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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２００９年，人事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拔尖人才、领军人物培养和引进为重点，

以岗位设置聘用为契机，以“国字头”品牌

建设工程为目标，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注重具体工作落实，取得了显著成绩。

【“杰出人才工程”取得突破】　经过多轮严
格评审，我校周明教授正式入选“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这是我校首位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也是江苏省省属高校中通过自主申报并

通过评审的第一个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２００９年我校推荐的３名“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候选人全部入选，由此

我校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由

原来的４人增加到现在的７人。２００９年１
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４人入选
省“３３３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３人
获省“３３３工程”科研项目资助；新增省“六
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资助对象８人。上
述成绩的取得标志着我校在２００９年高层次
人才工程上又一次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

【“拔尖人才培养工程”扎实推进】　围绕学
校“提升内涵、强化特色”发展主题，为加强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学校投资数千万元资

助的“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全面落实推进，

相关跟踪服务和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大力

鼓励和支持“工程”人选通过竞争承担国家

重大科研工作和科研项目，申报国家级重大

奖项，同时为他们营造良好、宽松的事业环

境，为他们潜心钻研，提高业务水平提供必

要的物质条件和后勤保障。

【“双百计划”全面完成】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底，全校共引进各类人才１２６人（不含附
属医院），其中具有博士学位１０４人，具有正
高职称１０人。引进人才的数量和层次较上
一年有较大提高，师资队伍结构进一步优

化；２００９年学校共选派１４０名（其中博士后
３９人、博士６１人、硕士１５人、公派出国访学
进修２５人）政治素质好、道德品质优、发展
潜力大、创新精神强的中青年教师、科研骨

干到国内、境外知名高校或研究机构攻读学

位、进修深造、合作研究和访问交流。“双百

计划”得到全面落实。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公开透明】　在专业技术
职务评审过程中，准确把握政策与标准，材料

审核、岗位设置无差错，始终坚持公开、公正、

公平操作，各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顺利完

成。２００９年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共有２３６
人，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２５３人。经过学校
和省教育厅等相关部门组织评审，２００９年共有
３７１人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其中正高职
２３人，副高职１０６人，中职２４２人。师资队伍
的结构和比例更趋合理完善。

师资队伍

２００９年新增教授
（含其他系列正高级职称）

　　郭建伟　过红明　黄永辉　陆益龙
任国庆　梁月香　史爱珍　甘　泉
阴　晴　任晓霏　和卫星　徐桂芳
陆荣柱　郑　宏　晏　立　华希俊
张　洁　江浩斌　陈志刚　汤　东
王文兵　王　洋　王新坤　张永忠
史挥戈

２００９年新增副教授
（含其他系列副高级职称）

　　丁　明　钱粉红　吴　蔚　张德厚
朱　颖　曹松梅　巴　荣　陈跃华
毛朝明　徐永中　陈忠萍　王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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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锁斌　夏文祥　杜惠芳　陈海波
李芳林　赵　明　宫宝芝　王武年
曹　辉　李新朝　林　健　束金星
万雪梅　张明权　张　净　康　灿
徐　斌　王　勇　蒋俊明　李　丽
李　　张　华　宋晓平　朱荣平
夏昌坤　赵如金　韩晓红　孙瑞清
车力龙　贾俊海　陈红霞　张业旺
李国昊　李文鹣　李文元　刘石柱
戴亚春　付永忠　侯永涛　鲁金忠
罗开玉　王宏宇　姚辉学　姜顺明
汪若尘　嵇小辅　贾洪平　徐雷钧

蔡　涛　毛启容　谢　军　周从华
宋新平　曹顺生　陈彩凤　李桂荣
王安东　王宏明　吴春霞　吴鸽平
尹必峰　陈全胜　崔凤杰　赵　谦
王　权　付为国　贾卫东　刘继展
汤　跃　杨敬江　叶晓琰　王晓宁
舒和庆　徐红兵　刘叶飞　周晓霞
蔡雨沁　倪荣臻　徐道银　王　征
杨志春　王玉忠　汪云香　薛　玉
阴　晴　殷瑞根　单秀红　党胜春
黄永辉　张建新　何承志　吴荣芳
李美兰　马伟民　戴海浪

２００９年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

学科名称 导师姓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学科名称 导师姓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机械电子工程 李伯全

机械设计及理论 张西良

车辆工程 江浩斌

材料学 沈小平

农业机械化工程 胡建平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刘星桥

环境工程 孙建中　邱凤仙

临床检验诊断学 王胜军　严金川　张尤历

管理科学与工程 周绿林

２００９年新增硕士生指导教师

学科名称 导师姓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学科名称 导师姓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　丽

国际贸易学 赵　明　陈海波

统计学 李芳林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张　华　姜　涛

思想政治教育 陈　悦

高等教育学 曹　辉

无机化学 吕晓萌　刘春波

物理化学 夏昌坤

生态学 付为国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张晓芳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宏宇　朱云明　戴亚春

机械电子工程 王　权

机械设计及理论 鲁金忠　袁　浩

车辆工程 汪若尘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罗开玉

材料学
王安东　宋浩杰　陈彩凤
孟献丰　唐丽永　曹顺生

材料加工工程 陈希章　贾志宏

钢铁冶金 王宏明　霍向东

有色金属冶金 李桂荣

热能工程 王迎慧

动力机械及工程 尹必峰　梅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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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 导师姓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学科名称 导师姓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流体机械及工程 杨敬江　康灿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莫付江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贾洪平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杨利霞

通信与信息系统 王洪金

信号与信息处理 孙　俊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嵇小辅

系统工程 王秀红

计算机系统结构 蔡　涛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周从华

计算机应用技术
毛启容　陈健美
盛　平　曾兰玲

应用化学 赵　谦　郝　臣

农业机械化工程 刘继展　贾卫东

农业生物环境与

能源工程
朱咏莉

环境工程 赵如金　韩建刚

生物医学工程 王芳群

食品科学 张海晖　徐　斌

农产品加工及

贮藏工程
何荣海　陈全胜　崔凤杰

内科学 袁国跃

外科学
朱建民（外）　步雪峰
孟凡文（外）　党胜春

肿瘤学 钟锡明

药剂学 李凤前

生药学 张业旺

中药学 韦英杰　彭蕴茹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宋新平

企业管理 李文元　李文鹣　李国昊

技术经济及管理 冯楚建（外）

２００９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张　弛

２００９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周　明

２００９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

施卫东　赵玉涛　张　弛

２００９年入选江苏省“３３３工程”
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

　　符永宏　江浩斌　钱　晖　邹小波

２００９年新增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高层次人才资助对象

　　孙建中　卢殿臣　王昌达　石宏伟
刘厚林　王　忠　杨　娟　周建忠

２００９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

序号 姓名 留学专业 留学国别

１ 李遇梅 生物医学工程 美国

２ 韩　飞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新加坡

３ 高建民 农业机械化工程 美国

４ 胡永光 农业生物环境 日本

５ 胡　杰 材料学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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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获得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项目人员

序号 姓名 留学专业 留学国别

１ 王　云 功能基因组学与蛋白组学 英国

２ 陈全胜 食品工程与深加工技术 美国

３ 尹建军 农业机械化工程 加拿大

４ 张锡凤 材料化学 美国

５ 焦志军 免疫学 澳大利亚

６ 毛卫强 英语语言文学 英国

７ 朱乃平 会计学、财务管理 美国

专项课题组

骆　英

许伯强

孙保仓

陈彩凤

压电纤维复合材料有序生长制备技术及智能

驱动／传感器件 美国

（撰稿人：王玉华　审稿人：周国华）

表彰与奖励

教职工个人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获表彰奖励的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兰登明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先进个人 镇江市纪委 ２００８．１２．１５

周亚平　孙炳伟 江苏省卫生行业“百名医德医风标兵” ２００９．０１．１０

徐　玮 个人嘉奖 镇江市公安局 ２００９．０２．０５

夏　青　陈　霞
黄　大　张　辑 镇江市五一技术标兵 镇江市总工会 ２００９．０２．２７

张尤历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总工会 ２００９．０４

王晓明 镇江市五一劳动奖章 镇江市总工会 ２００９．０４

夏　民 我说廉洁征文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０９．０４．１７

刘荣桂 我说廉洁征文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０９．０４．１７

路　欣 给领导干部一封信征文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０９．０４．１７

田　园 廉洁文化漫画类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０９．０４．１７

肖　晨 廉洁文化影视广播类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０９．０４．１７

邹小波 江苏省新长征突击手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０９．０５．３１

李萍萍 第一届中国生态学学会先进工作者 中国生态学学会 ２００９．０７

赵杰文 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
中华全国归侨侨眷联合

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２００９．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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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表彰奖励的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张宜斌 第四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优秀个人 中国技术市场协会 ２００９．０８

赵跃华
２００９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优秀指导教师

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

安全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２００９．０８．１８

李　红 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妇联 ２００９．０９

陆一心 镇江市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镇江市老干部局 ２００９．０９

梅　强 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０９

金树德 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江苏省委组织部

江苏省老干部
２００９．０９．２０

周　成 江苏省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０９．１０

任建波 江苏省高校校报工作先进个人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

高校校报研究会
２００９．１０

陆一心 镇江市十大杰出科普人物 ２００９．１０．２２

胡永光
江苏省“送科技下乡　促农民增收”

优秀科技特派员

中共江苏省委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

江苏省科技厅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２００９．１１

周　明 江苏省五四青年奖章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２００９．１１

李国文 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１１．１９

金树德 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奖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１１．１９

范　明 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奖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１１．１９

刘青山 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中共江苏省高校工委

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１１．１９

施卫东 先进个人 九三学社江苏省委 ２００９．１２

陈健美　谢　军
谢　佳　蔡惠芳
周润源　壮广梅

２００９年度先进党员 民革镇江市委 ２００９．１２

周宏图 ２００９年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民革镇江市委 ２００９．１２

陈永清 省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
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１２

钟家宝 江苏省留学生保险先进个人 省留学生管理协会 ２００９．１２

丁金彦 江苏省外国留学生管理先进个人 省留学生管理协会 ２００９．１２

２５７



'()*+,

（２０１０）

续表

获表彰奖励的个人 获表彰奖励的称号 授表彰奖励的单位 授奖时间

许晓东 江苏省现代教育技术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０９．１２．２１

陈健美 ２００９年度先进党员 民革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０９．１２．３０

连　利 ２００９年度优秀盟员 民盟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１０．０１．２１

教职工个人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１．获奖名称：江苏大学首届教学名师奖
获奖人员：戴起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戴立玲（机械工程学院）

成　立（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０６．１９

２．获奖名称：江苏大学师德标兵
获奖人员：梅　强　戴立玲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０９．０９

３．获奖名称：江苏大学“三育人”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

马海乐　王旭青　戈延茹　左　然
石春玲　兰魁田　冯　勇　吕国忱
朱茂桃　刘会霞　刘红光　闫　述
许　潇　孙　平　李伯全　李建康
苏欣欣　吴立平　余　悦　谷俊侠
张　虹　张晓阳　陈　红　陈树人
陈晓平　邵应清　武自钦　林　健
周　明　赵　玲　赵不贿　赵跃生
侯建民　施卫东　顾正彤　倪敏强
徐文学　郭仁惠　谈建俊　曹　辉
梅　强　眭　建　谢吉民　鲍可进
谭小力　潘永中　戴立玲　魏志晖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０９．０９

４．获奖名称：优秀共产党员
获奖人员：

张西良　谢　俊　王　忠　王若平
刘彬霞　杨敏官　潘剑锋　王雷刚
杨　娟　杨年法　谭延良　康　梅
赵不贿　刘群东　徐　斌　齐　明
朱红力　闫　述　鲍可进　肖　文
赵跃华　张文莉　刘　华　杜建国
李文元　贡文伟　周以林　代宝珍
杨丽丽　潘　俊　张　静　李芳林
刘　洁　殷朝峰　罗彩凤　龚爱华
朱　伟　欧阳臻　孙保苍　常海虹
高安娜　孙　梅　金丽馥　徐光萍
张洪阳　张　瞞　刘红伟　张　杰
石　峰　郑可春　陈志刚　骆剑峰
范艳华　方　元　张世兵　张东萍
刘厚林　石　莉　徐立章　楼书芬
吴敏莉　陆一心　李玲玲　卜　斌
朱锦堂　笪远毅　李国文　陈斌春
陈序东　林　伟　高行方　丁　伟
甘　泉　黄贤凤　金许洪　刘东明
吕书红　孙炳伟　孙　浩　孙　涛
陈忠萍　徐红星　孙后军　杜圣庆
李　琦　许　兵　江永华　李志红
周国华　谢　钢　王　祥　贾敬远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０７．１０

５．获奖名称：优秀党务工作者
获奖人员：

刘凤英　凌智勇　肖　莉　江浩斌
陆　蓉　董晓言　张吉勇　刘国海
陈英军　杨泽斌　周　俊　黄勇强
陈洪香　韩晓茹　吴云龙　崔金贵

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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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缨　王恒根　朱立新　薛志平
殷　瑶　王善民　朱荣平　李明宇
高启华　耿华昌　任晓霏　邵元生
谢志芳　倪鸿燕　周西安　房德康
吴国清　苏　虹　沙志平　严　翎
郭以建　金　辉　沈良钧　施正福
周建忠　冯　军　杨敬江　戴叶林
顾志伟　赵兴联　张明平　庄小金
付　刚　刘正欣　黄忠来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０７．１０

６．获奖名称：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年江苏大学优
秀班主任

获奖人员：

潘金彪　沈春雨　吴伟光　石昌瑞
张西良　盘朝奉　袁朝春　刘勺华
钱卫东　尹必峰　马金麟　杜家益
陈　钰　于海群　张　墨　吴鸽平
徐荣进　张松利　吴春霞　诸德宏
张新华　孙　俊　杨泽斌　孔　娃
陈洪香　单田华　周从华　朱　方
王　勇　曹金星　夏昌坤　吕　翔
任　峰　陈　谦　龚爱华　许　潇
张　篧　程建军　张海方　乔　正
殷　瑶　刘瑞江　魏志祥　蒋俊明
文剑英　杭　慧　张有德　倪　华
张法玲　吴卫国　高安娜　徐　晶
刘红光　钱丽娟　史日丽　吴　莉
沈　洁　张书凤　周　辉　谢　刚
熊　强　王国栋　李明珠　黄黎清
郑　洁　窦维薇　肖　晨　沈　进
刘志梧　吕　白　陈海波　顾建萍
赵　南　俞　燕　刘　伟　王　健
陈　曼　刘建和　张　进　道　丽
魏　东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１２．２１

７．获奖名称：２００９年度江苏大学优秀辅
导员

获奖人员：

肖　莉　张黎明　杨　建　董晓言
刘　庆　王训兵　杨　雨　何晓萍
刘红伟　邹时建　王玉忠　全晋春
王兆华　李品玉　贡崇颖

８．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０９年大学生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

指导教师

获奖人员：

石昌瑞　杨　建　胡　磊　张吉勇
张　怡　吕　霞　许　雷　杨　雨
宋晓平　杨春峰　刘红伟　宣　言
王海军　蒋　豪　蔡　静　汤晓雯
周慧莲　赵　明　何晓萍　王　斌
全晋春　魏　东　刘正欣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１２．０７

９．获奖名称：２００８年度中层干部考核优秀
人员

获奖人员：

王贵成　戈国元　毛罕平　卢章平
兰魁田　朱立新　朱利平　仰榴青
刘凤英　刘东明　刘会霞　刘国海
刘厚林　汤静霞　许友谊　许晓东
杨志春　杨敬江　苏益南　李战军
李洪波　李晓波　闵　窻　沙志平
张　弛　张　虹　张　瞞　张伟杰
张济建　陈汇龙　陈克平　周　红
赵喜仓　施卫东　姜　松　高　鸣
梅　强　黄勇强　曹广龙　曹泽民
嵇康义　喻　骏　谢吉民　路正南
蔡忆昔

获奖时间：２００９．０３．２７

（撰稿人：王玉华）

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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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基本情况
单位：人

编
　
号

教　职　工　数 另有其他人员

计

校本部教职工

计
专任

教师

行政

人员

教辅

人员

工勤

人员

科研

机构

人员

校办

企业

职工

其他附

设机构

人员　

聘请

校外

教师

离退

休人

员　

附属中

小学幼

儿园教

职工　

集体

所有

制人

员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合计：总计 ０１ ４７８５ ３２９３２００５ ４２８ ３８０ ４８０ １０８ １２４ １２６０ ２９０１６９２ ７２ ８５

　　其中：女 ０２ ２１３１ １２７６ ７６６ １８６ １７６ １４８ ２０ ２１ ８１４ １４０ ８４３ ６０ ２９

　　　正高级 ０３ ３７６ ２９４ ２９４ ２３ ５９ ８１ １９３

　　　副高级 ０４ ９５１ ７２８ ５６７ ８０ ８１ ３０ ８ １８５ １２５ ４９５ １３

　　　中　级 ０５ １９３１ １３４４ ８５２ ２４８ ２２９ １５ ４０ １４ ５３３ ６２

　　　初　级 ０６ ６３３ ２８８ １４８ ５８ ４１ ４１ ２ ２０ ３２３

　　　无职称 ０７ ８９４ ６３９ １４４ ４２ ２９ ４２４ １３ ８２ １６０ ２２

其中聘任制：小计 ０８

　　其中：女 ０９

　　　正高级 １０

　　　副高级 １１

　　　中　级 １２

　　　初　级 １３

　　　无职称 １４

教职工其他情况

单位：人

编号 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 民主党派 华　侨 港澳台 少数民族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教职工中 ０１ ２１７８ ３８８ ２５１ ６８

　　其中：女 ０２ ８７５ ３１３ ９１ ３２

专任教师中 ０３ １４８９ １１ ２１３ ３３

　　其中：女 ０４ ６５７ ５ ６４ １４

（供稿人：沈　芳）

２６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