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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是江苏省省属、以工科为特色

的教学研究型综合性大学，２００１年 ８月由
同处镇江的原江苏理工大学、镇江医学院、

镇江师专合并组建而成。合并组建以来，学

校紧扣“提升内涵，强化特色”发展主题，坚

持“教学质量优先、拔尖人才优先、强势学科

优先、自主创新优先”的办学理念，团结勤

奋，锐意进取，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社会影

响进一步扩大，学校事业在科学发展的道路

上不断向前迈进。

目前，学校设有２４个学院，全日制在校
生３５０００余人，其中各类研究生近 ７０００
人、留学生 ２００余人。设有 ７６个本科专
业，涵盖工学、理学、医学、管理学、经济学、

法学、文学、教育学、历史学等 ９大学科门
类。拥有８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５个博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３３个博士点，１００个硕
士点，２个国家重点学科，１个国家重点（培
育）学科，３个江苏省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
科培育建设点，４个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１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１０个江苏省重点学
科，１１个江苏省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１８
个工程硕士授权领域和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
拥有一所三级甲等附属医院和江苏大学出

版社，设有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江苏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排灌机械》为

ＥＩ来源期刊。
２００９年，学校事业取得了新成绩。一

年来，３项成果获国家级科学技术奖，３项成
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实现突破，连续两年获批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新增一批国家特色专业建设

点、国家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家级教学团

队。入选江苏省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培

育建设点３个，新增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
和２个工程硕士授权领域。获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４６项、国家社科基金５项。“中—
澳先进光电分子功能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获科技部和澳大利亚政府联合批准设

立。成功召开第二次科技工作会议和第二

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

学校科技工作的奋斗目标以及创建“本科教

学质量名校”的理念、思路和举措。在第十

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中，学校再次喜捧“优胜杯”。２００９
届毕业生就业率继续保持在 ９５％以上，学
校荣获“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

体”。江苏大学董事会成立大会隆重举行，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１８６３”计划大力推
进。制度建设、机关作风建设以及岗位设置

与聘用工作深入开展。现代化的新图书馆

全面建成，数字化、节约型校园建设初见成

效。美国和加拿大校友会分别在华盛顿与

多伦多成立。校女子沙滩排球队代表中国

大学生参加泛印度洋亚洲大学生运动会，并

荣膺冠军。以学校学生陈静真实故事改编

的电影———《小城大爱》在全国公映。江苏

江滨医疗集团实质性启动，在全国率先试点

探索公立医疗机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新

模式。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以及反腐

倡廉建设切实加强，和谐校园建设不断取得

新的进展。

展望未来，江苏大学全体师生正以党的

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秉承“博学、求是、明德”校训，解放思

想，改革创新，为把学校建成工科特色更加

鲜明，若干学科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多学

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综合性大

学而努力奋斗！

０７１



%&'()*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
)(+,-./01

２００９年学校党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第十七

次全省高校党建工作会议和全省教育工作

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十一五”规划和学校

第二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继续解放思

想，更加突出“提升内涵，强化特色”发展主

题，更加强化教学质量、拔尖人才、强势学

科、自主创新“四个优先”的办学理念，更加

突出“国字头”品牌建设工程和管理创新工

程，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实现

科学发展，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大力加强和谐校园建设，努力以优异的

成绩向建国６０周年献礼！
２００９年学校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
———确保获国家教学成果奖１项、省教

学成果奖３～５项（其中特等奖１～２项）、省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２～４个。力争国家教学
名师实现零的突破。培育省教学名师２～３
人，国家特色专业１～２个、省品牌特色专业
４～６个，国家精品课程１～２门、省精品课
程９～１０门，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
确保毕业生学位授予率８８％以上，就业率
保持在９６％以上。

———科研合同总经费 ２．４亿 ～２．６亿
元，纵向经费中国家级项目经费超过５０％。
力争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０项、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３～５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力争继

续榜上有名。确保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１
项，省部级奖３０～３５项，省部级奖中一等奖
２～４项。发明专利申请 ３００件，力争国际
发明专利申请２～４件。三大索引收录论文
９００～１０００篇，ＳＣＩ收录论文３００～３５０篇，

人文社科类论文被 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和 ＳＣＤ收
录１００～１５０篇。出版专著１５～２０部。《排
灌机械》进入 ＥＩ数据库收录，《江苏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高校教育管理》力争进

入ＣＳＳＣＩ数据库。全力做好国家泵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国家汽车工程技术中心的申报

工作，确保实现国家级工程中心零的突破。

新增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人文社科研究基地３～４个。新增江苏省科
技创新团队１～２个。

———新增一级学科博士点 ２个。新增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２～３个。确保临床医学
硕士专业学位点申报成功。“全国百篇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力争实现四连冠。

———面向国内外招聘和引进１００名左右
具有博士学位的优秀和杰出人才。采取更加

积极的政策措施，力争引进或培养院士实现

零的突破，确保长江学者实现突破。新增“新

世纪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和教育部新世

纪人才支持计划２～３人、省“３３３工程”中青
年科技领军人才３～５人、省“六大人才高峰”
４～６人、省“青蓝工程”１４～１６人。

———进一步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层次

和水平，力争建立１～２个国际合作研究中
心。扩大留学生规模，全年招收１００名学历
教育留学生、２００名以上非学历教育留学生。
积极参与江苏省海外孔子学院项目建设。

———进一步加强宣传与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全年在省级以上媒体发稿１５０篇次，
其中大报大台深度报道 ２０篇、头版 ５篇。
认真做好“江苏省文明单位”、“江苏省思想

政治工作先进学校”申报工作，确保榜上

有名。

２００９年重点抓好以下４个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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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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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根据中央和省委部署，把开展学习实践

活动作为统一思想、更新观念、集中智慧、凝

心聚力的过程，作为推动学校新一轮发展的

重要机遇和强大动力。严格按照学习调研、

分析检查、整改落实３个阶段，精心组织、周
密部署，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提高思想认识、解决

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真正使党员干部

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师生员工得实惠。

根据国家、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超前谋划学校“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

的制订工作。

２．推进“质量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大力推进“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

程”，明确建设目标，加大建设投入，发挥建

设效益，提升整体水平。进一步加大国家、

省、校三级品牌特色专业、精品课程、精品教

材以及教学名师、优秀教学团队、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教学研究成果的建设与培育力

度。１０月份召开第二次教育教学工作会
议，深入开展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

的大学习、大讨论。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深入推进“人才培养三大计划”。大力

倡导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实践式教学，

改进教学评价及考试方式，推进大学生学习

中心建设，充分调动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切实加强教学资源建设，规范多

媒体教学，优化实践教学体系，完善质量保

障机制，建立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向本科

生开放的机制。扎实推进教学管理制度建

设与创新，进一步完善青年教师助教、校核

心课程开放选课、专业主干课程教授主讲等

制度。切实加强毕业设计（论文）的全程规

范管理，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适度扩大本科生招生规模，

适当调整相关专业招生比例，加大宣传力

度，提高生源质量。

３．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围绕《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凝练

方向，整合资源，构建“十大科技集群”，力

争在国家“９７３”、“８６３”、支撑计划、行业重
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杰出

青年基金项目以及国防军工、核工重大项目

的申报上实现新的突破。根据依靠特色、发

挥优势、突出重点、开放共享的原则，强化４
类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提升重点实验

室、工程中心和专职科研机构的集成创新能

力。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工作。深入推进

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切实加强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基地建设，力争在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学术交流、服务社会等方面取得新的

突破。成立江苏大学高教研究会，积极开展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努力为学校重大决策提

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咨询。６月份召开第二
次科技工作会议，全面谋划学校科技工作新

一轮发展的战略思路和举措。进一步规范

学术行为，克服学术浮夸和浮躁心态，积极

营造有利于潜心学问、守正出新、和而不同、

和衷共济的学术氛围。积极承办并大力支

持教师参加高水平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鼓

励举办高水平的学术沙龙，努力为优秀人

才、创新团队的健康成长和学术研究的繁荣

创造良好环境。

４．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统筹内部
挖潜和外部拓展的关系，坚持以服务求支

持，以贡献促发展，大力推进产、学、研紧密

结合，通过联合、共建、融合等多种方式加强

学校与地方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的合

作，积极构建产学研战略联盟，有效促进技

术与资本的融合、成果与市场的对接，不断

提升服务“三农”、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和行

业发展的能力。以推进大学科技园建设为

契机，筹建“江苏大学工程研究院”，打造科

技创新与成果孵化有机结合的公共平台和

重要窗口。

５．着力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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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精

神，进一步完善国家、省、校三级重点学科建

设体系，以点带面，提升学科整体水平，力争

在江苏省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遴

选中取得优异成绩。重视并加强基础学科、

支撑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切实加强工学与医

学、工学与理学的交叉融合，促进新兴学科、

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形成，提升学科可持

续发展能力。认真做好国家重点学科中期

评估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进一

步优化学科结构，强化学科特色，精心做好

第１１批学位点申报工作，确保取得好成绩。
６．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积极

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以科

学研究为导向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度。

按照不同类型研究生的培养要求，改革培养

方案，大力加强研究生精品课程、精品教材

建设。深入实施研究生培养创新计划，积极

推动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建设，启动

“江苏省动力—机械研究生创新与学术交流

中心”建设，不断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努力吸引优秀生源。大

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７．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大力加强队
伍建设。深入解放思想，按照“超前规划、突

出重点、统筹兼顾”的思路，科学调整政策，

加大倾斜力度，大力实施“杰出人才工程”，

尽全力做好院士、长江学者的申报和引进工

作，积极引进研究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国际

前沿的一流学科带头人和极具潜力的学术

带头人，重点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加强人才

储备。加快推进“拔尖人才与科技创新团队

培养工程”，努力形成“拔尖人才 ＋优秀团
队”的人才队伍建设格局。积极鼓励青年教

师成长，采取措施，创造条件，着力选拔、培

养一批３５岁以下的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和学
术新秀，使其尽快脱颖而出。继续推进“博

士培养工程”，进一步加大中青年教师到有

国家重点学科或学科实力居全国前５名的
高校“访名校、拜名师”的选派力度。切实

做好国家、省、部各级各类人才工程的遴选

工作，鼓励教师在国际、国内学术机构以及

学术期刊编委会担任职务。统筹兼顾，进一

步加强教师队伍、实验室队伍、管理队伍、后

勤服务队伍的协调发展。加强师德建设，全

面提高师德素养。

８．大力推进国际交流和合作。增强国
际化意识，立足国际化视野，营造国际化氛

围，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积极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用好“国内外学

术交流专项”，创造与国际顶尖学者沟通、交

流的机会，重点在联合申报国际合作课题、

共建实验室或工程中心等方面实现突破。

鼓励教师参与国家公派出国访问进修项目，

积极推进校际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拓展学

生国际交流项目，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海外学

习机会。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

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充分调动各学院、各专

业招收外国留学生的积极性。

９．坚持德育为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不断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和思

路、内容和方法、载体和手段。大力加强学

风建设，强化管理和服务，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帮助学生成人成才。以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积极开展校园科技文化活动，精心做好

各级各类竞赛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力争第十

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

品竞赛再捧“优胜杯”。进一步加强心理健

康教育、卫生和美育工作。继续开展高雅艺

术进校园活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和阳光

体育运动。进一步做好菁英学校、学生社团

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工作，力争在江苏省

“十佳青年学生”、“十佳社团”以及“全国大

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单位”的评选中再次

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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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做好毕业生
就业工作。充分认识金融危机对毕业生就

业造成的不利影响，认真研究，积极应对，创

新举措，扎实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在加强

就业指导、强化就业服务、举办人才市场和

毕业生供需洽谈会的同时，精心做好国家、

省有关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的就业项目，大

力加强创业教育，不断提升大学生勇于创

新、敢于创造、善于创业的素质和能力，确保

毕业生就业工作继续保持全省高校领先

水平。

１１．进一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全面
完成新校区建设任务。顺利完成新图书馆

搬迁工作，以新馆启用为契机，按照省内一

流、国内先进的要求，大力加强图书馆内涵

建设。进一步加大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投

入。进一步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实施

校园网主干和网络出口带宽升级改造，全面

更新中英文网站，积极推进办公自动化建

设，提升校园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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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着力加强制度建设。切实把制度建
设作为提高管理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水

平的关键，按照继承、完善、创新的要求，全

面梳理、修订各项规章制度，理顺关系，明确

职责，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着力形成权

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

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继续深化二级单

位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关系、明确责任，实现

责、权、利有机统一。修订职称评审条例，提

高职称晋升条件，着力形成有利于凝聚学术

队伍的人事管理机制。积极调整科技政策，

优化科研奖励、业绩评定等办法，着力形成

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科研管理机制。修订研

究生导师遴选办法及管理规定，严格遴选条

件，强化导师责任，着力形成有利于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的激励机制。完善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考核测评系统，强化目标管理，

严格量化考核，着力形成有利于学校事业科

学发展的压力传递和动力激发机制。坚持

以人为本，根据重实绩、重贡献的原则，科学

制订《江苏大学绩效工资实施方案》，充分

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２．努力提升经营学校的能力。增强勤
俭办学意识，强化预算管理，执行刚性预算，

压缩行政支出，大力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积

极推进节约型校园建设。实施精细化管理，

按照“合理配置、定额管理、节余奖励、超额

自付”的原则，研究制定公用房、水电以及仪

器设备等资源的管理与使用办法，逐步建立

资产有偿使用机制、设备共享机制和效益评

估机制，不断提高资产利用效能。切实加强

学校资产管理，盘活存量资源，实现现有资

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建立经营性房产由学

校统一管理的运行机制，切实提高规模经营

效益。探索建立校内住房调剂市场。积极

探讨校园周边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路与途径。

筹备成立江苏大学董事会，积极推进海外、

省外校友会建设，拓展事业发展空间。

３．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合理划分和
规范校院两级行政与学术权力，降低管理重

心，强化学院的教学科研职能，充分发挥以

教授为主体的教学组织和学术组织的作用。

切实加强对二级单位的管理与监督，积极推

进以规范管理、防范风险、科学理财为核心

的财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切实强化财务审计，积极探索管理审计，不

断加强和完善招投标工作。切实加强基建、

维修项目的规范化管理。进一步深化后勤

改革，不断完善后勤保障体系，增强后勤集

团经营服务能力。努力提高图书出版效益，

力争完成销售码洋５００万元，争创省图书奖
或印刷奖１～２项。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
档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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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档案管理工作。按照调整规模、优化结

构、提高质量的要求，加快京江学院改革与

发展。继续教育逐步实现由学历教育向非

学历教育和专业岗位技能培训的转型，建立

远程网络教育平台。

４．深化附属医院管理体制改革。进一
步深化附属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

强化目标管理，落实管理责任，明晰产权关

系，加快附属医院的建设与发展。切实巩固

等级医院评审成果，全面提升医院“人才、技

术、质量、服务”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临床重点学科和重点专科建设，不断提高临

床诊疗、人才培养和医学科研水平。进一步

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全年实现业

务收入３．８亿元、可动用资金３８００万元。
全面完成附属医院新门急诊大楼建设和老

外科大楼及医院环境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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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坚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文化建设，总结、

凝练“江大精神”，围绕庆祝建国 ６０周年，
组织开展丰富、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积极

推进“人文大讲堂”等活动。实施校园形象

识别系统二期工程，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内

涵。加强校内文化环境管理，切实提升校园

文化品位。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不断拓展学

生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教育的新空间、新领

域。强化对外宣传，塑造形象，扩大影响，营

造优良环境。进一步加强校园语言文字应

用与管理工作。

２．依法民主治校。全面落实教育系统
“五五”普法规划，大力推进依法治校。深

化教代会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教代会在学校

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切实加强党对共青团

的领导，认真筹备第三次团学代会。进一步

发挥各民主党派在学校改革发展中的积极

作用，并为民主党派的活动创造必要的工作

条件。进一步做好老干部工作，关心离退休

老同志生活。积极支持关工委开展工作。

切实加强校务公开。坚持并完善校领导接

待日制度，积极拓展师生意见反映渠道，建

立健全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和回应机制。

３．切实维护师生利益。积极创造条
件，不断改善师生员工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条件，教职工收入在２００８年的基础上实现
新的提高。以帮助解决广大师生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建立健全

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积极主动为师生

排忧解难。进一步加大“教职工大病医疗互

助基金”、“大学生慈善救助基金”的募集和

帮困救助力度。进一步完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机制，认真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工作。

４．全力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牢固确立
稳定是大局、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认真落

实校园安全稳定工作责任制，完善维护安全

稳定的组织网络，统一领导，主动应对，积极

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大力加强安全

教育，消除各种安全隐患，切实把治安、交

通、餐饮以及消防等方面的安全制度和措施

落到实处。加强暂住人口和临时用工管理。

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高度重视

并认真做好保密工作。进一步完善突发事

件处置预案，增强应对处置能力，确保校园

安全稳定。力争成为首批省级平安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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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
马克思主义在学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

党员干部，教育广大师生。扎实抓好深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一当前加强理论

武装工作的首要任务。进一步完善校院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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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教职工时政学

习制度，切实增强学习自觉性和实效性。抓

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建设，扎实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工作。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积极

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途径，不断增强

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２．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党管
干部原则，不断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坚持正

确的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

众公认的原则选拔干部，不断提高选人用人

的公信度，真正做到上者服众、下者服气、干

部顺心、群众满意。教育引导广大干部“既

要对上负责，更要对下负责”，通过扎扎实实

做事，以赢得群众满意来赢得组织的信任。

进一步完善三级党校教育体系，加大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力度。切实加强后备干部队伍

建设，加大优秀年轻干部、女干部和党外干

部的培养选拔工作力度。

３．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
设。完善党建工作责任体系，建立责任明

确、领导有力、运转有序、保障到位的工作机

制，促进基层党建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

规范化。进一步完善党务工作例会和基层

党建考核制度，落实学院党政共同负责制。

进一步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探索在共建学

科、科研团队中建立党支部。加强对教工党

支部和学生党支部建设的分类指导。精心

设计和组织开展党支部活动，严格党的组织

生活，积极推进党组织建设“五好”目标管

理，不断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

强党员教育管理，建立党员作用发挥评价机

制。认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完善发展制

度，提高发展质量。进一步健全党内激励、

关怀、帮扶机制。

４．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认真贯彻
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规则和决

策程序，按照常委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要

求，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定期报告工作和

接受监督制度。充分发挥全委会在重大事

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等方面的作用。落实

党代表任期制，积极探索党代会闭会期间党

代表作用发挥的有效途径。健全党内民主

生活会制度，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

断提高各级党员干部素质，增强领导班子凝

聚力。健全和完善公正、科学、合理的党内

基层选举制度和机制。建立健全党务公开

机制，稳步推进党务公开。充分尊重党员的

主体地位，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５．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３月份召开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严格执行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坚持教育在先、关口前移，深入

推进廉洁教育和廉政文化进校园活动，不断

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实效性。强化对招生、

采购、基建、后勤、财务、校办企业等重点岗位

和关键环节的管理监督。围绕加强教育、强

化监督、创新体制来建立健全制度，进一步完

善符合学校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支

持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依纪依法开展工作。

全面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学

习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建

设，深入推进“满意机关”创建活动，努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事业发展环境。

（档案馆供稿）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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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也是全
国推进“十一五”规划建设的关键之年。学

校坚持“提升内涵，强化特色”的发展主题，

全面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全校各单位也在

各自的工作领域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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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宣传部组织“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十件大
事”评选活动，经过第一轮各单位申报和纸

质评选表评选、网站投票确定备选事件，再

经过二届二次党委会全体委员投票，最终确

定事件如下：

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学校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着眼事业科学发展，着力解决３个突出
问题，办好１０件大事和６件实事，圆满完成
学习实践活动各项任务，取得明显成效；以

活动为契机，大力实施科技服务企业的

“１８６３计划”，２００余名科研人员担任了地
方政府、行业、企业的咨询专家与顾问，组织

参加了１０余个行业技术联盟，与１７０余家
企业建立了产学研战略联盟，８０余支教授
服务团与企业对接，并成立多家研究院。

制度建设为学校的科学发展

提供了制度保证

　　学校按照继承、完善、创新的思路，全面
梳理、制定和修订各项规章制度。计划增

定、修订制度文件 １８２个，其中，新增定 ８５
个、修订９７个、废止文件５０个。目前，已讨
论审议通过的文件１５２个，正式行文发布实
施７４个，为学校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坚强的
制度保证。

江苏大学董事会成立

江苏大学董事会成立，以我校附院为核

心医院的江苏江滨医疗集团组建，这是我校

推进教育创新、实施开放办学战略的重要举

措，是学校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

志；江苏大学美国校友会和加拿大校友会分

别在华盛顿和多伦多成立，华盛顿报在次日

的头版头条予以报道，进一步扩大了我校在

海外的影响。

校第二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提出

创建“本科教学质量名校”的目标

　　由袁寿其研究员主持完成的“以‘４Ｃ能
力’为核心的流体机械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

创建与实践”、孙玉坤教授主持完成的“地

方高校电气类专业主要技术基础课程改革

与实践”和李萍萍教授主持完成的“构建复

合载体、强化工程能力、培养创新型工学研

究生”等３个项目，获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获奖数量达到国内同类

院校领先水平；王贵成教授领衔的“机械制

造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入选国家级教学团

队；学校召开第二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提

出了积极创建“本科教学质量名校”的

目标。

国家级科技奖项再创佳绩

由毛罕平、李萍萍教授等完成的“温室

关键装备及有机基质的开发应用”、杨继昌

教授等完成的产学研合作成果“节能环保型

球团链篦机关键制造技术及应用”两项目获

２００９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孙玉
坤教授作为第二成果人完成的“基于神经网

络逆的软测量与控制技术及其应用”获

２００９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校第二次科技工作会议谋划

科技工作新战略

　　学校召开第二次科技工作会议，全面谋
划科技工作新一轮发展的战略思路和举措。

２００９年学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６
项，与去年相比，项目数增长 ３６％，经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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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３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批５项，立项
率为１２％，显著高于全国平均立项率；张弛
教授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２００万资
助，这是我校连续第二年获批该基金；《排灌

机械》杂志进入美国工程索引（ＥＩ）数据库
收录。

国家级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

建设实现新突破

　　周明教授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施卫
东研究员、赵玉涛教授、张弛教授入选２００９
年度“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标志着我校在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培养和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实现新突破。

重大国际科技合作平台

建设实现新突破

　　由张弛教授领衔申报的中澳国际合作
重点项目及“中—澳先进光电分子功能材料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重大国际合作平台项

目，获得中国科技部和澳大利亚创新、工业

与科研部（ＤＩＩＳＲ）联合批准，实现了我校重
大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建设新突破。

校园文化活动成果显著

学校开展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６０周
年”系列文化活动，尤其是成功举办了“我

和我的祖国”大型互动歌会，学校获教育部

全国高校“祖国万岁”歌咏活动优秀组织

奖；学校参与拍摄的以陈静真实事迹改编的

电影《小城大爱》在我校隆重首映，并在中

央电视台及全国院线公映，为全国高校首

创；《飘舞的黄丝带》获江苏省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梅强教授、戴立玲教授

当选为江苏大学首届师德标兵。

　　学校荣获“全国就业工作先进
集体”称号

　　学校荣获“全国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成为教育部５０家就业工作先进典型学
校之一；在全国第十一届“挑战杯”中获佳

绩，共获得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３项、三等奖
１项，第三次捧得“优胜杯”；在第二届“节能
减排竞赛”中荣获全国特等奖；周明教授荣

获第六届“江苏青年五四奖章”；朱国锋同

学获“江苏省十佳青年学生”，学校连续 ６
年在该奖项中榜上有名。

（档案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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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名单

书　记：范　明
副书记：曹友清　姚冠新
常　委：范　明　袁寿其　曹友清

许化溪　孙玉坤　李萍萍
程晓农　姚冠新　田立新
陈　龙　李战军

校长、副校长名单

校　长：袁寿其
副校长：许化溪　宋余庆　孙玉坤

李萍萍　程晓农　姚冠新
田立新　陈　龙

校纪委书记、副书记名单

书　记：曹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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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郭礼华

中共江苏大学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毛罕平　田立新　刘凤英
刘东明　刘荣桂　许化溪　孙玉坤
苏益南　李战军　李洪波　李萍萍
闵　

!

　张济建　陈　龙　范　明
赵玉涛　姚冠新　袁寿其　高　鸣
梅　强　曹友清　韩广才　程晓农
路正南

中共江苏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许如民　吴向阳　沙志平　顾志伟
郭礼华　曹广龙　曹友清　喻　骏
薛志平

校党务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１．党委办公室
主　任：戈国元
副主任：夏益伟

戴叶林

２．纪委办公室
主　任：汤静霞

３．党委组织部
部　长：李战军
副部长：张　红

党　校
校　长：范　明
副校长：曹友清

姚冠新

李战军（常务）

４．党委宣传部
部　长：高　鸣
副部长：林新荣（２００９．０１．１１止）

王　征
张明平（２００９．０３．０４起）

新闻中心

主　任：高　鸣（兼）
副主任：王　征（兼）

５．党委统战部
部　长：毛国春

６．党委老干部部
部　长：李战军
副部长：陆朝元

钱秋源

７．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部　长：刘荣桂
副部长：沈　晨

８．党委学生工作部
部　长：李洪波
副部长：张九如（２００９．０１．２２止）

黄鼎友

庄　蕾
杨志春（２００９．０２．２０起）
陈文娟（２００９．０２．２０起兼）

９．党委保卫部
部　长：曹广龙
副部长：叶　伟

王国龙

王　宁

１０．党委人民武装部
部　长：曹广龙（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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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附属医院党委
书　记：沙志平
副书记：陈桂芳

附属医院纪委

书　记：陈桂芳（兼）

１２．机关党工委
书　记：顾志伟

１３．离退休教职工党工委
书　记：陆朝元

１４．机电总厂党总支
书　记：沈荣林
副书记：沈良钧

１５．后勤服务集团党总支
书　记：郑培钢
副书记：曹泽民

１６．图书馆党总支
书　记：刘红光
副书记：袁　润

１７．出版与杂志社党总支（２００９．１２．０４成立，原

出版社党总支撤销，原总支委员、书记、副书记自然免除）

书　记：吴明新（２００９．１２．０４起）
副书记：施　康（２００９．１２．０４起）

李锦飞（２００９．１２．０４起）

１８．医学部与临床医学院党委
书　记：朱　冬
副书记：朱立新

１９．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党总支
书　记：李　红

２０．农业工程研究院党总支
书　记：毛罕平
副书记：王新忠（２００９．０１．２２起）

２１．生命科学研究院党总支
书　记：陈克平

２２．工业中心直属党支部
书　记：许友谊（２００９．０９．０２止）

沈荣林（２００９．０９．０２起兼）

２３．职工医院直属党支部
书　记：赵明利

２４．附属学校直属党支部
书　记：卢金星

校行政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１．校长办公室
主　任：张济建
副主任：尹志国

全　力（兼）
徐　伟

２．保密办公室
主　任：戈国元（兼）
副主任：夏益伟（兼）

３．发展与对外联络办公室
主　任：全　力
副主任：朱　晏（２００９．０１．２２起）

４．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处　长（主　任）：骆　英
副处长（副主任）：李仲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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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人事处
处　长：韩广才
副处长：蒋国伟

张　虹
邵学军

人才交流中心

主　任：邵学军（兼）
副主任：杨轶新

６．监察处
处　长：郭礼华
副处长：顾志伟

７．审计处
处　长：许如民
副处长：嵇康义

彭绍进

８．财务处
处　长：姚木云
副处长：凌　斐

陈纪南

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主　任：陈纪南（兼）
副主任：黄爱华

９．教务处
处　长：王贵成
副处长：符永宏（２００９．０９．０２止）

冯　军
刘贤兴

许晓世

招生办公室

主　任：许晓世（兼）
副主任：高　峰

高教研究所

所　长：符永宏（兼）（２００９．０９．０２止）

冯　军（２００９．０９．０２起兼）

１０．科学技术与产业处
处　长：赵玉涛
副处长：余江南

毕勤胜

罗福强

杨敬江

１１．研究生处
处　长：施卫东
副处长：解幸幸

陆　杰

１２．学生工作处
处　长：李洪波
副处长：张久如（２００９．０１．２２止）

黄鼎友

杨志春（２００９．０２．２０起）
庄　蕾
陈文娟（２００９．０２．２０起兼）

１３．保卫处
处　长：曹广龙
副处长：叶　伟

王国龙

王　宁

１４．后勤管理处
处　长：苏益南（２００９．０９．０２止）

许友谊（２００９．０９．０２起）
副处长：陆云松

陈永清（２００９．０２．２０止）
朱华明（２００９．０２．２０起）
杨小平（２００９．０２．２０起）

１５．退休教职工管理处
处　长：钱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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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长：陆朝元

苏宏远

１６．基本建设处（２００９．０２．２０撤销）

处　长：苏益南（２００９．０２．２０止）
副处长：朱华明（２００９．０２．２０止）
总　工：杨小平（２００９．０２．２０止）

１７．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处　长：陈留平
副处长：朱思银

雷玉成

１８．医学部
主　任：李萍萍（兼）
副主任：朱　冬（兼）

郑金旭（常务副主任）

许文荣（兼）

刘东明（兼）

朱　夫（兼）
周伟明（兼）

校群团组织及负责人名单

１．工会委员会
主　席：许化溪
副主席：喻　骏（主持工作）

樊桂林

朱　琴

２．共青团委员会
书　记：李洪波
副书记：陈文娟

张　渊
杨道建（２００９．０３．０４起）

学院（部）及负责人名单

１．机械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刘凤英

副 书 记：莫纪平

院　　长：张永康
副 院 长：任乃飞

莫纪平

冯爱新

２．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葛如海

副 书 记：江浩斌

院　　长：蔡忆昔
副 院 长：陈昆山

王国林

江浩斌

３．工商管理学院
党委书记：周绿林

副 书 记：崔金贵

院　　长：梅　强
副 院 长：李锦飞（２００９．１２．０４止）

崔金贵

马志强

杜建国（２００９．１２．０４起）
４．财经学院

党委书记：吴麒麟

副 书 记：王恒根

院　　长：陈丽珍
副 院 长：王恒根

赵喜仓

孔玉生

５．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陈汇龙

副 书 记：石　祥
院　　长：杨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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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院 长：王　谦
王军锋

石　祥

６．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杨福庚

副 书 记：张伟杰

院　　长：周　明
副 院 长：杨福庚（兼常务）

周志平

刘　强
张伟杰

７．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刘国海

副 书 记：施爱平

院　　长：赵德安
副 院 长：施爱平

李正明

朱
"

秋

８．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周　俊
副 书 记：曲云进

院　　长：马海乐
副 院 长：姜　松

曲云进

黄星奕（２００９．１０．１４止）

９．环境学院
党委书记：吴春笃（２００９．０１．１１止）

张九如（２００９．０１．２２起）
副 书 记：黄勇强

院　　长：吴春笃（２００９．０１．１１止）
吴向阳（２００９．０１．１１起）

副 院 长：刘　宏
黄勇强

储金宇

１０．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石宏伟

副 书 记：朱利平

院　　长：鞠时光
副 院 长：鲍可进

王　刚
詹永照

朱利平

１１．理学院
党委书记：闵　

!

（２００９．０１．１１止）
王亚伟（２００９．０１．２２起）

副 书 记：王善民

院　　长：卢殿臣
副 院 长：王亚伟（２００９．０１．２２止）

王善民

冯志刚

王　军（２００９．０１．２２起）

１２．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党委书记：金丽馥（２００９．０１．２２起）
副 书 记：杨志春（２００９．０２．２０止）

陈永清（２００９．０２．２０起）
院　　长：董德福
副 院 长：杨志春（２００９．０２．２０止）

陈永清（２００９．０２．２０起）
梁爱民

吴晓峰

１３．法学院
党委书记：刘同君

副 书 记：夏　民
院　　长：刘同君（兼）
副 院 长：张先昌

高庆年

夏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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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化学化工学院
党委书记：吴向阳（２００９．０１．１１止）

闵　
!

（２００９．０１．１１起）
副 书 记：张成华

林新荣（２００９．０１．１１起）
院　　长：谢吉民
副 院 长：倪　良

朱卫华

张成华

林新荣（２００９．０１．１１起）

１５．临床医学院
院　　长：李萍萍（兼）
副 院 长：眭　建（常务）

朱立新

张尤历（兼）

蒋鹏程（兼）

毛　雨（兼）

１６．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薛志平

副 书 记：沈雪妹

院　　长：许文荣
副 院 长：沈雪妹

周　红
邵启祥

１７．药学院
党委书记：徐希明

副 书 记：赵　明
院　　长：徐希明
副 院 长：仰榴青

赵　明

１８．外国语学院
党委书记：王赛扬

副 书 记：季　兵
院　　长：（暂缺）

副 院 长：陈　红（主持工作）
陈卫平

张　瞞
季　兵
王保田

１９．艺术学院
党委书记：倪时平

副 书 记：谢志芳

院　　长：（暂缺）
副 院 长：张乾元

（主持工作，２００９．０９．０８起）
谢志芳

沙　强

２０．教师教育学院
党总支书记：李晓波

副　书　记：卜广庆
院　　　长：陈　林
副　院　长：卜广庆

２１．京江学院
党委书记：陈志刚

副 书 记：赵梅庆

院　　长：路正南
副 院 长：赵跃生

路　淼
朱伟兴

赵梅庆

２２．继续教育学院
党总支书记：高　翔
副　书　记：房德康
院　　　长：花银群
副　院　长：宗伯君

夏建如

房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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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院　　长：骆　英（兼）
副 院 长：高　静

２４．体育部
党总支书记：章　平
主　　　任：（暂缺）
副　主　任：李明学（主持工作）

卞康荣

校直属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１．图书馆
馆　长：卢章平
副馆长：刘　骥

刘红光（兼）

王维华

袁　润

２．档案馆
馆　长：沈　芳（２００９．０３．０４起）
副馆长：沈　芳（２００９．０３．０４止）

３．出版社
社　长：吴明新（２００９．１２．０４止）

李锦飞（２００９．１２．０４起）
副社长：芮月英（２００９．１２．０４起）

施　康（２００９．１２．０４止）
欧阳国庆（２００９．０１．２２起）

总　编：吴明新（２００９．１２．０４止）
芮月英（２００９．１２．０４起）

４．杂志社（２００９．１１．２４从出版社剥离，正处级建制）

社　长：吴明新
副社长：芮月英（２００９．１２．０４止）

施　康（２００９．１２．０４起）
徐红星（２００９．１２．０４起）

５．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主　任：许晓东
副主任：陈健美

６．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　任：施卫东
副主任：刘厚林

总　工：孔繁余

７．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主　任：谢　钢
副主任：李晓波

８．工业中心
主　任：高传玉
副主任：刘会霞

周建忠

任乃飞（兼）

９．科学研究院
院　　　长：程晓农（兼）
常务副院长：张　弛
副　院　长：杨敬江（兼）

１０．农业工程研究院（生物机电工程研究院，与农业工程

研究院“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院　长：毛罕平
副院长：李耀明

王新忠（２００９．０１．２２起）

１１．生命科学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陈克平

副　院　长：王文兵

１２．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主　任：唐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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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江苏大学常州工程技术研究院（２００９．０９．１１

成立，副处级建制）

院　长：程晓农（２００９．０９．０２起兼）
副院长：郭晨海（常务，２００９．０９．０８起）

１４．分析测试中心（２００９．０３．１６成立，挂靠科学研究院，

副处级建制）

副主任：嵇学林（２００９．０４．０８起）

１５．东海机械汽配研究院（２００９．０９．１１成立，正科级建制）

院　长：刘志强（２００９．１０．２６起）

１６．后勤服务集团
总 经 理：曹泽民

副总经理：郑培钢

潘志超

何新峰

黄跃才

１７．机电总厂（基础工程训练基地与机电总厂“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

厂　长：许友谊（２００９．０９．０２止）
高传玉（２００９．０９．０２起兼）

副厂长：马伟民

王维新

１８．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陈锦清

１９．附属医院
院　长：刘东明
副院长：张尤历

张建新

陈德玉

徐　玮

２０．附属学校
校　长：连　利
副校长：陶筱青

皮庆媛

２１．附属职工医院
院　长：兰魁田

（供稿：档案馆　审稿人：张　红）

调整和新增校党政常设非编

机构及人员名单

１．江苏大学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领导小组（２００９．０２．２６成立）

组　长：范　明（校党委书记
袁寿其（校长）

副组长：曹友清（校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

姚冠新（校党 委 副 书 记、副

校长）　
成　员：许化溪（副校长）

宋余庆（副校长）

孙玉坤（副校长）

李萍萍（副校长）

程晓农（副校长）

田立新（副校长）

陈　龙（副校长）
李战军（校党委常委）

办公室主任：曹友清（兼）

副　主　任：李战军　戈国元　张济建
组织组组长：李战军

秘书组组长：戈国元　张济建
宣传组组长：高　鸣
督察组组长：郭礼华

２．江苏大学岗位设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２００９．０５．１３成立，办公室挂靠人事处）

组　长：范　明　袁寿其
副组长：陈　龙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０８７



%&'()*

（２０１０）

戈国元　王贵成　田立新
孙玉坤　许化溪　宋余庆
张济建　李战军　李洪波
李萍萍　姚冠新　施卫东
赵玉涛　曹友清　程晓农
韩广才

办公室主任：韩广才（兼）

３．江苏大学岗位聘用相关工作组及委员会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成立）

一、教师岗位聘用工作组

组　长：范　明　袁寿其
成　员：曹友清　许化溪　宋余庆

孙玉坤　李萍萍　程晓农
姚冠新　田立新　陈　龙
韩广才　王贵成　赵玉涛
施卫东　毛罕平　张　弛
周　明

二、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组

组　长：程晓农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卢章平　刘荣桂　刘贤兴
许晓东　吴明新　陈留平
姚木云　高传玉

三、管理岗位聘用工作组

组　长：范　明　袁寿其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尹志国　李战军
李洪波　陈　龙　高　鸣
韩广才

四、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工作组

组　长：陈　龙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卢章平　许友谊　沈荣林
邵学军　郑培钢　高传玉
曹广龙　曹泽民

五、岗位聘用工作申诉委员会

主　任：许化溪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毛国春　周新云　陆朝元
顾志伟　谢　钢　喻　骏

六、岗位聘用工作监督委员会

主　任：曹友清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许如民　张　红　郭礼华
樊桂林

４．江苏大学年鉴编纂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９．０３．１１

成立）

组　长：陈　龙
副组长：张济建　戈国元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尹志国　王贵成　卢章平
吴明新　李战军　李洪波
沈　芳　苏益南　施卫东
赵玉涛　夏益伟　徐　伟
高　鸣　韩广才　鲁丹苹
戴叶林

办公室主任：沈　芳

５．江苏大学第一届研究生教育督导组
（２００９．０４．１３成立）

组　长：戴起勋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初　仇锦波　李光久
周孔亢　罗惕乾

６．公用房普查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９．０４．２４成立）

组　长：袁寿其　
副组长：陈　龙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贵成　张济建　李洪波
苏益南　陈留平　陈锦清
陆云松　姚木云　施卫东
赵玉涛　郭礼华　曹广龙
曹泽民　韩广才　喻　骏

办公室主任：苏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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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江苏大学中山校区置换工作领导小组
（２００９．０５．１４成立）

组　长：袁寿其
副组长：陈　龙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许如民　张济建　苏益南
姚木云　赵立强　郭礼华
曹泽民　喻　骏

办公室主任：赵立强（兼）

８．江苏大学继续教育网络课件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２００９．０７．１１成立）

组　长：许化溪　田立新
副组长：花银群

成　员：卜广庆　马志强　冯　军
刘贤兴　许晓东　任乃飞
李正明　李耀明　宗伯君

９．甲型Ｈ１Ｎ１流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２００９．０９．０７成立，办公室设在校职工医院）

组　长：袁寿其
副组长：宋余庆　姚冠新　陈　龙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卢金星　刘荣桂　许友谊
张济建　李洪波　赵明利
骆　英　高　鸣　曹广龙
曹泽民

办公室主任：赵明利（兼）

１０．江苏大学董事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２００９．０９．１６成立）

组　长：范　明
副组长：袁寿其　孙玉坤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王贵成　全　力
许友谊　张济建　李洪波
姚木云　施卫东　赵玉涛
高　鸣　曹广龙　曹泽民

办公室主任：全　力

副　主　任：朱　晏
秘书组组长：戈国元

副　组　长：尹志国　戴叶林
会务及接待组组长：张济建　
副　组　长：夏益伟　徐　伟
宣传组组长：高　鸣
副　组　长：张明平
后勤与安全保障组组长：曹广龙

曹泽民

１１．甲型Ｈ１Ｎ１流感防控工作指挥部（２００９．０９．１７

成立）

总 指 挥：袁寿其

副总指挥：宋余庆　姚冠新　陈　龙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卢金星　刘荣桂　许友谊
张济建　李洪波　赵明利
骆　英　高　鸣　曹广龙
曹泽民

办公室主任：赵明利

医疗救治组组长：兰魁田

疫情控制组组长：赵明利

信息收集组组长：徐　伟
后勤保障组组长：许友谊　曹泽民
安全保卫组组长：曹广龙

１２．江苏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２００９．１０．２６成立，办公室挂靠职工医院）

组　长：袁寿其
副组长：宋余庆　陈　龙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贵成　卢章平　许友谊
许晓东　张济建　李明学
李洪波　赵明利　骆　英
高　鸣　曹广龙　曹泽民
喻　骏　谢　刚

办公室主任：赵明利

副主任：景顺荣　张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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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江苏大学“挂县强农富民工程”领导
小组（２００９．１１．０９成立，办公室挂靠科技处）

组　长：李萍萍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海乐　毛罕平　陈克平
李萍萍　施卫东　姚木云
赵玉涛　韩广才　高　鸣

办公室主任：赵玉涛（兼）

１４．江苏江滨医疗集团理事会、监事会
（２００９．１２．０３成立）

理 事 长：李萍萍（江苏大学副校长）

副理事长：朱金生（镇江市政府副秘

书长）

许黎明（镇江市卫生局副

局长）

刘东明（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院长）

沙志平（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党委书记）

理 　 事：谈沁磊（镇江市发改委副

主任）

孙广平（镇江市财政局副

局长）

封汉桥（镇江市劳动保障局

副局长）　
韩广才（江苏大学人事处

处长）　
姚木云（江苏大学财务处

处长）　
周绿林（江苏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党委书记）

尹志国（江苏大学校长办公

室副主任）

金彩曦（解放军第三五九医

院政委）

周荣富（镇江市中医院党委

书记）

徐荣庆（镇江市第三人民医

院党委书记）

赵　慧（镇江市京口区卫生
局长）

于卫东（镇江市润州区卫生

局长）

傅忠宇（镇江市丹徒区卫生

局长）

孙炳伟（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烧伤科主任

监 事 长：李照金（镇江市卫生局局长）

监 　 事：许如民（江苏大学审计处

处长）　
陈桂芳（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纪 委 书 记、工 会

主席）

黄筱燕（镇江市第三人民医

院组织人事科科

长、纪委委员）

徐华琴（镇江市中医院工会

主席、纪委委员）

１５．江苏大学校史馆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２００９．１２．２１成立，挂靠宣传部）

组 长：姚冠新

副组长：高　鸣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戈国元　尹志国　全　力
许友谊　沈　芳　陆朝元
金树德　姚木云　倪时平

办公室主任：王　征
副主任：何　炜

校工会委员会委员名单

主　席：许化溪
副主席：喻　骏　殷荷生　朱　琴
委　员：王绍娟　皮庆媛　刘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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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蕴梅　许湘琴　李文元
张九如　陈锦清　林　庆
季　兵　周新云　施　康
姜　哲　贾明权　徐文芹
凌智勇　章　平　嵇学林
樊桂林

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委员名单（２００９．０３．１７调整）

　　顾　问：秦长安　钱　前　郭　骅
高宗英　张开明　张世伟
李敦昌　金瑞祺　仇锦波
虞　健　吴守一　庄　超
仇锦堂

主　　　任：金树德
常务副主任：姚冠新

副　主　任：张　弼　黄来生　王俊义
李国文　陆一心　金瑞祺

秘　书　长：陆朝元
副 秘 书 长：李金伴　孙正和　杨秀繁

吴一明

常 务 委 员：金树德　姚冠新　张　弼
黄来生　王俊义　李国文
金瑞祺　陆一心　陆朝元
李金伴　吴一明　孙正和
杨秀繁　李洪波　王光亮
刘荣桂　彭玉莺　丁　玲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广庆　丁　玲　丁琴妹
王丽敏　王德海　王俊义
王祖梅　王光亮　王善民
王　征　王恒根　戈国元
方如明　仇锦波　冯德生
石庆生　石　祥　卢金星
皮庆媛　申屠淼　兰魁田
庄寿康　庄　超　江浩斌
刘荣桂　曲云进　孙正和

朱慎行　朱立新　朱利平
阳名沅　苏　虹　杨仪贞
杨志春　杨秀繁　李洪波
李战军　李敦昌　李金伴
李国文　李光久　李明学
沈雪妹　邱少贤　张　弼
张伟杰　张世芳　张银秀
张成华　陆一心　陆朝元
陈序东　陈嘉真　陈斌春
陈浩然　陈　洁　陈金华
季　兵　郎黔山　房德康
金树德　金中豪　施爱平
赵梅庆　赵文华　赵　明
洪清池　钟瑜荪　姚冠新
查杰民　钱聿肇　高行方
高　鸣　莫纪平　夏　民
黄来生　黄勇强　崔金贵
韩　冰　彭玉莺　喻　骏
程庆澜　谢　钢　谢志芳
谢永泉　魏元江

办公室秘书：刘青山

（档案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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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职工在国家、省、市、区

人大、政协任职情况

人大代表

全 国 人 大 代 表：姜　哲
江苏省人大代表：范　明　袁寿其
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卢章平

镇江市人大常委：吴建农

镇江市人大代表：余江南

京口区人大常委：刘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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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口区人大代表：陈丽珍　李君荣
王晓明

政协委员

全 国 政 协 委 员：宋余庆

江苏省政协常委：王贵成

江苏省政协委员：卢章平　陈昆山
郑金旭　施卫东

镇江市政协副主席：宋余庆

镇江市政协常委：王贵成　陈昆山
胡　兴　薛　玉

镇江市政协委员：宋余庆　王贵成
陈昆山　张琪安
李伯全　孙　平
毛国春　朱伟兴
蔡国梁　陈卫平
盛　平　陈吉祥
董德福　赵杰文
刘东明　仰榴青
胡　兴　薛　玉
李长生　郭小平
赵建忠　何　仁
周新云　邱白晶
董　洁　谢江宁
徐　亮　陈健美
李耀明　朱荣生

京口区政协常委：芮月英

京口区政协委员：肖寿华　芮月英
王保田　许晓世
王国林

润州区政协常委：乔庆晨

学校教职工在民主党派中央、

省、市级组织任职情况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民革中央委员：宋余庆

民革江苏省委副主委：宋余庆

民革镇江市主委：宋余庆

民革镇江市委委员：闫永胜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民盟江苏省委常委：陈昆山

民盟镇江市主委：陈昆山

民盟镇江市委常委：李伯全

民盟镇江市委委员：张琪安　李君荣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

农 工 党 中 央 委 员：郑金旭

农工党江苏省委委员：郑金旭

农工党镇江市副主委：郑金旭

农工党镇江市委委员：孙　平
薛　玉

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

致公党江苏省委常委：卢章平

致公党镇江市主委：卢章平

致公党镇江市委委员：陈卫平

九三学社

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常委：王贵成

九三学社镇江市主委：王贵成

九三学社镇江市委委员：施卫东

乔庆晨

邵红红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

民进镇江市副主委：李耀明

民进镇江市委委员：邱白晶

学校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及成员数

民盟江苏大学委员会

主　委：李伯全
副主委：陈祖爵　李君荣　卞新国
委　员：朱　娜　钱兆华　张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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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建平　何　仁　陈吉祥
周莲英　沈小平　郎黔山

委员会下设６个支部，共有成员１５８人

九三学社江苏大学委员会

主　委：施卫东
副主委：司乃潮　朱伟兴　芮月英

张子房

委　员：侯素娟　殷恒波　姚　勤
委员会下设５个支社，共有成员１１３人

农工党江苏大学委员会

主　委：孙　平
副主委：余良杰　薛　玉　吴建农
委　员：许燕萍　金　洁　王国栋

委员会下设３个支部，共有成员６４人

致公党江苏大学总支部委员会

主　委：陈卫平
委　员：王钟羡　高东冬　谢　荣

李长生

总支下设２个支部，共有成员２５人

民革江苏大学总支部委员会

主　委：周宏图
副主委：陈健美

委　员：郭建伟　谢　军　谢　佳
总支下设２个支部，共有成员２２人

民进江苏大学支部委员会

主　委：李耀明
副主委：邱白晶

委　员：董　洁
支部共有成员１２人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我校共有成员３人

学校教职工在市、校侨联、

台谊会任职情况

镇江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常　委：邵学军

江苏大学归国华侨、侨眷联合会

主　席：赵杰文
副主席：邵学军

秘书长：汤静霞

委　员：尹美英　许　燕　孙高灿
潘伟建

江苏大学台胞眷属联谊会

会　长：郑　铭
副会长：谢　佳

学校教职工在省、市、校无党派人士

（知识分子）联谊会任职情况

江苏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常务理事：姜　哲
理　事：余江南

镇江市无党派人士联谊会

顾　问：姜　哲
副会长：余江南

理　事：冯志刚　仰榴青　李昌烽
欧忠平

江苏大学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

顾　问：姜　哲
理事长：余江南

副理事长：高传玉　仰榴青　冯志刚
秘书长：冯志刚（兼）

理　事：陈　红　李昌烽　欧忠平
胡　兴

（撰稿人：庄小金　审稿人：王赛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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