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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２００８年学校大事记

一月

４日　我校印发通知（江大校［２００８］３
号），公布２００７年度《江苏大学学报》、《排
灌机械》、《高校教育管理》优秀论文、核心

论文评选结果。本次共评出优秀论文 １２
篇，核心论文８７篇。

△　我校印发通知（江大校［２００８］５
号），公布江苏大学第三届教学质量奖评选

结果。本次共评出一等奖１４名，二等奖２４
名，三等奖３４名。
５日　我校第二届“党建带团建”先进

单位评选结果揭晓。人文学院等１０家单位
获“先进单位”称号。

８日　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我校袁寿其、施卫

东、关醒凡等完成的“潜水泵理论与关键技

术研究及推广应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这是江苏大学合并组建以来

获得的首个国家科技进步奖，标志着我校的

科技工作水平迈上了新的台阶。

９日　我校召开资产公司暨科技产业
工作座谈会。

１０日　江苏省安监局杨涛处长应邀来
我校作《我省安全生产形势与对策》专题报

告。

１０日　我校印发《关于公布２００７年度
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硕士生指导教师名单

的通知》（江大校［２００８］７号），经评审，任
乃飞等２０位同志已具备担任博士生指导教
师资格，尚党卫等４７位同志已具备担任硕

士生指导教师资格，任职资格时间从 ２００７
年１２月２４日起。
１１日　我校第１６４期组织员培训班开

班。

△　我校召开“三育人”工作研讨会。
１３日　由我校、印度 ＲＧＩ大学与印度

ＳＥＡＥＳ公司三方合作，为印度大学生推出
的“在华商务文化欣赏”文化交流项目第一

届培训班开学典礼在校科技馆举行。

１５日　我校成立新的教职工住房改革
与管理委员会，并召开首次会议。

△　《科学时报》报道我校创业教育工
作。此前（１月１２日），《中国教育报》也作
了报道。

１６日　我校陈静同学跻身中国教育年
度新闻人物２０名晋级人选。
１８日　我校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学年第一学

期结束。

２０—２１日　我校召开党委一届八次全
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第十六次全省

高校党建工作会议及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

神，围绕“提升内涵　强化特色”的主题，科
学谋划学校２００８年工作。
２２日　我校召开离退休老同志迎春茶

话会。

二月

５日　江苏省人事厅印发通知［苏人通
２００８］３０号，公布我省２００７年“新世纪百千
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我校丁建宁、周

明、田立新名列其中。

２３日　我校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学年第 ２学
期开始。

２３—２４日　我校召开二届二次教职工
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２５日　我校印发通知（江大校［２００８］
１８号），公布“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和“科技
创新团队”培养对象名单。经评审，拔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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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工程中，有“中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对

象”９名，优秀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对象 １８
名。科技创新团队中有“校级科技创新团

队”１１个，“校级科技创新培养团队”５个，
院级科技创新团队１８个。

△　校团委、校学生会向全校同学发出
倡议：让奥运精神伴我们共同成长。

２６—２７日　我校代表应邀参加全国高
校辅导员工作创新论坛并作交流发言。

２７—２８日　我校召开学生思想动态座
谈会，把握思想脉搏，倾听学子心声。

２８日　我校印发《关于对校内部分机
构进行调整的通知》（江大校［２００８］１９
号），决定：成立保密办公室，与党委办公室

合署办公；成立发展与对外联络办公室，挂

靠校长办公室；档案馆挂靠校长办公室；撤

销研究室建制，高教研究所建制划归教务

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

室）与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合署办公；设备处

更名为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撤销招投标办

公室建制，校招投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

责由审计处承担；撤销医学院、医学技术学

院建制，成立临床医学院、基础医学与医学

技术学院；体育部升格为正处级建制。

△　我校印发《关于调整部分党组织
设置的通知》（江大委［２００８］３号）决定：成
立中共江苏大学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委员会，撤销中共江苏大学医学技术学院委

员会和中共江苏大学医学院委员会；成立中

共江苏大学医学部与临床医学院直属支部

委员会，撤销中共江苏大学医学部直属支部

委员会；成立中共江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

总支部委员会，撤销中共江苏大学生命科学

研究院直属支部委员会；成立中共江苏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总支部委员会，撤销中共江苏

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直属支部委员会；成立中

共江苏大学体育部总支部委员会，撤销中共

江苏大学体育部直属支部委员会；成立中共

江苏大学出版社总支部委员会，撤销中共江

苏大学应用科学技术学院委员会。

△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第三轮处级
领导干部聘任工作方案》（江大委［２００８］４
号）和《江苏大学第三轮处级领导干部聘任

工作细则》（江大委［２００８］５号），决定于
２００８年２月至３月开展第三轮处级领导干
部聘任工作。

２９日　我校召开全校干部大会，部署
处级干部换届聘任工作。

三月

５日　省教育厅人事处领导来我校看
望受资助学生。

７日　我校举办庆“三八”女教授、女干
部、女专家联谊活动。

１１日　我校召开关工委工作会议。
１２日　校团委、校学生会向全校同学

发出倡议：建绿色网络，树文明新风。

１３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中共江苏
大学工业中心直属支部委员会的通知》（江

大委［２００８］６号）。
１８日　省教育厅副厅长胡金波一行３

人莅临我校检查大学生创业教育工作。

１９日　我校举行参加全国“两会”代表
返校欢迎仪式。

△　我校创建“镇江市节水型单位”工
作顺利通过验收。

２０日　江苏科技大学孙秀法副书记一
行来我校交流校友会相关工作。

２１日　日本三维 ＣＡＤ技术者协会代
表团来我校访问。

△　我校“戒网瘾，促和谐”教育活动
正式启动。

２２日　我校与市委宣传部、市红十字
会联合在城市客厅举行“黄丝带爱心资金”

募集启动仪式暨《飘舞的黄丝带》图书首发

式。

为了挽救白血病患者、我校爱心天使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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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的生命，一年前，镇江发起“满城尽飘黄

丝带”爱心行动，掀起数万人参与的“爱心

风暴”，募集到 ７０多万元爱心捐款。新华
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纷纷对此

进行了报道，陈静也入选中国教育年度人物

２０强。为记录这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市委
宣传部组织编写了《飘舞的黄丝带》一书，

由我校出版社出版。从首发式开始，“飘舞

的黄丝带”大型公益行动正式启动，以这本

图书为载体，举行现场售书、网络行动、黄丝

带环城行、黄丝带环省行等活动，发动社会

各界人士奉献爱心，用图书的发行利润在市

红十字会建立“黄丝带爱心资金”，专门用

于救助青少年白血病患者。

２４日　我校与印度弗莱门大学签订学
术交流备忘录。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徐惠彬
教授应邀来我校作报告。

２５日　我校“学业指导教授大讲堂”开
讲。本次活动共有１７个学院的２７名教授
成为“大讲堂”的主讲教授。在岗教授“学

业指导大讲堂”将与我校已有的品牌活动

“名人讲座”、“校友论坛”和“退休老教授学

业咨询辅导讲座”一起，共同成为营造我校

学风、开拓同学视野的平台。

２６日　全国优秀领导干部赵亚夫来我
校作报告。

△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领导访问我校。
２９日　我校 ＭＢＡ实习基地挂牌仪式

在扬州举行。江苏顺大半导体、扬州同利冷

藏设备有限公司、扬州长江钢业、扬州东方

医院、扬州新凤凰公司等５家企业正式成为
江苏大学ＭＢＡ实习基地。

四月

１日　美国马里兰大学 ＯＩＥＰ办公室执
行总裁赵松访问我校。

２日　湖北工业大学领导到我校调研

实验教学与实验室建设工作。

３日　下午，校长袁寿其接受中国教育
科研网专访。

９日　合肥工业大学一行１６人来我校
交流访问。

１１日　我校印发《关于做好基层党组
织委员会与换届工作的通知》（江大委

［２００８］２０号），决定各基层委员会于 ２００８
年９月底前完成组建与换届工作。

△　我校获“江苏省学校体育工作先
进单位”称号。

△　由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组织的出版
业政策调研座谈会在我校举行。

１１日　全国高等学校卫生信息管理专
业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主编人会议在

我校举行。

△　江苏省出版业产业政策调研座谈
会在我校举行。

△　在省政府召开的全省体育工作会
议上，我校获得“江苏省学校体育工作先进

单位”奖牌。

１３日　我校 ２００８年第一期专职辅导
员培训班开班。

１４日　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樊富珉教
授应邀来我校举办“心理教育技术操作工

作访”。来自镇江、扬州、南通等苏中片高

校的辅导员、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

学生工作领导等３００多人参加培训。
１５日　我校 ２００８年“廉政文化进校

园”工作全面展开。

１６日　我校第四届“十佳青年学生”评
选揭晓，其中研究生４名，本科生６名。
１７日　我校顺利通过教育部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示范点中期检查。

１８日　我校举行“拔尖人才与科技创
新团队培养工程”签约领证仪式。

△　江苏大学附属上海第八医院朱世
泰副院长一行６人访问我校。
２１日　我校党委印发通知（江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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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２１号），决定开展纪念教育开放３０
周年系列活动。活动共分１７个主题，时间
为５月—１２月。
２２日　江苏大学———江苏索普兴大药

业有限公司合成药物研发中心成立。

２３日　历时５周的江苏大学“星光杯”
第七届百科知识竞赛落下帷幕。

２４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我校“拔尖
人才培养工程”。

△　江苏省教育厅组团来我校参观访
问。

２５日　我校召开 ２００８年度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会，会上举行了新一轮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书签订仪式。

△　镇江市“知识产权高校行动计划
启动仪式”在我校举行。

２７日　国家统计局专家来我校访问。
２８日　我校举行第三届研究生科技文

化节开幕式暨第九届研究生科技论文大赛

表彰大会。

２９日　第二届“江苏大学十佳青年教
职工”评选落下帷幕。王芝等１０位同志当
选本届“江苏大学十佳青年职工”，宋联可

等 １０位同志当选“江苏大学新长征突
击手。”

本月，我校师德建设主题教育活动

启动。

五月

５日　校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６日　我校印发通知（江大校［２００８］５９

号），决定正式启用江苏大学新校标。新校

标以大写英文字母“Ｊ”、“Ｕ”、“１９０２”以及
江苏大学中英文校名等元素组合而成。标

志的造型、色彩具有特定的含义。

７日　镇江市代市长刘捍东莅同志等
一行临我校考察。

９日　我校召开２００８年机关作风建设

研讨会。

△　教育部领导、专家莅临我校检查
“科技查新工作站”工作。

１２日　我校印发决定（江大校［２００８］
６１号），授予高良润、蔡兰、袁寿其、赵杰文、
李德桃等五名同志“江苏大学研究生教育

三十周年杰出研究生导师”称号。

△　我校启动２００８年基层党组织建设
考核工作。

△　我校印发决定（江大校［２００８］６２
号）对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以及新增的博

士点、硕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予以表彰

和奖励。

１４日　我校党校第１６５期新提职中层
干部培训班开班。

１４日　我校公布 ２００８年校级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评选结果，本次评选出

的实验基地共６个。
△　我校公布２００８年校“百项本科生

创新计划”立项项目，本次确定的立项项目

共７５项。
△　我校公布２００８年校级优秀教学团

队名单，本次评审出的优秀教学团队共 ６
个。

△　我校公布２００８年校级精品课程名
单，本次评审出的精品课程共２０个，其中校
一类１０个，校二类１０个。
１６日　我校隆重召开第二次学科与研

究生教育工作会议暨研究生教育三十周年

大会，省教育厅副厅长殷朔文到会并作了

讲话。

１９日　我校党委对财经学院党委等１３
个基层党组织进行党建考核。

２０日　我校召开统战工作座谈会。
２０—２８日　我校党员积极交纳“特殊

党费”，支援抗震救灾。截至２１日，我校师
生已累计向５．１２汶川地震灾区捐款１０３万
元，其中教职工捐款６０余万元。
２１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我校抗震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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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主题实践活动。

△　我校举行第三届教学质量监控委
员会聘任仪式。

２２日　我校召开地方人才中心主任座
谈会，研讨毕业生就业工作。

２５日　我校与京口区“区校共建双向
服务”活动正式启动。

２６日　日本三重大学今展雅博教授捐
书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校科技馆隆重举行。

２６—２８日　江苏大学解线性科学研究
中心成立６周年暨２００８年解线性微分方程
学术研讨会在校科技馆隆重举行，中心主任

郭柏灵院士等２０多个单位的４０多位国内
知名解线性微分方程专家学者出席了研

讨会。

２８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应邀来我
校作学术报告。

２９日　下午，我校附属医院收治四川
灾区伤员４０余名。
３０日　上午，市委书记许津荣等一行６

人到我校附院视察灾区伤员救治工作，并去

病房看望灾区伤员。

△　晚上，我校举行以“迎奥运，颂改
革，创和谐”为主题的第三届教职工合唱

比赛。

３０日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与江苏
大学产学研合作洽谈会在我校召开。

六月

１日　“Ｋｐａｒｋ挑战杯”江苏省第五届
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决赛结束，我校在此赛

事中荣获“江苏省优秀组织奖”。

４日　省委统战工作督查组来我校检
查工作。

１０日　美国加州富乐敦州立大学米顿
·高登校长夫妇等一行在镇江市副市长陈

建设等市领导的陪同下访问我校。

１２日　我校首位外国博士留学生Ｓａｎｉ

ｔｐｏｒｎＶｉｔｔａｙａｐａｄｕｎｇ（中文名：孙龙）通过学
位论文答辨。

１３日　我校召开防治商业贿赂工作座
谈会。

△　我校举办“认识传销、远离传销”
大型图片展。

１４日　“和鸣———古琴艺术进大学”全
国著名古琴艺术家现场音乐会在我校讲堂

群１１０报告厅举行。
１８日　我校举行 ２００８届毕业生毕业

典礼。

２４日　我校副校长李萍萍率队赵盐城
考察政产学研合作基地。

２５日　《新华日报》ＡＴ版半版报道我
校附院四川伤员救治先进事迹。

２８日　我校召开全校干部大会，会上，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郭广银同志宣读了省委

关于我校领导班子成员任免的决定。省委

决定，范明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书记，朱正

伦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江苏大学党委

书记。省委还决定，曹友清同志兼任江苏大

学纪委书记，不再兼任江苏大学副校长；姚

冠新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田立新、陈龙同志任江苏大学副校长；宋京

章、柴顺根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江苏大

学副校长、纪委书记；袁银男同志因调任南

通大学校长，不再担任江苏大学副校长。

七月

４日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友好使者音
乐团应邀来我校举办音乐会。

５日　我校女子沙滩排球队喜获全国
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亚军。

６日　江苏大学上海校友会正式成立。
９日　我校召开全校干部大会。部署

暑期前后工作，民主推荐干部。

１０日　我校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学年第二学
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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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日　我校隆重举行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开题报告会。

１５日　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
教育部党组成员田淑兰同志一行莅临我校

视察指导。监察部、省政府、省教育厅、镇江

市领导陪同视察。校党委书记范明在科技

馆报告厅主持汇报会。

１６日　《中国教育报》第４版整版报道
我校结队帮扶孤儿活动纪实。

１５—１６日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姚
冠新率队，走访宿迁、无锡两市开展我校选

调生及“村官”任职情况调研。

２０日　上海外国语大学与我校合作开
办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课程班。

２５日　校党委副书记姚冠新一行慰问
暑期留校学生。

八月

１２日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副主任、国际竹 组织董事会联合主席、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林学会理事长江

泽惠女士一行来我校视察。

１７日　镇江市代市长刘捍东一行 １０
余人来我校考察。

△　我校举行国防大学原战略研究所
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杨毅教授受聘仪

式暨学术报告会。

２２日　我校表彰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学年优
秀辅导员，王健等２５名辅导员受表彰。
３０日　我校召开干部教师大会，部署

下半年学校党政主要工作。

△　我校印发通知（江大校［２００８］１２４
号），决定成立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副处级建制。

九月

１日　我校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年第一学期

开始。

△　我校隆重举行新学期升国旗仪式。
３日　我校印发通知（江大校［２００８］

１３１号），决定成立“江苏大学基础工程训练
基地，正处级建制，与机电总厂“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

３日　我校印发《关于表彰“江苏大学
优秀教师”和“江苏大学先进工作者”的决

定》（江大校［２００８］１３２号），沈湘黔等 ７４
位同志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教师”，诸德

宏等９１位同志被评为“江苏大学先进工作
者”。

△　我校印发《关于表彰“江苏大学优
秀临床带教教师”的决定》（江大校［２００８］
１３３号），４２个临床医学教学单位的５８名同
志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临床带教教题”。

７日　我校赵杰文教授指导的邹小波
博士论文《计算机视觉、电子鼻、近红外光

谱三技术融合的苹果品质检测研究》被评

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　台湾成功大学访问团访问我校。
７—１３日　在巴西维多利亚举行的首

届世界大学生室内五人制女足锦标赛上，代

表中国大学生参赛的我校女子足球队获得

季军。

９日　我校隆重举行“江苏大学 ２００８
年研究生入学教育暨专家报告会”。

１０日　我校教职工合唱团参加镇江市
第２４个教师节表彰大会暨大合唱决赛，荣
获唯一特等奖。

△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主编座
谈会在我校召开。

１１日　《人民日报》以《江苏大学教授
学生“面对面”》为题，报道了我校大力推进

“教授上讲台”工作，介绍了以学院为单位

成立大学生学习中心，强化教授在学生成长

成才中全方位的指导作用这一独特做法。

１２日　我校 ２００８级本科生开始进行
为期１６天的军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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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１２日　《中国教育报》、《科学时
报》、《科技日报》、《新华日报》、新华社、江

苏电视台、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团中央

网站等数十家媒体陆续报道了我校暑期社

会实践活动 ２００余次。此外，学校新增了
“江苏大学吴江市科力真空镀膜有限公司

社会实践基地”等５６个实践基地。
１４日　我校隆重举行 ２００８级新生开

学典礼，７０００余名本科生、３０００余名研究生
参加了开学典礼。

△　由江苏大学主办、ＭＢＡ教育中心
承办的２００８联合国全球契约论坛在我校举
行。

１８日　瑞士联邦理工大学费尔顿教授
应邀来我校访问。

１９日　我校举行“中国大学评价与江
苏大学发展”咨询报告会。

２０日　校长袁寿其率队访问中国重汽
集团，就开展科技合作、人才培养等事宜进

行接触和交流。

△　我校举办办公室主任培训班，各单
位办公室主任、秘书等６０余人参加了培训。
２４日　我校召开情况通报会。
２５日　晚９点１０分，神舟七号载人飞

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二号 Ｆ”运
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我校校友吕所明参

与发射工作，总负责“神七”发射空调技术

系统保障。

２６日　江苏大学菁英学校隆重举行第
十四期培训班结业典礼暨十五期培训班开

学典礼。

２７日　我校举行“江苏省知识产权研
究中心”揭牌仪式。

２８日　我校举行新生军训阅兵仪式。

十月

国庆期间　我校研究生７８级，农机修
理７８级，机制 ８４级，农机 ８４级，机制 ９２

级，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内燃机、计算机、经

济管理９４级等班级的校友从全国各地重聚
母校。校党委书记范明、校长袁寿其等校领

导及相关部门、学院的领导应邀参加了活

动。

６日　我校召开党务工作例会，会议就
第二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和“两委”委员候选

人预备人选推荐工作作了部署。

△　校党委书记范明会见意大利米兰
工业大学ＢａｒｂａｒａＫｉｖｏｌｔａ教授一行。

△　我校举行２００８级（秋）ＢＭＡ开学
典礼。

７日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马德新教授
受聘我校兼职教授并作学术报告。

△　我校举行社区警务站揭牌仪式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年社区指导员聘任仪式。

９日　镇江市政协主席郭礼荣一行来
我校视察。

△　我校全面启动２００８级新生心理普
查工作

△　我校印发通知（江大校［２００８］１４５
号），调整部分行政非编常设机构组成人

员。

１１日　２００８年镇江片区高校新教师岗
前培训班在我校开班。

１４日　我校举行校院两级理论学习中
心组专题报告会，省委党校副校长黄文虎应

邀作了题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专题

报告。

１４—１５日　由江苏省关工委和省教育
厅联合召开，我校承办的江苏省高校关心下

一代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镇江召开。会上，校

党委书记范明代表我校从“提高认识，高度

重视”等方面发出了倡议，校关工委主任全

树德作了经验交流。１５日上午，与会领导
参观了我校校园。

１５日　由我校主办的第十八届国际精
细化学和功能高分子学术讨论会暨 ＩＵＰＡＣ
第四届国际新型材料及其制备学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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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江国际饭店开幕，２３个国家和地区的
２００多名代表参加会议。

△　我校公布并启用校园主要道路和
部分楼宇新名称。

１６日　我校召开科技工作研讨会，会
议通报了上半年全校各单位科技工作完成

情况：截止到９月１５日，我校科研经费已达
１．６亿元，其中纵向经费６０００万元，国家级
项目经费占６０％。
２０日　第十五届“三国三校”国际研讨

会在我校开幕，本次会议为期４天。由日本
三重大学、泰国清迈大学和我校联合发起的

“三国三校”国际研讨会已连续举办１５届，
是以青年大学生为主体，以学术和文化交流

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性会议，一年一届，由三

所大学轮流举办，此次是我校第五次作为东

道主承办会议。

２２日　省委教育工委第十一期全省高
校院（系）负责人培训班开学典礼在我校举

行。

２３日　《人民日报》刊发我校为“三
农”服务的报道。

△　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的北京
十三所高校离退休工作处处长考察团来我

校参观调研。

２６日　我校知名校友广西柳州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江苏省建设厅

党组织书记、副厅长江里程回母校考察。

２８日　我校印发《关于公布第二批江
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和精品课程

的通知》（江大校［２００８］１５９号），经评审，
本轮共遴选出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建设

项目５项，精品课程１０项，推荐申报江苏省
特色专业建设项目３项、精品课程４门。
２９日　我校举行“收获金秋———纪念

改革开放３０周年”诗文朗诵会。
３１日～１１月１日　我校举办第七届运

动会。

△　我校校领导参加江苏省高校“校

长杯”乒乓球比赛。

十一月

１日　由江苏省科技厅主持召开的“江
苏省道路载运工具新技术应用重点实验

室”项目可行性专家论证会在我校召开。

该实验室是江苏省科技厅在我校也是镇江

地区立项的第一个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体现了我校在道路载运工具，特别是道路车

辆研究开发方面的特色优势和综合实力。

３日　波兰皇家科学院首度科学家
ＪｅｒｚｙＭｉｚｅｒａｃｚｙｋ教授来我校作学术报告。
５日　我校举行校院两级理论学习中

心组专题报告会、讲解“劳动合同法背景下

高校用工法律风险防范”。

△　《光明日报》第７版报道我校为新
农村建设服务的事迹。

△　我校印发《关于公布江苏大学第
四届多媒体教学课件竞赛结果的通知》（江

大校［２００８］１６５号），其中一等奖２项、二等
奖５项、三等奖６项、优秀奖１３项。
５—１１日　应江苏省政府邀请，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分子材料研究中心教授、我校兼

职教授 ＭａｒｋＧ．Ｈｕｍｐｈｒｅｙ博士在江苏参加
国际科技及产业转移大会后专访我校。

１０日　上海市徐汇区卫生局局长刘诗
强、江苏大学附属上海第八医院党委书记常

青萍、院长朱世泰等一行５人来我校参观访
问。

１１日　副校长程晓农代表我校与无锡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签署科技合作协议。

１３—１４日　我校举行第四届教学大
赛，此次大赛产生了优秀组织奖８名；一等
奖４名，二等奖１２名，三等奖２１名，优秀奖
２０名，其中一等奖获得者分别为：阮鸿雁
（高级组），周德军（中级组）、高平（实验

组）、潘金彪（初级组）。

２６日　山特维克集团总裁裴德生（Ｌａ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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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ｔｔｅｓｏｎ）先生一行访问我校，山特维克集团
是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工业集团，世界５００强
企业之一。

２６日　我校举办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
年暨迎接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书画展。

２７日　我校举行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
年暨庆祝江苏大学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忽

如一夜春风来”专题文艺晚会。

△　《光明日报》第１版报道我校加强
内涵建设事迹。

２８—２９日　我校隆重召开中国共产党
江苏大学第二次代表大会。

２９日　我校隆重举行国家商务部外资
司司长李志群兼职教授受聘仪式暨学术报

告会。

２９日　中科院郭柏灵院士来我校作了
一场主题为“发扬两弹一星精神，促进我校

高科技发展”的报告。

十二月

２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吕志涛教授来
我校作学术交流。

５日　我校召开女教授联谊会成立大
会。

６日　我校广东校友会一届二次代表
大会在深圳奋达科技园举行。校党委书记

范明、副校长陈龙、有关单位负责人、原江苏

理工大党委书记张弼及二百二十多名校友

参加大会。

７日　日本大阪大学尾岛岳夫教授和
静冈大学斋腾隆之教授应邀访问我校并讲

学。

９日　我校召开校纪委新一届纪委全
委（扩大）会议。

１０日　我校召开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
年党外人士座谈会。

１０—１２日　江苏省高校学生资助工作
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１２日　江苏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基地
在我校揭牌。

１２—１４日　“改革开放３０年与中国法
制建设”论坛暨江苏省法学会法理学与宪

法学研讨会２００８年会在我校举办。
１７日　我校举行“国家安全形势”专题

报告会。

１８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来我校
作学术交流。

１９日　九三学社江苏大学委员会召开
换届大会。

△　我校召开 ２００８年度宣传工作会
议。

２１日　李萍萍副校长率团赴德国、法
国访问考察顺利返校。

△　《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我校服
务“三农”事迹。

２３日　我校召开 ２００８年校友工作会
议。

２５日　我校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成
立。

２８日　我校召开北京校友会成立大
会。

（供稿人：鲁丹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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