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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建设与纪检监察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０年，纪检监察工作在校党
委、校行政和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下，按照中

纪委五次全会、省纪委六次全会精神和全

省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围绕学校事业发展大局，切实履行党章赋

予的职责，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

【反腐倡廉教育】　扎实推进廉政文化建
设，不断增强廉洁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１）召开２０１０年全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会议，回顾总结２００９年我校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强化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意识，全面部署２０１０年学校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２）切实抓好
《廉政准则》的学习贯彻。协助校党委拟

订学习贯彻《廉政准则》实施方案；发放廉

政教育学习资料；在处级干部、科级干部层

面分别举行《廉政准则》学习辅导报告会；

组织全校党员中层干部进行《廉政准则》

知识测试；开展学习贯彻《廉政准则》情况

监督检查。（３）加强中层干部廉洁自律教
育，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全校中层干部学

习《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

定》，要求领导干部自觉执行。分别组织

处级干部、科级干部集体观看廉政教育片，

提出廉洁从政要求，强化自觉接受监督的

意识，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组织干部开

展“读书思廉”活动。以创建学习型党组

织为切入点，组织党员干部阅读廉政书籍，

撰写读书心得，进行征文评选活动，效果良

好。（４）积极推进“廉政文化进校园”工
作。认真确定年度廉政文化活动计划内

容，会同研工部广泛开展研究生学术道德

教育系列活动，培养研究生严谨自律的治

学态度和学术精神；会同校团委开展廉洁

文化系列活动。坚持把廉洁教育融入大学

生的校园文化活动中，举办以“廉洁、廉

政”等为主题的 Ｆｌａｓｈ大赛、“星光杯”百科
知识竞赛、学生原创短信大赛，使大学生在

感受艺术、文化熏陶的同时得到潜移默化

的廉洁教育，使廉政文化进校园工作得到

落实。加强纪检监察网站建设，为学校反

腐倡廉建设提供宣传平台。积极组织开展

纪检监察理论研究。依托校党建研究会纪

检监察研究分会，以理论研究为抓手，着力

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共收到

纪检监察理论研究文章１５篇，推荐报送中
国监察学会机械分会参评文章有六篇获

奖，其中一等奖１篇，二等奖 ３篇，三等奖
２篇。　
【党风廉政建设】　以贯彻落实三部委《意
见》为契机，全力推进学校党风廉政建设。

在自查自评工作的基础上，深入相关重点

部门了解《意见》贯彻落实情况，针对不

足，督促改进，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

预期目的，提高重点部门落实《意见》的力

度。会同相关部门，按照考核标准对支撑

材料进行补充和审核，顺利通过了省教育

纪工委组织的《意见》贯彻情况的检查。

针对反馈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研究整改措

施，认真整改。

【监督工作】　认真履行监督职能，努力创
建“阳光“校园。（１）参与各类招投标工
作监督。共参与后勤处、设备处、教务处等

部门和单位组织的近 ２００多项招投标工
作，开展过程监督。会同审计处等部门对

设备处、后勤处、附属医院和后勤集团等部

门单位的自主招标和自主审核合同工作进

行了检查，进一步规范自行招标工作。

（２）加强对学校有关单位部门重要事项的
监督。参与了人事处组织的人才招聘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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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评审、组织部对学校处级干部的任前、任

期考察工作，各个条口组织的评优评奖工

作和发展党员工作。做到在参与中监督，

在监督中服务。（３）参与对相关单位及部
门的经费管理情况检查。会同财务处开展

“小金库”治理“回头看”工作。召开“小金

库”治理“回头看”工作会议，对全校各单

位提出“五查五看”的工作要求，由各单位

报送自查材料，财务处进行核查，严格各单

位经费管理。（４）加强招生工作过程监
督。参与我校 ２０１０年本科生各批次招生
录取工作，招办组织的外省艺术类专业考

试，高水平运动员专项测试及文化水平考

试，转专业考试等工作的过程监督，确保招

生工作公开、公平、公正，维护了学校和考

生的合法权益。

【机关作风建设】　机关作风建设常抓不
懈，为教学科研提供良好保障。制订《江苏

大学２０１０年机关作风建设工作要点》，并认
真组织实施，积极推进学院和直属单位机关

作风建设。召开学院、直属单位机关作风建

设工作推进会，对学院、直属单位、校级机关

部门的机关作风建设情况组织督查，认真做

好职能部门机关作风建设考核评议工作，使

得学院、直属单位的整体服务意识得到了增

强，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逐步提升。

【纪检监察信访】　认真做好纪检监察信访
案件查处工作，切实维护党纪政纪严肃性。

全年共受理信访举报件３４件，信访办结率
１００％。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
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原则，

严把信访工作质量关，通过了市纪委信访工

作检查验收。注重信访结果运用。分析信

访问题根源，提出工作建议，将信访工作与

教育警示相结合，及时教育党员干部，增强

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加强队伍建设】　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
机，加强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按照“政

治坚强、公正廉洁、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

风优良”的要求，结合学校组织开展的“创

先争优”活动，切实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业务

能力。调整改善部门人员年龄结构，加强纪

检监察队伍新生力量。工作中力求做到办

事讲程序、服务讲质量、工作讲效率、协调讲

艺术、言行讲纪律。坚持深入一线开展调

研、督查工作，了解掌握学校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动态信息，督促学校制度的学习贯彻落

实工作，努力塑造纪检监察干部可亲、可信、

可敬的良好形象。

（撰稿人：李志红　审稿人：闵　窻）

组织工作

综述

【概况】　党委组织部是负责全校干部工
作、组织工作、党校工作的主要职能部门。

现有工作人员８人，其中正处级领导干部２
人，副处级领导干部１人，调研员１人，副调
研员１人，科级干部３人。２０１０年，全校组
织工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和第十八次全省高校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围

绕学校中心工作，探索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

革，扎实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不断增强全校

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

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干部工作】　（１）年初，学校被确定为江
苏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单位。根据校

党委要求，及时制定并上报学校干部人事制

度改革方案。按照改革目标，结合学校干部

工作实际，对七个学院办公室主任岗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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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上岗试点工作，并做好理学院系主任公

推直选试点工作的指导。（２）省委批准我
校为全省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学校成立领导

小组，上报建设方案，制定培训项目。

（３）做好江苏省２０１０年高校领导干部公推
公选过程中江苏大学中层干部个人报名和

推荐考察等工作。（４）做好广西４所高校４
名挂职干部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安置。

（５）完成第一、第二批科技镇长团成员任期
考察工作和相关人员挂职期满后的工作安

排。做好第三批“科技镇长团”成员选派工

作，选派６人到昆山、吴江、常州、丹阳、句容
和江都挂职。（６）考察新提处级干部４人，
试用期满考察处级干部１４人，对机电总厂、
杂志社、图书馆等单位科级机构设置调整后

的４０位科级干部进行了聘任。同时，做好
卓越工程学院、人才工程办公室、汽车工程

研究院等机构人员的配备工作。（７）完成
２００９年度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考核结果的
分类统计和评优。走访各学院、部门、直属

单位，做好２００９年度干部考核结果的反馈。
（８）制定２０１０年干部考核方案，做好考核
信息的维护工作。组织相关人员进一步完

善、优化干部考核程序。干部考核系统（前

台）软件获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

记。（９）按照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要求，修订
《江苏大学干部教育培训学分制管理规

定》，建设并启用江苏大学干部在线学习中

心，印发《关于启用江苏大学干部在线学习

中心与２０１０年中层干部读书活动安排的通
知》，组织全体干部、广大党员深入学习党的

十七大精神和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努力提高全体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全面

提高广大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发展能

力。（１０）会同学生工作部门认真做好省委
组织部２０１０年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选调工
作和大学生村官选派工作。（１１）加强干部
任职审计，委托审计处做好１１位中层干部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１２）选派６位中
层干部参加省、市党校、团校和省社会主义

学院培训。

【党建工作】　（１）制订《江苏大学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实施意

见》和《江苏大学发展党员工作规定》、《关

于聘请离退休老同志担任特邀党建组织员

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进一步从制度上明确

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发展党员工作的要求。

（２）扎实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根据不同条
线党组织职责任务、不同群体党员岗位特

点，实施分类指导并设计争创主题和活动载

体。建立江苏大学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专题

网站，编发简报１４期，举办学生优秀共产党
员先进事迹橱窗展１期、党建带团建橱窗展
１期。制订创先争优活动目标责任分解图，
统计并及时公布二级党组织开展创先争优

活动情况。学校被省委教育工委推荐为高

校唯一的中央创先争优活动信息直报点。

（３）制订《江苏大学“先进学生党支部”、
“优秀学生共产党员”评比表彰办法》，开展

“先进学生党支部”、“优秀学生共产党员”

评比表彰工作，共表彰２９个先进党支部、５８
名优秀共产党员。同时，１个学院党委、１个
党支部被授予江苏省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

２位同志被授予江苏省学校优秀共产党员；
２位同志被授予江苏省学校优秀党务工作
者。（４）制订《江苏大学党建工作创新创优
奖评选办法》，坚持开展党内创新创优活动，

评出十佳党建工作“创新创优奖”、十佳“党

建工作创新创优提名奖”、八项“党建工作

创新创优鼓励奖”。（５）组织开展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评出“最佳党日活动”一等奖 ５
项、二等奖１０项、三等奖２０项、鼓励奖３０
项。（６）组织全校７７７４名党员参加民主评
议党员工作，党员参评率９３．３８％。其中被
评定为优秀格次的党员２９４名，占参评正式
党员的４．７％，评出合格格次党员７４７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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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合格格次党员１名，不合格格次党员１
名。（７）全年发展新党员２２００名，预备党
员转正１７８６名。（８）积极组织开展党的建
设研究，有４个项目获批江苏省学校党建研
究课题。全年学校党的建设研究会共征集

论文２０１篇，比上一年度增长 ９３％。经专
家组匿名评审，共评出优秀论文９３篇，其中
一等奖８篇、二等奖１６篇、三等奖２７篇、鼓
励奖４２篇。
【党校工作】　（１）修订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讲稿，完善培训讲稿多媒体，认真开展集体

备课活动，召开分党校建设工作研讨会和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工作座谈会，推进分党校建

设。（２）学校党校举办预备党员培训班 ４
期，培训预备党员１２８０余人；举办干部培
训班２期，培训干部２００余人，举办组织员
培训班３期，培训组织干事１００余人次，举
办教工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１期，培训教工
入党积极分子３９人次；举办新生党员培训
班１期，培训本科新生党员７０人。（３）学
院分党校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３２期，
培训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约 ４５００人次。

（５）承办第十四期全省高校院（系）党政负
责人培训班，培训全省高校院（系）党政领

导１２７人。（６）举办２０１０年校中层干部教
育行政培训班１期，选派１９位中层干部赴
美国培训学习。（７）与学工处联合举办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题培训班１期，对全校
辅导员等进行培训。

【党组织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年底，全校有二
级党委２３个，党总支 １０个。基层党支部
３６６个，其中教工党支部 １３７个，学生党支
部２０４个，离退休党支部 １８个，混合型党
支部７个。在册党员８４２２人，其中：女党
员４１４０名，占党员总数 ４９．１６％。在岗教
职工党员 ２３２３名，占教职工总数的
４７．４％。学生党员 ５１０１名，占学生总数
的１４．４４％。本科生党员２６１５名，占本科
生总数的 ８．７２％。研究生党员２４６６名，
占研究生总数的 ５０．３３％。离退休党员
７０５名，占离退休人员总数的３６．１４％。３５
岁以下的党员６３５４名，占党员总数的
７５．４５％。申请入党人数 ２４０４２人，其中
入党积极分子１０７７８人。

党组织基本情况一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统计）

总数

学校

级党

委

二级

党委

党总

支

党支部总数

直属党支部 基层党支部

教工党

支部

学生党支部

研究生

党支部

本科生

党支部

离退休

党支部

混合型

党支部

４００ １ ２３ １０ ３ ３６３ １３７ １２２ ８２ １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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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基本情况一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统计）

项目 党员数 项目 党员数

总计 ８４２２

正式党员 ６２５５

预备党员 ２１６７

性别
男 ４２８２

女 ４１４０

民族
汉族 ８３０５

少数民族 １１７

年龄

３５岁及以下 ６３５４

３６岁至４５岁 ６９８

４６岁至５４岁 ５０６

５５岁至５９岁 １９８

６０岁及以上 ６６６

入党时间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至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 １６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至１９４９年９月 ３４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６年４月 １９０

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１８１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１９５４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及以后 ６０４７

学历情况

研究生 １３８７

大学本科 ３４１６

大学专科 ３８４

中专 １７４

高中、中技 ２９０２

初中及以下 １５９

（撰稿人：关雪飞　审稿人：张　红）

宣传与思想工作

综述

【概况】　党委宣传部是学校党委负责全校
思想政治教育和对内对外宣传工作的主要

职能部门，负责制定学校宣传思想工作计

划，指导、协调及归口落实学校宣传思想工

作；协助学校党委做好校院两级党委中心组

及全体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组织全校性的

理论与形势政策报告会；全面负责学校的对

内对外宣传工作；建设、维护、管理好红色网

站“江帆网”及开展网络舆情监控；协调各

相关部门做好校园文化建设，努力营造健康

向上、文明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加强宣传

部自身的队伍、阵地建设，以机关作风建设

为抓手，全面提升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工作水

平。２０１０年是奋力冲刺，圆满完成“十一
五”规划目标的一年，也是坚持科学发展、强

化内涵建设，规划“十二五”发展蓝图的一

年。学校宣传思想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

学发展观，坚持“服务中心、服务大局、服务

全局”的工作思路，理论武装力求实效，舆论

宣传提升形象，思想教育突出重点，文明建

设彰显特色，唱响科学发展、共创和谐的主

旋律，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为学校各项事业

的发展和和谐校园构建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今年

以来，宣传工作重点突出，亮点迭出，“江帆

网”被评为全国高校百佳网站，吴先琳被评

为全国高校优秀网络编辑；校报隆重举行出

版２００期庆祝活动并出版纪念文集《印痕》
一书；我校与镇江市民生频道共建的“江大

进行时”顺利开播；对外宣传实现新突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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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等省

级以上媒体发稿４００余篇，比２００９年增加
一倍。

【理论武装】　１．结合理论学习热点和学校
事业发展需要，认真制订了上、下半年党委

中心组学习计划和上、下半年教职工政治理

论学习计划。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２０１０年
上半年学习计划，安排了“两会”精神、学习

型党组织建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精神

等专题的学习。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学习计划，重点安排了十七届五中

会会精神、全国、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划清“四个重大界

限”和廉政教育。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特别

强化了对学校新出台制度的学习，通过设计

专题并分类上网，为教职工制度学习提供便

捷。在发文布置全年学习主要内容的基础

上，每双周三教职工政治学习之前发布教职

工政治理论学习参考选题和相关学习资料，

使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能够及时地参考最

新的内容。２．精心组织专家报告会，以崭
新平台提升学习效果。第一，结合“十二

五”规划的制定，设计了“江苏大学发展论

坛”，邀请华中科技大学别敦荣教授作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解读及大学‘十二五’规划制订”专题报告；

第二，根据新形势对领导干部素质的新要

求，开展了“江苏大学干部新知识讲座”，邀

请省委党校吴宏教授作“绿色经济与低碳经

济”专题报告；特邀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顾

永兴教授作“牢牢把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

建议》的主线，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

会精神”专题辅导报告。和纪委联合组织观

看中国纪检监察报社社长李本刚所作的“学

习《廉政准则》，促进廉洁从政”专题辅导报

告录像。３．组织了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学

习心得评比活动，各二级党组织共报送了

５８篇，选取部分获奖论文编印成册，并将电
子档上传至“江帆网？理论之窗”，供各支

部学习交流。

【“形势与政策”课教育】　以精品课程建设
为目标认真组织好２０１０年“形势与政策”教
育教学工作。全年共安排４６３讲５６０９５人
次的课堂教学，做好课堂教学与管理监控工

作。于暑期开展了以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

的“形势与政策”教学改革尝试。设计了１０
个指导项目，延伸课堂教学成效，重点指导

和支持６个小分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并
对各学院上报的１８份优秀团队申报材料和
８１份优秀个人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总结了
“形势与政策”教育社会实践模式的基本经

验。此外，组织形势与政策教师参加学校讲

课大赛，获“优秀奖”。

【思想政治教育】　１．开展“做一个有道德
的人”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我坚守的师德”

征文活动。以“感动来自平凡，榜样就在身

边”为宗旨，开展了第二届“感动江大”人物

评选活动，各单位报送候选人２６人，并通过
校报、广播、电视、网络开展了广泛宣传，最

终评选出７名“感动江大”人物，提升了活
动的影响力，评选结果由校党委发文表彰。

２．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第二届教职工思想
政治工作优秀案例征集活动，收到教职工思

想政治工作优秀案例十余篇，并开展评比与

交流活动。３．积极创建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度
江苏省文明单位，完成了指标材料的准备与

申报工作，撰写了《江苏大学创建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工作总结》，整理
创建工作台帐，接受了江苏省文明单位创建

工作现场考核，得分列市各单位前列。

４．认真组织了镇常片高校“五五”普法检查
验收工作，镇常片高校充分交流了“五五”

普法工作的成绩与经验，在无记名投票中以

最高分被推荐为省高校“五五”普法教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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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单位。

【校园文化建设】　１．积极推进校园标识系
统二期建设工程，完成江苏大学校歌歌词征

集和修改；征集评比出校园景观方案；各楼

宇及校前区标识方案。２．系统总结学校文
化建设的成绩和经验，客观分析文化建设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规划部署未来五年学校校

园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为未来五年校园

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学校“十二五”

整体规划的出台提供了借鉴。３．继续精心
打造“人文大讲堂”。举行资深外交家吴建

民先生“世界的变化与中国的发展”、中央

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燕升先生的“‘戏外有

戏高处胜寒’———‘大家’是怎样炼成的”、

原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徐及先生的“Ｓｅｒｖ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外交官与你话人生”３场专题报
告会。４．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与管理，加
强舆情监控，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制订了

《江苏大学二级网站管理建设与评比办法》

和《江苏大学二级网站考核评比指标》，上

半年组织专家组一一走访学院，进行了日常

考核和现场指导；下半年又组织了第二次日

常考核，本着以评促建的原则，每次检查评

分后，都将各二级网站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

需要完善的地方等信息以书面形式一一反

馈给各单位。年终又组织了专家考核与网

上投票，组织全校十佳网站的评选，通过一

定的措施、细致的工作推动学校二级网站建

设与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与规范化。继续

做好网络舆情监控工作，健全舆情监控工作

机制，在敏感时期加大监控时数与频度，掌

握舆情监控的主动权，以保证学校发展拥有

一个良好的网情环境。５．面向全校师生举
行了“春满校园”摄影大赛，共征集到作品

近４００件，经专家评审，产生获奖作品 ３０
件，上载至“江帆网”供师生下载使用。

６．制作完成“媒体江大及十大新闻”、“两代
会专题报道”、“上海世博会专辑”、“党建团

带建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展”等五期

专题橱窗。制作了《中澳功能分子材料国际

联合研究中心》宣传画本，协助校纪委完成

“反腐创廉建设宣传展”。

【校史馆建设】　全面启动校史馆建设、校
史编篡、实物征集等各项工作。（１）校史编
篡组完成了《江苏大学校史》的编写大纲，

分解了各部门、各单位的编篡任务。（２）实
物征集组通过多种形式查找征集线索，完善

征集目录，千方百计地寻找反映学校历史的

图片、实物等。在查阅大量校史、年鉴、校

报、档案等资料以及座谈会、走访的基础上，

编制了近２０００余条的实物征集目录。联
系走访老同志及相关人员近４００人次、查阅
整理照片近万张、筛选教材、科研奖项共计

１６００余项；目前，扫描重要照片近 ３０００
张，收录教材 １７２部，知名教授手稿 ２０余
部，核对分类科研奖项４６６项，名人题词及
贺信贺电８０余份，其他实物归档１１００余
项。完成１２位老领导、老教授口述历史活
动。（３）拟定《江苏大学校史博物馆整体策
划、装饰及布展设计招标文件》，完成《校史

博物馆布局及展陈规划》。设计制作《捐赠

证书》和相关捐赠纪念品的方案调研。

【舆论宣传】　１．校报出版 ２７期，在抓重
点，抓深度，抓品牌上下功夫，新开“感动江

大人物”、“信心江大”、“口述历史”、“五棵

松论坛”“奖苑探源”、“我与校报”等品牌专

栏，进一步扩大了信息容量，优化了报纸质

量，进一步增强了报纸的可读性。围绕校报

２００期，完成了《印痕———江苏大学报出版
发行２００期回眸》一书４５万余字的出版工
作。承办江苏省高校校报高级业务研讨会，

邀请了省教育厅、省记协领导和省校报协会

领导围绕高校媒体的发展战略举行报告会，

全省高校校报５０余家校报负责人与会。积
极参与中国青年报主办的中国大学生校园

媒体联盟活动，首次参加了江苏省高校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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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并有３名记者入选，有１０余名记者参
与了２０１１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注册大
学生记者选拔活动。在今年的全国高校好

新闻评比中，校报参评的 ３件作品全部获
奖，其中言论获一等奖、通讯获二等奖、版面

获三等奖。２．网络：（１）以快捷为特点，全
面反映学校发展。全年，共编辑上载稿件共

２８０７条，其中学校要闻 １９３条，综合新闻
４０９条，一线传真２２０５条，同时，更新“媒体
江大”２３７条、“江大校报”２８期、“江大电
视”４１期、“江大橱窗”１０期，全面展示了学
校的成果。开设了“创先争优”专题网页、

“人文大讲堂”专题视频，丰富了校园网络

文化的内容。（２）以活动为载体，集聚网络
人气。开展“江帆校园行”系列活动，开展

网络知识竞赛、人文小博士网络评选、“格桑

花”网络助学等一系列活动，校内外反应强

烈，收效良好，进一步提升了红色网站吸引

力与影响力。（３）以参评为抓手，全面提升
网站的综合实力。组织参加第四届全国高

校百佳家网站评选活动，在中国大学生在线

网站上建立了学校平台，并最终获得全国高

校百佳网站及全国高校优秀网络编辑、优秀

学生评委三项荣誉。上报了５０００字的“高
校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经验材料”和３０００
字的“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创新案例”至教

育部网络教育管理处以及江苏省教育厅社

政处。３．电视：通过与民生频道合作开播
“江大进行时”，实现了电视走出去的战略

目标。通过做深做精专题片，强化文稿编辑

和口播新闻策划，从数量与质量两方面提升

电视制作水平。制作《江大新闻》３８期，围
绕“国”字头，策划、拍摄、制作百千万人才

工程专题片３部，制作《习近平为我校与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共建揭牌》专题，拍摄《口

述历史》１０多期，其他围绕热点和有深度的
专题２６部；全程拍摄两场人文大讲堂并编
辑制作上网；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高水平运动

员测试的全程录像工作；认真维护好有线电

视机房，做好电视节目的网络上传工作和数

字电视整转工作。４．广播：合理调整、科学
设置两套广播节目内容，加大精品广播内容

的转播力度，每天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

目由原来的２小时左右提升到３．５小时，全
年合计播音２１７６小时，音柱系统播音５６０
小时，调频系统播音１５６３小时，其中由大
学生播音员自己制作的节目为 ３９２小时。
全年播出校园新闻１０００余条。与镇江市
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行了当代中国摇滚乐

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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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笑歌友会；为学校重大活动、

各相关单位大型活动、就业招聘会、广播操

比赛等播音主持３４人次。向镇江市人民广
播电台输送业余主持６人次，累计在台播音
达５００余小时，使学生播音员在专业台得到
学习锻炼与提升。

【对外宣传】　１．修订下发了新的《江苏大
学对外宣传考核办法》，首次实行了从定量

和定性两个层面计分考核的办法，使各学院

在对外宣传上明确了目标。同时，相应调整

了《江苏大学对外宣传奖励办法》，体现在

高层次媒体发好稿、发深度稿的导向。

２．搭建网络宣传平台，拓宽对外宣传渠道。
与新华社、中新社的江苏分社达成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开辟了较为稳定的网络宣传渠

道。全年共在新华网、中新网发稿 １００余
篇。实现了学校主页“新闻中心”与中国教

育新闻网、江苏教育新闻网的网络链接，成

为学校展示形象的全新窗口。３．发稿数量
大幅提高，发稿层次提档进位。全年各级各

类媒体正面宣传我校报道合计７００余篇（比
去年提高５０％），被搜狐、新浪等大型网络
转载５０００余篇次。《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新华日报》等省级以上媒体４００余篇
（比去年提高１００％），其中，８００字以上深度
报道近８０篇，头版近５０篇，《中国教育报》、
《科学时报》头版头条 ２篇，超额完成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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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宣工作任务。此外，中央电视台新闻频

道、科教频道采访报道我校４次，江苏教育
电视台报道我校学生工作、行业校友会、国

际化工作等１０余次采访。
【理论学习】　１．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学
习与研究，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坚持双周部

门例会后的业务学习制度，以“每人一讲，轮

流发言”的方式，促进全员的理论与业务学

习，提高部门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在全校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报送中，本部门共报

送１１篇次，２篇获二等奖，２篇获鼓励奖。
２．以“更强的服务意识、更明的工作规范、
更高的服务本领、更新的机关形象”为要求，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宣传部开展了机关作

风建设自查，要求坚持首问负责制，为各基

层单位提供热情周到服务，取得了新的

成效。

２０１０年校外各级媒体宣传
报道学校的稿件题录

（报刊部分）

　　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　Ａ４版 年轻

女村官陪盲老太洗浴 竺　捷
２．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 第２版 江

大“冷”专业“热”就业耐人寻味 薛　萍
苏　庆 姜木金

３．江苏工人报　２０１０－１－２ 镇江成立

首家少数民族服务中心（图片） 石玉成

郁　南
４．新华网　２０１０－１－２ “最美女护

士”温暖寒冬镇江城 石永红

５．新华网　２０１０－１－２ “航空发动机

之父”吴大观等被评为“大爱之星” 石永红

６．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１－３Ａ９版 “最美

女护士”周好入选镇江“大爱之星” 朱广宝

张燎明 万凌云

７．光明日报　２０１０－１－４ 第１版 沈

浩为江苏大学学生介绍小岗村情况（图片）

王斯敏 李陈续

８．江南时报　２０１０－１－４ 江苏大学附

属医院获评首批省级“平安医院” 张燎明

９．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５ 第 ２版
江苏大学确保贫困生生活无困学习无忧思

想无惑 张明平

１０．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１－５　Ａ１版 适

应亚热带的节能温室及环境调控技术效益

显著 张明平

１１．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６ 第 １１版
“我体验、我快乐”校园跳蚤市场（图片）

季　翔
１２．江苏科技报　２０１０－１－７ 第 ７版

江苏大学海水淡化装置科研成果国际领先

苏　克
１３．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 第２版

法律维权进社区（图片） 石玉成 何　铭
１４．人民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 第 １版

“第一书记”的故事（图片）

１５．中国青年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 第４版
“第一书记”的故事（图片）

１６．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　Ａ２版　５１
项成果获国家科技奖 江苏智慧闪耀“中国

科技阅兵场” 陈晓春　吴红梅　廖　卉
１７．江苏经济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　Ａ１版

为中国产业创造核心竞争力 ２００９年度国家
科技进步奖江苏部分获奖成果剪影 王　芳
侯力明　桂　冕　张明平
１８．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 第 ３版

他们证明着创新的力量 高　博 陈　磊
韩士德

１９．江苏工人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 昔日忙

于“找饭碗”如今成功“送饭碗” 张明平

肖克勇

２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 第 ３版
江苏大学获三项国家科技成果奖 张明平

姜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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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　Ａ４版 江

大三项成果获国家科技奖 张明平 沈湘伟

２２．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　Ｃ１３版
江大学生宁夏支教揭幕 胡　媛 蔡　莹
２３．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３　Ｃ１３版 他

自学考上大学 打几份工挣生活费 胡　媛
２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３　Ａ４版 江

大将建德国文化中心 翟　进
２５．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４　Ｃ１２版　１８

选６ 赴宁夏支教面试结果出炉 蔡　莹
２６．江苏科技报　２０１０－１－１４ 第３版

５１项成果获国家科技奖 江苏智慧闪耀“中

国科技阅兵场” 陈晓春 吴红梅 廖　卉
２７．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１４ 第５版

江大志愿者向少数民族居民讲解民族政策

（图） 石玉成 郁　南
２８．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１４ 第５版

江苏大学一科研成果将应用于上海世博会

江　达
２９．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５　Ａ６版　江苏

两项知识产权软科学成果获国家奖　吴红梅
３０．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５　Ｃ１４版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帮他们 蔡　莹
３１．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６　Ｃ１２版

双休日 来第一楼街广场献爱心 蔡　莹
３２．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７　Ａ６版 有

你们 这个冬天不会冷 蔡　莹
３３．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１－１９　Ｂ２版 江

苏大学多举措为贫困学生解困 张明平

３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２２　Ａ４版　镇江
大学科技园升格“国字号”　霍建伟　沈湘伟
３５．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１－２４ 江

苏大学生寒假下乡支教（图） 石玉成

３６．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１－２５　Ｃ７版　１０
名江大学生出发了 蔡　莹
３７．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２５　Ａ２版 江

大１０名大学生志愿者将赴宁夏开展公益支
教 张明平 霍建伟 沈湘伟

３８．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２５ 第 ２版
江大１０名大学生寒假赴宁夏支教 霍建伟

姜木金

３９．江苏经济报　２０１０－１－２５　Ａ２版
江大１０名大学生寒假赴宁夏支教（图片）
石玉成

４０．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２５ 江苏大

学十名大学生志愿者赴宁夏支教 王春龙

张明平 霍建伟

４１．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１－２６　Ｂ３版 江

大学生吴多辉：发明创意就像泉涌 张明平

４２．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２８ 第２版
江苏大学志愿者远赴宁夏公益支教（图）

石玉成 霍建伟

４３．江苏科技报　２０１０－１－２８ 第７版
我省两项知识产权软科学成果获国家奖

欣　华
４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２９　Ａ５版 镇

江大爱在五羊城泛起涟漪 甘培华 竺　捷
４５．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２９ 第 ２版

市慈善总会心系 江大患病学子 甘培华

余宽平

４６．德育报　２０１０－２－１ 第２版 镇

江首家“少数民族服务中心”成立（图片）

石玉成 郁　南
４７．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２－１ 第 ５版

高校地标：江苏大学百年办学纪念鼎（图

文） 霍建伟 何　炜
４８．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２－１　Ｂ２版 江

苏大学学子成功创业反哺母校 张明平

李红艳

４９．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２－１　Ａ６版 创

新创业铸就青春 走近江苏“十大青年科技

之星” 吴红梅

５０．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２－１　Ａ１５版 智

能分选机帮您挑苹果 周景山 朱　姝
５１．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２－１ 第 １版

江大附院新门急诊大楼投入使用 张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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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卉 叶明

５２．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２－１　Ａ５版 江

大附院新门急诊大楼投用（图文） 张燎明

孙　卉 张立华

５３．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２－２　Ａ７版 江

苏大学１０名学生寒假期间赴宁夏义务支教
张明平 霍建伟

５４．教师报　２０１０－２－３ 第２版 江苏

大学志愿者赴宁夏支教 石玉成 霍建伟

５５．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２－１３ 第 ２版
江苏大学邹小波当选省“十大青年科技之

星” 罗　悦 木　金
５６．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２－１４ 第 ２版

江大留校学生快乐温馨过新年 张明平

叶明

５７．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２－２３　Ｂ２版 江

苏大学１０名学生寒假期间赴宁夏义务支教
张明平 霍建伟

５８．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２－２７ 控制医院

数量和增长规模 耿　联
５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２－２７　Ａ５版 江

大附院伤口造口门诊开诊 孙　卉 翟　进
６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３－２ 第 ２版

全国政协委员赴京参会 时文洁 钱　钢
６１．现代教育报　２０１０－３－２ 第２版

大学生志愿者在向社区居民讲解科学保护

耳朵（图） 钱宇平 石玉成

６２．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３－３　Ａ６版 江苏

１７６万在校大学生的“开学表情” 蒋廷玉

陈晓春

６３．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３－３ 开展

“‘世博’英语进社区”活动（图） 石玉成

６４．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３－４ 第２版
大学生志愿者在向社区居民讲解科学保护

耳朵（图） 钱宇平 石玉成

６５．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３－４　Ａ２版 开

展“‘世博’英语进社区”活动（图） 张　芬
石玉成

６６．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３－４　Ａ５版 “样

本提案”背后的“部委回音” 耿　联
６７．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３－４　Ｃ１３版 老人

热学英语迎世博（图文） 霍建伟 吕强盛

６８．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３－４ 第 ３版
大学生志愿者走进社区教“世博”英语（图）

文　雯 石玉成

６９．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３－４ 第 １版
关注医改 关注土地 钱　钢
７０．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４　Ａ２版 宋

余庆委员将递交提案 钱　钢
７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４　Ａ５版 老

外满怀世博情 走进社区教英语 张　芬
建　伟 沈湘伟

７２．新华社通稿　２０１０－３－４ 迎“世

博” 学才艺（图） 石玉成

７３．新华每日电讯　２０１０－３－５ 第８版
迎“世博” 学才艺（图） 石玉成

７４．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３－８ 第 ２版
江苏大学成立大学生创业联盟 霍建伟

姜木金

７５．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３－８ 第 ２版
你创业 我服务（图片） 王　呈
７６．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３－８Ａ１６版 江大

“学生老板”建“创业联盟”（图文） 张明平

霍建伟 万凌云

７７．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３－８ 江苏

大学成立“大学生创业联盟”（图片） 石玉成

７８．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３－８　Ａ７版 江苏

大学成立“大学生创业联盟” 陈文娟

石玉成　
７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８　Ａ６版 小区

绿化巧经营 美化环境受欢迎 沈湘伟

８０．江苏工人报　２０１０－３－９ 第１版 世

博英语进社区（图片） 张　芬 玉　成
８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９　Ａ４版 创业

前应多做一些准备 霍建伟 沈湘伟

８２．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３－９ 第１版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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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庆提案建议社区卫生机构转变职能

钱　钢　
８３．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９　Ａ４版 “三八

节”大学生进社区宣传妇女创业知识（图）

王　呈
８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９　Ａ６版 女教

授联谊贫困生 过个别样妇女节 朱　政
谢　勇
８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９　Ａ６版 江

大附院专家昨义诊 翟　进
８６．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１０　Ａ５版　江大

附院举办义诊和健康讲座 张燎明 孙　卉
８７．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３－１０　Ｃ１４版　江

大成立大学生创业联盟　霍建伟　吕强盛
８８．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３－１０　Ａ５版 代

表委员热议医改推进四热点 耿　联
８９．央视网　２０１０－３－１１ 世界蜂胶看

中国 中国蜂胶看江大

９０．江苏科技报　２０１０－３－１１ 第７版
江大“学生老板”建创业联盟 张明平

霍建伟 万凌云

９１．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３－１１ 第３版
江苏大学在校生成功创业后回报学校

张明平 李红艳

９２．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３－１１　镇江
学生创作“环保树”倡导节能（图片）　石玉成
９３．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３－１２ 第 ３版

图片新闻

９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１２Ａ６版 天

麻有股马尿味 曹云飞

９５．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３－１３Ａ１３版 种

下紫薇，愿母校“满堂红”（图文） 霍建伟

张明平 万凌云

９６．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３－１３ 第 ２版
江大学子认种“感恩树” 霍建伟 张明平

姜木金

９７．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１３Ａ５版 江

大毕业生认种 ３００多棵感恩树 霍建伟

张明平 沈湘伟

９８．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３－１３ 维

权３·１５ 健康世博行（图片） 石玉成

９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１４　Ａ３版　江
大附院新推人性化举措 翟　进
１００．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３－１５　Ａ１３版

鲜花献警察（图片） 张　杰 仇亦非 万

凌云

１０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１５　Ａ５版
“警察日”民警依旧忙碌 张　杰 张　翼
１０２．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３－１６　Ａ１３版

“洋老师”社区侃“世博”（图片） 朱　煜
张　芬 万凌云

１０３．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３－１６　Ｃ１４版
毕业前种下“感恩树” 霍建伟 吕强盛

１０４．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３－１７ 第 ２版
大学毕业生：在创业中创新 姜木金

１０５．现代教育报　２０１０－３－１７ 第６版
栽下感恩树 深情留母校（图片） 石玉成

霍建伟

１０６．合肥晚报　２０１０－３－１８ 张乾元

归国回乡水墨画展来肥（图文）

１０７．吴江日报　２０１０－３－１９ 加强与

高校合作 吴江市与江苏大学启动战略合

作 潘
"

１０８．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１９　Ａ７版
“栽花种树慰英灵”活动明日上午９：３０举行
童本宽

１０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２０　Ａ６版　春
天来了：大学生帮居民健康“把脉”　旺　财
竺　捷
１１０．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３－２２　第２版　

大学生社区讲维权（图片）　何　铭　石玉成
１１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２１　Ａ３版　近

千市民给北固山前锋添绿　童本宽　王爱敏
１１２．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２２　Ａ１５版　男

排国手陈平将入江大学习　沈湘伟　张明平
１１３．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３－２３ 第 ７版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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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毕业了，江苏大学学子种下“感恩树”

霍建伟 张明平

１１４．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３－２３　Ｂ２版
江苏大学学子种下毕业“感恩树” 霍建伟

张明平

１１５．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３－２４ 第７版
江苏大学成立“大学生创业联盟”（图片）

陈文娟 石玉成

１１６．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２４　Ａ６版　江
大社区卫生服务站对社会开放了　陶　春
１１７．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３－２４ 第 ７版

世界儿歌日主题活动（图片） 胡荣生

１１８．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３－２４　第３版　二
月八　爱心饺子送到“家”（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１１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２４Ａ６版 志

愿者走进红梅托老所 竺　捷
１２０．新华网　２０１０－３－２５　“细水雾”让

游客夏日在室外享受“凉爽世博”　凌军辉
１２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２０１０－３－２５　

１１：０２“细水雾”让夏日游客室外享受 “凉爽世
博” 凌军辉

１２２．安徽广播电台　２０１０－３－２５　１４：４４
“细水雾”让夏日游客室外享受“凉爽世博”　
凌军辉

１２３．江苏经济报　２０１０－３－２５　Ａ３版　江
苏大学为世博场馆“降温” 建　伟 明　平
力　明
１２４．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３－２５　Ａ３３版　男

排国手陈平成江大学子（图文）　张明平　　
万凌云

１２５．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３－２５　Ｃ１４版 江

苏大学为上海世博会研制水雾降温系统

霍建伟 吕强盛

１２６．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２６　Ａ６版 江

大新增５个硕士专业 霍建伟 沈湘伟

１２７．中国绿色时报　２０１０－３－２６　第３版
江苏大学毕业生种植“学子林”（图片）

杨　雨　
１２８．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３－２６ 在校生

创业开公司回校招人 一次招聘５０名员工
霍建伟 张明平

１２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２７　Ａ３版　
社区和大学生联手宣传“地球一小时”活动

童本宽

１３０．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３－２７　Ｃ１４版　
江大新增５个工程硕士招生领域　霍建伟
吕强盛

１３１．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３－２８ 第３版
江大新增５个工程硕士招生领域 霍建伟

１３２．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３－２９ 第２版
江大学子创业后返校开专场招聘会 霍建伟

张明平 姜木金

１３３．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２９　Ａ４版
创业成功不忘母校同窗 学生老板招聘５０
名江大毕业生 霍建伟 张明平 沈湘伟

１３４．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３－２９Ａ６版 在

读研究生创业成功 母校为其开专场招聘

会 霍建伟 张明平 陈晓春

１３５．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３－２５　第１版　
江苏省高校掀起新一轮专业建设热潮

钱　诚　
１３６．江苏经济报　２０１０－３－２９　Ａ１版

江苏大学新鲜事 在校生校园举办招聘会

霍建伟 张明平 侯力明

１３７．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３－３０　Ｃ１４版 在

校生当老板校内开招聘会（图文） 霍建伟

张明平 吕强盛

１３８．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３－３０　Ｂ２版
江苏大学“三招”推进人才强校 张明平

１３９．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３－３０ 第 ４版
水雾降温系统让你“凉爽”看世博 霍建伟

张明平 赵凤华

１４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３－３０ 第 ２版
江大研制水雾降温系统 游客“凉爽”看世

博 霍建伟 张明平 姜木金

１３７



%&'()*

（２０１１）

１４１．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３－３０　第２版　培
训大学生　轻装上“战场”　张明平　姜木金
１４２．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３０　Ａ２版

江大科研成果为世博会助力 霍建伟

张明平 沈湘伟

１４３．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３０　Ａ２版
江大与吴江市达成全面合作关系 霍建伟

沈湘伟

１４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３０　Ａ６版
江大附院开展“护理示范工程” 陈玉蓉

孙　霞
１４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３－３１　Ａ３版

市首届花鸟画展开展 周本林

１４６．青海日报　２０１０－３－３１ 青海湖

景区管理局与江苏大学携手开展生态保护

合作 张利锋

１４７．江苏工人报　２０１０－３－３１ 江大学

子创业成功返校开专场招聘会 张明平

肖克勇

１４８．中央电视台　２０１０－３－３１ 王凯读

报 水雾降温系统让你“凉爽”看世博 中

央２套
１４９．中新网　２０１０－４－２ 江苏大学刮

起“世博风” 大学生抢购 ７００多张门票
彭　彬 霍建伟 张明平 朱晓颖

１５０．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４－２ 江苏大

学刮起“世博风” 大学生抢购７０１多张门
票 彭　彬 霍建伟 张明平

１５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２　Ａ６版 江

大附院产科首推母婴床旁护理模式（图文）

孙　卉
１５２．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２　Ａ７版 江

大艺术学院学生义卖助重症同学渡难关

本　林 跃　华
１５３．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２　Ｂ７版 春

光下，我们是健康的孩子（图片） 汪　婷
１５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３　Ａ３版

“看世博”成为大学校园热词 吴　辉

１５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３　Ａ３版 清

明，我们一起缅怀先贤 崔　骏
１５６．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４－３ 昨立法听证

“教师六年一轮岗”成热议焦点 李月宁

沈峥嵘　
１５７．现代快报　２０１０－４－３ 教师同一

学校任教满６年应流动（图文） 黄　艳
１５８．文汇报　２０１０－４－３ 江苏 教师

流动将铁定实施 李　苑
１５９．南京晨报　２０１０－４－３ “教师６年

一轮岗”听证获支持年流动１６％ 衡晓春

成　岗　
１６０．中央电视台　４月 ３－５日　１０套

《探索·发现》三集专题片《千年摇钱树》

１６１．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４－３　Ｃ１３版
打两份工筹集“世博游资金” 彭　彬
霍建伟 吕强盛　
１６２．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４－３　Ｃ１３版 江

大学子聆听“生存之道” 彭　彬　霍建伟
吕强盛　
１６３．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４－４ 江苏听证

“教师轮岗”１０个代表９人赞成 石小磊

１６４．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４－４　Ａ１２版 大

学生打工攒“世博盘缠” 彭　彬 霍建伟

万凌云

１６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４　Ａ４版 中

国野外救援第一人刘姜成来江大为学子讲

“生存之道” 彭　彬 霍建伟 沈湘伟

１６６．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４　Ａ４版 江

大附院资深护士长下社区 孙　卉
１６７．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４　Ａ７版　栗子

山公墓左涌入近５万人　李正云　竺　捷
１６８．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４Ａ４版 母婴床

旁护理受追捧 孙　霞
１６９．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４ 第２版 世

博门票热销江大 吴　奕 彭　彬 姜木金

１７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４ 第２版 江

大施卫东入选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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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飞 赵俊华 钱　钢
１７１．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４－６　第７版　在

校生自办企业举办专场招聘会　霍建伟　
张明平　
１７２．江苏法制报　２０１０－４－６ 第２版

教师六年一轮岗获九成支持 姜　军
１７３．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４－６ 第３版

江苏大学与吴江市达成全面合作关系

霍建伟　
１７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６　Ａ７版 江大

王永忠获全国司法系统先进 红眼 医技

相　伟
１７５．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６ 第２版 江

大王永忠博士获全国司法系统先进 李红艳

姜木金

１７６．江苏工人报　２０１０－４－７ 江苏大学

科研成果为世博会助力 张明平 肖克勇

１７７．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４－７ 全力推进我

省创意产业发展 刘　影 王向前

１７８．江苏科技报　２０１０－４－８ 镇江启动

大中专学生创业培训

１７９．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４－８ 第６版
吃亏中的成熟 傅宁军

１８０．人民日报　２０１０－４－８　第１２版　名
师大换岗，教育公平的突破口　彭新实　
高俊霞　
１８１．人民日报　２０１０－４－９ 第１８版 高

校辅导员———做好青春领路人（图片）

林新荣　
１８２．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９　Ａ１１版 江

大附院新式病员服将被推广 孙　霞
１８３．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９　Ａ１０版 创

业咨询会开进大学校园 许后鹏 张立华

１８４．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４－１０ 中外

学子学采茶（图） 石玉成

１８５．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４－１０ 第１版
江苏大学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中找准科研突

破口 高　鸣 张明平

１８６．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１０ 第４版 江

苏大学举办教职工春节长跑活动（图片）

张　斌 张明平　
１８７．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４－１２　Ａ１３版５０名

大学生手持相机镇江街头搜集“微笑”和“故

事” 朱　政 霍建伟 万凌云

１８８．中国广播网　２０１０－４－１２ ５１名大学
生手持相机镇江街头搜集“微笑”和“故事”

１８９．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１１ 镇江证券业

设立首家创业见习基地

１９０．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１１　Ａ４版 外

国留学生茶园体验茶文化（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１９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１１　Ａ３版 护

理创新有时就在多想一点点 孙　霞
１９２．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１１　Ａ２版 江

大教授一研究成果在央视播出 沈湘伟

１９３．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１２　Ａ３版 江

大规定教师每天做“健身作业” 霍建伟

沈湘伟　
１９４．中新网　２０１０－４－１３ 中国大学生

男排甲级联赛在江苏大学开赛 霍建伟

张明平 朱晓颖　
１９５．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４－１３ 中国大学

生男排甲级联赛在江苏大学开赛 霍建伟

张明平

１９６．中央广播电台　２０１０－４－１３１５：３２
中国大学生男排甲级联赛在江苏大学开赛

霍建伟 张明平 朱晓颖

１９７．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１３　Ａ５版　江大
附院患者服务中心紧贴民心　张燎明　孙　卉
１９８．中国红十字报　２０１０－４－１３ 第１

版 志愿服务下乡来 石玉成 范一荣

１９９．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４－１４　Ａ１版
江苏大学为世博会研制水雾降温系统

霍建伟 张明平　
２００．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４－１４　Ａ６版

江大学子为西南旱区捐款７万元 建　伟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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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平 艾　培
２０１．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４－１４　Ａ３３版

中国大学生男排甲级联赛揭幕 八支学生

军争冠 霍建伟 张明平 万凌云

２０２．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１４　Ａ７版
学子情系西南旱区 驻镇两高校捐款１１万
多元 霍建伟 杜伟伟 沈湘伟

２０３．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１４　Ａ１５版
东道主江苏大学队首战获胜 霍建伟 张

明平 沈湘伟

２０４．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１４ 第 ３版
江苏大学学子情牵西南灾区 霍建伟

张明平 姜木金

２０５．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４－１４　Ｃ１２版　
学子情牵旱区　十天捐款七万　霍建伟　
吕强盛

２０６．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４－１４　Ｃ１２版
ＣＵＶＡ联赛江大开赛 霍建伟 张明平

吕强盛

２０７．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４－１４ 第１版
中外学子学采茶（图） 王海军 石玉成

２０８．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４－１５ 第１版
大学生服务送下乡（图） 石玉成 范一蓉

２０９．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１４ 第 ２版
京口举行大学生创业观摩交流 曹　蕾
李闻华

２１０．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４－１６　Ａ２版
镇江市民期盼世博（图） 杨春峰 石玉成

２１１．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４－１５ “魅力

外交家”吴建民在江苏大学论中国外交 霍

建伟 任建波

２１２．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４－１５ 第２版
创业，我选择我喜欢 张明平

２１３．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４－１６ 第１版
周尚飞：白手起家的传奇（图文） 张明平

刘春华 陈　洁
２１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１６　Ｂ１０版

携手江苏大学打造校园３Ｇ时代 彭　彬

２１５．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１７ 第 １版
津市市长松田直久对话江苏大学学生

李　婕 陈志奎

２１６．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１７　 第 ２版
江大学子展示“世博会” 霍建伟 朱　政
姜木金

２１７．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１７　Ａ２版
江大学生对话 日本津市市长 翟　进
２１８．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１７　Ａ６版　志

愿者世博模型展吸引市民 朱　政　谢　勇
２１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１８　Ａ５版

地震预防急救宣传昨启动 盛家鹏

２２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１８ 第 １版
双井路社区组织为玉树地震灾区募捐

胡冰心　
２２１．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４－１９ 江苏大

学与社区共建６４所辅导站 大学生任辅导

员 霍建伟 叶　涛
２２２．江苏法制报　２０１０－４－１９ 第５版

高校大学生法治教育与犯罪预防实践基地

成立（图） 吴　军 何　铭
２２３．江苏工人报　２０１０－４－１９ 第４版

镇江社区居民喜迎世博（图） 杨春峰

石玉成　
２２４．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４－２０　Ｃ１２版 山

寨世博会抢先一步开展啦（图文） 霍建伟

朱　政 吕强盛

２２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２１　Ａ８版
情牵玉树 爱心义卖（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２２６．中新网　２０１０－４－２１ 江苏高校

学生自发为青海震区灾民祈福捐款

朱晓颖　
２２７．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４－２１ 江苏高

校学生自发为青海震区灾民祈福捐款

叶　涛 霍建伟 朱晓颖

２２８．中国广播网　２０１０－４－２１２２：０９
江苏高校学生自发为青海震区灾民祈福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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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叶　涛 霍建伟 朱晓颖

２２９．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２２ 第 １版
本市各界哀悼玉树地震遇难同胞 （孙昊

叶涛供稿）

２３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２２ 第 ２版
江大与社区共建６４所校外辅导站 霍建伟

叶涛 姜木金

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２２ 第１２版 老

人的平安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 薛　萍
任建波 成　海
２３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２２　Ａ７版

在镇高校师生多种形式哀悼玉树罹难同胞

霍建伟 夏纪福 沈湘伟

２３２．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４－２２　Ｃ１４版
研究生进村辅导学生娃 霍建伟 吕强盛

２３３．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４－２２　Ｃ１４版
大学生制作电子书悼念遇难同胞 孙　昊
叶　涛
２３４．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４－２２ 第３版

江苏大学与社区共建６４个校外教育辅导站
霍建伟 叶　涛
２３５．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４－２３ 国家农

产品加工技术装备研发分中心落户江苏大

学 霍建伟 许　雷
２３６．现代快报　２０１０－４－２６　Ｔ７版

“江苏元素”惊艳上海世博会

２３７．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２６ 第 ２版
百家企业高校行 江大专场招聘会举行

霍建伟 张　俊 姜木金

２３８．环球时报　２０１０－４－２６ｌｉｆｅ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ｇｅｔｓｎａｐｈａｐｐｙ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ｏｗ
ｅｒｏｆａｓｍｉｌｅ ＬｉｕＭｅｎｇ
２３９．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４－２７　Ｃ１３版

房价 物价成影响大学生择业重要因素

霍建伟 吕强盛

２４０．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４－２７ 镇江招

聘会透出信息：房价影响学子择业去向

霍建伟 陈晓春

２４１．中国广播网　２０１０－４－２７　１４：３２
镇江招聘会透出信息：房价影响学子择业去

向 霍建伟 陈晓春

２４２．新华网　２０１０－４－２７　海南籍大学
生“发明大王”三年申请３７项专利　凌军辉
２４３．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４－２７ 大学生

自办“世博会” 用美工纸做场馆模型

霍建伟 朱政

２４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２７　Ａ８版
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装备研发分中心落户

江苏大学 霍建伟 许　雷 湘　伟
２４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２８　Ａ８版

“都市烦恼病”让求职大学生望而却步

沈湘伟 霍建伟

２４６．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２８　Ａ５版
大学生进社区教英文 寿梦婴 戴　慧
２４７．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２８ 第 ２版

江苏七月举行首届大学生化学化工实验竞

赛 明　平 木　金　
２４８．江苏经济报　２０１０－４－２８　Ａ３版

江苏大学研发出系列高温熔盐炉 张明平

陈汇龙 侯力明

２４９．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４－２９ 第 ３版
“叨叨团”情暖老人心（图） 文　雯 石玉成

沙艳秋

２５０．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４－２９　Ａ７版
志愿者成立“叨叨团”陪老人唠嗑 石玉成

郁　南 谢　勇
２５１．人民日报　２０１０－４－３０ 第１１版

“叨叨团”服务队（图） 石玉成

２５２．新华社通稿　２０１０－４－３０ “叨叨

团”服务队（图） 石玉成

２５３．中央电视台　２０１０－４－３０　２套
镇江市成立“叨叨团”

２５４．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４－３０
“叨叨团”服务队（图） 石玉成

２５５．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４－３０　Ａ７版
“叨叨团”服务队（图） 石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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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６．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５－２ 第 ２版
帮助老人网上看世博 （图） 文 　 雯
石玉成　
２５７．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５－３　Ａ６ 西津

渡迎来观光高峰 王爱敏

２５８．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５－４ 江苏大学

研制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温熔盐泵

张明平 陈汇龙

２５９．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５－４ 第 ２版
创业，为梦想插上一双翅膀 顾文娟

沙艳秋　
２６０．江苏商报　２０１０－５－４ 第 １０版

微型企业更需要扶持 陈　琪 陈秋霖

２６１．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５－５ 镇江成立

稻米精深加工研发中心 周小潭

２６２．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５－６　Ａ６版 低

碳也时尚（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２６３．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５－６ 第 ２版
低碳也时尚（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２６４．中国环境报　２０１０－５－７ 第５版
环保时装秀低碳（图片） 杨　雨 石玉成

２６５．新华网　２０１０－５－７ 中国农业工

程学科发展战略高层论坛在江大举行

霍建伟 黄文岳　
２６６．中新网　２０１０－５－７ 专家：１０年后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将提至７０％ 霍建伟

黄文岳 朱晓颖

２６７．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５－７　Ａ２版 中

国农业工程学科论坛在镇江召开 建　伟
文　岳 艾　培
２６８．安徽广播电台　２０１０－５－７　１８：３１

专家：１０年后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将提至
７０％ 霍建伟 黄文岳 朱晓颖

２６９．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５－８ 第 １版
中国农业工程学科发展战略高层论坛在镇

举行 霍建伟 黄文岳 姜木金

２７０．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５－８　Ａ５版 中

国农业工程学科发展战略高层论坛在江大

举行 霍建伟 黄文岳 沈湘伟

２７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５－８　Ａ２版 庆

世博迎嘉宾大学生社区行（图片） 王　呈
成　华
２７２．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５－８　Ａ５版 江

大附院举行护理技能竞赛 孙 　 卉
翟　进　
２７３．江苏教育电视台　２０１０－５－８１９：３２

中国农业工程学科发展战略高层论坛在江

大举行 陈恒俊

２７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５－９　Ａ３版 感

恩母爱行动：孩子很大方 大人很害羞

戴　慧　
２７５．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５－１０ 第 ７版

学会急救技能 赢得黄金时间（图片）

王　呈 盛家鹏　
２７６．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５－１０　Ａ４版

母亲 节 义 卖 鲜 花 所 得 善 款 捐 玉 树

朱　政 谢　勇　
２７７．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５－１０ 第７版

戴立玲 教学艺术的攀岩者 薛　萍
２７８．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５－１１ 第 ７版

院士会聚江苏大学研讨农业工程学科发展

霍建伟 黄文岳

２７９．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５－１２ 第 ３版
江大继续教育学院悼念地震遇难同胞

蔡　静　
２８０．新华网　２０１０－５－１２ 江苏大学

成立慈善会 当日筹集善款５６万 霍建伟

２８１．光明日报　２０１０－５－１３ 第 ７版
江苏大学：将创业教育进行到底 郑晋鸣

王　玲
２８２．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５－１３　Ａ３版

江大附院表彰一批优秀护士 翟　进
２８３．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５－１３　Ａ３版

江苏大学慈善分会成立 霍建伟 甘培华

竺　捷
２８４．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５－１３ 第 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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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慈善分会揭牌 培　华 建　伟
宽　平 木　金　
２８５．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５－１３　Ｃ１４版

江苏大学成立慈善会 当日筹得善款５６万
霍建伟 吕强盛

２８６．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５－１３ 第３版
中国农业工程学科发展战略高层论坛在江

苏大学举行 霍建伟 黄文岳

２８７．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５－１４ 江苏大

学 ２８名贫困生共获共计 １４万元资助
陆　怡　
２８８．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５－１５　Ａ２版

“擎天助学金”惠及江大贫困学子 甘培华

竺　捷
２８９．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５－１５ 笑傲“网

络江湖” 陈晓春

２９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５－１５ 第 ２版
江大 ２８名贫困学子喜领 １４万元助学金
李红艳 甘培华 姜木金

２９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５－１６　Ａ４版
义卖图书为宁夏教育筹款 彭　彬 霍建

伟 沈湘伟

２９２．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５－１７　Ａ１２版
靠旁听考上大学，筹钱回去支教 彭　彬
霍建伟 万凌云

２９３．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５－１７ 第 ２版
助残日里的欢笑（图片） 石小刚

２９４．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５－１７ 第２版
江苏大学志愿者为社区残疾人“送世博”

（图） 杨春峰 石玉成

２９５．德育报　２０１０－５－１７ 第 ２版
环保时装秀低碳（图片） 杨　雨 石玉成

２９６．南京晨报　２０１０－５－１８　Ｂ１７版
信贷产品创新需下功夫 黄　益
２９７．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５－１８ 第 ３版

追求科普生活 共建和谐家园（图片）

王洪生　
２９８．中国老年报　２０１０－５－１８ 第２版

法律援助进社区（图片） 石玉成 何　铭
２９９．中国老年报　２０１０－５－１９ 志愿者

在老年公寓服务（图） 万　选 石玉成

３０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５－２０ 第 １版
１０８名专家教授受聘科技特派员 李小亮

王　强 姜木金

３０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５－２０　Ｂ１２版
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成功举办科普宣传

活动 张震宇 茅一楠

３０２．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５－２０　Ｃ１４版
义卖图书的他们都系着“手丝带” 彭　彬
吕强盛

３０３．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５－２０ 江

苏镇江：大学生小学生“营养日里话营养”

（图片） 石玉成

３０４．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５－２０ 第１版
江苏大学：打造毕业生就业“安居工程”

张明平

３０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５－２２　Ａ５版
慈善 受 助 学 子 回 校 话 感 恩 甘 培 华

竺　捷　
３０６．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５－２２　Ａ１１版

还没毕业先谋“前就业”（图文） 霍建伟

朱　政 万凌云

３０７．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５－２３ 第 ２版
慈善受助学子回校感恩 甘培华 余宽平

３０８．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５－２３ 第 ２版
“前就业”成抢手“选修课” 霍建伟 朱政

姜木金

３０９．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５－２３ 第 ４版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精雕细豚育良才 霍

建伟

３１０．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５－２４ 江苏大

学举办大学生兼职实习招聘会 霍建伟

朱　政
３１１．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５－２４ 第３版

“营养日”里话营养（图） 许　雷 石玉成

３１２．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５－２５　Ｂ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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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并举天地宽 张明平

３１３．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０－５－２６ 江苏大

学另类“毕业秀” 最沉闷同学赛吃馒头

（图文） 霍建伟 朱晓颖

３１４．中央广播电台　２０１０－５－２６　１４：３１
江苏大学另类“毕业秀” 最沉闷同学赛吃

馒头 霍建伟 朱晓颖

３１５．安徽广播电台　２０１０－５－２６　１５：４３
江苏大学另类“毕业秀” 最沉闷同学赛吃

馒头 霍建伟 朱晓颖

３１６．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５－２６Ａ５版
“毕业秀”啃馒头不喝酒 霍建伟 沈湘伟

３１７．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５－２６　Ｃ１４版
江苏大学举办兼职实习招聘会 霍建伟

朱　政 吕强盛

３１８．光明日报　２０１０－５－２８ 一份出

色的“成绩单” 张明平 郑晋鸣

３１９．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５－２８　Ｂ１版
你“沉闷”吗？比赛吃馒头吧 霍建伟

万凌云　
３２０．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５－３０　Ａ２ 为

救骨癌少年 网友组织义卖 王爱敏

３２１．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５－３１ 第２版
江苏大学六成毕业生不出校定“婆家” 张

明平 陈瑞昌

３２２．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５－３１ 第 ７版
央视“金话筒”白燕升到江苏大学谈戏曲

（图片） 季　翔 张明平

３２３．中国老年报　２０１０－６－１ 第１版
图片新闻 孙　昊 石玉成

３２４．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６－１　Ａ２９版
提高国人文化素养要靠“中药”（图文）

霍建伟 张明平 万凌云　
３２５．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６－１ 央视名

嘴白燕升走进江苏大学讲戏曲（图文）

霍建伟　
３２６．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６－２ 走

近古运河关注水资源（图片） 石玉成

３２７．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６－３ 科

学护眼宣传进社区（图片） 石玉成

３２８．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６－３ 第 ３版
走近古运河关注水资源（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３２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６－３　Ａ５版 倡

导文明 低碳生活 （图片） 王 　 呈
盛晓芳　
３３０．江苏科技报　２０１０－６－３ 第７版

江大学子发明家用秸秆气化炉

３３１．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６－３ 走近古运

河关注水资源（图片） 班小红 石玉成

３３２．新华社通稿　２０１０－６－３ 科学护

眼 迎接“爱眼日”（图片） 石玉成

３３３．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６－４ 第１版
走近古运河关注水资源（图片） 班小红

石玉成

３３４．健康报　２０１０－６－４ 第１版 走

近古运河关注水资源（图片） 石玉成

３３５．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６－５ 第 ４版
科学护眼 迎接“爱眼日”（图片） 石玉成

３３６．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６－６ 第 ２版
低碳减排 绿色生活，环保部门启动宣传月

李　媛 王晓琴 余宽平

３３７．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６－６　Ａ２版 低

碳减排 绿色生活，我市纪念世界环境日

李　媛 金　微 张小罛

３３８．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６－７　Ａ３版 江

大附院举行主题义诊 孙　卉
３３９．中新网　２０１０－６－７ 镇江数所高

校大学生参加模拟联合国大会 霍建伟

朱晓颖

３４０．中新网　２０１０－６－７ 江苏大学一学

生研究网络安全获年薪１０万工作 霍建伟

朱晓颖

３４１．现代教育报　２０１０－６－７ 共建绿

色家园（图片） 胡　磊 石玉成

３４２．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６－８ 第７版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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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大学做农民致富的“贴身高参” 张明平

李红艳

３４３．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６－８　Ａ７版 江

大教授进村来 张明平 李红艳 艾　培
３４４．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６－８ 第 ３版

社区建立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图片）

王　呈
３４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６－８　Ａ４版 社

区建立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图片）

王　呈　
３４６．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６－８ 大

学生热学民间艺术 “泥叫叫”（图片）

石玉成　
３４７．中国广播网　２０１０－６－８　９：３１

镇江大学生参加“模拟联合国大会” 拓宽

国际视野

３４８．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６－１０ 第 ２版
一技之长换来１０万年薪 霍建伟 姜木金

３４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６－１１　Ａ４版
独居老人吃上可口香棕 竺　捷 苏　丹
３５０．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６－１２ 包

粽子 话端午（图片） 石玉成

３５１．台湾中央日报　２０１０－６－１２ 江苏

大学师生包粽子话端午（图片） 石玉成

３５２．中新网　２０１０－６－１２ 网络“秒

杀”风靡大陆 年轻人一族追求闪电购物

朱晓颖

３５３．现代教育报　２０１０－６－１３ 第２版
画出快乐暑假（图片） 张　怡 石玉成

３５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６－１３　Ａ５版
江大外籍师生感知端午文化 张　芬
沈湘伟　
３５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６－１３　Ａ６版

好口才助高校学子成功就业 沈湘伟

３５６．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６－１４　Ａ２版
江大今年计划招生５２５０人 张明平

３５７．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６－１４ 第１版
大学生热学民间艺术“泥叫叫”（图片）

全晋春 石玉成

３５８．德育报　２０１０－６－１４ 第 ３版
走近古运河关注水资源（图片） 班小红

石玉成

３５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６－１５　Ａ７版
同为本科生为何待遇如此悬殊 沈湘伟

霍建伟

３６０．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６－１５ 民

族团结一家亲（图片） 石玉成

３６１．南湖晚报　２０１０－６－１６ 第 ４版
江苏大学学生端午禾城习党史 （图片）

彭昭之

３６２．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６－１７　Ａ１版
江苏大学超分子光学功能材料研究获重大

进展 张明平

３６３．江苏经济报　２０１０－６－１７　Ａ２版
民族团结一家亲（图片） 张　怡 石玉成

３６４．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６－１８ 第２版
大学生车间取经（图片） 杨　雨
３６５．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６－１８ 第 ２版

纪念韦岗战斗胜利７２周年—大学生小学生
共唱军歌绘长卷（图片） 石玉成

３６６．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６－１８　Ａ５版
追寻英雄足迹 牢记革命历史（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３６７．新华网　２０１０－６－１８ 专访：习近

平访澳旨在巩固和提升中澳全面合作关系

曹　扬
３６８．中新网　２０１０－６－１８ 习近平访

问澳大利亚之行的“重点词” 胡旭君

３６９．文汇报　２０１０－６－１９　Ａ８版 习

近平今起访澳 ２００企业家随行
３７０．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６－２０ 第２版

大学生进村“普法宣传”（图片） 何　铭
石玉成

３７１．新华网　２０１０－６－２２ 姜堰与江

大建汽车零部件研究院 顾介铸

３７２．新华网　２０１０－６－２２ 习近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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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澳功能材料联合研

究中心揭牌 仪式（图片） 刘卫兵

３７３．人民网　２０１０－６－２２ 习近平出席

向澳中华全球研究中心赠书仪式 杜尚泽

李景卫

３７４．星岛日报　（墨尔本版）２０１０－６－
２３ 第１版 习近平副主席与澳总督亲切

会谈 陈方恒

３７５．人民日报　２０１０－６－２３ 第 ３版
习近平出席向澳中华全球研究中心赠书仪

式 杜尚泽 李景卫

３７６．中国广播网　２０１０－６－２３ 习近平

出席中澳功能材料联合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图文） 焦　莹
３７７．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６－２３ 第 ４版

民族团结一家亲（图片） 张　怡 石玉成

３７８．教师报　２０１０－６－２３　Ａ１ 追寻

英雄足迹 牢记革命历史（图片） 全晋春

石玉成

３７９．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６－２３　Ｂ１９ 江

苏大学京江学院荣誉 简介

３８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６－２４ 第 ６版
大学毕业生捐棉被给贫困孩子（图片）

王　呈　
３８１．江苏经济报　２０１０－６－２４　Ａ１版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图片） 石玉成

殷宏敏　
３８２．人民日报　２０１０－６－２４ 第 ２版

巩固友谊 增进互信 拓展合作 杜尚泽

３８３．新华社通稿　２０１０－６－２４ 珍爱生

命 远离毒品（图片） 石玉成

３８４．人民公安报　２０１０－６－２４ 第１版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图片） 石玉成

３８５．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６－２４ 第 ７版
高校专业设置该不该以市场为导向

刘真真　
３８６．光明日报　２０１０－６－２６ 江苏高

校领导班子建设再推新举措 郑晋鸣

３８７．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６－２８ 第３版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图片） 石玉成

殷宏敏　
３８８．江苏教育电视台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１９：

３０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０年暑期大学生社会实
践启动 姜　坚 张方圆

３８９．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７－１　Ａ７版 镇

江大 小学生弘扬传统戏曲文化（图片）

王海军 石玉成

３９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７－１ 第 ２版
江大 ５６５支社会实践分队出征 霍建伟

姜木金

３９１．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７－１ 镇

江“外来娃”的暑期课堂（图片） 石玉成

３９２．人民日报　２０１０－７－２ 大学生创

业教育 给“面包”还是给“猎枪” 袁新文

３９３．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７－２ 第２版
画京剧脸谱学国粹艺术（图片） 王海军

石玉成

３９４．健康报　２０１０－７－２ 镇江“外来

娃”的暑期课堂（图片） 石玉成

３９５．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７－２ 江苏大

学１０００余名学生争３１个贫困山区支教机
会 霍建伟

３９６．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７－３ 第１版
弄堂里欢声笑语（图片） 杨春峰 石玉成

３９７．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４　Ａ３版 江

大学生指导高考学生填报本三志愿（图片）

石小刚

３９８．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７－５　Ａ２版 大

学生 小学生共同描画战斗英雄（图片）

全晋春

３９９．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７－５ 第１版
镇江“外来娃”的暑期课堂（图片） 胡　磊
石玉成

４０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７－５ 第 ２版
江大千余学子争赴贫困山区公益支教

霍建伟 姜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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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５　Ａ６版 千

余大学生争抢 ３１个贫困山区支教名额
霍建伟 笪　伟
４０２．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５　Ａ６版 江

大学子社会实践为就业“热身” 霍建伟

笪　伟
４０３．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５　Ａ６版 江

苏大学工商学院进菜场宣传活动 杨宗康

４０４．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７－６ 第１版
大手牵小手描绘新美景（图片） 全晋春

石玉成

４０５．新华社通稿　２０１０－７－７ 留守娃

暑假走进科技馆（图片） 石玉成

４０６．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７－７ 江苏大

学一学生爱发明 三年获 ２１项专利授权
霍建伟

４０７．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７－７ 第 ６版
镇江“外来娃”的暑期课堂（图片） 何　菁
石玉成

４０８．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７－７ 第 ４版
金山湖美景画中来 （图片） 全晋春

石玉成　
４０９．烟台晚报　２０１０－７－７　Ｃ８版 我

们在蓬莱受益匪浅 刘晓静

４１０．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７－８ 第 １版
留守儿童暑假走进科技馆（图片） 石玉成

４１１．人民政协报　２０１０－７－８ 第１版
留守儿童暑假走进科技馆（图片） 石玉成

４１２．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７－８ 第２版
江大学子为外来工子女开设“暑期课堂”

（图片） 胡　磊 石玉成

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７－８ 第７版 江苏

大学千名学生争抢３１个贫困山区支教机会
霍建伟 赵风华

４１３．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８　Ｂ１３版
江苏大学工商学院暑期开展文明宣传活动

张震宇

４１４．苍梧晚报　２０１０－７－８　Ａ１５版

东海校企共建就业见习基地 陆守龙

段慧明　
４１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８　Ａ５版 志

愿者走进社区帮助居民健康度夏 竺　捷
沈湘伟

４１６．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７－９ 大

学生组“叨叨团”服务社区（图片） 石玉成

４１７．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１０　Ａ５版
昨晚，记者连线赴大别山支教学生 蒋慧群

沈湘伟

４１８．江苏科技报　２０１０－７－１２ 第７版
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装备研发分中心落户

江苏大学 霍建伟 许　雷
４１９．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７－１２　Ｂ２版

支教贫困山区成江苏大学暑期实践“香饽

饽” 霍建伟

４２０．中国文化报　２０１０－７－１２ 第６版
留守儿童暑假走进科技馆（图片） 石玉成

４２１．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７－１５ 江苏大

学学子赴 ２１省市探访成功校友 沈湘伟

董超标

４２２．人民日报　２０１０－７－１５ 第１４版
暑期当社工（图片） 石玉成

４２３．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７－１２ 江苏大

学生登门访校友寻找“成功路” 彭　彬
吕强盛

４２４．中国教育新闻网　２０１０－７－１２ 江

苏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成形势政策教育移动

课堂 霍建伟

４２５．中国老年报　２０１０－７－１３ “叨叨

团”志愿者广场服务（图片） 万　选
石玉成　
４２６．南京晨报　２０１０－７－１３　Ｂ１７ 医保

就是要让百姓看病负担不断变轻 张　杰
黄　益
４２７．南京晨报　２０１０－７－１３　Ｂ１７ 江

大学子暑期创业实践忙 顾瑜婷

４２８．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１３　Ａ６版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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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大学生回报社会（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４２９．教师报　２０１０－７－１４　Ａ４版 受

助大学生回报社会 （图片） 张 　 怡
石玉成　
４３０．江苏工人报　２０１０－７－１４ 第２版

江大博士服务团送安全知识到矿山 顾瑜婷

肖克勇

４３１．中国劳动保障报　２０１０－７－１４ 第

１版 江苏大学藏族学生暑期回乡宣传新

医改 胡馨月 周存君

４３２．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７－１４ 第 ３版
江大学子暑期实践 ６天卖掉啤酒８００多箱
彭　彬 李梦露 姜木金

４３３．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７－１４ 第 ２版
江大学子世博园展开世博调查 戴宇践

４３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１４　Ａ７版 外

国留学生进社区卖啤酒 沈湘伟 彭　彬
李梦露

４３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１４　Ａ５版
江大学生为世博献血 蒋慧群 沈湘伟

４３６．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１４　Ａ７版
用网络编织爱心故事 鲍伊蕾

４３７．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７－１４　Ｂ１４ 京江

学院以人为本培育创新创业人才 明　平
少　华
４３８．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７－１４　Ｂ２１ 快

乐暑期随我行”（图片） 张　萍 明　平
４３９．现代教育报　２０１０－７－１４ 第１版

江大学子为外来工子女开设“暑期课堂”

（图片） 胡　磊 石玉成

４４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７－１１ 江大学子

暑期寻访杰出校友成功路 彭彬 霍建伟

姜木金

４４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１１　Ａ５版
江大学子赴 ２１省市踏访“成功之路”
彭　彬 霍建伟 沈湘伟

４４２．新华社通稿　２０１０－７－１７ 大学生

暑期志愿实践山区支教（图片） 石玉成

４４３．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７－１７ 第２版
江苏大学千余名学生暑期争抢３１个山区支
教名额 霍建伟 陈瑞昌

４４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１６ 江大学

子世博园展开问卷调查 戴宇践

４４５．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７－１６　Ａ４版 １６
名大学生远赴宁夏公益支教 （图片）

石玉成　
４４６．现代教育报　２０１０－７－１６ 第５版

义务维修———大学生回报社会（图片）

张　怡 石玉成

４４７．昆山日报　２０１０－７－１６　Ａ２版
暑期去古镇当导游（图片） 顾　洁
４４８．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７－１９　Ａ５版

镇江疑难病症会诊中心开诊 张燎明

艾　培　
４４９．江苏科技报　２０１０－７－１９ 第７版

江大深入社区宣传低碳生活 何　铭
４５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７－１９ 第 ２版

江大与市中心血站签约 叶明昊 周　平
４５１．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７－１６　Ａ２版

“外来娃”暑期学急救（图片） 万　选
石玉成　
４５２．江苏经济报　２０１０－７－１７　Ａ２版

江苏大学学生学习蝴蝶兰花幼苗培植技术

（图片） 蒋　豪 石玉成

４５３．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７－１８ 第 １版
参观蝴蝶兰基地（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４５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１８　Ａ４版
参观蝴蝶兰基地（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４５５．宿迁日报　２０１０－７－１８　Ａ３版
江大博士服务团送安全知识到工地

钱　慧　
４５６．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７－１９ 第６版

把“国字头”品牌建设当作跨越发展的引擎

袁寿其

４５７．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７－２０　Ｂ２版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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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发明大王”走进社区呼唤创新意识

霍建伟

４５８．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７－２０　Ｂ４版
永不放弃才能创造生命奇迹 （图文）

袁寿其　
４５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２０　Ａ６版

中外学生博物馆里手拉手 彭彬 倪　琼
沈湘伟

４６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７－２１ 第 ５版
警校共建 “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

德　林　
４６１．西藏商报　２０１０－７－２１　Ｂ７版

西藏籍大学生暑期宣传新医改 顾瑜婷

陈　虹
４６２．现代教育报　２０１０－７－２１　Ａ４版

走进 Ｅ时代 快乐社区行 吕 　 霞
石玉成　
４６３．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７－２１　Ａ７版

镇江成立首家“青少年科普超市”（图片）

张　怡 石玉成

４６４．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７－２１　Ｂ１５版
京江学院多措并举推进“质量工程”

４６５．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７－２１　Ｂ１５版
江大学生走近小岗村“新掌门”（图片）

苏　杭 明　平
４６６．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７－２１ 第 ２版

江大成立全市首家青少年科普超市 石玉

成 郁　南 沙艳秋

４６７．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７－２１ 第 ２版
江大公益志愿者宁夏山区支教受欢迎

彭　彬 霍建伟 姜木金

４６８．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７－２３ 第 ３版
江大学生来到关爱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志

愿活动（图片） 蔡　静
４６９．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７－２３ 第２版

江苏大学５６５支大学生社会实践分队出征
霍建伟

４７０．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７－２５ 江苏大

学志愿者支教 为 ８００名学生教学 １５天
（图文） 彭　彬 霍建伟

４７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２３　Ａ５版 江

苏大学志愿者山区支教反响强烈 彭　彬
霍建伟 笪　伟
４７２．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２４　Ａ６版

青少年科普超市落户江大 石玉成

４７３．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７－２５　Ｂ１４ 京

江学院“特色兴院”结出累累硕果

４７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７－２７　Ａ４ 民

族风情画 快乐过暑假（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４７５．教师报　２０１０－７－２８ 第 １版
走进Ｅ时代 快乐社区行（图片） 吕　霞
石玉成

４７６．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７－２８ 第１版
听老战士讲革命（图片） 杨春峰 石玉成

４７７．常熟日报　２０１０－７－２８ 第 ２版
学常德盛 做好村官 闵　添
４７８．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７－２９ 第１版

宣传低碳生活新观念（图片） 王海军

石玉成　
４７９．法制日报　２０１０－８－１ 第 ４版

编草鞋 讲长征（图片） 杨春峰 石玉成

４８０．中国消费者报　２０１０－８－１　Ｃ１
江苏大学生走进社区普及网络知识（图片）

石玉成

４８１．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８－１ 第 ２版
江大继教学院举办“百名学生进企业”活动

（图片） 蔡　静
４８２．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８－１　Ａ１１版 天

目湖啤酒掀盛夏赛艇风 国　新 王　晔
４８３．现代快报　２０１０－８－１　Ａ２２版

“城市舵手挑战赛”天目湖盛大启动

快　文　
４８４．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８－１ 第 ７版

大学生“发明大王”走进社区呼唤创新意识

霍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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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５．中国教育新闻网　２０１０－８－３ 江

苏大学“爱暖西吉”赴宁夏少数民族区支教

（图文） 彭　彬 霍建伟

４８６．现代教育报　２０１０－８－２ 第４版
醋文化博物馆里长见识（图片） 蒋　豪
石玉成

４８７．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０８－３　Ａ６版
金山街道“文明扇” 凉风习习进万家

石玉成　
４８８．中国红十字报　２０１０－０８－３ 第２

版 快乐暑假（图片） 蔡　静 石玉成

４８９．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０８－３ 大

学生企业实习提高就业技能 （图片）

石玉成　
４９０．江苏卫视　２０１０－０８－４ 江苏新

时空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锻炼自我 服

务社会 沈李颖

４９１．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８－８ 江苏大学

志愿者安徽支教 陪伴留守娃过暑假［图

片］ 叶　涛 石玉成

４９２．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８－８ 第 ７版
江苏大学公益支教大学生在山村小学开展

升国旗爱国教育活动 霍建伟 叶　涛
４９３．张家港日报　２０１０－８－１０ 第３版

节能减排从我做起（图片） 肖　湘
４９４．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８－１０ 江

苏镇江举行“心系舟曲爱心义卖”活动（图

片） 石玉成

４９５．江苏工人报　２０１０－０８－１０ 第 １
版 江苏大学学生社区义卖捐舟曲（图片）

蒋　豪 石玉成

４９６．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０８－１０
镇江中小学生“绿色网络行 快乐度暑假”

（图片） 石玉成

４９７．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０８－１１ 第 ２
版 文明扇传播新风尚（图片） 蒋　豪
石玉成

４９８．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０８－１１　Ａ６版

社区义卖为舟曲献爱心 竺　捷 张润轩

苏　丹
４９９．江苏科技报　２０１０－０８－１２ 第 ７

版 大学生“发明大王”走进社区 霍建伟

５００．中国老年报　２０１０－０８－１２ 第 １
版 心系舟曲 爱心义卖（图片） 蒋　豪
石玉成

５０１．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０８－１７　Ｂ２版
“明星村长”与江大学生面对面（图片）

林欣荣　
５０２．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０８－１７

大学生暑期“充电”忙（图片） 石玉成

５０３．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０８－１８
醋文化博物馆里长见识（图片） 石玉成

５０４．现代教育报　２０１０－０８－２５ 第 ６
版 心系舟曲 爱心义卖（图片） 蒋　豪
石玉成

５０５．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０８－２５ 第 １
版 大学生暑期“充电”忙（图片） 张　怡
石玉成

５０６．中日新闻　２０１０－０８－２５ 第 １４
版 中国江苏大学生去津市 古谷祥子

５０７．每日新闻　２０１０－０８－２５ 第 ２０
版 江苏大学学生首次访问 在津市举行

欢迎晚宴 福泉亮

５０８．伊势新闻　２０１０－０８－２６ 第８版
中国的学生去三重大学访问

５０９．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０８－２７ 第７版
江苏大学学生开展《教改规划》民意调查

明　平 张　萍
５１０．新华社通稿　２０１０－０８－２６ 律师

咨询日 维权进社区（图片） 石玉成

５１１．人民日报　２０１０－０８－２７ 第２版
律师咨询日 维权进社区（图片） 石玉成

５１２．人民日报　（海外版）２０１０－０８－２７
第１版 律师咨询日 维权进社区（图片）

石玉成

５１３．法制日报　２０１０－０８－２７ 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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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咨询日 维权进社区（图片） 石玉成

５１４．海南日报　２０１０－０８－２７　Ｂ１版
律师咨询日 维权进社区（图片） 石玉成

５１５．中国老年报　２０１０－０８－２７ 第 １
版 律师咨询日 维权进社区（图片）

石玉成　
５１６．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０８－２７　Ａ８版

律师咨询日 维权进社区（图片） 石玉成

５１７．扬州晚报　２０１０－０８－２７　Ａ２０版
律师咨询日 维权进社区（图片） 石玉成

５１８．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０８－３１　Ｂ２版
江苏大学开展《规划纲要》民意调查 明　
平 张　萍
５１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０８－３１　Ａ４版

校车专门接送 江大学子开心 彭　彬
霍建伟 笪　伟
５２０．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０８－３１　Ａ６版

江大附院首推“产后操” 孙　卉 翟　进
５２１．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０８－３１ 第２版

第三届大学生节能减排竞赛落幕 江苏大

学获佳绩 朱　政 建　伟 木金

５２２．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０９－４　Ａ３版
大学生节能减排竞赛驻镇两高校双双获奖

路诗奎 霍建伟 笪　伟
５２３．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０９－４　Ａ３版

一卡一匙一分钟报到完毕 江苏大学喜迎

近万名新生（图文） 霍建伟 笪　伟 季

　翔 张明平

５２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０９－５　Ａ１４版
江大学生开展民意调查 高教制度改革普

受欢迎 明　平 张　萍
５２５．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０９－５ 第 １版

未出家门已畅游校园 ９０后搭上信息化快车
（图 文） 霍 建 伟 张 明 平 姜 木 金

季　翔　
５２６．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０９－５ 第 １版

老汉打零工捡废品三年 攒下万元给孙子

上大学 彭　彬 亚　杰 木　金

５２７．江苏工人报　２０１０－０９－５ 第２版
江苏大学新生报到入学（图片） 陈国强

石玉成

５２８．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０９－６ 第 ２版
孙家有好女 高考齐中榜 霍建伟 张明平

姜木金

５２９．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０９－６　Ａ１０版 ７８
岁老汉攒三年血汗钱供孙子上学 彭　彬
霍建伟 万凌云

５３０．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０９－５　Ａ１５版
双胞胎姐妹江大报到 突出个性穿不同服

装（图文） 霍建伟 张明平 万凌云

５３１．中新网　２０１０－０９－６ 南通一对

双胞胎以一分之差考入相同大学相同专业

（图文） 霍建伟 张明平 朱晓颖

５３２．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０９－６ ７８岁
老汉攒三年血汗钱供孙子上学 彭　彬
王亚杰

５３３．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０９－４ 江苏大

学“９０后”大学新生报到搭上信息化快车
霍建伟

５３４．现代教育报　２０１０－０９－６ 第３版
江苏大学学生帮助留守儿童进行素质拓展

训练（图片） 杨春峰 石玉成

５３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０９－６　Ａ６版
如皋双胞胎入江大同专业 霍建伟 张明

平 笪　伟
５３６．江南时报　２０１０－０９－７ 第 ７版

图片新闻 顾瑜婷 李红根

５３７．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０９－７　Ａ６版
新生报到搅热校园周边市场 戴有慧

霍建伟 笪　伟
５３８．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０９－７ 第 ７版

江苏大学信息快车服务新生报到 霍建伟

张明平

５３９．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０９－７　Ｂ２版
江大新生报到搭上信息化快车 霍建伟

５４０．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０９－７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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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镇江学生自制贺卡感念师恩 石玉成

５４１．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０９－８ 不一般

的新生 不一般的心愿 陈晓春

５４２．新华社通稿　２０１０－０９－９ 学习传

统礼仪 弘扬传统文化（图片） 石玉成

５４３．现代教育报　２０１０－０９－１０ 第 ４
版 自制贺卡感念师恩（图） 杨春峰

石玉成　
５４４．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０９－１９ 新学年伊

始“９０后”新生“招新会”上很务实 王艳玲

霍建伟 万凌云

５４５．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０９－１２
中外学子共做月饼话中秋（图片） 石玉成

５４６．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０９－１２ 第２版
江大启动研究生党支部设置改革试点

刘群东　
５４７．中新网　２０１０－０９－１３ ９０后新生

“招新会”上热身：目光伸向四年后 王艳玲

王春龙

５４８．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０９－２１ 第７版
江苏大学与格拉茨大学共建孔子学院

骆　英 张明平

５４９．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０９－１４ 第２版
中外学子共做月饼话中秋（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５５０．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０９－１４　Ａ６版
中外学子共做月饼话中秋（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５５１．中国青年报　２０１０－０９－１９ 第 ２
版 学习传统仪 弘扬传统文化（图片）

石玉成

５５２．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０９－２１ 第 １
版 学中华礼仪 扬传统文化（图片）

杨春峰 石玉成

５５３．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０９－２２ 第 １１
版 留学生欢喜吃月饼 蒋慧群 霍建伟

５５４．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０９－２２ 江大学

子展军训风采（图片） 季　翔 霍建伟

５５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０９－２２ 外籍留

学生爱上中秋文化 蒋慧群 霍建伟

笪　伟　
５５６．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０９－２２ 江大上

演“抢”军训服大战 共收得两千多套，将

用于爱心支教 彭　彬 周以林 姜木金

５５７．中新网　２０１０－０９－２３ 浪漫节日

充满诗意 外国留学生在镇江过中秋节

彭　彬 王艳玲

５５８．中新网　２０１０－０９－２３ 江苏大学

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孤寡老人共度中秋

彭　彬 周以林 王艳玲

５５９．现代教育报　２０１０－０９－２４ 中外

学子共做月饼话中秋（图片） 许　雷
石玉成　
５６０．江苏工人报　２０１０－０９－２８ 江苏

大学方程式赛车正式发布（图片） 季　翔
肖克永

５６１．江苏教育电视台　 江苏大学方程式

赛车发布 马　倩 黄　鑫
５６２．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０９－２８　Ｂ２版

第六届中日机电学术交流会在江苏大学举

行 霍建伟 叶　涛
５６３．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９－２７ 第 １版

江大学生造出方程式赛车（图片） 季　翔
张明平 霍建伟

５６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９－２７　Ａ１版
江大智造方程式赛车（图片） 季　翔
张明平　
５６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９－２７　Ａ５版　

从设计 制造到成本测算 市场营销全

程ＤＩＹ
江大学子将亮相方程式汽车大赛＂ 霍

建伟 张明平 笪　伟
５６６．新华网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中国大学

生有望驾驶“我制造”角逐方程式赛车场

（图文） 霍建伟 张明平

５６７．中新网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中国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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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方程式比赛 学生将驾 ＤＩＹ汽车参赛
（图文） 霍建伟 张明平 朱晓颖

５６８．中新网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９０后”
新生捡钱不懈贴招领启事 被称“清纯”

王艳玲

５６９．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０９－２７ 第 ２
版 江苏大学与格拉茨大学共建孔子学院

骆　英 张明平

５７０．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０９－３０ 第 ２
版 江苏大学方程式赛车发布（图文）

建　伟 明　平
５７１．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１０－５　Ａ２版

镇江一社区开展关爱空巢老人活动（图片）

石玉成

５７２．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１０－４ 募捐１１
万 江大校友回母校认养５棵大树 彭　彬
霍建伟 万凌云

５７３．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０－５ 江苏大

学＂９０后＂大学生玩转国庆假期 丁寅娅

霍建伟

５７４．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０－５ 江苏大

学留学生过别样＂十一＂ 蒋慧群 霍建伟

５７５．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０－５ 江苏大

学生的国庆长假：度假方式按年级分层

王亚杰 霍建伟

５７６．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０－６ 第 ２版
回家 考级 打工 复习…… 大学生度假

方式各有千秋 蒋慧群 王亚杰 霍建伟

姜木金

５７７．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０－４ 第 １版
江大校友认养“感恩树” 彭　彬 霍建伟

姜木金

５７８．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０－５　Ａ３版
大学生怎么度长假“泾渭分明” 江大轩

江科大轩 笪　伟
５７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０－４　Ａ５版

江大百余校友认养“感恩树” 彭　彬
霍建伟　

５８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０－８ 第 ２版
９０后大学生的个性化假期 丁寅娅

姜木金　
５８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０－８　Ａ４版

国庆长假，你 “乐活”了吗？ 丁寅娅

笪　伟　
５８２．江苏教育电视台　２０１０－１０－１２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０届毕业生就业率达 ９０％
李子祥 姜　坚
５８３．江苏教育电视台　２０１０－１０－１３

江苏大学将实施“精英人才培养”计划

李子祥 姜　坚
５８４．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０－１２ 两女

子在江苏大学校园行骗遭遇“无间道”

丁寅娅 霍建伟

５８５．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０－１２ 第２版
江苏大学５年筹集１．２亿经费帮助困难学
生上学 霍建伟 姜木金

５８６．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０－１３ 第３版
借“发展文具代理”行骗 两女子在江大落

网 丁寅娅 霍建伟 姜木金

５８７．新华网　２０１０－１０－１１ 江大建立

全方位助困体系 资助经费五年１．２亿元
霍建伟

５８８．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０－１２ 江苏

大学建全方位助困体系 五年资助１．２亿
元 霍建伟

５８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０－１１　Ａ３版
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江大夺金江科大

摘银 霍建伟 笪　伟
５９０．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０－１２　Ａ６版

江大新生警惕高巧与周旋捉骗子 丁寅娅

霍建伟 笪　伟
５９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０－１２　Ａ３版

资助帮扶困难学生 江大五年支出１．２亿
霍建伟 笪　伟
５９２．新华网　２０１０－１０－１２ 倒计时一

个月 各族居民喜迎亚运（图片） 石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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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３．江苏工人报　２０１０－１０－１４ 镇江

学生与居民共绘亚运（图片） 杨春峰

石玉成　
５９４．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０－１６ 大学生

与社区老人结对同乐 沙艳秋

５９５．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０－１４ 第 ２
版 江苏大学：经济助困与精神帮扶相结合

霍建伟

５９６．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１０－１９　Ｂ２版
江苏大学建立全方位助困体系 霍建伟

５９７．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１０－１９　Ｂ３版
“一本四全”，为学生的心灵导航 薛　萍
张明平

５９８．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０－２４　Ａ３版
江大“爱心联盟” 募捐援助　魏梦婷
陶　春　
５９９．中新网　２０１０－１０－２３ 江苏大学

有一支“多功能志愿者”服务队伍（图文）

彭　彬 霍建伟 王亚玲

６００．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０－２２ 土家

族孤儿大学生江苏大学安新家（图文）

霍建伟 彭　彬
６０１．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０－２２ ２９位

孤儿大学生在江苏大学找到“家” 彭　彬
６０２．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０－２３ 江苏

大学为低碳时代添加新注脚 彭　彬
王艳玲 王春龙

６０３．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０－２５　Ａ３版
江大举办科技节 市民观摩看新奇 王亚杰

彭　彬 笪　伟
６０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０－２５　Ａ３版

江大附院射频技术治疗疼痛 孙　卉
翟　进　
６０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０－２４　Ａ４版

秋季养生走进社区 （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６０６．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０－２４ 第２版

秋季养生走进社区 （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６０７．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０－２２　Ａ５版

江大退休教授献关爱 土家族孤女安“新

家” 霍建伟 彭　彬 笪　伟
６０８．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０－２２ 第３版

江大结对帮扶孤儿大学生 ５年来，２９人在
此“安家” 霍建伟 彭　彬 姜木金

６０９．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０－２５ 第 ２
版 江苏大学与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共建孔

子学院 骆　英 张明平

６１０．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０－２６ 第 ２
版 江苏大学开展“给我一个家”活动

彭　彬 陈瑞昌

６１１．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０－２６ 第２版
动手编渔网体验渔文化（图片） 胡　磊
石玉成

６１２．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０－２８ 第 ２
版 土家族孤儿大学生江苏大学安新家

霍建伟 彭　彬
６１３．新华网　２０１０－１０－２９ 奥地利格

拉茨孔子学院正式成立 刘　钢
６１４．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　Ａ１版

李政道与教育学者共答“钱学森之问”

陆　琦 郑金武

６１５．新华网　２０１０－１０－３０ 奥地利第

二所孔子学院揭牌（图片） 徐　亮
６１６．光明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 第 ６版

江苏 大 学 为 梦 想 插 上 翅 膀 郑 晋 鸣

宣晓庆　
６１７．中新网　２０１０－１１－１ 江苏大学

举行仪式为海南地区赈灾募捐（图文）

金永生 金志敏 戴有慧 彭　彬
６１８．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 ３８所高

校海南学子 为家乡募捐祈福 彭　彬
霍建伟 万凌云

６１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　Ａ４版
高校海南学子为受灾家乡募捐 彭　彬
霍建伟 笪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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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　Ａ５版
江苏大学“环保志愿团”走进小学（图片）

王　呈 张　萌
６２１．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 第 ７版

江苏大学袁寿其获“何梁何利奖” 张明平

６２２．江苏经济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　Ａ２版
江苏大学袁寿其获“何梁何利奖” 力　明
明　平
６２３．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　Ａ７版

社区喜迎广州亚运会（图片） 石玉成

６２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　Ａ５版
社区喜迎广州亚运会（图片） 文　雯
石玉成　
６２５．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 第 ３版

社区喜迎广州亚运会（图片） 石玉成

６２６．江苏商报　２０１０－１１－３　２２版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开展消防宣传 童　婕
６２７．新华网　２０１０－１１－４ 巧手创环

保（图片） 杨　雨
６２８．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５ 第 ２版

江苏大学开展“赠爱心棉衣暖贫寒学子”活

动（图） 文　雯 石玉成

６２９．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５　Ａ７版
江苏大学开展“赠爱心棉衣暖贫寒学子”活

动（图） 文　雯 石玉成

６３０．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７ 江苏大学

袁寿其获“何梁何利奖” 张明平 霍建伟

艾　培
６３１．中新网　２０１０－１１－７ 江苏大学

现创业“小老板”日销售额千余元（图文）

彭　彬 周以林 王艳玲

６３２．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１－７ 第１版
赠爱心棉衣暖贫寒学子（图片） 刘群东

石玉成

６３３．新华网　２０１０－１１－７ 江苏大学

汽车与装备行业校友会成立 凌军辉

６３４．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１－７ 江苏大

学成立汽车与装备行业校友会（图文）

张明平 霍建伟

６３５．江苏经济报　２０１０－１１－８ 江苏大

学巧建校企合作新平台 侯力明 张明平

霍建伟

６３６．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９　Ａ６版 江

苏大学校友单位设百万创新基金 明　平
建　伟 艾　培
６３７．江苏教育电视台　２０１０－１１－８ 江

苏大学：汇聚校友资源 抢占行业龙头

李子祥 朱恒生

６３８．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８　Ａ３版
珍爱生命先学急救 四高校师生举办科普

活动 盛家鹏 沈湘伟

６３９．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７ 第 １版
江大汽车与装备行业校友会成立 张明平

霍建伟 姜木金

６４０．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７ 第 ２版
江大学生“小老板”一天销售逾四万元

李梦璐 彭　彬 姜木金

６４１．现代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１－８ 第５版
社区喜迎广州亚运会（图片） 石玉成

６４２．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８　Ａ２版
江大学子爱心接力社区辅教班又开课

竺　捷 苏　丹
６４３．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８　Ａ４版

大学生献血小分队积极加入无偿献血

沈湘伟　
６４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７　Ａ２版

江大汽车与装备行业校友会成立 张明平

霍建伟 笪　伟
６４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５　Ａ４版

江大与格拉茨大学共建孔子学院在奥地利

揭牌 张明平 笪　伟
６４６．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４　Ａ２版

江苏大学袁寿其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创新

奖 张明平 笪　伟
６４７．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５ 第 ２版

江大与奥格拉茨大学共建孔子学院 张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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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木金

６４８．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４ 第 １版
江苏大学袁寿其获“何梁何利奖” 张明平

姜木金

６４９．江苏工人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０ 江苏大

学爱心棉衣情暖贫寒学子（图片） 刘群东

石玉成

６５０．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１　Ａ２版
江苏大学成立汽车与装备行业校友会（图

文） 张明平 霍建伟

６５１．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１ 第 ２
版 江苏大学成立汽车与装备行业校友会

（图片） 钱　诚 张明平 霍建伟

６５２．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２ 第３版
图片新闻 文　雯 石玉成

６５３．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２　Ａ８版
图片新闻 文　雯 石玉成

６５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４　Ａ５版
江大志愿者看望荣炳留守儿童（图片）

张　斌　
６５５．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４ 第１版

江大志愿者看望荣炳留守儿童（图片）

张　斌　
６５６．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５ 第 １

版 共度快乐科普周末（图片） 刘雁玲

石玉成

６５７．健康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８ 第 ２版
大学生走进社区关爱老人（图） 石玉成

６５８．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８ 第 ２
版 快乐科普周末 （图 片） 刘 雁 玲

石玉成　
６５９．中新网　２０１０－１１－１８ 江苏大学

首届低碳行为艺术展很“雷人”（图文）

戴有慧 王　蕾 王春龙 王诗露

６６０．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１－１８ 昔日

８元钱挡住求学路 今捐２０万资助贫困生
蒋慧群 霍建伟 王春龙

６６１．中新网　２０１０－１１－１５ 江苏大学

举办“画字”比赛 彰显中华文化内涵（图

文） 李天亮 戴有慧

６６２．央视新闻频道　２０１０－１１－１６ 新

闻直播间 研究生就业工作 张　芸 邵

　阳
６６３．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９　Ａ１１版

物价上涨影响就业薪酬预期 独生子女注

重“孝敬父母”，愿就近择业 霍建伟 王

亚杰 万凌云

６６４．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１－１９ 物价上

涨影响江苏大学生就业薪酬预期 霍建伟

王亚杰

６６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９　Ａ６版
大学生投简历 “厚此薄彼” 霍建伟

孙　霞　
６６６．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９ 第１版

２０１１届毕业生不挤北上广 情愿家门口

王亚杰 霍建伟 姜木金 季　翔
６６７．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 第 ３

版 江苏大学成立汽车与装备行业校友会

张明平 霍建伟 陈瑞昌

６６８．新华网　２０１０－１１－１９ 省海协教

育基金会定向资助江苏大学２０名寒门学子
彭　彬 霍建伟

６６９．中新网　２０１０－１１－２１ 江苏大学

科技节：“机器人走迷宫大赛”显创新风采

彭　彬 刘忠桥 王艳玲

６７０．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１－１９ 江苏

海协教育基金会在镇江颁发助困奖学金

彭　彬 霍建伟

６７１．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　Ａ６版
当年８元挡住求学路 今朝拿２０万设助学
金 蒋慧群 霍建伟 孙　霞
６７２．江苏经济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２　Ａ２版

大学生就业薪酬预期 ＰＫ通胀 建　伟
亚　杰 力　明
６７３．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２ 第 ７

版 孙建中：与白蚁打交道的人（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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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平 霍建伟 朱　政
６７４．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４ 第２版

江大再揽数学建模国家奖 王亚杰

６７５．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４ 头版

头条　“结合生产需要来选题 结合工程实

际来研究 江苏大学研究生论文做在企业

里” 张明平 沈　晨
６７６．光明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４ 第６版

江苏大学坚持“内外兼修” 多举措建人才

强校 张明平 郑晋鸣

６７７．江苏经济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３　Ａ１版
江苏大学“环保志愿团”走进小学（图片）

杨　雨 聂　伟
６７８．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１－２１ 江苏

大学外籍教师走进社区与民同乐 戴有慧

刘忠桥 王春龙

６７９．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１－２１ 江苏

大学学生应对物价上涨 纷纷兼职“抢薪＂
彭　彬 霍建伟

６８０．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１２－５ “省钱３６
计”成校园超热时尚话题 寅　娅 建　伟
凌　云
６８１．新华社通稿　２０１０－１２－４ 志愿者

教“外来娃”学法（图片） 石玉成

６８２．中新网　２０１０－１２－４ 江苏大学

有个中药“百草社” 外国留学生也来取经

（图文） 蒋慧群 戴有慧 王春龙

６８３．中新网　２０１０－１２－２ 女大学生

勇敢演示安全套使用 宣传预防艾滋病

戴有慧 王艳玲

６８４．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１２－３　Ａ７版
学子居民喜迎亚残会 （图） 杨春峰

石玉成　
６８５．扬子晚报　２０１０－１２－２　Ａ１６版

轿车冲来时，他一把拉开学生 周志峰

霍建伟 张燎明 万凌云

６８６．中国青年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９ 第１０
版 吆喝叫卖也是创业初级阶段 彭　彬

建　伟 李润文

６８７．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１－２７ 江苏

大学为欢庆亚运会圆满成功开展健身长跑

活动（图文） 戴有慧 王　蕾 金永生

６８８．人民日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５ 江苏大

学建立短信沟通平台———“心语心愿”解心

结（图文） 张明平

６８９．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１－２６ 江苏

大学师生走进社区指导亲子沟通 张　萍
霍建伟

６９０．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５ 第 ３
版 外来娃学科普 （图 片） 陈 国 强

石玉成　
６９１．新华网　２０１０－１１－２４ 大学生创

业计划成果转化不能等 要做好三个对接

霍建伟 刘忠桥

６９２．中新网　２０１０－１１－２４ 江苏大学

中外学子志愿为长江母亲河“美容” 彭彬

李梦璐 王春龙

６９３．中国教育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２－４ 江

苏大学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图片） 霍建伟

张学军

６９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２－６　Ａ１版
志愿者教“外来娃”学法（图片） 新华社发

６９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２－４　Ａ３版
投资交流会开进江大 徐贤礼

６９６．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２－２　Ａ４版
用宽容关爱代替过度关注 翟　进
６９７．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９ 学生

就业

６９８．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　Ｃ１５版
昔日８元钱挡求学路 今捐２０万助贫困生
蒋慧群 霍建伟 林清智

６９９．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６　Ｃ１４版
江大师生进社区指导亲子沟通（图片） 张

萍 霍建伟 林清智

７００．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４　Ｃ１４版
不堪物价上涨压力 大学生勤工助学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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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彬 上官琰 林清智

７０１．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１－２９ 第 ２
版 做好三个对接，促进大学生创业计划成

果转化 霍建伟 刘忠桥

７０２．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１２－７　Ｃ１３版
江帆爱之旅 予爱他乡人（图片） 吴先琳

林清智

７０３．金陵晚报　 海协捐助活动

７０４．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２－２ 第 ２版
大学生理性面对防艾宣传 霍建伟 姜

木金

７０５．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２－２ 第 ２版
驻镇高校：确保贫困生吃得起菜 霍建伟

刘　剑 姜木金

７０６．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２－２ 第 ３版
车冲来时，他挡住了后面的学生 许益明

蔡渭涛 周志峰

７０７．新华社通稿　２０１０－１２－４ 教外来

娃学法（图片） 石玉成

７０８．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２－６ 第２版
车冲来时，他推开后面的学生 裴　伟
霍建伟　
７０９．海南日报　２０１０－１２－７ 第１１版

教外来娃学法（图片） 石玉成

７１０．消费日报　２０１０－１２－７　Ｂ３版
教外来娃学法（图片） 石玉成

７１１．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０－２０ 第 ７
版 周尚飞：创业路上的先行者 张明平

刘春华 陈　洁
７１２．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２－９ 第２版

教外来娃学法（图片） 杨春峰 石玉成

７１３．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１－１５ 第 １
版 江 苏 大 学 袁 寿 其 获 “何 梁 何 利

奖” 张明平

７１４．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２－９Ａ８版　江大
爱心超市温暖贫困学生　吴先琳　孙　霞
７１５．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１２－１０ 头版头

条 向白蚁学习制造“生物反应器 张明平

霍建伟

７１６．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１２－１４ 镇江成

立高性能合金产业联盟 霍建伟 艾　培
７１７．新华网　２０１０－１２－１０ 江苏大学

结缘核电用泵 计划２０１３年形成市场销售
霍建伟 李　伟
７１８．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２－９ 江苏大

学研究生情牵留守儿童（图文） 霍建伟

李　伟
７１９．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２－９ 江苏大

学学子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霍建伟 刘　浩
７２０．金陵晚报　２０１０－１２－１５　Ｃ１６版

研究生给留守儿童当老师 霍建伟 李　伟
林清智

７２１．江苏科技报　２０１０－１２－１６ 第 ７
版 江苏大学计划２０１３年形成核电用泵市
场销售 霍建伟 李　伟
７２２．镇江日报　２０１０－１２－１６ 第３版

江大研究生情牵留守儿童 霍建伟 李　伟
木　金
７２３．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２－１７ 第 １

版 大学生自主研发节能汽车模型（图片）

张学军

７２４．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２－１６ 头版

头条 江苏“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渐

入佳境 缪志聪

７２５．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２－１６　Ａ６版
上党镇留守儿童作客江大体验“幸福之旅”

霍建伟 李　伟 孙　霞
７２６．京江晚报　２０１０－１２－１７　Ａ７版

门诊大厅的“爱心岛”（图文） 张燎明

孙　卉 张立华　
７２７．新华网　２０１０－１２－１９ 走出去引

进来 江苏大学双向开放加快国际化步伐

霍建伟 张明平

７２８．中国新闻图片网　２０１０－１２－１９
江苏大学环境学院教师为贫困学子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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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牛奶（图） 杨　雨
７２９．中国广播网　２０１０－１２－１９ 江苏

镇江高校举行第 １０次“百名教授老区行”
（图文） 杨守华

７３０．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 第 １
版 小学生进大学校园学科普（图片）

刘雁玲 石玉成

７３１．江苏教育电视台　２０１０－１２－２１
后大众化阶段：江苏高教瞄准“创新人才”、

“高峰学科” 李子祥 朱恒生

７３２．科技日报　２０１０－１２－２１ 第７版
江苏大学“双向开放”加快国际化步伐 霍

建伟 张明平

７３３．江苏教育电视台　２０１０－１２－２１
江苏大学：优秀贫困生“不花一分钱”可出

国 李子祥 朱恒生

７３４．江苏经济报　２０１０－１２－２１　Ａ３版
江大推动核电用泵产业化 建　伟 李　伟
力　明
７３５．江苏教育电视台　２０１０－１２－２２

工科 毕 业 生 就 业 优 势 明 显 李 子 祥

朱恒生　
７３６．江苏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２－２３ 第 ２

版 江苏大学“双向开放”加快国际化步伐

霍建伟 张明平

７３７．新华日报　２０１０－１２－２４ 江苏大学

附属医院打造方便患者“新科室” 张燎明

艾　培
７３８．中国教育报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第 １

版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正视学生差异实行

个性化人才培养 张明平 汪少华

７３９．科学时报　２０１０－１２－２８　Ｂ２版
江苏大学“双向开放”加快国际化步伐

霍建伟 张明平

７４０．中新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０ 江苏海协

基金会为学子颁发金鹰国际特殊教育基金

７４１．江苏新闻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江苏

大学首批医学类外国留学生顺利毕业

霍建伟 江永华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电视台
专题片目录

　　１．我校“三大工程”推进人才强校
２．繁秋盛夏———我大四的梦
３．放手也许是一种爱
４．探营“江大之星”车队备战ＦＳＡＥ
５．《走近江大之星车队》
６．江大学子征战中国首届大学生方程

式汽车大赛

７．江苏大学校史馆建设工作全面启动
８．校园人才市场聚焦
９．美丽江大 生态校园

１０．大学生创业先锋———周尚飞
１１．能动学院创建成功人才培养新

模式

１２．“２００９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施卫东

１３．图书馆的变迁
１４．缤纷校园———走近王龙烈士亭
１５．“中—澳功能分子材料联合研究中

心”揭牌

１６．戏韵唱响江大情
１７．学校就是我的家
１８．学以致用———学校举行规模最大

招聘会

１９．引爆创业激情，体验挑战睿智
２０．“２００９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 张弛

２１．千万不能撞到同学———张正欣老
师斑马线上负重伤

２２．“２００９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 赵玉涛

（撰稿人：李红艳　审稿人：王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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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

综述

【概况】　学校党委历来十分重视统战工
作，形成了有人办事，有条件办事，能办成事

的良好工作机制。至 ２０１０年底，我校设有
民盟、九三、农工、致公、民革、民进等六个民

主党派组织，共有民主党派成员４０８名（包
括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民主党派成员

中，有２人分别担任民革和农工党中央委
员；１人担任民主党派省委副主委；４人担任
民主党派镇江市委主委，２人担任副主委。
现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４８名。其中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１人，省人大代
表２人，省政协委员５名（其中常委１人），
市人大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各１人。学校
还有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归侨、侨眷联

合会，留学生亲属联谊会，台湾同胞眷属联

谊会等团体组织。

【强化政治职能，注重思想引导】　加强对
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引

导，始终是统战部的重要政治职责，也是团

结、培养党外人士的重要内容之一。２０１０
年年初，中央统战部确定在党外人士中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活动。

我们根据省、市各级统战部门的具体安排，

进行了贯彻落实。首先，与各民主党派负责

人、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负责人研究协

商，提出了政治学习安排建议，在此基础上，

各党派根据上级组织的要求，认真制定出了

年度工作和学习安排，为促进全体民主党派

成员的学习，我们收集了相关资料、理论研

究文章等分发到党派，各党派都组织成员认

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其次，我们

举办了社会主义学院第九期培训班。校各

民主党派各级组织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

士、侨、台联负责人近 ５０人参加了培训学
习。校党委副书记曹友清亲自参加了培训

活动，并在开班典礼上作了动员讲话。培训

班采取了集中学习、网上自学、外出考察相

结合的方式，邀请了人文学院张炳生教授作

了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民主党派

的政治引导”的专题报告，学习了“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搞好民主党派的政治引

导”等重要理论文章，各党派分别进行了讨

论交流，组织参观了上海世博园，所撰写的

心得体会进行了交流，通过学习，学员们感

到有所收获，有所提高，进一步增强了坚持

多党合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信心。再次，我们经过协商酝酿，选送了 １
名党外人士参加了省委教育工委举办的第

二十一期高校中青年高级知识分子理论培

训班。

【认真协商指导，促进党派建设】　关心支
持民主党派建设是校党委的重要工作，也是

统战部的重要责任。２０１０年，我们认真分
析了各党派建设的现状，及时向校党委作了

汇报，听取对党派建设的意见，有针对性地

进行了交流、沟通、分析，明确了各党派自身

建设的思路和重点，尤其是在党派成员发展

工作中，反复与所在部门、学院、党派协商、

沟通，注意政治资源的合理配制，促进各党

派的均衡发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积极协

助各党派镇江市委会对发展成员的考察工

作，今年共发展了１１名素质较高的民主党
派成员。在２００９年各“民主党派制度建设
年”的基础上，２０１０年重点关注各党派各项
制度的落实情况，为各党派更好地建设和发

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协助民进镇江市委

会顺利完成了民进江大支部的换届选举工

作，经市委会研究，同意李耀明同志担任支

部主任委员，邱白晶同志担任支部副主任委

员兼组织委员，董洁同志担任宣传委员。

【围绕中心工作，鼓励建言献策】　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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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制定“十二五”规划之年，鼓励党外人士

积极建言“十二五”规划是发挥党外人士作

用的重要方面，我们多次召开会议，动员各

党派发动成员和政协委员开展调研，为学校

和镇江市制定“十二五”规划提出积极建

议。我校的市政协委员积极响应市政协的

号召，人人参与了“我为‘十二五’献一策”

的主题活动，递交了近２０份的建议和调研
报告，一些建议和调研报告受到市政协的高

度评价。其中有６篇建议稿被市政协评为
优秀建议。在制定我校“十二五”规划征求

党外人士意见的座谈会时，广泛发动全校各

民主党派积极参与“十二五”规划草案的讨

论，在此后校党委召开的专题座谈会上党外

人士提出了４１条修改建议，许多建议被采
纳，受到校党委的充分肯定。围绕学校教学

科研中心工作，各党派都积极动员党派成

员，立足岗位作贡献，十二月我们召开了“江

苏大学各民主党派立足本职作贡献交流

会”，近４０名各民主党派支部主委以上的成
员出席了会议，校６个党派主委分别代表各
民主党派交流了“十一五”期间在党派自身

建设、党派成员在本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

绩。曹友清副书记代表校党委充分肯定了

各党派为学校事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并对各党派今后工作提出殷切希望，参会成

员深受鼓舞，会议取得预期效果。

【其它工作】　根据省委统战部的要求，我
校作为协办单位，５月份成功筹办了 ２０１０
年华东地区高校统战工作研讨会，我部所提

交的论文获大会优秀论文。根据省委教育

工委的文件精神，我校作为镇扬泰盐高校统

战工作协作片片长单位筹备召开了由１９所
高校参加的第一次片会，传达学习了上级会

议精神，交流了统战工作。协助各民主党

派、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侨联、台谊会开

展丰富多彩、健康活泼的联谊活动和外出参

观考察等活动，联络了感情、增进了团结。

完成了省委统战部和中央统战部的两项调

研任务。完成了校史馆有关材料的收集、整

理工作。协助市政协的调研、考察等到

工作。

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情况

【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案】 宋余

庆：《关于加快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提案》；

《关于进一步完善政府公共财政投入机制，

强力推进以社区卫生为主的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建设的提案》；《关于坚持多元化办医

疗的方向，走公益性医疗和市场化医疗并行

发展之路的提案》；《关于有效铲除市场垄

断，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提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第十届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提案】 王贵成：《关于尽快

制定我省耕地质量地方性法规的建议》；

《关于加快我省科技中介服务业发展的建

议》；《全力推进我省创意产业发展的建

议》。卢章平：《关于加强节能评价“回头

看”的建议》；《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建

议》。郑金旭：《制定地方法规，打造“无烟

江苏”》；《江苏率先实行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

【镇江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议

案及建议】 吴建农：《进一步加快垃圾分

类处理步伐，提高废物利用效率》；《努力保

证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正常运转》。

【政协镇江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

案】 孙平等２人：《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发
挥驻镇高校优势》；李伯全等６人 《建议加
快镇江市现代科技馆的建设》；李伯全等２
人：《建议加快３３８省道镇江段拓宽改选工
程》；李伯全等８人：《建议新闻媒体大力宣
传“低碳生活方式”》；李伯全等６人：《建议
建立市民电子健康档案，推进医疗信息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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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李伯全等５人：《建议提高老年人的就
医待遇》；盛平：《建议推广信息化技术帮助

中小企业在转型期得到提升》；盛平：《构建

富有镇江特色、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管理模

式》；盛平：《尽快搬迁镇江华龙管道公司》；

盛平：《利用信息化平台推进镇江社区医疗

服务的提升》；陈健美：《关于在推进万顷良

田建设进程中切实做好培养工作的建议》；

邱白晶：《加强农业环境化学剂引起的污染

管理》；《寒假前增设高校火车票临时代售

点的建议》；谢江宁：《关于加强网络商业网

点建议》；《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的建

议》；《关于加强非节日期间烟花爆竹的管

理》；仰榴青等５人：《镇江茂源化工有限公
司污染依然严重，建议搬迁》；仰榴青等 ３
人：《关于节能减排、动态调控大中型商场室

温的建议》；仰榴青等６人：《关于在大运量
公交车上增设运营线路图的建议》；董德福：

《完善道路限速标志》；陈卫平：《关于在征

润州取水口旁建立值班室的建议》；《关于

及时调整我市主城区交通信号灯时间设置

的建议》；《加强我市主城区城市建设过程

中山林保护的建议》；朱伟兴：《江苏大学西

大门中应设斑马线和车辆慢行警示灯》；

《关于整顿和规范江苏大学校园内邮件快递

服务的建议》；朱伟兴等 ４人：《建议开展
“为建设特色旅游城市献一计”活动》；朱荣

生：《关于加强健康西路沪宁铁路桥道路排

水的建议》；《引进民营资本投资污水泵站

的节能改造》；何仁 《强化小区物业管理的

建议》；《完善丁卯桥路沿线交通安全设施

的建议》；《关于公交１９路部分路线改道的
建议》；《建议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机

构的建设》；董洁：《关于增设丁卯开发区大

型商业网点公交车停靠站点的建议》；：《进

一步加强电动车道路交通管理的建议》；

《关于建立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的建议》；蔡国梁等７人：《关于增设公交江

大枢纽站至镇江城际站公交线路的建议》；

陈昆山：《关于在官塘桥路新汽车站附近到

丁卯桥路和学府路规划过铁路天桥的建

议》；《关于在我市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的

建议》；李长生：《关于东部地区污染的问

题》；《关于赛珍珠事迹的宣传》；张琪安：

《关于教育机动车司机文明开车的建议》；

《给大学生提供一个做志愿者或义工的平

台》；《关于企事业单位、各机关、各大商场

冬季调低空调温度的建议》；《关于寄养他

乡的动物回家的建议》；张琪安等３人：《加
大古运河整治力度的建议》；张琪安等４人
《关于尽快组建迎接世博会“镇江旅游团

队”的建议》；张琪安等６人：《加强交通安
全宣传力度，提倡市民文明出行》；陈吉祥等

３人：《适应新一轮医改要求，合理制订镇江
市区域卫生规划》；陈吉祥等４人：《建立全
市统一预约挂号服务平台，满足群众医疗服

务需求》；郭小平等３人：《建议成立镇江市
听力检测中心》。

（撰稿人：庄小金　审稿人：王赛扬）

离退休工作

综述

【概况】　老干部部、退休教职工管理处是
学校主管离退休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全校

离退休人员的日常服务管理工作。２０１０年
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学校

中心工作，根据离退休老同志的需求，全方

位地做好各项服务管理工作，取得了较好的

成绩，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广大离退休老同志

的肯定。我校现有离退休人员１５２７人（截
止２０１０年月１２月），分布在本部、北固、梦
溪、中山四个校区。其中：离休干部８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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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干部教师 ８１０人，退休工人 ６３２人。
２０１０年新增退休人员５９人。下设１８个协
会（分别为合唱、舞蹈、书画、摄影、诗社、戏

曲、网球、门球、乒羽、器乐、空竹、柔力球、集

邮、钓鱼、老科协、棋牌、手工艺等协会），各

协会活动丰富多彩，充分展示出我校老同志

在离退休后健康快乐的生活状况。

老干部部、退休教职工管理处现有工作

人员１６人（其中含校关工委１名工作人员
挂靠在退管处），其中处领导３人，处级调研
员４人（返聘２人），科级干部４人。
【党建工作】　离退休党工委是学校党委的
派出机构，现有离退休党员５８９人，占离退
休总人数的 ３９％。党工委下设 １７个党支
部，１个在职党支部和１６个离退休党支部。
离退休党支部本着“有利于组织活动、有利

于教育管理、有利于发挥作用”、“就近学

习、就近活动、就近得到关心照顾、就近发挥

作用”的原则设置和调整。离退休支部均由

党性较强、威信较高、乐于奉献、相对年轻的

老同志担任支部书记和支委。支部书记的

主要待遇有，每年订阅“中国老年报”和“银

潮”杂志各１份，工委委员和支部书记每年
开展１次参观学习活动。离退休党支部在
离退休党员的教育管理、保障离退休党员对

党内和学校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充分发挥了“推动发

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重要

作用。２０１０年离退休第七党支部获学校十
佳“党建工作创新创优奖”，离退休机械党

支部和梦溪第一党支部获学校“最佳党日”

三等奖和鼓励奖。

【走访慰问】　贯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
老干部部、民政厅、财政厅、卫生厅、江苏省

军区政治部共同颁发的《关于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６５周年之际开展集中走访慰问
活动的通知》（苏组通［２０１０］７４）号文件精
神，陪同校领导分三路慰问抗日战争时期参

加革命的老同志；春节前夕，陪同校领导分

四路慰问特困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同志；

２０１０年走访慰问生病住院 １５０多人次，各
类慰问接近５００多人次。家庭病床上门巡
诊１００多人次。
【开展活动】　１．配合上海世博，制作了《足
不出户、欣赏世博，馆馆璀璨、处处精彩》世

博各国场馆图片展，满足部分腿脚不便的老

同志观赏世博的需求。重阳期间，制作了以

亲情、孝敬为主题的《爱相随》重阳特辑橱

窗展，均获老同志好评。２．举办“走天下，
观风光”老同志旅游摄影作品展。从五十多

位老同志提供的游历全国各地、港澳台、欧

美等中外旅行线路拍摄的数百张照片中，选

出１５６幅作品进行展出，让老同志开心不
已。３．开办老年网络扫盲培训班。在理学
院的大力支持下，利用学校资源，举办两期

《互连网信息资料搜索与下载》老年专场计

算机知识讲座和上机培训，共 ６０人次。
４．精心组织离休干部、省管退休干部镇江
“新景点一日游”。参观“城市规划馆”，游

览焦山新大门、北固湾广场、金山湖景区，晚

上欣赏了“金山爱情文化彩灯节”的灯展，

让老同志了解见识镇江发展新变化。５．开
设老年心理健康讲座。根据老同志的实际

情况，聘请专业心理学教师为老同志举办

《“心态好，活到老”的老年心理健康要诀》

讲座，深受欢迎。６．举行“欢迎您加入”仪
式。组织新退休人员参观镇江两馆（“规划

展示馆”和“醋文化博物馆”），介绍退管处

情况，讲解退休人员相关待遇与政策，发给

退管处常用电话联系卡片。７．策划“俏夕
阳”老年协会重阳联欢会。组织２０个老年
协会表演了大小合唱、男女声独唱、器乐独

奏合奏、舞蹈、健身舞、健身球、秧歌、戏曲联

唱、空竹等精彩节目，校本部及北固、梦溪、

中山等校区５００多位老同志参加了演出和
观看，欢度敬老节。８．支持协会开展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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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活动。组织协会负责人开展“健康养

生”之旅，参观卫岗乳业现代化生产线；门球

协会与镇江市门协举办庆“七一”五片区友

谊赛及多次校外比赛，获得多个奖项；手工

艺协会与兄弟院校手工艺爱好者进行传艺

交流；支持乒乓球队参加校外比赛，获团体

和个人一、二、三等奖的好成绩；集邮和诗社

巡访儒里朱子祠堂、参加“朱熹诞辰８８０周
年”纪念邮票发行活动；舞蹈协会从校区小

舞台走向社区大舞台，多次参加校外各类活

动及比赛，获得“京口区排舞大赛一等奖”

“京口区优秀特色文化团队”“江苏省优秀

健身站点”等奖励，并获赠镇江市体育局的

器材捐赠，受赠音响设备一套，为学校晨晚

健身活动带来更大便利，受到老同志的欢

迎。９．宣传介绍我校建设发展取得的成
绩。接待省老干部局退休科领导来我校进

行“高校老干部工作情况调研”；接待苏州

科技学院、江苏科技大学等兄弟院校，宣传

介绍我校建设发展取得的成绩；承办为期两

天的江南片高校离退休工作研讨会，认真接

待来自苏、锡、常、镇１０所高校的离退休工
作负责人，就离退休服务管理、离退休人员

待遇等方面进行工作交流。

离休干部情况一览
单位：人

校区
离休干

部人数

参加革命工作时期 享　受　待　遇　情　况

抗战

时期

解放战争

时期

享受地（厅）

级待遇

享受副地（厅）

级待遇

享受地（厅）

级医疗待遇

享受县处级

待遇

享受正（副）

科级待遇

本部 ４６ １３ ３３ ２ １０ １０ ２２ ２

中山 ５ ２ ３ １ １ ３

梦溪 １４ ４ １０ １ ３ ２ ７ １

北固 ２１ ６ １５ ４ ５ ６ ６

合计 ８６ ２５ ６１ ３ １８ １８ ３８ ９

（撰稿人：李玲玲　审稿人：汤静霞）

保密工作

综述

【概况】　保密办公室是在学校党委和保密
委员会的领导下，归口管理学校保密工作的

职能部门，负责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保密工作

的方针政策，及时传达、学习上级部门有关

保密工作的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制定贯彻措施；拟定学校保密工作计划和总

结；负责组织落实学校保密委员会的工作部

署；依据上级制定的保密法律、法规以及下

发的文件，及时组织制定（修订）学校保密

规章制度；组织指导学校涉密人员的审查界

定，分级分类组织开展保密教育培训活动；

组织确定、调整、检查学校保密要害部门、部

位；依据上级有关文件规定，监督指导学校

国家秘密事项的定密工作，组织协调保密审

查工作；监督指导学校重要涉密活动、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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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和通信及办公自动化设备的保密管

理工作。２０１０年，学校保密工作在上级部
门的关心指导下，认真贯彻中央保密委会议

精神，以迎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

格复查为抓手，以学习贯彻新《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

法》”）为契机，进一步明确责任，落实措施，

完善制度，加强防范，学校保密工作的整体

水平有了进一步提升。

【精心准备保密资格复查工作】　认真学习
研读新《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审

查认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

新《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二级保密资格标

准》（以下简称“《标准》”），全面吃透其基

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并对照《武器装备科研

生产单位二级保密资格评分标准》，逐条梳

理，制定《保密资格复查任务分解表》。编

印下发《江苏大学保密资格复查认证工作学

习指导手册》，切实帮助涉密人员掌握基本

保密知识，熟悉相关保密法规，了解现场复

查程序。组织涉密单位，按照新《标准》规

定要求和实际工作情况，全面梳理各类管理

台帐，并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完善，力争做到

管理规范、台帐齐全。进一步健全保密制

度，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出台了《江苏大学重大涉密项目保密管理

暂行规定》。扎实开展自查自评工作，重点

检查保密责任制落实情况、相关保密制度的

执行情况、计算机和存储介质的使用和管理

情况（包括涉密人员使用涉密机和非涉密

机）等，切实做到以查促改、以查促建、以查

促管。加强与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沟通，学

习借鉴他们的好经验、好做法，先后４次与
东南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就做好保密资格复

查工作开展经验交流活动，相互学习，取长

补短。组织召开校保密委员会（扩大）会

议，认真回顾学校保密工作的开展情况，全

面部署迎接保密资格复查工作。

【认真开展保密教育培训】　进一步加大对
涉密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强化保密意识，

筑牢保密思想防线，全面提升防范能力。继

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重点抓好

新《办法》和《保密法》的学习宣传工作。组

织开展保密法专题学习活动。同时，在认真

学习《保密法》的基础上，组织各军工涉密

单位对照新法规定和要求，积极开展保密自

查活动，重点检查涉密人员使用的非涉密计

算机（包括家用计算机及笔记本电脑），仔

细查找和消除各种安全隐患，坚决杜绝《保

密法》列举的１２种违规行为。加强对研究
生的保密教育，将保密法及相关保密知识纳

入研究生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切实帮助他

们增强保密观念，熟悉、了解有关保密法律

法规，掌握一定的保密常识和技能。为配合

《保密法》和有关保密知识的学习以及保密

资格复查工作，先后组织相关涉密人员开展

了４次保密知识测试。此外，根据上级主管
部门的通知要求，先后６次派遣相关涉密人
员参加省、市保密部门举办的教育培训活

动，学习掌握保密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

其中有３人通过相关保密知识考核，获得岗
位培训合格证书。

【严格保密管理】　按照“积极防范、突出重
点、严格标准、严格管理”的要求，结合学校

实际，切实做好各项保密管理工作。着重抓

好４项保密管理：一是抓好涉密人员管理。
对新上岗涉密人员人员严格履行审查程序，

认真开展岗前教育，签订《保密承诺书》。

对离岗的涉密人员及时办理涉密载体清退

手续，签订《离岗保密承诺书》，并按要求进

行脱密期管理。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和新

《办法》的规定，组织全校涉密人员重新填

报《涉密人员登记表》，同时，针对人员变动

情况，调整校保密委员会和定密工作小组组

成人员，及时更新涉密人员数据库，并报镇

江市国防科工办和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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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登记备案。二是抓好涉密载体管理。按

照“严格管理、严密防范、确保安全、方便工

作”的原则，加强涉密载体在各流通环节的

保密管理，同时，对涉密人员在课题申请、业

绩考核及职称评审等各类材料的申报过程

中进行严格的保密审查，严防可能出现的泄

密隐患。三是抓好保密要害部位（部门）管

理。建立人防、物防、技防等综合防控体系，

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严密的防范措施。

重新修订并制作了所有要害部位（部门）的

上墙制度，更换了３套红外报警装置，安装
了４套室内视频监控系统。对所有安全防
护设施安排专人定期检测维护，确保始终有

效运行。四是抓好涉密计算机管理。定期

组织校计算机三员对涉密计算机进行系统

维护，升级杀毒软件及系统补丁程序，及时

进行病毒和恶意代码查杀。对涉密计算机

和涉密存储设备的使用、维护、维修、报废等

各个环节均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添置了

２台中间转换机，确保外部信息（包括涉密
信息和非涉密信息）导入涉密计算机的安

全。购买了１套最新版国瑞信安计算机安
全保密检查工具软件，进一步提高了学校保

密技术检查手段和能力。

【积极开展保密检查】　进一步加大保密督
查力度，有效监督保密工作落实情况，积极

查找和消除各种安全隐患。上半年，根据上

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开展

了全校性保密大检查，重点检查涉密人员使

用的计算机（包括涉密和非涉）、移动存储

介质（包括涉密和非涉），办公网络使用管

理情况，以及涉密载体清理情况等。下半

年，结合保密资格复查，开展了国防科技保

密工作专项检查，重点检查保密要害部门和

要害部位各项保密制度和保密措施是否落

实到位、安全防范工作是否存在隐患、涉密

计算机和存储介质是否符合保密管理要求，

有关台帐是否齐全等。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和隐患，及时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并督

促相关责任部门或责任人切实做好整改工

作。此外，按照新《标准》要求，积极推进保

密检查规范化、常态化，每月安排专职保密

人员到各涉密单位进行一次督查，协助涉密

人员定期开展保密自查工作，发现问题，及

时帮助解决，取得了良好效果。

（撰稿人：李　强　审稿人：夏益伟）

国防教育（人民武装）工作

综述

【概况】　人民武装部与保卫处（部）合署办
公，肩负着学校国防教育任务，承担学生集

中军训、军事理论教学、人民防空、民兵预备

役、士官招收、征兵、双拥共建等工作。２０１０
年，江苏大学荣获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委员

会颁发的“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单位”

称号。组织申报有关国防教育研究论文 ４
篇，课题１项。
【军事技能训练】　组织协调解放军镇江船
艇学院１５０名干部与学员来校帮训，９月８
日至２１日，７８００多名２０１０级本科学生参
与了为期１４天的集中军事技能训练，９月
２１日上午举行了军训成果汇报大会。
【军事理论教学与研究】　召集军事理论课
教学专题研讨会，集中讨论修改教案，开展

课程建设，提高课程质量，准备迎接省教育

厅对高校军事课课程建设的评估。２０１０
年，军事理论教研室新增军事教员１名，派
出２名军事理论教员参加省军事理论教学
培训，及时完成了７８００多名学生的军事理
论课教学任务。

【国防与双拥】　通过广播、宣传展板、校园
网络等多种方式，开展国防教育。继续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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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附校、幼儿园与部队结对共建，拓展国

防教育面。在“八一”建军节与春节，慰问

学校３６０多名复转军人、烈军属以及共建部
队，做好拥军优属工作。２０１０年６月，学校
成立了民兵“三战分队”心理咨询组（１０人）
与法律服务组（５人）。
【征兵工作】　开展征兵宣传，组织应征学
生进行体检、政审等，动员与帮助有志青年

学生入伍。２０１０年有３名学生申报士官招
收，其中１名学生光荣入伍；有１３名学生报
名参加毕业生预征兵；有８名在校大学生报
名参加冬季征兵，其中３名学生光荣入伍。

（撰稿人：周静菊　审稿人：曹广龙）

群团工作

校工会、教代会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０年校工会紧紧围绕学校党政
中心工作，求实创新，锐意进取，切实维护教

职工的合法权益，大力创建和谐校园，组织

和引导广大工会会员和教职工，为推动学校

跨越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坚持和完善教代会制度，维护教职工的民

主政治权利】　校工会会同有关部门，做好
召开二届四次两代会的各项筹备工作，确保

按时召开二届四次两代会。同时，为进一步

推进校院两级教代会制度建设，充分调动广

大教职工为学校建设与发展献计献策的积

极性，经学校批准，作为学习实践活动制度

建设的内容，我们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起草了学校教代会实施细则、二级单位

教代会暂行条例和合理化建议条例（征求意

见稿），提交两代会审议后，《合理化建议暂

行规定》已作为学校正式文件印发，另两个

文件草案待进一步修订完善后，提请学校颁

布实施。继续推进二级教代会制度建设。

继续协助各有关单位做好召开二级教代会

的工作。会同提案委员会继续做好二届四

次两代会提案的交办和督办工作，２０１０年，
提案委员会创新工作方法，加强办案过程中

与承办部门的沟通、交流，并邀请提案人代

表参与；将提案由集中回复改为按条线分别

回复，让提案人与职能部门面对面沟通，以

求达到较满意的效果。我校校院两级教代

会工作受到上级工会的充分肯定。去年１０
月２７日下午，参加江苏省教代会建设工作
经验交流会的全省部分高校工会、各市县区

教育工会主席１５０余人，在全国教科文卫体
工会教育工作部部长陈志标、省教育科技工

会主席胡雪春、省委教育工委组织统群处副

处长施星国、省教育科技工会副主席孙焱带

领下，来我校参观考察，并参观了校园及新

落成的图书馆。我校优美的校园风光和优

良的办学条件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校党委书记范明、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姚冠

新热情接待了陈志标一行。省教育科技工

会胡雪春主席高度评价我校建设发展取得

的突出成绩，高度赞扬我校教代会和工会工

作取得的出色成绩以及在全国、全省的地位

和影响，并对我校党委、行政对教代会、工会

工作给予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表示衷心

的感谢。

【维护职工发展权，调动教职工积极性，工会

的事业更加充满生命力】　工会组织围绕大
局，在党政所急，职工所需，工会所能的三维

交汇点上找准着力点和切入点，紧抓学校发

展的契机，优化教职工事业发展的环境，精

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开展第二届

“学习创新、爱岗敬业”职工劳动竞赛，激励

职工争当先锋。上半年，会同人事处和附属

医院、后勤集团和机电总厂等单位，举办第

二届职工劳动竞赛。活动历时两个月，涉及

医疗、护理、绿化、烹饪、消防、办公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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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加工、后勤服务等十三个门类，全校有

３０个单位、学院９２０名员工参加了这项活
动，１３０名选手参加了最后的决赛。经过大
家的精心策划和准备，评委公正评判，５８位
选手分获一、二、三等奖。１０位同志获“江
苏大学技术岗位能手”的称号，四位选手荣

获“镇江市五一技术标兵”荣誉称号。校党

委范明书记和镇江市总工会、市教育工会领

导出席颁奖仪式，范明书记在讲话中充分肯

定了劳动竞赛工作，他指出：我校各项事业

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全体教职工的努力；

劳动无高低贵贱之分，在平凡的岗位上也会

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希望全校广大教职员

工共同努力，共同打造江苏大学更加美好的

未来。下半年，会同教务处、人事处，举办学

校第五届教师教学大赛。比赛历经两个月，

经过学院初赛、复赛以及学校层面的综合考

核，有５６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分实验组、
中级一组、中级二组、高级组四个组进行，各

组参赛教师参赛态度认真，教学水平高超，

竞赛过程精彩纷呈，高潮迭起。经过激烈的

角逐，经大赛评委会专家评定，共产生一等

奖４名、二等奖１１名、三等奖１９名、优秀奖
２２名。袁寿其校长出席颁奖仪式并讲话，
他指出，这次竞赛涌现出许多年轻的优秀教

师，说明我们的师资队伍建设初见成效，一

支年轻、高素质、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正在

形成。优秀的教师是学校培养高质量人才

的保证，今后，学校将继续采取各项强有力

的措施，加强优秀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建

设，力争培养出一批各种级别的教师名师，

为我校实现“教学质量名校”的目标奠定基

础。在女教职工较多的部门开展创建“巾帼

文明岗”活动，人文学院、外国语学院下属单

位都被授予市级“巾帼文明岗”，附属医院

一站式服务中心、财经学院学工办申报省级

“巾帼文明岗”，附属医院急诊中心护理组

申报“全国巾帼文明岗”。流体中心李红教

授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国际交流学

院的高静教授获“江苏省十大智慧女性”提

名奖、“镇江市十大女杰”提名奖。女教授

联谊会积极参与市妇联组织的“巾帼科技创

新联盟行动”，在全省首家成立了女性创业

促进会，李萍萍教授当选为专家顾问，相关

专业的女教授开展校企对接，专家教授企业

行等活动。组织女大学生参加“江苏省女大

学生创业扶持计划 ＳＹＢ导师行动”，为 ３０
多名女大学生进行了“淘宝网”的免费培

训，为女大学生提供创业实训基地。校女工

委获“镇江市女职工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由于学校事业发展取得突出成就及产生的

社会影响，江苏大学被授予江苏省“五一劳

动奖状”。这是省一级工会组织给予单位的

综合性最高荣誉称号。

【立足本职工作，服务教职工，工会组织进一

步增强凝聚力】　为了了解青年教师的学
习、工作、生活情况，校工会会同青工委开展

青年教职工问卷调查活动。４月份在全校
１５个学院发放问卷１２００份，收回７６４份，
并形成调查报告，使青工委开展工作更有针

对性。为了给青年教师以启迪、示范、引领

作用，青工委举办了教学示范观摩交流研讨

会，邀请了我校首届师德标兵梅强、戴立玲

教授，以及第三届教学大赛中级组一等奖获

得者季莹老师，为大家进行了示范讲学并与

到会的青年教师进行交流互动。许化溪副

校长和一百多位青年教师到会。青年教师

们纷纷表示，三位老师都很有特色，具有很

强的代表性，这对我们青年教师形成很大的

压力和动力，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加倍努

力，苦练基本功，教书育人，把每一堂课上

好。今年元月九日，组织了６０名青年骨干
教师参加了在南京举办的“江苏省第三届青

年科学家年会”及由我校主办的“未来光电

新能源及自主制造装备论坛”活动，徐匡迪、

罗志军出席大会并讲话，李学勇等出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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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副院长白春礼院士作学术报告，青工委

主任周明教授获“江苏省十大青年科技之

星”称号并主持了分论坛。相关学术活动使

参会者深感获益匪浅。为关心青年教职工

身心健康和家庭和谐，青工委发起成立“江

苏大学快乐爸妈亲子俱乐部”，并首次开展

“呵护花朵，情系未来”的亲子联谊活动，吸

引了数百名家长和孩子参加，场面欢快热

烈。工会、女工委积极参与筹办镇江市教育

系统单身青年信息网，帮助单身青年教职工

寻找有缘的另一半。校青工委及青年学术

沙龙开展多次学术交流活动，并组织各版块

负责人参观镇江市国防园，走访常熟、吴江

等地联系开展科技协作活动。女工委和女

教授联谊会组织“女教授看镇江”活动，参

观考察镇江醋文化博物馆和城市建设规划

展示馆；组织近百名女教职工参加主题为

“打造活力、魅力、实力新女性”的镇江市民

大讲堂讲座，邀请有关专家来校举办“遨游

缤纷的色彩世界”的服饰讲座，帮助女性提

升穿衣品味，创造更加优雅的形象投入到学

习和工作中。组织庆“三八”包饺子比赛等

也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做好教职工的消费者权益维护和住房

团购的工作。校院两级工会继续开展“五必

看”、送温暖活动，做好职工福利、生日蛋糕

发放和困难职工慰问、弱势群体关怀等工

作。经多方努力，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驻江

大空气质量监测点已经建成，即将投入使

用。积极参加市消费者协会组织成立的消

费者汽车维权委员会，汽车学院葛如海教授

当选为汽车维权委员会副主任，朱茂桃教授

当选为专家组组长，蔡忆昔教授当选为委

员。继续做好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的

管理、服务工作。经二届四次教代会批准，

为进一步帮助患大病教职工缓解困难，将大

病医疗互助基金由原规定的补助上限５万
元上调为８万元，补助比例不变；基金进一

步扩大适用人群，逐步覆盖到校内人事代理

人员和合同制用工人员。２０１０年度共补助
患病教职工１１０人，金额４７５６２０元。扩大
覆盖面申请受理工作正在进行中。同时，做

好女教授特殊疾病互助保险工作，及时申报

理赔。大学生慈善救助基金进一步加大筹

款力度。经学校和镇江市慈善总会批准，上

半年学校成立了“镇江市慈善总会江苏大学

分会”，以进一步在校园内弘扬人道主义精

神，广泛争取社会支持，扶助患病特困学生。

接受过慈善救助基金资助的汽车学院身患

白血病的学生曾春龙病愈康复返校，应本人

要求，专门在学校召开了曾春龙感恩座

谈会。

【贴近教职工生活，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工会

工作保持旺盛的活力】　工会积极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推动全民健

身。今年教职工的全民健身活动形式多样、

丰富多彩。从春季的健身长跑到夏秋季的

快走、慢走活动，从庆五一保龄球赛、第五届

乒乓球赛和第四届排球赛，到延续数年的登

?山活动，从柔韧而又飘逸的健身秧歌大

赛，到紧张激烈的第九届田径运动会，无不

吸引了大量的教职工积极参与；加上延续多

年的体育馆健身卡的使用，教职工人手一册

的健身手册的启用记载，正在对我校教职工

良好健身习惯的形成和身体素质的增强，起

着积极地推动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

新闻媒体报道我校的健身活动及健身手册

启用活动时，用的标题是《没有好身体，怎么

能教好学生？江大倡导教师每天做“健身作

业”》，很好的点明了我们积极开展教职工

健身活动的根本目的。此项工作，在省内外

高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教职工体育协会

和下属各专项体育俱乐部积极开展活动，引

领教职工开展健身锻炼。篮球、排球、羽毛

球、兵乓球、健美操、瑜伽、钓鱼等俱乐部活

动开展的有声有色。参加镇江市有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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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组建龙舟队、参加镇

江市金山湖端午龙舟大赛，获得优秀组织

奖。教职工“健康大讲堂”正式开办，并邀

请有关专家举办了“健康长寿与心血管

病”、“健康、家庭、和谐”等两次讲座，受到

了教职工的欢迎。为帮助教职工切实掌握

自身健康状况，科学选择锻炼方式，增进身

体健康，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工会会同体育部，
本着个人自愿参加的原则，对本校教职工分

期分批的免费进行体质健康测试，上学期食

品学院作为试点单位参加了相关测试。教

职工艺术团坚持训练，积累节目，为切实加

强校园文化建设、丰富教职工业余文化生

活、扩大学校社会影响多做贡献。上半年，

在第二届职工“学习创新、爱岗敬业”的劳

动竞赛颁奖典礼上，教职工艺术团进行了汇

报演出，受到与会的市总工会、市教育工会

领导和学校领导、师生的好评。下半年，为

筹备迎新年文艺晚会，充分表达全校师生欢

庆学校建设发展取得的突出成就的欢快心

情，展示我校教职工良好精神风貌，１６０多
位教职工克服工作、家庭的诸多困难，坚持

利用业余、周末时间抓紧排练节目，刻苦奉

献的精神令人感动，迎新年文艺晚会演出效

果十分出色，受到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教

职工摄影协会举办了校园风光摄影展，集邮

协会举办了多次集邮主题交流活动。书画

院和书画协会举行了送书画进警营活动，受

到了镇江市武警支队的热烈欢迎。部分书

画和摄影作品还在“第八届全省高校教工书

画展”展出。８月份甘肃天水部分区县发生
洪涝灾害，牵动着书画家们的心，他们纷纷

拿出自己的精品力作慷慨捐赠。我校田致

鸿、郑为人和解荣新老师参加了“情系天

水”作品邀请展暨捐赠仪式，并无偿捐出作

品，表达对灾区人民的一片爱心。天水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为捐赠书画作品的各

位艺术家办法了收藏证书，并表示今后将按

照书画艺术家捐赠的意愿进行拍卖，所得善

款将全部用于灾区重建家园的工作当中。

【加强学习，提高工会干部自身素质，努力增

强工会组织感召力和执行力】　加强专兼职
工会干部培训，通过理论辅导、外出调研、座

谈研讨和参加市周末讲坛等方式，努力提高

工会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组织专

兼职工会干部赴浙江大学等高校学习考察，

开展“工会干部如何为提升教职工幸福指数

做贡献”学习讨论活动。加强工会机关作风

建设，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服务水

平和服务质量。年内，进一步强化了岗位责

任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等制度。组

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阶段性述职活动，以进

一步相互鼓励，促进共同进步。采取切实措

施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支部连续

两年组织党员参加涟水扶贫活动，以此为主

题构成的党日活动方案“为党旗增辉，为校

徽添彩”，荣获党委组织部颁发的“最佳党

日活动”二等奖。采取切实措施，从加强基

层工会组织建设、提供经费资助、开展创优

评比等方面，继续推进二级教工之家建设。

注重着力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作为苏南

苏中片高校工会工作研究会的会长单位，牵

头组织在无锡江南大学召开研究会２０１０年
年会，来自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

通、泰州等七城市的３０所高校的工会主席
参会，交流工作经验，研讨工运理论，加强联

谊协作，受到与会主席热烈欢迎，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积极参加全省医药院校工运理

论研究会年会活动，接待兄弟院校、兄弟单

位工会来校考察交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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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教职工活动一览

序号 时间 名称 主要内容及指标 参加人员

一 ２月２７、２８日
召开江苏大学二届

四次教职工暨工会

会员代表大会

寒假期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开学

初正常开会：

１．各项上会文件、材料准备
２．代表、参会人员通知
３．会务、后勤工作落实
４．各代表团人员调整到位
５．主席团会议准备工作落实

两代会全体正式

代表、特邀代表、

列席代表

二 全年

推进校、院教代会

建 设 规 范 化、制

度化

１．《合理化建议暂行规定》已作为学校
正式文件印发，教代会、二级教代会两个

文件草案待进一步修订完善后，提请学

校颁布实施

２．督促做好提案办理及回复工作

各相关单位

三 全年
加强师德建设，提

高队伍素质

１．大力宣传师德标兵和三育人先进个
人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身边典型示范、

引导作用。

２．会同教务处、人事处，举办学校第五
届教师教学大赛。

３．会同人事处，举办第二届职工＂学习
创新、爱岗敬业＂劳动竞赛４
．积极支持青年学术沙龙、女教授联谊
会开展各类活动。

全校教职工

四 全年
维护教职工合法权

益工作

１．积极努力做好或尽力呼吁推动做好
住房团购、汽车及保险团购、消费者权益

维护、空气污染防治等工作，和市环保局

共建驻江大空气质量监测点投入使用。

２．继续开展＂五必看＂、送温暖活动，搞
好教职工福利工作

３．管好、用好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
金，扩大覆盖面，为教职工提供规范、满

意服务

４．成立市慈善总会江大分会，加大大学
生慈善救助基金募集力度，服务患病

学生

５．组织开展教职工暑期疗休养活动

全校教职工

五 全年 校园文化建设工作

１．加强教职工艺术团建设，增设诗文朗
诵、曲艺、形体表演队，正常训练，积累

节目

２．摄影、书画、集邮协会正常开展活动
３．组织一台迎新年文艺晚会，检阅校园
文化建设成果，为明年校庆做好基础准

备工作

全校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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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时间 名称 主要内容及指标 参加人员

六 全年
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和教职工健身活动

１．发放教职工健身手册人手一册，督促
坚持锻炼

２．组建龙舟队，参加镇江市端午龙舟赛
３．组织教职工春季健身长跑活动
４．庆五一保龄球赛
５．第四届乒乓球赛
６．第四届排球赛
７．第九届运动会
８．棋类比赛
９．教职工体能测试
１０．体育协会、车友协会及各俱乐部正
常开展活动

全校教职工

七 全年
加强工会组织自身

建设

１．组织工会主席培训、赴兄弟院校考察
学习

２．建立工会联系基层制度，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

３．继续推进二级教工之家建设

全校教职工

八 下半年

牵头召开苏南苏中

片高校工会研究会

２０１０年年会 （地
点：无 锡 江 南 大

学）

来自全省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

南通、泰州等七城市３０所高校的工会主
席到会，交流经验，研讨工作。省教育科

技工会孙焱副主席到会讲话

工会机关人员

（撰稿人：蔡　欣　审稿人：喻　骏）

共青团工作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０年，共青团江苏大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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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积极响应校党委“争

先创优”和团省委“双争先”活动号召，紧扣

“提升内涵、强化特色”的学校事业发展主

题，牢固树立“继承创新”理念，思想引领谋

创新、组织建设求规范、校园文化显特色、实

践育人筑体系、队伍建设重培训，努力实现

工作对象的全面性、普遍性，工作内容的针

对性、适用性，工作方式的有效性、时代性，

彰显大学生思想引领与素质培养的系统性、

科学性。

【思想引领谋创新】　１．重视发挥传统宣传
阵地优势，及时跟进主题教育。利用橱窗、

海报、展板、横幅等阵地开展“五四精神”和

“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教育活动。搜寻和

分析团员青年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充分

发挥团属宣传阵地在青年理论武装工作中

的作用。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上

海世博会，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传递人类“进

步、和谐、绿色、科技”的生活理念。在团员

青年中倡导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祖国共

奋进。积极对团委主页进行改版，网站在学

校的检查评比中获得较好成绩。多篇报道

被团省委推荐到团中央的“中国共青团”网

站录用。今年宣传报道成效显著，共有５００
余篇，其中，中国青年报 １篇、人民日报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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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光明日报２篇、中国教育报２１篇、科学
时报篇１０篇、科技日报 ８篇、新华日报 １６
篇。２．充分借助新媒体作用，根据需求做
好分类引导青年工作。积极探索“利用网

络、手机等新媒体引导团员青年”，设计出“导

师引导式、媒体引导式、入学引导式”等三种

类型的引导青年方式，建成了“江大青年手机

报、网络团校、导师论坛、导师博客、江大青年

电子报、短信平台”等六个引导平台。“江大

青年手机报、网络团校、团学通平台、网送青

年电子报、短信平台”等五种引导途径覆盖全

校３６０００余名团员青年。我校在团中央周长
奎书记出席的全省分类引导青年会议、全省

共青团分类引导青年工作专题学习会上分别

作分类引导青年的典型发言。３．以大学生
喜闻乐见的校园文化活动形式加强思想引

领。在大学生十分喜爱的“江大排行榜”系

列赛事中，将思想引领工作自然融入，在活动

主题上，将“爱国”、“感恩”、“奉献”、“红歌”

等精神融入其中，让同学们在欣赏选手演出

的同时，能够对活动所弘扬的主旋律精神有

所思考、有所体会。

【组织建设求规范】　１．颁布规范各项量化
考评标准，积极促进二级团委全面开展工

作。对《江苏大学二级团组织建设量化考评

标准》、《学生会标准化工作章程》、《大学生

社团联合会管理条例》、《江苏大学志愿公

益活动项目申报管理办法》、《江苏大学优

秀青年志愿者委员会评选办法》、《江苏大

学“优秀学院学生科协”申报评比办法》等

进行意见收集和内容修订，并颁布实施。

２．规范创新全校团组织建设工作，扎实稳
步推进基础工作建设。举行了４６次团内推
优考试，５６００余人参加了团内推优考核，通
过率为８４．４６％。全校１０００余个团支部参
与网络团校的学习。上半年，２２个学院共
开办１０期培训班，下半年，举办了我校第６２
期青年共产主义学校。各二级团委已经举

办了８８场次培训，有１８１９名团学干部获得
了相关培训。大力监督民主评议、全面做好

“五四”评优。利用“五四”评优契机，更好

地宣传典型，开展首届江苏大学标兵团支部

答辩评选活动。评选出１０个江苏大学“标
兵团支部”、１３０个“红旗团支部”、３９９名
“优秀团干”和４４０名“优秀团员”。２０１０年
共补办团员证８６５个，发展新团员２６名，共
收取团费１８１２５．６元。３．全方位实施基层
团支部工作创新，力求团建创新新突破。以

班级为单位，制作了《江苏大学团支部工作

宝典》，并在全校６３个团支部开展了试点工
作。实现团支部建设“思想引领与成才服务

有效结合”。在志愿者协会、环保协会、心理

协会等活跃学生社团中建立团支部，并成立

江苏大学社团团工委。

【校园文化显特色】　１．科技赛事成果喜
人。２０１０年在第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中一举夺得两项金奖，本届竞

赛全国仅５５件作品获金奖。在全国第二届
节能减排竞赛中，获得一等奖１项、二等奖
１项、三等奖 ２项，学校获得优秀组织奖。
２０１０年第九批学生科研立项共申报 １１１２
项，申报数目比上一年增长１６０余项。第六
期创业学校以“网络创业、电子商务”为主

题，共１２次开展讲座，校内第五届“星光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圆满举办，校

内“节能减排”形成“团委组织、学院申报、

专家评审、择优推荐”的良好机制。２．文体
活动全面丰富。以品牌活动为主体，打造精

品化活动。本学期顺利开展第九届“江大之

春”大学生文化艺术节、第九届“江大杯”篮

球赛、“诗词　人生　境界”百家讲坛新锐
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走进江苏大学专题

报告会、新秀杯辩论赛、全明星辩论赛、“江

大排行榜”、“江大星期六”、“学生大讲堂”、

“江大杯”大学生辩论赛等品牌活动。以

“我的青春故事会”为载体，将“青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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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青春故事、创造青春故事”的工作深入

扎实推进；以“争先创优”为指导举办“红色

文化校园年”系列活动。我校共有社团１００
个，校级社团２１个，院级社团７９个，１１月到
１２月第十一届社团巡礼节成功举办。１１月
成功承办了江苏省第七届大学生文化艺术

节之江苏省青年学子峰会。在第七届江苏

省大学生艺术节之“水韵泗洪杯”形象设计

展示大赛中，我校共有 ２名选手获得二等
奖。在第七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之大学生

主题书画摄影大赛中，通过精心组织共上报

美术作品十件，书法作品十件，摄影作品二

十件，最终我校获得美术组一等奖１名、优
秀奖４名，书法组优秀奖５名。我校以江苏
大学第九届“江大杯”大学生辩论赛为依

托，选拔出学校的优秀辩手参加了江苏省第

七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之大学生辩论赛。

【实践育人筑体系】　１．以服务学生为目
的，积极推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实践。青年就

业创业工作稳步推进，截止到 ２０１０年 １２
月，已经建立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７１个，
团中央见习基地３７个，团省委见习基地１７
个，校级见习基地１５个，落实了近１２００名
学生参与基地见习。在２００７级大学生中开
展历时２个月的“三个一”活动，让每一位
２００７级学生“参与一次经验交流、接受一次
面试培训、经历一次面试模拟”。２．重点深
入暑期社会实践，引领学生长才干、做贡献。

确立了“大一重在调查实践，大二重在专业

认知，大三重在专业实践，研究生重在科研

实践”的实践方向，坚持“‘三下乡’与‘社区

接力计划’相结合，高层次人才参与指导与

学生骨干带队相结合，社会实践基地普查与

建设相结合，实习基地、就业创业基地与实

践基地相结合，扎实工作与安全教育相结

合，及时总结与宣传报道相结合”。完善了

社会实践评价奖励方案。暑期社会实践工

作成效显著，形成书面的调查报告５０００余

份，各大媒体报道江苏大学的社会实践工作

２０９次，其中省级以上报道９０篇。３．全面
推进日常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志愿服务中

成长成才。推出“青年雷锋月”社区接力活

动，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奔赴镇江各社区开展

了几十个类别的几百次主题活动，如继续教

育学院在李家大山社区开展的“四点钟”学

校、电气学院在杨家门社区开展的“民族一

家亲”活动等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人才

效益。我校“大眼睛”计划获批立项团省委

对“志愿活动扶助项目”。在西南旱情发生

后，积极发动全校２８个二级团组织对下属１
２６６个基层团支部发出“一杯水、一块钱、我
们与灾区心连心”的倡议。在４月１４日玉树
地震发生后，积极组织青年志愿者们向全校

团员青年发出了“我们都是玉树人”的捐助

倡议。全校团员青年和青年教职工共为西南

旱灾区和玉树地震灾区捐款共计３５１５８６．８２
元。１１月继续发动“一年一块钱，一生一片
天”的捐助绵竹１３个儿童上学活动，共募集
到资金２６７５７元。西部计划有２人、苏北计
划有５人、绵竹计划有１人被正式录取。３名
同学顺利入选江苏省在全省选派赴圭亚那援

外志愿者。

【队伍建设重培训】　扶持工作研究，探索
人才培养新模式，加强专职团干部队伍和团

员队伍建设。共收到“２０１０江苏省青少年
和青少年工作课题研究”课题申报５２项，最
终共有６项成功获批，１１月各课题人均已
申报结题。开展“每半月一次学习型工作例

会、每月一次理论培训、每学期一篇工作论

文、每年一次工作研讨、每年一次考核答辩”

的“五个一”活动。全年共开办１２次专职团
干培训讲座。开展了江苏大学第三届“江苏

大学十佳青年教职工”评选活动。２０１０年，
进一步强化我校菁英学校学生培养工作的

科学性、专业性、系统性，学校专门下发《江

苏大学菁英学校培养方案》，成立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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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学校校务委员会，由袁寿其校长担任菁

英学校校长。完善了菁英学校的教学计划，

培养课程共２４０学时，学制一年。按照主干
课程、主题报告、社会实践、论坛交流和毕业

设计等五大模块设计，其中主干课程４门，

主题报告１０个，社会实践４项，论坛交流４
次，毕业设计２项。聘任了１３８名教授职称
以上的校院领导和学科带头人担任导师，加

强对学员的“思想引导、研究辅导、生活指

导”。每期学员扩招至３００余人。

２０１０年大学生活动一览

序号 活 动 名 称 活动时间

１ 江排歌手大赛 ３月下旬－５月下旬

２ 我的青春故事 ９月中旬－１２下旬

３ 第九届江苏大学“大学生辩论赛” １１月

４ “新生杯”男子篮球比赛 １中旬－１１月下旬

５ “红色校园文化年”之读书征文比赛 １０月２９日决赛

６ “学生大讲堂”系列活动 １０月下旬－１１月下旬

７ “江大排行榜”之校园歌手大赛 １０月中旬－１１月下旬

８ “大学生文明修身主题月”活动 １０月－１２月

９ “江大排行榜”之主持人大赛 １０月中旬－１２月上旬

１０ “美食每刻”美食节 １１月

１１ 第七届“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 全年

１２ 大学生科研立项 全年

１３ 江苏大学第六期创新创业学校 ０３月至０５月

１４ 校园第二届大学生节能减排竞赛 ３月－８月

１５ 创新创业论坛（２期） ３月、１２月

１６ 第九届“星光杯”百科知识竞赛 ４月－５月

１７ 江苏大学第七届原创Ｆｌａｓｈ大赛 ３月－５月

１８ 学术大讲堂（全年共２０讲） ３月－１１月

１９ 科普周末（全年共１４期） ３月－１１月

２０ 干部培训（全年共三期１２场） ３月－１１月

２１ 第五届“星光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３月－１１月

２２ 江苏大学第七期创新创业学校 １０月至１２月

２３ 第八届大学生科技节 １０月－１１月

２４ 第五届个人简历大赛———言简意赅 １１月

２５ 第六届网络文化节 １１月

（撰稿人：杜明拴　审稿人：杨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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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下一代工作综述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关工委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以教育部党组下发的《关于加强全国教育系

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建设的意见》（教

党［２００９］２０号）和江苏省教育厅党组织印
发的《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中共教育部党组

关于加强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建设的意见〉的通知》（简称江苏省教

育厅党组５１号文件）为指导，在校党委领导
下，配合学校有关职能部门，紧紧围绕学校

中心工作，在实施“一盘棋、两围绕、三走进、

十关爱”工作机制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

丰富工作内涵，以实际行动迎接建党 ９０
周年。

【校党委重视关心下一代工作】　校党委年
初专门安排时间听取校关工委工作汇报，对

关工委的年度工作计划给予批示并以文件

形式转发至各学院及相关职能部门，给校关

工委老同志开展各项工作提供方便。２０１０
年起校关工委活动经费从每年３．６万元提
高到２４万元。校党委书记范明同志在校党
委召开的全校关心下一代工作第三次总结

表彰会上激情地表扬了校关心下一代工作，

他说：“校关工委先后被评为全国、全省、全

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尤其是我们

的老同志，不顾年事已高，不求名利得失，精

心培育呵护下一代，事迹感人，劳苦功高，这

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甘当配角、无私奉献

的精神风范值得我们每一位在职的同志学

习和敬佩，值得大力弘扬和发展！”校党委副

书记姚冠新兼任校关心下一代作常务副主

任，经常参加关工委的重要工作会议并给予

指导。

【加强学习，提高关工委领导班子的思想认

识水平】　校关工委坚持每周一次例会制
度，校关工委常委集体学习上级有关文件并

研究工作。通过学习加深了对许多问题的

认识，诸如：关工委组织的性质，关工委老同

志与在职领导的关系、如何加强关工委自身

建设？如何调动并保护老同志的积极性？

怎样正确看待当今社会上的矛盾等等。通

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关心下一代工作是党

最需要老同志出力的地方；大家体会到只有

学习，才能紧跟时代步伐，才能做好关心下

一代工作。

【全面关爱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　（一）
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校关工

委，紧抓“学校教育，以德为先”这条主线，

紧密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密切配合学校有关

职能部门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教育。１．开展迎接建党 ９０周年主题教
育活动。关工委响应中共中央开展的迎接

建党９０周年三大工程（即党内开展“创先争
优、学习七个怎么看”和划清“四个重大界

限”）的实践活动。关工委把三大工程材料

刻录了８０多个光盘、把“七个怎么看？”学习
材料翻印了３０００余册，分发给各学院关工
委、菁英学校和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研学会

的成员，组织老同志和大学生开展学习和讨

论，还把“七个怎么看”挂在校关工委网站

上，供全校师生阅读。为迎接建党９０周年，
校关工委成立了５０余名离退休老同志参加
的江苏大学老教师合唱团。把２０余首爱国
爱党歌曲印成《歌唱中国共产党歌曲集锦》

２０００余册，分发到各学院、各班级及教研室
供大家学唱，老教师合唱团还结合新生入学

教育深入到京江、机械、电气、食品等学院，

和大学生共同高歌，为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讴歌，为江大校园营造了奋发向

上的氛围。２．协助团委办好菁英学校。
２０１０年第十六期菁英学校 ４０名学员顺利
结业，他们中间不少获三好学生标兵、校长

奖学金，有多名考上公务员、研究生。第十

七期菁英学校学员扩招至３００多名，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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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名老同志被聘为指导老师，每名老同志
指导２名学生，以自己的成长经历，言传身
教，帮助学员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３．配合各学院办好马克思主义
最新成果研学社。关工委老同志关心学生

的研学活动，并给予指导，把学生撰写的学

习心得，收集整理、汇编成册。４．关注新生
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大学学习生活环境。各

学院关工委老同志都联系新生班级，以座谈

会、报告会或个别谈心等形式与一年级新生

交流，从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全面关心他

们，让他们尽快适应大学生活，老同志们不

但在学习目的方面进行引导，而且在学习方

法方面进行具体指导，对于新生感到较难的

课程，诸如“工程力学”、“工程图学”、“高等

数学”等课程进行专门的辅导讲解。５．“关
爱谈心”活动。２０１０年，校和学院二级关爱
谈心层以约谈等方式与大学生交谈 ４５００
余人次。为了发挥榜样的作用，食品学院、

机械学院还专门邀请十六期菁英学校学员、

校研究生标兵为新生作报告介绍自己的大

学生活，传授英语学习方法，受到同学们的

热烈欢迎。我校的谈心屋活动已开展了九

年，九年来谈心活动已从被动等学生上门谈

心，到主动约请学生谈，从单纯的谈心理问

题，到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全方位的话题，从

以校谈心屋为主要阵地，拓展为二级学院谈

心屋为主要阵地。６．利用节假日对学生进
行革命传统教育。清明节组织学生祭扫王

龙亭，学习王龙烈士先进革命事迹，已成为

附校的革命传统教育重要内容。今年清明

节关工委还组织大学生和附校师生４０余人
去革命老区上党镇和当地的留守儿童一同

凭吊上会抗日反扫荡战斗烈士纪念碑，并宣

誓继承先烈遗志。７．协助学院进行党建工
作。机械学院、京江学院分别聘任了关工委

党员老同志担任特邀组织员，轮流值班和入

党积极分子谈话，帮助学生端正入党动机、

明确努力方向。财经学院学生党支部邀请

关工委老党员共同开展了题为“重温红色记

忆，奏响青春乐章”的党日活动，四位白发苍

苍的老党员以自己成长经历，让青年学生党

员从老同志的奋斗历程中得到人生的启迪，

坚定了信念。关工委老同志受组织部委托，

长期协助各学院党校出考卷、组织监考、阅

卷等工作。８．关爱重修工作。京江学院的
课程重修组织工作，由关工委的六位老同志

担任，另有１０余名老同志担当了重修课程
的过程监控工作，以保证课程重修的质量。

２０１０年共安排重修课程８２７８门次，重修成
格率得到提升，更多的学生能顺利毕业。

（二）关爱贫困学生。１．“给我一个家”活
动。从２００５年１１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给我一
个家”活动已开展了６批共有２９名贫困孤
儿受到学工处和关工委的帮扶，有１２名孤
儿大学生已顺利毕业，其中 １人考上研究
生，１１人找到了比较满意的工作，其中２人
在大学期间成为中共党员。２０１０年又有５
名贫困孤儿大学生受到帮扶，从进校起，他

们感受到学校给予的关怀和温暖。老同志

中有人已帮扶第二个、第三个孤儿大学生

了，有些老同志早在一年前就向关工委提出

帮扶的意向。２．关爱超市。２０１０年关爱超
市的老同志在校青志委同学的协助下，共收

到０６级毕业生捐赠的衣服２万余件、书籍７
千余册。在新生军训期间，新生从关爱超市

领取衣服１４４１件、书籍４５５１册。３．时雨
社成立。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时雨社”在科技报
告厅第二会议室正式成立。成立时雨社是

为社会上的爱心人士，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捐

资助学搭建平台。时雨社章程规定凡一年

资助一个贫困大学生３０００元，就可成为时
雨社社员，由江大校关工委发给荣誉证书。

时雨社社员资助的款项直接面对大学生，没

有任何中间环节。至２０１０年底我校已有２２
位学生得到此项资助。４．寒冬到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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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关工委为４００名贫困学生每人量身定做
了御寒衣裤。四、关爱社会。１．百名教授
老区行活动。自２００１年我校与驻镇其它三
所高校开展“百名教授上茅山”（后更为为

“百名教授老区行”）活动以来，今年已是第

十个年头。１２月 １８日在句容市茅山镇春
城中学隆重举行“百名教授老区行十周年”

活动。会上我校关工委、流体中心其一村上

党镇留守儿童，校外辅导站、江大附校关工

委、电气学院关工委荣获先进集体、我校金

树德等１９名老同志获先进个人称号。本次
活动，我校关工委给春城中学贫困生捐款

１．２万元、捐书２８０册，写春联２０２０付，健
康咨询义诊２３６人次，修家电５台件、科技
咨询２５人次，发放科技资料８００余份。中
国广播网中广新闻、新华日报、镇江电视台、

镇江广播电台等媒体到现场采访并报导本

次活动。２．百名学子进社区活动。３月３１
日校关工委与镇江市京口区签订共建社区

协议。十六期菁英班的４０余名学员和部分
优秀大学生受聘担任京口区６２个社区辅导
站的副站长。此后，不少社区在副站长的协

助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３．留守儿童
校外辅导站。４月１８日机械学院关工委和
辛丰镇关工委达成协议共建辛丰镇留守儿

童校外辅导站，机械学院捐献了电脑、彩电，

关工委在后勤部门和附校的支持下捐赠了

３０余套课桌和书籍数百册。机械学院研究
生定期去辅导站工作。流体中心研０８级学
生已坚持两年为上党其一村留守儿童辅导

站进行周末辅导。４．百名留守儿童进高
校。为了让中小学生开阔视野，激发他们的

学习热情、热爱知识、热爱科学，校关工委组

织了三批中小学生参观我校校园和有关教

学设施：５月，菁英学校党员带领镇江市石

马湾社区桃花坞小学近２００人参观校园；７
月机械学院关工委组织新丰镇留守儿童４０
余名来校参观工业中心和校园；１１月辛丰
中学３２名学生和我附校学生手拉手参观工
业中心、图书馆和美丽的校园。５．协助校
团委做好西部支教活动。校关工委从活动

策划到经费落实等方面都大力支持支教活

动。关工委从镇江市扬中向荣集团唐本荣

先生处募集善款２万元资助去宁夏西吉和
安徽金寨县的支教活动，我附校学生给西吉

县贫困生捐衣１万余件，给金寨县捐书４００
余册。６．关爱农民工。３月１７日关工委给
镇江大港万顷良田设施安装工程民工送去

３０００余件衣服，受到农民工热烈欢迎。
【调研工作】　１．食堂工作调研。根据省教
育系统关工委文件要求，校关工委在校后勤

集团支持下从３～５月，通过召开各种座谈
会，实地检查，检查规章制度，发放调查问卷

等方式，对我校食堂工作进行全面调研，并

撰写了调查报告，上报校领导和省教育系统

关工委。２．心里健康调研。根据省教育系
统要求，校关工委配合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咨

询中心，从９月 ～１１月对我校大学生心理
健康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完成了调查报告。

在江苏省关工委领导特邀我校关工委参加

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座谈会上，对我校总结的

“一本四全”理念给予充分肯定，对我校的

谈心屋“三拓展”给予高度评价。３．电气学
院调研。１０月关工委对电气学院的教学，
科研，学科建设，学生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

面调研，完成调研报告，反馈给学院和有关

职能部门，并上报校领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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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