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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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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历史可追溯到１９０２年刘坤一、张之洞、魏光
焘在南京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２００２年５月，江苏省委、省政府
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江苏大学等９所从三江师范学堂发展而来
的高校隆重举行办学百年庆典，并赠鼎纪念。

学校座落风景秀丽的江南著名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镇江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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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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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０余人。全
日制在校学生３５０００余人，其中研究生６０００余人。设有２４个学
院、７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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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５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３３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１００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２个国家级重点学科，１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４个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１个省部共建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１３个江苏省重点学科，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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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定期公开出版的专业刊物５种，图书馆藏书２３５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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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办学特色鲜明，工科优势明显，在长期的办学实践过程中

积淀形成了“秉承为农服务办学传统，坚持走工科院校为农服务

道路”的鲜明特色，构建了工科、生命医药、理学、经管、人文五大

学科板块，形成了重点突出、交叉渗透、板块联动、优势互补的综合

性大学学科格局。

学校秉承“博学、求是、明德”校训，始终坚持把培养具有全面

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作为根本目标，牢固确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

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模式，着力提升大学生的创

新思维、科学精神、文化素质和实践能力，历届毕业生都以基础实、

知识宽、素质高、能力强，肯干、能干、实干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

迎。学校多次在全国英语、数学、物理、力学、计算机等竞赛以及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取得好成绩。

２００５年，教育部公布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结论，学校喜获“优秀”成
绩，２００３年校团委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学校高度重视科技工作。近年来共有４００余项成果获国家和
部、省级科研成果奖，近２００项成果获国家专利。“潜水泵理论与
关键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项目荣获２００７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研究生教育成效显著，已连续２年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
论文”。

学校拥有江苏大学出版社和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其中江苏大

学附属医院为镇江市唯一一家三级甲等医院。

目前，学校全体师生员工正紧紧抓住经济、社会及高等教育发

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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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内涵、强化特色，凝心聚力、开拓

创新，为把学校建设成为以工科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若干学

科国内一流的高水平、开放式教学研究型综合性大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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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及负责人

校党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名单

书　记：朱正伦
副书记：曹友清　陈国祥（２００７．０９．１６止）

常　委：朱正伦　曹友清　陈国祥（２００７．０９．１６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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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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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０日选举产生，按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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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０９．１６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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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０日选举产生，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有玉　陈留平　姚冠新　顾志伟　柴顺根　高　翔
郭礼华　董　英　喻　骏　赵立强（２００５．０４．２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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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务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１．党委办公室
主　任：戈国元
副主任：夏益伟

戈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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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０７．１０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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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平 （２００７．０４．１９起）

倪时平 （２００７．０４．２６止）
新闻中心

主　任：高　鸣（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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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党委统战部
部　长：毛国春
副部长：陈建玉 （２００７．０７．１０止）

６．党委老干部部
部　长：李战军
副部长：陆朝元

朱武江

７．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部　长：刘荣桂
副部长：沈　晨 （２００７．０４．０３起）

８．党委学生工作部
部　长：姚冠新
副部长：苗芊萍 （２００７．０７．１０止）

黄鼎友

王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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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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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附属医院党委
书　记：沙志平
副书记：丁建铭

李　坚 （２００７．０７止）
附属医院纪委

书　记：丁建铭

１２．机关分党委
书　记：顾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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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书记：袁　润 （２００７．０５．２５起）

１７．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党总支
书　记：李　红 （２００７．０４．０３起）
副书记：李　红 （２００７．０４．０３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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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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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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０７．１０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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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研究室
主　任：李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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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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处长：蒋国伟

张　虹
邵学军

人才交流中心

副主任：杨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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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０７．１０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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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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科学技术与产业处
处　长：陈　龙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程晓农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副处长：余江南

罗福强 （２００７．０４．０３起）
杨敬江 （２００７．０４．２６起）
陈锦清 （２００７．０４．２６止）

国防科技保密办公室

主　任：陈　龙（兼）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程晓农（兼）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副主任：刘海霞

１０．研究生处
处　长：施卫东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李萍萍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副处长：解幸幸

马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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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学生工作处
处　长：姚冠新
副处长：黄鼎友

王善民

苗芊萍 （２００７．０７．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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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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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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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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萍（兼）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许化溪（兼）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副主任：朱　冬

郑金旭（兼）

许文荣（兼）

校群团组织及负责人名单

１．工会委员会
主　席：许化溪 （２００７．０４．２９起）

陈国祥 （２００７．０４．２９止）
副主席：喻　骏 （主持工作）

殷荷生

朱　琴 （２００７．０４．２９起）

２．共青团委员会
书　记：李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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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张伟杰

蔡　明 （２００７．０５．１０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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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爱新 （２００７．０４．０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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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书　记：周绿林
　　副书记：朱立新
院　长：梅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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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李锦飞

朱立新

何有世

ＭＢＡ教育中心
主　任：梅　强（兼）
副主任：李锦飞（兼）

何　娣

４．财经学院
党委书　记：周　俊
　　副书记：王恒根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施　康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院　长：陈丽珍
副院长：赵喜仓

孔玉生

王恒根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施　康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５．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党委书　记：陈汇龙
　　副书记：施爱平
院　长：杨敏官
副院长：施爱平

王　谦

６．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党委书　记：杨福庚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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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银群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副书记：刘　强
院　长：赵玉涛
副院长：刘　强

周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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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２００７．０４．１９党总支改党委）

党委书　记：董　英
　　副书记：曲云进
院　长：马海乐 （２００７．０４．０３起）
副院长：姜　松

曲云进

９．环境学院（２００７．０４．１９党总支改党委）

党委书　记：吴春笃
　　副书记：黄勇强
院　长：吴春笃
副院长：刘　宏

黄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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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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副书记：张九如
院　长：田立新
副院长：王亚伟

骆　英
张九如

１２．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党委书　记：郑培钢
　　副书记：杨志春
院　长：董德福 （２００７．０４．０３起）
副院长：张炳生

钱兆华

杨志春

董德福 （主持工作，２００７．０４．０３止）

１３．法学院（２００７．０４．１９党总支改党委）

党委书　记：刘同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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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长：刘同君（兼）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副院长：张先昌

高庆年

１４．化学化工学院（２００７．０４．１９党总支改党委）

党委书　记：吴向阳
　　副书记：朱利平
院　长：谢吉民
副院长：倪　良

朱利平

１５．医学院
党委书　记：罗卓洲
　　副书记：赵　明
院　长：郑金旭
副院长：姜　平

肖德生

眭　建
赵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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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邵启祥 （２００７．０４．０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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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药学院（２００７．０４．１９党总支改党委）

党委书　记：徐希明
　　副书记：张禄华
院　长：徐希明
副院长：仰榴青

张禄华

１８．外国语学院
党委书　记：王赛扬
　　副书记：季　兵
院　长：罗新民
副院长：陈　红

张　瞞
季　兵

１９．艺术学院（２００７．０４．１９党总支改党委）

党委书　记：倪时平 （２００７．０４．２６起）
王　平 （２００７．０４．１９止）

　　副书记：谢志芳
院　长：（暂缺）
副院长：张乾元

谢志芳

沙　强 （２００７．０４．２６起）
陈见东 （２００７．０４．２３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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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学研究所

所　长：王长乐

２１．京江学院
党委书　记：高　翔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陈　龙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副书记：吴麟麟

陈佳赋 （２００７．０７．１０止）
院　长：路正南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陈　龙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副院长：符永宏

吴麟麟

赵跃生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２２．继续教育学院
党总支书　记：刘晓远
　　　副书记：樊桂林
院　长：花银群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路正南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副院长：张立民

陈志刚

樊桂林

宗伯君

蒋昭灿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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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院　长：（暂缺）
副院长：赵银德

２４．体育部
直属党支部书记：楼书芬 （２００７．０７．１０止）
主　任：李明学
副主任：卫　军

王跃华

２５．应用科学技术学院（２００７．０３．２７实行与京江学院“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运行体制）

党委书　记：杨福庚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副书记：王恒根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院　长：高　翔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副院长：赵跃生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王崇宪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王恒根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蒋昭灿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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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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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馆长：刘红光（兼）

刘　骥
王维华

袁　润

３．档案馆
馆　长：鲁丹苹 （２００７．０７．１０止）

４．出版社（２００７．０２．１６新闻出版总署同意成立）

社　长：吴明新 （２００７．０４．２４起）
副社长：施　康 （２００７．０４．２４起）
总　编：吴明新 （２００７．０４．２４起）
副总编：芮月英 （２００７．０４．２４起）
杂志社

社　长：吴明新
副社长：赵　峰 （２００７．０４．２８止）

芮月英

施　康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５．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主　任：许晓东
副主任：陈健美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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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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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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长：程晓农（兼）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孙玉坤（兼）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止）
常务副院长：丁建宁

副院长：毕勤胜 （２００７．０７调离本校）
陈克平（兼）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起）
周　明 （２００７．０４．０３起）

１０．农业工程研究院（生物机电工程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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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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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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７．０４．２０成立）

总经理：陈锦清 （２００７．０４．２６起）

１５．附属医院
院　长：刘东明
副院长：曹广龙

张尤历

张建新

１６．附属学校
校　长：连　利
副校长：朱怀琪 （２００７．０７．１０止）

卢金星

陶筱青

１７．附属职工医院
院　长：兰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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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和新增的校党政常设

非编机构及人员名单

一、２００７年调整的常设非编机构及人员名单

１．江苏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１９调整）

组　长：袁寿其
副组长：朱正伦　袁银男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贵成　朱正伦　许化溪　孙玉坤　陈国祥　宋京章
宋余庆　李萍萍　陈　龙　施卫东　袁寿其　袁银男
柴顺根　曹友清　程晓农　韩广才

２．江苏大学依法治校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２３调整）

组　长：朱正伦
副组长：袁寿其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毛国春　王贵成　孙玉坤　许化溪　许如民
宋余庆　宋京章　李文清　李战军　李洪波　李晓波
李萍萍　陈　龙　陈国祥　周阿亚　姚冠新　施卫东
赵立强　赵建平　柴顺根　袁银男　高　鸣　曹友清
喻　骏　程晓农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戈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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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江苏大学“五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２３调整）

组　长：宋京章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王贵成　刘同君　刘荣桂　李文清　李战军
李洪波　李晓波　周阿亚　姚冠新　赵立强　高　鸣
喻　骏

办公室主任：高　鸣

４．江苏大学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２３调整）

组　长：朱正论
副组长：曹友清　许化溪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卢殿臣　许如民　朱武江　李文清　李战军
陆朝元　郭礼华　喻　骏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陆朝元

５．江苏大学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２００７．０４．２４调整）

主　任：朱正论
副主任：袁寿其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毛国春　王贵成　卢殿臣　刘红光　刘荣桂
孙玉坤　许化溪　许如民　许晓东　宋余庆　宋京章
李文清　李战军　李洪波　李晓波　李萍萍　沙志平
陆朝元　陈　龙　陈国祥　陈留平　周阿亚　姚冠新
施卫东　赵立强　柴顺根　袁银男　郭礼华　高　鸣
曹友清　喻　骏　程晓农　谢　钢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高　鸣

·７４·概　　况



６．江苏大学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２４调整）

组　长：曹友清
副组长：宋京章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毛国春　王贵成　刘荣桂　张炳生　李文清
李战军　李洪波　陆朝元　陈　龙　周阿亚　罗新民
姚冠新　高　鸣　喻　骏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毛国春

７．江苏大学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２３调整）

组　长：朱正伦
副组长：袁寿其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王贵成　卢殿臣　刘荣桂　宋余庆　宋京章
李文清　李战军　李洪波　李萍萍　陈国祥　周阿亚
姚冠新　赵立强　柴顺根　袁银男　郭礼华　高　鸣
曹友清

办公室主任：戈国元

８．江苏大学国家安全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２３调整）

组　长：朱正伦
副组长：宋京章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毛国春　王贵成　刘荣桂　李文清　李战军
沙志平　陈　龙　周阿亚　罗新民　姚冠新　高　鸣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周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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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江苏大学保密委员会（２００７．０４．２３调整）

主任委员：朱正伦

副主任委员：宋京章　程晓农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王贵成　石宏伟　刘凤英　刘国海　刘荣桂
许友谊　许如民　许晓东　李　红　李文清　李战军
杨福庚　陈　龙　陈汇龙　陈留平　周阿亚　罗新民
赵立强　高　鸣　葛如海　鲁丹苹

办公室主任：戈国元

１０．江苏大学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２３调整）

组　长：朱正伦
副组长：曹友清　柴顺根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建铭　戈国元　王贵成　卢殿臣　刘红光　许如民
李文清　苏益南　陈　龙　陈留平　赵立强　赵建平
郭礼华　高　鸣　高传玉

办公室主任：赵立强

１１．江苏大学人民调解委员会（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主　任：宋京章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赛扬　卢殿臣　石宏伟　刘凤英　刘同君　刘红光
刘国海　刘晓远　朱怀琪　吴向阳　吴春笃　杨福庚
沈荣林　沙志平　闵　

!

　陆朝元　陈　林　陈汇龙
周　俊　周阿亚　周绿林　罗卓洲　郑培钢　赵明利
倪时平　徐希明　顾志伟　高　翔　喻　骏　葛如海
董　英　楼书芬　薛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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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主任：周阿亚

１２．江苏大学消防安全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组　长：宋京章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荣桂　张济建　李文清　苏益南　周阿亚　姚冠新
郭礼华　高　鸣

办公室主任：周阿亚

１３．江苏大学安全生产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组　长：曹友清
副组长：宋余庆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许友谊　张济建　苏益南　周阿亚　郭礼华

办公室主任：郭礼华

１４．江苏大学奖贷基金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主　任：陈国祥
副主任：袁银男　李萍萍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贵成　刘荣桂　许如民　李洪波　姚冠新　赵立强
赵建平　谢　钢

办公室主任：姚冠新　刘荣桂

１５．江苏大学学生工作委员会（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主　任：朱正伦
副主任：袁寿其　陈国祥　袁银男　李萍萍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０５·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戈国元　王贵成　刘荣桂　许如民　张济建　李文清
李战军　周阿亚　姚冠新　郭礼华　高　鸣　谢　钢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姚冠新　刘荣桂

１６．江苏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组　长：袁寿其
副组长：陈国祥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王恒根　王贵成　刘　强　刘同君　刘荣桂
曲云进　朱立新　朱利平　江浩斌　许晓世　吴麟麟
张九如　张禄华　李文清　李洪波　李萍萍　杨志春
沈　晨　沈雪妹　周志平　季　兵　姚冠新　施爱平
赵　明　莫纪平　袁银男　钱秋源　崔金贵　黄勇强
黄鼎友　谢　钢　谢志芳　樊桂林

办公室主任：姚冠新　刘荣桂

１７．江苏大学教学委员会（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主　任：袁寿其
副主任：袁银男　李萍萍　王贵成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建宁　马海乐　毛罕平　田立新　刘东明　刘同君
朱　冬　许友谊　许文荣　许如民　吴春笃　张永康
李文清　李明学　杨敏官　沙　强　花银群　陈　林
陈丽珍　罗新民　郑金旭　姚冠新　施卫东　赵玉涛
赵银德　赵德安　徐希明　郭礼华　梅　强　董德福
谢吉民　韩广才　路正南　蔡忆昔　鞠时光

办公室主任：王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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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江苏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主　任：袁银男
副主任：王贵成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吴明新　李文清　李洪波　连　利　茅海燕　姚冠新
施卫东　贺建国　高　鸣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贺建国

１９．江苏大学招生委员会（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主　任：袁银男
副主任：李萍萍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贵成　许晓世　李文清　花银群　姚冠新　施卫东
赵立强　郭礼华　韩广才　路正南

办公室主任：许晓世

２０．江苏大学计算机网络安全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组　长：袁寿其
副组长：宋京章　宋余庆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贵成　卢章平　许如民　许晓东　李文清　李战军
陈留平　周阿亚　罗新民　姚冠新　施卫东　高　鸣
韩广才　鞠时光

办公室主任：许晓东

２１．江苏大学网站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组　长：宋京章
副组长：宋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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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许如民　许晓东　李文清　陈留平　高　鸣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高　鸣

２２．江苏大学计划生育委员会（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主　任：宋京章
副主任：喻　骏　赵明利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卢殿臣　许友谊　高　鸣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赵明利

２３．江苏大学师资队伍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组　长：袁寿其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贵成　朱正伦　陈　龙　施卫东　袁银男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韩广才

２４．江苏大学基本建设指挥部（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总指挥：程晓农

副总指挥：苏益南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朱华明　许如民　许晓东　杨小平　周阿亚　胡建华
赵立强　赵建平　郭礼华　高传玉　曹广龙　章　平

办公室主任：苏益南

２５．江苏大学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主　任：袁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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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周新云　赵立强　喻　骏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韩广才

２６．江苏大学学科建设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组　长：袁寿其
副组长：朱正伦　李萍萍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许如民　杨继昌　陈　龙　陈留平　施卫东　赵杰文
袁银男　韩广才　蔡　兰

办公室主任：施卫东

２７．江苏大学节水节电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组　长：曹友清
副组长：宋余庆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荣桂　许如民　张济建　姚冠新　郭礼华

办公室主任：郭礼华

２８．江苏大学学风建设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组　长：陈国祥
副组长：袁银男　李萍萍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贵成　刘荣桂　吴麟麟　李洪波　姚冠新　谢　钢
樊桂林

办公室主任：姚冠新　刘荣桂

·４５·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２９．江苏大学留学生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组　长：袁寿其
副组长：许化溪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贵成　张济建　李文清　周阿亚　罗新民　姚冠新
施卫东　赵银德　郭礼华　高　鸣

办公室主任：赵银德

３０．江苏大学校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组　长：袁寿其
副组长：曹友清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王贵成　许如民　李文清　李战军　苏益南
陈　龙　姚冠新　施卫东　赵立强　郭礼华　高　鸣
喻　骏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李文清

３１．江苏大学科技产业规范化建设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组　长：袁寿其
副组长：程晓农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许如民　陈　龙　陈锦清　赵立强　赵建平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陈锦清

３２．江苏大学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组　长：曹友清
副组长：柴顺根　程晓农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５５·概　　况



许如民　苏益南　陈留平　赵立强　赵建平　郭礼华
高传玉

办公室主任：高传玉

３３．江苏大学体育工作委员会（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主　任：袁银男
副主任：喻　骏　李明学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王恒根　王贵成　卢殿臣　刘　强　刘同君
刘贤兴　刘荣桂　曲云进　朱立新　朱利平　江浩斌
许如民　许晓世　吴麟麟　张九如　张禄华　李文清
李洪波　杨志春　沈雪妹　沙志平　陆朝元　周志平
周阿亚　季　兵　姚冠新　施爱平　赵　明　赵立强
赵建平　莫纪平　郭礼华　钱秋源　高　鸣　崔金贵
章　平　黄勇强　谢志芳　韩广才　樊桂林

办公室主任：李明学

３４．江苏大学校园综合治理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组　长：曹友清
副组长：宋京章　宋余庆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朱武江　许晓东　张济建　李文清　苏益南
周阿亚　姚冠新　赵立强　郭礼华　高　鸣　喻　骏

办公室主任：郭礼华

３５．江苏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４．３０调整）

组　长：袁寿其
副组长：许化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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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贵成　许如民　李文清　李晓波　罗新民　姚冠新
施卫东

办公室主任：罗新民

３６．江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２００７．０６．１２调整）

主　席：袁寿其
副主席：朱正伦　李萍萍　施卫东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海乐　王贵成　毛罕平　田立新　朱正伦　许化溪
许文荣　孙玉坤　刘同君　杨继昌　杨敏官　李萍萍
吴春笃　张永康　陈　龙　陈丽珍　陈　林　罗新民
郑金旭　赵玉涛　赵杰文　赵德安　施卫东　姜　哲
袁寿其　袁银南　徐希明　梅　强　董德福　程晓农
谢吉民　蔡忆昔　鞠时光

秘　书：施　忠　王诚怡

３７．江苏大学学术委员会（２００７．０６．２５调整）

主任委员：袁寿其

副主任委员：朱正伦　程晓农　陈　龙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建宁　马海乐　王贵成　毛罕平　田立新　孙玉坤
许化溪　许文荣　朱正伦　刘同君　刘国海　李萍萍
吴春笃　张永康　陈　龙　陈丽珍　陈　林　陈　钧
杨继昌　杨敏官　罗新民　郑金旭　赵玉涛　赵杰文
赵德安　施卫东　姜　哲　骆　英　袁寿其　袁银男
徐希明　梅　强　程晓农　董德福　谢吉民　蔡忆昔
鞠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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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陈　龙
秘　书：刘海霞

３８．《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委员会（２００７．１１．０８调整）

顾　　问：杨胜利　卢耀如
主任委员：袁寿其

副主任委员：程晓农　李汉中　何　仁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贵成　毛罕平　田立新　卢耀如　朱　荻

朱银昌 刘国海 何　仁 李汉中 邹　云

张禾丰 陈　龙 吴春笃 杨胜利 杨敏官

施卫东 赵杰文 骆　英 姜　哲 袁寿其

徐红星 曹树良 程晓农 蒋建清 谢吉民

詹永照 蔡忆昔 潘志庚 薛友宏 戴　华

主　编：袁寿其
副主编：程晓农　李汉中　朱银昌　何　仁　徐红星

　　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三年。
　　（注：打“”者为特邀编委）

３９．《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委员会
（２００７．１１．０８调整）

主任委员：朱正伦

副主任委员：芮月英　董德福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令中　朱正伦　刘　钰　刘小新　刘同君
刘爱真 刘达科 李欧梵 李良玉 李德顺

张少康 芮月英 余江南 张　瞞 杨海坤

易杰雄 季　进 陈绶祥 陈立旭 陈丽珍

周仲器 周志初 姚君伟 赵喜仓 胡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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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鸣 钱兆华 顾正彤 梅　强 董德福

主　编：朱正伦
副主编：芮月英　董德福　顾正彤

　　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三年。
　　（注：打“”者为特邀编委）

４０．《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编辑委员会（２００７．１１．０８调整）

顾　　问：阮长耿　陆士新
主任委员：许化溪

副主任委员：黄诒森　郑金旭　许文荣　刘东明　陈永昌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静成　卢　春　石一复　仲人前　刘文英

刘东明 吕　元 孙炳伟 朱海杭 许化溪

许文林　 许文荣 许纯孝 阮长耿 宋建国

张尤历 张兆松 张光毅 张均田 张建新

张顺兴 张国辉 李　澄 李君荣 杨俊伟

沈铁城 苏业璞 陆士新 陈二南 陈永昌

陈海林 周　雪 范乐明 郑金旭 赵士芳

徐以皓 徐希明 钱培德 顾俊明 高　静
曹友清 黄诒森 惠国桢 蒋文平 管怀进

主　编：许化溪
副主编：黄诒森　许文荣　陈永昌　陈海林

　　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三年。
　　（注：打“”者为特邀编委）

４１．《排灌机械》编辑委员会（２００７．１１．０８调整）

顾　　问：金树德
主任委员：袁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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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员：施卫东　吴普特　刘　超　罗兴
"

　曹树良
席　光　杨敏官　陈次昌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洋　王相荣　王福军　孔繁余　毛　骥

许　迪 许敏田 刘　超 李文广 张生昌

张咸胜 陈次昌 陈红勋 陆林广 陆昌根

吴普特 何智锋 苏瑞益 周本留 罗兴
"



林凯文 杨敏官 施卫东 赵　鸥 钱一超

席　光 袁寿其 曹树良 黄修桥 鲁求荣

主　编：袁寿其
副主编：施卫东　杨敏官　王　洋　赵　鸥

　　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三年。
　　（注：打“”者为特邀编委）

二、２００７年新增的常设非编机构及人员名单

１．《高校教育管理》杂志编辑委员会（２００７．０１．１６成立）

主任委员：杨叔子

副主任委员：潘懋元　杨德广　丁晓昌　袁银男
谢维和（２００７．１１．１１增补）田建国（２００７．１１．１１增补）

委　员：丁晓昌　王长乐　王孙禺　王贵成　史秋衡
朱小蔓　邬大光　别敦荣　吴明新　吴康宁
张建华　张斌贤　李晓波　杨德广　陈学飞
陈　林　陈敬朴　周　川　范先佐　秦惠民
袁银男　眭依凡　笪远毅　龚　放　程明熙
谢安邦　潘懋元　于建福（２００７．１２．１１增补）

陈　燕（２００７．１２．１１增补）张忠华（２００７．１２．１１增补）

秘　书：汪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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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袁银男
副主编：笪远毅　吴明新　王贵成　陈　燕（２００７．１２．１１增补）

　　《高校教育管理》杂志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三年。

２．江苏大学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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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５．１６成立）

组　长：朱正伦
副组长：曹友清　柴顺根
组　员：丁建铭　戈国元　王贵成　刘荣桂　许如民

李文清　李战军　李晓波　苏益南　陈　龙
陈留平　姚冠新　赵立强　赵建平　郭礼华
高　鸣　喻　骏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赵立强

３．江苏大学出版社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７．０７．１３成立）

主　任：朱正伦
副主任：程晓农　吴明新
委　员：王贵成　许如民　陈　龙　陈锦清　芮月英

赵立强　赵建平　施卫东　施　康　高　鸣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吴明新（兼）

４．江苏大学廉政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７．１３成立）

组　长：柴顺根
副组长：赵立强　高　鸣
组　员：戈国元　王贵成　刘红光　刘荣桂　李文清

李战军　李洪波　沙志平　陆朝元　郑培钢
姚冠新　顾志伟　喻　骏　韩广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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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主任：汤静霞

５．江苏大学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０９．３０成立）

组　长：程晓农
成　员：兰魁田　杨木森　金长顺　骆　英　程晓农

６．江苏大学“节能减排学校行动”领导小组（２００７．１２．２０成立）

组　长：袁寿其
副组长：曹友清　宋余庆
成　员：高　鸣　李洪波　李文清　王贵成　姚冠新

许如民　陈　龙　施卫东　郭礼华　张济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校长办公室。

校工会委员会委员名单

第一届工会委员会委员名单（２００２０５１５起～２００７．０４．２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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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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工会委员会委员名单（２００７．０４．２９起）

主　席：许化溪
副主席：喻　骏　殷荷生　朱　琴
委　员：丁建宁　卫　军　王晓坤　王绍娟　皮庆媛

刘忠德　齐　红　江蕴梅　许湘琴　李文元
张九如　陈锦清　林　庆　罗士芹　季　兵
周新云　施　康　姜　哲　贾明权　徐文芹
凌智勇　章　平　嵇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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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口区人大常委：刘凤英（２００７．１２起）

　京口区人大代表：陈丽珍　李君荣　王晓明（２００７．１２起）

　润州区人大代表：汪云香（２００７．１２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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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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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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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月英（２００７．１２起）

余良杰（２００７．１２止）

　京口区政协委员：肖寿华　芮月英　王保田
许晓世（２００７．１２起）　王国林（２００７．１２起）

余良杰（２００７．１２止）

　润州区政协常委：乔庆晨
　润州区政协委员：乔庆晨

包振山（２００７．１２止）　孙宝根（２００７．１２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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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革江苏省副主委：宋余庆
　民革镇江市主委：宋余庆
　民革镇江市委委员：阎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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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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昆山
　民盟镇江市主委：陈昆山（２００７．１起）

　民盟镇江市委常委：李伯全
　民盟镇江市委委员：张琪安　李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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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平　薛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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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学社镇江市主委：王贵成（２００７．１起）

　九三学社镇江市委委员：乔庆晨　邵红红　施卫东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

　民进镇江市副主委：李耀明（２００７．２起）

　民进镇江市市委委员：邱白晶（２００７．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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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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莲英　沈小平　郎 山

委员会下设６个支部，共有成员１４６人。

九三学社江苏大学委员会

　主　委：施卫东（２００７．４起）

　副主委：司乃潮
　委　员：朱伟兴　乔庆晨　刘忠德　周志初　姚　勤

委员会下设５个支社，共有成员１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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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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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人

·６６·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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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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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共有成员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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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委：邵学军

江苏大学归国华侨、侨眷联合会

主　席：赵杰文 （２００７．１０起）
副主席：邵学军

秘书长：汤静霞

委　员：尹美英　许　燕　孙高灿　潘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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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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校友会领导成员名单

名誉会长：

李盛霖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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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江苏大学校长）

副会长：（按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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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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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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祥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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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６·概　　况



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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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