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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是２００１年８月经教育部批准由原江苏理工大学、镇
江医学院和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组建的以工科为特色的教学研

究型综合性大学。学校占地面积３０４５亩，现有教职工４５００余人，
其中特聘中国科学院院士２人，中国工程院院士５人，博士生导师
１３０余人，教授及其他正高职人员３００余人，副教授及其他副高职
人员８００余人。全日制在校学生３３０００余人，其中研究生５７００余
人、外国留学生１５０余人。设有２４个学院、６９个本科专业，覆盖
工学、理学、医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历史学等９
大学科门类。拥有５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５个博士学位授权一
级学科，３３个博士点，１００个硕士学位授权点，１个国家级重点学
科，４个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１３个省级重点学
科，８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拥有１６个工程硕士授权领域
和ＭＢＡ专业学位授予权。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实现新提升。２００６年，新增省级精品课程
８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实现零的突破。１８个专业获省品牌、特色专
业。２１部教材入选“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英语专业以优异成
绩通过教育部教学水平评估。获批４个中央与地方共建项目、３
个省级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科研实力和能力进一步增强。２００６年，科研经费总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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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亿元，其中纵向科研经费３２００万元。申请专利１７０余件、授
权专利４６件。出版专著６５部，发表论文２４２１篇，其中三大检索
５３３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１７项。启动了校人文社科繁荣计
划，首次实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和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

奖的突破。顺利通过二级保密资格单位现场认证和军工质量管理

体系现场审核。新增“江苏省生物柴油动力机械应用工程中心”。

学报医学版进入中文科技核心期刊，高教版更名为《高校教育管

理》，自然科学版荣获“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社科版进入全

国社科期刊１００强。教育部科技查新站申办成功。学校荣获中国
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

重点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取得新进展。２００６年，省重点学
科数从“十五”的６个增加到１３个，列全省高校第５位。各类研究
生招生突破２０００人，并首次录取港澳台研究生。“全国百篇优秀
博士论文”实现零的突破。

队伍建设取得新成效。２００６年，引进教授、博士５３人；１５７名
教师考取博士、硕士。新增教授、副教授学科评议权１７个。１人
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１０人获江苏省“六大
人才高峰”第三批资助，１人获“江苏省教学名师”称号；入选省
“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１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６人、优秀青
年骨干教师９人。学校荣获“江苏省师资队伍建设先进高校”。

学生素质有了新提高。２００６年，进一步贯彻中央１６号文件
精神，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２００６届毕业生就业率达９７．２％，学校
荣获“江苏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统筹各项助困措施，完善扶困

助学体系，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和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分别荣获“江

苏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先进单位和全国心理健康教育先进单位。成功主办省工科院校第

三届先进制造技术实习教学与创新制作比赛，获得参赛高校中唯一

的“双料冠军”。校女子足球队荣获全国大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冠

·４４·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军。

管理改革，开放办学有了新推进。２００６年，新组建了环境、法
学、财经等学院，调整了应用科技学院的办学体制，成立了科学研究

院和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切实加强学校经济工作，完成银团组建，

努力建设节约型校园。积极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与英国、加拿大、

美国的４所大学建立了新的校际合作关系。江苏大学校友会隆重
成立，产学研合作大力推进，京江学院教学质量、办学声誉进一步提

高，成人教育稳步发展，附属医院实行省教育厅与卫生厅共建的管

理体制。

新校区、平安校园建设取得新进展。２００６年，新校区８栋教
学楼和２栋研究生公寓楼交付使用。新校区主干网络基本建成，
完成绿化面积３０万平方米。积极创建“安全文明校园”，建成校
园视频监控系统。

党的建设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２００６年，
学校党委荣获“江苏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组织机构及负责人

校党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名单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前：
书　记：朱正伦
副书记：曹友清　陈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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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委：朱正伦　曹友清　陈国祥　杨继昌　宋京章　许化溪
袁寿其　袁银男　柴顺根　孙玉坤　李萍萍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后：
书　记：朱正伦
副书记：曹友清　陈国祥
常　委：朱正伦　曹友清　陈国祥　宋京章　许化溪　袁寿其

袁银男　柴顺根　孙玉坤　李萍萍　程晓农

校长、副校长名单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前：
校　长：杨继昌
副校长：曹友清（正厅级）　宋京章　许化溪　宋余庆　袁寿其

袁银男　孙玉坤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后：
校　长：袁寿其
副校长：曹友清（正厅级）　宋京章　许化溪　宋余庆　袁银男

孙玉坤　李萍萍　程晓农

校纪委书记、副书记名单

书　记：柴顺根
副书记：赵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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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苏大学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按姓氏笔划为序）

毛罕平　田立新　朱正伦　许化溪　许如民　孙玉坤
苏益南　李文清　李战军　李萍萍　杨继昌　宋京章
陈　龙　陈　钧　陈国祥　袁寿其　袁银男　柴顺根
徐道喜　高　鸣　梅　强　曹友清　程晓农　路正南
薛志平

中共江苏大学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有玉　陈留平　姚冠新　顾志伟　柴顺根　高　翔
郭礼华　董　英　喻　骏

校党务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１党委办公室
主　任：戈国元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副主任：夏益伟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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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国元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止）

２纪委办公室
主　任：汤静霞

３党委组织部
部　长：李战军
副部长：汪肖苹

党校

校　长：朱正伦
副校长：曹友清

李战军（常务）

４党委宣传部
部　长：高　鸣
副部长：倪时平

新闻中心

主　任：高　鸣（兼）

５党委统战部
部　长：毛国春
副部长：陈建玉

６党委老干部部
部　长：李战军
副部长：陆朝元

朱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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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部　长：刘荣桂

８党委学生工作部
部　长：姚冠新
副部长：苗芊萍

黄鼎友

王善民

杨福庚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止）

９党委保卫部
部　长：周阿亚
副部长：叶　伟

王国龙

１０党委人民武装部
部　长：周阿亚

１１附属医院党委
书　记：沙志平
副书记：丁建铭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李　坚
附属医院纪委

书　记：丁建铭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兼）
赵　明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止）

１２机关分党委
书　记：顾志伟

·９４·组织机构及负责人



１３离退休教职工党工委
书　记：陆朝元

１４机电总厂党总支
书　记：沈荣林
副书记：沈良钧

１５后勤服务集团党总支
书　记：卢殿臣
副书记：张济建

１６图书馆党总支
书　记：刘红光

１７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党总支
副书记：李　红

１８农业工程研究院党总支
书　记：毛罕平
副书记：吴沿友

１９医学部直属党支部
书　记：朱　冬

２０生命科学研究院直属党支部
书　记：陈克平 （２００６．０４．１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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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职工医院直属党支部
书　记：赵明利

２２附校直属党支部
书　记：朱怀琪

校行政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１校长办公室
主　任：李文清
副主任：章　平

尹志国

金丽馥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２研究室
主　任：李晓波

３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处　长（主　任）：罗新民（兼）
副处长（副主任）：陈卫平

４人事处
处　长：韩广才 （２００６．０４．１２起）

闵　
!

（２００６．０４．１２止）
副处长：蒋国伟

张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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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学军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人才交流中心

副主任：杨轶新 （２００６．０４．３０起）
蒋国伟（兼） （２００６．０４．３０止）

５监察处
处　长：赵立强
副处长：顾志伟

６审计处
处　长：赵建平
副处长：嵇康义

７财务处
处　长：许如民
副处长：姚木云

凌　斐
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周亚奇

８教务处
处　长：王贵成
副处长：朱多林

冯　军
刘贤兴

许晓世

招生办公室

主　任：许晓世
副主任：赵梅庆 （２００６．０４．３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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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科学技术与产业处
处　长：程晓农
副处长：余江南

陈锦清

丁建宁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止）
国防科技保密办公室（２００６．０５．０７由江苏大学保密办公室更名）

主　任：程晓农（兼） （２００６．０４．１２起）
副主任：刘海霞 （２００６．０５．３１起）

１０研究生处
处　长：李萍萍
副处长：解幸幸

马志强

１１学生工作处
处　长：姚冠新
副处长：苗芊萍

黄鼎友

王善民

杨福庚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止）

１２保卫处
处　长：周阿亚
副处长：叶　伟

王国龙

１３后勤管理处
处　长：郭礼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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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长：张德勇

陆云松

１４退休教职工管理处
处　长：朱武江
副处长：陆朝元

苏宏远

１５基本建设处
处　长：苏益南
副处长：朱华明

胡建华

总　工：杨小平

１６设备管理处
处　长：陈留平
副处长：朱思银

１７招投标办公室
主　任：高传玉
副主任：陈永清

１８医学部
主　任：许化溪（兼）
副主任：朱　冬

郑金旭（兼）

许文荣（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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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群团组织及负责人名单

１工会委员会
主　席：陈国祥
副主席：喻　骏

殷荷生

２共青团委员会
书　记：李洪波
副书记：张伟杰

蔡　明

学院（部）及负责人名单

１机械工程学院
党委书　记：刘凤英
　　副书记：莫纪平
院　长：张永康
副院长：任乃飞

莫纪平

院长助理：冯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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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党委书　记：葛如海
　　副书记：江浩斌
院　长：蔡忆昔
副院长：陈昆山

王国林

江浩斌

３工商管理学院（２００６．０３．０６原工商管理学院分设为工商管理学院和财经学院）

党委书　记：周绿林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陈丽珍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止）

　　副书记：朱立新
院　长：梅　强
副院长：李锦飞

朱立新

何有世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周绿林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止）

ＭＢＡ教育中心
主　任：梅　强（兼）
副主任：李锦飞（兼）

何　娣

４．财经学院（２００６．０３．０６设立）

党委书　记：周　俊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副书记：施　康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院　长：陈丽珍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副院长：赵喜仓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孔玉生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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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康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５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党委书　记：陈汇龙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杨敏官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止）
　　副书记：施爱平
院　长：杨敏官
副院长：施爱平

王　谦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陈汇龙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止）

院长助理：王军锋

６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党委书　记：花银群
　　副书记：刘　强
院　长：赵玉涛
副院长：刘　强

周志平

院长助理：雷玉成

７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党委书　记：刘国海
　　副书记：周志平
院　长：赵德安
副院长：周志平

全　力
李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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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２００６．０３．０６设立）

党总支书记：董　英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副书记：曲云进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院　长：（暂缺）
副院长：姜　松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曲云进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９环境学院（２００６．０３．０６设立）

党总支书记：吴春笃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副书记：黄勇强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院　长：吴春笃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副院长：刘　宏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黄勇强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１０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党委书　记：石宏伟
　　副书记：崔金贵
院　长：鞠时光
副院长：鲍可进

崔金贵

王　刚
詹永照

１１理学院
党委书　记：闵　

!

（２００６．０４．１２起）
韩广才 （２００６．０４．１２止）

　　副书记：张九如
院　长：田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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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王亚伟

骆　英
张九如

１２人文社会科学学院（２００６．０３．０６原人文学院分设为人文学院和法学院）

党委书　记：郑培钢
　　副书记：杨志春
院　长：（暂缺）
副院长：董德福 （主持工作）

张炳生

钱兆华

杨志春

１３法学院（２００６．０３．０６设立）

党总支书记：刘同君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院　长：（暂缺）
副院长：张先昌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高庆年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１４化学化工学院
党总支书　记：吴向阳
　　　副书记：朱利平
院　长：谢吉民
副院长：倪　良

朱利平

院长助理：朱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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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医学院
党委书　记：罗卓洲
　　副书记：赵　明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刘同君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止）
院　长：郑金旭
副院长：姜　平

肖德生

眭　建
赵　明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刘同君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止）

院长助理：陈新根

１６医学技术学院
党委书　记：薛志平
　　副书记：沈雪妹
院　长：许文荣
副院长：沈雪妹

周　红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止）
院长助理：邵启祥

１７药学院
党总支书　记：徐希明
　　　副书记：张禄华
院　长：徐希明
副院长：仰榴青

张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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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外国语学院
党委书　记：王赛扬
　　副书记：季　兵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院　长：罗新民
副院长：陈　红

张　瞞
季　兵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院长助理：王保田

１９艺术学院
党总支书　记：王　平
　　　副书记：谢志芳
院　长：（暂缺）
副院长：陈见东

张乾元

谢志芳

２０应用科学技术学院（保留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冶金学院）牌子）

党委书　记：杨福庚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丁建铭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止）

　　副书记：王恒根
院　长：高　翔
副院长：赵跃生

王崇宪

王恒根

蒋昭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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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教师教育学院
直属党支部书　记：陈　林
　　　　　副书记：钱秋源
院　长：陈　林
副院长：钱秋源

教育学研究所

所　长：王长乐

２２京江学院
党委书　记：陈　龙
　　副书记：吴麟麟

陈佳赋

院　长：陈　龙
副院长：符永宏

吴麟麟

２３继续教育学院
党总支书　记：刘晓远
　　　副书记：樊桂林
院　长：路正南
副院长：张立民

陈志刚

樊桂林

宗伯君

２４国际教育交流学院（２００６．０３．０６设立）

院　长：（暂缺）
副院长：赵银德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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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体育部
直属党支部书记：楼书芬

主　任：李明学
副主任：卫　军

王跃华

２６．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２００６．０３．０６分设为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和环境学院）

党委书　记：董　英 （２００６．０３．０６止）
　　副书记：周　俊 （２００６．０３．０６止）
院　长：吴春笃 （２００６．０３．０６止）
副院长：周　俊 （２００６．０３．０６止）

马海乐 （２００６．０３．０６止）
院长助理：刘　宏 （２００６．０３．０６止）

校直属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１高教研究所
所　长：李晓波（兼）

２图书馆
馆　长：卢章平
副馆长：刘红光（兼）

刘　骥
王维华

袁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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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档案馆
馆　长：鲁丹苹

４杂志社
社　长：吴明新
副社长：赵　峰

芮月英

５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主　任：许晓东

６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　任：施卫东
副主任：刘厚林

总　工：孔繁余

７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主　任：谢　钢
副主任：李晓波

８工业中心
主　任：许友谊
副主任：刘会霞

周建忠

９科学研究院（２００６０３０６成立，正处级建制）

院　长：孙玉坤（兼）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常务副院长（正处职）：丁建宁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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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毕勤胜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１０农业工程研究院（生物机电工程研究院，２００６０５１７成立，与农业工程研究院“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院　长：毛罕平
副院长：李耀明

１１生命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陈克平

王文兵

１２后勤服务集团
总经理：张济建

副总经理：曹泽民

潘志超

何新峰

１３机电总厂
厂　长：许友谊
副厂长：马伟民

王维新

１４附属医院
院　长：刘东明
副院长：　曹广龙

　张尤历
　张建新

院长助理：赵　明 （２００６０４０６起）

·５６·组织机构及负责人



１５附属学校
校　长：连　利
副校长：朱怀琪

卢金星

陶筱青

１６附属职工医院
院　长：兰魁田

校党政常设非编机构及人员名单
（按成立时间排序）

１江苏大学国家安全小组（２００２０３１２成立，２００５０６０３第二次调整）

组　长：朱正伦
副组长：宋京章

成　员：丁建铭　毛国春　王贵成　戈国元　刘荣桂
李文清　闵　

!

　沙志平　周阿亚　罗新民
姚冠新　高　鸣　程晓农

２江苏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３１１成立，２００５．０３．１８调整）

主任委员：金树德

副主任委员：陈国祥　李敦昌　王俊义　黄来生
张开明　彭玉莺　虞　健　丁　玲
陆一心　李国文

秘书长：陆朝元　李战军　高　鸣　喻　骏　苏益南
副秘书长：李金伴　孙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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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丁　玲　王凤林　王丽敏　王俊义　王祖梅
冯德生　皮庆媛　朱怀琪　朱慎行　汤国良
阳名沅　杨仪贞　苏益南　李战军　李敦昌
何道生　邱少贤　张开明　张仙美　张银秀
陆朝元　陈序东　陈国祥　陈秋莲　陈嘉真
金树德　洪清池　钱聿肇　郭礼华　高行方
高　鸣　黄来生　韩　冰　彭玉莺　喻　骏
程庆澜　谢书英　楼书芬　虞　健　陆一心
李国文　李金伴　孙正和

３江苏大学网站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０３１４成立）

组　长：杨继昌
副组长：许化溪

成　员：李战军　沙志平　高　鸣　李文清　许如民
高传玉　郑培钢

４江苏大学大学生文明修身工程指导小组（２００２０３１４成立，２００５．０６．０３调整）

组　长：陈国祥
成　员：刘荣桂　李战军　李洪波　金树德　姚冠新

高　鸣　谢　钢

５江苏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０３２８成立）

组　长：杨继昌
副组长：朱正伦　袁寿其
成　员：王贵成　毛罕平　朱正伦　许化溪　陈国祥

李文清　杨继昌　宋京章　宋余庆　赵杰文
袁寿其　袁银男　柴顺根　曹友清　程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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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江苏大学后勤社会化改革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０４０１成立，２００５．０６．０３调整）

组　长：朱正伦
副组长：杨继昌

成　员：宋京章　宋余庆　袁寿其　李战军　沙志平
李晓波　李文清　许如民　陈留平　赵立强
沈荣林　李宝林

７江苏大学依法治校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０４０２成立，２００５．０６．０３调整）

组　长：朱正伦
副组长：杨继昌

成　员：王贵成　戈国元　毛国春　孙玉坤　许化溪
许如民　李萍萍　李文清　李战军　李晓波
李洪波　宋京章　宋余庆　陈国祥　陈宪祖
闵　

!

　周阿亚　赵杰文　赵立强　赵建平
袁寿其　袁银男　柴顺根　姚冠新　高　鸣
曹友清　程晓农　喻　骏

８江苏大学“四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０４０２成立，２００５．０６．０３调整）

组　长：宋京章
成　员：王贵成　戈国元　刘荣桂　李文清　李战军

李晓波　李洪波　周阿亚　赵立强　姚冠新
高　鸣　喻　骏

９江苏大学处理突发性事件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０４１２成立）

组　长：朱正伦
副组长：杨继昌

成　员：曹友清　陈国祥　宋京章　赵杰文　许化溪
宋余庆　袁寿其　袁银男　柴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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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江苏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

主任委员：张　弼
副主任委员：查杰民（常务）　缪铨生　王贵成
委　员：王华冠　王丽敏　王贵成　王建生　刘爱真

刘延山　许宏瑜　朱翼隽　李光久　张　弼
张敏中　陈天滋　陈嘉真　杜蜀安　骆志高
袁国定　彭玉莺　窦敖川　缪铨生

１１江苏大学实践基地建设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

主任委员：袁银男

副主任委员：刘延山　王贵成　眭　建
委　员：王亚伟　王贵成　卢章平　刘延山　刘国海

张炳生　邓之光　朱　冬　陈汇龙　陈昆山
徐伟灵　周绿林　郑培钢　倪　良　袁银男
眭　建　姜　平　钱秋源　鲍可进

１２江苏大学课程建设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

主任委员：袁银男

副主任委员：王贵成　吴向阳
委　员：王长乐　王亚伟　王贵成　卢章平　朱翼隽

成善祯　仰榴青　吴向阳　李明学　张炳生
陈　红　陈汇龙　陈昆山　陈隆庆　陈健美
肖德生　郑金旭　周绿林　赵玉涛　赵德安
姜　松　姜　平　倪　良　袁银男　袁国定
徐伟灵　鲍可进

１３江苏大学专业建设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

主任委员：袁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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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员：陈天滋　王贵成　路正南
委　员：王长乐　王华冠　王亚伟　王贵成　卢章平

成善祯　仰榴青　李晓波　张炳生　陈天滋
陈汇龙　陈昆山　鲍可进　肖德生　郑金旭
周绿林　赵玉涛　赵德安　姜　松　姜　平
查杰民　倪　良　袁银男　徐伟灵　路正南

１４江苏大学教学质量监控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２００６．０６．０６调整）

主任委员：张　弼
副主任委员：查杰民　王华冠　李光久　朱多林
委　员：王华冠　王丽敏　王建生　刘爱真　张　弼

李光久　朱多林　陈天滋　查杰民　徐民京
笪远毅　彭玉莺　戴起勋

１５江苏大学教材建设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

主任委员：袁银男

副主任委员：王贵成　缪铨生　朱翼隽
委　员：王华冠　王贵成　仇锦波　朱翼隽　刘爱真

李光久　陈嘉真　宋顺林　罗惕乾　俞运鹏
顾兆坤　袁银男　黄饴森　蔡　兰　缪铨生

１６江苏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

主任委员：袁银男

副主任委员：窦敖川　王贵成
委　员：毛罕平　王贵成　沙志平　苏益南　连　莉

茅海燕　袁银男　贺建国　赵　峰　郭礼华
高　鸣　笪远毅　窦敖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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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江苏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２００５．１０．１４调整）

主　任：袁银男
副主任：王贵成　姚冠新　喻　骏　李明学
秘书长：李明学（兼）

副秘书长：殷荷生　王跃华
委　员：卫　军　戈国元　王贵成　王赛扬　王恒根

王跃华　卢殿臣　朱立新　朱利平　许如民
刘荣桂　刘同君　刘贤兴　刘　强　许晓世
江浩斌　李文清　李洪波　李明学　沙志平
闵　

!

　沈雪妹　吴麟麟　周阿亚　周志平
周　俊　张九如　张禄华　杨福庚　杨志春
陆朝元　姚冠新　赵立强　赵建平　施爱平
袁银男　高　鸣　郭礼华　殷荷生　莫纪平
钱秋源　章　平　崔金贵　喻　骏　谢志芳
樊桂林

１８江苏大学招生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

主任委员：袁银男

副主任委员：陈国祥

委　员：王有玉　王贵成　沙志平　许如民　李文清
陈国祥　辛俊康　郭礼华　赵立强　姚冠新
袁银男　路正南

１９江苏大学两课教学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

组　长：朱正伦
副组长：陈国祥　袁银男
成　员：王贵成　朱正伦　李文清　陈国祥　苏益南

高　鸣　郭礼华　袁银男　钱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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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江苏大学计算机网络安全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

组　长：杨继昌
副组长：宋京章　许化溪
成　员：王贵成　毛罕平　沙志平　许如民　李文清

李战军　宋顺林　周阿亚　罗新民　郑培钢
高传玉　高　鸣　鞠时光

２１江苏大学校园综合治理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２００５．１０．２４调整）

组　长：宋京章
副组长：柴顺根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朱武江　许晓东　苏益南　李文清
张济建　周阿亚　赵立强　姚冠新　郭礼华
高　鸣　喻　骏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保卫处。

２２江苏大学保密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２００５．１２．３１调整）

主任委员：朱正伦

副主任委员：宋京章　孙玉坤
委　员：王贵成　戈国元　石宏伟　朱正伦　孙玉坤

刘凤英　刘国海　刘荣桂　许如民　许友谊
许晓东　宋京章　李战军　李文清　闵　

!

陈留平　杨敏官　花银群　李　红　周阿亚
罗新民　赵立强　高　鸣　鲁丹苹　葛如海
程晓农

２３江苏大学人民调解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

主任委员：宋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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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丁建铭　丁琴妹　王　平　尹美英　朱武江
朱怀琪　刘红光　刘凤英　刘晓远　李文清
陈　龙　陈　林　陈丽珍　杨敏官　吴明新
陆朝元　沈荣林　周阿亚　罗卓洲　罗新民
姜学林　喻　骏　徐希明　顾志伟　高　翔
笪远毅　景顺荣　葛如海　蒋晓东　董　英
韩广才

２４江苏大学消防安全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

组　长：宋京章
成　员：刘荣桂　李宝林　沙志平　周阿亚　姚冠新

赵立强　高　鸣　郭礼华

２５江苏大学安全生产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

组　长：宋京章
成　员：邓之光　许友谊　朱　冬　沙志平　李宝林

周阿亚　赵立强

２６江苏大学计划生育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４１８成立）

主任委员：宋京章

副主任委员：喻　骏　周杏林
委　员：沈荣林　李文清　吴明新　苗志明　高　鸣

２７江苏大学党校（校务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４１９成立，２００５０６２９调整）

校　长：朱正伦
副校长：曹友清　李战军（常务）

校务委员：朱正伦　曹友清　陈国祥　宋京章　柴顺根
李战军　汪肖苹　戈国元　赵立强　高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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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国春　姚冠新　刘荣桂　李洪波

２８江苏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２００３０９２５调整）

　一、自然科学版
顾　　　问：杨胜利　卢耀如
主 任 委 员：杨继昌

副主任委员：袁寿其　李汉中　吴守一　朱银昌
委　　　员：王贵成　田立新　毛罕平　卢耀如 孙玉坤

朱　荻 朱银昌 何　仁 李汉中 张禾丰

吴守一 吴春笃 宋顺林 杨胜利 杨继昌

杨敏官 罗新民 施卫东 赵杰文 骆　英
姜　哲 袁寿其 曹树良 谢吉民 蒋建清

程晓农 詹永照 蔡忆昔 潘志庚 薛友宏

戴　华

主　编：杨继昌
副主编：袁寿其　李汉中　吴守一　朱银昌

　二、社会科学版
主 任 委 员：朱正伦

副主任委员：陈国祥　芮月英
委　　　员：王　平　王华冠　孔玉生　王逢振 朱正伦

庄寿康 刘士林 刘建一 刘　钰 刘爱真

芮月英 张少康 沙志平 李良玉 李战军

李德顺 陈　林 陈国祥 陈绶祥 陆德明

周仲器 周志初 杨海坤 杨海濒 赵永源

姚君伟 胡良荣 钱兆华 梅　强 董德福

薛志平

主　编：朱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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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芮月英　董德福　周仲器

　三、医学版
顾　　　问：阮长庚
主 任 委 员：许化溪

副主任委员：曹友清　黄诒森　赵　峰
委　　　员：尹瑞林 石一复 仲人前 阮长庚

刘文英 许文荣 许化溪 陈二南

陈永昌 张尤力 张兆松 张顺兴

汪玉芳 余江南 李君荣 李照金

沈铁成 范乐明 郑金旭 赵夕武

赵士芬 赵士泰 赵　峰 姜　平
徐希明 曹友清 黄诒森

主　编：许化溪
副主编：曹友清　黄诒森　赵　峰

　四、高教研究版
主 任 委 员：赵杰文

副主任委员：袁银南　笪远毅　李晓波
委　　　员：王长乐　王亚伟　王　煌 卢章平　孙湘兰

李文清 李明学 李晓波 陈　东 陈　龙
陈敬朴 吴向阳 吴康宁 周　川 周龙影

周绿林 赵玉涛 赵杰文 赵德安 姜　松
姚冠新 郭礼华 徐志敏 袁银男 袁靖宇

笪远毅 龚　放 程明熙 鲍可进　潘懋元

瞿保奎

主　编：赵杰文
副主编：袁银男　笪远毅　王长乐
注：表示常务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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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京江学院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０５０９成立，２００６１１１５第二次调整）

组　长：杨继昌
副组长：朱正伦　曹友清　袁银南
成　员：王贵成　朱正伦　许如民　许晓世　陈　龙

李文清　杨继昌　姚冠新　袁银南　曹友清
韩广才

３０江苏大学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０５１３成立，２００５．０６．０３调整）

组　长：朱正伦
副组长：曹友清

成　员：戈国元　卢殿臣　朱武江　许如民　李文清
李战军　闵　

!

　陆朝元　郭礼华　喻　骏

３１江苏大学特聘教授评审委员会（２００２６６成立）

主　任：杨继昌
副主任：朱正伦　袁寿其
委　员：王贵成　毛罕平　朱正伦　许化溪　杨继昌

陈　钧　李文清　赵杰文　姜　哲　袁寿其
袁银男　程晓农　蔡　兰

３２江苏大学社会主义学院（２００２０６１７成立，２００５．０６．０３调整）

院　长：朱正伦
副院长：曹友清　毛国春
院务委员：朱正伦　曹友清　陈国祥　柴顺根　李战军

高　鸣　薛志平　郭礼华　苏益南

３３江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６１８成立，２００５．０６．０２第二次调整）

主　席：杨继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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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朱正伦　袁寿其　李萍萍
委　员：王贵成　毛罕平　田立新　朱正伦　许化溪

许文荣　孙玉坤　杨继昌　杨敏官　李萍萍
吴春笃　张永康　陈　龙　陈　林　罗新民
郑金旭　赵杰文　赵德安　施卫东　姜　哲
袁寿其　袁银南　徐希明　高　翔　梅　强
董德福　程晓农　谢吉民　路正南　蔡　兰
蔡忆昔　鞠时光　戴起勋

３４江苏大学图书馆工作委员会（２００２７３成立，２００５．０７．０９调整）

主任委员：宋余庆

副主任委员：卢章平　刘红光
委　员：丁建宁　王贵成　田立新　任乃飞　许如民

许文荣　李锦飞　李晓波　李　赞　陈汇龙
陈见东　陈　龙　陈鹰峰　罗新民　杨福庚
张继国　赵玉涛　赵德安　姜　平　徐希明
徐　岙　董　英　董德福　谢吉民　解幸幸
蔡忆昔　鞠时光

秘书长：刘　骥

３５江苏大学师资队伍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０８１８成立）

组　长：杨继昌
成　员：朱正伦　杨继昌　袁寿其　王贵成　毛罕平

李文清　程晓农

３６江苏大学校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１０１５成立，２００５０４２５调整）

组　长：杨继昌
副组长：曹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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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王贵成　戈国元　许如民　杨继昌　苏益南
李文清　李战军　李萍萍　闵　

!

　陈留平
赵建平　姚冠新　郭礼华　高　鸣　高传玉
曹友清　程晓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校长办公室。

３７江苏大学后勤服务集团董事会（２００３０７１４调整）

董事长：曹友清

董　事：许如民　李文清　沈荣林　赵立强　柴顺根
曹友清　曹泽民

３８江苏大学后勤服务集团监事会（２００３０７１４调整）

主　席：王有玉
监　事：王有玉　陈留平　周润生　郭礼华　姜　哲

３９江苏大学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２００２１０２４成立，２００５０６０３调整）

主　任：朱正伦
副主任：杨继昌

委　员：丁建铭　王贵成　戈国元　毛国春　卢殿臣
刘红光　刘荣桂　许化溪　许如民　许晓东
孙玉坤　李萍萍　李战军　李晓波　李文清
李洪波　闵　

!

　宋京章　宋余庆　沙志平
陆朝元　陈国祥　陈宪祖　陈留平　周阿亚
赵杰文　赵立强　郭礼华　袁银男　袁寿其
柴顺根　姚冠新　高　鸣　曹友清　程晓农
喻　骏　谢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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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江苏大学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２００２１２０２成立）

会　长：朱正伦
副会长：杨继昌　曹友清　陈国祥　柴顺根
秘书长：高　鸣
副秘书长：汪肖苹　董德福　倪时平
理　事：丁建铭　丁琴妹　王　平　王有玉　尹美英

朱正伦　朱怀琪　朱武江　刘　军　刘凤英
刘红光　刘晓远　许如民　杨继昌　杨敏官
苏益南　李　红　李文清　李战军　李晓波
李明学　吴明新　邹介农　汪肖苹　沙志平
沈荣林　张永康　张济建　张炳生　陆朝元
陈　龙　陈　林　陈丽珍　陈国祥　陈秋莲
陈留平　罗卓洲　罗新民　周阿亚　郑培钢
赵　峰　赵立强　姜学林　姚冠新　顾志伟
柴顺根　倪时平　徐希明　郭礼华　高　鸣
高　翔　曹友清　笪远毅　韩广才　葛如海
董　英　董德福　蒋晓东　喻　骏　景顺荣
程晓农　谢　钢　楼书芬　路正南　薛志平

４１江苏大学数字化校园建设领导小组（２００２１２２７成立，２００４０２１０调整）

组　长：宋京章
副组长：宋余庆

成　员：王贵成　毛罕平　李文清　许如民　许晓东
刘荣桂　沙志平　宋顺林　郑培钢　赵立强
高传玉　郭礼华　程晓农　鞠时光

４２江苏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３０５３０成立）

组　长：陈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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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袁银男　许化溪　郭礼华
成　员：薛志平　沙志平　王贵成　姚冠新　苏益南

路正南　曹广龙　金树德　花银群　葛如海
施爱平　崔金贵　周志平　刘　强　周　俊
李洪波　石宏伟　王赛扬　张九如　杨秀繁
丁琴妹　刘同君　王大健　陈秀兰　吴麟麟
王恒根　樊桂林　钱秋源

４３江苏大学贵重仪器设备年度效益考核领导小组（２００３１２０９成立）

组　长：许化溪
副组长：高传玉　王有玉
成　员：许化溪　高传玉　王有玉　周志平　眭　建

丁建宁　赵建平　朱思银　杨木森

４４江苏大学振兴行动办公室（２００４０３０９成立）

主　任：袁寿其
副主任：沙志平　毛罕平　姚冠新

４５江苏大学ＭＢＡ教育指导委员会（２００４０３２９成立）

主　任：袁寿其
副主任：梅　强　解幸幸
成　员：陈丽珍　李锦飞　何有世　孔玉生

４６江苏大学基本建设指挥部（２００４０４０２成立）

总指挥：孙玉坤

常务副总指挥：陈宪祖

副总指挥：刘荣桂　邹介农
成　员：孙玉坤　陈宪祖　刘荣桂　邹介农　王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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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如民　赵立强　陈留平　周阿亚　郑培钢
章　平　朱华明　杨小平　曹广龙

４７江苏大学学术委员会（２００４０４２０成立）

主任委员：杨继昌

副主任委员：朱正伦　孙玉坤　程晓农
委　员：王贵成　毛罕平　田立新　孙玉坤　许化溪

许文荣　朱正伦　李萍萍　吴春笃　陈　钧
陈　林　杨继昌　杨敏官　周孔亢　罗新民
郑金旭　赵杰文　赵德安　姜　哲　施卫东
袁寿其　袁银南　徐希明　梅　强　笪远毅
程晓农　谢吉民　蔡　兰　蔡忆昔　戴起勋
鞠时光

４８江苏大学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２００４０５２４成立）

主　任：袁寿其
委　员：王有玉　尹志国　李文清　邵学军　周新云

袁寿其　喻　骏

４９江苏大学学科建设领导小组（２００４０６０８成立）

组　长：杨继昌
副组长：朱正伦　袁寿其
成　员：毛罕平　田立新　孙玉坤　朱正伦　许化溪

许如民　李文清　杨继昌　赵杰文　高传玉
袁寿其　袁银男　梅　强　程晓农　蔡　兰

５０江苏大学节水节电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４０６１７成立）

组　长：曹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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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柴顺根　赵立强　张济建
成　员：王贵成　许如民　张济建　何新峰　周阿亚

赵立强　柴顺根　郭礼华　曹友清

５１江苏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４０６１８成立）

组　长：袁银男
副组长：王贵成　罗新民　朱多林
委　员：王有玉　郭礼华　周阿亚　路正南　吴向阳

眭　建　陈　红

５２江苏大学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４０９２３成立，２００５０６０３调整）

组　长：曹友清
副组长：宋京章

委　员：王贵成　毛国春　戈国元　李文清　李战军
李洪波　宋京章　闵　

!

　张炳生　陆朝元
周阿亚　罗新民　姚冠新　高　鸣　曹友清
程晓农　喻　骏

５３校、院学风督导领导小组（２００４０９２１成立）

组　长：陈国祥　袁银南
副组长：郭礼华　王贵成　苏益南
委　员：吴向阳　杨福庚　苗芊萍　倪时平　黄鼎友

谢　钢　沈雪妹　杨志春　朱立新

５４江苏大学留学生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５０３２８成立）

组　长：袁寿其
副组长：罗新民　李文清
成　员：王贵成　李文清　李萍萍　张济建　罗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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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阿亚　姚冠新　袁寿其　郭礼华　高　鸣

５５江苏大学校务公开工作监督小组（２００５０４２８成立）

组　长：陈国祥
副组长：柴顺根

成　员：赵立强　姜　哲　顾志伟　喻　骏

５６江苏大学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５０５２３成立）

组　长：曹友清
副组长：柴顺根　孙玉坤
成　员：王贵成　许如民　孙玉坤　苏益南　陈留平

赵立强　赵建平　柴顺根　郭礼华　高传玉
曹友清

５７江苏大学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５０６０３成立）

组　长：朱正伦　杨继昌
副组长：陈国祥　宋京章
成　员：王贵成　戈国元　卢殿臣　刘荣桂　李文清

李战军　李洪波　周阿亚　赵立强　高　鸣
郭礼华　姚冠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党委办公室。

５８江苏大学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２００５０８０１成立）

组　长：朱正伦
副组长：杨继昌　曹友清　陈国祥　宋京章　柴顺根
成　员：戈国元　毛国春　刘荣桂　李文清　李战军

李洪波　闵　
!

　陆朝元　赵立强　姚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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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鸣　喻　骏

５９江苏大学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５０９０５成立）

组　长：朱正伦
副组长：曹友清　柴顺根
成　员：戈国元　毛国春　刘荣桂　李战军　周阿亚

姚冠新　赵立强　高　鸣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党委办公室。

６０江苏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２００５１０２８成立）

主　任：陈国祥
副主任：袁银男

委　员：王邦兆　王贵成　刘荣桂　许晓世　李洪波
周阿亚　陈国祥　赵立强　赵春丽（学生代表）
姚冠新　凌智勇　袁银男　谢　钢
谭　论（学生代表）

６１江苏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领导小组（２００５１１０８成立）

组　长：袁银男
副组长：罗新民　王贵成　陈　红
成　员：刘贤兴　姚冠新　许如民　陈留平　许晓东

林　健

６２江苏大学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６０６１９成立）

主　任：陈国祥
副主任：宋京章　喻　骏　张　虹
委　员：卫　军　王卉放　王启唐　兰魁田　卢殿臣

刘　军　刘芳平　江蕴梅　江耀生　许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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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红　朱　琴　余良杰　宋京章　张　虹
张红印　李　红　李淑玉　沈良钧　苏宏远
汤静霞　陈　淼　陈国祥　周新云　周　鸣
林　庆　姚木云　凌智勇　殷　俊　殷学东
储金宇　喻　骏　嵇学林　彭绍进

校工会委员会委员名单

校第一届工会委员会（２００２０５１５成立）

主　席：陈国祥
副主席：喻　骏　殷荷生
委　员：丁建宁　卫　军　王大建　王晓坤　卞新国

田立新　朱文喜　刘　军　刘忠德　齐　红
江耀生　许抗美　杨秀繁　李萍萍　陈国祥
陈　淼　陈锦清　林　庆　周润生　周新云
赵勇智　姜　哲　贾明权　殷荷生　凌智勇
喻　骏　程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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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工在国家、省、市、区

人大、政协任职情况

人大代表

　全　国人大代表：姜　哲
　江苏省人大常委：杨继昌
　镇江市人大代表：朱正伦　余江南　吴建农
　京口区人大代表：李萍萍　陈丽珍　陈佳赋　李君荣
　润州区人大代表：汪云香

政协委员

　全　国政协委员：宋余庆
　江苏省政协常委：赵杰文
　江苏省政协委员：王贵成　郑金旭　卢章平
　镇江市政协副主席：赵杰文　宋余庆　卢章平
　镇江市政协常委：郑金旭　李伯全　胡　兴
　镇江市政协委员：宋余庆　羊　涵　张琪安　李伯全　赵杰文

孙　平　薛　玉　卢章平　司乃潮　冯志刚
李君荣　仰榴青　何　仁　毛国春　朱伟兴
郑金旭　施卫东　钱兆华　蔡国良　刘忠德
叶惠民　陈卫平　盛　平　邱白晶　罗启富
顾可梁　胡　兴　赵建中　徐道喜　郭小平
陈吉祥　史云波　李耀明

　京口区政协常委：余良杰
　京口区政协委员：余良杰　肖寿华　芮月英　王保田　薛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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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州区政协常委：乔庆晨
　润州区政协委员：乔庆晨　包振山　孙宝根

我校教工在民主党派

中央、省、市级组织任职情况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民革中央委员：宋余庆
　民革江苏省委常委：宋余庆
　民革镇江市主委：宋余庆
　民革镇江市委委员：阎永胜　 （２００６．１２．２１起）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民盟中央委员：杨继昌
　民盟江苏省委常委：赵杰文
　民盟镇江市主委：赵杰文
　民盟镇江市委常委：陈昆山
　民盟镇江市委委员：羊　涵　张琪安
　民盟镇江市委顾问：高良润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

　农工党中央委员：郑金旭
　农工党江苏省委委员：郑金旭
　农工党镇江市副主委：郑金旭
　农工党镇江市委委员：王海宁　 （２００６．１２．２７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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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敬平　 （２００６．１２．２７止）
孙　平
薛　玉 （２００６．１２．２８起）

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

　致公党江苏省委常委：卢章平
　致公党镇江市主　委：卢章平
　致公党镇江市委委员：陈卫平

九三学社

　九三学社镇江市副主委：王贵成
　九三学社镇江市委委员：乔庆晨　邵红红　施卫东

我校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及成员数

民盟江苏大学委员会

　主　委：李伯全
　副主委：陈昆山　陈祖爵　李君荣　卞新国
　委　员：朱　娜　钱兆华　张琪安　袁建平　何　仁　陈吉祥

委员会下设６个支部，共有成员１４４人。

九三学社江苏大学委员会

　主　委：王贵成
　副主委：施卫东　司乃潮　周道生
　委　员：朱伟兴　乔庆晨　刘忠德　周志初　姚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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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下设５个支社，共有成员１０４人

农工党江苏大学委员会

　主　委：孙　平
　副主委：王海宁（常务）　余良杰　薛　玉
　委　员：温敬平　吴建农　许燕平

委员会下设３个支部，共有成员６６人

致公党江苏大学支部委员会

　主　委：陈卫平
　委　员：高东冬　王钟羡

支部共有成员１９人

民革江苏大学支部委员会

　主　委：周宏图
　委　员：陈健美　郭小平

支部共有成员１８人

民进（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苏大学支部委员会

　主　委：李耀明
　副主委：邱白晶
　委　员：董　洁

支部共有成员１０人

民建（中国民主建国会）

共有成员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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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工在市、校侨联、台谊会任职情况

镇江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副主席：叶惠民

江苏大学归国华侨、侨眷联合会

主　席：叶惠民
副主席：刘顺禧

秘书长：邵学军

委　员：张崇高　许　燕　焦清华　潘伟建

江苏大学台胞眷属联谊会

会　长：郑　铭
副会长：谢　佳

（统战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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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友会领导成员名单

名誉会长：（４人）

李盛霖 （交通部部长）

江泽林 （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

姜澄宇 （西北工业大学校长）

李守武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会长：

杨继昌 （江苏大学校长）

副会长：（按姓氏笔划为序，共３１人）

马荣生 （南通飞马国际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汉友 （淮安金象减速机公司董事长）

刘中民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院长）

刘安宁 （徐州市投资总公司副总经理）

吕光国 （原扬州市经贸委主任）

朱卫国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

朱正伦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

朱剑明 （中国一汽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所长）

朱凌云 （宿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江里程 （镇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许维铭 （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吴俊卿 （江苏悦达拖拉机制造公司总工、副总经理）

宋秀芳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副主任）

江雪麟 （苏州市政协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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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祥 （江苏大学党委副书记）

陈春生 （福建东南汽车集团服务部）

林声明 （北美校友会会长）

赵发荣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赵剡水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　华 （国务院国资委机关服务管理局副局长）

秦全权 （海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袁银男 （江苏大学副校长）

郭秦鸿 （杭州市药检局局长、党委书记）

高武生 （广东高尚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崔国兴 （宜兴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曹友清 （江苏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曹苏民 （泰兴市委书记）

曹慧芳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喜冠南 （日本校友会会长）

蒋新光 （常州市政府副市长）

蔡　超 （新加坡校友会会长）

秘书长

袁银男（兼） （江苏大学副校长）

副秘书长（４人）

戈国元 （江苏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

李文清 （江苏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辛俊康 （江苏大学校友会办公室主任）

金丽馥 （江苏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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