

STEM 交流研学营地 

- 科学实践 STEM 大学体验研学营 

-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学营 

- DNA 基因科学研学营 
 

大学生创新企业可持续发展训练营（UCD 青创营） 
 

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及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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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singhua University, 

英文简称为 TUSDG，中文简称为“清华全球 SDG 研究院”）获批成立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依托清华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并联合相关院系开展教学研究工作，是校级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研究院致力于深入开展关于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s）整体框架、政策执行和各个具体目标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全面促进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及

国际同行在 SDGs 领域中的经验交流与互鉴；加强世界各国执行 SDGs 的经验交流和政策学习；努力成为 SDGs

研究领域中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影响力的专业研究机构。同时，研究院还将通过全新的课程体系和灵活

的培养过程，提供专业性研究生学位项目和各种短期培训项目，为国际社会培养和输送 SDGs 领域的综合性专

业人才。此外，研究院还将与中国有关政府机构开展密切合作，努力成为中国 SDGs 研究领域中 具影响力的

高端智库。 

研究方向： 

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SDGs 对于全球治理模式的挑战、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MDGs）深度后评估、科技创新在 SDGs 执行过程中的作用、 SDGs 本土化执行面临的挑战、中国的五年规划与

落实 SDGs 之间的协调、一带一路与 SDGs 的实施、社会组织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以及 SDGs

实施过程中的监测、评价和政策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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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计报》是由财政部委托中国财经报社主办的全国唯一一份财会专业报纸，并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

准，于 2008 年 7 月 18 日正式创刊。 《中国会计报》的前身是《中国财经报•财会世界》，十年来，《财会世

界》以其高质量的服务，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当前，财会行业发展迅猛，知识更新速度加快，迫切需要有

一张专业性的报纸，来为提高全国财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管理水平服务。“创办一张属于自己的报纸”是千万

会计人的强烈呼声，也是会计人梦寐以求的心愿，《中国会计报》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中国会计报》秉承十年的办报经验及专业传播理念。倾力打造一支精英团队，以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精神，

以紧贴市场、突出服务的理念，努力成为广大财会人员的良师益友。 

《中国会计报》致力于宣传我国财会各项方针政策，以提高全国财会人员素质，促进我国企业、行政事业单位

规范财会管理工作、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目标；立足于为全国 1200 多万财会人员及相关人员服务，成为业界

人士及时掌握财会政策方向、学习交流各种理财方法以及准确获得各类资格考试信息的重要平台。 

通过《中国会计报》，可获得：权威的资讯——由财政部直接指导，以财政部会计司、 税政司、会计资格评价

中心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部门为依托，准确发布财会法规、权威解读财会政策、客观报道行业动态；及

时的资讯——以报纸独特的快节奏优势，及时把握业界各类事件发展的脉搏，在第一时间为广大读者提供财会

信息；专业的资讯——以业内顶级实务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由商务部主管，2019 年 1 月正式创刊，是《WTO 经济导刊》在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

展领域的延续和升级。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坚持“全球视野，合作共赢”宗旨，立足“面向未来的思想和行动”，致力于成为国

内、国际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具有影响力的权威、专业媒体。《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将全面、准确地

呈现可持续发展在全球范围、中国本土以及企业实践层面的最新发展态势，搭建国内外可持续发展信息沟通和

经验交流平台，助力中国积极贡献全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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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规划（SDP）」高级证书  

「可持续发展规划（SDP）」高级证书课程符合香港资历架构第六级（研究生级别）的能力标准要求，是联

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协作项目（注册编号：26908）的核心内容，由香港可持续发展教

育学院学术委员会，汇集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全球可持续发

展规划师学会（WISDP）组织可持续发展领域具国际影响力的专家研发

（专家团队来自俄罗斯、美国、日本、欧洲和香港多个领域），旨在应

对《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帮助相关人员获得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知识体系、专业技能和职业资质，能够建立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绩效

与管理体系，从而推动组织或个人实现各阶段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项目课程设置  

 

过往资历认可计划  

学士学位 7 年以上或硕士及以上学位 3 年以上中高层管理工作经历者，可通过过往资历认可计划，经评估后可

豁免基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核心和职业方向课程，只需完成高级阶段「可持续发展规划专题报告」的答辩评审，

即可取得「可持续发展规划（SDP）」高级研修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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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 1 座办公楼 504-505 室 

电话：010-8553 4600    4000-462-262 

邮箱：imachina@imanet.org  

邮编：100101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电话：010-62747033 

邮编：100871 

 

 
 

 

 

香港可持续发展教育学院 

地址：香港九龙柯士甸道 7 号 UQ Place 一楼 

北京办事处：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74 号王府井教堂附属楼一层 

电话：（852） 3974 0751   传真：（852） 2312 1515 

北京办事处电话：（86 10） 8490 2201 

邮箱：info@hiesd.org    官网：www.hiesd.org   网校：www.hiesd.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