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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委［２０１０］５０号：《关于柴顺根同志免职的通知》　／００３
苏委［２０１０］１３９号：《关于孙玉坤、陈小虎同志职务调整的通知》　／００３
苏委［２０１０］１４０号：《关于孙玉坤、陈小虎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００４
苏委［２０１０］１４１号：《关于孙玉坤同志免职的通知》　／００４
苏委［２０１０］４１２号：《关于冯振卿同志试用任职的通知》　／００５
苏委［２０１０］４１３号：《关于冯振卿同志任职的通知》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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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校党委书记范明在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乘势而上攻坚克难　着眼长远科学谋划　为全面实现“十一五”各项目标

而努力奋斗　／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７日校长袁寿其在二届四次教职工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团结拼搏　克难奋进　为全面完成“十一五”事业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　／０１４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８日校党委书记范明在二届四次教职工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
讲话　／０２６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４日校党委书记范明在２０１０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０３０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２日校党委书记范明在江苏大学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动员大会上的
讲话　／０３４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９日校长袁寿其在新学期干部教师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咬定目标　奋力冲刺　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０３７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９日校党委书记范明在新学期干部教师大会上的讲话　／０４５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０日校党委书记范明在江苏大学第二次学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０４９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０日校长袁寿其在江苏大学第二次学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创新思路　落实举措　努力在新的起点上开创学生工作新局面　／０５３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９日校长袁寿其在江苏大学首次国际化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加快国际化工作步伐　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　／０６３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９日校党委书记范明在江苏大学首次国际化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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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７７
江苏大学“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　／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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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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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

２０１０
-./6$78

　／１０６
科学谋划学校“十二五”事业发展　／１０６
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　／１０６
科技工作实现新跨越　／１０６
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再上台阶　／１０７
教学改革、质量工程建设深入推进　／１０７
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保持在全省高校先进行列　／１０７
学校全面推进国际化工作　／１０７
开放办学工作卓有成效　／１０７
学生工作又创佳绩　／１０７
基础建设呈现新面貌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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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７
校党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名单　／１０７
校长、副校长名单　／１０８
校纪委书记、副书记名单　／１０８
中共江苏大学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１０８
中共江苏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１０８
校党务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１０８
校行政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１１０
校群团组织及负责人名单　／１１１
学院（部）及负责人名单　／１１１
校直属机构及负责人名单　／１１４
调整和新增校党政常设非编机构及人员名单　／１１５
校工会委员会委员名单　／１１９
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名单　／１２０

./AB2CDE@7F1GFHI0JK;<LBMN

　／１２０
学校教职工在国家、省、市、区、人大、政协任职情况　／１２０
学校教职工在民主党派中央、省、市级组织任职情况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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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及成员数　／１２１
学校教职工在市、校侨联、台谊会任职情况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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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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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５
综述　／１２５

9:23

　／１２６
综述　／１２６
党组织基本情况一览　／１２８
党员基本情况一览　／１２９

XYSZ[23

　／１２９
综述　／１２９
２０１０年校外各级媒体宣传报道学校的稿件题录　／１３３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电视台专题片目录　／１５９

\]23

　／１６０
综述　／１６０
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情况　／１６１

^_`23

　／１６２
综述　／１６２
离休干部情况一览　／１６４

ab23

　／１６４
综述　／１６４

cdAef@Hghi23

　／１６６
综述　／１６６

jk23

　／１６７
校工会、教代会综述　／１６７
２０１０年教职工活动一览　／１７１
共青团工作综述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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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大学生活动一览　／１７５
关心下一代工作综述　／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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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１
普通本科教育　／１８１
综述　／１８１
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１８４
国家级特色专业　／１８６
国家级精品课程　／１８７
省级品牌专业　／１８７
省级特色专业　／１８７
省级精品（优秀）课程　／１８８
省级优秀课程群　／１９１
校级品牌专业　／１９１
校级特色专业　／１９２
校级精品课程　／１９３
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１９３
入选省级精品及立项建设教材　／１９４
国家级、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１９５
入选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项目　／１９６
校外实习单位、实习基地　／１９７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获江苏省优秀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２０２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优秀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２０２
２０１０年在校本科生人数　／２０７
２００９级学生第四学期末江苏省（或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累计通过情况　／２０８
２００９级学生第四学期末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累计通过情况　／２０８

民办本科教育　／２０９
京江学院（独立学院）综述　／２０９
２０１０年京江学院专业、在校学生数　／２１１

继续教育（成人教育）　／２１３
综述　／２１３
校成人高等教育本科专业　／２１４
校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２１５
校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课程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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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１：函授、夜大、脱产、自学考试助学班学生数　／２１５
附２：自考助学各专业在校学生数一览表（２０１０年）　／２１６
附３：自考助学各专业在校学生数一览表（２００９年）　／２１６
附４：函授站（点）分地区统计情况　／２１７

改革与创新　／２１９
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２１９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２１９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２２０
２０１０江苏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　／２２５

nopAe

　／２２６
综述　／２２６

博士后工作　／２２８
２０１０年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情况　／２２８
２０１０年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情况　／２３１
２０１０年博士后研究人员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２３１
２０１０年博士后研究人员获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　／２３２

研究生教育工作　／２３３
２０１０年招收全日制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情况　／２３３
２０１０年录取非学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情况　／２３４
２０１０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２３４
２０１０年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２３４
２０１０年获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２３４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２３５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２３５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第五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主要活动　／２３７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研究生“导师讲坛”校级系列活动　／２３８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研究生沙龙”系列活动　／２３９

改革与创新　／２４５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２４５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　／２４７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２４８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　／２４８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优秀基地　／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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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江苏省博士研究生学术论坛名单　／２４８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　／２４９

q.pAe

　／２４９
综述　／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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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３

m.rs

　／２５６
２０１０年通过鉴定（评审）的科研项目　／２５６
２０１０年科技项目（成果）获奖情况　／２６０
２０１０年获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立项情况　／２６３
２０１０年各类项目立项统计表（自然科学类）　／２７８
２０１０年教师出版著作（译著）一览　／２８１
２０１０年出版基金资助出版专著一览　／２８３
２０１０年获得授权专利情况　／２８４
２０１０年发明专利申请　／２８４
２０１０年实用专利申请　／２８４
附１：２００９年获得授权专利情况　／２８４
附２：２００９年发明专利申请　／２８４
附３：２００９年实用专利申请　／２８４
各类技术合同统计　／２８４

mntu

　／２８５
省级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概况　／２８５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概况　／２８５
国际合作平台　／２８６

v.ntuSwxyz{|

　／２８６
２０１０年校外新建研究院及研究中心一览　／２８６

.s}~

　／２８７
自然科学学术交流情况　／２８７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交流情况　／２８７
论文发表及被收录情况　／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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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８
综述　／２８８
江苏大学全资、参股企业一览表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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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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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３
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　／２９３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２９５
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　／２９６
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　／２９７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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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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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６
２０１０年新增教授（含其他系列正高）名单　／３０６
２０１０年新增副教授（含其他系列副高）名单　／３０６
２０１０年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　／３０６
２０１０年新增硕士生指导教师　／３０７
２０１０年新增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３０８
２０１０年度江苏省“３３３工程”资助科研项目　／３０８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第七批资助项目　／３０８
２０１０年新增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人员名单　／３０８
２０１０年新增镇江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人员名单　／３０８
江苏省２００９年度“十大青年科技之星”　／３０８
２０１０年度高校“青蓝工程”培养对象名单　／３０８
２０１０年度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名单　／３０８
２０１０年度高校“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培养对象名单　／３０８
２０１０年度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录取人选名单　／３０８

专项课题组　／３０９
江苏大学专业技术正高二级岗位聘用人员名单　／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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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９
教职工个人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３０９
教职工个人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３１２
附表：　／３１７
教职工基本情况　／３１７
教职工其它情况　／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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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p.p23

　／３２１
综述　／３２１

日常管理　／３２４
２０１０年学风建设主要活动　／３２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学年第二学期“百佳宿舍”　／３２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学年第一学期“百佳宿舍”　／３２７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各学院本科生学生工作考核得分　／３２８

就业与创业　／３２９
２０１０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学生名单　／３２９
２０１０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３３０
２０１０届本科毕业生“升学”名单　／３４７
２０１０届本科毕（结）业人数及获取学位情况统计　／３５２
２０１０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统计　／３６２
京江学院２０１０届本科毕（结）业人数及获取学位情况统计（统招）　／３６８
京江学院２０１０届本科毕（结）业人数及获取学位情况统计（单招）　／３７０
京江学院２０１０届毕业生就业率统计　／３７１
２０１０届选调生名单　／３７２
２０１０届“村官”名单　／３７３

奖学金　／３７４
２０１０年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　／３７４
２０１０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　／３７４
２０１０年社会奖助学金获奖助学生名单　／３７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学年校学习优秀奖学金发放情况（不含京江、继教学院）　／３８８

心理健康教育　／３８８
综述　／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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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主要团体心理活动　／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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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２
综述　／３９２

就业与创业　／３９６
２０１０届博士毕业生名单　／３９６
２０１０届普通硕士毕业生名单　／３９７
２０１０届ＭＢＡ硕士毕业生名单　／４０４
２０１０年获取高教硕士学位学生名单　／４０４
２０１０年获取工程硕士学位学生名单　／４０４
２０１０年获取同等学历硕士学位学生名单　／４０６
２０１０年研究生就业情况统计　／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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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９
综述　／４０９
２０１０年奖学金情况一览　／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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