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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综述

·机械工程学院综述·

【概况】　机械工程学院现有教职工 １１２
人，其中教授２７人（博士生导师１０人），副
教授３５人，具有硕士、博士学位人员占专任
教师的比例在９２．６％以上。全日制在校本
科生１４６６人，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人员
４５９人。学院拥有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电子工程等

３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机械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测试计

量技术及仪器、光学工程等５个硕士点和１
个机械工程工程硕士授权领域。其中，“机

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学科为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机械工程”一级学科为江苏省重点

学科，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学科梯队被评为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青蓝工程”优秀学科

梯队。学院现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机械电

子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光信息科学与技

术等５个本科专业，其中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和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分别为江苏省

第一批品牌和特色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被评为首批国家级特色专业建

设点，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于２００８年被评
为江苏省特色专业建设点。学院有激光技

术研究所、数字化制造技术研究所、精密加

工技术研究所、微纳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等

１３个研究所（院、中心），另外还建有“光子
制造科学与技术”和“摩擦学”２个江苏省
重点实验室、机械工业“激光冲击波加工”

重点实验室、江苏省机械工程“产学研”联

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镇江市制造业信息

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围绕校
院工作中心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和宣传思想

工作，为学院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组织保证

和舆论支持。１．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
设。认真抓好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党员

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开展“学习党章，增

强党员意识”主题党日活动。重视院党政

班子建设，增强凝聚力；加强党支部建设，对

研究生党支部设置进行了改革试点实践，成

立了５个研究所研究生党支部；重视入党积
极分子队伍建设，举办党校培训班，共培训

２９０人。全年共发展党员１０７人，其中教工
党员２人、本科生党员 ５８人、研究生党员
４７人。积极组织参加学校开展的一系列活
动，并多次获奖。２．重视宣传工作。在校
宣传工作会议上，学院党委作了典型交流发

言。在“江帆网”、电视、校报、广播校内四

大媒体上共录用稿件１２６篇。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围绕“本科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在学校组织的品

牌特色专业、精品课程、优秀教学团队、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以及“百项本科生

创新计划”等建设项目中，学院均取得了优

异成绩，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１．
加强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

建设点；“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被遴选为

“江苏大学第四期品牌专业”和“江苏省特

色专业建设点；“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械电子工程”２个专业被遴选为
“江苏大学第二批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

业”。《机械原理及设计》被遴选为“江苏大

学校一类精品课程”和“江苏省精品课程”；

《工程图学》、《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机械

原理与设计》３门课程被遴选为“江苏大学
第二批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课程”。完成了中

央与地方共建项目“机电测控实验室”的建

设工作，“机械工程中心实验室”通过了江

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验收；新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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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１个。２．加强教学改革研究，教学水
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升。《工程图

学》、《几何量公差与检测》２个教学团队被
评为首批“江苏大学优秀教学团队”；“现代

机械工程师”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被评

为首批“江苏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基地”；获批“江苏大学百项本科生创新计

划立项项目”６项，其中１项被评为“江苏省
大学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在２００８年校
第四届教学大赛中，教师荣获初级组一等奖

１项、优秀奖１项，中级组三等奖１项，高级
组一等奖１项，学院荣获优秀组织奖。在第
二届江苏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中，我

院４件作品全部获奖。在２００８年全国大学
生英语竞赛中获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
三等奖２项。
【科研工作】　加强科研管理工作，积极开
展校企产学研合作。２００８年，学院纵向课
题立项经费约为 ４１８．３０万，横向科研、培
训、产学研经费约为７４５．０９万元。横向科
研到帐经费约为１２５万元。核心期刊以上
级别学术论文２５２篇，三大检索１７０篇；出
版论著６部，申请发明专利４８件，授权２２
件，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省部级
二等奖 ３项。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 １项。
学院认真梳理科研方向，以平台建设、产品

联合研发、项目联合申报为抓手，深入推进

产学研合作，重点推进支撑计划和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申请，培育新的科研成果。已建的

５家产学研平台建设稳步推进，新建了３家
产学研平台。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加强学科
建设。积极做好“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教育部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的建设工作；

继续做好“机械设计及理论”江苏省重点

学科、“光子制造科学与技术”省重点实验

室的发展工作。做好光学工程一级学科博

士点、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二级学科博士

点及仪器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的材

料组织工作。２００８年，机械工程一级学科
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申请并获建中国

机械工业激光冲击波加工技术重点实验

室。２．扎实抓好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
２００８年，学院招收普通硕士 １２４名，博士
生１８名，工程硕士领域１１３人，机械工程
领域５７人，高校教师１名。学院进一步规
范了研究生招生与培养工作程序，制订

《机械工程学院关于加强研究生培养环节

的有关规定》（学院 ２０号文件）。从导师
互选工作、研究生培养环节管理、研究生

毕业年限与发表论文的相关要求、研究生

学位论文送审与答辩、研究生科研成果管

理等５个方面指定了可操作性强的具体工
作实施细则，规范研究生培养环节与签字

审查把关流程。进一步提高与保护研究生

科研工作积极性，成功评选了２００８年度研
究生科研十佳先进个人。２００８年，学院获
省优博、校优博各１篇，省优硕１篇，校优
硕７篇；教育部、省、校学位论文抽查合格
率１００％；培养环节抽检合格率１００％；新
建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３个。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０８年，学院进一步加
强青年教师培养，继续大力引进优秀学科、

专业人才，改善学科结构。学院新增教授４
名、副教授３名、讲师４名，２名青年教师出
国访问和交流。今年计划引进８名优秀博
士人才。获评３３３工程第二层次１名，获评
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

对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各１名，
获评江苏大学十佳青年教职工１名。
【学生工作】　２００８年，学院学生工作紧紧
围绕校院党政工作要点，强化“以人为本、

个性发展”的理念，以服务学生为宗旨，以

素质教育为主线，进一步加强学风和班风建

设，做好思想教育、助困帮扶、就业指导、社

区建设等各方面工作，努力构建和谐的育人

环境，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

方面，构建了“学业规划指导、班级导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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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咨询、老教师谈心”四位一体的大学生人

生发展导航体系；学风和班风建设方面，３
月份开展了学风建设月系列活动；开展了

《江苏大学优良班风建设评比指标体系》学

习和优良班风创建评比活动；学生素质拓展

方面，组织了名人讲座和课外科技活动讲

座；获批校第七批大学生科研立项３６项；在
０８年全国“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中，我院
研究生参加的代表队获得二等奖。就业和

助困工作方面，举办了６场就业指导专题讲
座，组织学院专场招聘会，２００８届毕业生就
业率为 ９８．９３％；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奖、
贷、助、补、减”助困政策，切实帮助学生解

决生活困难。

（供稿人：潘金彪　核稿人：刘凤英）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综述·

【概况】　２００８年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紧紧
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按照年初党政工作要点

和“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在全体

教职工的共同努力，在校院党政的领导下，

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开创性地开展工作，

注重狠抓内涵建设，构建和谐学院，抢抓机

遇，开拓创新，勤奋工作，埋头苦干，进一步

提升了学院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学院现有

车辆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

及自动化）、交通工程和交通运输（汽车运

用与物流）四个本科专业。目前在读本科

学生 １４００多名，在读博士后、博士研究生
５０多名，硕士研究生４００多名。现有 ２个
博士后流动站，６个博士点，６个硕士点，３
个工程硕士授权领域，其中车辆工程、动力

机械及工程学科均为国内首批具有博士、硕

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点和江苏省重点学科；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学科由２００３年获得博士
学位授予权，现为江苏省国家重点学科培育

点。学院现设有车辆工程系、动力机械工程

系、交通工程系、交通运输系、振动噪声研究

所、汽车发动机排放控制实验室、汽车电子

电气研究所、汽车摩托车研究所、工程机械

研究所、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江苏省汽车

工程重点实验室、江苏省中小功率内燃机工

程研究中心、江苏省生物柴油动力机械应用

工程中心、江苏省动力机械清洁能源应用重

点实验室、江苏省载运工具新技术重点实验

室等教学科研机构，江苏大学车辆产品实验

室建在该院并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委员会

的认可。现有教职工１０４人，其中博士生导
师１５人，教授３０人，副教授２９人，具有博
士学位３５人，硕士学位３４人，留学回国人
员１３人。有２０多位国内外院士、专家受聘
担任学院的名誉教授、兼职教授及客座教

授。学院在汽车及其零部件设计理论、汽车

及工程车辆振动噪声控制及动态设计、汽车

安全理论、车辆地面力学、车辆及工程机械

动态设计和ＣＡＤ、发动机工作过程与模拟、
发动机排放控制、内燃机设计理论与结构强

度、汽车及工程车辆强度与可靠性、汽车车

身覆盖件模具 ＣＡＤ／ＣＡＭ、发动机与车辆底
盘及工作装置的匹配、工程机械液力及液压

传动、载运工具动态性能模拟与控制、新能

源在载运工具上的应用及排放控制、交通规

划、交通安全、智能交通等研究方向上，形成

了稳定的研究梯队，并具有明显的特色

优势。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０８年学院党政
工作全面落实学校“十一五”事业发展规

划，紧扣“提升内涵，强化特色”的主题，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突出重点，创新举措，扎实

工作，务求实效，努力提高事业发展质量。

深入学习，注重评议，狠抓整改，使党的先进

性教育活动和组织建设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领导班子建设进一步加强。在学校党委行

政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谋在新处，干在实

处，建立和完善了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和学院

中层干部理论学习制度，提高了干部队伍的

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以基层组织建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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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党员干部队伍素质进一步提高。党组

织自身建设不断完善，学生支部建设得到加

强，中青年教师和学生党员发展工作进一步

加强，本科在校生党员比例达到１６．６２％；
２００８年共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３８３人，发展
党员数１３０人，比２００７年增长２２．６４％。目
前我院共有党员 ３５１名，占全院总人数的
２０．２３％。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１．教学管理
与改革。２００８年初学院提出“十一五”期
间建设１门国家级、１门省级、１０门校级精
品课程的任务，各系精心组织教学研讨，

其中《道路交通安全工程》获得２００７年校
精品教材三等奖。本年度开设新课２门、
双语教学课程４门。自筹资金建造了两个
用于专业课程在实验室现场教学的教室，

使汽车构造、发动机构造、汽车发动机

ＣＡＥ等６门专业课程实现了实验室现场
教学。２００８年全院共获教学成果奖１项；
申报学校教改项目１５项，立项１３项；其中
２项获得重点资助。２．实验室建设。为
了改善本科教学实验的条件，本年度通过

多渠道争取到部分实物教学构件，主要

有：从上海泛亚汽车集团获得四台轿车发

动机和四台自动变速器、苏州 ＺＦ公司赠
送的二台套汽车变速箱等。在通过整合资

源，利用现有实物自制了汽车悬架及转向

机构结构实验台。

【教材建设】　结合学院专业建设，２００８年
度我院共主编并出版教材３部。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０８年学院纵向科研
经费达 ７０８多万元；横向科研合同经费
２０００万元，横向到帐经费达 １６２１万元，特
别是在国家级重大项目的申报上，今年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２项。今年我院教
职工发表各类论文１９６篇，论文质量大幅度
提高，三大检索论文共５１篇，其中 ＥＩ检索
４８篇；ＩＳＴＰ检索３篇；鉴定成果２项，获各
类科技成果奖６项，授权专利３９项。２００８

年我院利用学科、专业以及在行业中的优

势，继续加强与精功集团镇江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江苏恒力制动器制造有限公司等的全

面合作；以我院为主与南京汽车集团共建了

研究生创新基地，充分发挥我院的学科优势

为大型骨干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同时提高研

究生的培养质量，该合作还得到了省教育厅

的高度评价。江苏大学车辆产品实验室于

２００８年５月通过了“中国合格评定中心”的
年度监督评审；全年共完成各种类别的检测

近１５００个批次，总的检测收入７００多万元；
驾校今年已累计完成共１４期近６００多名学
员的培训，总收入１３０多万元。江苏省科协
将江苏省内燃机学会挂靠我校，我校成为理

事长单位。学院中心实验室今年还获得中

央与地方共建“汽车电子创新平台”项目，

项目资助经费４００万元；车辆工程和动力机
械及工程两个重点学科的建设也完成了论

证并正在实施中。申报并获批江苏省重点

实验室“江苏省载运工具新技术应用重点

实验室”，完成了四个省级基地“江苏省汽

车工程重点实验室”、“江苏省中小功率内

燃机工程研究中心”、“江苏省生物柴油动

力机械应用工程中心”、“江苏省动力机械

清洁能源与应用重点实验室”的年度建设

任务。

【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　我院有两个省
重点学科和一个省高校国家重点学科培育

建设点，根据建设计划完成了车辆工程学

科、动力机械及工程学科及载运工具运用工

程学科主要建设项目。积极参与申报国家

级汽车工程中心。２００８年我院的研究生招
生计划基本完成，取得研究生入学资格的博

士生８名；工学硕士１１８名。培养毕业博士
９人，工学硕士１１５人，工程硕士１３人，高
校教师系列研究生２人。学院的２个江苏
大学校级科技创新团队，１个江苏大学院级
科技创新团队已经启动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０８年我院又有４人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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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副教授及高级实验师，４人晋升讲师。又
有１人被评聘为博士生导师、２人被评聘为
硕士生导师。引进了博士３人，硕士２人、
增加在读硕士２人；在读博士１人。针对目
前人才引进所存在的难度，我院利用各种机

会进行广泛的宣传，先后与五十余人进行了

引进洽谈和动员，完成了人才引进和师资培

养计划。

【学生工作】　２００８年度我院学生工作坚持
以学生的成才和全面发展为工作目标，以学

风建设为重点，努力培养素质健全、理论知

识、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协调发展的优秀人

才。通过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２００８年学
风建设的成效显著：１．掌握学生动态，切实
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组织学生深入

学习《十七大报告》等重要文件。提出以

“一年级新生的修身与个人成长设计，教育

全年级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教育和学风建

设，毕业班学生的毕业就业思想指导教育，

弱势学生的爱心帮扶和激励教育”四个基

本“着力点的育人体系。２．加强学风建设，
进一步做好学生的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学

院采用“交流促学、活动促学、讲座促学”的

工作形式，定期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十多场，

加深同学们对专业的理解，拓宽同学们的知

识面，稳定了专业思想。３．坚持点面结合，
全方位开展毕业生就业工作。学院２００８届
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已达１００％；２００９届３１０
名毕业生中已经有近１００人签订了就业协
议，有６０多人初步确定了意向单位。共举
办“汽车与交通类招聘会”一次，企业专场

招聘会４２场，共有８０余家单位来我院招聘
毕业生。４．齐抓共管，建立全方位多渠道
学生资助体系。在助困方面，我们全面落实

学校的助困政策，科学合理地分配助困经

费，全年学院共发放各类奖助学金总额１２６
万多元，，发放临时专项困难补助 ２．６８
万元。

（供稿人：曾发林　核稿人：江浩斌）

·工商管理学院综述·

【概况】　工商管理学院始建于１９８２年１１
月，目前学院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还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企业管理、技术经

济及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４个硕
士学位授权点，另有工商管理硕士（ＭＢＡ）
学位授权点以及３个工程硕士学位授权领
域———工业工程、物流工程、项目管理；拥有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

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业工程、公共事

业管理、物流管理等８个本科专业。其中，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被评为江苏省一级

学科重点学科，“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

理”专业分别被遴选为江苏省品牌专业和

特色专业。全日制在校本科生１５２３人、各
类研究生１２４７人。学院设有工商管理、市
场营销、工业工程、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等５个系，设有中小企业发展研
究中心、经济与管理系统实验研究中心、管

理与伦理研究所、管理工程研究所、战略管

理研究所、医疗保险与医院管理研究所等６
个研究机构。江苏大学ＭＢＡ教育中心以及
全国唯一一所中小企业学院———江苏大学

中小企业学院也挂靠本学院，原国家经贸委

中小企业司授予学院为“中国中小企业项

目研究培训基地”。目前，学院现有教职员

工１００余人，其中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
４０余人，教授、副教授近 ５０人，江苏省
“３３３”工程培养对象１人，江苏省高校“青
蓝工程”新世纪学术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

师２人，霍英东基金会第九届高校青年教师
奖 １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梯队于
２００２年被评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省级
优秀学科梯队”。

【体现管理学科特色水平的重要指标实现

新的突破】　重视学科特色建设，重要指标
获新突破：１．“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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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江苏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基地”。在江

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的江

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评审中，“江苏

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荣幸地成为

１５个首批“江苏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基地”
之一。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２日下午举行隆重揭
牌仪式，江苏省经贸委党组书记、主任张吉

生、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副司长

王建翔、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湘宁、江苏

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张乐夫、镇江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冯士超、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徐之顺，以及我校党委

书记范明、基地首席专家梅强教授等出席了

仪式。新华日报等媒体报道了本次活动，产

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２．“管理科学与工
程”获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管理

科学与工程”获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

科，对学院在高层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与社会服务、提升学院核心竞争

力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平台。３、国家级
项目总数再获新突破。学院科研工作再攀

新高，一举获批２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从而实现了该学科在年度国家级项目

总数上新的突破。

【体现办学水平的标志性活动连续开展】　
１．日本三重大学今尾雅博教授捐赠学院
１０００８册书藉。２００８年３月底，三重大学今
尾雅博教授退休后向学院捐赠藏书 １０００８
册。今尾雅博教授毕生从事中小企业市场

营销、国际市场营销、经营管理等领域的研

究，曾先后担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研究员

和英国雷丁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２．连续
招收台湾地区研究生。２００８年是工商管理
学院第三次招收台湾地区研究生，共录取

ＭＢＡ、博士研究生７人。由于学院在 ２００７
年招收台湾地区研究生工作方面的突出成

绩及研究生的优秀表现，２００７级台湾研究
生获得了江苏省教育厅颁发的港澳台地区

学生奖学金。３．江苏大学首次与台湾建国

科技大学互换学生５名。２００８年初，学院
与建国科技大学（台湾）签订了互换在校管

理类本科生的合作交流协议，这是我校首次

与海外高校建立互换在校生的合作交流。５
名学生作为首批互换生，前往建国科技大学

进行为期一学期的学习交流。４．与台湾成
功大学联合筹办海峡两岸学术会议。为增

进两岸经营管理与中华文化学术的交流，我

院与成功大学管理学院于２００８年４月──
８月联合筹办以“携手合作，共创未来”为主
题的“第十一届两岸经营管理与中华文化

学术研讨会”。报名参会人员相当踊跃，两

岸学者近 ２５０人，征集的论文达 ２００篇以
上。５．充分准备 ＭＢＡ迎评工作。全力做
好ＭＢＡ迎评工作，重点抓好ＭＢＡ硬件设施
改造及师资培养、教学资料归档、规范化管

理等方面工作，为迎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确保２００９年的评估顺利通过。为此，学院
自筹资金约７０万元，用于ＭＢＡ教学设施的
改造和软件的投入，既为迎接评估做准备，

也有效地提高了办学水平。６．首次招收西
藏学生。今年江苏大学首次招收西藏本科

学生，总共１２名学生中有９名在我院学习。
为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我院与学工处一起

到浙江省、上海市等高校调研，完善各项管

理措施。

【加强专业建设，提高教学水平和办学实

力】　牢固确立教学的中心地位，积极实
施“教学质量工程”，创新培养模式，不断

优化和完善专业结构，强化专业特色和社

会影响力建设，打造特色亮点。工商管理

专业准备省级品牌专业验收、公共事业管

理（医疗保险）专业准备省级特色专业验

收。市场营销专业获批为校特色专业。对

新获批的物流管理新专业，启动相关建设

工作。出版教材５部。采取措施提高学位
授予率。针对０８届本毕业生学位授予率
偏低的问题，分析原因，主要是英语ＣＥＴ－
４通过率偏低。因此，对０５级本科生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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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英语四级的学生，专门开办辅导班，

有效提高英语四级通过率，从而提高０９届
毕业生学位授予率。

【提高科研项目的层次，逐渐形成科研特色

和优势】　今年，我院省部级以上课题立项
数７项，纵向经费突破１６０万，达１６４．７４万
元，横向经费及对外培训服务完成 ４３７．８
万。全年发表论文１３８余篇，其中发表在国
家自然基金委管理学部认定的３０种期刊上
的论文有９篇，三大检索２１篇。完成专著
６部，省级鉴定成果３项。继续开展国家发
改委“银河培训工程”项目和省中小企业局

“中小企业主研修班”、“创业辅导基地暨创

业辅导师培训班”等、共培训学员近

６００名。
【引进高层次急需人才，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改善师资队
伍结构，全年引进博士６名；新增在职攻读
博士学位的教师４名，毕业博士４名，新增
教授２名，副教授８名。
【创新工作方法，开创学生工作新局面】　
学生工作在社会实践、社区建设、欠费催缴、

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就业等

方面处于全校前列。我院学子获得第五届

全国“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银、铜

奖各一项，第六届江苏省“挑战杯”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特等奖、一等奖各一项，江苏

省大学生创业计划项目金奖２项。获批校
大学生创业计划项目１３项。２００８届本科毕
业生就业率 １００％。本科生欠费率降
为１．１％。
【加强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　认真按照校党委的统一部署，
组织好基层党建工作考核的各项工作。加

强支部建设，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发挥党支部在学科建设中的

作用，通过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创新管

理，促进党支部建设水平的提高；举办了

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加强支部建设的规范

管理；继续加强党务工作者的业务培训和

工作交流，提高党务工作者的业务水平，

使党支部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按照党

员发展标准，全年发展党员１３１人；积极推
进民主管理，在全校率先召开学院一届二

次教职工代表大会；加强宣传工作，在校

内外媒体宣传报道１７４篇，其中省级以上
报道５篇。

（供稿人：马国建　核稿人：梅　强）

·财经学院综述·

【概况】　财经学院教职工９３人，其中教授
６人，副教授２３人，讲师５３人，助教８人，
其他３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６人，具
有硕士学位的６２人，具有硕士学位以上的
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７３％。教师中，有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新世纪学术带头人

和青年骨干教师各１人。学院拥有一个自
主设置的“经济系统分析与管理”二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会计学、统计学和国

际贸易学三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学院设有

统计学、金融学、财政学、保险学、国际经济

与贸易、会计学、财务管理等七个本科专业，

有本科生１８２２人，研究生３３８人。学院成
立“财务与会计研究所”、“经贸研究所”、

“统计应用科学研究所”和“保险研究所”等

４个研究所。会计学专业和国际经济与贸
易专业被评为江苏省特色专业，会计学专业

为校级品牌专业。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和各党
支部于六月份进行了换届选举。上学期在

学校党委对基层党组织建设考评工作中成

绩为优秀。共发展党员１５４人，有 １０１名
预备党员转正。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为汶

川地震灾区捐款的特殊党费达２１９４１元。
学院党委组织全体教职工党员赴浙江嘉兴

参观革命红船，各党支部均开展了党日活

动。报送“最佳党日活动”方案６项，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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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创新创优奖”１项。学院党委组织开
展党建与思政理论研究，报送研究论文 ９
篇。学院报送的“党建三个一工程”获得

学校最佳案例评选三等奖。学院在《中国

教育报》、中国青年网等校外媒体宣传报

道１５次篇。在校园网共发表新闻报道７７
篇。在校“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朗诵

比赛获得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最佳原
创奖１项。在《我说廉洁》征文活动中，获
得两项二等奖。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申报校精品课
程４门次，《财务管理》被评为０８年校一类
精品课程和省二类精品课程，增开《非参数

统计》《会计史》等新课程７门，出版《财务
管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金融企业

会计》等教材１０部。完成２００８年高考新方
案下的招生工作，共录取本科新生４９２名，
新增１６个班级。修订了毕业论文写作规
范，特别是加强了进度管理。评出院级优秀

论文３６篇，校级优秀论文 １１篇，上报省级
优秀论文 ３篇。针对２００９届本科毕业生，
落实了毕业论文开题工作。通过系级推荐，

参加院级教学大赛１２人。经过学院组织
比赛，评出１等奖４人，二等奖４人，三等
奖４人，并推荐黄正清、蒋苏月、赵桂梅代
表学院分别参加第四届江苏大学高、中、

初级组教学大赛，并取得了高级组三等

奖、初级组二等奖、中级组优秀奖的好成

绩，同时，学院还获得优秀组织奖。学院

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比例为１００％，
课堂教学质量优良率为９８．３３％。２００８年
学院还取得了以下成绩：获批４项校本科
生创新计划立项项目；２００８年全国大学生
英语竞赛获特等奖１名，二、三等奖 ８名；
２００８届本科生毕业班人数４３１人，毕业生
４２０人，学位授予率达到９１．６５％，超过学
校的平均水平（８８．０６％）；０４级４级英语
通过率９２．８９％，超过原定８６％的目标；０５
级４级英语通过率９１．３１％；０６级４级英

语通过率９２．４４％；６名同学为０８年免试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１名同学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预备生。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０８年教师在核心及
以上期刊上发表论文１２３篇，其中三大检索
１２篇，ＳＣＤ２１篇，ＣＳＳＣＩ１０篇，ＩＳＴＰ２篇，中
文复印转载２篇，出版专著、论著３部。学
院共申报各级各类科研项目２９项，其中国
家级７项，省部级９项，市厅级１３项，获批
国家级课题 １项，省部级 ３项，市厅级 １１
项。纵向科研立项经费总额达４０多万元，
横向科研合同经费１００多万元。对外服务
有所发展，扬州琼花工程硕士班顺利开班，

淮钢集团的专业证书班２００７级顺利完成学
业，２００８级继续招生。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在对三个硕士
点和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博士点的研究方

向进行进一步的凝炼、梳理的基础上，以

应用经济学为中心，组织了校级重点学科

的申报工作，强调了突出优势、打造特色，

优化学科梯队组合。申报新增硕士研究生

导师５名。获批２００８年度校研究生课程
建设与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１项。在江
苏省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中，合格率

１００％。多次聘请名校专家来校做学术讲
座，鼓励并督促研究生积极参加以形成良

好的学术气氛，提高研究能力。学院研究

生招生规模稳定，０８年招收博士研究生６
人，硕士研究生１０８人，组织工程硕士生源
３０人。全年共毕业硕士研究生 １１１人。
获校博士生创新项目１项。学院的研究生
论文大赛、研究生学术论坛成功举行。积

极准备新的学位点申报，其中包括统计学

博士点、会计学博士点、金融学硕士点、会

计专业学位点等。同时，还组织人员对其

它酝酿中的学科点（如产业经济学等）进

行了资料准备。

【师资队伍建设】　引进博士研究生两名，３
人晋升高级职称。获批院级创新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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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１项。目前的９３名教职工中，有教授
６人，副教授２３人，具有博士学位的７人，
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６９人，具有硕士学位
以上的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７６．３％。选
派１人赴国外进修，新增 ４人攻读博士学
位，先后派出２０余人次参加各种学术会议
或短期专业培训。

【学生工作】　完善了《关于加强财经学院
学风督察的通知》等管理制度，将晚自修、

出勤率与优秀班级评比挂钩。在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度学校的先进班级、三好学生等各
项评比中，我院周嘉等５名同学获校“三好
标兵”称号，该５名同学同时获得国家奖学
金。学院设立了“学习进步奖”和“学习显

著进步奖”，涌现了许多学习典型模范，获

得了系列荣誉：姚志敏同学获得江苏大学第

四届十佳青年学生之“学业之星”称号和全

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Ｃ类特等奖；单超同学
获得ＣＣＴＶ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镇江市
一等奖、江苏省二等奖；沈婷婷、牛翠珍同学

获得江苏省第九届高等数学非理科专业竞

赛本科一级组三等奖等。举行课外科技文

化讲座１０次，邀请了国联证券总裁助理冯
恂女士等专业人士为我院学生举行了财经

类专业知识讲座。组织了“模拟股市大

赛”、“财经学院经济论文大赛”、“财经学院

课堂笔记大赛”等具有创新意义的主题活

动。学院２００８年度大学生科技立项申报达
到６６项，其中３８项获得批准立项，居各学
院前列。学生校园文化活动参与率达到

９５％以上，大学生社会实践参与率达到
１００％。大学生活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校
第四届“星光杯”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

赛第一名；江苏大学“扬正气、促和谐”廉

正公益广告创作优秀组织奖；第七届校运

动会团体总分第四名，女子总分第三名，

男子总分第五名；在“Ｋ－ＰＡＲＫ挑战杯”
第五届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比赛中陆帅

等三人获得特等奖，王帆等两人获得一等

奖。学院设立了“社会工作奖”，表彰了８９
名优秀学生干部。学院文明宿舍比例达到

６０％以上，６个宿舍荣获学校“百佳宿舍”
称号，１０８个宿舍荣获学校“文明宿舍”称
号。截至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学院掌握的家庭
困难学生３７０名，其中２名来自地震灾区。
发放各类助学金１２０多万元，助学贷款申
请额近１３万，共有３２６名研究生和本科生
领到了伙食补贴。给１０７名０８级贫困生
发放了过年回家路费补贴，共计８８００元；
４９名新生领到了御寒的羽绒服。学生欠
费率为３％。

（供稿人：刘志梧　核稿人：陈丽珍）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综述·

【概况】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现设有热能
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制、电厂

热能工程及其自动化、工程热物理与新能源

利用）、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４个本科专业
及方向，拥有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含自主设置的清洁能

源与环境保护学科点）和流体力学硕士学

位授权点，并设有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其中流体机械及工程为国

家重点学科，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

科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学院现有教职工５７
人，其中教授８人（博士生导师４人）、副教
授（高级工程师）１２人。教师队伍中具有博
士学位２２人，硕士学位２４人，留学回国人
员６人。现有在校本科生９３８人，博士、硕
士研究生（含工程硕士）２３８人。学院中心
实验室面积７０００ｍ２，实验设备总值约１５００
余万元，拥有国际上最先进的体视粒子图像

测速仪（ＰＩＶ）、三维相位多普勒粒子动态分
析仪（ＰＤＡ）、高速数码摄像机以及 ＪＤ
ＤＦ１４００型开闭两用低速回流风洞、暖通综
合测试装置、多功能旋转流场试验台等一批

先进仪器设备，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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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学院党委设有１２个党支部，
其中教工支部４个、本科生支部４个、研究
生支部４个；共有党员１８４名，其中教工党
员３６名。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注重班
子的政治理论学习，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了

８个专题学习，坚持贯彻党政共同负责制和
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

用。组织开展党风廉政相关学习教育活动。

撰写党建与思政研究论文４篇，获批校级党
建研究重点项目１项。重视基层组织建设。
开展新上岗支部书记培训和经常性党员学

习教育。以校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为契机，加

强宣传、学习教育活动。开展“迎奥运、讲

文明、树新风”、“学习新党章、学习十七大”

主题教育等党员教育活动，向学校推荐７个
“最佳党日活动”方案。获批镇江市“党员

示范岗”１个。分党校通过新生入党启蒙教
育、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和创新入党申请者首

次谈话方式等加强积极分子培养。按计划

发展党员７６名，转正党员７２人。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活动。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有考

勤、有记录；组织师生参加纪念改革开放

３０周年知识问卷、征文、诗歌朗诵和知识
测试等活动，其中获校征文三等奖２篇、诗
歌朗诵比赛三等奖１人；在教师中树立罗
惕乾教授师德典型；大学生“形势与政策

课”到课率达 ９６％以上；加强关工委老同
志与学生班级的对接交流工作。指导分工

会工作，胜利召开学院一届二次教职工大

会；在校教职工大合唱比赛中获得第一

名；组织全体教职工到外地参观考察及参

加校各类体育活动。及时报道学院动态，

被校内媒体录用稿件４６篇，在校外媒体发
表稿件９篇，其中省级以上５篇。活跃了
氛围，凝聚了人心。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进一步加强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建设，设置了新能

源领域课程，扩大了专业的内涵；加强建筑

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的特色培育。加强教

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发表教改研

究论文 ４篇，获批江苏省“本科生创新计
划”项目、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

项目各１项。“流体力学课程”获校一类精
品课程和省级精品课程。编写出版教材１
部。重视本科教学质量。加强课堂教学的

听课、指导工作，课堂教学优良率达到

１００％；严把毕业设计质量关，获校百篇优秀
毕业设计８篇，推荐申报省优秀毕业设计２
篇；举行了学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并组织参

加校级大赛；邀请全国教学名师到院作教

学、课程建设报告并开展提高教学质量研

讨；为青年教师确定指导教师并制定培养计

划。教学秩序稳定，无教学事故。加强实践

基地建设。完成投资 １９０万元的“车用空
调测试实验台”建设并通过验收，新增和改

造了一批实验仪器与设备；新增实验３个、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２个、本科生实习基地１
个。圆满完成镇江地区本科招生宣传工作，

录取率超过年初目标的２％，名列全校第三
名。顺利完成本科生“免试推研”工作，录

取免试推研预备生２名、免试推荐研究生３
名。学院“本科学习中心”建成并对学生

开放。

【科研工作】　重视科研项目申报的组织
工作。组织相关研讨会、报告会 ５次。通
过早动员、早准备、申报前评审、申报后研

讨等方法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的命

中率。纵、横向课题立项数达３５项，其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２项、科技部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１项；合同经费额近５３０万元，比
上年增长 ２５％。全院教师共发表学术论
文９２篇，其中核心期刊以上 ７０篇，被
ＳＣＩ、ＥＩ收录４２篇（达去年的 ２．５倍），超
额完成指标并创历史新高；出版著作１部；
申请和授权专利２０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９项，授权专利８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２项，通过省部级科技成果鉴定 ２项，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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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结题科研项目９项。共建产学研基地
１个，产学研科研项目合同额占总经费的
６０％以上。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一级学科被评为省重点学科；获

批中国机械工业离心泵重点实验室，联合

申报力学校级重点学科；多相流和复杂流

动、燃烧理论与能源利用分别被学校确定

为校级（培育）和院级科研创新团队，制定

实施了建设规划；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

调工程硕士点申报材料多次内部审校。加

强研究生培养。制定导师指导手册，组织

全院０７级研究生集体开题。成功举办院
级研究生学术论坛，组织学术报告会７场，
其中邀请外籍专家报告会５场；与韩国庆
尚国立大学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推荐 １
名博士赴韩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联合申

报并获批江苏省“动力、机械研究生创新

中心”；获批校博士生创新计划项目 ２项
和《粘性流体力学》、《高等工程热力学与

传热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 ２项；共建
联合培养基地１个。完成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一级学科博士、硕士研究生发表论

文认定期刊的修订工作。学位论文１００％
双盲送审，抽检合格率 １００％。毕业博士
生３名、硕士生 ４０名、工程硕士 ９名。获
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１篇，校优秀博士、硕
士学位论文各１篇。制定相关学科留学研
究生培养计划、留学生招生简章和０９年研
究生招生优惠政策。０８年共招收博士生６
名、硕士生４３名、工程硕士１１名，博士后
进站３名。组织工程硕士进修班２８名，完
成工程硕士的复试工作。积极配合学校做

好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及纪念

研究生教育三十周年的各项工作，我院教

师被评为校杰出博士生导师１名、优秀博
士生导师１名、优秀硕士生导师２名、优秀
研究生任课教师 １名，１名研究生被评为
“江苏省十佳青年学生”。

【师资队伍建设】　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
共发函、电话联系２００多人次，其中发面试
通知函２０人，面试６人。引进博士１名、硕
士２名。选派１名青年教师赴香港科技大
学攻读博士学位、２名青年教师赴德国和韩
国留学。积极引导青年教师参与重大科研

项目和教研活动。新增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５人，获得博士学位３人。修订了学院《青
年科技预研基金实施管理办法》，５位青年
教师获得第二期资助，资助总量比上期增加

了３３％。
【学生工作】　加强学风建设。加强学生日
常管理和专业思想教育，建立专业与年级立

体交叉的学工管理新机制，举办新老生学习

经验交流会６次；强化英语和计算机学习，
通过开设英语培训班明显提高四级通过率；

树立学习典型，强化留级生管理。做好三困

生工作。建立学生社区联动机制，有效预防

和干预学生心理危机；通过奖、助、贷、补等

解决贫困生问题，发放奖助学金 ６７．５６万
元，申请贷款１５．４万元，院级社会奖助学金
近１４万元。增强科技文化氛围，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举办“能动杯”课外科技作品大

赛。获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大赛二

等奖、０８年校“星光杯”课外科技作品大赛
优胜杯，４名同学获“星光杯”个人奖。大学
生科研立项获批１８项，专利授权４件。在
学生社区开展趣味体育运动会、寝室美化大

赛、文明宿舍大赛等活动。开展“创新、奋

进、报国”主题教育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获得省先进班级、省优秀学生干部等多项集

体和个人荣誉。重视就业工作。开展就业

指导讲座 ７场，组织院级招聘会 ２０场，０８
届本科生、研究生就业率均达１００％。加强
队伍建设。建立班主任教研室推选制和班

主任例会制，共召开例会８次；严格学生干
部考评和任职培训，强化学生干部队伍

培养。

（供稿人：单春贤　核稿人：杨敏官）

·８８２·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是
江苏省高校中最早设置材料学相关本科专

业和最早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

学院学科设置有材料科学与工程和冶金工

程２个一级学科，拥有１个博士点，１个博
士后流动站，５个硕士点，２个工程硕士领
域，６个本科专业；拥有３个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２个工程研究中心，１个省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学院现有教职工８１人，院外兼
职教师 １２人，其中教授 ２７人、副教授 ２１
人，博士生导师１９人。国家级新世纪百千
万人才人选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１人，
江苏省“３３３”工程培养对象３人，江苏省六
大人才高峰资助获得者３人，霍英东教育基
金高校青年教师获得者１人。多位国内外
院士、专家学者受聘担任学院的名誉教授、

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组成了一支梯队合

理、学术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教学科研队

伍。目前学院有全日制研究生、本科生

１５００余人。五年来，学院承担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国家９７３计划
子项目、国家部委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

基金、江苏省重点工业攻关项目、江苏省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近百项，获部省级科技

进步奖２０余项。在国内外著名刊物上共
发表论文 １４００余篇，其中 ７００余篇被
ＳＣＩ，ＥＩ，ＩＳＴＰ收录。学院十分重视与国内
外知名大学的交流与合作，已与美国哈佛

大学、普渡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德国亚琛

大学、康斯坦茨工业大学、澳大利亚 Ｗｏｌ
ｌｏｎｇｏｎｇ大学、日本三重大学、英国诺丁汉
大学等高校建立了良好学术交流和合作关

系，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与此同时，为了

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学院积极主

动地融入国家经济建设的主旋律中，走

产、学、研合作之路，完成５个重大科技成

果的转化，与跃进汽车集团、常柴集团、徐

工集团、大亚集团等２０多个国内企业开展
人才培养、科技开发、技术转让等全方位

合作，与企业联合组建了近１０个产学研基
地、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签订了学

生实习、就业基地，为培养高质量的学生

提供了基础保障。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党委下设１０个党支部，其中教工党支
部５个（含２个创新团队党支部）、研究生
党支部３个、本科生党支部２个；党员总数
为２１７名，其中：教职工党员５２名，占教职
工总数的６５％；学生党员１６５名，占学生总
数的１２．１２％；民主党派人士８名。２００８年
学院共发展党员５３名，举办了一期党校，有
１４６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党校培训。
２００８年学院党委致力于创新党建工作方
式，探索党支部建在科技创新团队的做法。

成立了学院青年教师发展协会。重点打造

“人文科技学术”讲坛。在２００８年６月的
学院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考核中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学院党委获党建创新三等奖，

材料二系党支部、研０８党支部、学生第一
党支部分别获最佳党日活动三等奖２个，
鼓励奖１个。２００８年学院在校工会举办
的第七届运动会中总分名列第七，教职工

排球赛获第七名。在“纪念改革开放 ３０
周年活动”大合唱比赛中获三等奖、诗文

朗诵教师组三等奖，学生组二等奖、学生

组最佳原创奖。

【教学工作】　２００８年毕业本科生２３４人，
新招本科生２９５人，下半年学院在校本科生
１１０７人。２００８届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
率 ８９．７４％，６人获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
文），１人获省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二等
奖，研究生录取率２８．３１％。围绕“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关于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

革工程”意见，注重“专业内涵、课堂质量、

学习氛围”三个方面的建设过程和建设目

·９８２·学院·中心·研究院



标，课堂教学质量有明显提高，学生网上评

教测评上半年优良率９７．７８％、优秀率８１．
１１％，下半年优良率 ９７．５６％、优秀率 ８０．
４９％。４门课程申报校精品课程，其中，“材
料科学与研究方法”获校一类精品课程，

“无机材料科学基础”获校二类精品课程；

材料科学与研究方法获省精品课程；出版教

材３部。开展了“江苏省材料科学与工程
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项目建设；对六

个本科专业的实验项目和所需仪器设备进

行了梳理，对仪器设备的配置与更新制订了

计划，重点提高设备管理、实验室开放、网络

化管理、服务质量、实验室布局、环境面貌等

方面的管理，２００８年底接受了江苏省教育
厅组织的网上验收评估。中央与地方共建

高等学校专项———材料制备与分析中心建

设项目启动。

【科研工作】　２００８年共获立项科研项目
５６项，合同金额６４６．６９万元，其中纵向２８
项（１９８．８万元），横向 ２８项（４４７．８９万
元），授权发明专利１５项，申请发明专利３６
项，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１４６篇，发表论文
１９１篇。１人获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１人获江苏省“３３３”高层次
人才培养工程第二批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２人获江苏大学拔尖人才，２个团队获江苏
大学校级科研创新团队，１个团队获江苏大
学院级科研创新团队。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学院以产学研
基地作为研究生培养工作基地，双方联合培

养研究生。举办了首届青年教师学术活动

周，邀请了国内外材料专家２０多人来院讲
学。学院制定了院级科研团队管理办法。

２００８年新招博士生１４人，硕士生８１人，下
半年学院在校研究生２５４人。全年毕业博
士生５人，硕士生６２人。研究生培养创新
工程取得良好成绩，２人获省级优秀博士论
文，４人获校优秀博士论文；３人获省级优秀
硕士论文，６人获校优秀硕士论文。２人获

得２００８年度江苏省博士研究生创新计划项
目，４人获得２００８年度校博士研究生创新
计划项目。物理冶金学课程获得２００８年度
校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

【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继续注重各种人才
的培养与引进，鼓励在职教师报考硕士、博

士研究生，提高自身的水平与工作能力，同

时引进了６名国内外名校培养的博士、博士
后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沈湘黔、赵玉涛、邵

红红３位教授获江苏大学优秀教师称号。４
人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班主任，１人被评为
江苏大学优秀辅导员。

【学生工作】　重点打造“栋梁之‘材’”科技
学术节、“材料之星”主题教育活动、“‘材’华

横溢”社区文化节三个品牌特色活动。１个
班级被评为江苏省先进班级，９个班级被评
为江苏大学先进班级；２人荣获国家奖学金，
２人被评为校三好学生标兵，３人被评为江苏
省三好学生；１人被评为江苏大学“励志之
星”。１９人获江苏大学一等奖学金、９４人获
二等奖学金、１４２人获三等奖学金；４７人荣
获江苏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荣

誉。３人被推荐为 ２００８级免试研究生，１
人推荐为研究生预备生。２００８届毕业生
就业率９９％。５间宿舍被评为“江苏大学
百佳宿舍”，９５间宿舍被评为“江苏大学文
明宿舍”。在学校第七批大学生科研立项

中，３９项获资助立项，获批数位列全校第
一；２件学生科技作品入选我校第十一届
“挑战杯”准参赛作品。在学校“星光杯”

比赛、研究生科技文化节、研究生论文大

赛中均荣获优秀组织奖。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方案评比中，１项获得优秀方案、４项获
得良好方案、１支队伍被评为省级暑期社
会实践示范团队。学院全年学生工作在学

校校报、江帆网、校内信息网、校电视台、

广播台上，录用稿件２００多篇次。
（供稿人：徐桂芳　核稿人：杨福庚）

·０９２·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综述·

【概况】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设电气工程
系、自动化系、电子信息工程系、生物医学工

程系、电工电子教研室和一个校级中心实验

室。并设有自动化研究所，智能化电气设备

研究所、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研究所和生物

与控制工程研究所等四个研究所。现有教

职工１４６人，其中教授１６人，副教授等高级
职称的教师３０多人。学院现有：农业电气
化与自动化国家级重点学科，农业电气化与

自动化、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和控制理论与

控制工程三个博士学位授予点，电气工程一

级学科、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农业电气化

与自动化、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以及信号

与信息处理硕士学位授予点；电气工程、控

制工程两个工程硕士授权领域；自动化、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

息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五个本科专

业，其中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国家特

色专业建设点，自动化是江苏省特色专业 ，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是江苏省拟建特色专业，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是江苏大学特色专业。

建有国家级精品课程一门。目前在院学生

２０００余人，其中博士生和硕士生４１５人，本
科生１６４１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党委建设。
（１）２００８年顺利完成了电气学院党委的
换届选举工作；（２）探索党建创新创优，
创建“电气学院学生社区党员服务站”，落

实积极分子谈话制度以及“写申请后第一

次谈话”制度，推进“党员责任区”、“党员

示范岗”、“党员服务承诺”等活动，本年度

申报“党建创新创优奖”１项；（３）组织开
展党建与思政理论研究，本年度报送党委

研究论文 ２篇。２．党支部建设。广泛开
展党日活动，本年度有 ７个支部报送“最
佳党日活动”方案，上报校党委方案４项；
３．党员教育、管理和发展。（１）党日活动

党员参与率达到９０％以上；（２）党员管理
严格、规范，党员、流动党员、申请入党人

和入党积极分子等台账齐全；（３）按计划
发展党员，程序规范，全年学院共发展新

党员 １４６名（其中本科生 １０２名，研究生
４３名，教工１名），按期转正预备党员１３８
名；（４）分党校工作规范，举办入党启蒙
教育培训班１期和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２
期；（５）党费收缴及时，台账清楚，按规定
公布党费收缴和使用情况。４．思想政治
工作。（１）坚持学院中心组学习制度，有
计划，有考勤。每月组织学习１次，全年６
次。（２）坚持教职工时政学习制度，有计
划，有考勤。每两周集中学习１次，全年组
织学习 １５次。（３）认真组织学生参加
“形势与政策课”学习。（４）及时报道本
单位教学、科研、学生工作动态。全年向

网络、电视、校报等校内媒体投稿总数２００
多篇。（５）积极向校外媒体投稿，全年 ２１
篇，其中省级以上４篇。
【教学工作】　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业获批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电子信息科

学与技术专业获批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电路》课程被评为江苏省成人教育精品

课程；“电气信息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基地”教改项目获得立项；《电路》课程

教学组被评为校优秀教学团队，《电机拖

动基础》课程被评为学校精品课程。２．在
江苏大学第二届教学大赛中，通过认真组

织，取得了一个第一名，三个第三名和一

个第六名的优异成绩，并获得教学大赛优

秀组织奖。３．组织落实０７年制定的《电
气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细则》开展了对

本科生导师的培训与指导工作。４．组织
了多次教学观摩活动，请教学术水平高、

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为青年教师上示范

课。５．通过中央和地方共建项目“现代电
气工程实验创新服务平台”和“电工与电

子信息技术实验中心中央与地方共建项

·１９２·学院·中心·研究院



目”的实施、江苏省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的建设与验收以及国家级实验示范

教学“江苏大学电气工程实验中心”的申

报工作，构建提升学生工程实践能力训练

的平台。６．组织申报“电气工程特色专业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自制实验仪器设备

５项。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１．纵向科研经费：１７０
万元；横向科研合同经费：２７６．３万元；科技
服务：１０００万元。２．科研获奖（省部级）二
等奖２项、三等奖１项，镇江市科技进步二
等奖１项，申请国家专利２５项，专利授权７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批３项，发表论文
２４５篇（其中，三大检索：６４篇）。专著出
版：３部。３．继续保持了和大全集团、绿扬
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良好合作关系，与大

地水刀有限公司等单位达成产学研合作

意向。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对学科团
队进行整合，加强一个校级、两个院级科

研团队的内涵建设和管理。申报并获批１
个江苏省青蓝工程创新团队。２．根据“农
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国家重点学科的“十

一五”发展规划，进行了学科实验室的调

整，与农业工程研究院一起筹备召开了

２００８农业信息化、自动化、电气化国际学
术会议，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申报教育部

科技进步奖１项。３．组织学科带头人、方
向带头人和部分硕导对研究生培养各个环

节进行常规检查和抽检。省学位论文和学

校学位论文抽查合格率１００％。毕业研究
生申请学位发表学术论文合格率：１００％。
获校优秀硕士论文 ６篇，优秀博士论文 １
篇。４．获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创新项目
校级：２项；省级：１项。优秀研究生课程：
１门。
【师资队伍建设】　在职教师出国进修 ２
人、在清华大学等名校攻读博士学位１０余
人。２００８年毕业２人，其中一人回院当年

成功申报并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项。
【学生工作】　１．制定了《电气学院加强学
生党员教育、加大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力度

实施细则》、《电气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规

定》、《电气学院学生日常管理规定》。２．
启动了“以管理督导学，以目标提升学，以

榜样激励学，以科研实践学，以活动促进

学”“五学”学风建设活动。校第四届星光

杯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中我院以总分第

二捧得“优胜杯”，电子设计竞赛获省一等

奖２项，二等奖７项。学生科技立项申报
２８项，成功立项１６项；在０７、０８年级班班
建立了科技兴趣小组，并进行了专题指

导。３．成功组织了“星梦海”等五十场各
类文体活动，研究生大合唱获校二等奖；

新生篮球队荣获“江苏大学新生杯篮球

赛”冠军。４．全年开展就业指导讲座 ６
场，组织院毕业生招聘会１０余场，０８届本
科生就业率 ９８．６３％，研究生就业率 ９２．
７％；新增就业基地数３个；新增创业团队
１个。５．加强专职学生工作队伍建设，本
年度发表思政论文４篇，新增一名心理咨
询师，并牵头组织了一期辅导员沙龙；建

立本科生班主任工作由各专业系负责的机

制，完善班主任队伍建设；举办二期学生

干部培训班。６．学院团委获江苏省五四
红旗团委创建单位，一支学院小分队获江

苏省大中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院

关工委组织实施了学生二支部与离退休三

支部结对子、成立学生社区党员服务站等

九项工作。

（供稿人：诸德宏　核稿人：赵德安）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综述·

【概况】　２００６年３月学校为进一步加强优
势学科建设、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由原生物

与环境工程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生物技

术系和生物工程研究所组建食品与生物工

·２９２·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程学院。现有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

安全、生物技术三个本科专业。每年招收本

科生６个班级，约１３０人，现有在校本科生
约５００人。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是江苏省
特色专业，《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获批国

家精品课程。现有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

科博士点１个，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及贮
藏工程、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粮食、油质

与蛋白质工程和食品营养与安全等二级学

科博士点５个，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及贮
藏工程、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粮食、油质

与蛋白质工程和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

二级学科硕士点５个。每年招收博士研究
生约２０人、硕士研究生约５０人，目前在校
研究生２００余人。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１篇、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２篇。
我院现有教职工 ６８人，其中专职教师 ５４
人。专职教师中，教授１２人、副教授１７人；
博士生导师９人、硕士生导师２２人。江苏
省“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首批中青年
科学技术带头人１人、江苏省普通高校“青
蓝工程”学术带头人２人和优秀骨干教师３
人。在农产品品质快速无损检测、功能食品

制备技术、食品非热加工技术、农产品食品

加工装备技术、农产品生物发酵技术及装

备、食品安全等领域形成鲜明的研究特色。

“食品、农产品品质无损检测新技术和融合

技术的开发”２００８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另外１５项技术成果获得部省级以上
奖励；“蜂胶功能因子的超临界 ＣＯ２萃取技
术”成功实现产业化，产品实现销售过 １０
亿元。目前在研国家“８６３”计划、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部省级

基金等项目７０余项，研究经费２０００余万
元。建设有“江苏省农产品生物加工与分

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农产品加

工研发中心农产品加工装备研发分中

心”。按照学校开放办学的思路，学院先

后与美国加州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日

本三重大学和京都大学、英国利兹大学、

加拿大 Ｇｕｅｌｐｈ大学和 Ｓａｓｋａｔｃｈｗａｎ大学建
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党建工作是学院
各项事业发展的有力保障。为此，学院党委

制定了中心组、党员和教职工学习活动的系

列文件。中心组及时学习了《政府工作报

告》和十七大的文件精神，学院党委成员积

极参加校组织的各类专题讲座，积极参加校

党风廉政建设活动。为迎接学校对我院的

党建考核，我院党委和各党支部高度重视，

积极准备。并在５月份，学校党建考核中名
列前茅。各党支部均创造性地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党日活动，增加了党支部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学院党委组织前往安徽金寨“大

别山革命纪念馆”进行主题党日活动。

２００８年，经过挑选，报送学校“最佳党日活
动”方案３项。
【本科教学工作】　１．加强专业建设。为
了充分利用学院办学资源，２００８年获批设
置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同时组建了食品

质量与安全系；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申报

了省品牌专业建设点，积极推进本科品牌

特色专业建设；为了推进专业带头人负责

制，遴选和调整了三个本科专业的专业带

头人。２．强化课程建设。积极推进本科
教学“质量工程”，强化课程内涵建设。精

品课程建设实现了跨越式突破，马海乐教

授负责的《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成为我

校自《电路》以来的第二门国家级精品课

程；完成了《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现代

食品检测技术》２本普通高等教育“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编写出版工作，编写

出版了 １本《英汉对照分子生物学导论》
双语教材，启动了“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

材《食品机械与设备》的编写工作；在校第

四届多媒体教学课件竞赛中，《分子生物

学》双语教学课件荣获一等奖、《食品加工

机械与设备》教学课件荣获二等奖、《微生

·３９２·学院·中心·研究院



物学》教学课件荣获校三等奖。３．深化教
学改革与研究。强化教学考核和奖励力

度，积极推进各级教改项目和教学成果培

育工作。专任教师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５
篇；２００７年本科毕业设计荣获江苏省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优秀毕业设计二等奖１篇；
获批２００８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
创新训练计划１项，校３项。
【科研工作】　２００８年，我院新增国家自然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教育部博

士点基金项目、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

基金项目、江苏省支撑计划、江苏省自然

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２７项，立项经费３５１
万元。核心期刊以上学术论文 １０４篇，其
中，三大检索论文 ３５篇；部级鉴定项目 ２
项；申报发明专利２１项，获得授权发明专
利２项。截止目前我院在研项目５９项，纵
项课题经费与团队建设经费９６９．８万元。
赵杰文教授主持的“食品、农产品品质无

损检测新技术和融合技术的开发”获得

２００８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实现我校自
建校以来国家技术发明奖零的突破，标志

着我院在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特色已经形

成。另外，张红印博士主持的“拮抗酵母

防治水果病害及作用机制研究”获得２００８
年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表明我院年轻教

师的科研水平稳步成长。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０８年邹小波
博士的学位论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陈全胜的博士论文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我院第一位留学生孙龙博士顺

利毕业，并获得我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８年我院进一步凝练学科研究方向、不
断加强学科内涵建设，完成了江苏省国家重

点学科培育点的建设任务。

【队伍建设】　人才资源历来是一个单位发
展的第一资源。２００８年，我院引进博士 ２
人、教授１人；１晋升为教授、５人晋升为副
教授。何荣海博士、陈冠华教授分别从美国

田纳西大学、佐治亚大学完成进修学习任务

回到了工作岗位。张红印博士赴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邹小波博士赴英国利兹大学、

崔凤杰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进修学习。

赵杰文教授领衔的“农产品无损检测新技

术团队”获得校级优秀创新团队，马海乐教

授领衔的“功能食品团队”获得院级优秀创

新团队，邹小波博士和张红印博士获得校拔

尖人才“骨干教师”的称号。黄星奕教授获

得２００８年度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
带头人培养对象、邹小波博士获得２００８年
度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

对象。

【学生工作】　紧紧围绕学校和学院中心
工作，根据学校学生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

求，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学院学生工作水

平得以全面提升。深入开展学生党建“三

个一工程”，其中一优秀案例被学校评为

一等奖。坚持严格管理，加强教育引导，

积极营造浓郁的考研氛围。积极主动地为

考研学生解决困难。今年，我院考研录取

率为３８．５％，高出学校平均率 ２５个百分
点。０９届研究生报考率达到 ５０％。重视
大学生科研立项工作，大学生科技立项申

报１８项，获批１７项。加强就业指导，优化
就业服务。０８届就业率９７％，其中初次就
业率为８８．１％，合同就业率为８１．６５％，分
别比上届提高近１３％和３０％。积极做好
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做好各类奖助

学金的评定工作。全年各类助困类奖助学

金达２７．８万元，自筹经费２．５２万元，学工
助理励志助学金０．５万余元，临时补助１．
８万余元。高度重视学工队伍建设。加强
辅导员、班主任教育培训和考核，学生对

辅导员、班主任工作满意率较高。１人被
评为“优秀辅导员”，３人被评为“优秀班
主任”。

（供稿人：王　彦　核稿人：王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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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院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环境学院现有特聘中
国工程院院士１人、博士生导师１１人、硕
士生导师２１人。学院下设环境工程研究
院、安全工程技术中心、海洋资源与环境

研究所、环境工程系、安全工程系以及安

全与环境工程中心实验室。学院有环境工

程和安全工程２个本科专业，其中环境工
程专业系江苏省特色专业；有环境工程博

士学位授权点，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安全

技术及工程３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环境工
程领域工程硕士授予权。学院具有国家乙

级安全评价资质和二级安全培训资质。学

院实验室面积６０００多平方米，实验仪器设
备近千万元。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

发展观，扎实推进党建工作】　院党委建设
重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规范运行机制，全

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完善了

院务管理委员会制度，形成了党政共同负责

的运行机制。院党政领导作风深入，热心服

务群众、帮助解决教师教学、科研及学生学

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加强党风建设，开

展廉洁自律教育，增强拒腐抗变能力。高度

重视党支部建设工作，党支部组织健全，设

置合理。各支部能够严格按照基层党支部

建设有关规定，规范有序地开展各项活动。

重视党员教育工作，制定并实施党员学习教

育、组织生活安排等活动。党员发展严格。

学院发展党员工作有计划，有总结，重点突

出；党员发展工作制度健全，程序规范，手续

完备。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通过

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会议，签

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在

２００８年校廉政文化征文活动中，获一等奖
两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一名，学院获优秀

组织奖。以活动为载体，积极开展思想政治

工作。组织全院教职工为汶川灾区捐款

５３００元，为学校慈善基金捐款 ３３００元，全
院学生共捐款１００５３万元，同时组织学院党
员为灾区重建交特殊党费９７２６元。全年开
展了３０余项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活动。加
强宣传工作。在《中国教育报》、《科学时

报》、《中国环境报》、《新华日报》等校外媒

体发稿４０篇，其中国家级录用７篇、省级录
用３篇、市级录用１９篇；向校内媒体投稿总
数超过７０篇。在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
考核中，学院最终以超过自评分成绩获得优

秀等级。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完善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　学院
始终把教学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来抓，不断

推进教学改革，全面加强教学基本建设，

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强化教学管理，完善

规章制度。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

大纲，推进教学管理改革和制度创新，构

建具有特色的学分制教学管理改革体系，

制定《环境学院关于实施“本科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方案》。加强专业建

设，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成功申报京江

学院安全工程专业。继续做好环境工程校

级品牌专业建设点、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的建设工作，并做好验收准备工作。安全

工程被评为校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大气污

染控制工程被评为校二类精品课程，水污

染控制工程作为校二类精品课程正在进一

步建设中。全年出版教材１部，另有４部
校际合作教材已交稿审阅。加大教学改革

力度，教学研究项目扎实推进。环境工程

专业研究型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被列为

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培育对象，环境工程

特色专业建设及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建

设被列为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培育对象，江

苏省教育规划办公室“十一五”教育规划

课题和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教

育规划课题分别通过专家组鉴定；专任教

师发表教学研究论文５篇。狠抓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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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质量，落实过程控制。２００８届毕业
设计（论文）有三人获评校百篇优秀设计

（论文），一人入选省优秀设计。继续加强

实践教学建设，加大实验室开放力度。完

成实验室搬迁及搬迁后的仪器设备修复与

维护工作；自制实验台一套；实验仪器设

备完好率９２％；实验室平均开放大于６学
时／周。继续加强教学质量监控，实行教学
督导制度。

【加强组织与策划，科研工作成绩斐然】　
加强组织与策划，寻找突破口。紧紧围绕国

家和地方发展的重点、热点问题，跟踪学科

领域的科学前沿，凝练科学研究方向，主动

与校内外的有关单位合作。加大各项基金

申报力度，扩大申报量和覆盖面；对获批的

项目进行过程管理，力争出一批有影响的研

究成果；积极做好２００９年基金项目申报工
作；加强与企业合作，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撑，

积极争取横向科研经费。全年组织申报各

级科研课题共３０余项，包括国家“十一五”
“城市水污染控制与水环境治理重大专

项”、国家８６３项目、江苏省支撑、江苏省基
金等。纵向科研立项经费达１７００余万元，
横向科研合同经费１３１．９５万元。在核心期
刊及以上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９９
篇，其中三大检索论文３２篇；申请发明专利
１６项、授权发明专利１项；授权实用新型专
利３项。
【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开创学科建设和研究

生教育新局面】　学院认真抓好学科内涵
建设，目前已完成环境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

的申报准备工作。学院充分发挥学科交叉

的优势，不断探寻新的增长点，积极将环境

工程、安全技术及工程、生命科学、生物技术

等学科领域交叉融合，形成了生态环境修复

技术、等离子体技术及应用、城市水污染控

制与水环境治理、绿色氧化技术与生物污染

控制、废水处理工程设计、职业卫生与环境

安全、结构安全、安全经济与管理等具有自

身特色和优势的研究方向。积极实施研究

生教育创新工程，并着力加强导师队伍建

设，从源头上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稳步提

高。２００７年共录取博士研究生４人、硕士
研究生４０人，工程硕士生８人。研究生学
位论文抽审合格率达１００％，其中１篇博士
论文和１篇硕士论文获省级优秀论文，２篇
博士论文和２篇硕士论文获校级优秀论文。
修订了学院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了学院非

学历研究生教育管理规定；坚持开展国内外

专家“学术讲坛”活动，全年开展１７次，促
进研究生积极参与学术活动，拓展研究生培

养的新途径。

【坚持以人为本，师资队伍进一步加强】　
全年共引进教授１人、博士研究生２人，新
增高级职称数４人。目前共有５位年轻教
师在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单位攻读博士学

位，１１位教师在本校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积
极推荐教师参加“三国三校”等在国内外召

开的国际交流会议。同时，学院多次邀请国

内外专家学者来校讲学，让学院师生及时了

解学科前沿动态，启发学术思想、拓展科研

思路。目前，学院教授５人，副教授、副研究
员、高级工程师 １３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９
人，具有硕士学位的 ２３人，在读博士生
１６人。
【以思想教育工作为抓手，学生工作扎实推

进】　狠抓学风建设，学生管理工作上新
台阶。成立学习中心，开展“一帮一”活

动。积极推荐优秀学生加入党组织，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

育。扎扎实实地开展学生工作，成绩斐

然。院研究生分会等学生组织被评为校先

进；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获得了省先

进集体荣誉称号，我院为全校唯一开展寒

假社会实践的学院；紧紧围绕平安和谐校

园建设，加强安全教育，创建平安和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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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社区。认真做好各项学生工作事务，实

行精细化管理。加大贫困生帮扶力度，健

全学院特困生、贫困生基本信息库，贫困

生受助率 １００％。注重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全面建立涵盖学院各年级、各学生完

整的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建立了学生心理

健康干预机制和心理信息网络。认真做好

大学生生涯设计和毕业生就业工作。积极

联系各种渠道，为毕业生就业提供便利和

机会。学院２００８届毕业生就业率为８月
底即达１００％，其中协议就业率为９０％，就
业综合指标列全校第一。加强理论研究，

院学生工作条线教师本年度已获江苏省第

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艺术教育论文三等奖

一篇，在核心刊物发表一篇研究论文。

（供稿人：彭立伟　核稿人：吴向阳）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综述·

【概况】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是
国内计算机科学领域较早独立设置的专业

性学院之一，设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

件工程、网络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安全、

软件工程（嵌入式软件人才培养方向）６个
本科专业，具有计算机应用技术博士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通信

与信息系统、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电磁

场与微波技术等二级学科硕士点。学院下

设６个系部、２个实验中心及计算机应用
研究院、超宽带技术研究所、软件开发应

用研究所等教学科研机构。现有教职工

１４３名，其中博导 ６人，教授、副教授 ４２
人，省、部级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２人，有 ８
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受聘担任学院兼职教

授。２００８年，学院坚持以教学工作为中
心、学科建设为龙头、实验室建设为基础、

教学质量为根本的办学思路，在队伍建

设、教学改革、学科建设、党建与学生工作

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十一

五”目标的顺利实现奠定了基础。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建工作能
够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展工作。

２００８年，学院发展新党员８２人，其中本科
生４３人，研究生 ３８人。严格执行党建工
作的各项规范和程序，按照先进性教育和

党建考核的要求每学期初都及时召开支部

书记会议，详细布置本学期的支部活动和

政治学习计划，增强了党员意识和党组织

的凝聚力。２００８年，中共江苏大学第二次
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工会的各项工作在我

们院领导、分工会干部的精心组织和广大

会员的积极参与下也都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如“迎奥运、送改革、创和谐”教职工合

唱大赛一等奖，在保龄球比赛、排球比赛、

演讲比赛、教职工运动会等都赛出了好成

绩，尤其是运动会团体总分名列全校第

二，体现了我们计算机学院的精神风貌和

较强的凝聚力。

【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与实验室建设】　
１．本科教学工作。２００８年，我院本科教
学工作取得的成绩主要包括：① 提高现有
专业实力。认真做好校级特色专业（通信

工程）的内涵建设，并努力提高相关专业

的整体实力。② 加大新专业建设力度。
２００８年新获批了“网络工程”专业，新建了
“软件工程（嵌入式软件人才培养方向）”

专业，依靠专业带头人、课程负责人、系主

任，开展对新专业的课程建设、老专业的

课程更新、调整，制定教学大纲。③ 教研
教改继续深入推进。２００８年我院获校二
类精品课程一门；校教学大赛二等奖一

名、三等奖二名、优秀奖二名；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获成教系列特色建设专业，２
门课程获校级成教精品课程建设课程。④
重视窗口课程建设。在基础部老师的辛勤

努力下，今年等考又有较大的进步，特别

是２００６级二级 ＶＦＰ考试的通过率达到
６５．９２％，超过学校的指标要求。⑤ 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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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关。２００８届本科
毕业生论文有６篇进入校百篇优秀毕业论
文（上报省优秀论文２篇）。⑥ 学位授予
率进一步提高。２００８届本科生英语四级
通过率达 ９０．３４％，学位授予率达 ９０．
０８％。２．研究生培养与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８年，我院研究生招生、教育与培养工
作、实验室建设有序进行，稳步发展。主

要成绩包括：① ２００８年我院的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招生上了一个新台阶：招生规模

达到了１３０人，覆盖 ６个二级学科。博士
生招生达 ９人。② 在学院研究生招生规
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学院多方面加强了

培养环节检查，抽检合格率为１００％，使研
究生培养质量稳中有升。③ 从学校和实
验室多方争取、调剂资源，为研究生更新

了９７台新电脑，进一步改善了研究生的培
养条件。④ 针对新的实验室布局和环境，
两个中心相应地出台了新的运行、管理制

度和模式，调整了人员部署，很快使两个

中心的运行步入正轨。⑤ 完成了省部共
建计算机应用技术实验室的实施，已获批

经费２５０万，正在实施中。
【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　学院积极从三个
层面做好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１．积极梳
理科研方向，确定研究重点，做好第十一批

学位点申报工作；二是积极组织申报各级纵

横向课题，争取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上做出

新的贡献；三是积极组织高水平成果鉴定，

为“十一五”期间重大成果做好培育。取得

的主要成绩包括：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和８６３项目各１项，省级科研课题５项，
市厅级科研课题多项，累计获得纵向立项经

费约２９３万，到款经费１２７万，横向经费约
２３５万。２．全院教师发表学术论文１８０余
篇，出版学术著作２部，获省部科技进步奖
２项，检索系统收录７５篇。３．获评江苏大
学院级科研创新团队１个。４．建立产学研
基地２个。５．申请国家专利１１项。６．出

版专著１部。
【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
坚持“培养与引进相结合，培养为主，引进

为辅”的工作思路。一方面，加强培养，要

求具有硕士学位的年轻教师有计划地以全

脱产方式到国内外名校攻读博士学位，鼓励

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到外校名师从事

博士后研究工作，鼓励副教师以上的资深教

师与名校名师结盟，共同申请研究课题，提

高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大力引进高层次人

才。虽然教师编制数已经足够，但是我们还

是准备每年申请引进３～４名新教师，重点
放在３０岁左右名校刚毕业的博士或博士
后。２００８年全年引进名校博士一名，新增
在职在读博士研究生２名，教师中具有博士
学位（含在读）教师比例达４０％。教师中新
增硕士学位获得者５人，新增教授２名，新
增副教授３名，教师中具高级职称的比例达
２７．５％。
【学生工作】　２００８年我院学生工作在学
校、学院党政领导下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具体体现在：１．加强制度建设，修订与学风
建设密切相关的《计算机学院大学生综合

测评加分细则》，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全国、

省学习类竞赛。２．围绕三个主题，扎实做
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成长为中心，

精心安排名人讲座 １２次。开展“创新、奋
进、报国”、“戒网瘾、促和谐”、“感恩、责任、

奉献”等主题教育活动，受到了学生的广泛

欢迎。３．抓好四项工作，创新学生工作。
一、抓好学风建设。二、重视校园文化建设，

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三、抓好“三困生”管

理，坚持励志与助困相结合，关怀弱势群体

成长。四、抓好就业工作。２００８年，我院建
立就业基地１０家，研究生和本科生就业率
保持在１００％。４．做好研究生的教育管理
工作。学院重视研究生班级党团组织建设，

构建研究生思想政治网络教育平台。重视

研究生的科技活动的开展，举办研究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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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大赛。坚持本研结合，以研带本，继续

施行“兼职辅导员”制度，让研究生参加本

科生的管理，鼓励研究生带本科生参加科研

立项。取得的成绩主要包括：（１）国家级荣
誉４个，７人次：张翼获第五届中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奖，李永平、王亮亮、钱鹏飞、李延

获全国首届信息安全竞赛二等奖，沈年凤获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殷亦敏获全国

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２）省级集体荣
誉奖１个，个人奖４人次：“党员义工暑期服
务实践团队”获２００８年江苏省大中学生社
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张翼获江苏省百名学

子之星、技能之星，郭冕、梅露峰、黄伟获江

苏省首届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二等奖。

（３）校级集体荣誉奖２１个：获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度江苏大学学生体育工作先进单位、江苏

大学原创短信大赛优秀组织奖、江苏大学

ＦＬＡＳＨ大赛优秀组织奖、江苏大学百科知
识竞赛优秀组织奖、江苏大学科苑地带体育

节优秀组织奖、江苏大学“绿色和谐文明”

网络道德教育主题征文优秀组织奖，获改革

开放３０周年书画大赛优秀组织奖、征文比
赛优秀组织奖、第四届“星光杯”课外科技

作品竞赛优秀组织奖等。（４）校级个人奖
若干：江苏大学十佳青年学生、技能之星陈

潇君等。

（供稿人：陈洪香　核稿人：詹永照）

·理学院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理学院是由原江苏理工
大学理学院、镇江医学院数学教研室和物理

教研室、镇江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系和物理系

于２００１年合并组建而成。２００６年中山校
区相关专业人员划归理学院。理学院现有

数学、物理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及土木工程

４个系，２个实验中心和 ２个中心实验室。
理学院涵盖数学、物理学、力学和土木工程

４个一级学科。设有２个博士点、１１个硕士

点、１个工程硕士领域，５个本科专业，７个
科研机构。创办和主办了《数学教育研究》

杂志和非线性科学学报。目前，有教职工近

１９０人，在院本科生 １１００人，博士、硕士研
究生３００多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理学院党委下设
１４个党支部。其中，教师按数学、物理、力
学、土木系设４个党支部，本科生设４个党
支部，研究生设６个党支部。现有正式党员
２０５名，预备党员 ３４名，发展对象 １４３名。
学院党委被评为校先进基层党组织，３个党
支部被评为校先进党支部，１名党员被评为
省优秀党员，１５名党员被评为校、院优秀党
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４名党员被评为校、
院三育人先进个人。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学院除了面向
本院５个本科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
与应用数学（师范与非师范）、物理学（师范

类）、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开设专业课程

外，还面向全校开设公共课程。其中，面向

全校开设的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物理实验、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公共课程和物理专业的

光学、中学物理教学法课程被评为江苏省优

秀课程。学校的１６门核心课程中有４门在
理学院。我院教师承担了全国教育重点课

题２项、省教育重点课题１项和多项校教改
项目。获全国青年力学教师讲课竞赛二等

奖１人，省物理教师、力学教师讲课竞赛一
等奖３人，二等奖３人，校教师讲课竞赛一
等奖１人。由我院教师指导的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获得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

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一等奖６项、二等奖１２项。多次获得高
等数学、大学物理、力学、科技创新挑战杯等

大学生竞赛全国和江苏省一等或二等奖。

学院设有２个江苏省实验示范中心：大学物
理、工程力学实验中心；２个校级中心实验
室：土木工程、数学建模中心实验室。其中

工程力学、土木工程两个实验室获中央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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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财政共建资助项目，系统工程、固体力学

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实验室。

【科研与学术交流】　学院设有非线性科学
研究中心、土木工程测试技术研究所、数

学科学研究所、应用物理研究所、工程力

学研究所、土木工程研究所、虚拟光学研

发中心等７个科研机构。这７个科研机构
为学院科研与学术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

台，并多次承办了国际、国家以及省级学

术会议，每年邀请２０多名国内外知名专家
来院讲学。２００４年学院创办了《数学教育
研究》杂志，２００５年我院接受了英国学术
出版社的邀请，主办国际杂志———非线性

科学学报，并正在接受 ＳＣＩ检索审查。近
５年来公开发表科研论文 ８００多篇，其中
３００多篇被 ＳＣＩ、ＥＩ、ＩＳＴＰ三大检索收录，
出版专著３０本，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１７项、省部级项目５０多项、土木工程测
试项目 ２００多项，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２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及上海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现有２个博士
点：系统工程、固体力学，均为江苏省重点

学科；１１个硕士点：基础数学、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应用数学、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固体力学、工程力学、物理电子学、系统工

程、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光学工程；１个工程硕士领域：建筑与土木
工程。在院博士、硕士研究生３００多人，已
毕业的博士、硕士中有４人获省优秀博士、
硕士论文，有多人获校优秀博士、硕士

论文。

【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
有教职工近１９０人，特聘院士１人，博士生
导师１０人，教授２５人，副教授４４人，博士
３２人，在读博士 ７０多人。其中，“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１人，国家
级优秀青年骨干教师１人，江苏省３３３工
程２层次人选１人，江苏省青蓝工程学术

带头人３人，获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资助
５人，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１人。获校
拔尖人才１名，校优秀骨干２名。校级创
新团队２个，院级创新团队１个。有一批
教师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霍英东青

年教师奖、江苏省“红杉树”园丁奖银奖。

有２０多位国内外著名专家被聘为学院兼
职教授。

【学生工作】　近５年学院培养博士、硕士
研究生３２３名，本科生１３８０名。其中获省
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４篇，获省优秀学生干
部、省三好生 １１名，获校优秀毕业生近
４００名。

（供稿人：邢亚林　核稿人：王亚伟）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综述·

【概况】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设有中文系、
政治学系、哲学系、历史学系，有教职工７９
人，其中教授１３人，副教授３０人，具有博士
学位的教师１９人，在职博士生１１人。学院
设有对外汉语、汉语言文学（师范）、涉外高

级文秘、思想政治教育（师范）、历史学（师

范）等五个本科专业（方向）。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

等三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共有学生８４０人
（其中，研究生１０１人）。
【教学工作】　２００８年，我院教学工作主要
围绕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研究、教学改

革以及教材建设等方面进行，加强教学质量

监控体系建设，规范教学秩序，进一步提升

内涵，着力打造学院教学特色。鼓励有条件

的专业积极申报学校品牌特色专业，集中优

势资源冲击江苏省品牌特色专业。以２０１１
年新专业评估验收为契机，以评促建，在对

外汉语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实验室以

及实习点建设上加大投入，着力建设。以学

院内部培植与学校重点建设相结合，实行

院、校、省三级体系的建设方案，重点扶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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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等为代表的优势课程申报

江苏省精品课程。鼓励和引导教师从事教

学研究工作。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各级教研

项目以及教学成果奖的申报。２００８年，思
想政治教育专业获“江苏大学品牌专业”，

两名教师分别获得“江苏大学讲课大赛”二

等奖和三等奖。在“江苏大学课件制作评

比”中，获二等奖１名，优秀奖３名。
【学生工作】　我院学生工作，坚持“以学生
党建为龙头，以骨干队伍为核心，以学风建

设为重点，以制度管理为抓手，以评优就业

为导向，以素质提高为目标”的思路，在思

想教育、学风建设、公寓管理、校园文化、社

会实践、宣传工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２００８届毕业生学位授予率达９２．１６％，
就业率达９７．５８％，大学英语四级通过率０４
级９３．４６％、０５级 ９９．７％、０６级 ９７．８％，２
名学生分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特等奖和

一等奖。全年累计发放奖、助学款４６．１万
元，开设勤工助学岗位１７个，学生欠费率已
降至０．５％以下。有２人分别被授予省、市
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称号，１人评为
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思政０５１班被评为
“江苏省先进班集体”。

【科研工作】　２００８年我院科研工作再上新
台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省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两项、省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五项，在去年取得重大突破的基

础上又取得积极进展，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的

良好态势。另外，我院还获得江苏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重大建设项目四项，立项经费总额

５５万元，立项数及立项经费均居全校第一。
除此之外，学院还获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

代中国实践院级科技创新团队。四项成果

获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全年共发表学术论文１００篇，其中，权威期
刊６篇，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论文７０篇，ＣＳＳ
ＣＩ来源期刊论文２６篇；在省级和国家级出
版社出版学术论著４部。学科建设按部就

班进行，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汉语言文学

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进行申报前的准备。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强与学术界

的交流。全年资助近２０人次的教师参加各
级各类有影响的学术会议。邀请境内外五

位知名专家学者来院讲学。在江苏省第三

届哲学社会科学届学术大会上，我院教师向

大会提交了多篇论文，六位教授博士参加不

久前有南京举行的江苏省纪念改革开放３０
周年暨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大会，聆听了省委

书记梁保华同志的重要讲话。全年有３名
教师考取博士研究生，一名老师来我院工

作，２人晋升教授，２人晋升副教授，获江苏
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１人，江苏省“六大人
才高峰”高层次人才１人，江苏大学拔尖人
才（青年骨干教师）１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加强党建与思想
政治工作的保障作用，认真贯彻执行校党委

指示精神，做好校党委第二次党代会代表的

选举及推荐校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工作。按

期换届改选党支部，建立研 ０８党支部。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后，积极响应校党委号召，
组织全体党员缴纳特殊党费，院党政领导率

先捐款，全体党员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有的

学生党员将自己仅有的５１．２０生活费全部
捐献，充分体现了学院全体师生员工的大爱

精神。积极开展“纪念改革开放 ３０周年”
活动，全院教工党支部组织了党员和入党积

极分子参观学习实践活动，亲身感受改革开

放三十周年祖国各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迎奥运、颂改革、创和谐暨校第三届教职

工合唱比赛”、“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诗

文朗诵会比赛”均获一等奖，代表学校参加

镇江市教育工会组织的《在灿烂阳光

下———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职工朗诵》

比赛，并被推选参加校第二次党代会汇报演

出。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最佳党日”活

动，２００８年获批２项“最佳党日”活动方案，
６篇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获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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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师生积极参与江苏大学２００８年度廉
洁文化征文活动，获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３
名，三等奖６名，优秀奖１名，人文学院获得
优秀组织奖。营造氛围，树立形象，宣传工

作成绩斐然。校外累计报道我院学生工作

６３篇次，其中《新华社》《中国教育报》等国
家媒体报道９篇次；《新华日报》等省级媒
体报道 ２０篇次，有效地扩大了我院的影
响力。

（供稿人：董得福　核稿人：丁锡芬）

·法学院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法学院成立于２００６年３
月，其前身系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法学系，缘

于上世纪８０年代法律系，是全国工科院校
较早开设法律专业的院校之一。现有教职

工４２人，教授３人，兼职教授４人，副教授
１１人，讲师２４人。设有七个教研室，三个
研究所。学院设有法学（经济法）、法学（国

际经济法）、狱政管理三个专业（方向），现

有学生５００人，学院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
念，坚持以教学工作为中心，积极推进教学

改革，多次参与省级、校级重大教改项目，不

断更新教学内容，探索新的教学形式，教学

质量稳步提高，《民法》课程被评为省级二

类优秀课程。学院在注重学生基础理论的

同时，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具有将法学理

论和法律实务紧密结合的丰富经验，有固定

的实习基地，培养的学生既懂法律，又懂经

济、管理和工程技术等基本知识，具有广泛

的适应能力，同时还具有较好的外语与计算

机水平。我院学生在公务员及司法考试中

一直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考取复旦大学、厦

门大学等名校继续深造的人数也逐年上升。

法学院重视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往来，先

后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法学院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聘请国内资深教授

担任学院兼职教授、课程教授，不定期地前

来讲学。同时还派出教师到多伦多大学法

学院，堪培拉大学法学院等地学习，邀请英

国Ｍｒｓ．ＡｎｎｅＢａｔｅｓ等专家来我院讲学。学
院还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一些法院、检察

院等司法机构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聘请既有

丰富实践经验又有较深理论知识的法官担

任学生实习的指导老师，同时加强了与外界

的交流与往来。“十一五”期间，学院坚持

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凝炼专

业方向，强化特色建设，注重制度创新，增强

激励机制，适度拓展规模，做到稳步推进，和

谐发展，实现从教学型学院向教学研究型学

院的转变。２００８年，法学院在教学、科研、
党建、学生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

果，教学方面：调整了教研室机构与人员、深

化了规范化管理、强化了教师工作责任、建

立了激励与鼓励机制、完善了教学专项等；

以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为突破口，就如何通

过痕迹管理，强化指导教师的指导责任，保

障论文写作的质量，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学

院依据“有特色、显亮点、入主流、可持续”

的工作思路，就新专业方向进行了调研和论

证，形成了“法务会计”和“国际法务会计”

两个专业方向具体方案。在江苏大学第四

届教学大赛中，我院青年教师周德军获得讲

师组比赛第一名，同时，法学院被授予“优

秀组织奖”。在继续教学学院２００８年特色
专业和精品课程评比中，法学专业被遴选为

校特色专业。

【科研、学科建设】　法学院一年共发表论
文４３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 ２５篇，ＣＳＳＣＩ
源期刊 ５篇，国内一级学会会议论文集 ２
篇，ＣＳＳＣＩ检索１２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
载４篇，出版著作、教材３部，省厅校级等各
类课题立项７项，获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省厅
级奖４项。全面梳理、整合资源，形成了法
学学科点申报的两套完整方案。成功与省

法理学会联合举办“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

国法治建设”专题研讨会，得到省法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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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领导及与会人员的高度肯定。

【党建与思想政治】　顺利通过学校对我院
党建工作的评估，并对基层党支部进行了换

届，获江苏省教育厅艺术教育论文征文一等

奖，校纪委廉洁文化活动优秀组织奖，校纪

委“我说廉洁”征文一等奖，获省教育哲学

社会科学辅导员重点资助项目一项，校思政

研究会资助项目一项。学生第二党支部获

校最佳党日活动一等奖，校党建与思政论文

一等奖，党建工作创新鼓励奖。５．１２汶川
大地震后，学院筹集了特殊党费 １３０００余
元，资助我院四川籍受灾学生。

【学生工作】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交流会，“迎两会，

促和谐”时事交流会，“做人，学习，创新”关

工委交流座谈会，“创新、奋进、报国”教育

主题班会等活动。学风建设取得实效，大学

英语四级考试一次通过率全校排名第一，学

生课堂出勤率达９８％，晚自修出勤率９９％，
早操出勤率 ９９％，毕业班研究生报考率
４０％，研究生和公务员录取率达６５％，１９个
宿舍获“文明宿舍”称号，８个党员宿舍获
“百佳党员示范宿舍”称号，优良班风达标

率达１００％。暑期社会实践工作早发动，早
宣传，早准备，做到点与面的结合，安排学生

对我国司法机构和执法环境进行全面调查，

组织一支省级示范团队、两支校级重点团

队，进行大学生村官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新

农村建设调查。

【其它方面】　在学生社区开展了“网络文
明你我他”橱窗展，“沟通从心开始”学习交

流会，“为自己加油”宿舍评比大赛，建设健

全三困学生档案，学院自筹各类资助经费达

３．５万余元，学生欠费率小于２％，获第七届
大学生田径运动会精神文明运动队称号，辩

论队获江苏大学“无偿献血杯”大学生辩论

赛第一名，学生会获江苏大学优秀学生会，

青志委获江苏大学优秀青志委。

（供稿人：孙建国　核稿人：刘同君）

·化学化工学院综述·

【概况】　化学化工学院创建于２００２年，目
前设置有化工、化学、应用化学３个系，１个
大学化学教学部、１个校级化学化工实验中
心。下设校级应用化学研究所、绿色化工研

究所和物质科学国际合作中心等３个研究
机构。学院现有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博士

点，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应用化学和工业催

化四个硕士点。现拥有化学工程与工艺、应

用化学、化学教育３个本科专业。学院化学
工程与工艺专业为江苏大学校级特色专业。

目前在校本科生 ５２６人，硕士研究生 １３０
人，博士研究生２０人。学院重视师资队伍
的建设与培养。现有专任教师６２人，其中
教授 １４人，副教授及高级工程师 ２０人，具
有博士学位２２人，现有博士生导师８人，硕
士生导师 １９名，有３人为江苏省“青蓝工
程”和“３３３工程”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
养人选。此外，特聘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

院士等国内外知名学者 ２０余人为我院名
誉教授或兼职教授。学院现有实验中心面

积１４０００ｍ２，实验设备总值２３００余万元，拥
有国际上最先进的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

谱仪、高浓度激光粒度仪等一批大型仪器设

备。学院党委设有１０个党支部，其中教工
支部４个、本科生支部３个、研究生支部３
个；共有党员２３４名，其中教工党员３８名。
【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　坚持学院党
政联席会议制度、中心组理论学习和教职工

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核

心和监督保证作用，重视党风廉政建设。成

功召开了院首届教职工大会，５月完成了各
党支部的换届工作，１０月顺利完成了学院
党委换届工作，并精心准备了校党代会相关

筹备工作。各党支部积极开展工作，广泛开

展党日活动，报送校党委“最佳党日活动”

方案７项，党日活动党员参与率达到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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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党员管理严格、规范，党员、流动党员、

申请入党人和入党积极分子等台账齐全。

严把党员发展关。按计划发展党员，规范程

序，保证质量。今年共发展党员７８名，转正
党员４９名。分党校工作规范，举办入党积
极分子培训班 １期，共培训入党积极分子
１０２名。高度重视工会工作，支持分工会积
极组织教职工参加校工会组织的各项文体

活动，组织了全体教职工的秋游活动，并开

展了学院教职工乒乓球赛、羽毛球赛。坚持

政治学习制度，效果良好；能及时报道学院

教学、科研、学生工作动态，全年向网络、电

视、报纸等校内外媒体投稿并录用数为，省

市级报道２９篇，校级７７篇。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重视专业建
设、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应用化学专业以

９２分的优秀成绩顺利通过省学士学位授予
权评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获批校特色专

业；《化工原理》课程获批校精品课程；我院

教师主编或参编了基础化学、无机化学、大

学化学、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等教

材，其中基础化学和无机化学为国家十一五

规划教材；成功申报了《医用化学》校级教

学团队；大学化学课程教学实行规范管理，

做到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考

试、统一阅卷。积极组织教师参与学校第四

届教师讲课竞赛活动并取得了较好成绩，其

中获得高级组优秀奖、中级组三等奖和初级

组优秀奖各一人。充分发挥校、院教学检查

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加强各教学环节的质量

监控，保证了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学生评

教优良率保持在９５％以上。严把毕业论文
和毕业设计质量关，今年我院有５篇毕业论
文获校优秀毕业论文，有１篇获省优秀毕业
论文。加强实验室建设，完成１３０万元的仪
器设备购置任务，新开实验２１个，新增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１６个。新增本科生实习基
地２个，加强与实习单位的沟通，进一步稳
定了实习基地。圆满完成０８年我院在南京

地区本科招生宣传工作，录取率超过招生办

年初制定目标的６％，受到学校的表扬。顺
利完成了“免试推荐研究生”工作，共有 ３
名０５级学生被录取。学院“本科学习中
心”顺利建成并对学生开放。

【科研工作】　积极组织学院力量申报各级
各类科研课题。本年度共获批纵向科研课

题１６项，其中国家级课题５项，省部级课题
４项，其它项目 ７项，实现到帐经费近 ２００
万元，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学院２００８年度
共签订横向课题５项，合同经费近３０万元。
组织学院教师进行科研工作总结和成果申

报。全年教师发表核心以上刊物论文 １８０
余篇，其中三大检索论文６０余篇。完成专
利申请２５项，专利授权６项。学院教师获
省部级三等奖和优秀奖各一项，获镇江市科

技进步二等、三等奖各一项，获镇江市优秀

科技论文奖１０项。加强学术交流。积极组
织、成功举办了第十八届国际精细化学品和

功能聚合物暨第四届 ＩＵＰＡＣ国际新材料及
其合成学术研讨会，组织了国内外专家交流

讲学１２场，同时还邀请了部分院士、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专家、社会名流和专利代理律

师为学院教师作了相关主题报告。支持和

资助 ４０多人次参加国内外的专业学术
会议。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成功申报应用
化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院级科技创新团队

和校级一级重点学科。今年招收硕士研究

生５４名，比原计划增加９名，在校硕士生增
加到１３０名。今年我院清洁能源与环境保
护博士点招收博士生４名，在环境、材料、食
品等专业挂靠招收博士生４名。我院研究
生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学位论文双盲送审合

格率１００％，毕业研究生申请学位发表论文
合格率１００％。今年分别有１篇博士论文
和２篇硕士论文获得省优，２篇博士论文、２
篇硕士论文获得校优。

【师资队伍建设】　今年引进三名具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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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的教师，其中一名具有教授职称并具有

博导资格、四名教师分别晋升教授、副教授

职称，新增博导１名、硕导２名。３名教师
新取得博士、硕士学位，新增３名教师攻读
博士学位，目前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总

数达到１０人、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教师６
人。三名教师出国深造，其中一名教师已学

成回国。

【学生工作】　加强大学生的教育与管理，
做到思想政治教育有计划、有主题、有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积极有效，并有健全的心理危

机主动干预机制，一年来成功干预了５起突
发心理危机事件；三困学生档案齐全，帮扶

措施有效；学生欠费率低于０．７％；加强学
风建设，做到学风建设有计划、有措施；课堂

出勤率达９９％；考研录取率为２８％；大学英
语四级一次性通过率为８８％，累计通过率
为９２％；六级累计通过率为４１％。学院重
视大学生素质拓展，组织课外科技文化讲座

近２０次；获批大学生科研立项２０项；校园
文化活动丰富，学生参与率为９９％；学院学
生社会实践参与率为９９％；建立了完善的
就业服务指导体系，建立就业基地１０个，组
织就业指导讲座 １１次，学生就业率达
１００％。今年学工取得的主要荣誉是：校优
秀学生青志委；校研究生分会科研沙龙组织

奖；校学生体育工作先进集体；校暑期社会

实践先进单位；省级大中专学生社会实践优

秀团队，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１名，化学师
范０６０２获江苏省先进班集体荣誉称号；应
化０６０２团支部取得江苏省五四红旗团支部
申报资格。

（供稿人：徐德选　核稿人：倪　良）

·临床医学院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临床医学院是在原江苏
理工大学、镇江医学院、镇江师范专科学校

于２００１年合并成立江苏大学基础上，又经

两次重组成立的二级学院。临床医学院由

临床医学一、二、三系（均为三级医院）、护

理学系、医学影像学系、传染病学系（第三

人民医院）和法医学系（含市伤残鉴定中

心）七个系、一个研究中心、一个实验教学

中心（含市急救中心）等教学科研服务单位

组成。承担临床教学和实习任务的八所附

属医院分布于江苏、上海等地的大、中型医

院。学院主要承担临床医学、全科医学、护

理学和医学影像学四个本科专业学生的专

业课教学和技能培养，临床医学专业为江苏

大学品牌专业，江苏省特色专业。临床医学

院拥有内科学、外科学、精神卫生与精神病

学、儿科学、麻醉学、肿瘤学、医学影像学与

核医学等医学类硕士学位授权点，内科学、

外科学、精神卫生与精神病学博士学位培育

点，还有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点。学

院拥有呼吸内科、消化内科与心胸外科三个

省级重点医学专科。

【党建工作】　１．加强学院党组织建设，增
强党委的战斗力。（１）健全党委组织机构，
配强专兼职党务人员。（２）完善运行机制，
实行党政共同负责制。（３）加强学院领导
班子建设，提高班子成员的思想境界。（４）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用科学发展观武装

头脑。（５）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监督
作用，提高工作成效２．加强党支部建设，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１）实行党支部目标责
任制。（２）坚持院领导联系党支部制度。
（３）加强党支部书记队伍的建设。（４）党支
部活动丰富多彩。党支部积极开展理论学

习活动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如：教

工党支部开展的“激情夏日，和谐支部”主

题等党日活动。３．加强党员教育管理与组
织发展工作，提高党员队伍素质。（１）认真
制定党员教育计划，切实做好党员发展工

作。２００８年我院发展新党员 １２０人，公示
期间未受到任何有异议的反馈意见。（２）
加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建设，办好分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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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　１．本科教学。专业及课程建
设是学院发展的基础和保证，继临床医学专

业成功申报为校品牌专业和省特色专业后，

成人专升本临床医学继续教育专业成功申

报为校级和省级特色专业，护理学新专业以

高分通过了护理学学士学位评审，获授予

权。在原有创校级精品课程４门的基础上，
积极组织审报护理学等校级特色课程。

２００８年我院主编、副主编教材４部，新开全
英语教学６门。２．实验室建设。进一步完
善临床医学院实验中心，分设三个模块，分

别为临床医学模块、护理学模块，影像医学

与核医学模块，另外还有伤残鉴定中心。创

新性人才培养实验区通过中期验收。外总

实验室、影像学实验室从老旧的实验用房搬

迁至临床医学院综合楼，高起点地规划设计

和装修，大大改善了实验室条件；护理学实

验室按本科护理专业培养要求进行了标准

化建设，并顺利通过专业评估，获学士学位

授予权。

【科研与学术交流】　构建特色科研机构、
活跃学术交流活动、丰富科学研究成果。

２００８年我院与附属医院联合，先后邀请留
法神经电生理学专家杨青博士及其导师、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周

光炎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医学研究

所所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咨询专家、科

技部９７３项目咨询专家、曾任国家９７３项目
首席科学家唐朝枢教授等来我院作学术报

告１０余场；开展了３期导师论坛、２期研究
生学术沙龙，定期邀请校内外学者、以及优

秀研究生，面向全院师生作学术报告。在广

大教师的不屑努力下，我院 ＳＣＩ论文收录２
篇，，一类论文发表 ８篇，获省自然基金一
项；已发表教研论文３篇；申报校教改课题
８项，已获 ３项申报京江学院教改课题 ３。
司法鉴定所等科技协作项目横向到账经费

达１１２万；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申请获批
成功。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以突出创新精
神为方法，以临床诊疗经验传承和临床实践

能力培养为手段，以“会看病、懂科研、知识

宽、能力强”为培养目标。全校６个创新人
才培养基地，其中有临床医学院获１个。学
院成立了临床技能训练和考核中心，由专人

负责。坚持以江苏大学各附属医院为主、以

我校相关实习基地为辅，不断发展我院研究

生教育。现有７个二级学位硕士点，２１个
培养单位，１２３名导师，开设临床类课程
１６门。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０８年我院新增硕士学
位研究生导师１２人，引进影像医学博士后
（副教授）１人，为迎接２００９年江苏省学位
办对我校护理学本科新专业的评估验收，引

进硕士学位护理学专职教师１人。
【学生工作】　１．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提高
学生综合素质。（１）加强大学生导航工程，
引导学生走成功之路。（２）围绕“创新、奋
进、报国”主题组织开展一系列主题教育活

动，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政治

信念，提高了我院广大青年学生的文明修

养。（３）落实、深化“党建三个一”工程，发
挥学生党员和学生党支部的示范作用，推进

学院班风、学风建设。２．强化班风、学风建
设，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积极开展“网络

文明”教育活动，推进“戒网瘾、促和谐”活

动向深度发展；广泛开“名人讲座”、“学术

大讲堂”、研究生学术沙龙、研究生导师论

坛等系列学业咨询辅导活动，营造浓郁的学

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提高学习能

力；深入开展优良班风建设活动，举办了院

学风建设月和新生学风建设月活动，有力的

推进了我院的学风建设等。３．狠抓日常教
育管理，建设和谐学院。进一步完善院学生

工作日常管理的各项制度；进一步规范各项

工作的办事程序，按章办事，公开、公平、公

正；进一步完善学生工作的信息反馈机制，

畅通信息渠道，推动和谐校园、和谐学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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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４．狠抓学生社区建设，建设平安、文明
社区。（１）强化社区安全规章制度，杜绝违
章用电。（２）加强辅导员、班主任进社区工
作的力度。（３）在强化制度建设同时，推进
社区文化建设，积极营造文化氛围，举办了

首届社区文化节，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５．
落实帮困措施，引导学生走出“困”境。（１）
完善并做实“三困”学生档案。（２）及时有
效的做好“奖、贷、助、补、减”等助困工作。

（３）坚决并稳妥的做好欠费催缴工作。（４）
关注特殊群体，以心理咨询和辅导为重点，

把问题学生“带”出困境。６．落实就业服
务和指导措施，提高初次就业率紧密结合

我院学生的特点和就业形势，增强就业指

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进行了１２次就业指
导讲座，邀请了三十多家卫生系统参与我

校大型人才招聘会。０８年毕业生２７１人，
初次就业率达 ９２％，其中考取研究生 ４１
人，出国１人，学生总就业率达１００％。７．
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和大学

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指导院团委、学生

会、大学生科协、院研究生会开展好各项

工作，举办了首届医学文化节、社区文化

节和首届阳光体育运动周、研究生科技论

文竞赛、研究生学术沙龙等活动。８．积极
推进学工队伍建设，努力培养和打造专家

化辅导员。（１）进一步完善学生工作例会
制，做到既务实又务虚，既布置工作，又研

究工作，提高工作的实效性。（２）积极支
持和鼓励辅导员参加各类技能培训，提升

辅导员的职业素质。（３）加强学生干部队
伍建设，完善培训机制。（４）积极开展新
形势下学生工作的研究，不断探索学生教

育管理工作的有效途径。

（供稿人：殷朝峰　核稿人：朱　冬）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综述·

【概况】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是全国

首批开设医学检验专业的五所本科院校之

一，学院目前有医学检验和医学影像学两个

本科专业。拥有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

点，生理学、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免疫

学、病原生物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临床检

验诊断学等 ６个硕士学位点。已为全国培
养了博、硕、本不同层次的毕业生 ４０００余
人，就业率达到 １００％。学院师资力量雄
厚，现教职工共１２８人，其中教授 １５名，副
教授 ３５名，博士 ２２人，１人享有国务院政
府津贴，１０余人次获省级人才项目称号或
资助。学院在教学、科研方面成果显著。医

学检验专业为江苏省首批特色专业，现为省

品牌专业。学院共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９
项，市、厅科技进步奖 ３０余项，获省优秀教
学成果奖 ３项。全院曾获省部级以上研究
项目合计５０余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学术
论文 １０００余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论文 ４０余
篇。学院在树突状细胞的应用基础及临床、

干细胞基础与临床、肿瘤发生机制与药物靶

向治疗、血栓与止血基础与临床、病原分子

基因诊断、细胞信号转导等方面的研究在国

内外有一定知名度。学院与十余个国家及

香港的著名高校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开展了

广泛的交流。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学院党委坚持
用科学的理论武装班子成员，每学期制定理

论中心组学习计划，并认真讨论，使认识不

断深化。２．在党员教育方面：能按学期制
定并完成党员学习和组织活动计划，认真组

织好学生的时势政策报告会；积极开展有创

意的党日活动；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评

比和竞赛活动。３．在发展党员方面：能坚
持教育和发展并重的原则，２００８年全年举
办积极分子培训班 ３期，受训人数达 ３８０
人，发展党员７６名。４．在组织建设方面：
上半年按照有利于教学科研工作、有利于党

支部活动开展的原则，完成了学院各党支部

的调整和换届工作，九月份圆满完成学院党

·７０３·学院·中心·研究院



委的换届工作。５．做好校第二届党代会代
表的选举工作，认真组织好校“两委”委员

的推荐和第二届校党代会的参会工作。６．
全年组织本院职工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项

活动并取得佳绩，其中获教工排球比赛第８
名、跳大绳比赛第７名、跬跳比赛第３名等。
７．全年对外宣传在各级各类媒体上发稿录
用６０多篇，其中被国家级报道１篇，省级报
道６篇。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１．２００８年我
院医学检验专业被评为“江苏省品牌专业”

建设点。２．免疫学和免疫学检验获批省一
类精品课程，临床检验学被推荐申报国家精

品课程。病原生物学、临床检验学、断层解

剖学获江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课程，其

中病原生物学获批省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课

程。３．全院共主编和参编教育部、卫生部
组织的规划教材与出版教材８部，期中“十
一五”规划教材主编２部。４．完成２００３级
检验专业毕业生论文答辩工作，完成 ２００３
级京江学院和２００５级成人继续教育医学检
验的综述评审和论文答辩。５．稳定和完善
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建立健全了学院教学

质量二级监督机制，组建了学院教学咨询委

员会。６．获校优秀教学团队１个。开设创
新性、综合性、开放实验１５个。７．获得校
级教改项目１０项；获校优秀教学成果奖３
项；其中特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获校教学
质量奖３个；全院教师发表教学研究论文共
１２篇。８．英语四级通过率分别为 ０４级
９３％ 、０５级９２．２％、０６级９３．２％、六级通
过率 ０４级 ４６．３％、０５级 ４６．１％、０６级
３２％。计算机考试通过率：全部＞９０％。９．
获批一项中央地方共建实验室项目３００万
元。１０．创建大学生本科和研究生学习与
综合训练中心；成立相关机构，建立训练内

容和制度。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１．２００８年获得教育
部自然科学二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各

１项，合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１项。２．２００８
年全院教师积极申报各级各类科研课题４３
项，已获批科研总经费约 ４００万元：（国家
级６项，省部级４项）。其中成功获批科技
部“十一五”重大专项子项目１项（经费１２０
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５项：获批
省部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项，市厅级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３项３．获批江苏大学创新团队
１个。４．组织各学科方向带头人、科研课
题负责人召开了“学科、科研沙龙”，对学院

目前学科、科研工作的设想展开了讨论，并

提出了各自在学科、科研、研究生教育工作

中的困难和建议。５．邀请了美国 Ｒｕｓｈ大
学、Ａｌｂａｂａｍａ大学、香港大学等 １５名专家
来院作学术报告１５场；本院教授学术报告
８场，共组织各类学术报告２３场。６．发表
论文８０余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１４篇，核心５２
篇，ＳＣＩ检索１３篇。７．出版学术专著４部，
其中主编１部。８．进行科技鉴定１项，申
报专利２项。９．江苏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在
进一步完善之中，目前已经完成了环境检测

验收工作，已经有部分实验动物在里面

饲养。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２００８年年
招收硕士生：４１人；博士生：１２人。２．我院
学位硕士论文合格率：１００％；２００８年有３６
名硕士研究生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硕士

学位，研究生发表的论文２篇被ＳＣＩ收录，１
篇被ＥＩ收录。３名博士生通过论文答辩。
我院获校级研究生优秀论文３篇。并有４
人被评为２００８年校优秀研究生。３．我院
与香港大学、新加坡国际癌症中心、美国柏

明翰大学等继续保持密切的科研合作。决

定选派 ２名博士、１名硕士到美国联合培
养。４．学院投入１０万元，用于基础医学研
究所的建设，促进了基础医学科学研究和学

科建设的提高。５．组织了３０余名教师与
研究生参与了省的动物实验上岗证的培训

工作。这对我院申报各类研究项目铺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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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６．我院自主办班的２００６级研究生
课程班顺利结业。

【师资队伍建设】　１．２００８年度有７名教
师晋升了高级职称，其中正高３名、副高４
名，晋升过程顺利，进一步壮大了我院的师

资队伍力量。２．获批中青年拔尖人才培养
对象１人，优秀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对象 ２
人。３．获批校级科技创新团队１个（临床
检验诊断基础与实验研究），获批院级科技

创新团队１个。４．继续加强高层次人才的
引进，建立和完善学科带头人选拔、培养和

管理制度，提高全院师资的整体素质。目前

学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教师２４人，在职攻
读硕士学位教师 ４人；今年晋升高级职称
７人。
【学生工作】　１．２００８年共组织了专业讲
座１０场、人文讲座１２场、建立校外活动基
地９个、校外兼职辅导员２名，开展校内外
活动１００余场次。举办了新生学生干部工
作指导培训班。２．开展“健康、快乐、成功”
心理健康主题活动。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合作举办“健康、快乐、成功”大学生

训练营，与急救协会和镇江市急救中心合作

开展了“关爱自我，学会急救”的公益宣传

活动。３．学工获奖情况如下：（１）学生个人
奖：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银奖１项；江
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一等奖１项；大学
生专利１项；全校第一１１项；全校第二或二
等奖７项；全校第三或三等奖５项；（２）集
体奖：０６－０８年体育工作先进集体；０８年校
团委“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演讲比赛优秀组

织奖；手工艺品大赛优秀组织奖；节约型校

园之点子大赛优秀组织奖；０８年暑期社会
实践先进单位；我院支援四川灾区服务队为

全国百佳之一、江苏省十佳之一。４．积极
组织在校生申报了大学生科技立项，本科生

获批２１项。
（供稿人：孙晓春　核稿人：薛志平）

·药学院综述·

【概况】　药学院设有药学、药物制剂、制药
工程 ３个本科专业，拥有生药学、药剂学和
中药学 ３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下设药学系、
药剂系、制药工程系和药学中心实验室，在

校本科生５９６人，硕士研究生１１２人。学院
现有教职工 ４０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６人，
教授 ８人。江苏省“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
程”首批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 １人，江苏
高校新世纪学科带头人 （“青蓝工程”）１
人，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 １人，镇江市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１人。学院设有药物
／基因转运与组织工程研究中心、生药研究
所、索普兴大药业合成药物研发中心等研究

机构，参与共建“名方制剂开发与中试研

究”的省级研发中心，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学

术交流。近年来承担国家“十一五”科技支

撑计划、国家 ８６３项目子课题、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科技

攻关项目等课题 ６０余项，获省市科技进步
奖 ９项、国家发明专利近 ２０项。目前药学
院已逐步形成了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及

药理机理、道地药材品质评价与药用资源开

发、中药生物技术与工程、中药新制剂与质

量评价、纳米基因传递与组织工程、微粒给

药系统、难溶药物缓控释制剂研发、药用新

材料等研究方向。

【教学工作】　学院一直坚持质量第一的办
学理念，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从严治教，从严

治学，一年来教学秩序稳定，教学运行正常，

确保了本科教学质量。高度重视专业内涵

建设和精品课程建设，明确了本年度专业建

设和课程建设的重点和目标，做好校品牌

（特色）专业和精品课程建设的培育和建设

工作。积极做好院级教学团队的培育工作，

本年度药剂学教学团队为院级团队建设重

点，目前已建设成一支师资队伍结构合理、

教学水平高和科研实力强的团队。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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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依托药学特色专

业和药学中心实验室，积极培育药学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大力推进校内药用植

物园建设，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的建设工

作，为学生的野外实习提供了实践基地。

２００８年成功举办院第四届讲课比赛和多媒
体课件比赛，选送４人参加学校比赛，其中
１人获讲课比赛优秀奖，１人获校多媒体课
件比赛优秀奖。１名同学获全国大学生英
语竞赛三等奖。学生毕业率１００％，学位授
予率为９２．３％，高于全校平均水平。
【科研工作】　２００８年科研工作取得了良好
的业绩：本年度项目经费２１８．１万元，其中
纵向科研经费１２４．１万元；横向科研合同经
费９４万元；在核心以上级别期刊发表学术
论文４２篇，其中三大检索８篇，影响因子达
１７，为历史最好水平。与江苏省中医药研究
院、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共建江苏省研发中

心———名方制剂开发与中试研究，实现了我

院省级平台零的突破。获得江苏省科技进

步奖１项。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６项，为我
院前５年授权专利的总和。积极开展学术
交流活动，先后邀请美国耶鲁大学、南京大

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大学与科

研院所的专家来学院指导和交流研究工作。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０８年招收硕
士研究生３８人，毕业３１人。０８届硕士论
文的合格率达１００％，其中优秀率达３０％。
建立１个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江苏省
中医药研究院。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０８年度我院的师资队
伍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引进２名博士；２
名教师博士研究生毕业；２名教师考取博士
研究生，３名教师晋升讲师职称。
【学生工作】　不断开展新生教育、大学的
学习与纪律教育、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毕

业生就业教育等系列教育，组织学生参加学

习竞赛和科技类活动等，学院已形成“积

极、健康、向上、有序”良好风气。积极开展

志愿者社区义教活动，使学生“药有所为”，

学习“两会”、团中央十六大等会议精神，使

学生学中有乐，乐中有学，提高学生关心时

政的意识。通过开展“小小奥运”体育健身

节活动、迎新联谊晚会等活动，积极营造良

好的文化氛围。高度重视学生就业工作，形

成“领导主抓、全员参与、一切为了学生的

明天”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机制。２００８届本
科毕业生１７１人，录取研究生３６人，占总毕
业生人数的２１．６％。继续做好贫困生的资
助和教育工作，帮助其成长成才。今年１７２
人次得到资助，资助金额达３７．４万元，学生
的欠费率大大降低。加强学工队伍的建设，

完善学风建设的保障体制。重视辅导员、班

主任队伍的培养建设，以老带新，在帮助学

生成长的同时，达到自身的不断成长，今年

又有１名辅导员获得国家劳动部颁发的三
级心理咨询师证书，１人被评为校“优秀辅
导员”，５名班主任被评为校“优秀班主任”。
【党建工作】　学院坚持党政联席会议制
度，充分发挥党政领导班子的政治核心作

用。领导班子团结，重视党风廉政建设，无

违法违纪现象。认真做好基层党组织考核

的各项准备工作，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学校

组织的基层党组织考核；按时完成党委换届

的筹备工作；做好校第二届党代会党代表的

选举和两委委员的推选工作。积极组织开

展“育高尚教风师德、创本科教学名校”师

德建设主题教育活动，不断探索党建创新，

积极开展党日活动，２００８年申报“党建创新
创优奖”１项，最佳党日活动３项。其中教
工第二党支部开展的“领悟十七大、交流新

体会”党日活动获校最佳党日活动方案评

选二等奖。学生第一党支部申报的“专业

教育与素质拓展相结合　探索大学生立体
培养模式”获党建工作创新创优评选鼓励

奖。重视党建工作规范化、科学化。规范程

序，保证质量，按计划发展党员，全年发展党

员３６人，转正党员２５人；举办入党启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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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培训班和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各 １期。
不断加强党支部建设，认真开展党支部工作

目标评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党员教育活

动。组织学习十七大多媒体制作交流会、参

观学习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活动，在

丰富党员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创新

进行了尝试。积极实施党员关爱活动。汶

川大地震后，学院党员积极开展向党组织缴

纳“特殊党费”献爱心活动，共缴纳“特殊党

费”１０４７０元。
【宣传工作】　坚持学院中心组理论学习和
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组织“纪念改

革开放３０周年知识问卷以及诗文朗诵等活
动，其中诗文朗诵活动１人获三等奖，１人
获优秀奖。积极利用校内媒体宣传本单位

工作动态和成果，全年在江帆网、校报、电视

等校内媒体发稿３１篇，校外媒体８篇，其中
制药０５０１班姜薇同学撰写的《制药企业需
要什么样的大学生》一文被《中国教育报》

录用。

【工会共青团工作】　分工会积极开展了有
益于教工身心的文体活动，组织教工到天目

湖、江心洲等地游览，使教工在紧张工作学

习之余身心得到放松；组织教工参加了校运

会，其中教工混合 １００米接力比赛获第二
名，袋鼠跳获校团体比赛的第一名。２人获
得学校体育先进个人称号。院团委围绕学

校和学院的中心工作开展活动，在组织建

设、团员意识教育、校园文化、院内宣传等都

取得了新的进展。

（供稿人：殷　瑶　核稿人：仰榴青）

·外国语学院综述·

【概况】　外国语学院现有英语系、日语系、
大学外语教学一部、大学外语教学二部和研

究生外语教学部等５个系（部），设有英语
语言文化研究所、外语教育教学研究所、英

语语言文学研究所、日本学研究所、翻译学

研究所、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和赛珍珠研究所

等７个研究机构，建有校级实验室１个（外
语学习中心）。２００６年，江苏大学被教育部
定为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３１
所大学之一，外国语学院成为该项目的主要

实施部门。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８１人，专任教
师 １６２人，其中高级职称 ３１人，讲师 １２６
人，助教５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８９７人、
硕士研究生 ８４人。学院现有英语、英语
（师范）和日语３个本科专业，１个外国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点。学院教学设施完

善，设备先进，有２０个多功能语言实验室、１
个影视赏析中心、１个自主学习中心、１套卫
星电视接收系统、４套外语教学广播电台。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组织建设。院
党委建立了院党委委员例会制，党支部书记

例会制，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党

委民主生活会制度、党员组织生活和民主生

活制度。２．思想建设。２００８年，学院开展
了学习江苏大学第二次党代会精神的系列

活动，组织师生参加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
系列活动。在校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诗文
朗诵比赛中，１名教师获得三等奖，１名学生
获得二等奖；在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征文
比赛中，３名教师获得鼓励奖。院党委组织
师生开展各类“献爱心”捐资助学活动，学

院全年总计各类捐款达１３７２１４元。３．作
风建设。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坚

持每周一次党政联席会议制度，讨论学院重

要事务。重视党风廉政建设，邀请了原纪委

书记柴顺根来学院作廉政辅导报告。在校

廉政文化征文活动中，获得二等奖３个、三
等奖３个，院党委获优秀组织奖。４．团结
协作。充分发挥分工会、二级教代会、民主

党派人士在学院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中的

作用。鼓励教职工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类活

动，在校大合唱比赛中，通过全院老师的共

同努力，获得了三等奖。５．开拓创新。
２００８年，院党委共报送“最佳党日活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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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５项、申报了“党建创新创优奖”４项，共
撰写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论文８篇，
公开发表论文４篇。积极向校外媒体投稿，
全年投稿３０余篇，其中国家级２篇。全年
被校内媒体录用稿件共１５０多篇，列全校第
４名。
【教学工作】　１．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本年
度，英语专业八级考试中，一次性总体通过

率为７３％，其中本一通过率达８４％（高出全
国平均通过率近３８个百分点）；专四通过
率９５．９３％，超过全国平均通过率近 ４６个
百分点；日语专四通过率９８．３９％，超过全
国通过率近４８个百分点；２００８届毕业生学
位授予率达９５．８３％的目标要求。２．推进
品牌特色专业建设。英语（商务）专业已成

为校级品牌特色专业，大学英语精品课程正

申报培育中。３．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上半年顺利通过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专家组的中期检查。４．推进“本科教学质
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本年度制定了《外国

语学院关于全面推进“本科教学质量与教

学改革工程”的实施意见》和《外国语学院

教学成果奖励办法》。５．组织教师参加各
类教学竞赛活动。获得江苏省英语专业青

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１项；校第四届多媒
体教学课件竞赛奖励３项；校第四届教师教
学大赛奖励２项，学院获得教学大赛的优秀
组织奖。６．加强实习基地的建设。结合目
前学院实习基地的实际情况，根据学院的发

展定位，在日语专业学生日本暑期实习基础

上，英语专业学生赴美带薪实习已经开展。

７．实验室建设。今年新建了３３０座的大学
生外语自主学习中心和数字语音室。自主

学习中心每周平均开放７０小时以上，保持
较低故障率；实验室设备完好率近１００％；
外语专业本科生学习中心的各项筹备工作

已经就绪，即可开展工作；日本文化室在建

设中。

【科研工作】　１．科研制度规范化。学院

２００８年先后出台了《外国语学院科研成果
奖励（暂行）办法》、《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术交流资助办法（试行）》以及《２００８年
下半年科研工作计划》、《外国语学院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科研工作规划》。２．畅通学术交
流渠通。学院在下半年邀请了５名校外知
名专家开展学术讲座，教职工参加国内外重

要学术会议２６人次。教职工在学术交流中
收获颇丰，也培育了浓烈的学术氛围。３．
科研成果显著。全院教职工共发表论文７０
余篇，其中，核心１８篇（外语类核心２篇），
国外正式科技期刊１篇，译著、学术性编著
５本，科普性编著１１本，非英文出版的学术
性专著１本，ＣＳＳＣＩ收录１篇；荣获２００８年
江苏省高校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三等１项；获发明专利授权１项；获批省
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指导性项目２项，校人
文社科基金项目４项，校人文社科基金青年
项目２项。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确定学科重
点建设方向。学院确定了应用语言学、翻译

理论与实践和跨文化交际三个专业方向为

学院学科重点研究方向。２．优化研究生生
源。研究生生源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学院学

科影响力在全国外语研究生教育中获得一

定认可。３．提升研究生教学质量。学院组
织了一些“公开课”、“示范课”等教学活动

以及交流教学经验活动，３名研究生导师获
得“校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４．严格抓好
培养的各个环节。

【师资队伍建设】　１．师资队伍简介：学院
现有教职工１８１人，其中拥有博士学位教师
３人，在读博士３６人；硕士学位教师９４人，
在读硕士３０人。另有江苏省“青蓝工程”
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１人，校级拔尖人才 １
人，出国留学、高访学者２０余人，聘有外教
２０余人。２．对外交流与进修：先后派出３０
名教师参加外研社和外教社组织的大学英

语课程教学培训。３．积极组织教师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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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教学改革科研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学

者来校学术教学交流，组织教师到其他高校

参观交流，教师积极参加各类学术会议，拓

宽了视野。

【学生工作】　１．深化两大工程。即人生导
航工程和学生“党建三个一”工程。人生导

航工程重点抓好一年级新生的养成教育，对

学生成长成才、适应大学生活、心理健康以

及创新能力培养等进行指导，，进行生涯规

划辅导；二年级学生在辅导员、班主任的帮

助下进行生涯规划强化与修正；三年级组织

主题班会，让同学们自已讨论，相互学习；四

年级抓就业指导、就业服务。２．抓好“三
困”工作。“三困”生档案齐全、并采取一对

一帮扶措施。对贫困生库及时更新，公平公

正发放各类奖助学金。关注学生的心理健

康，做到面上教育经常化，个别辅导个性化，

干预机制制度化，建立了班心理委员－心理
辅导员例会制，取得良好的效果。３．培养
四支队伍。即学生党员队伍、学生干部队

伍、辅导员队伍、班主任队伍。４．加强五个
文明建设。即行为举止文明、课堂文明、食

堂文明、宿舍文明、网络文明。５．强化六个
意识。即诚信意识、安全意识、创新意识、责

任意识、健康意识、服务意识。６．重视七个
比例。申请入党学生比例、学生欠费率、考

试作弊率、就业率、课堂出勤率、晚自修出勤

率、早操出勤率。７．获得的荣誉：学院学生
工作成绩斐然，２００８年囊括了校优秀分团
委、校优秀学生会、校优秀科协、校优秀研究

生分会、校优秀青志委等荣誉称号。

（供稿人：邹时建　核稿人：刘洪香）

·艺术学院综述·

【概况】　截止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学院有
教职工 ９０人。其中教授 ４人，副教授 １５
人，讲师３６人；具有博士学位４人，硕士学
位２６人。全日制在校学生１０２０人。其中，

本科生９８５人，研究生３５人。学院现有设
计艺术学和美术学两个硕士点，设有艺术设

计、工业设计、美术学、动画等四个本科专

业。下设工业设计系、视觉传达系、环境艺

术系、动画系、美术系、装饰系、公共基础教

学部等七个教学机构和工业设计研究所、艺

术设计设计所、美术学研究所、民间艺术研

究所、动画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

等科研机构，以及艺术学院中心实验室、图

书分馆等。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建立完
善了《党委委员工作职责》、《党政议事规

则》、《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等规

章制度，及时调整、明确了院新领导班子成

员的分工。党委中心组成员学习了中央领

导同志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以及校领导在学校二届二次教职工

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统一思想，理清思

路，共谋学院发展大计。对照《江苏省普通

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考核实施意

见及其基本标准》要求，顺利接受了学校党

委组织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考核，取得了

优秀成绩。完成了学院基层党支部的重新

划分与换届选举，召开了学院第一次党委换

届选举大会，认真总结了学院党委近三年的

工作情况，确立了今后党委工作以及学院发

展的总体目标，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学院党

委会。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集中力量，整
顿与整合教学工作，教学质量奖与校级精品

课程均有所突破。一是强化教学规范。对

课堂教学、毕业设计指导、外出写生考察等

提出了一系列规范性要求，严格教学事故认

定，细化毕业指导任务，量化写生考察要求；

二是强化教学过程监督。学院组成教学督

查小组，每日巡查教学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纠正并记录在案，年终考核予以兑现；三是

开展教师教学资格审查。对全院专任教师

进行专业课程教学资格申报与认定，合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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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教师所授课程，杜绝因人设课；四是组织

教师教案评比。既落实教学规范，又照顾艺

术教育特点，强调教学内容完整与可控，确

保教学质量；五是加强新教师的培养。认真

确定指导教师，明确“传帮带”任务和要求，

实行新教师坐班制，轮流进实验室、机房，要

求完整听课两门以上，组织新教师教学试

讲。与此同时，学院还强化学生考核，严格

学位认定程序，０８届毕业生学位授予率达
到９３％。
【科研与学术交流】　目前，学院引进人才、
学成回来的博士等，都有一定的学科前沿性

知识积累，具备创新型科学研究的基本条

件。学院大力支持师生开展各种学术交流

与科技创新活动。先后邀请中国艺术研究

院顾森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术评议组

成员、著名美术家黄教授、日本汽车造型

设计专家山田泰里等来院举行了８场重要
学术讲座，受到师生的广泛欢迎；成功举办

江苏大学、扬州大学六人书法联展、“美在

新江苏”大型壁画展、“奥运情、江南岸水墨

三人展”、“中国宝藏高仿作品展”、“捌零

０８视觉故事会”主题设计展以及０８届毕业
生优秀毕业设计作品展等 ７次大型展览。
组织硕士生导师及全体研究生赴南艺观摩

毕业论文答辩。多名教师出席学术年会并

作大会发言、获邀参加外校艺术专业研究生

论文答辩等，扩大了学术交流。何志国研究

员领衔的学院科研创新团队，已经明确了科

研任务并落实了成员分工。教师公开发表

论文５１篇，其中２类以上期刊发表论文３０
篇，ＣＳＳＣＩ收录３篇，省、市级社科奖、科技
论文奖各２项；纵向在研经费５．６万元，横
向签约经费８．６万元；教师作品入选国家级
重要展览５项，１人作品荣获“中国姿态 －
首届中国雕塑大展”新锐奖，１人受文化部
邀请参加“中菲建交３０周年中国知名青年
画家作品展”，１人作品荣获中国美协漆画
艺委会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漆画

大展”金奖。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组织研究生
导师进行了０８级新生的阅卷复试工作。招
收新生１９人。完成了０８级研究生师生双
选工作，按照学院学科专业设置方向和学生

考试的专业方向，有计划调整学生人员分配

数目。指导０８级新生进行选课工作，专门
召开会议介绍学科分类标准、课程结构以及

各学位课程、选修课程的主要教学计划和学

习内容。２．按步骤布置了０７级研究生的
选题、开题工作。组织开展了０７级硕士研
究生外文资料翻译和论文发表的专题报告，

对外文翻译的要求和论文发表、教学实践与

艺术专业实践、论文阶段性检查做了详细的

安排与布置。配合研究生招办组织了设计

艺术学和美术学招生考试课目、参考书目的

整合与修订工作，组织和编写了初试考试科

目的复习大纲。组织研讨学科建设与研究

生培养方案。组织了０９级研究生招生考试
的命题工作。３．组织全体硕士生导师和０７
级硕士研究生到南京艺术学院观摩研究生

学位论文答辩会，参观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的毕业作品展，学习取经。组织全体硕士生

导师及院领导参加了江苏大学学科建设与

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本院研究生工

作在教学、改革、创新方面的思路与途径。

进行了２００８年度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推荐
工作，新增导师２名。完成了校级重点学科
的申报工作。

【师资队伍建设】　在教师管理方面，进行
了系科调整与管理岗位重新聘任。在原任

职人员进行工作总结评议的基础上，按照

“管理到位、人尽其才、各尽其职”的原则，

调整设立系科及管理岗位，公开岗位职数，

个人自愿申请，同一志愿岗位择优录用，确

定初步方案后予以公示，并召开群众座谈会

听取意见，最后行文公布。绝大多数管理岗

位人员爱岗敬业，工作稳定。下半年，学院

在着重考核岗位职责履行情况基础上，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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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教职工的岗位津贴进行了重新认定，有

２０人津贴得到提升，有２人作停发津贴处
理。近期，学院按照“明确目标，分类考核；

强化责任，重视绩效；全员覆盖，奖惩有据”

的原则和目标，拟定了《全员考核实施办

法》，对行政管理工作、教学与科研分别提

出了考核要求。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已原则

通过，正在教职工中分层次征求意见，待年

底学院召开“两代会”表决通过后，在新年

全面实施。

【学生工作】　在学生管理方面，专职辅导
员建立党员示范岗，自觉接受师生的监督；

通过学生干部培训班、团校等形式着重对学

生干部进行培训，提高学生干部的基本素质

与工作能力；对面上的学生通过举办心理辅

导班、知识讲座等，戒除不良习惯，端正学习

风气，排除心理隐患；加强对困难学生的帮

扶，在学院范围设立勤工助学岗位，使一些

家庭困难学生能够改善生活状况；多种形式

催缴欠费，使我院学生欠费率控制在２％以
内；鼓励学生开展科技创新与课外活动，组

织学生举行“艺术作品进社区”等艺术服务

活动，多支社会实践小分队深入社区、农村

及落后地区，更多地了解、亲历社会，增强责

任感与使命感。学院成功召开了第一次团

员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我院学生在

参加省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表现优异，普

通组荣获特等奖 １项，一、二、三等奖各 ２
项，专业组荣获一等奖１项，二、三等奖各３
项。参加全国大学生广告设计大赛学院奖

分获银奖、铜奖，在全国艺术类高校中形成

一定影响，这也是学院多年来在同类比赛中

取得的最好成绩。

（供稿人：倪时平　核稿人：曹和学）

·教师教育学院综述·

【概况】　我院是三校合并后新成立的学
院，是全国第一家以“教师教育”命名的学

院。学院的特色是把职前培养教师与职后

培训教师合为一体。设有教育系、教育技术

系、现代教育技术实验中心、公共教学部、教

育科学研究所、教育政策研究所、教师培训

中心等教学、研究、培训机构，主要承担教育

学、心理学、现代教育技术、教师口语等教师

教育类专业课程以及相关校级选修课程的

教学任务。学院于 ２００６年获得高等教育
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是省教育厅确定的中小

学骨干教师省级培训基地、基础教育改革新

课程省级培训基地，负责培养培训全省基础

教育各类师资。学院拥有一支素质良好、水

平较高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２７人，其中
有硕士生导师 ７名，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
称的比例占６５％ ，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教师
的比例占７５％ 。近几年，学院教师在国际
国内杂志上发表论文２００余篇，获批国家级
课题３项，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１０余部。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发挥党员教师
和学生作用，做好党员发展工作。遵循“坚

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

方针，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工

作细则》的规定和要求，坚持“成熟一个，发

展一个”的标准，把具备党员条件的先进分

子吸收到党内。今年共发展党员２６人。原
定计划为２１人，另外５人是２００７年遗留的
问题。２．发动党员积极开展“迎考促建”活
动。根据学校党委的统一安排，１０月１０日
对我院的基层党建工作进行考核。我们发

动党政工团负责人和相关党员认真学习

《江苏大学学院党组织建设工作考核基本

标准》。基础上，按照考核内容和评分标

准，收集整理材料，逐项对照检查，使迎评的

过程变为推进学院党组织建设工作规范化

的动力。经学校党建专家组考核，我院党组

织建设工作获得了９６１分的好成绩，评为优
秀。３．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党员
在各项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教学、科

研工作中，党员教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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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测评中，党员教师的民意测评得票率较

高。发挥学生党员在争创 “免检寝室”“示

范寝室”中的模范作用。汶川地震发生后，

全体党员交纳特殊党费４２５０元。全体师生
也纷纷捐款支援灾区。入党积极分子０７级
研究生宁尚洁同学参加了团省委组织的为

期１年的赴灾区心理援助项目，表现优秀，
已被援助领导机构列为发展对象。

【教学工作】　围绕本科教学为中心，积极
探索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的新思路，扎实

工作，推进教学管理的有序化、规范化。１．
专业建设方面：顺利通过教育技术学专业学

士学位评估；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邀请学

校相关部门及专家召开专业发展研讨会１
次；在调研与研讨的基础上，认真修订０８教
育学专业计划。２．课程建设方面：培育院
级精品课程４门；教育学课程获校一类精品
课程；在建双语课程３门，新增双语课程１
门；增开新课程２门。３．实验室建设方面：
更新实验室２个；积极筹划教师技能训练中
心；实验仪器设备完好率达到９８．５％；实验
室平均开放时间达７６学时／周。４．教学改
革研究方面：做好各级各类教改项目的培育

工作，等待时机积极申报；做好各级各类教

改在研项目的检查督促工作，务求按照进度

完成研究项目；０８年度专任教师发表教学
研究论文１２篇。５．教学工作具体指标方
面：教授、副教授上本科讲台比例 １００％；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第二学期课堂教学优秀率达
８７．５０％，优良率达１００％，均超过学校平均
水平；２００８年度没有发生一例教学事故；
ＣＥＴ－４通过率：０４级：８９．２３％，０５级：９７
％ ，０６级：９３．１％；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获
三等奖１项；学位授予率：８９．２３％。
【科研工作】　基本完成了 ２００８年工作要
求。纵向课题８万，已经完成１２万；横向课
题８０万，也已经完成。完成了江苏省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江苏省教育科学规

划办公室课题鉴定各１项。新增纵向科研

经费１２万元，其中学校配套６．５万元。纵
向在研经费累计３４．４万元。横向经费１００
万元。发表论文４３篇，其中权威期刊５篇，
核心期刊２６篇。出版论著２部，教材１部，
字帖１部。学院已经形成了富有竞争力的
科研创新团队，近几年科研成果显著。为了

鼓励科研，学院实行科研奖励政策：学术专

著、核心期刊，学院给予与学校科研分的配

套奖励，奖励从学院创收基金中拨付。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配合研究生处
完成招生组织宣传工作。２００８年招收硕士
研究生１１人，超过预定计划３人。其中第
一志愿报考者为９人。２部研究生教材已
获研究生处立项资助。课堂教学及教学秩

序为优。培养环节抽检合格率超过 ９５％。
申报高等教育学为学校重点建设学科。目

前，我院正在积极申报学科点工作。但由于

学校规定不能再申报二级硕士点，故原先准

备申报的教育学原理、课程和教学论硕士点

申报材料需要重新整合，准备积极申报教育

学一级学科点。获省级三等奖２项。
【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积极引进人才。引
进教育技术学硕士１名，高等教育学博士１
名。鼓励老师在职攻读博士，有１位老师在
职攻读博士学位毕业。

【学生工作】　坚持“以修身为基础，以学业
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的工作理念，不断

强化责任，改进方法，落实措施，拓展途径，

努力推进学生工作，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

素质。１．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以学院党总
支组建为契机，成立学生党支部。学生中递

交入党申请的比例达９４％。积极慎重地做
好发展党员工作，全年共发展学生党员２３
名，目前学生党员比例为１３．２６％，其中本
科生为７．６％，研究生为５２．２％。做好学费
催缴工作，目前学院共有３名学生欠费，欠
费率低于２％。大力实施大学生人生导航
工程，精心组织０８级入学教育活动。由学
院领导、专业带头人、教授以及学长等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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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做入学教育，活动贯穿第一学年，共计安

排系列活动１４次。２．学风建设方面：严格
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全院学生 ２００８
年没有发生一例违规违纪事件。加强班风

建设，优良班风率达１００％，２个班级获校先
进班集体称号；英语四级通过率：０４级达
８９．２３％，０５级达９７％，０６级达９３．１％，其
中教育学 ０６０１班四级通过率达 １００％；０７
研究生一次性全部通过学位英语考试；０８
届毕业生学位授予率为 ８９．２３％，毕业率
１００％；鼓励学生积极报考研究生，０８届共
有１０人报考研究生，共录取８人，其中４人
被本校录取，４人被外校录取，０９届学生中
研究生报考率达２５．７６％；加强学生科研能
力培养，本科生中申请专利１项；研究生共
开展６次学术沙龙活动，参加两次“江苏高
校高等教育专业青年学者学术论坛”。３．
就业工作方面：高度重视就业工作，院长、书

记亲自作就业动员。有序开展就业指导工

作，力求提高就业指导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０９届毕业生计划安排各类讲座５次，目前
已举办３次，涉及就业协议的签署流程及风
险防范、师范生就业现状以及基础教育一线

对师范生的新要求等内容。０８届毕业生就
业率达９６．９２％。４．学生帮扶方面：建立贫
困生档案，做好家庭困难学生的思想工作。

经过认定的贫困生占学生２９．１％，其中特
困生占学生的７．６％；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做好２００８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心理普查和
建档工作。在新生入学教育中专门安排

“心理健康教育讲座”，根据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反馈的一类学生信息，安排心理辅

导员找学生逐一谈话，筛选重点学生。帮助

学业困难学生，对学业有困难的学生，采用

结对帮扶的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０６
教育班通过这种模式，帮助英语基础较差的

同学顺利通过英语四级考试。

（供稿人：郑可春　核稿人：陈　林）

·京江学院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是江苏省首批
公有民办二级学院，２００５年经教育部批准
为由江苏大学和江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共同投资举办的独立学院。目前在校生达

９３００人。学院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质量
求生存，以创新促发展的办学理念，把培养

目标定位为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成为省

内首家实施学分制收费的独立学院。在校

领导和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京江学院成

为省内首家实行学分制收费的独立学院。

完成了独立法人登记手续。在校领导的关

心和职能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院启动独立

法人登记准备工作，并在年底完成了相关登

记手续。初步完成了内部行政机构改革。

共设置了９个科室（办公室、计划与学籍管
理科、教务科、素质教育与教学质量科、实践

教学科、四个学生工作办公室），明确了各

个科室的职能，重新聘任了科级干部，规范

了工作程序，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级考试成

绩突出。今年上半年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考

试中，梦溪校区的一次通过率达９２．４３％；
０８届毕业生英语四级通过率创新高，达
７５％，同比增加了１０个百分点，在独立学院
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各类竞赛取得佳绩。

０８年，我院学生在全国、省英语竞赛中分获
一、二等奖；获江苏省高等数学竞赛二等奖；

获全国、省数学建模大赛两项二等奖；获全

国艺术类设计大赛二等奖。考研成绩喜人。

今年有多名毕业生考取东南大学、第二军医

大学等重点高校的研究生。学生科技创新

结新果。０８年，我院学生共有１０余篇论文
公开发表或被录用，申报新型实用专利１项
学生素质稳步提高。０８级新生军训各项评
比成绩位居全校第一；校运会连续几年获团

体前三名；“爱心天使”陈静入选年度教育

新闻人物 ２０强，被评为江苏省十佳青年。
社会反响热烈。京江学院办学成果先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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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

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社会声誉不断扩大。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加强党的建设，
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７月顺利完
成学院党委换届选举工作。申报“党建创

新创优奖”３项，报送“最佳党日活动”方案
８项；举办了２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培
训学员 ８７１人；协办了 １期预备党员培训
班；全年发展学生党员４２９人。学院党建工
作在校党建考评中获得９８４分，成果优异。
加强学习研究，提高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

水平。申报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

题７项，获批 ２项（全校共 １５项）。获校
“纪念江苏教育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征文”比
赛二等奖１项。深入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新模式。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

“新三进”，切实加强学生德育工作的实效

性。一是进公寓（组织进公寓、干部进公

寓、阵地进公寓）；二是进网络（ＱＱ、飞信、
班级同学录、校内网）；三是进班级和社团。

【教学工作】　率先实施本科教学质量标准
纲要。为推进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我们

起草了“京江学院本科教学质量纲要”和

“京江学院本科教学质量纲要实施条例”。

这种以纲要的形式来明确本科教学质量目

标和实施方法的做法在全国独立学院中还

属首次。首次建立优生优培制并付诸实践。

学院在２００８级新生中筛选１２０名优秀学生
组建培优班，对学生分类指导，因材施教，提

高学生的竞赛能力、考研率和就业竞争力。

率先在学校成立本科学习中心。学习中心

成立以来，已接纳数百名学生的咨询。《人

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科学时报》都有

相关报道，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构

建了重修管理新模式。今年，重修工作进行

了调整，由京江学院教务科下设的重修管理

办公室组织安排，虚拟教研室具体实施，校

关工委进行质量监控，重修工作进一步规范

化、制度化。初步完成了教学运行模式改

革。今年我们开始搭建新的教学管理模式：

教学组织考虑实行学部指导制，常规管理实

行分类管理法。我们在虚拟教学部下设置

了四个科。成立了七个学部：工程学部（分

工程学Ｉ部、工程学 ＩＩ部）、经管学部、人文
学部、生命医学部、应用技术部和通识基础

学科部。成功组建了虚拟系、教研室。目前

学院共设置了１６个系、７个教研室，聘请了
２５６名教师，２４位系、教研室主任，３３位副
主任，５６位专业带头人和课程负责人。系、
教研室中教师整体素质较高，具有研究生学

历的占７０％。首次尝试将教师教学质量与
教学业绩分挂钩。学院在教学业绩分计算

上引进质量系数，把系数高于１的部分的教
学工作量酬金作为奖励向教师发放。教师

的教学质量分由四部分构成：学生评教分、

教学质量监控委员会测评分、专家同行测评

分、教学成效奖惩分。加强了实验室管理与

建设。本学期重新调整机房布局，优化资源

配置，充分挖掘内部潜力，提高了机房资源

的利用率。在此基础上，积极梳理专业学院

实验室资源，草拟了共建实验室方案。开展

了各类技能培训。开设了计算机等级考试

考前强化班、英语四级考试冲刺班、江苏省

高等数学竞赛辅导班、数学建模培训班、江

苏省电子设计竞赛导航班等，效果显著。首

次尝试自主设置专业。今年学院组织申报

了四个新专业，其中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安全工程专业已获江苏省批准，数字媒体技

术专业已在江苏省备案，报国家审批中。国

际合作办学达成初步意向。学院同德国、英

国、韩国有关学校的代表进行了多次接触，

其中同德国合作的初步方案已确定，同韩国

的合作也有初步意见，京江学院有望在国际

合作办学上取得突破。

【学生工作】　积极推进辅导员队伍的职业
化、专业化建设。引进 ＮＬＰ神经语言学知
识和技能，实施辅导员专业化培训；定期举

办辅导员工作经验交流会；指定经验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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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为新辅导员的培养联系人；树立以科

研指导实践的学习型团队意识；推行目标考

核为主，过程考核为辅的评价机制。努力创

建“４３２６”学风建设活动。以抓“三率”（迟
到率、缺课率、晚自习率）为切入点，以抓

“三重点”（重点人、重点班级、重点宿舍）为

突破口，以“三个阵地”（课堂、宿舍、社团）

为学生工作的主战场，以“三个考核”（辅导

员个人考核办法、班级考核办法、学生骨干

考核办法）为学生工作成效的评价体系。

对“六类学生”（学习消极学生、学习困难学

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亚健康学生、网

瘾学生、住宿校外学生）进行分类教育和管

理。努力实现“六个目标”（英语四六级通

过率高、考研录取率高、毕业率高、就业率

高、获奖率高、违纪留级退学率低），促进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的提高。着

力营建安全、文明、和谐的新型学生社区。

通过制定三项制度（日常检查周报表制度、

沟通协调月座谈制度、检查结果及时曝光制

度），建立四支队伍（宿舍卫生普查队伍、社

区助管员队伍、学生社区义务巡逻员队伍、

物业管理质量监督员队伍），坚持发挥学生

党员、学生骨干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学生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意识进一步

巩固。全力落实安全稳定工作。认真贯彻

中央意图和上级指示，切实做好师生员工、

特别是学生的政治导向工作。主动了解学

生思想动向，防范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维护好学院正常的教学、工作、生活秩序，确

保学院稳定的大局。

（供稿人：倪鸿燕　核稿人：汪少华）

·继续教育学院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成人教育始创于７０年
代末，１９８８年经机械工业部批准成立成人
教育学院，２００５年９月更名为江苏大学继
续教育学院。从江苏大学开办成人教育至

已有３０多年历程，这三十年，江苏大学继续

教育学院艰苦创业、锐意进取、勇于探索、开

拓前进，取得了显著成绩，为行业和地方培

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目前，继续教育

已成为学校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８日合并成立江苏大学，江苏
大学的成立，使学校继续教育事业发展进入

一个崭新的阶段，继续教育学院面对新形

势，面临新任务，抓住新机遇，开创新局面，

使继续教育事业得到飞跃发展。以后，成人

教育专业又增设了医学类、师范类，使得成

人教育专业设置更加齐全。专业设置已由

初期的４个专业发展为涵盖了工学、理学、
医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等

８大学科５５个本科专业。目前，我院继续
教育具有夜大、函授、脱产等多种形式和专

科、本科、专科升本科等多层次的成人学历

教育办学体系，以及短训班、职业技能培训

班多种形式的非学历继续教育办学体系。

同时，受江苏省自学考试委员会的委托，承

担“机电系统智能控制、管理工程、法学、财

务管理、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本科段

及独立本科段）”，“电子政务（专科）”等自

学考试助学专业主考学校的任务，还开展了

自学考试专接本工作。现有学历教育在校

生近２００００人。拥有遍及全国十二个省份
的近７０个函授站、教学点。继续教育办学
充分依托江苏大学雄厚的治学严谨的师资

队伍和完整齐全的教学、科研及实验设备的

同时，专门在校内建立了８０００平方米的成
教教学楼，９０００平方米的成教宿舍楼，在市
区有３５００平方米的夜大学基地和继续教育
培训中心，配套了教学机房、多媒体教室、语

音室、电教室、多功能报告厅等教育设施。

继续教育坚持发展自身的办学特色，以教学

为中心，注重内涵建设。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管理规章制度和教学文件，对各类别专业的

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自学指导书进行

了多次修订和完善。经过 ２０多年办学实
践，我院继续教育已培养各类毕业生、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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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３００００余人，为江苏等相关省、市地方
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适用型人才。由于办

学成绩显著，连续多年被机械工业部、江苏

省、镇江市评为：自学考试教育先进单位、成

人教育优良学校、再就业培训先进单位和教

学评估优良单位。继续教育学院在以后的

办学中，将稳定学历教育的办学规模，大力

开展继续教育，积极申请远程网络教育，并

充分利用网络教育资源推进函授教育改革

和发展。江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争取在不

长的时间内把继续教育办成一个开放式、高

效益、多形式、多层次、多规格的办学体系。

（供稿人：汪建国　核稿人：汪建国）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综述·

２００８年４月，国际教育交流学院与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合署办公。学院现有工作

人员５人；在校留学生１５０人，其中医学专
业学历留学生１３９人，进修生１人，语言生
（含交流生）１０人；短期修学项目留学生
１１５人。目前，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是在学校
领导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指导下，承担外国

来华留学生的招生、教学管理、学生日常管

理及各类短期修学项目工作的专门学院，具

有语言生、本科生、研究生（硕士、博士）、进

修生等多种层次，以及各类短期修学项目和

特色专业证书进修班（专业实习等）的留学

生办学体系。

【招生工作】　２００８年新招长期留学生 １５
人，其中巴基斯坦国籍本科生１２人，尼泊尔
国籍本科生１人，乌克兰国籍语言生１人，
印度国籍硕士研究生１人。招收短期修学
留学生１１５人。
【教学工作】　为了保障留学生教育质量，
协调教与学的矛盾，针对部分留学生任课教

师与留学生交流存在困难这一主要教学矛

盾，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在２００８年暑期举办
了江苏大学首期教师英语口语培训班。

２００８年召开了５次留学生 ＭＢＢＳ专业专题
教学会议。１１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和完善
ＭＢＢＳ留学生教学大纲的通知”。１２月，邀
请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开展学术讲座，组织医

学专业留学生举办学生的学术研讨会。

【研究生工作】　为规范和加强外国来华留
学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保证我校留学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修订了《留学研究生培养手

册》（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Ｈａｎｄｂｏｏｋ），并与
研究生处联合召开留学研究生招生、培养会

议，就留学研究生的招生、培养方案、管理问

题达成共识，根据国家关于外国来华留学研

究生培养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具

体情况，梳理优势学科，１１月联合发布了
“关于制订江苏大学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

的通知”，主要要求博士点学科以及临床医

学、化学、药学等硕士点学科相关学院（包

括机械学院、电气学院、食品学院、工商学

院、材料学院、环境学院、理学院、计算机学

院、能动学院、汽车学院、流体中心及基础医

学与医学技术学院、临床医学院、化学化工

学院和药学院等）制订留学研究生（硕士、

博士）培养方案，打造江苏大学留学研究生

培养的工科特色。

【学生工作】　２００８年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着
重从留学生行为规范管理、信息管理、勤工

助学工作、社会实践工作四个方面做好留学

生学生工作。１．留学生行为规范管理。建
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编写印制了１０万多
字的中英文对照本《江苏大学留学生手

册》、《江苏大学留学生公寓住宿手册》。组

织留学生学习并考核“留学生守则”，狠抓

制度的履行。强化留学生宿舍行为规范教

育和管理，针对问题学生采取谈话交流、学

生自省、调整宿舍、合理布局等方法实施规

范管理，取得明显成效。采取部门联动的方

式，加强留学生公寓管理，对留学生公寓违

章电器和各类车辆进行清理，将人性化服务

与制度化管理有机结合。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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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为培养基础医学知识扎实、临床技能规

范、职业素质良好的医学留学生，将学风建

设与文化教育有机结合，实现国际化办学中

“大文化教育”的目标，在副校长许化溪的

创意下，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精心策划组织全

体医学留学生举行了“医学生誓言”宣誓仪

式活动。２．留学生信息管理。２００８年度重
点做好留学生数据统计总表、留学生宿舍与

联系方式一览表、留学生工作联系卡、留学

生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交费统计表等四项工作。
此外，对留学生出席各类教育教学和课外活

动都进行记载，做到各项工作有据可查，为

有效管理提供实在的数据。应对国际学生

的特殊需求，从树立江苏大学的名校形象出

发，设计制作了留学生学期成绩证明、无过

错证明、阶段学习结束证明等文件，并办理

证明文件６００多人次。３．勤工助学工作。
２００８年在留学生学生工作中坚持主体性原
则，先后录用、培训、指导２０名中国学生负
责学院的留学生勤工助学工作，有效实现对

留学生动态的掌握。４．社会实践工作。
２００８年开展了几项教育意义重大，活动效
果明显，主题鲜明的社会实践工作。一是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１日晚，我校全体留学生自发
为中国汶川地震遇难者举行了祈祷仪式，并

为灾区捐助了１１６５元；二是暑假期间，为迎
接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召开，加强暑期留校留

学生的教育，与校临床医学院、医学部联手

推出了“探寻杏林，纵览胜迹，奥运江苏行”

的主题活动。

（供稿人：江永华　核稿人：骆　英）

·体育部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体育部主要承担全校
体育课程教学、师生群体活动、大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校运动队训练竞赛以及体育

场馆管理等工作。设有办公室、教学研究

室、群体竞赛室、体质健康研究室、场馆管

理中心、校体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江苏

省大学生排球协会办公室。体育部拥有一

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

工７２名，其中教授 ２名，副教授 ２７名，２
人具有博士学位，国际级裁判１名，国家级
裁判７名。体育部党总支下设２个教工党
支部，党员２６名。体育部一贯重视党的思
想工作建设，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在２００８年党的思想建设工作评估中
获得优秀。

【体育教学工作】　体育教学工作努力实现
大学体育“１２１”目标———为每位学生创造
每天活动１小时的环境，教会２项运动技
能，每年进行１次体质健康测试。通过集
体备课、期中教学检查，安排教师业务学

习和技能训练，值班主任督导看课，确保

课堂教学质量。现共开设选项（修）课 ２６
门。《大学体育》２００８年被评为校精品课
程一等奖、获江苏省精品课程。重视科学

研究，制定科研管理办法及鼓励政策，组

建４个科研团队。近三年共承担省部、市
厅级课题６项，校级课题１０项，出版专著、
教材５部，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２６篇，其
中８篇被ＣＳＳＣＩ收录。群体竞赛工作成绩
突出：率先在全国高校启动“阳光体育活

动”，２００６年被省政府、省教育厅分别授予
“江苏省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江苏省学

校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校男子排球

队近三年获得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超级赛

一次冠军、两次亚军，２００６年校女子足球
队获得全国大学生女足锦标赛冠军，２００８
年受教育部委派参加首届世界大学生五人

制室内女子足球锦标赛，获得第三名，女

子沙滩排球获全国大学比赛冠军，在全国

高校确立了竞技体育强校的地位，通过交

流、比赛扩大了学校的影响，展现出学校

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两翼齐飞、共同发展

的良好局面。

（供稿人：樊晓飞　核稿人：卞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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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研究院综述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所在的流体机械及工程学科是国内唯

一以研究水泵为主的国家重点学科，所在的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拥有博士

学位授予权、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江苏

省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连续三次被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财政厅评为江苏省优秀

工程中心，并被评为江苏省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先进单位。本中心经过４５年的建设和发
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研究方向：流体机械

内部流动数值模拟及试验研究，流体机械

（泵）、化工过程机械现代设计方法、水力模

型和特性的研究，泵站工程与自动控制技

术、新型节水节能灌溉技术及设备的研究，

叶轮式人工心脏泵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等，均

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历年来，中心有２００
余项成果通过了省部级以上鉴定，其中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４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８０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１２００余篇，制订、修订
国家和行业标准５０余项，出版专著及教材
２０余部。８０％以上的科研成果已成功转化
为生产力，与全国１０００多家企业进行了多
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服务，开发新产品６００
余种，并在南水北调、三峡工程、太湖流域综

合治理等国内外大中型工程上广泛应用，取

得了十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我国流

体机械行业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突

出贡献。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中心领导集体能
够认真学习和领会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

和江苏大学第二次党代会精神，为建设创

新、和谐的流体中心认真负责地做好各项工

作。流体中心党总支在江苏大学基层党组

织党建考核中获得“优秀”成绩。２００８年通
过培训考核的入党积极分子８名，其中教职
工科研骨干１名；发展新党员９名，其中教
职工１名；党员转正 １６名，其中教职工 １
名。党总支向学校推荐“最佳党日活动”方

案１项，“党建创新创优奖”１项。组织参加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合唱并荣获三

等奖。组织发动教职工与山西阳高县中小

学生开展“一对一”帮扶活动；在５．１２大地
震捐款中，中心职工人均捐款数位居学校前

列。全年向网络、电视、校报等校内媒体投

稿３２篇。教职工撰写的１篇论文获“纪念
江苏教育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征文”三等奖。
【科研工作】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５项、
第六届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１项。科研成
果通过省部级鉴定等５项、验收４项。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６项，申请国家发明及实用新
型专利 ３８项。参编了《环境工程原理》。
制定并出版国家标准６项、行业标准４项；
完成正式报批国家标准２５项，其中国际转
化标准１３项；新列２００９年国家标准１５项，
其中国际转化标准６项。在国内外学术刊
物及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共１２０篇，其中核
心期刊以上论文１１８篇，被 ＳＣＩ、ＥＩ等三大
检索收录的论文７４篇。纵向科研项目立项
１３项，立项经费７００余万元。积极参加横
向科研工作，先后为４２家企业开发、设计了
二十几个品种的新产品和新装置，同时还承

接了两期行业水泵技术培训班等。累计各

类横向课题、技术培训、检测等横向经费合

同额约为 ６２０余万元。中心研制的系列轴
流泵模型正式用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

头泵站———江都水利枢纽第四抽水站。协

助南京蓝深制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报成

功了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学科被遴选认定为江苏省一级学

科重点学科。组织申报了１个校级重点学
科。由流体中心牵头申报的“江苏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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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机械研究生创新与学术交流中心”获

江苏省教育厅批准。录取博士研究生９人、
硕士研究生４２人，圆满完成招生计划。到
２００８年底，共有在读硕士 １２０人、博士 ２０
人、博士后１人，共计１４１人。１篇论文获
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１篇论文获江苏
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２篇论文获江苏大学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１篇论文获江苏大学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流体中心被评为江苏大

学２００８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
位。研究生２００６班级获２００８年度“江苏省
先进班级集体”荣誉称号。获“江苏省百名

青年学子之星—实践之星”、“２００８年度茅
以升家乡教育奖（优秀学生）”称号１人；获
第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铜奖１项，获第一届“博奇杯”全国大学生
节能减排社会实践科技竞赛三等奖１项，主
持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２项，获批江苏省研
究生创新计划项目２项。２００８年毕业博士
生５人、硕士生３１人，全部获得学位，就业
率达１００％。
【师资队伍建设】　袁寿其研究员荣获２００８
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实现了我校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零的突破。施卫东

研究员荣获“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第一届青

年科技奖”、“全国化工优秀科技工作者”、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青年科技突出

贡献奖”，并被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泵业

分会评为“为我国泵行业作出突出贡献的

先进个人”。朱荣生研究员被评为“江苏省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刘厚林研究

员从德国高访按期回校，并被评为“镇江市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大学优秀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施卫东研究员被

评为江苏大学中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对象，领

衔的“流体机械（泵）节能技术研究及工程

应用”团队评为江苏大学校级科技创新团

队。袁寿其研究员被评为江苏大学研究生

教育三十周年杰出导师及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度

江苏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施卫东

研究员、李红研究员被评为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
度优秀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刘建瑞被遴

选为博士生导师，陆伟刚晋升为研究员，王

新坤转评为副研究员，郎涛转评为助理研究

员，李伟、李彦军、张金凤晋升为助理研究

员。袁建平获国家出国留学人员基金资助。

李红、袁建平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教师。引

进博士２人；获博士学位１人，在职攻读博
士２人。
【行业工作】　２００８年８月，联合承办２００８
年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排灌机械分会第八届

理事会、《排灌机械》第八届编辑委员会、全

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潜水泵工作

组成立大会。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及企业的近１２０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
选举产生了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排灌机械分

会第八届理事会，袁寿其校长再次当选为理

事长，施卫东主任再次当选为副理事长，王

洋副研究员再次当选为秘书长。在《排灌

机械》第八届编辑委员会会议上，袁寿其校

长再次当选为编委会主任、主编，施卫东主

任再次当选为编委会副主任、副主编。另

外，施卫东主任还当选为全国农业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潜水泵工作组副组长。参加

各类行业会议共１２人次。
【实验室与检测工作】　承担了江苏省 ９６
家泵生产企业许可证样机的检测工作，共检

测了各类水泵６０８台。承担了２００８年三季
度泵类产品省级定期检验的工作，共检测了

２４家泵企业生产的离心泵、潜水泵产品共
４８台，按期完成了任务。受生产企业的委
托，共承担了５０余家泵类产品生产企业的
产品委托检验工作，检测各类水泵近 １５０
台。参加了几十家江苏省泵生产许可证企

业生产条件实地核查工作。全年检测经费

到款１４０万元。２００８年共出具各类检验报
告１８００余份，没有出现判断结论失误的报
告，发现有一般性文字错误的报告５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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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一般性差错率为０．３％；在用检测仪器
设备全部完好，主要在用仪器设备的完好率

为１００％；２００８年收集客户调查表９５份，客
户满意率为１００％，没有客户投诉。江苏大
学流体机械质量技术检验中心国家认可实

验室通过了国家认监委的监督评审；机械工

业排灌机械产品质量检测中心（镇江）、江

苏省质量技术监督泵类产品质量检验站分

别通过了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江苏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的复评审。

（供稿人：李　伟　核稿人：施卫东）

·工业中心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工业中心（工程训练中
心，以下简称“中心”）是以“大工程教育”思

想为指导，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以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综合工程素质

为主线，坚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

协调发展，着力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实践

能力和创新精神，是由学校于２００３年整合
校内相关教学资源组建而成。学校通过中

央与地方共建高校项目、江苏省实验示范中

心建设项目等专项资助和学校的重点投入，

现已建成以机械工程、电气信息为核心，以

机械、电气、汽车交通、能源动力为主干，兼

顾环境、安全、材料等学科专业，融教学、科

研与产品开发于一体的校级工程训练中心。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中心”分别获批江苏省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和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设单位，实现了学校“国字头”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零”的突破。“中心”是学校直接

管理的正处级教学单位，对全校及社会开

放。“中心”设有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

员会、顾问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下设综合

部、实验部、基础工程训练部、现代工程训练

部、创新训练部５个部门，并与机械工程学
院共享共建共管了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中心”现有专职教学人员３０人，其中教授

３人；副教授、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高级
实验师１１人。副高及以上职称人员占全体
人员的４６．７％。“中心”建筑面积２９０００平
方米，设备总值４０００余万元。工业中心直
属党支部成立于２００８年３月，５月２１日选
举成立第一届直属支部委员会，设有书记１
人，委员２人。支部下设两个党小组，各设
党小组长 １人。“中心”现有正式党员 １５
人（含兼职党员 １人），占全体人员的 ４６．
９％。支部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

神，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员素质，为“中

心”工作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

和组织行动保证。２００８年９月，“中心”以
“优秀”等级顺利通过了学校的党建考核。

“中心”以“大工程教育”思想为指导，坚持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注重营造真实

的工程背景，着力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实

践能力和创新素质。“中心”目前面向全校

７３个本科专业，２３０００余名学生开设了２１１
个实验、实习和实训项目，年教学达１０万人
时，为培养和造就江大学子“肯干、实干、能

干”的优良品质发挥了重要作用。２００４年
在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过

程中，“中心”成为学生工程意识、工程能力

和创新能力培养的特色与亮点，受到专家们

的高度评价。２００８年，部省共建项目———
“数字化设计制造综合训练基地”顺利通过

立项评估检查，获得财政部专项资助经费

３００万元；完成２００７年省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建设项目（２００万元专项）和２００８年机
械工程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

（１００万元专项）的规划及实施。除本科教
学和实验室建设外，“中心”还积极开展各

类社会服务和科研工作。２００８年，“中心”
完成纵、横向科研经费１９０多万元，与基础
工程训练部联合培训经费３０多万元；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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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及以上级别学术论文２６篇，ＥＩ收录８
篇；出版教材５部；申请发明专利４项，获得
发明专利授权１项；为区域内多所高校相关
专业的学生进行了实验教学、认识实习和毕

业实习等，为我校大学生开办多期 ＵＧ、
ＣＡＴＩＡ培训班，学员达１４０多人，为三笑高
露洁集团员工进行了技能培训，培训员工

１１０多人，这些培训项目的开展，一方面增
强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进一步发

挥了“中心”的示范与辐射作用。另外，“中

心”还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如江苏苏美达集

团等）、高校共享共建联合技术中心１４个，
为社会提供多种形式的再教育。“中心”成

立以来，李岚清同志、原江苏省省委书记李

源潮、省长梁保华、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

等领导先后莅临中心视察指导。２００８年，
“中心”先后接待各级领导、各兄弟院校和

企业５０多批８００多人次的视察、参观和交
流。“中心”始终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基础

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标准》和教学研究型大

学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要求，以部省共建为

契机，不断优化教学资源，主动适应多层次、

多功能、个性化、开放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努

力构建实践教学新体系，在教学理念创新、基

地建设、队伍建设、教材建设、课程改革与建

设、教学研究和科研、教学管理创新等方面进

行系统探索与实践，并取得较大进展。目前，

“中心”已成为教学理念先进、基础设施优

良、教学管理规范、学生受益面广、示范和辐

射作用强的综合性工程训练中心，并形成了

两大鲜明特色：１．以“大工程教育”思想为指
导，以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综合工程素

质为主线，形成了高等工程教育培养工程意

识、工程能力和工程创新思维的新模式。２．
重点建设了集实验、实习、工程训练、社会服

务为一体，相互交融、递进提升的４个平台和
１１个示范性窗口，构建了全方位、综合式、多
层次、开放型的实践教学新体系。

（供稿人：周　链　核稿人：高传玉）

·科学研究院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科学研究院成立于２００６
年４月。院长由江苏大学分管科研的副校
长程晓农教授兼任，常务副院长、我校特聘

教授张弛博士主持工作。科学研究院成立

的宗旨：是为了集聚学校的科研力量，承担

国家层面重大项目，加强基础和应用基础研

究，强化原始创新研究，培育新的优势学科

和研究方向，培养和造就一批高层次的专

家、学者和科研骨干力量，积极开拓国内外

科技市场，增强学校科技实力，提高学校学

术地位的而设立的科学研究实体。科学研

究院的职能：是组织、协调和推进跨学科研

究，组织实施有关国内外跨学科交叉国际科

研合作与重大学术交流活动；加强跨学科交

叉高水平学术团队建设，培养高层次科学研

究人才，造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

的专家、学者；组织培育国家级重大、重点项

目；出版、发表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

著作，完成高质量、高层次科研成果；支撑学

校学科建设；在探索高层次基础科研平台建

设、高水平基础科研菁英人才组织与管理的

新模式、凝聚学术队伍、组建优秀创新科研

团队、创建新兴交叉学科等方面起引领

作用。

【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凝炼重点研究方向】

　科学研究院始终注重跨学科交叉与融合，
凝练重点发展研究方向，已初步形成自己的

科研特色：自成立之初就瞄准光电先进功能

材料结构设计和器件制备的国际学术研究

前沿，跟踪当今国际上对超大容量信息传

输、超快实时信息处理和超高密度信息存储

的需求，跟踪信息载体从电子向光电子和光

子的转换，光纤通信、光子计算和数字化信

息网络技术等光电信息技术发展的大趋势，

以材料科学一级学科为主体，深入光电功能

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的相关性研究。与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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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起了紧密的

合作关系，力图建设一个国际水平的研究平

台和学术交流平台。目前中心已与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莫纳西大学、日本

理化学研究所、日本名古屋大学、日本大

阪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日本国家材料研

究所、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德国马克思

·普朗克研究所、美国休斯顿大学、美国

密苏里大学、英国格罗斯哥大学等世界著

名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建立起了良好密切

的科研合作关系，借助这些国际重要的相

关研究中心卓越的学术声望和顶级大型研

究测试设备，力争在光电功能材料的研

究、测试和重要功能元器件的制备等基础

及应用基础研究方向上首先实现重要突

破。经过积累，目前“中国 －澳大利亚先
进功能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已承担了

５项有关功能材料国际合作的重要研究课
题，并形成了自己研究特色：通过深入研

究探讨功能材料的分子设计、结构修饰，

并结合量子力学理论，在原子、分子、分子

结构单元到纳米级的分子聚集体、超分

子，以及分子的各种不同维数、不同尺度

和不同复杂程度的聚集体、组装体，直到

分子材料和分子器件等多尺度上对材料的

组分、单元、结构进行设计，对材料制备、

加工过程进行宏观／微观模拟仿真及性能
预测，以实现功能材料结构设计及合成制

备过程的最优化控制，从而制备新一代高

性能的光电功能材料。

【构建跨学科国际合作研究平台】　科学研
究院由成立之初虚实结合、以虚为主的学

术交流平台，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

专职科研实体。自２００８年３月开始，科学
研究院根据凝炼出的重点科研方向，以建

设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为目标，以国际合作

研究重点项目为突破口，瞄准国际光电分

子功能材料学术研究前沿，由我校张弛教

授发起、主持并联合国内南京大学、哈尔

滨工业大学、郑州大学的多位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和特聘教授与世界著名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ＡＮＵ—２００８年全球大
学排名第 １６位）、澳大利亚莫纳西大学
（Ｍｏｎａｓｈ—２００８年全球大学排名第４７位）
的六位国际著名学者在分子功能材料化学

和非线性光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进行紧

密合作，共同申请中澳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结构导向的纳米级金属簇合物基分子功

能材料光电性能调制研究：实验、理论及

应用”，并以此为基础，联合申报了“中国

－澳大利亚先进功能分子材料国际联合研
究中心”国际合作重大项目。该项目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澳大利亚创

新、工业与科研部共同发起资助，中澳双

方政府平行资助各２００万元。这一国际科
技合作重大研究平台项目的顺利实施，不

仅将有力提升我校跨学科国际科学研究合

作研究水平，有望在光电信息功能材料领

域有关全光分子开关和磁性分子开关的研

究与应用方面实现新的重要突破，同时还

将实现我校国际科学研究合作平台建设零

的突破。

【国际通行的学术惯例和规则选聘人才，组

建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　“中国—澳大利
亚先进光电分子功能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并可操

作的选拔制度，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拟重点

发展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对一百多位

符合申报资格的应聘人经中、澳双方同行专

家进行两轮学术水平评审，再邀请国内著名

大学同行专家对遴选出的初步候选人以学

术报告的形式现场就应聘人的学术水平、专

业理论基础、与“中澳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学科发展规划的学术关联度、研究与发展潜

力等不同权重的评估指标进行评价打分，并

对每一位候选人给出了综合评价意见和是

否延聘的建议，最终遴选出四位优秀学术带

头人加盟，首次尝试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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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学术规则选聘优秀青年教师。目前

“中澳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专职科研人员都

是具有在国外做博士后或访问学者等学术

背景的、已有相当深厚的科研造诣的教授和

年轻学者。建设中的“中国 －澳大利亚先
进光电分子功能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将由我校１名特聘教授、５名博士生导师、７
名留学回国博士后人员和中科院重要研究

所及９８５高校的７名博士组成的优秀学科
群体，具有博士学位２０人。近五年承担和
完成了国际合作项目４项，（其中１项为国
际合作重大平台项目）、国家级项目 ５项
（其中１项目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发表论文：课题组发表 ＳＣＩ论文１００余篇，
影响因子３．０以上３０多篇。
【培育原始创新性科研成果】　科学研究院
注重标志性研究成果的培育，在非线性光学

分子功能材料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张

弛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采用鸟巢型建构单

元与具有不同 π电子共轭效应的连吡啶及
其同类物自组装，获得了一系列具有三维柱

撑式交替结构的功能金属簇聚物，这些功能

金属簇聚物具有相同的鸟巢型功能簇合物

建构单元，一类具有 ａｃｓ拓扑结构，这种 ａｃｓ
拓扑结构及该结构中的六连接方式在杂双

金属硫系原子簇聚合物中还是首次发现，另

一类三维结构的簇聚物为 ｄｉａｍｏｎｄｏｉｄ拓扑
结构；它们结构上的差异只在于作为柱撑式

簇骨架的π电子共轭系统。非线性光学性
能研究显示，结合了更有效 π电子共轭效
应的有机刚性基团的簇聚物具有更强的三

阶非线性光学吸收性能。同时，作者还应用

含时的密度泛函理论方法对这类功能簇聚

物的线性及非线性光学行为进行了理性的

阐释。这一研究表明，功能簇合物的非线性

光学性能不仅为簇合物的骨架构型和其中

所包含的重金属原子所决定，还可以通过调

整作为柱撑式簇骨架、具有 π电子共轭效
应的有机刚性基团去调控功能簇合物的三

阶非线性光学性能。该项研究成果“通过

簇骨架修饰调制多聚柱撑式过渡金属硫系

簇合物的三阶非线性光学性能”（Ｍｏｄｕｌ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ｒｄ－Ｏｒｄｅ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ｂｙＢａｃｋｂｏｎｅ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ｃ
ＰｉｌｌａｒｅｄＬａｙｅｒＨｅｔｅｒｏ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Ｃｌｕｓｔｅｒｓ）发表
在国际最著名的材料学权威学术期刊“先

进材料”上（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８，２０
（１０），１８７０－１８７５），该期刊的最新影响因
子：８．１９１；该论文的发表表明我校在非线性
光学分子功能材料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在该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

升。“先进材料”的评审专家对这一研究给

予了较高的评价。２００８年８月５日《科学
时报》在头版要闻版还特别报道了我校的

这一重要研究进展。

【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与学术交流，培育科

研生长点】　为加强我校理、工、医、农等自
然科学之间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与学术交流，

激励原始创新，培育新的原始创新性科研增

长点，鼓励我校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

尽快进入科学研究学术前沿，鼓励他们在不

同领域开展跨学科学术交流，提升其解决复

杂问题以及前沿科学研究难题的能力，结合

近年来我校引进年轻科研人才的力度和比

例迅速增长的现状，在科学研究院前期构建

跨学科重点国际合作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

平台建设基础上，继续探索校内跨学科交叉

研究和学术交流的组织、管理和运行模式，

为学校后备基础科研力量的储备做好充分

准备，特设立江苏大学科学研究院科研探索

预研基金，重点支持各创新团队在学科交叉

基础上形成的、但目前尚未获主管部门立项

并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全新的探索性研究课

题。在多次跨学科交叉学术交流基础上，

２００８年遴选交叉项目六项，为推动跨学科
研究提供了师范。

（供稿人：孙湘兰　核稿人：张　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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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程研究院综述·

江苏大学是在原镇江农业机械学院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所以工科为特色、多学

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在长期的办学

过程中，学校始终坚持建校宗旨，矢志不渝

地发展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从而形成了

“工中有农，以工支农，工农结合”的鲜明特

色和办学优势。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为了坚

持自己的办学特色，于 ２００５年３月专门成
立了农业工程研究院，在２００６年５月成立
生物机电工程研究院（与农业工程研究院

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农业工程研究院成

立以来，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研究院各

项事业发展全局，充分发挥党总支在教职工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宣传、贯彻科

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

想，增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坚定性和自觉

性，不断推进研究院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积极做好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道德建设为

重点，以精神文明建设为载体的思想政治工

作，强化教师的科研团队协作精神，充分调

动广大中青年的积极性，凝心聚力，营造和

谐环境，为农业工程研究院的发展提供强大

的精神动力。农业工程研究院现有博士生

导师６人，教授（研究员）７人，副教授（副研
究员）１０人，专任教师全部具有研究生学
历，其中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１人、全国
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１人、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者３人、江苏省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
中青年领军人才 １人、科学技术带头人 ２
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培

养对象２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
青年骨干教师２人、江苏大学“中青年拔尖
人才培养对象”１人。“农业生物环境工
程”团队为江苏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

队；“农业机械设计及理论”团队为江苏大

学科技创新培育团队。是一支知识结构、年

龄结构合理，勇于攻关和创新的教学科研队

伍，具有很强的综合实力和科研能力。经过

多年的努力，研究院已形成自己鲜明的研究

特色和学科优势。在南方水田机械、种植和

收获机械、智能化温室及环境控制技术、静

电喷雾植保机械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批重

大成果。尤其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开发工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开发的５０多种农业装备产品已被国内
厂家转让采用的达４０家以上，直接经济效
益１０亿多元。科研实力雄厚，近五年来共
承担９７３专题、国家８６３计划、国家自然基
金、科技部支撑计划等国家级项目２２项，省
部级项目３６项；立项总经费３０００余万元；
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３６２篇，三大
检索１３９篇；申请专利８２项，授权专利 ２７
项，其中发明专利９项；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１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５项；成
果鉴定、验收 １３项。另外还主办了《农业
装备技术》杂志。农业工程研究院２００６年
被评为“江苏省农机科技创新先进单位”、

２００７年被评为“镇江市科技进步先进集
体”、２００９年被授予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度江苏
大学“科技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农业

工程研究院包含农业工程和机械工程两大

学科领域。（１）农业工程学科：我院农业机
械设计与制造学科１９８１年首批获博士点，
为我国农机事业培养了第一届本科生、第一

届硕士生和第一位博士。农业机械学科

１９８７年被评为机械部重点学科，１９９４年被
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２００３年获得农业工
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学科２００７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农业生
物环境与能源工程学科２００６年被评为江苏
省重点学科，农业工程一级学科２００８年被
认定为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２００９年
被评为江苏省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培育

建设点。１９９４年设立农业工程博士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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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２０００农业工程博士后流动站调整为机
械工程博士后流动站，２００３年又重新申请
获批农业工程博士后流动站。（２）机械工
程学科：１９９７年由于学科、专业目录的调
整，农业机械设计与制造博士点与机械学硕

士点合并调整为机械设计及理论博士点，

１９９８年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学科梯队，２００１
年和２００６年连续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现设有机械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建有现代

农业装备与技术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江苏省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以及

江苏省农业装备与智能化高技术研究重点

实验室，实验室总面积５０００多平方米，仪器
设备总值３０００余万元，拥有智能化玻璃温
室、超光谱图像系统、收获机械综合性能实

验台、高速图像采集系统、农业喷雾激光分

析系统等一批大型仪器设备。加强与国内

外同行和兄弟单位的交流和合作，积极参加

国内外的行业活动，举办形式多样的学术会

议、学术论坛、技术交流和培训等活动，扩大

行业影响，为争取科研项目营造了良好的外

部环境。成功主办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第八

次代表大会暨２００６年学术年会、２００８农业
信息化、自动化及电气化国际学术会议等７
次国内外学术会议，组织邀请了日本、荷兰、

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外专家来江苏大学作进

行学术交流，聘请 ＧｅｒｒｉｔｖａｎＳｔｒａｔｅｎ等国内
外知名专家为兼职教授。近年来研究院先

后派出多名骨干教师赴国外著名高等学校、

科研院所进行交流、合作。农业工程研究院

目前在机械设计及理论、农业机械化工程、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农业水土工程、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生物机电工程六个博

士学位点以及生态学硕士学位点招收研究

生，在农业工程、机械工程两个博士后流动

站招收博士后人员。研究院不断探索创新

研究生培养模式，强调工程能力训练，着力

创新意识培养，紧紧依托研究院强大的师

资、科研、学科、实验室以及产学研基地等优

势，稳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社会输送

了一批优秀的高层次人才。２００９年荣获第
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一

项，全国“挑战杯”科技竞赛二等奖、三等奖

各一项。

（供稿人：黄文岳　核稿人：毛罕平）

·生命科学研究院综述·

【概况】　生命科学研究院是始建于 ２００１
年３月的教学与研究机构，旨在从事分子生
物学方面的研究，设有动物分子生物学、医

学分子生物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及生防微生

物分子生物学等研究方向，培养硕、博士研

究生。研究院现有院士１人，博导２人，硕
士生导师６人。近年来，研究院主要承担或
参与了国家９７３项目、８６３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财政部项目、江苏省高

新技术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项目、江苏省人

才基金等项目及横向研究课题。研究院设

有动物、植物、医学分子生物学及生防微生

物综合实验室、基因操作室、细胞培养室、昆

虫遗传实验室、昆虫病毒等实验室，配有基

因测序仪、基因合成仪、ｍＲＮＡ荧光差异显
示分析仪、超速离心机、ＰＣＲ仪、核酸／蛋白
分析仪、细胞电激仪、分子杂交炉、紫外凝胶

分析系统、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电离串联飞

行时间质谱 ｕｌｔｒａｆｌｅｘＴＯＦＴＯＦＭＳ等 １０００
多万元的进口实验仪器。研究院在学校领

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短暂的几年时间内，

已建设了一个强有力的学术队伍和强大的

生命科学研究平台，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朝气

的学术的研究机构。经过近８年的艰苦努
力，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十五”预期目标，渡

过了艰难的“阵痛期”，进入快速“发展期”。

２００８年，研究院按照校领导的总体战略部
署，紧扣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思想，统领全院工作，积极倡导和

谐和竞争双向机制，引导科研人员安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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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务真求实，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党、团、工会工作】　１．能按照年初制定的
工作目标、计划开展工作，坚持正常的理论

学习和组织生活制度；２．坚持和完善党政
共同负责制，班子团结，作风清廉，领导班子

不定时进行思想交流；３．充分发扬民主，调
动广大教师积极性，解决了工作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统一了思想，鼓足了干劲；４．圆满
完成了党建考核工作，并获得优秀等级。本

年度发展了５名党员；５．研究生科技论文
比赛中，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研究

生歌咏比赛中，获集体三等奖。获得研究生

男子篮球赛冠军、羽毛球女子单打获全校第

三名。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书法大赛中”

获得个人三等奖和院优秀组织奖各一项。

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校团委组织的科研立项，

我院有六名同学获得资助。参加了“健康

生活，和谐校园”演讲比赛，仲媛同学在此

活动中获优胜奖。

【科研工作】　１．本年度生命科学研究院新
增科研项目：国家“９７３”两项，合同经费７０
万（陈克平，谭小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

项，３０万元（姚勤）；８６３合同５０万，到帐３０
万（姚勤）；江苏省农业支撑项目 ３０万，到
帐（陈克平）；合计 １８０万（年度目标任务
１２５万），同时主持申报，签定合同，经费待
定。同时参加一项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

２．在研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２项，６
万元；江苏省教育厅３项１７．５万；江苏省博
士后资金４万；其他省级经费３项１４万；横
向经费３万；校内基金４项２５万。纵向经
费超额完成５０％，横向经费未完成。３．发
表论文及专利：本年度以我校为第一单位共

计发表论文４６篇，其中一类１２篇，ＳＣＩ／ＥＩ
论文２３篇，引用３次。总计论文发表比上
年增长６４％，超额完成年度任务５３％，三大
检索超额完成年度任务２３０％。参加全国
大学生挑战杯培养计划一项。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２项，待批。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０８年，我院共引进博
士以上高级人才５人，其中美国归国学者２
人，教授 １人，副教授 １人，圆满完成年度
计划。

【研究生培养和招生】　１．新招硕士研究生
２６人，毕业１７人，现有７５人；新增博士研
究生１人，现有总数９人。２．毕业学生多
数能发表ＳＣＩ论文，显示我院高水平的培养
质量。

【学术活动】　１．本年度继续保持生科院的
良好学风，坚持每周举行学术讨论会。２．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合作和交流，与英

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建立了良好的科研

合作关系。３．邀请英国Ｃａｍｅｒａ、美国ｆｌａｎｋ
ｌｉｎｐｅｔｅｒ等国际知名专家来我校进行学术
交流。４．邀请国内著名学者杨荣阁研究员
担任我院兼职教授，并建立了良好的正式

合作。

（供稿人：张春霞　核稿人：陈克平）

·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综述·

２００８年是我国颁布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的第一年，我校抢抓发展机遇，依托学校的

知识产权研究基础，与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共

建成立了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并于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７日举行了由江苏省政府徐
南平长省长助理、国资委监视局段瑞春主席

揭牌的成立仪式。中心的成立，是江苏省第

一家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理论与应用研究的

科研机构，旨在依托江苏大学综合性大学优

势和知识产权研究基础，通过深入开展学术

研究、理论探讨、咨询服务等，力争建设成为

国内外有影响的知识产权研究交流平台和

政府决策的重要智库。中心的发展目标是

未来３～５年建设成为政府决策的智囊、学
术研究的基地、人才培养的阵地和宣传咨询

的窗口。目前中心的工作主要包括校内专

利代理与知识产权研究两部分。２００８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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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机构建设的关键时期，在成立三个月以

来本中心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集聚人才，加强队伍建设】　根据学校的
决定，本中心研究队伍采取专兼结合，其中

专职人员３～５名。由于专利工作的特殊要
求，只有具有专业资质的人员才能承担。为

此，中心采取校内校外同时招聘的方式，一

是在校内招聘具有法律背景、有专利基础知

识人员开展专利管理工作；二是在全国范围

内公开招聘具有专利代理经验的人员从事

专利代理实务工作；三是在校内广泛整合相

关方向的研究力量，组建兼职研究队伍；四

是全国范围内广泛聘请专家担任中心的研

究员和专家顾问。目前中心已组建了一支

由专利代理人、律师组成的专职管理队伍，

以及由校内管理、法学、情报、财经等学院８
名博士及２位教授、３位副教授组成的兼职
研究队伍；校外聘请了国家知识产权发展研

究中心、科技部的知识产权法律专家以及南

京理工大学等的一批国内知名教授作为本

中心的兼职研究员；且为提高中心的学术研

究水平聘请国内著名的知识产权学者、主管

政府部门专家、行业专家成立专家顾问委员

会，为研究中心发展提供学术指导、课题评

定与科研交流等咨询工作，为中心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

【深化特色，凝炼研究方向】　依托我校知
识产权研究基础，综合相关学科的研究实

力，在专家顾问委员会的指导下，本中心整

合校内的研究队伍，形成了知识产权战略、

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信息、知识产权法

律等四个研究方向。在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方向，依托工商管理学院从事战略管理的研

究力量，以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战略为

对象，重点研究在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和现

代化进程中，江苏省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途

径，为江苏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在知

识产权管理研究方向，以我校的企业管理学

科为基础，以知识产权为视角，重点开展企

业知识产权咨询服务，从专利战略开发与管

理、商标策略管理和商标使用管理、企业商

业秘密的管理、企业知识产权的评估等方面

研究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从企业战略管理、

无形财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开展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的设计和推广研究，

已初步形成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特色研

究方向。在知识产权信息研究方向，以科技

信息情报学科为核心，加强知识产权信息的

分析与利用，重点研究专利信息作为竞争

情报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培养一支知

识产权信息利用人才。在知识产权法律研

究方向，整合法学院知识产权研究所，充分

利用学校争取民商法硕士点的契机，设立了

知识产权法研究方向，重点开展知识产权与

技术创新的法律问题研究，已组建了一支较

稳定的研究队伍。

【开拓创新，加强对外宣传】　在加强内部
建设同时，充分利用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

心的平台效应，加强对外宣传。一是积极参

加学术研究活动，先后参加了江苏省高校知

识产权研究会２００８年年会，我校被推选为
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单位；参加了全国高校知

识产权研究会２００８年年会，我校被推选为
该研究会的常务理事。二是充分利用各种

媒体加强宣传，在知识产权报、新华日报、扬

子晚报等媒体上发表多篇文章对中心的工

作进行宣传，特别是在面向全国科技和知识

产权法律界的《科技与法律》杂志上做出整

版的宣传报道，宣传了本中心的研究实力和

发展态势。

【积极进取，初显研究成效】　在省知识产
权局的大力支持下，参与省知识产权战略的

实施研究，承担了国家专利复审委的软科学

研究课题，承担了温州市知识产权战略研

究，与中国科技法学会联合承担了科技部两

个软科学研究课题，担任了扬州柴油机厂、

江苏宏达化工新材料公司等多家企业的知

识产权顾问，在充实研究队伍的同时，以开

·１３３·学院·中心·研究院



展课题研究为契机锻炼了研究队伍。

【重点突破，力保专利增长】　在加强机构
建设的同时，在中心工作人员招聘未到位缺

编的情况下，组织科技处同志努力完成专利

申请任务，２００８年超额完成我校专利申请
的年初目标，专利申请较 ２００７年增长
３０％。一是强化专利工作在学校的重点学
科建设中的作用，针对学校不同学科特点，

实施专利申请的具体指导，组织省内资深专

利代理人为教师开设专利申请讲座５次；二

是加强对重点课题组老师的服务工作，深入

到课题组进行专利申请系统指导，使我校被

评为镇江市专利优势单位的学院达到１０个
之多，占据了我校理工科学院总数的７０％。
注重了专利价值的提升，积极推动我校专利

技术的的实施转化，２００８年我校发明专利
许可２９件，许可合同经费９４５．９万元，到账
经费１１９．２５万元，较好的实现了我校专利
从质到量的提升。

（供稿人：何　英　核稿人：唐　恒）

·２３３· 江 苏 大 学 年 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