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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人事处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以拔尖人才、领军人物培养和引进为工

作重点，大力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大力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科学谋划并制定了学校“十

二五”师资队伍建设目标，圆满完成年度队

伍建设工作目标。

【师资队伍建设工作继续在全省保持先进】

　通过“百名博士引进计划”和“百名骨干
教师培养计划”两大计划夯实人才高原，通

过“杰出人才工程”和“拔尖人才工程”两大

工程打造人才高峰，进一步提高人才引进层

次和加大骨干教师的培养力度，我校师资队

伍建设工作得到教育厅主管部门充分认可，

继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后，今年再次被省教育
厅评为“江苏省师资队伍建设先进高校”荣

誉称号，连续三次获此殊荣，取得了“三连

冠”的佳绩。

【“两大人才工程”取得新成效】　营造有利
于高层次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环境，建立高

层次人才引进专项资金，加大人才尤其是具

有海外留学背景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设

立杰出人才专项培育资金，优良的科研条

件、浓厚的学术氛围、宽松的工作环境，努力

为“杰出人才”开拓创新、施展才华提供广

阔的舞台。今年人才工作再创佳绩，引进具

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高层次人才 ２０人，１人
入选“江苏特聘教授”，１人入选“江苏省双
创人才”项目，２２人入选各类省级人才培养
工程。

【“双百人才计划”超额完成】　召开人才引
进工作推进会，及时与各相关部门沟通人才

引进情况，推进和落实“百名博士引进计

划”的实施。截止１２月底，全校共引进具有
博士学位人才１１０名。引进人才的数量和
层次进一步提高，师资队伍结构进一步优

化；继续大力实施学校“百名骨干教师培养

计划”，推进百名骨干教师“访名校、拜名

师”的培养工作，尤其鼓励青年骨干教师访

国际名校、拜国际名师。截止１２月底共选
派１４３名政治素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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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制定“十二五”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在总结“十一五”以来师资队伍建设现状的

基础上，认真梳理“十一五”期间师资队伍

建设的实际情况，从队伍的职称、学历和学

缘结构等基础数据入手，根据学校教学、科

研和学科建设的需要，结合学校事业发展所

面临的形势和目标，并调研省内相关兄弟院

校的发展现状及目标，分析我校“十一五”

期间取得的成效，同时找出目前仍存在的问

题，认真加以剖析，科学谋划、制定学校“十

二五”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明确提出“十二

五”期间师资队伍建设的整体指导思想、奋

斗目标和实现目标的举措，并完成了指标的

分解工作。

【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人数创历史新高】　认
真学习学校新的职称评审条件标准，在评审

过程中准确把握政策与标准，做到评审公

开、公正、公平，做到岗位设置不出差错，做

到材料审核准确无遗漏，职称评审工作始终

平稳有序开展。２０１０年申报高级职称人数
共有２４０人，经学校和省教育厅等相关部门
评审，共有 １２７人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
务，其中正高３６人，副高９１人；２０１０年申报
中级职称人数共有２９０人经学校组成的学
科组及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共有２０５
人取得相应的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中、高职

晋升人数创历史

（撰稿人：周国华　审稿人：韩广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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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２０１０年新增教授
（含其他系列正高级职称）

　　王春林　王若平　史云波　李国栋
赵顺娣　陈　红　孙志祥　丁占文
陈　敏　施海峰　冯爱新　孙建中
杨小明　袁　润　薛安荣　陈健美
查奇芬　江心英　高建民　夏　民
苏益南　董　洁　孙炳伟　李小琴
陈吉祥　卢红艳　吕剑平　吕进泉
潘　鹏　陶　政　魏金文　吴丽华
严丽荣　张晓林　谢东浩　周春红
张青来

２０１０年新增副教授
（含其他系列副高级职称）

　　张朝阳　顾永玉　裴宏杰　薛宏丽
李传君　赵斌娟　张学荣　丁　华

何志刚　张松利　盛维琛　陈希章
刘海霞　吴卫国　任明炜　武小红
李彦旭　赵文祥　杨泽斌　刘　辉
张　超　姬　伟　许　波　殷春芳
潘雨青　沈项军　王新胜　聂文惠
梁　军　熊书明　谢竹云　蔡　莉
陈永清　李　昕　顾桂芳　刘　洁
陈银飞　乔　芳　蔡朝辉　胡启好
徐剑平　徐　健　华厚坤　齐向辉
高瑞昌　孙　坚　韩　荣　叶云霞
宗明刚　刘　辉　吕晓萌　周江波
殷久利　夏利猛　刘　军　杨利霞
李明宇　王　民　吴　晶　雍建平
石　祥　刘彬霞　夏建如　任建波
李遇梅　袁国跃　钱　军　张海鸣
陈小节　丁　澍　费小明　蒋　鹏
裘影影　吴　骏　徐　岷　徐　强
殷玉俊　赵　峰　孙爱华　王　芝
俞娟芬　朱　霆　尤海燕　陈阿琴
高　雁　焦志军　王拥军　钱小蔷
史勇成　柳　翔　杨秀莉　吴　凡
吴　涛　汪　江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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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冯爱新

流体机械及工程 王　洋　王新坤

系统工程 卢殿臣　孙　梅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朱玉全

食品科学 施海峰

临床检验诊断学 陈盛霞

管理科学与工程 马志强　石宏伟　唐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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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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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贸易学 陈银飞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李明宇　胡良荣

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
万雪梅　钟兰凤

高等教育学 王武年　李龙洙　钟勇为

艺术设计学 韩　荣

基础数学 夏利猛

应用数学 周江波　殷久利

无机化学
王　伟（外）　王晓红
施伟东　路桂芬

物理化学 蒋银花

生理学 李月英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陈章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王　政　李国辉　陈华友

麦维军

固体力学 吴卫国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任旭东　张朝阳　裴宏杰

机械电子工程 付永忠

机械设计及理论 杨志贤　侯永涛

车辆工程 丁　华　何志刚

光学工程 叶云霞

材料物理与化学 吴春霞

材料学 张松利　盛维琛

热能工程 吴鸽平

流体机械及工程 贺照明（外）　赵斌娟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刘　辉　孙　欣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任明炜　吉敬华　张兰红（外）

张　超　赵文祥

通信与信息系统 黄　骏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武小红　姬　伟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梁　军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　莉　沈项军　熊书明

应用化学 刘　辉　陈松（外）　戴晓晖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徐雷钧

环境工程 刘　军

食品科学 孙卫红　齐向辉　高瑞昌

病原生物学 汪雪峰

内科学
罗彩凤　俞　力　费小明
徐　岷　谭友文（外）

临床检验诊断学

毛朝明　王建东（外）
张春妮（外）　汪俊军（外）
陈建国　姚　兵（外）

外科学
方　杰　应小燕　杨佩芳
邰宁正　陈志红　崔学文

肿瘤学 张旭光

麻醉学 游志坚　葛志军

生药学 周爱华　赵　明

管理科学与工程 文学舟　陈永清　蔡　莉

会计学 李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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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施卫东　张　弛

２０１０年度江苏省“３３３工程”
资助科研项目

　徐希明
非病毒三维纳米基因传递系统在诱导

多能干细胞中的应用研究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第七批资助项目

欧阳臻　施海峰　姚洪兴　刘贤兴
花银群　袁建平　石启印　马海乐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格局下社会

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梅　强

镇江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李耀明

江苏省２００９年度“十大青
年科技之星”

邹小波

２０１０年度高校“青蓝工程”
培养对象（８人）

李　丽　张正娣　汪若尘　袁建平
朱孝勇　陈明阳　张锡凤　吴梦云

２０１０年度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
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５）人

胡建平　陆建飞　蔡健荣　王胜军
陈　刚

２０１０年度高校“青蓝工程”
科技创新团队培养对象

张　弛
功能分子材料和簇合物及其非线性光

学性能

２０１０年度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录取人选名单

序号 姓名 姓别 职称 已获学位 留学专业 留学国别

１ 张驰宇 男 副教授 博士 病毒学与新生疾病 美国

２ 王贞涛 男 讲师 博士 流体力学与流体工程 韩国

３ 林　琳 男 讲师 博士 纳米科学与技术 丹麦

４ 冯爱新 男 副教授 博士 激光加工 美国

５ 曹顺生 男 副教授 博士 生物材料与分子材料 英国

６ 姚红兵 男 副教授 博士 光电检测技术 加拿大

７ 许桢英 女 副教授 博士 先进制造理论与技术 德国

８ 孙运全 男 副教授 博士 电力电子技术 瑞士

９ 王　权 男 副研究员 博士 Ｆ０８微机电技术 澳大利亚

１０ 田红云 男 讲师 博士 技术经济及管理 澳大利亚

１１ 谢竹云 男 讲师 博士 企业管理 澳大利亚

１２ 万雪梅 女 副教授 硕士 英语语言 英国

１３ 胡绪华 男 讲师 博士 经济管理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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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课题组

编号 项目名称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已获

最高

学位

留学

国别

在别

时间（月）
外语水平

Ｋ００１

尖峰孤立

子与紧孤

立子方程

的适应性

及解分析

田立新 男 江苏大学 教授、副校长 博士

王学弟 男 江苏大学 教授 博士

范兴华 女 江苏大学 副教授 博士

肖江 男 江苏大学 讲师 硕士

周江波 男 江苏大学 讲师 博士

美国 ３

补外语强化培训

补外语强化培训

补外语强化培训

补外语强化培训

补外语强化培训

Ｋ００６

骨髓间质

干细胞与

肿瘤

微环境及

靶向治疗

许文学 男 江苏大学 教授 博士

钱晖 女 江苏大学 副教授 博士

朱伟 男 江苏大学 副研究员 硕士

孙晓春 男 江苏大学 副教授 硕士

美国 ３

补外语强化培训

补外语强化培训

补外语强化培训

补外语强化培训

Ｋ０１５
大学英语

教师教学

信念研究

陈红 女 江苏大学 副教授 博士

蔡朝辉 女 江苏大学 讲师 硕士

戴祝君 女 江苏大学 讲师 硕士

英国 ３

合格

合格

合格

全省高校专业技术正高二级岗位聘用

人员名单

（江苏大学２３人）

教授二级２１人：
周　明　梅　强　张永康　王贵成
赵玉涛　张　弛　杨敏官　毛罕平

蔡　兰　陈　龙　程晓农　李萍萍
孙玉坤　田立新　许化溪　杨继昌
赵杰文　范　明　高宗英　周孔亢
马履中

正高二级２人：
袁寿其　施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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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媛媛
首届“外教社杯”全国大学英语教学大赛

江苏赛区一等奖

“外教社杯”全国大学

英语教学大赛组委会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

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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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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耀明 镇江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０

金丽馥
全省教育系统廉洁文化活动周

“党风廉政竞赛党课”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０．０１．２１

曲云进
全省教育系统廉洁文化活动周

“廉洁教育电影观后感征文”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０．０１．２１

周媛媛
全省教育系统廉洁文化活动周

“廉洁教育电影观后感征文”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０．０１．２１

潘启凤
全省教育系统廉洁文化活动周

“廉洁教育电影观后感征文”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０．０１．２１

邹小波 ２００９年度江苏省十大青年科技之星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２０１０．０１．２５

陈健美 民革全省优秀党员 民革江苏省委员会 ２０１０．０３．２５

付为国 ２００９年“挂县强农富民工程”先进个人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２０１０．０３．２６

王永忠 全国司法系统先进个人 国家司法部 ２０１０．０３．３０

谢　钢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先进个人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大学社工心理

咨询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０．０５．３０

张　弛　孙　梅 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江苏省教育

工作委员会
２０１０．０６

金树德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中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

中央文明办

２０１０．０６

李战军　倪鸿燕 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党务工作者 江苏省教育工作委员会 ２０１０．０６

汪再非 《江苏出版年鉴》先进个人

江苏省新闻出版局

及江苏省省出版

工作者协会

２０１０．０７

梅　强 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０．０８

张　弛 中国侨界创新人才贡献奖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

联合会
２０１０．０８

施卫东 九三学社优秀社员 九三学社中央 ２０１０．０８

袁寿其 农业机械发展贡献奖 ２０１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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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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　薇 全国第二届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江苏赛区优秀指导教师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０．０９．１０

袁寿其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２０１０．０９．１９

陈健美 民革全国基层工作先进个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
２０１０．１１

石　明 ２００８至２００９年度军训工作先进个人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军区司令部
２０１０．１１．０８

朱晓燕 第二届全球俄汉翻译大赛三等奖

中国翻译协会、

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

文化研究中心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

吴先琳
第四届高校百佳网站全国高校

优秀网络编辑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

司教育部中国大学生

在线网站

２０１０．１２

眭　建 全国高等学校继续教育优秀教师
教育部成人教育司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
２０１０．１２

桂贵龙 ２０１０年度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０．１２

钟家宝 江苏省留学生保险先进个人
江苏省外国留学生教

育管理研究会
２０１０．１２

李新朝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外国留学生管理

工作先进个人

江苏省外国留学生教

育管理研究会
２０１０．１２

陈健美 “十二五”献一策优秀奖 政协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１０．１２

蒋俊明

（《网络反腐的功能

及完善对策》）

中国监察学会和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

理论研究中心２０１０年度优秀调研
成果（论文）二等奖

中国监察学会

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

理论研究中心

２０１０．１２

董　洁 民进江苏省委优秀会员
中国民主促进会

江苏省委员会
２０１０．１２

胡建平 民进镇江市委优秀会员
中国民主促进会

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１０．１２

余　悦 民进镇江市委优秀会员
中国民主促进会

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１０．１２

民盟／周莲英
何　仁　卞新国 宣传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民盟镇江市委 ２０１０．１２

李萍萍

刘继展等

２０１０年“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优秀
成果一等奖

江苏省哲学社

会科学联合会
２０１０．１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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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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健
王森等

２０１０年“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优秀
成果二等奖

江苏省哲学社会

科学联合会
２０１０．１２．１５

金丽馥

石宏伟等

２０１０年“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优秀
成果二等奖

江苏省哲学社会

科学联合会
２０１０．１２．１５

陈健美 ２０１０年度先进党员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１０．１２．２６

任泽中 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孙瑞清 ２０１０年度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 镇江市司法局 ２０１１．０１

教职工个人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１．获奖名称：江苏大学第四届优秀教学质
量奖一等奖

获奖人员：财经学院　季　莹
电气学院　高　平
法学院　周德军
工商学院　刘秋生
机械学院　任乃飞　杨超君
基础医学院　胡嘉波
教师教育学院　张忠华
理学院　孙保苍　李医民
临床医学院　张利远
能动学院　何秀华
外国语学院　王保田

获奖时间：２０１０．０１．１４

２．获奖名称：江苏大学第四届优秀教学质
量奖二等奖

获奖人员：材料学院　刘　军
财经学院　张　华
电气学院　李长杰　陈晓平

周新云　赵不贿
高国琴

工商学院　毛翠云　江心英
环境学院　刘　宏
基础医学院　谷俊侠　钱　晖

计算机学院　王丽丽　曹清华
理学院　王纪俊　杨宏林

胡白香

临床医学院　邹圣强　眭　建
能动学院　王　谦
汽车学院　王若平
人文学院　马红霞　马耀鹏

李明宇　金丽馥
食品学院　崔恒林
体育部　乔仁波
外国语学院　孙志祥　林　健
药学院　戈延茹
艺术学院　何灿群

获奖时间：２０１０．０１．１４

３．获奖名称：江苏大学第四届优秀教学质
量奖三等奖

获奖人员：材料学院

王宏明　刘　强　吴　晶
李冬升　杨　娟　贾志宏
财经学院

王伏虎　张　静　肖志勇
电气学院

马长华　王振宇　孙宇新
杨建宁　杨泽斌　陆继远
殷春芳　黄永红　蒋　彦
法学院

王春林　姜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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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学院

张怀胜　贡文伟　冯　缨　
张道海

化学化工学院

邱凤仙

环境学院

依成武　郭仁惠
机械学院

许桢英　张西良　黄　娟
潘金彪

基础医学院

马　洁　卢小东　李永金
狄荣科　郑铁生　黄新祥
计算机学院

马汉达　刘　颖　刘一松
朱　轶　梁　军　熊书明
潘雨青　薛安荣
教师教育学院

于忠海　茅海燕
理学院

丁丹平　丁占文　王正岭
邓志丹　吴卫国　宋晓平
施丽娟　蔡国梁
临床医学院

吴晨光　范　昕
汽车学院

朱茂桃　汤　东　杜家益
人文学院

乔　芳　李　丽
食品学院

张红印　黄六容　段玉清
体育部

王武年　孙　坚　吴国清
外国语学院

丁　敏　孔令璇　王月芳
胡启好　徐慧霞　蔡朝辉
戴祝君

药学院

刘瑞江

艺术学院

王宏奇　朱　?　崔　晋　
韩　荣　戴雪梅

获奖时间：２０１０．０１．１４

４．获奖名称：２０１０年度江苏大学十佳辅
导员

获奖人员：

许　龙　何晓萍　杨春峰　叶　涛
张　怡　钱明霞　李宏刚　刘　洁
钟小惠　刘群东

奖励时间：２０１０．０１．１６

５．获奖名称：２０１０年度江苏大学优秀辅
导员

获奖人员：

陈国强　王亚娜　顾瑜婷　倪荣臻
张吉勇　沈阳阳　唐晓红　周存君
魏　伟　肖　莉

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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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励时间：２０１０．０２．２３

６．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１０年度中层干部
年度考核优秀人员名单（按姓

氏笔划为序）

获奖人员：

马朝兴　王贵成　王维华　王赛扬
戈国元　毛国春　卞康荣　尹志国
石宏伟　叶　伟　卢殿臣　曲云进
朱思银　全　力　刘凤英　刘同君
江浩斌　许文荣　杨志春　杨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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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红　李文清　李战军　李锦飞
李耀明　吴向阳　吴明新　余江南
沈荣林　张　弛　张仙美　张成华
张建新　陆云松　陈　林　陈文娟
金丽馥　周　明　周建忠　郑培钢
赵德安　施卫东　姚木云　骆　英
钱秋源　徐希明　郭礼华　高　鸣
梅　强　眭　建　韩广才　彭绍进
喻　骏　谢　钢　谢吉民　路正南

获奖时间：２０１１．０３．０３
附：获奖名称：江苏大学 ２００９年度中层

干部年度考核优秀人员名

单（按姓氏笔划为序）

获奖人员：

王贵成　戈国元　毛罕平　毛国春
尹志国　石宏伟　卢章平　卢殿臣
全　力　刘东明　刘会霞　刘国海
刘厚林　许晓世　许晓东　杨敏官
李文清　李战军　李洪波　吴向阳
吴明新　吴麟麟　闵　窻　沙志平
沈荣林　张　弛　陈　林　陈文娟
陈克平　陈留平　周　明　郑培钢
赵玉涛　赵立强　赵明利　赵梅庆
施卫东　姜　松　姚木云　莫纪平
钱秋源　倪时平　徐希明　郭礼华
高　鸣　梅　强　曹广龙　韩广才
喻　骏　嵇康义　蔡忆昔　薛志平

获奖时间：２０１０．０２．２６

７．获奖名称：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
者（共 ８８名）

获奖人员：

王　正　王　祥　王光亮　王俊义
王丽敏　王丽敏　王德海　王梦琴
王翠娟　方如明　仇锦波　石庆生
兰魁田　何晓萍　何　铭　孙正和
朱立新　朱美琪　徐礼廉　刘彬霞
庄　超　阳名沅　苏　虹　皮庆媛

陆　菁　陆季英　陈序东　陈金华
陈斌春　陈浩然　陈嘉真　陈永清
陈英军　岑海莺　陈炳燕　陈文娟
李光久　李金伴　李宏刚　李红艳
李洪波　张世芳　张吉勇　张柏琪
张银秀　张黎明　张丽玲　张明平
张东萍　杨仪贞　杨春峰　杨诗通
沈雪妹　陆一心　陆朝元　季　兵
施爱平　莫纪平　林书萍　林新荣
房德康　谢　钢　苗芊萍　杜玉清
金中豪　金有余　赵文华　赵梅庆
查杰民　钟瑜荪　魏元江　宣　言
狄韵芬　邬文强　郎黔山　高行方
吴六琴　钱聿肇　钱秋源　倪德渊
陶林梅　谢永泉　谢志芳　彭玉莺
缪应祺　刘　洁　景顺荣　郝　萍

获奖时间：２０１０．０４．２３

８．获奖名称：校关心下一代工作荣誉奖（共
５名）

高良润　虞　健　冯德生　钱　前
李　华

获奖时间：２０１０．０４．２３

９．获奖名称：江苏大学优秀教师
获奖人员：机械学院

许晓静　陈　进　杨启志　凌智勇
汽车学院

丁　华　于　英　孙　平　曾发林
工商学院

毛翠云　何　娣　蔡小霞
财经学院

刘　洁　季　莹　欧阳玉秀
查奇芬　谢竹云

能动学院

王贞涛　何志霞　康　灿
材料学院

杨　娟　戴起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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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学院

白　雪　孙宇新　朱孝勇　李天博
高国琴

食品学院

王　勇　王振斌　徐　斌
环境学院

宁德刚　黄卫红
计算机学院

毛启容　闫　述　李　峰　詹永照
潘雨青

理学院

丁占文　卢殿臣　刘红光　朱荣平
花世群　姚洪兴　雷丽恒

人文学院

史云波　李明宇　赵永源
法学院

王春林　周德军
化学化工学院

李华明

基础医学院

王胜军　陆荣柱　胡嘉波　黄新祥
药学院

童珊珊

外国语学院

卞臻雄　田　红　仲跻红　邵元生
张　钰　张明权　李崇月　赵康英

艺术学院

王　强　何志国　何灿群
教师教育学院

曹　辉
体育部

李宗堂　陶　渊　徐家萍
附属学校

冉旭云　杨建华
工业中心

刘会霞

流体中心

汤　跃

农业工程研究院

王新忠

生命科学研究院

张驰宇

获奖时间：２０１０．０９．０６

１０．获奖名称：江苏大学先进工作者
获奖人员：机械学院

刘凤英

汽车学院

包正山

工商学院

马国建　崔金贵
材料学院

刘　强　李冬升
电气学院

陈英军　高　平
环境学院

杨　雨
计算机学院

陈洪香

理学院

殷红飞

人文学院

徐青儿

化学化工学院

林新荣

临床医学院

孟秀琴

基础医学院

孙晓春

药学院

殷　瑶
外国语学院

刘　琨
艺术学院

王玉忠

京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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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元
继续教育学院

汪建国

图书馆

卞丽芳　卢章平　周金元　曹　杨
杂志社

徐云峰

附属医院

韦春秀　王锁英　许苏眉　孙　浩
孙　晖　朱长江　朱孝中　任国庆
刘培晶　刘慧慧　李　青　李　晶
狄东华　吴冰心　陈传生　陈吉祥
陈阿琴　严丽荣　何建强　张建新
罗　平　范　昕　胡　兴　柏素萍
赵婷玲　钱为民　徐光明　崔学文
贾荣娣　殷瑞根　黄秋生　焦志军
褚健耘　戴俏武

后勤集团

仇建中　王恒瑞　刘宏斌　刘硕敏
陈　斌　杜圣庆　孙后军　黄吉俊
戴　勤

职工医院

高　
!

机电总厂

邓汉宾　杨林林　解广霞
流体中心

金　宁
校机关

丁勤林　王丽敏　刘显根　孙晗翔
朱　琼　朱玲萍　李　军　李玲玲
束长安　张世武　汤静霞　施进华

　董国军　嵇康义
获奖时间：２０１０．０９．０６

１１．获奖名称：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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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金彪　叶　涛　刘雁玲　胡　磊
张吉勇　张　怡　吕　霞　许　雷
班小红　刘　浩　杨春峰　何　铭
张　芬　顾瑜婷　钱明霞　蒋　豪
骆剑峰　蔡　静　万　选　钱宇平
张　洪　沈阳阳　张　萍　全晋春
张晓阳　 魏　东　刘正欣　徐惠红

获奖时间：２０１０．１２．０１

１２．获奖名称：校第二届“感动江大”人物
获奖人员：

赵杰文（食品学院教授）

徐民京（理学院退休教师）

“农业生物环境工程”科研团队（农

业工程研究院）

周亚平（附属医院医生）

周尚飞（机械学院０７级研究生）
宁尚洁（教师教育学院０７级研究
生）

“下午四点钟学校”志愿者服务团

队（继续教育学院）

获奖时间：２０１０．１２．１０

（撰稿人：王玉华　审稿人：周国华）

３１６



!"#$%&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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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１６ ３３２６２０４４ ４２５ ３８５ ４７２ １１５ １２９ １２４６ ２９０１８８４ ７２ ８１

其中：女 ０２ ２１７６ １３３５ ７６８ １９７ １７８ １９２ ２２ ２３ ７９６ １４０ ９９９ ６１ ２６

正高级 ０３ ３９７ ３０７ ３０７ ０ ０ ０ ２５ ０ ６５ ８１ ２０３ ０ ０

副高级 ０４ ９８４ ７５２ ５９３ ７７ ８２ ０ ２６ １２ １９４ １２５ ５０９ １５ ０

中　级 ０５ ２０３７ １４１６ ９０７ ２６２ ２３３ １４ ４８ １５ ５５８ ６２ ０ ０ ０

初　级 ０６ ５１４ ２１８ ９７ ４７ ３７ ３７ ２ ２０ ２７４ ０ ０ ０ ０

无职称 ０７ ８８４ ６３３ １４０ ３９ ３３ ４２１ １４ ８２ １５５ ２２ ０ ０ ０

其中聘任制：小计 ０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女 ０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正高级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副高级 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中　级 １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初　级 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无职称 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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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７８ ４７５ ２６２ ０ ０ ９０

其中：女 ０２ ９３０ ３４９ ９７ ０ ０ ４７

专任教师中 ０３ １５７０ ２ ２２０ ０ ０ ３８

其中：女 ０４ ６９６ ２ ６７ ０ ０ １７

（沈芳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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