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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管理

综　　述

２００６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一年来，全校师生员工在校
党委、行政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学校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教学质量优先、拔

尖人才优先、强势学科优先、自主创新优先的方针，紧扣“提升内

涵，强化特色”这一主题，紧紧围绕年初党政工作要点确定的主要

任务，凝心聚力，奋发有为，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新成绩，实

现了“十一五”的良好开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制定“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充分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的基础上，经过全校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反复研讨，并经教职工

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形成了既有前瞻性、又具可操作性的学校“十

一五”事业发展规划。各学院、各单位围绕学校“十一五”发展主

题，根据自身特点，制订了与学校“十一五”规划相衔接的事业发

展规划，为确保学校“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本科教学工作水平实现新提升。

进一步提升和丰富本科教学工作优秀学校的内涵，全面修订

了２００６级本科人才培养计划和本科教学编制核算办法，初步构建
了学院教学工作评价体系，实施了“教师脱稿授课制”、“多媒体课

件准入制”和“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审核制”，进一步完善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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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教学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２００６年新增
省级精品课程８门，特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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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规划教
材。英语专业以优异成绩通过教育部教学水平评估，学校成为全

国３１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之一。获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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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别获得１０００万
元和６００万元的建设经费。设立了新专业实验室建设经费５００万
元，进一步加强了新专业实验室建设。

（三）科研实力和能力进一步增强。

去年独立和联合承担“８６３”等国家级项目达到历史新高。全
年科研经费总量达到１．２５亿元，其中纵向科研经费３２００万元。
申请专利１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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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４篇。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１７项。
启动了校人文社科繁荣计划，制定了《人文社科基金管理办法》，

下拨专项经费２００万元，省部级以上人文社科项目比上一年增长
近一倍，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实现突破，并首次获得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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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学校新增“江苏省生物柴
油动力机械应用工程中心”，流体中心成为全省唯一一个连续三

次被评为优秀的工程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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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版跻身全国社科期刊１００强。江苏大学出版
社已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成为省内拥有出版社的７所高校
之一。学校成功申报教育部科技查新站（目前全国现有５３家，其
中江苏现有８家）。学校还成功承办了中法超强超短激光国际学
术研讨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中国免疫

学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等重要学术会议。学校荣获中国技术市

场协会“金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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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取得新进展。

在“十一五”省重点学科遴选中，我校取得了优异成绩，省重

点学科点数从“十五”期间的６个增加到１３个，列全省高校第５
位，重点学科的领域由单一的工学领域拓展到管理学和医学领域，

特别是临床检验诊断学并校５年实现了硕士点、博士点和重点学
科的三级跳，跻身为全省２００个省重点学科之一。研究生招生实
现新的跨越，各类研究生的招生人数突破２０００人，其中全日制硕
士生１３６５人、博士生１３３人，并首次录取港澳台研究生。以培养创
新型及工程实用型研究生为目标，认真开展新增学位点培养方案的

制定和老学位点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

改善研究生培养条件，建立了９７个产学研联合研究生培养基地，１
门研究生课程被评为江苏省优秀课程，１１个项目获批省高校研究生
科技创新计划，特别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实现了零的突破，

值得自豪的是周明博士是我校培养的本科、硕士和博士。

（五）队伍建设取得新成效。

紧紧围绕学科、专业、课程，大力推进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

工程，根据新形势，修订了《教师在职进修办法》和《高层次人才引

进办法》。全年共引进专任教师１１２人，其中特聘教授１人、教授６
人、博士４６人；１５７名教师考取博士、硕士。新增教授学科评议权５
个，副教授学科评议权１２个。全年晋升教授２４人，副教授３９人。１
人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１人入选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１０人获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第三批资
助，１人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１人获“江苏省
教学名师”称号；评选出江苏大学优秀教师７９人，优秀教育工作者
８４人。学校荣获“江苏省师资队伍建设先进高校”称号。

（六）管理改革、开放办学有了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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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科发展、梯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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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科学研究搭建了新的平台。切实加强了学校的经济工作，强化

资产管理，整合办学资源，推进公有住房租用管理改革，建设节约型

校园。积极筹措资金，化解债务风险，完成银团组建工作，为学校未

来几年的建设和发展赢得了稳定的资金保障。进一步完善了招投

标工作机制，强化审计监督，规范合同管理。全年采购设备６９５０万
元、图书文献９３６万元，完成３０００万元２３０项维修改造项目。深入
开展了“后勤服务年”活动，后勤服务水平和经济效益实现双提升。

大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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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招生和教育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在成

立省内１３个地级市校友会和省外７个、海外３个校友会的基础上，
隆重成立了江苏大学校友会，构建起校友与母校之间、校友与校友

之间联络沟通的桥梁。大力推进了产学研合作，在中国铝业、中国

一拖等省内外大型企业建立了工程技术中心，与河南洛阳、浙江温

岭等１０多个地方政府和科技主管部门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京江
学院充分发挥“国有”优势和“民办”的灵活机制，教学质量、办学声

誉和效益进一步提升。成人教育稳步发展，２００６年招收学历教育学
生近万人。附属医院实行省教育厅与卫生厅共建的管理体制，成为

省卫生厅直属的医疗单位，为今后的事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七）学生素质有了新提高。

认真贯彻中央１６号文件精神和省委有关文件精神，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受到省委省政府专项督察组

的充分肯定。深入开展了优良班风、学习型学生公寓社区创建活

动，强化学风建设，四、六级英语通过率、学位授予率均明显提高。

加强就业指导，拓展就业基地，２００６届毕业生就业率达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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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荣获“江苏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先进集体”。学校

高度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和心理健康教育，被评为全国大学生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全国心理健康教育先进单位。成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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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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成为参赛高校中唯一的“双料冠军”；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省第八届数学竞赛以及其他各级各类竞赛中，我校参赛学生均

取得优异成绩。竞技体育再创佳绩，校女子足球队荣获全国大学

生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

（八）新校区、平安校园建设取得新成绩。

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加快推进新校区建设。京江学院、医学

院、医学技术学院、药学院、电气学院、计算机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研究生大楼等８栋教学楼和２栋研究生公寓楼交付使用，艺术学
院教学楼即将竣工，３号、４号研究生公寓主体封顶，新校区主干网
络基本建成。生态化校园建设进一步推进，共完成绿化面积３０万
平方米。学校高度重视“安全文明校园”的创建工作，建立并完善

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建成校园视频监控系

统。学校高度关注师生生活，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建立“教

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提高教职工抗御大病风险的能力。在

确保事业发展的同时，用足政策，使教职工收入有所增加。

（九）党的建设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

巩固和加强先进性教育和党建考核成果，坚持把思想政治理

论建设摆在首位，突出抓好《党章》、《江泽民文选》、社会主义荣辱

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理论和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

不断提高广大教职工的政治素养。建立和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完

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推进

党务、校务公开，积极开展二级教代会试点工作。主动关心和支持

民主党派工作，鼓励他们积极为学校发展建言献计。认真开展学

院党建工作考核试点和党支部目标评估工作专项检查，进一步固

本强基，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进一

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所有部门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都与

学校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任期考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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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深入开展

争创满意机关活动。学校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组织开展了以

“科学、民主、协作、创新”为主题的“江大精神”大讨论、首届十佳

青年教职工评选以及以“倡导学术精神，弘扬职业道德”为主题的

系列教育活动。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加强对外宣传，报导的数量和

质量稳步提高，进一步扩大了学校的影响。

除上述工作外，各学院、各科研机构、工业中心、机电总厂、档

案馆、老干部部、关工委、附属学校、职工医院等单位的工作都取得

了新的成绩，为确保“十一五”事业的持续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工作要点

２００６年学校党政工作要点

２００６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良好
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谋划好、实施好２００６年的各项工作，事关
“十一五”发展的全局，对学校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

性的意义。２００６年学校党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学校事业发展全

局，以提升内涵、强化特色为主题，科学制定学校“十一五”事业发展

规划，坚持教学质量优先、强势学科优先、自主创新优先、拔尖人才

优先的方针，加强基础建设、推进开放办学、深化内部改革、强化目

标管理，加强党的建设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谐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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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巩固先进性教育和党建考核成果，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

因素，努力为“十一五”学校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起好步、开好局。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２００６年要突出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重点
工作：

　　一、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科学制定“十一五”规划

（一）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用科学发展观

武装头脑。

把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全年首要政治任务

抓紧抓好。在学习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正确认识形势，牢牢把握

好本世纪头２０年这一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全面正确地把握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实质，转变发展方式，

走提高质量、创建特色、提升内涵的发展之路。全面把握科学发展

观所体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的思想路线，既突出重点，又统筹兼顾；既勇于创新，又求真务实，

促进学校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通过学习，真正用科学发展观武

装头脑、统一认识、指导实践，切实把全校师生员工的智慧、热情和

力量凝聚到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上来，统一到推动学校事业发

展中去。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努力做认真学习的表率和理

论联系实际的模范，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用有所成，努力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促进学校发展的科学思路，转化为和谐发展的

政策体系，转化为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

（二）制定好《江苏大学“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

在学习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过程中，抓紧制定《江苏大学

“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调查研

究，广泛听取意见，尽快形成规划草案。一季度将召开校党委全委

会议和一届五次教职工代表大会，进一步集中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确定“十一五”期间学校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力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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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通过的学校“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具有战略思维，体现创新精

神，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成为全校师生员工为之奋斗的行动纲

领。各学院、各部门也要在认真总结“十五”成绩与经验的基础上，

根据学校事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实际，制定出各自的“十一五”

发展规划，进一步以新的目标、新的任务凝聚人心、引领发展。

（三）强化目标管理，确保“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落

到实处。

为确保“十一五”起好步、开好头，学校将进一步完善目标管

理办法，强化目标管理，分别在年初、年中和年末分阶段进行指导、

督查和考核。开学后，校领导将深入各学院、部门进行现场办公，

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解决问题，并和大家一起理清发展思路、明确

工作目标、确定工作重点、落实工作任务。在年中，由校领导牵头，

分赴各学院和基层单位检查工作序事进度和目标完成情况。在年

末，由校领导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实地考核。

　　二、提升内涵，创建特色，努力推进学校事业发展强基工程

（一）坚持以教学质量为生命线，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工作

水平。

２００６年本科教学工作的重点是：牢牢抓住提高教学质量这根
主线，进一步确立教学工作在学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不断提升和

丰富本科教学工作水平优秀学校的内涵，强化基础建设，规范教学

管理，深化教学改革，打造特色亮点，全面提高整体办学水平和人

才培养质量。

１．修定培养方案。主动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型
人才的要求，制定具有江苏大学特色的新一轮本科培养方案。在

新一轮培养方案制定过程中，要重点抓好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

全体教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更新教育思想，转变教育观念，一切

从学生出发，为了学生一切；第二，培养方案的核心在课程，课程的

·００１·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关键在教师。要努力增加前沿新课程的设置，深化课程内容改革，

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２．构建学院教学工作评价体系。参照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
水平评估的指标体系，紧密结合学院教学工作实际，积极构建可操

作性的学院教学工作水平评价标准。依据这个标准，每年对各学

院教学工作进行评估。通过开展学院教学工作评估，切实加强基

础，健全制度，严格管理，巩固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成果，努力形

成长效管理机制。切实加强系、教研室、实验室机构建设。进一步

推进教学管理制度建设与创新，以全面实施教师脱稿授课，多媒体

课件准入制，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审核为抓手，全面提高课堂

教学和实验教学质量。继续抓好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窗口”课

程建设，下大力气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进一步完善“五制并

举”的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加强学院督导队伍建设，切实把

教学工作全过程纳入有效监控之中。

３．培育打造亮点。精心规划、明确目标、落实措施，加大投入，
加快构建国家、省、校三级品牌特色专业建设体系。进一步加强优

秀课程、优秀课程群、优秀教材和实验室建设，积极培育国家级精品

课程和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力争在承担教育部统编教材上取得突破。

４．加强教育研究。坚持教育科研为教育行政决策服务、为教
育改革发展服务、为繁荣教育科学服务的方针，紧紧围绕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推进课程改革、改进教学方法，大力开展教育科学研究。

加大申报国家、省“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力度，不断提高教

育研究的层次和水平，并用教育科研成果指导教学改革实践。

“十一五”期间力争形成一批富有特色、影响深远的标志性成果。

（二）坚持以优化学科结构为着力点，进一步提升学科建设与

研究生教育水平。

２００６年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的工作重点是梳理方向、打造

·１０１·党 政 管 理



特色、优化结构、提升水平。国家级重点学科建设力争有新的突

破，省级重点学科争取达到１０－１１个，“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力争实现零的突破。

１．制定发展规划。在全面回顾、总结“十五”学科建设工作，
认真分析学科建设现状的基础上，科学制定“十一五”学科发展规

划。要全面梳理学科方向，找准薄弱环节，明确主攻目标，确定发

展重点，本着扬长避短、扶优限劣、发展优势、打造特色的原则，下

大力气调整学科结构和学科方向。

２．打造强势学科。加快构建国家、省、校三级重点学科建设
体系。对第一层面的强势学科，努力将其做特做强。流体机械及

工程学科要确保通过国家级重点学科的检查验收；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载运工具及运用工程等３个学科
要力争建设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对第二层面的优势学科，要加

强建设、巩固基础、建设梯队、充实内涵，不断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能力，确保１０—１１个学科成为“十一五”江苏省重点学科。
对第三层面的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要积极扶持，改善条件，夯实

基础，努力形成特色和优势，成为学科建设的新亮点。积极推进学

科带头人负责制，切实加强对学科带头人的管理与考核，充分发挥

学科带头人在学科建设中的组织领导作用。

３．提高培养质量。在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同时，高度重视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以培养创新型以及工程实用型研究生为目

标，积极构建符合研究生特点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切实做好

第１０批新增学位点和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博士点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定工作。进一步改善研究生培养条件。力争建立１００个产学研
研究生培养基地，重视在产学研结合中培养创新型人才。切实加

强研究生课程建设，加大精品教材建设资助力度，努力实现我校

“教育部研究生教材”零的突破。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师和研究

生的能力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完善自律、监督机制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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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体系。高度重视提高研究生论文质量，力争我校“全国百篇

优秀博士论文”榜上有名。筹备召开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研

究制定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政策与措施。

（三）坚持以科技创新为主题，努力实现自主创新能力和服务

经济社会能力的新提升。

２００６年学校科技工作总的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
会精神，响应国家“科技创新年”的号召，不断增强自主创新、集成

创新、引进消化再创新能力，突出创新主题，融入创新主体，构建创

新体系，进一步提高科技贡献水平。全年科研经费总量要达到１．
５亿元，其中纵向经费突破３０００万元。出版专著、发表论文、科研
项目获奖以及专利申请与授权等数量与层次要在２００５年的基础
上实现新的攀升。

１．确定创新目标。紧紧围绕《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确定的８大任务和１６个重大科技专项，认真分析我校科
研工作的现状，对已取得的科研成果、队伍现实状况、已有的基础

条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确定科

技创新的重点领域、主攻方向和主要目标。

２．融入创新主体。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促发展”，以服
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科技工作的重点，主动融入以企业为主体

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学校与企业的科技合作组织，依托

企业，积极做好各级政府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高新技术转化项

目的申报立项工作，配合企业做好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再创新

工作，争取在与企业的协作中锻炼队伍，增强能力，提高水平。

３．构建创新体系。突出抓好科研团队和科研平台建设。坚
持以学科带头人和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为核心，坚持自愿组合、政

策引导和行政干预相结合，切实加强科技创新团队建设。进一步

加强专职科研机构建设，制定科研编制管理使用办法。进一步改

善科研条件，在积极争取政府扶持、社会资助的同时，做好现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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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资源的优化整合工作，积极打造开放式的科研公共服务平台，提

高科研设备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切实加强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培育点的建设。

４．营造创新环境。切实加强科技创新的组织、指导和管理工
作。本着有利于创新团队建设，有利于提高科研质量和水平，进一

步完善科研政策。积极组织、参加各类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积极

开展军工保密资质认证工作，为申报国防科研项目创造条件。认

真贯彻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会议精神，完善和落实相关扶持政

策。努力提高学报办刊质量和水平，积极推进学校出版社的筹办

工作。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协作精神，加强学术道德建设，优化学

术风气，确保科研工作健康发展。

（四）坚持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为动力，“不拘一格降人才”。

根据学校事业新一轮跨越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进一步解放

思想，深化改革，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杰出人才和拔尖人才

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进一步改善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结构。

第一，认真总结江苏大学组建以来人才引进培养和师资队伍

建设工作，制定与学校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十一五”师资队伍

建设规划。筹备召开第二次师资工作会议，明确目标任务，落实各

项措施，特别要在杰出人才和拔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上提出新思

路，推出新举措。

第二，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研究，

根据我校特点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按照

资格准入、公开招聘、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的原则，逐步

推行全员聘用制度。同时制定和完善考试、考核制度，专业职务评

聘制度，岗位管理和聘任考核制度等。通过深化人事制度改革，逐

步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能够最广泛、最充分调动教职工积极性

的选人、用人机制。

第三，坚持“不惜代价、不遗余力、不留遗憾”的工作方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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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围绕学科、专业和课程建设，大力推进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工

程。修订完善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的有关规定。推行师资队伍

建设“一把手负责制”，强化学院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上的重

要作用，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加强考核。通过网络等手段，公布一

定数量的关键、紧缺岗位，在国内外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争取在

杰出人才和拔尖人才的引进上取得重大突破。

第四，高度重视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和使用。加大中青年教师

培养力度。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和鼓励青年教师访名校、拜名师。

完善“以老带新”的帮扶制度，制定青年教师培养提高政策，引导

青年教师参与重大科研项目和教研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

干，提高能力。要建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的遴选机制，重点扶持那

些进入科学技术前沿、已经取得显著学术成果、具有发展潜质的青

年教师，鼓励他们“冒尖”，为他们积极创造条件，扫除各种障碍，

解决实际问题，尽快成长成才。积极推进人事代理制度，进一步加

强实验室队伍建设。

（五）坚持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重点，切实抓好学生的培养

和管理工作。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１６号文件精神，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
如何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根据“德育为先、素质领先”的原则，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强化学院的管理职能、抓好学工队伍建设，建

立健全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工作机制。

１．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根据全省加强和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和省委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实施意见精神，全力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教育

途径、学生党团组织、大学生健康成长送温暖、思想政治教育队伍、

综合育人环境等六大建设工程，努力构建与形势任务相适应的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精心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改革与建

设，大力推进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课堂、进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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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头脑工作。以“文明修身工程”为抓手，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内在

道德素养。进一步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根据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学生的要求，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建立起帮助

学生成长成才、解决学生实际困难、维护学生权益的教育、管理、服

务体系，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２．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以育人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坚持“成人”与“成才”的有机统一，进一步端正教育思想，转变

教育观念，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

质，特别是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丰富学生第二课堂，认真组织、

参与各类竞赛，积极开展课外科技和社会实践活动。强化学生法

纪观念和自律意识教育。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体育、美育和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努力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全的人格

和强健的体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综合素质全面提高。

３．进一步做好助困和就业工作。积极推进按新机制和新政策
全面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加强对困难学生的励志教育，提升助

困工作的育人效应；切实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力争在全国范围内

确立５００家大型企业作为学校就业基地，在长三角以及部分经济发
达地区与５０家市级以上人才交流中心建立协作关系，确保２００６年
本科生就业率达到９５％以上。以高度的责任感进一步做好学生欠
费收缴工作，确保２００６年的欠费率严格控制在５％以内。

三、深化改革，加快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环境

（一）深化内部管理改革，进一步激发办学活力。

第一，根据有利于突出重点、形成特色，有利于学科发展，有利

于梯队建设，有利于教学科研的原则，对部分学科及学院进行调

整；组建成立江苏大学科学研究院和江苏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进一步完善综合性大学的学科框架。按照上级有关独立学院的规

定和要求，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京江学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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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按照“兼顾公平和效率、注重实绩、鼓励冒尖”的原则，

继续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根据有利于教学、科研、学科、管理均衡

发展，有利于两级管理的推进，有利于广大教职工积极性的充分调

动的要求，修订岗位津贴实施方案，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克服分

配中的不公现象。收入分配要重实绩、重贡献，进一步向优秀人才

和关键岗位倾斜，使校内分配制度在促进团队建设、提高教学质

量、多出高水平创新性成果等方面发挥更加有效的激励导向作用。

第三，进一步修订完善教学工作量和实验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健全教师教学业绩与职务晋升、收入分配紧密结合的机制，引导教师

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之中，投入到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上来。

第四，深化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办学效益。牢固树立管

理是生产力、管理出效益的理念，切实加强房屋、单身公寓、公有住

房以及水电的管理，建立学校公共资源和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等管理制度，激活和优化存量资源，破解办学资源紧张的矛盾，创

建节约型校园。建立科学、规范的经费管理制度，积极筹措资金，

严格预算管理，加强内部审计和招投标工作，完善经费效益评价制

度，千方百计地提高经费使用效益。附属医院要进一步强化管理，

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业务量和两个效益力争实现新的提升。

进一步深化后勤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二）大力推进开放办学，努力在服务和贡献中求支持、促发展。

进一步解放思想，理顺体制，开拓创新，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

种资源、两个市场，大力推进对外开放和合作办学。积极发展留学

生教育，努力扩大留学生规模。充分利用学校的办学资源和条件，

积极开展各类教育培训和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继续教育学院要努

力拓宽办学渠道，占领教育市场，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继续教育

市场。进一步优化附属医院的发展环境，积极推进江苏省卫生厅

和教育厅共建附属医院的相关工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快推

进成立江苏大学校友会的有关工作，１０月份召开校友会成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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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充分利用校友资源，发挥校友作用，推动学校事业发展。

（三）快速推进基本建设，积极营造生态化、现代化、数字化校

园环境。

贯彻落实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对高校新校区建设的有关精神，

根据统筹资金、整合资源、集中财力、加快建设的要求，快速推进新

校区建设。年内除新图书馆主体结构建成封顶外，全面完成新校

区京江学院、研究生、计算机学院、电气学院、化学化工学院、艺术

学院、医学院、药学院、医技学院等９栋教学楼，４栋小高层研究生
公寓，新校区大门及景观大道和新校区市政、绿化建设任务。在基

本完成新校区建设的同时，高质量完成附属医院外科大楼和门急

诊大楼改扩建工程。进一步完善校园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数字化

校园建设，完成老校区网络改造，进一步优化校内网络环境。

（四）切实加强校园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大力营造符合大学

特点的人文环境。

切实加强对校园文化建设的领导，认真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规

划，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校园文化建设保障机制，努力建设具有时代

特征和江大特色的校园文化。

１．培育大学精神。积极开展“博学、求是、明德”校训的实践活
动，大力培育科学、民主、平等、协作的大学精神，积极营造浓厚的学术

氛围，培养严谨的治学态度，构建自由的创新环境和宽松的人际关系，

使“对人的尊重、对学术的敬畏、对遵守规则的自觉”蔚然成风。

２．提高人文素质。积极构建学习型组织，精心设计和组织开
展教职工读书活动，倡导多读书、读好书，拓宽文、史、哲等方面的

知识面。加强语言文字工作。强化对学生的文学、艺术素质教育，

增加文学、艺术选修课和名人讲座，开展文化、艺术课外活动，丰富

文化生活，提高人文素质。

３．树立优良校风。在秉承办学传统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学校
教育教学改革的各项任务，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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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以制度建设为重点，以建设优良教风、学风和工作作风为主要

内容，坚持教育启迪和纪律约束相结合，切实加强校风建设，努力建

设文明健康、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竞争有序、遵章守纪的良好风尚。

４．加强形象设计。组织和邀请相关专家，做好学校整体的形
象设计和策划，制定方案，分步设施。开展学校标识和校园楼宇、

道路名称征集、评定工作，使学校的各种标识和楼宇、道路名称既

有江大特色，又具人文内涵。进一步搞好文化基础设施和人文景

观的规划和建设。在抓好硬件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新闻媒

体的联系，加强网页建设，不断拓宽对外宣传渠道，丰富对外宣传

形式，及时宣传学校的改革发展成就，展示学校师生的精神风采，

扩大学校的社会美誉度，塑造学校的良好形象。

（五）关心教职工生活。

坚持把不断提高教职工的生活待遇，让广大教职工充分享受

事业发展成果作为学校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一方面用足政策，

确保在学校事业发展的同时职工收入有所增加；一方面积极支持、

鼓励教职工结合教学、科研实践，通过知识服务、技术入股、科技创

业等途径取得合理报酬，增加经济收入。切实关心困难教职工的

工作和生活，实施“温暖工程”，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在为广大教

职工多办实事、多办好事上下功夫，在解决广大教职工最关心的实

际问题、热点问题和老大难问题上求实效。进一步优化校园环境，

继续配合有关部门切实做好校园周边环境、道路交通以及环境污

染等问题的专项治理，积极营造良好的人居和事业环境。

四、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为“十一五”开好局起好步提

供有力保证

　　（一）巩固发展先进性教育成果，建立健全永葆党的先进性长
效机制。

根据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注重系统、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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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操作的要求，认真总结好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新鲜经验，积极探索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一要加强制度建设。着眼于增

强党员意识、提高党员素质、发挥党员作用，建立健全党员队伍建

设的制度；着眼于强化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增强创造力、凝聚力和

战斗力，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度；着眼于把领导班子建设成

为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和团结协调的领导集

体，建立健全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和作风建设的制度。二要加强理

论研究。围绕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课题，特别是围绕

建立健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组织力量，集中攻关，力

争出一批有份量、有价值、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三要加强组织领

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高度重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长效机制的建立，在继续下大力气实施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制定的

整改方案的基础上，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的统一部署，制定方案、明

确责任、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切实做到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认识

有新提高、解决影响学校事业发展和教职工切身利益等问题有新

进展、广大党员在永葆先进性方面有新收获。

（二）巩固发展党建考核成果，不断提升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认真贯彻全国、江苏省第十四次党建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党建

考核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校党委

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

务，切实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

位，深入学习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加

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

要论述，不断提高全体党员和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把在全体党

员中开展学习贯彻党章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认真抓紧

抓好。在抓理论学习的同时，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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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动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

设。各级领导班子要努力成为“学习型”和“创新型”领导集体。

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和改进党对学校工作

的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依靠集体的智慧，不断提高决策的

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健全学院党政共同负责的运行机制。强化

干部的教育、管理和考核，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

“思路宽、眼界宽、胸襟宽”，爱校敬业，开拓进取，求真务实，与学

校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干部队伍。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积极探索党组织进学生社区、学生公寓

和学生社团工作。完善党支部目标管理，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和

监督。高度重视并认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特别要做好在低年级

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基本实现本科生班级“低年级有党员、高年

级有支部”的目标。强化反腐倡廉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

线，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制度，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

进一步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监督制约，构建符合高校特

点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

（三）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积极推进依法治校、科学治校和民

主治校。

强化制度建设，拓宽民主渠道，努力提高依法办学、依法治校

和民主管理的水平。建立健全科学化和法制化的行政决策、执行、

监督机制。大力推进党务、校务公开。认真筹备召开一届五次教

职工代表大会，探索并建立二级教代会制度，充分发挥教代会对学

校重大事项决策的参与和监督作用。进一步加强党对工会和共青

团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等群众团体的桥梁纽带作

用。关心各民主党派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保护和发挥好他们

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继续做好离退休老同志工作，充分

发挥他们在学校建设发展中的作用。深入开展争创“满意机关”

活动，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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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切实加强和改进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进一步健全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部门齐抓共管、各负其责

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党委（总支）在教职工思想政治

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和党支部的基层教育阵地作用。党委（总支）

书记当好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第一责任人，行政负责人主动承担

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职责。进一步完善教职工政治学习制

度，深入开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学术精神和学术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三项教育”活动，以及“爱岗

敬业、爱校如家”等主题教育活动，继续推进“师德建设工程”，强

化“三育人”意识，逐步解决部分教职工中出现的个人主义、享乐

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倾向，努力提高广大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

职业道德水平。坚持教育引导、鼓励鞭策、尊重理解、关心帮助的

原则，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和载体，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

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将思想政治工作寓于做实事、做好事的实际工

作中。大力宣传先进典型，努力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

进的良好风尚。

（五）高度重视并切实维护校园稳定。

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责任感，切实做好校园安全稳定

工作，创建平安校园。建立健全维护学校安全稳定的长效机制和

完善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预警应急机制。认真做好信息信访工

作，及时了解师生思想动态和师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切实解决师生

员工的思想认识问题和事关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有效化解各类

矛盾。加强对突出安全问题的专项治理和校园治安环境综合治

理。强化安全意识教育，重视安全保卫队伍建设，加大技术防范投

入，完善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体系。重视和加强校内各种宣传载体

特别是校园网络的管理，为学校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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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２００６年学校大事记

一月

４日　　 　我校公布２００６年度优秀二级网站名单，医学院等学
院网站被评为“十佳优秀学院网站”，图书馆等部门网

站被评为“十佳优秀部门网站”。

９日 我校召开２００５年度科技工作总结大会。
１２日 我校印发《关于周志平同志具备担任博士生指导教

师、于英等同志具备担任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通

知》（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９号），其中，周志平、殷恒波、朱
翼隽、王树林、周俊、周建忠、孙平、阎述、朱誯秋、赵不

贿、陈照章、阎永胜、陈斌、许文荣、陈永昌、余江南、孙

学玉（外）、周明生（外）等１８人已具备担任博士生导师
教师资格，于英等１５６位同志已具备担任硕士生指导教
师资格。以上同志任职资格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０日起。

１５日 我校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第一学期结束。

二月

１８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２００６年党政工作要点》
１９日 我校召开２００６年度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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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 我校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第二学期开学。
２７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校长杨继昌一行分别深入机械学

３月１４日 院、汽车学院、能动学院、材料学院、电气学院、计算机

学院、理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医学院、医学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应用技术学院、艺术学院、流体中心、生

命科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农业工程研究院、机电总

厂、工业中心、图书馆、杂志社、京江学院、继续教育学

院、体育部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现场办公、听取各

单位关于“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的报告，并提出希望

和要求。

三月

１５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给我校《批复》（中机联质

［２００６］８９号），同意在江苏汽车产品质量监督检检监
督鉴定试验所的基础上筹建机械工业车辆产品质量

检测中心（镇江）。

１６日 我校举行仪式，欢迎出席全国“两会”的我校全国人大

代表姜哲和全国政协委员宋余庆副校长返校。会上，

姜哲代表和宋余庆委员介绍了“两会”盛况，传达了

“两会”精神，谈了与会的感受。

２４日 校长杨继昌代表我校与盐城工学院签署研究生联合

培养协议。

２９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

院委员会等党组织的通知》（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８号），
决定：成立中共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委员会、财经

学院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委员会、法学院总支

部委员会、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总支部委员会、环境

·４１１·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学院总支部委员会。撤销原工商管理学院委员会、原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委员会、原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委

员会。

又，我校印发《关于调整部分学院的通知》（江苏大校

［２００６］３４号），决定：原工商管理学院分设为工商管
理学院和财经学院；原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分设为人文

社会科学学院和法学院；原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分设

为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和环境学院；原生物与环境工

程学院制药工程系调整至药学院。

又，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的通知》（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３５号）和关于成立江苏大
学科学研究院的通知》（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３６号）。

３１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在我校专职辅导员培训班上作了题

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当好辅导员”的重要讲话。

四月

６日 我校印发《关于周绿林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江苏大

委［２００６］１１号），决定周绿林等１１人分别任工商管
理学院、财经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院、食品

与生物工程学院、环境学院党委（总支）书记、副书

记职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陈汇龙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江苏

大委［２００６］１２号），决定陈汇龙等５人分别任能源与
动力工程学院、应用科学技术学院、附属医院、医学

院、外国语学院党委（纪委）书记、副书记职务；分别免

去杨敏官等２人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医学院党委书
记、副书记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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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我校印发《关于戈国元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１３号），决定聘任戈国元、夏益伟分
别为党委办公室正、副主任；解聘杨福庚党委学生工

作部副部长职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梅强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江

苏大校［２００６］４０号），决定聘任梅强、李锦飞、朱立
新、何有世、陈丽珍、赵喜仓、孔玉生、施康、董德福、张

炳生、钱兆华、杨志春、张先昌、高庆年、姜松、曲云进、

吴春笃、刘宏、黄勇强等１９人分别为工商管理学院、
财经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学院正、副院长。

又，我校印发《关于孙玉坤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江

苏大校［２００６］４１号），决定聘任孙玉坤为科学研究院
院长（兼）。

又，我校印发《关于丁建宁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４２号），决定聘任丁建宁、毕勤胜、
赵银德、邵学军、金丽馥、王谦、赵明、季兵等８人分别
为科学研究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人事处、校长办公

室、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医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副院

长（处长、主任）职务；分别解聘陈汇龙、刘同君、周红、

杨福庚等４人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医学院、医学技
术学院、学工处等副院长（处长）职务。

７日 我校召开现场办公总结会议，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主持

会议，材料学院、理学院、医学技术学院围绕本单位

“十一五”规划及２００６年工作目标制定情况作了汇
报，校长杨继昌作总结报告，全校各主要部门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

又，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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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４５号），该所挂靠图书馆。
８日 我校印发《关于２００６年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

的实施意见》（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４８号）。
又，我校与镇江蓝舶金属防腐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校企

产学研中心共建协议。

１２日 我校印发《关于闵窻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江苏

大委［２００６］１５号），决定闵窻任理学院党委书记；免
去韩广才理学院党委书记职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陈克平同志任职的通知》（江苏大

委［２００６］１６号），决定陈克平任生命科学研究
院直属党支部书记。

又，江苏大学———江苏宏大特种钢机械厂“链篦机工

程技术中心”揭牌仪式在我校举行。

又，我校印发《关于韩广才等同志职务变动的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５１号），决定聘任韩广才为人事处
处长；解聘闵窻人事处处长职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程晓农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江

苏大校［２００６］５２号），决定聘任程晓农为保密办公室
主任（兼）。

１６日 我校与安阳市达成全方位合作意向，校长杨继昌代表

我校与安阳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又，副校长孙玉坤代表我校与安阳工学院签署《合作

交流意向书》和《关于联合举办工程硕士研究生班的

协议书》。

１８日 校团委、校学生会向２００６届全体毕业生发出倡议，到
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

苏北去、到基层去、在服务“两个率先”中建功立业，即

日，我校西部计划、苏北计划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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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日 ４月１９日，教育部高教司批准北京大学等３１所高校
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学校，我校名列其

中，（江苏省仅４所高校获批）。
１８日—２１日由中国科学院、法国科学院、江苏大学联合主办的“中

法超强超短激光及其应用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２２日 我校召开一届五次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会

上，校长杨继昌作了题为《提升内涵　强化特色　奋
力开创“十一五”学校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校党委书记作了题为《突出主题　科学发展　努力实
现“十一五”发展新跨越》的总结讲话。大会通过了

《关于审议〈江苏大学“十一五”发展规划〉（草案）的

决议》、《关于通过〈江苏大学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

金管理暂行办法〉（草案）的决议》，通过了江苏大学

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名单。

２３日 “江苏大学—上海晶须复合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产、学、

研合作协议签约暨揭牌仪式”在上海市宝山宾馆举行。

２５日 校党委印发《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章的意见》（江苏

大委［２００６］１９号），决定在全校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中
集中组织开展学习贯彻党章专题教育活动。

又，我校首届“十佳青年教职工”、第二届“十佳青年

学生”评选揭晓。十佳青年教职工为：杨娟、许刚、封

云、刘厚林、王昌达、李文元、王冬青、廖志凌、林新荣、

张世兵；十佳青年学生为：萧丹、张兵、王显军、陈羽

蝶、腾成龙、刘春生、杨勇、路晓庆、宋志鹏、陈立。

２６日 副校长孙玉坤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本年度全国共有１０１８名先进个人获此
殊荣，其中江苏省共有６３名，江苏高校３名。
又，副校长袁寿其代表我校与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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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签署《代理招聘外教服务协议书》。

２８日 我校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２９日 校党委印发《通知》（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２０号）。决定在
全校深入开展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全面

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

３０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十一五”发展规划》（江苏大委

［２００６］２１号）。

五月

９日 我校印发《关于公布２００６年江苏大学精品课程（群）
的通知》（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６８号）。本次共评出校级
一类精品课程８门，二类精品课程１１门，精品课程群
４群。

１０日 副校长袁寿其代表我校与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签署

《江苏大学产学研基地共建协议》。

１２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连胜文先生率台湾各界代表一行７
人在镇江市台办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访问我校。

１３日 我校召开共青团江苏大学第二次代表大会、江苏大学

第二次学生代表大会。

１２—１４日 江苏省数学学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我校举行。

１４—１７日 教育部专家组对我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工作进行全

面评估。

１５—１８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率科技产业处、汽车学院、流体中

心负责人赴宁夏调研，并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

科技厅、水利厅等部门就共建产学研基地等议题进行

洽谈。１７日，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代表我校与宁夏回族
自治区交通厅签署《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江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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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全面合作协议》。

１５—１９日 我校举行科级干部培训班。

１６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合同审核工作暂行办法》（江苏

大校［２００６］７７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二级单位经
费管理的通知》（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７８号）。

１７日 我校印发通知（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７９号），决定成立江
苏大学生物机电工程研究院。该研究院与农业工程

研究院“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又，我校印发通知（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８０号），决定将
“江苏大学保密办公室”更名为“江苏大学国防科技

保密办公室”。

１８日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荣获“第三届全国百

强社科学报”。从２００６年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５年我校社
科学报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

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

料”等二次文献全文转载文章２５篇，在江苏省综合性
大学学报中列第二位。

２２日 我校印发通知，决定成立江苏大学科技产业规范化建

设领导小组（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８２号），副校长孙玉坤
任组长。

２３日 我校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签署《共建

产学研基地合作协议》。

２５日 我校与徐州经济开发区产学研合作洽谈会在我校召

开，会上，副校长宋京章代表我校在《产学研合作协议

上》签字。

３０日 由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华日报、江苏

省教育电视台等１３家媒体组成的省教育厅教育新闻
采访团来到我校，对能动学院０５级硕士研究生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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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事迹进行专题采访。

３１日 江苏省部分高校及附属医院纪委书记座谈会在我校

召开。

六月

１日 我校召开党务工作研讨会。

６日 我校公布校级第三期品牌（特色）专业建设项目。本

期品牌专业建设项目有：环境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思想政治教育、电子信息

工程等共５项。特色专业建设项目有：统计学、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药学、英语、通信工程、金融学等共６
项，机械电子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国际经济与

贸易专业已通过省级特色专业验收，直接列入校级品

牌专业。

１５—１８日 第三届“步步高”全国男排大奖赛江苏大学赛区比赛

在我校体育馆举行。

１６日 副校长袁寿其代表我校与洛阳市科技局签署《科技合

作协议》；与中国一拖集团公司签署《产学研全面合作

协议》。

１７日 副校长袁寿其代表我校与永康市人民政府签署《合作

协议书》。

１９日 副校长孙玉坤代表我校与温岭市人民政府签署《合作

协议》。

又，我校印发《江苏大学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管

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江苏大校

［２００６］１００号），同时成立江苏大学教职工大病医疗
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校党委副书记陈国祥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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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我校印发《关于开展建党８５周年纪念活动的通
知》（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３９号），决定在全校开展以“践
行先进性要求，为党旗增辉”为主题的纪念活动。

又，我校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

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意见》

（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４０号）。
２０日 我校印发《关于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江苏大

委［２００６］４１号）和《关于组织开展２００６年大学生暑
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意见》（江苏大校［２００６］
１０２号）。

２２日 我校印发《关于加快科学研究院建设与发展的若干意

见（暂行）》（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１０号）。
２３—２５日 江苏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科学大学暨省高校第二十二

届体育学术大会在我校召开。

２４日 我校丁建宁教授被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科协授

予第九届江苏省青年科技奖，并当选首届江苏省青年

科学家年会执行委员。

２６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试

行）》（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１４号）和《江苏大学关于引
进人员过渡租用房管理的暂行办法》（江苏大校

［２００６］１１５号）。
２７日 国家科技部高新司巡视员邵立勤应邀来我校指导工

作并受聘我校兼职教授。

２８日 我校举行 ２００６届毕业典礼，７５４１名毕业生将陆
续离校。

又，我校举行２００６年“西部计划”、“苏北计划”志愿
者欢送会，２１名同学成为“西部计划”、“苏北计划”志
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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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日 我校首期台湾企业家研修班结束，２７名台湾企业家研
修结业。

七月

７日 我校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第二学期结束。
１０日 我校召开党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出席中国共产党

镇江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朱正伦、袁寿其、李萍

萍、田立新、李红等５位同志当选。
又，我校印发《关于改革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

形式的通知》（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４５号）和《关于印发
〈江苏大学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规划〉的通
知》（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４７号）。
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同意镇江师专学报

更名登记项目的批复》（新出报刊［２００６］６９８号），同
意原《镇江师专学报》更名为《高校教育管理》，主办

单位由镇江师专变更为江苏大学。

１４日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公布２００６年江苏省高等学
校精品课程遴选结果的通知》（苏教高［２００６］１３号），
我校金属材料学、临床检验学课程被评为一类精品课

程；分析化学、工程图学、管理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理课程被评为二类精品课程。

八月

９日 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

划选题的通知》（教高［２００６］９号），我校 ２１种教材
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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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代表我校与姜堰市人民政府签署

产学研合作协议。

１４日 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关于批准２００６年全
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决定》，由蔡兰教授指导的材

料学院周明博士的学位论文《激光层裂法定量测试界

面结合强度与诊析技术研究》获“２００６年全国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实现了我校历史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

论文的突破。今年共评选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９９篇，江苏省仅有３所大学的６篇入选。
３０日 我校《排灌机械》期刊荣获“第五届全国农业期刊金

犁技术类二等奖”。

九月

１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本科教学编制核算办法（试行

稿）》（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２８号）。
３日 我校印发《关于表彰“江苏大学优秀教师”和“江苏大

学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决定（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３１
号）》。戴起勋等７９位同志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教
师”，欧阳国庆等８４位同志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教
育工作者”。

４日 我校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学年第一学期开学。
５日 我校组织参观《江苏省反腐倡廉成果展览》。

６日 我校召开２００６年下半年工作会议。
８日 我校召开２００６年教师节座谈会。会上，校党委书记

朱正伦宣读了《江苏省教育厅关于表彰２００６年江苏
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的决定》，我校王贵成被评为省

高校教学名师；杨娟被江苏省教育科技工会评为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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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建设先进个人；宣读了《关于表彰“江苏大学优秀

教师”和“江苏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决定》。校长

杨继昌代表学校向全体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

的问候，并对全体教师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中付出的

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１０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科技查新工作站的通

知》（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３７号）。该站挂靠校图书馆。
１２日 我校召开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座谈会。

１５日 我校与洛阳市科技合作洽谈会在校科技馆举行。

１８日 我校举行２００６级新生开学典礼。
１８—２７日 以校长杨继昌为团长的我校代表团一行４人应邀赴

加拿大罗里尔大学和布鲁克大学访问。访问期间，杨

校长代表我校分别与加拿大罗里尔大学和布鲁克大

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２０日 我校召开第二届教学质量监控委员会聘任会。

２２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我校兼职教授孙家广，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与产业化

司副司长戴国强等来我校参观并指导科技工作。

２３日 印度驻上海总领事白加尉（Ｖ．Ｐｒａｋａｓｈ）先生访问我
校，并看望了我校印度留学生。

２４日 我校２００６级秋季工商管理硕士（ＭＢＡ）开学典礼在科
技馆举行。台湾国民党中常委连胜文应邀出席典礼

并致词祝贺。今年招收的学员共１００名，其中１０名
来自台湾。

２９日 江苏省教育厅召开全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表

彰先进暨经验交流会。我校党委副书记陈国祥获荣

誉奖，金树德、方如明同志获“先进工作者”称号，京江

学院关工委分会获“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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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日 ２００６年新生军训阅兵暨总结表彰大会在校东山操场
隆重举行。

又，校党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围绕学习《江

泽民文选》，全面开展读书活动。

十月

１１日 袁寿其副校长代表我校与天台县人民政府签署产学

研合作协议。

１３日 我校举行学习《江泽民文选》辅导报告会，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孙学玉应邀主讲。

１６日 袁寿其副校长代表我校与丹阳江南面粉厂有限公司

就建立研发中心签署协议。

又，我校印发《江苏大学科技产业规范化建设实施方

案和江苏大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方

案》（江苏大校［２００］１５３号）。
１４—１８日 江苏省第七期高校院（系）党政负责人培训班在我校

举办，７９所高校 １１０名院（系）党政负责人参加了
培训。

１８日 杨继昌校长为新生学生干部作讲座。

２０日 在教育部科技司“首届中国高校精品·优秀·特色科

技期刊奖评比”中，《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荣

获“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

２３日 我校成立“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研究中心”，该中心挂

靠学生工作处。

２５日 我校印发《关于赵银德等同志具备高级职务任职资格

及聘任的通知》（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５８号），其中赵银
德等３１人已具备正高级职务任职资格，潘国华等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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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具备副高级职务任职资格。

２８日 我校隆重召开校友会成立大会。６００余名校友和６所
兄弟高校的校友会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江苏大学校友会章程、江苏大学校友会理事会组

成人员选举办法、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名

单。校友交通部部长李盛霖，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

委书记江泽林，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姜澄宇，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守武被聘为江苏大学首届

校友会名誉会长，会长由校长杨继昌担任。此前，江

苏省十三个地级市校友会，京沪等七个省级校友会，

美日新三个海外校友会先后成立。

十一月

１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处级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和廉

政档案管理规定》（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５２号）。
３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计划》。

３—５日 我校召开第五届运动会。

３—６日 我校与江苏省免疫学会共同承办中国免疫学会第五

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陈慰峰、沈倍奋、饶子和、曹雪

涛四位院士莅临盛会，我校副校长许化溪当选全国

理事。

７日 我校赴日本参加第十三届“三国三校国际学术交流研

讨会”代表团顺利返校，该代表团由６名教师，８名本
科生，６名研究生组成，副校长宋余庆任团长。

１３日上午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２００６
年学术年会开幕式在我校举行，近４００名农机专家参
加了这一会议，镇江市副市长张洪水、我校校长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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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出席开幕式并作了讲话。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理事会领导机构，我校副校长袁寿其当选副理事长。

会议围绕“农业机械化与新农村建设”开展学术研讨，

我校校长杨继昌作了题为《江苏大学关于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的学术报告。

１４日 我校召开“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江苏高校国家重点

实验室培育点学术委员会会议。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汪懋华院士、华南农业大

学原副校长罗锡文教授、浙江理工大学原校长赵匀教

授等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１５日 江苏大学与镇江市京口区科技合作对接会在我校

举行。

１６日 副校长袁其教授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人选。国家级人选每两年选拔一次，每次选拔５００
名左右，是一项由国家人事部、科技部等７部委联合
组织实施的专项计划。

１８日 我校举办２００７届毕业生供需洽谈会。据统计，本次
洽谈会共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近万个，１千余名毕
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现场签订就业协

议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达４００人，均创历史新高。
又，姜堰市常务副市长夏月林一行访问我校，并就产

学研合作的问题进行洽谈。

１８—１９日 江苏省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在我校举行，本次比赛由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文化厅、

江苏省广播电视局、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学联、新

华日报社、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江苏大学

承办。

２１日 教育部专家组对我校申报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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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现场考察。

２２日 我校印发《关于表彰２００６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优秀调查报告（论

文）的决定》（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７３号）。
２３日 我校“争创满意机关”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

和部分学院办公室主任共１５人分成３个检查组，对
校机关２３个职能部门和单位“争创满意机关”活动的
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３０日 江苏省教育厅在南京召开重点学科建设推进会，何权

副省长到会并为省“十一五”重点学科授牌。校长杨

继昌，副校长袁寿其，研究生处处长李萍萍参加了授

牌仪式并接受了授牌。

十二月

６日 我校印发《关于表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江苏大学“优秀
研究生标兵”、“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的决

定》（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８７号）。
又，我校公布首批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和

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课程名单（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８８
号）。

８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江苏大

校［２００６］１９４号）。
１２日 我校印发《关于表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先进班级、三好

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的决定》（江苏大

校［２００６］１９０号）和《关于表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十佳
班主任、优秀辅导员、优秀班主任的决定》（江苏大校

［２００６］１９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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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日 我校公布第三届教学大赛结果（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９２
号）。本次大赛于１０月初开始，经过预赛、复赛和综
合考核，最后决出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３名，三等奖５
名，优秀奖６名，另有６个学院获优秀组织奖。

１７日 中共江苏省委印发通知（苏委［２００６］４９９号）、（苏委
［２００６］５００号）、（苏委［２００６］５０１号），决定：袁寿其
同志任江苏大学校长（任期五年），免去杨继昌同志的

江苏大学校长职务。又，决定：李萍萍、程晓农同志任

江苏大学副校长，试用期一年。又，决定：程晓农同志

任江苏大学党委常委；免去杨继昌同志的江苏大学党

委常委职务。

又，教育部公布《２００６年度国家精品课程名单》（教高
函［２００６］２６号），我校副校长孙玉坤教授担任课程负
责人的“电路”课程名列其中，实现了我校“国家精品

课程”零的突破。

２８日 我校印发《关于开展２００６年度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
通知》（江苏大委［２００］５８号）和《江苏大学中层党政
领导班子及干部２００６年度考核工作实施办法》（江苏
大校［２００６］５９号）。
又，我校公布２００６年度“最佳党日活动”方案评选结
果，２００６年度“最佳党日活动”优秀方案共３０项，其
中：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９项，三等奖１８项。
又，我校公布 ２００６年度党建工作创新奖获奖名单，
２００６年度党建工作创新奖共 １３项，其中：一等奖 ２
项，二等奖４项，三等奖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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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与奖励

２００６年学校、部门获市级及以上
表彰奖励情况

获奖名称：２００６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先进单位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

授奖单位：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学联

获奖名称：江苏省科技工作先进高校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

授奖单位：江苏省教育厅

获奖名称：江苏省师资队伍建设先进高校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

授奖单位：江苏省教育厅

获奖名称：江苏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先进集体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

授奖单位：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

行、中国银行监管会江苏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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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称：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授奖单位：江苏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

指委会

获奖名称：２００６年度承办全国体育竞赛最佳赛区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

授奖单位：江苏省体育局

获奖名称：江苏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团体总分暨“校长杯”奖第八名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

授奖单位：江苏省体育局、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总工会

获奖名称：江苏省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

授奖单位：江苏省体育局

获奖名称：全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室）先进单位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

授奖单位：中共江苏省委老干部局

获奖名称：２００５年度苏北计划优秀组织奖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

授奖单位：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人事厅、共青团

江苏省委

获奖名称：江苏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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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奖单位：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

获奖名称：全省共青团电子政务建设先进单位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团委

授奖单位：共青团江苏省委

获奖名称：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关工委分会

授奖单位：江苏省教育厅关工委

获奖名称：２００５年度江苏省教育系统报送信息先进单位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

授奖单位：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获奖名称：镇江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集体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授奖单位：中共镇江市委、镇江市人民政府

获奖名称：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镇江市文明单位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

授奖单位：中共镇江市委、镇江市人民政府

获奖名称：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全市法制宣传教育先进集体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

授奖单位：中共镇江市委、镇江市人民政府

获奖名称：先进基层党组织

获奖单位：中共江苏大学图书馆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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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奖单位：中共镇江市委

获奖名称：先进性教育活动先进集体

获奖单位：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

授奖单位：中共镇江市委

获奖名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社会医疗保障工作先进集体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

授奖单位：镇江市人民政府

获奖名称：镇江市侨务工作先进集体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党委统战部

授奖单位：镇江市人民政府

获奖名称：镇江市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工会

授奖单位：镇江市总工会

获奖名称：镇江市基层财务工作竞赛评比先进集体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工会

授奖单位：镇江市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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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度教职工获市级及
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获奖名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奖人员：孙玉坤

授奖单位：中华全国总工会

获奖名称：来华留学生保险推广工作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戴清杰

授奖单位：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获奖名称：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史建华

授奖单位：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获奖名称：２００６年中国大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优秀教练员
获奖单位：孙　坚
授奖单位：教育部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

协会

获奖名称：江苏省博士后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马志强

授奖单位：江苏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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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称：２００５年度“江苏省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
获奖人员：丁建宁

授奖单位：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青联

获奖名称：第九届江苏省青年科技奖

获奖人员：丁建宁

授奖单位：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省人事厅、江苏省科协

获奖名称：２００６年度江苏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李洪波

授奖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教育厅等

１４单位

获奖名称：２００６年度江苏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先进工作者

获奖人员：徐惠红　李　忠　刘群东　周以林　杨道建
授奖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教育厅、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学联

获奖名称：２００５年度苏北计划杰出工作奖
获奖人员：蔡　明
授奖单位：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人事厅、共青团

江苏省委

获奖称号：第二届“江苏省百名优秀志愿者”

获奖人员：谢　钢
授奖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明办、共青团江苏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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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称：江苏省国家助学贷款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陈立勇

授奖单位：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

行、中国银行业监管会江苏监管局

获奖名称：江苏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

获奖人员：陈永昌　李医民
获奖名称：江苏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

获奖人员：高　鸣　周志平
授奖单位：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

获奖称号：江苏省新长征突击手

获奖人员：苏益南

授奖单位：共青团江苏省委

获奖名称：全省增强共青团员意识教育活动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陈文娟　王　鹏
授奖单位：共青团江苏省委

获奖名称：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奖

获奖人员：陈国祥

获奖名称：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获奖人员：金树德　方如明
授奖单位：江苏省教育厅关工委

获奖名称：江苏省师德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杨　娟
授奖单位：江苏省教育科技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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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称：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度镇江市档案工作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鲁丹苹

授奖单位：中共镇江市委、镇江市人民政府

获奖名称：优秀党务工作者

获奖人员：傅海珍

授奖单位：中共镇江市委

获奖名称：先进性教育活动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李宝林

授奖单位：中共镇江市委

获奖名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社会医疗保障工作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王月娟

授奖单位：镇江市人民政府

获奖名称：２００５年度镇江市墙材革新与建筑节能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周雪梅

授奖单位：镇江市人民政府

获奖名称：２００５年度发展散装水泥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张黎明

授奖单位：镇江市人民政府

获奖名称：镇江市侨务工作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陈建玉

授奖单位：镇江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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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教职工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优秀教师

获奖人员：材料学院　　　戴起勋　司乃潮　杨　娟　王雷刚
财经学院　　　赵喜仓　侯　青　张　华　陈海波
电气学院　　　赵不贿　成　立　朱

!

秋　杨年法
刘国海

法学院　　　　胡良荣　姜　涛
附属学校　　　杨道清　蒋　玲
工商学院　　　郭龙建　何　娣　李国昊　蔡小霞
工业中心　　　刘会霞
化学化工学院　殷恒波　嵇学林
环境学院　　　吴春笃　郭仁惠
机械学院　　　杨超君　任乃飞　戴立玲　凌智勇
计算机学院　　鞠时光　肖铁军　陈祖爵　王　刚

詹永照

理学院　　　　田立新　李医民　刘映栋　许伯强
王学弟　曹国荣　丁丹平

流动中心　　　刘建瑞
能动学院　　　王　谦　单春贤
农研院　　　　邱白晶
汽车学院　　　李仲兴　江浩斌　朱茂桃　尹必峰
人文学院　　　马红霞　梁爱民　李明宇
生科院　　　　姚　勤
食品学院　　　刘伟民　朱　帜
体育部　　　　杨新生　卞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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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张　瞞　邵元生　刘爱真　王保田
孙志祥　苏建红　任晓霏

药学院　　　　欧阳臻　辛淮生
医学院　　　　李君荣　罗彩凤　缪亦安　郭俊芳
艺术学院　　　何志国　张　凯
应用技术学院　赵跃生　王昌达　陈　彪　卢守高
医技学院　　　陈盛霞　胡嘉波

获奖名称：江苏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

获奖人员：材料学院　　　欧阳国庆
电气学院　　　周志平
附属医院　　　毛　倩　李　龙　金胜利　陈慧娟

张晓林　孙丽萍　吴　骏　侯建民
朱　彦　吕书红　刘雪喻　王旭青
张　清　徐晓峰　周留正　王　燕
徐光明　张　群　蒋志华　狄镇海
阴　晴　于寅尧　汤　坚　单秀红
曹桃芬　顾文涛　于　伟　朱晓奕
仇　利　张尤历　严　翎　王蓉芳
丁　伟　徐　涛

化学化工学院　何晓萍
机关党委　　　吴明新　周亚奇　尹志国　陆云松

张　红　薛宏丽　胡兴华　谢　钢
王　征　程晓农　苏益南　孙江荣
张明平

理学院　　　　倪荣臻
机械学院　　　刘凤英
计算机学院　　崔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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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学院　卜广庆
京江学院　　　吴麟麟
科学研究院　　丁建宁
汽车学院　　　秦洪武
人文学院　　　丁锡芬
体育部　　　　张连喜
图书馆　　　　卞丽芳　江蕴梅　周金元
外国语学院　　王赛扬
医学部　　　　李常淳
冶金学院　　　魏　伟
艺术学院　　　曹和学
医技学院　　　关雪飞
医学院　　　　姜　平　周志强
职工医院　　　许　兵　蒋　维
离退休党工委　孙克和
机电总厂　　　王维新　徐　立　汪光远
后勤集团　　　卢殿臣　张济建　曹泽民　黄跃才

陈　斌　戴　勤　刘硕敏　于新芬
祝祥美

获奖名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十佳班主任
获奖人员：凌智勇　尹必峰　杨泽斌　朱　轶　童珊珊　施晓峰

李传良　茅海燕　殷学东　欧阳玉秀

获奖名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优秀辅导员
获奖人员：张黎明　孙洪亮　徐荣进　钟小惠　刘群东　李江勇

蒋丽萍　吕　霞　杨　雨　周　军　潘建明　万　选
王为其　陆　菁　吴东升　陈　伟　周云红　苏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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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华昌　许　龙　周以林　蒋秀萍　徐　蕾　潘朝根
郑可春　许　华　陈　君　骆剑峰　王　蕾　杨宗康

获奖名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优秀班主任
获奖人员：尹　磊　谢　俊　赵玉国　姚红兵　黄　娟　陈雪红

吴　彤　杨　建　李小华　钱卫东　武　秋　张晓娜
李　东　左言言　沙春发　戴晓丽　潘剑锋　康　灿
吉恒松　陈彩凤　吉海燕　刘红飞　刘　超　吴先琳
薛文平　张新华　王　颢　肖素萍　项倩雯　陈坤华
尹　星　陈洪香　江晓明　金　华　李洪福　刘　芳
李维斌　张　波　代春华　段玉清　蔡建荣　曹永林
刘　华　薛延军　罗彩凤　许　燕　孟秀琴　任春兰
刘英俊　钱宇平　王晓春　娄　旭　孙　玉　于小凤
刘瑞江　薛金友　张秀丽　陈文霞　管义钧　卜　敏
张培培　朱　峰　钱丽娟　孙　梅　周　均　蒋传红
张　林　蒋俊明　傅华忠　吴　鹏　王海莲　罗燕娟
李春青　张　彬　张　凯　张力丽　李　莎　崔　晋
殷　俊　孙宁娜　樊

"#

　高　洁　刘　涛　毛翠云
王国栋　谢振宇　余　悦　黄　婷　宿永铮　王伏虎
刘志梧　吕　白　王春燕　姜　苑　张　鸾　戴文静
万雪梅　丁金彦　孙莉莉　赵凤祥　韦来寅

获奖名称：２００６年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
老师

获奖人员：莫纪平　任乃飞　冯爱新　王　鹏　潘海彬　陈　娟
江浩斌　刘彬霞　杨晓峰　尹必峰　徐荣进　沙春发
徐伟幸　刘　强　张吉勇　刘群东　李江勇　王　伟
陈　权　杜　怿　崔金贵　孙　昊　王训兵　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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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丽萍　董　英　姜　松　曲云进　姜　宇　黄勇强
罗　颖　杨　雨　张九如　王卫龙　徐惠红　苏　静
夏　民　冯　琳　季　兵　刘红伟　王丽敏　陈　伟
宣　言　周以林　邱　建　王兆华　顾瑜婷　施　康
刘　洁　王海军　陈国强　蒋秀萍　徐　蕾　陈　君
骆剑峰　沈　坚　王　蕾　许　华　张　军　杨宗康
赵　明　殷朝锋　万　选　耿华昌　蔡雨沁　汤晓雯
黄新建　王为其　苏兆亮　张蕾蕾　巢艳红　陆　菁
朱利平　何晓萍　潘建明　郑可春　王玉忠　周云红
李　莎　孙宁娜　王恒根　王玉辉　任泽中　魏　伟
潘朝根　杨道建

２００６年学生集体、个人获市级及
以上表彰奖劢情况

获奖名称：２００６年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食品学院“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苏北新农

村”科技扶贫博士团

江苏大学能动学院“大手牵小手”暑期未成年科技夏

令营服务团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赴贵州服务矿工志愿团服务团

江苏大学环境学院“健康快车进农家”党员志愿者服

务团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知荣辱、促和谐”赴镇江尚友社区

实践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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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文韵”社会实践小分队

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赴茅山社会实践小分队

获奖名称：２００６年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孙艳辉　王法明　曾　朋　纪传杨　段丹丹
沈婷艳　龚　帅

授奖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教育厅、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学联

获奖名称：２００６年中国大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女子足球队

授奖单位：教育部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

协会

获奖名称：２００６年度江苏省优秀学生会干部
获奖人员：赵春丽　王明广　薛颖君
获奖名称：２００６年度江苏省优秀研究生会干部
获奖人员：佟西周

获奖名称：２００６年度江苏省优秀学生社团干部
获奖人员：严　洋　张晓旭　周　明　许亚燕　周尚飞　杜明拴
授奖单位：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学生联合会

获奖名称：２００６年度江苏省十佳青年学生
获奖人员：张　兵
授奖单位：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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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称：２００６年江苏省十佳学生社团
获奖社团：江苏大学爱心联盟

获奖名称：２００６年江苏省优秀社团活动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协会

授奖单位：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学生联合会

获奖名称：全省增强共青团员意识教育活动先进团支部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０４１团支部
授奖单位：共青团江苏省委

获奖名称：２００５年“最佳党日活动”优胜奖
获奖单位：江苏大学汽车学院研０４１党支部
授奖单位：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

２００６年学生个人获校级表彰奖励选录

获奖称号：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江苏大学“优秀研究生标兵”
获奖人员：机械学院：　杜建钧

材料学院：　刘红飞
食品学院：　陈全胜
计算机学院：宦　娟
工商学院：　黄秋波
人文学院：　吴　磊
医 学 院：　陶　燕
医技学院：　翟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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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校优秀研究生
获奖人员：机械学院：　刘　勇　丁　飞　杨海峰　宋雪丰　

樊玉杰　马春红　李全文　孔德军
汽车学院：　孟　峰　毛建伟　韩　兵　牛礼民　

蔡炳芳　肖恢　王为成　庄　兵　
袁月清　吴云峰　牛润新

能动学院：　刘新爱
流体中心：　张金凤　沈永娟
材料学院：　蒋小燕　戴　娟　冯良厚
食品学院：　胡慧群　冯　峰
环境学院：　许　晖　张化龙
电气学院：　朱　珠　张腾超　谭　斐　包晓明　

方　亮　霍群海　李加元
计算机学院：姜素芳　陈　晨　杨丽瑞　董莉莉　

傅　俏　刘亚民
工商学院： 朱云云　张香伟　徐海峰　张　燕　

杨国睿　周　洲
财经学院： 马菊萍　翟云云　孙　静　王前超　

刘　兰
理 学 院： 洪宝剑　刘　曦　方国昌　章荣国　

邓祥周　张风云　惠秋景
医 学 院： 沈丽娟　吕　晶　张雅琴
药 学 院： 江莉莉

生 机 院： 周秋月　袁俊杰
生 科 院： 高　广

获奖名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校优秀研究生干部
获奖人员：机械学院： 郭华锋　季　霞　薛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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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学院： 刘　庆　韩　钧
材料学院： 曹　凯　苏大为　赵　燕
食品学院： 栗春艳　高　音
环境学院： 柴晓娟

电气学院： 周　阳　张　懿　胡子健　王　伟
计算机学院：卿　林　方杰冉　李丹菊　徐莉婷
财经学院： 曾　薇　范慧慧　秦伟锋　左思宁
理 学 院： 沈春雨　贡崇颖
人文学院： 左　勇
外国语学院：杨　钰
化学化工学院：张瑞超　王爱丽
医技学院： 司

!

安

药 学 院： 倪慧艳

生 机 院： 李洪昌

获奖名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校三好学生标兵
获奖人员：机械学院：　　 郭爱娟　宋志鹏

汽车学院： 冉　冬　吴　斌
能动学院： 陈　青
计算机学院： 姜晓玲　郭俊杰
电气学院： 姚　勇
材料学院： 陈　慧
环境学院： 金　瑾
食品学院： 杜雪丹

化工学院： 刘秀丽

医 学 院： 陆丽萍

医技学院： 钱　茜
药 学 院： 王　洁

·７４１·党 政 管 理



理 学 院： 杨　建
人文学院： 刘　琪
法 学 院： 宋春燕

外语学院： 王　楠
艺术学院： 吴文苑　任文婧
教师学院： 周　阳
工商学院： 陈　英　孙胜男
财经学院： 蔡雨湄　张红月
应科学院： 顾维娜

京江学院： 杨斐斐　王　斌
继教学院： 孟广凤

获奖名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学年校三好学生　校优秀学生干部
获奖人员：机械学院：

校三好： 郭爱娟　赵婷婷　李　品　张　斌
孙益飞　王建楼　吴东琴　陈晓燕
季欣宇　龚　鹏　姚伟江　韩有昂
盛　华　李　帅　唐学峰　顾　

$

邱　
%

　唐　宁　钟　馨　蔡　凤
管海兵　王小燕　冯义勇　郁君健
吴明艳　赖灿兴　张余斌　徐　强
陈秋月　刘祥军　金玉希　候风雷
宋丽君　丁小聪　邓爱华　马　斌

校优干： 宋志鹏　杨　敏　管亚云　冯培培
钱晓明　周德吉　蒋俊杰　张站柱
杨双营　徐炳炎　赵　波　宋云亮
张克通　黄　骞　刘永波　蒋　征
聂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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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学院：

校三好： 吴　斌　方　佳　李向聪　田　璐
邹迪明　陈蓉蓉　邓有志　谭　倩
张　燕　王　航　王　晨　游克思
吕秀娥　李　岱　周健豪　杨　健
吴文婷　李发举　张轶川　臧　绫
唐大伟　陆文霞　黄飞飞　纪　莹
查　琼

校优干： 冉冬立　符　凯　喻　力　彭明明
韩文赫　丁向燕　姚宇伟　王英俊
陈　阳　唐　健　姜　博　顾晓庆
陈　佳

能动学院：

校三好： 文　雯　兰根招　李杨子　俞凤琴
王　珏　刘　璐　芮庆西　林

&

婷

罗　琪　毛华芳　丁亚娜　邹　刚
辛少杰　王　涵　李　伟　杨香红
刘莉红　蔡桂芳　王贵金　王金平

校优干： 陈　青　聂莉莉　高庭平　王基超
孙广才　刘映辉　何莲花　王　涛
胡　迪　宋　松　张　洵　祝　磊
王　健　曾　朋

材料学院：

校三好： 陈　慧　过丽萍　徐　驰　黄　萍
郑　烈　李啸颖　陈凌寒　杨华静
马炳倩　杜玉洲　付利军　何　毅
孙嘉继　邱玉花　郑　梦　于春杭
孟平一　徐丽娜　王　平　张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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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飞　郑陈超　张宏娟　刘春福
校优干： 丁振涛　韩明娟　王晓静　郑金彩

范景波　敖　鹭　车晓梅　林海生
陈　钢　袁角亮　李　磊　谭　论
代　为

电气学院：

校三好： 姚　勇　王丹凤　孙晓军　姚　静
王　瑛　温新民　宣　莉　朱晓芳
李振霞　王利利　张　昱　蒋　欢
沈　丽　王　颖　和　阳　徐乔乔
金文斌　杨　爽　李淑芳　张　明
曹海港　朱　萍　蒋诚霞　任莉勇
诸佳云　武宜川　薛婷婷　卢闻州
滕成龙　肖　萍　邬燕忠　陈　园
张　璇　刘桢菁　于　晶　桑建斌
范　健　梁　华　王鹏程　黄星星
邓积佳　姚晓寅　张翠霞　戴西子
王　静　谷佳丽　刘凤琳　李　磊
张　舒　朱　虹　徐　燕　余国勤
张　颖　肖　帆　徐高红　李　腾

校优干： 张东娟　林梦召　姜　威　李浩杰
顾羽洁　陈　前

计算机学院：

校三好： 陈　立　李文惠　万
%

新　刘　玲
严云祥　刘少卿　张震华　陈　瑜
刘小莉　徐　冰　李秀娟　陈　莉
曾　洁　何丽丽　言洪萍　兰　建
刘临通　李腾飞　秦　颖　赵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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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扬宽　方　琦　赵宏亮　伊西超
倪　静　熊　炜

校优干： 郭俊杰　姜晓玲　张晓翠　费伟娟
陈亚必　曹庆皇　吕　伟　王春伟
许亚红　卢　亮　王　莹　李海燕
王侠飞　吴海玲　毛婧敏　卞珏平
陈伟晴　孙少林　徐佳俊　姜培黎

环境学院：

校三好： 金　瑾　王晓静　张惠萍　夏康微
李小皎　段明飞　朱　丹　佘子超
李明慧　韩　

!

　陈　微　杨德明
张　琦　邵丽霞　辛　乐

食品学院：

校三好： 杜雪丹　葛玲玲　肖白玉　邹　凤
程红霞　林　辉　杨　靖　徐富斌
崔树茂　管叶峰　李　静　韩强强
胡曲锐

校优干： 高　花　乔凤昌　马晓萍
化工学院：

校三好： 刘秀丽　张京通　王　静　张星华
黄春霞　邹萍萍　时　花　薛金娟
郑宁宁　朱国鹏　陈丽琴　陈　杰

校优干： 王寅珏　王　娟　吴金华　张东芝
江　华　姜　迪　陈倩倩　张勤勤
袁　剑　李辉辉　郑晓锐

医学院：

校三好： 陆丽萍　黄　鑫　李　娟　陈　鑫
董　茹　仇爱刚　王姜明　倪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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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　娟　郑海娜　郑芳媛　陈　燕
尚梦园　查　敏　宋卫珍　祝　文
殷力佳　李先敏　杨　洋　方　妮
丁　茹　郑兴娟　程利娜　焦安娜
马　聪　沈　磊　徐海宾　陈　靖
吕会艳　汪　瑞　顾玲玲　黄　超
崔曼曼　金丽艳　赵丽娟　朱　灵
杜现法　张　甜　梁秀清　吴燕燕
刘芳蕾　丁　萍　陈　伟　陈毅金
张　英　臧　丽　胥黎明　顾婷益
姜　鹏　贾　鹏　邵　帅　朱　彬
朱　蓓　耿　杰

校优干： 徐晶晶　高润娣　孙倩茹　王天歌
谢　涛　刘　磊

医技学院：

校三好： 钱　茜　宋琳琳　张伟丽　刘　霞
祝君君　吴　丹　翁晓琴　张　玲
李素娟　李　靖　邢　菲　张　慧
李　丽　赵兰静　潘　婕　许国莹
王文卿　杨　琳　许晓庆　丁晓霞
万佳蔚　王金花　高　硕　金　菲
李　飞　王中娟　史　琦　陆　叶
田　丽　武　帅　黄　玺

校优干： 国冬梅　夏珍珍　刘孝萍　高玉婷
王　鹤　张　璐　赵皓

'

　佘　琪
刘　戬

药学院：

校三好： 王　洁　宋玉仙　刘小丹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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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蓓蓓　朱　靓　邓纹纹　刘　爱
夏　峰　徐晨明　曹　宁　韩　培
陈慧贞　王子君　莫丽琴

校优干： 郝建华　徐　泓　刘福燕　凌　敏
杨　冰　孙　达　陈　涛　朱　静
周巧云　姜　薇

理学院：

校三好： 杨　健　付秋瑾　路晓庆　王小翠
孙　琴　丁穗坤　姜颜宁　杨　婷
孙志刚　高琳琳　杨　磊　金汝蕾
王　霞　付化豪　钟萍萍　叶志岳
蒋晓芬　沈　端　李　卿　李　佳
孙艳洁　黄三明　李十泉　钱江流
李爱娥　汤　莹　叶文才　周星星
翁银燕　柳　思　姜荣斌　赵　波
陈广东　刘雅婷　苗丽娟　晏　翔
杨　柳　杨卫华

校优干： 周士金　杨　熙　彭　菲　封　磊
人文学院：

校三好： 刘　琪　王法明　尹嘉舟　蒋克俭
高文芳　朱　宇　左新平　蒋晓琴
惠　琴　魏　慧　程　宸　张　芹
罗　丽　朱梦盼　张　延　苗新丽
徐钰烨　张嘉钰　姜　瑾　钱明苑
秦振英　徐皓洁

法学院：

校三好： 宋春燕　李　宁　刘　璐　郭　娟
冯　艳　丁　洁　黄菊珍　陈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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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悦
校优干： 张　蓉　卢　凤　陆　惠　严　曦

张　科　刘文彬　唐　琦　卞　
!

管军军　刘　艳
外语学院：

校三好： 丁　杨　万　琦　薛　佳　张　卉
朱　敏　葛　睿　胡笑丹　董　雪
孙　奕　杨　蕾　沈珂平　李　珊
卢　炜　马云花　孙　莲　庞　好
李　婷　朱卫娟　周　

#

　徐莉莉
周洁莹　陶　梦　尚晓旭　董海燕
万爱平　濮　艳

校优干： 王　楠　王卫琴　金　婕　孙玉梅
邹燕萍　熊　佳　卞文娟　钱玺仰
范　鸥　邓　群　钱群丹　仲夏阳

艺术学院：

校三好： 吴文苑　李　洁　王轶敏　陆萍萍
吕　怡　刘有源　唐一萌　杨少丽
梁　爽　徐一阳　上官玉燕　李　敏
李晓萍　姚　慧　刘立云

校优干： 任文婧　周美丽　边　鹏　何　晶
姜丙启　于　沁　白　羽　邱晨曦
马　青　谢长龙　龚振华　周　健
孙中华　詹慧娟　杨巍巍　李昊颐

工商学院：

校三好： 陈　英　孙胜男　汪满容　陈芳平
李　琳　陈祯祯　赵新栋　王晓燕
汤　红　李　慧　张赞赞　肖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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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娟娟　吴雪明　李　凤　高　菲
陶阳阳　徐剑林　胡　宏　吴琳琳
黄萍萍　刘毅蓓　卢爱彬　彭　霞
凡　娟　徐　丹　姚　伟　施云霞
朱　

'

　刘　姣　王杜杰　陶　静
王　成　杨　斌　丁正明　陆金龙
周　菁　吴娅敏　王　红　林好好
刘玲玲　赵　帅　钱亚美　庄晓晨

校优干： 吕晓红　许文静　顾　惠　冯小兰
张心洁　许　斌　李　倩　彭　钢
邢亚楠　杨　兰　管　理　罗晨明
姚　伟　崔　悦　汤先帅

财经学院：

校三好： 张红月　由　丹　吴贤艳　吕　萍
赵美玲　虞　琼　蒋冬学　顾　湘
蒋　敏　郑　华　赵　兰　蒋雅芳
张　琳　杨清泉　吴丹烨　张红霞
季尔曼　滕家佳　魏呈呈　李　

'

曾　燕　詹学颖　蔡莉倩　史　婧
陈　晓　黄婷婷　王　怡　叶彩虹
乔　天　宋林英　林燕燕　沈　洁
唐玉军　张婧茜　胡　倩　张为为
方媛媛　郭芳姝　刘羡钦　刘广平
黄　柳　吴海迪　徐　军　许　成
张明虎　李　琳　王汩泉　张红霞
唐玉婷　张爱曼　周苏萍　徐　婧
张　瑜

校优干： 蔡雨湄　陈羽蝶　刘金领　王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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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艳　季承豪　刘　阳　袁　希
朱柳丹　薛　菲　张兴余　辛爱林
方燕燕　陈　艳　胡　怡　陆　慧
陶玲玲

应用科技学院：

校三好： 范陈飞　茅　君　崔小艳　惠红娟
潘　洁　孙文静　周　静　秦小丽

宣传与报道

２００６年中央、省、市各级媒体
宣传、报道我校题录

１．《人民日报》
江苏大学“爱心联盟”助困（２００６／０４／２０　１３版）
学子暑期实践忙（照相簿）（２００６／０７／０４　１９版）
农民工子女乐在大学园图片（２００６／０７／１１　１８版）

２．《光明日报》
江苏大学“移动课堂”走近家长（２００６／０３／１５　６版）
大学生爱心接力到社区（２００６／０６／１４　７版）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走进高校图片（２００６／０８／０９　８版）

３．《中国教育报》
江苏大学医学院留学生实验图片（２００６／０１／１６　７版）
家长会开到学生家门口（２００６／０１／２２　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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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协奏曲”是这样奏响的（２００６／０３／３１　３版）
大学生自律，需不需要承诺（２００６／０３／１２　３版整版）
江苏大学法学院社区服务（２００６／０５／０８　Ａ１版）
江苏大学“爱心天使”引来爱心潮（２００６／０６／０９　２版）
江苏大家货款毕业生倡议诚信还贷（２００６／０６／２８　１版）
民工子女高校参观图片（２００６／０７／１１　１版）
流动人口子女爱心书屋导读图片（２００６／０７／２２　２版）
“我愿用点点微光回报苍穹”（２００６／０８／１７　２版）
大学生购书献爱心图片（２００６／０８／２２　１版）
加大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力度（２００６／０８／３０　６版）
贫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２００６／０８／３０　６版）
大学生成立爱心中转站图片（２００６／１１／０２　２版）
一条艰辛执著的攀登之路（２００６／１０／２７　１版（头条））
大学生温暖“空巢”老人图片（２００６／１１／１０　２版）
江苏大学留学生医学实验课图片（２００６／１１／１１　１版）
病房里的誓言（２００６／１２／１４　２版）
想灾区群众　献爱心一片图片（２００６／１２／１９　２版）

４．《科技日报》
江苏大学新增３个博士点、３４个硕士点（２００６／０２／２８　７版）
国内首座碳纤维材料索斜拉桥问世（２００６／０４／０４　７版）
一名博士生和３５个濒临失学的孩子（２００６／０３／１６　７版）
中法超强超短激光学术研讨会在江大举行（２００６／０４／２０　７
版）

江苏大学：高分生可两次重选专业（２００６／０５／１８　７版）
多学科团队奏响“创新协奏曲”（２００６／０４／２５　７版）
国家助学贷款助力大批贫困生成才（２００６／０８／２４　７版）
江大科技服务团给农民送“农技套餐”（２００６／０９／２１　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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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助学之恩　献热血青春（朱恩波访谈）（２００６／０９／２２　４版）
全球最大数控机床厂商在江大设立演示中心（２００６／１０／２６　７
版）

５．《科学时报》
残障研究生求职　终有春暖花开时（２００６／０２／１４　Ｂ２版）
江苏大学为学生建立三色档案（２００６／０４／１１　Ｂ１版）
江苏大学以专利带动自主创新（２００６／０５／０９　Ｂ２版）
食品学院学生农户调查图片（２００６／０６／２０　Ｂ２版）
“健康快车进农家”图片（２００６／０８／０８　Ｂ２版）
百余师生江苏大学比试“制造功夫”图片（２００６／０８／２９　Ｂ２版）
现代农业工程建设与“新农村”建设（２００６／１１／２８　Ｂ４版）
郭啸栋：贫穷不堕青云志（２００６／１２／１２　Ｂ２版头条）
内涵和特色引领事业发展（２００６／１２／２７　Ａ４版）

６．《中国社会报》
人文学院大一新生向社区居民学习　图片（２００６／０９／１９　１版）
“绘制社区人口与计生文化墙”　图片（２００６／１０／１２）
江苏大学人文学院大学生慰问空巢老人　图片（２００６／１１／１４　
４版）

７．《教师报》
真有意思　图片（２００６／０７／０２　２版）
天路通车　图片（２００６／０７／０５　３版）
走进校园　图片（２００６／０８／０９　２版）

８．《新华日报》
大学家长会开到家门口（２００６／０１／２４　Ｂ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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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江苏大学的“科技群英”（２００６／０３／２４　Ｄ４版头条）
走进“大学生发明大王”（２００６／０６／３）
首批二十七名台湾企业家研修“出炉”（２００６／０７／０３　Ａ３版）
“大学生踏寻文化遗产”活动图片（２００６／０７／２５　Ｃ２版）
江大外国留学生为农民送“西餐”（２００６／０８／０１　Ｃ２版）
镇江六百里外播科技细雨（２００６／０９／１４　Ａ１版）
江苏大学首批台籍研究生入学（２００６／０９／２６　Ｃ２版）
江大组建顶极数控加工演示中心（２００６／１０／２４　Ａ３版）
免疫学专家聚首镇江（２００６／１１／０７　Ａ３版）
寒门学子情系同伴（２００６／１２／０４　Ｃ２版）
镇江举办火灾隐患普查整治公益宣传（２００６／１２／１２　Ｃ２版）

９．《扬子晚报》
一女大学生“起死回生”（２００６／０１／１７　Ａ７版）
贫困大学生赶写“家书”（２００６／０１／３１　Ａ３版）
镇江率先实行“双向转诊”（２００６／０２／１４　Ａ３版）
博士生情牵３５个贫困娃（２００６／０３／０４　Ａ１９版）
大学生学习洪战辉　图片（２００６／０３／０７　Ａ２１版）
江大“爱心联盟”回收饮料瓶助困（２００６／０３／２０　Ａ２版）
“爱心联盟”收到４０００件“新衣”（２００６／０３／２１　Ａ３版）
爱心学子捐骨髓（２００６／０３／２６　Ａ３版）
独立学院呈优胜劣汰趋势（访陈龙院长）（２００６／０３／２９　Ｂ１３版）
“碳纤维斜拉桥”在镇江问世（２００６／０４／０１　Ａ２版）
英语专业本科教学接受评估（２００６／０５／１９　Ａ７版）
“爱心天使”重病牵动人心（２００６／０５／２７　Ａ９版）
陈静将部分捐款转赠病友（２００６／０５／２９　Ａ９版）
“盐城苦娃”昨获厚礼（２００６／０６／０１　Ａ８版）
“能识别假币的钱包”获国际金奖（２００６／０６／０４　Ａ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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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男排首战不敌河南（２００６／０６／１６　Ｂ６版）
生物柴油最宜在江苏“孕育”（２００６／０６／２１　Ａ２７版）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人才培养“亮点”频现（２００６／０６／２１　Ａ２７版）
高校毕业生以感人举动惜别母校（２００６／０６／２２　Ａ７版）
江大５９３名毕业生倡议诚信还贷（２００６／０６／２３　Ａ２６版）
专业填报要放远眼光（２００６／０６／２４　Ａ５版）
工商学院茅山“三下乡”活动图片（２００６／０８／０９　Ｂ２２版）
省制造技术创新制作比赛揭幕（２００６／０８／２０　Ａ５版）
创新大赛上看稀奇图文（２００６／０８／２３　Ａ１９版）
“请买一朵丝网花吧”（２００６／０９／０７　Ａ１版）
天凉了免费挑件衣吧（图文）（２００６／０９／１３　Ａ１０版）
省运会男排赛江苏大学首战取胜（２００６／１０／１５　Ａ２２版）
７００专家聚首镇江研究人体免疫系统（２００６／１１／０５　Ａ６版）
汽车企业“扎堆”招聘（２００６／１１／１９　Ａ４版）
山东“洪战辉”江大读研（图文）（２００６／１１／２０　Ａ１０版）
学子为师　义务家教（２００６／１１／２６　Ａ９版）

１０．《江苏经济报》
台商来苏深造、投资两不误（２００５／０７／０３）
感受紫砂文化实践活动图片（２００６／０７／２４　Ｂ３版）
工科院校师生竞技教学创新（２００５／０８／２１）

１１．《江南时报》
中法６０激光“顶尖级”专家汇集江大（２００６／０４／２０　２４版）
小记者江大行有感（６篇）（２００６／０５／０９　江南教育整版）
江大今年７０００优等生可进培优班（２００６／０５／１６　２４版）
江苏大学珍珠广场英语角获好评（２００６／０５／２１　１８版）
江大“轴流泵”用于南水北调工程（２００６／０５／２５　１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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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艺术，织就爱心（２００６／０５／２８　１５版）
环境学院小分队检测水体污染图片（２００６／０６／３０　１８版）
３１名外来孩子走进江大开眼界（２００６／０７／１２　１５版）
“爱心女孩”病房圆了入党梦（２００６／１２／０３　１５版头条）

１２．《镇江日报》
江苏大学新增一批博士、硕士点（２００６／０２／２３　２版）
博士生张兵情牵贫困娃（２００６／０３／０５　Ａ１版头条）
志愿者故事感动大学生（２００６／０３／２６　Ａ１版）
江大建“三困”生彩色档案（２００６／０４／０８　Ａ２版）
江大设立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２００６／０４／２６　Ａ２版）
科技创新催生江大“专利热”（２００６／０５／０３　Ａ１版报眼）
勤工助学漫漫路图文（２００６／０５／０７　Ａ４版）
江苏大学喜获科技部“金桥奖”（２００６／０５／１０　Ａ２版）
江大车辆产品实验室通过计量认证（２００６／０６／０５　Ａ１版）
江大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实验室通过省考（２００６／０６／１３　Ａ１版）
江大学子毕业不忘“感恩”（２００６／０６／２３　Ａ２版）
全省高校“制造功夫”比试：江大蝉联“双料冠军”（２００６／０８／２４
Ａ２版）
刘春生获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２００６／０９／０２　Ａ１版）
大学—一段需要精心规划的生活（２００６／０９／１５　整版）
１３名台湾籍研究生入学江大（２００６／０９／２５　Ａ１版）
江大教授自愿提供智力支持（２００６／１１／０８　Ａ３版）
全国高校广电宣传研讨会在江大召开（２００６／１１／１１　Ａ２版）
研讨“农机化与新农村”（２００６／１１／１５　Ａ２版）
江大一学子捐资反哺传佳话（２００６／１１／２３　Ａ３版）
江大袁寿其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２００６／１２／０９　Ａ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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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啸栋事迹引起强烈反响（２００６／１２／１６　Ａ２版）
江大张兵当选“省十佳青年学生”（２００６／１２／２１　Ａ２版）
江大首获“国家精品课程”（２００６／１２／２８　Ａ２版）
高创中心孵化　江大学生研发（２００６／１２／２９　Ｂ３版）

１３．《京江晚报》
“回收饮料瓶助困”引来爱心潮（２００６／０３／３０　４版）
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要“小心”（２００６／０４／０５　５版）
新华书店门前有了家教登记站（２００６／０４／０９　３版）
三成大学生愿做“漂一族”（２００６／０４／２４　３版）
李肇星视察镇江图片（２００６／０６／０５　１版）
印度留学生在江大（２００６／０６／０８　１８版）
江大贫困生感受夏日浓情（２００６／０６／２９　５版）
江大暑期社会实践走进句容监狱（２００６／０８／０３　２版）
研究生与师范生“抢饭碗”（２００６／１１／１９　３版）
郭啸栋：贫穷不堕青云志（２００６／１２／０５　１９版整版）
江大女足勇夺全国冠军（２００６／１２／０８　２３版）
为了拯救患白血病的“爱心天使”（２００６／１２／３０　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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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索引

２００６年校党委印发的主要管理文件题录
序号 文　件　题　名 文　　号 档号

１
江苏大学２００６年党政工作
要点

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３号 ２００６ＤＱ１１７

２
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关于

深入学习贯彻党章的意见
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１９号 ２００６ＤＱ１３５５

３
关于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

记讲话精神　加强社会主
义荣辱观教育的通知

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２０号 ２００６ＤＱ１４７

４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十一

五”发展规划》的通知
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２１号 ２００６ＤＱ１６４

５

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

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

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

要》的意见

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４０号 ２００６ＤＱ１２３

６
关于改革大学生形势与政

策教育教学形式的通知
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４５号 ２００６ＤＱ１４９

７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精神

文明建设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规
划》的通知

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４７号 ２００６ＤＱ１４１０

８
关于围绕学习《江泽民文

选》全面开展读书活动的

通知

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５１号 ２００６ＤＱ１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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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文　件　题　名 文　　号 档号

９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处级

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和

廉政档案管理规定》的

通知

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５２号 ２００６ＤＱ１２４

１０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法制

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

划》的通知

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５３号 ２００６ＤＱ１４１２

１１ 关于开展２００６年度民主评
议党员工作的通知

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５８号 ２００６ＤＱ１３６２

１２
江苏大学中层党政领导班

子及干部２００６年度考核工
作实施办法

江苏大委［２００６］５９号 ２００６ＤＱ１３６３

２００６年校行政印发的主要管理文件题录
序号 文　件　题　名 文　　号 档号

１
江苏大学关于２００６年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

实施意见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４８号 ２００６ＸＺ１２２０

２ 江苏大学差旅费开支暂行

规定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５０号 ２００６ＣＫ１１２６

３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安全保

卫工作有关规定的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５３号 ２００６ＸＺ１４１

４
江苏大学关于２００６年卫生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

作的实施意见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７０号 ２００６ＸＺ１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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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文　件　题　名 文　　号 档号

５
江苏大学合同审核工作暂

行办法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７７号 ２００６ＸＺ１３１

６
关于进一步加强二级单位

经费管理的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７８号 ２００６ＣＫ１１２８

７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教职

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

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试

行）》的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００号 ２００６ＤＱ１６５

８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公有

住房租用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０１号 ２００６ＸＺ１５４

９
关于印发《关于加快科学

研究院建设与发展的若干

意见（暂行）》的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１０号 ２００６ＫＹ１１２９

１０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１４号 ２００６ＫＹ１１３０

１１
江苏大学关于引进人员过

渡租用房管理的暂行办法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１５号 ２００６ＸＺ１２２２

１２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学生

违纪处分条例补充规定

（暂行）》的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２３号 ２００６ＪＸ１１２０

１３
江苏大学本科教学编制核

算办法（试行稿）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２８号 ２００６ＪＸ１１２１

１４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科技

产业规范化建设实施方

案》和《江苏大学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组建

方案》的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５３号 ２００６ＫＹ１１３１

·５６１·党 政 管 理



续表

序号 文　件　题　名 文　　号 档号

１５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临床

驻点教学综合管理实施意

见》的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５５号 ２００６ＪＸ１１２２

１６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校“挑

战杯”竞赛参赛工作的

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７６号 ２００６ＤＱ１７２４

１７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破坏

性地震应急预案》的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９４号 ２００６ＸＺ１１８０

１８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教师

在职进修暂行办法》的

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１９９号 ２００６ＸＺ１２２３

１９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人才

引进暂行办法》的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２０５号 ２００６ＸＺ１２２５

２０
关于做好２００６年年度考核
与分配工作的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２０７号 ２００６ＸＺ１２２４

２１
关于进一步加强“计算机

基础及程序设计”课程教

学与管理工作的通知

江苏大校［２００６］２１５号 ２００６ＪＸ１１２３

·６６１·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