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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０年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
澳台事务办公室）实有工作人员７人。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是学校负责对外合作与交流

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

活动的管理、指导、协调与服务，促进学校教

学、科研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提升学校的国

际知名度。２０１０年制定了《江苏大学聘请
短期外国文教专家来校讲学、访问若干规

定》、《江苏大学外籍人员入境签证、居留许

可办理暂行规定》、《江苏大学关于加强出

国（境）证照管理的暂行规定》、《江苏大学

关于举办国际会议和出国（境）参加国际会

议的管理办法》、《江苏大学中外合作（联

合）办学暂行规定》、《江苏大学关于加强各

类人员因公出国（境）管理的暂行规定》、

《江苏大学教职工公派出国（境）留学管理

办法》、《江苏大学“茉莉花留学江苏省政府

奖学金”实施办法》、《江苏大学外国留学生

校长奖学金实施办法》、《江苏大学关于推

进国际化工作的实施意见》、《江苏大学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实施办法》、《江苏大学境

外学生（含校际交流生）来校游学、实习管

理办法》、《江苏大学优秀贫困生海外游学

（含学术交流）项目奖学金评选管理办法》、

《江苏大学与境外合作（联合）办学学生学

籍管理和学位授予工作暂行规定》等十二份

重要文件。２０１０年８月７日，成立了“江苏
大学外事工作委员会”，校长担任主任，校党

委书记任副主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挂靠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办公室主任由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处长兼任。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９日，学
校召开“江苏大学国际化工作推进会”，同

时，下发了《关于表彰江苏大学国际合作与

交流先进单位的决定》，决定授予工商管理

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食品与生物工

程学院、临床医学院、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

学院、外国语学院、科学研究院等７个单位
“江苏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先进单位”荣誉

称号。

【合作交流】　努力搭建海外交流平台，扩
展中外联合办学、合作办学渠道。２０１０年，
与英国利兹大学签署《合作培养协议》；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与加纳夸梅－恩克鲁玛理
工大学签署《江苏大学与学术与夸梅－恩克
鲁玛理工大学研究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０年４
月１日，与泰国清莱皇家大学签署《江苏大
学与清莱皇家大学学术与研究谅解备忘

录》；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与奥地利 ＣＷ Ｃｏｎ
ｃｅｐｔ咨询有限公司签署《联合开展汽车碰撞
安全研究协议》；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与奥地
利施泰尔马克州国际商学院签署《江苏大学

与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州国际商学院研究与

交流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８日，与奥
地利格拉茨大学签署《合作共建孔子学院的

执行协议》；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与美国北卡
罗莱纳州立大学签署《江苏大学与北卡罗莱

纳州立大学学术研究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０年
９月１９日，与新加坡南洋创新管理学院签
署《合作意向书》；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与加
纳科福里杜亚理工大学签署《江苏大学与科

福里杜亚理工大学教学与科研合作谅解备

忘录》；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２日，与日本 ＮＰＯ法
人芭蕉俳句文学馆签署《友好协定书》；

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 １日，与韩国岭南大学签署
《江苏大学与岭南大学学术与研究谅解备忘

录》。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许化溪副校长等
２人赴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参加格拉茨大学
孔子学院成立仪式。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奥
地利格拉茨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成立。该学

院由孔子学院总部和格拉茨大学合办，江苏

大学作为中方承办院校。该学院的基本任

务是传播中国语言文化、支持奥地利的中文

教学，旨在增进奥地利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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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奥地利的友好关系，

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９
日，袁寿其校长率领 ５名青年骨干教师和
１８名学生赴泰国清迈市清迈大学参加“第
十七届三国三校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代

表围绕“人口、粮食、能源、环境、生态发展”

五个分主题提交了论文并发表演讲、开展研

讨与学术交流。我校获５个主题中２个主
题优秀论文奖。２０１０年努力营造校内大学
生海外学习经历，成功推动了江苏省———加

拿大安省交流生项目、瑞典的德拉那大学研

究生校际交流项目、中外服·美邦赴美带薪

实习活动的顺利实施。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０年，“中美先进传感器及
生物敏感技术国际学术合作研讨会”、“第

七届分析中的可计算性和计算复杂性国际

学术会议”、“第六届中日机电技术学术交

流会”、“２０１０年病原菌基因组学、进化与致
病机制国际研讨会”、“第五届海峡两岸中

小企业经营管理与发展策略研讨会”等国际

会议成功召开。五个国际会议共有来自美

国、德国、英国、日本、南非、意大利、西班牙、

葡萄牙、爱尔兰、法国、中国台湾等１１个国
家和地区的 １３０多名国（境）外学者参会。
１．“中美先进传感器及生物敏感技术国际
学术合作研讨会”。５月１３日，“中美先进
传感器及生物敏感技术国际学术合作研讨

会”在我校顺利召开，副校长程晓农、美国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刘仕琦教授、江苏省教育

厅王晓天处长及江苏省科技厅万发苗副处

长等领导出席开幕式。我校省级重点学

科—固体力学学科带头人骆英教授担任大

会程序委员会主席，我校近百名师生参加了

此次研讨会，本次大会由我校承办，美国马

里兰大学、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科技厅及

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协办，并受到美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大会邀请了美国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刘仕琦教授、美国马里兰

大学张云峰教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Ｍ．Ｐ．辛格教授、美国伊利诺依大学拉里·
伯格曼教授、美国东北大学林英姿教授及中

科院微电子研究所的欧文研究员等国际著

名专家学者，就传感器及传感系统研究进展

作特邀报告，与会的专家学者对先进传感器

及生物敏感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进行了深入

研讨。２．第七届分析中的可计算性和计算
复杂性国际学术会议。６月２１日至２５日，
第七届分析中的可计算性和计算复杂性国

际会议在我校顺利召开。会议由南非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大学 ＶａｓｃｏＢｒａｔｔｋａ教授主持，副校长
田立新致欢迎词。可计算性和计算复杂性

是计算机科学理论和应用数学中的两个核

心研究领域。可计算性理论探讨的是计算

机的潜在能力和限制，而计算复杂性理论则

为探索计算机问题所需资源和成本的研究

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随着计算机应用的

更加普及和深入，越来越多的计算机应用问

题需要一种可靠的建立在连续性结构上的

可计算性和计算复杂性理论。正是这种实

际的需求导致了分析中的可计算性和计算

复杂性理论（简称ＣＣＡ）的创立。ＣＣＡ会议
为在该领域的各国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

探讨的平台。ＣＣＡ会议至今已经举办了１６
次，在中国举办是第一次。这次会议由我校

和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

共同承办，到会代表来自美国、德国、英国、

日本、南非等８个国家。这是一个高层次的
专业性学术会议，ＣＣＡ会议的创始人德国
Ｈａｇｅｎ大学的 ＫｌａｕｓＷｅｉｈｒａｕｃｈ教授和美国
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 ＫｅｒＩｋｏ教授等均参
加了此次会议，并作了精彩的报告。３．第
六届中日机电技术学术交流会。９月１０日
至１２日，由江苏大学、苏州大学、日本信州
大学主办的第六届中日机电学术交流会在

我校召开。来自日本信州大学、日本神奈川

工科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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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州大学等国内外

大学的３５０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副
校长程晓农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江苏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院长张永康教授主持，主题报

告由苏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石

世宏教授主持。大会主题报告就人工肌肉、

再制造、机电控制技术、丝绸纤维技术等相

关主题进行了学术前沿讲座与交流。３５０
余名代表就相关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

研讨，会议评选出评选出交流优秀论文 ７
篇。４．２０１０年病原菌基因组学、进化与致
病机制国际研讨会。１１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３
日，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专业委员

会和江苏大学联合主办的“２０１０年病原菌
基因组学、进化与致病机制国际研讨会”在

我校隆重举行。副校长许化溪出席开幕式

并致欢迎辞，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赵

国屏院士，爱尔兰 Ｃｏｒｋ大学 ＭａｒｋＡｃｈｔｍａｎ
教授，法国巴斯德研究所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ＣＡＲＮＩ
ＥＬ研究员，日本歧阜大学ＴａｋａｙｕｋｉＥｚａｋｉ教
授，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杨

瑞馥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毕利军

研究员，我校科技处、国际处、医技学院领导

出席会议，来自国内外的教授、专家、学者和

高校研究生等百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期

间，赵国屏院士、ＭａｒｋＡｃｈｔｍａｎ教授、杨瑞馥
研究员等 ２０余名特邀专家就病原基因组
学、进化和致病机制等多个方面做了专题讲

座，与会学者们就病原基因组学、进化和致

病机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５．第五届海
峡两岸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与发展策略研讨

会。１２月１８至１９日，由江苏大学和高雄第
一科技大学主办，江苏大学承办的“第五届

海峡两岸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与发展策略研

讨会”在我校隆重举行。校长袁寿其出席开

幕式并致欢迎辞，高雄第一科技大学许孟祥

副校长、高雄大学庄宝?副校长一行近 ４０
位台湾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中国社科院中小

企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苏州大学等８０余位大陆
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工业和信息化

部中小企业司吴义国处长莅临会议。开幕

式由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中小企业

学院院长梅强教授主持。研讨会上，高雄大

学庄宝?副校长、高雄第一科技大学许孟祥

副校长、中国创业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雷家教授、中国社科院中

小企业研究中心罗仲伟主任、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思峰院长、高雄大学管

理学院吴建兴院长、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梅强院长等作了大会报告，并与参会代表就

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此次海峡两

岸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与发展策略研讨会在

江苏大学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升了我校在

中小企业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来访接待】　２０１０年接待来访的境外代表
团８９个，计２９３人次。其中奥地利华商会
会长陈万杰于２月２５日来校访问；丹麦奥
尔胡斯大学董明东教授于７月１３日到 １７
日来校进行学术讲座；奥斯利格拉茨大学校

长ＡｌｆｒｅｄＧｕｔｓｃｈｅｌｈｏｆｅｒ教授一行６人于９月
２８日到我校访问，进行合作交流；日本国津
市副市长小河俊昭一行４人于１１月４日访
问我校等等。

【外专工作】　２００９年聘请了来自美国、英
国、南非、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

印度等国的 ２２名外籍教师。２０１０年获批
了国家外专局“引进国外技术，管理人才项

目”４项，其中２项为国家重点项目，共计２６
万元。成功申报了江苏省教育厅“省属高校

聘请外国短期专家重点项目”１７项，共获批
９项，共计１６．５万元，长期外国文教专家获
批经费９万元。
【出国（境）工作】　２０１０年派出短期因公处
国（境）团组５０个，共计１３３人次。
【港澳台工作】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０日，派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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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与江苏大学合作共建的省级研究机构）唐恒

赴台湾政治大学参加海峡两岸智慧财产权

学术交流研讨会，为期１０天。２０１０年６月
２４日，派出环境学院孙建中教授前往香港
理工大学参加可再生能源科技研讨会，为期

６天。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２日，派出理学院教师
戴美凤前往澳门大学参加第十八届有穷与

无穷复分析及应用国际会议，为期 ７天。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３日，派出工商管理学院邢华
贵等７名同学前往台湾建国科技大学进行
５个月的学习交流。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１日，派

出人文学院教师吴晓峰赴台湾文化大学参

加华语文教学学术研讨会，为期５天。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２１日，派出保卫处张文忠科长前往
台湾中正大学参加第四届海峡两岸高等学

校安全管理论坛，为期６天。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１４日，派出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杜建国赴
台湾建国科技大学参加第四届管理科学与

工程国际会议，为期５天。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
日，附属医院副院长张尤历等１０人应台湾
医事联盟协会邀请，赴台进行为期７天的学
术交流。

出国（境）情况

２０１０年短期因公出国（境）情况
序号 姓名 单位／部门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１ 范　昕 附属医院 进修 加拿大 ３月至５月

２ 顾绍庆 附属医院 进修 加拿大 ５月至７月

３ 周　明 材料学院 国际会议 德国 ５月１日至７日

４ 骆　英 国际处 校际交流 德国 ５月２日至１０日

５ 李新朝 国教院 校际交流 德国 ５月２日至１０日

６ 杨敏官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招生宣传 泰国　柬埔寨 ５月６日至１５日

７ 赵德安 电气学院 国际会议、招生宣传 泰国　柬埔寨 ５月６日至１５日

８ 高　静 国际处 国际会议、招生宣传 泰国　柬埔寨 ５月６日至１５日

９ 唐　恒 知产中心 国际会议 台湾 ５月１０日至１９日

１０ 左　然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５月２２日至６月２日

１１ 赵喜仓 财经学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５月２３日至３０日

１２ 袁寿其 校长 访问 俄罗斯　美国 ５月２４日至６月２日

１３ 于　明 附属医院 进修 美国 ６月至８月

１４ 刘东明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日本 ６月１０日至１９日

１５ 张建新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日本 ６月１０日至１９日

１６ 侯建民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日本 ６月１０日至１９日

１７ 徐　岷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日本 ６月１０日至１９日

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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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部门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１８ 俞　力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日本 ６月１０日至１９日

１９ 袁寿其 校长 校际访问 澳大利亚 ６月１１日至１６日

２０ 骆　英 国际处 校际访问 澳大利亚 ６月１１日至１６日

２１ 张　弛 科学研究院 校际访问 澳大利亚 ６月１１日至１６日

２２ 刘继展 农工院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６月１１日至１９日

２３ 马海乐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６月１１日至１９日

２４ 李　红 流体中心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６月１１日至１９日

２５ 田立新 副校长 校际访问 法国　德国 ６月２３日至７月２日

２６ 冯　军 教务处 校际访问 法国　德国 ６月２３日至７月２日

２７ 任乃飞 机械学院 校际访问 法国　德国 ６月２３日至７月２日

２８ 王　谦 能动学院 校际访问 法国　德国 ６月２３日至７月２日

２９ 李仲兴 国际处 校际访问 法国　德国 ６月２３日至７月２日

３０ 孙建中 环境学院 国际会议 香港 ６月２４日至２９日

３１ 谢吉民 化工学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６月２８日至７月７月１１日

３２ 朱卫华 化工学院 国际会议、合作研究 美国 ６月至９月

３３ 钟兰凤 外国语学院 国际会议 荷兰 ６月２９日至７月５日

３４ 李昌烽 能动学院 合作研究 美国 ７月至８月

３５ 赵杰文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合作研究 英国 ７月２日至２７日

３６ 邹小波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合作研究 英国 ７月２日至２７日

３７ 孙宗保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合作研究 英国 ７月２日至２７日

３８ 顾建祖 理学院 国际会议 英国 ７月２日至１１日

３９ 杨　娟 材料学院 国际会议、合作研究 澳大利亚 ７月２５日至８月１０日

４０ 袁寿其 校长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４日

４１ 李　红 流体中心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５日

４２ 孔繁余 流体中心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５日

４３ 汤　跃 流体中心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５日

４４ 陆伟刚 流体中心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５日

４５ 朱兴业 流体中心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５日

４６ 李战军 组织部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４７ 刘贤兴 电气学院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４８ 尹志国 人文学院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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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部门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４９ 余江南 药学院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５０ 刘荣桂 研工部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５１ 戈国元 教师学院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５２ 姚木云 教师学院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５３ 曹广龙 体育部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５４ 许友谊 流体中心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５５ 曹泽民 后勤集团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５６ 刘凤英 机械学院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５７ 蔡忆昔 汽车学院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５８ 吴向阳 环境学院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５９ 石宏伟 计算机学院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６０ 董德福 人文学院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６１ 闵　窻 化工学院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６２ 许文荣 基技学院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６３ 陈　红 外语学院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６４ 花银群 继教学院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６５ 陈文娟 校团委 培训 美国 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１９日

６６ 骆　英 国际处 合作研究 美国 ８月至１０月

６７ 孙保苍 理学院 合作研究 美国 ８月至１０月

６８ 许伯强 理学院 合作研究 美国 ８月至１０月

６９ 陈彩凤 材料学院 合作研究 美国 ８月至１０月

７０ 马海乐 食品学院 学术交流 泰国 ８月２日至７日

７１ 戴美凤 理学院 国际会议 澳门 ８月１２日至１８日

７２ 储金宇 环境学院 科技交流 日本 ８月１９日至２５日

７３ 陈志刚 环境学院 科技交流 日本 ８月１９日至２５日

７４ 黄勇强 环境学院 科技交流 日本 ８月１９日至２５日

７５ 王军锋 环境学院 科技交流 日本 ８月１９日至２５日

７６ 解清杰 环境学院 科技交流 日本 ８月１９日至２５日

７７ 张　波 环境学院 科技交流 日本 ８月１９日至２５日

７８ 邢华贵 工商学院 交流学习 台湾 ８月至２０１１年１月

７９ 王　斐 工商学院 交流学习 台湾 ８月至２０１１年１月

４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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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彭涵廷 工商学院 交流学习 台湾 ８月至２０１１年１月

８１ 陈　超 工商学院 交流学习 台湾 ８月至２０１１年１月

８２ 张亚轩 工商学院 交流学习 台湾 ８月至２０１１年１月

８３ 陆佳媚 工商学院 交流学习 台湾 ８月至２０１１年１月

８４ 张雁林 工商学院 交流学习 台湾 ８月至２０１１年１月

８５ 赵康英 外国语学院 文化交流 日本 ８月２４日至３０日

８６ 李萍萍 副校长 校际访问 加拿大　美国 ９月５日至１４日

８７ 骆　英 国际处 校际访问 加拿大　美国 ９月５日至１４日

８８ 王贵成 教务处 校际访问 加拿大　美国 ９月５日至１４日

８９ 王国林 汽车学院 校际访问 加拿大　美国 ９月５日至１４日

９０ 解幸幸 研究生处 校际访问 加拿大　美国 ９月５日至１４日

９１ 范　明 校党委书记 校际访问 新加坡　澳大利亚 ９月１８日至２７日

９２ 高　静 国教院 校际访问 新加坡　澳大利亚 ９月１８日至２７日

９３ 全　力 发展办 校际访问 新加坡　澳大利亚 ９月１８日至２７日

９４ 许茹民 财务处 校际访问 新加坡　澳大利亚 ９月１８日至２７日

９５ 周　明 材料学院 校际访问 新加坡　澳大利亚 ９月１８日至２７日

９６ 王亚伟 理学院 国际会议 韩国 ９月２６日至３０日

９７ 李新朝 国际处 招生宣传 韩国 １０月１日至１０日

９８ 李龙洙 体育部 招生宣传 韩国 １０月１日至１０日

９９ 吴晓峰 人文学院 国际会议 台湾 １０月２１日至２５日

１００ 张文忠 保卫处 国际会议 台湾 １０月２１日至２６日

１０１ 王纪章 农工院 国际会议 日本 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９日

１０２ 高传玉 工业中心 科技交流 瑞士　德国 １０月２４日至１１月５日

１０３ 许化溪 副校长 孔子学院成立仪式 奥地利　克罗地亚 １０月２７日至１１月６日

１０４ 骆　英 国际处 孔子学院成立仪式 奥地利　克罗地亚 １０月２７日至１１月６日

１０５ 梅　强 工商学院 培训 英国 １１月３日至２３日

１０６ 田立新 副校长 培训 美国 １１月７日至２７日

１０７ 袁寿其 校长 “三国三校”会议 泰国 １１月９日至１８日

１０８ 孙建中 环境学院 “三国三校”会议 泰国 １１月９日至１８日

１０９ 孙　平 汽车学院 “三国三校”会议 泰国 １１月９日至１８日

１１０ 邹小波 食品学院 “三国三校”会议 泰国 １１月９日至１８日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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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沈　晨 研工部 “三国三校”会议 泰国 １１月９日至１８日

１１２ 李仲兴 国际处 “三国三校”会议 泰国 １１月９日至１８日

１１３ 杜建国 工商学院 国际会议 台湾 １１月１４日至１８日

１１４ 张建新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加拿大 １１月１７日至２６日

１１５ 党胜春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加拿大 １１月１７日至２６日

１１６ 王国林 汽车学院 科学技术
荷兰　比利时
德国　西班牙 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０日

１１７ 毛罕平 农工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１２月２日至９日

１１８ 赵德安 电气学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１２月２日至９日

１１９ 王　谦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新加坡 １２月３日至７日

１２０ 何志霞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新加坡 １２月３日至７日

１２１ 颜学升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新加坡 １２月３日至７日

１２２ 朱小龙 法学院 国际会议 墨西哥 １２月３日至１２日

１２３ 张尤历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台湾 １２月６日至１２日

１２４ 吕剑平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台湾 １２月６日至１２日

１２５ 严　翎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台湾 １２月６日至１２日

１２６ 严金川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台湾 １２月６日至１２日

１２７ 赵　阳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台湾 １２月６日至１２日

１２８ 徐三荣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台湾 １２月６日至１２日

１２９ 朱　蓓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台湾 １２月６日至１２日

１３０ 任国庆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台湾 １２月６日至１２日

１３１ 王　芝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台湾 １２月６日至１２日

１３２ 戴俏武 附属医院 科技交流 台湾 １２月６日至１２日

１３３ 黄　骏 计算机学院 国际会议 台湾 １２月８日至１２日

来华（大陆）情况

２０１０年聘请长期外国文教专家、教师情况

序号
姓名

英文 中文
国籍 合同有效期 备注

１ ＴＡＫＡＫＯＳＡＳＡＫＩ 佐佐木 日本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５日

２ ＣＬＥＭＷＡＬＳＨ 克莱姆 美国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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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英文 中文
国籍 合同有效期 备注

３ ＭＥＧＵＭＩＨＩＲＯＳＥ 广濑 日本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

４ ＳＨＡＵＮＬＥＳＬＩＥＭＩＬＬＥＲ 肖恩 南非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

５ ＥＬＬＩＳＯＮ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埃里森 加拿大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

６ ＭＡＲＩＯＮＥＬＬＥＮ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玛恩 加拿大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

７ ＴＯＭＧＡＢＲＩＥＬＲＯＢＢＩＮＳ 汤姆 美国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５日

８ ＫＡＺＵＨＩＫＯＵＥＤＡ 上田一彦 日本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５日

９ ＪＵＮＫＯＵＥＤＡ 上田顺子 日本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５日

１０ ＳＩＢＡＰＲＡＳＡＤＢＯＲＡＨ 茨坝 印度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９日—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５日

１１ 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ＨＩＸＳＯＮ 查尔斯 美国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１月３１日

１２ ＴＩＦＦＡＮＹＧＲＥＩＤＥＲ 蒂芙尼 美国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１月３１日

１３ ＭＡＴＴＨＥＷ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马修 英国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１月３１日

１４ ＦＩＯＮＡＪＥＦＦＣＯＡＴ 菲尔娜 新西兰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１月３１日

１５ ＬＡＵＲＥＮＲＯＭＥＲＯ 劳伦 美国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１６ ＭＡＳＡＴＯＫＵＷＡＨＡＲＡ 桑原政人 日本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０日

１７ ＳＡＭＲＵＳＳＥＬＬ 山姆 英国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１８ ＭＩＫＡＹＡＭＡＳＡＫＩ 山崎美佳 日本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５日—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５日

１９ ＫＡＴＳＵＭＩＳＡＫＵＲＡＤＡＮＩ 樱谷胜美 日本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５日—２０１１年１月４日

２０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ＢＡＲＲＥＳＩ 弗兰克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２１ ＪＡＭＥＳＡＬＬＥＮＬＩＮＤＥＲ 詹姆斯 美国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２日—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２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ＲＡＮＣＩＳＤＡＲＧＡＶＩＬＬＥ 迈克尔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日—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１０年短期国（境）外专家来校讲学、访问情况

序号 姓名／团 性别 国家／地区 事由 日期 备注

１ 大原兴太郎 男 日本 学术交流 １月６－７日

２ 汪国秀 男 澳大利亚 学术交流 １月７日

３ 何晓毅 男 日本 学术交流 １月１０日

４ 曼海姆市政府代表团（１４人） 德国 交流访问 １月１２日 团

５ 刘慧春 男 加拿大 学术报告 １月１４日

６ 袁富国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１月１８－２１日

７ 手眆和男 男 日本 合作交流 １月２１－２３日

８ 彭文昌（４人）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３月１５日

９ 陈万杰 男 奥地利 合作研究 ２月２５日

１０ ＪａｎＭｅｔｚｌｅｒ（２人） 男 德国 交流访问 ３月６日

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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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团 性别 国家／地区 事由 日期 备注

１１ ＳｔｅｖｅＯ．Ｍｉｃｈａｅｌ（２人） 男 加拿大 学术交流 ３月１７日

１２ 张潮（２人） 男 澳大利亚 合作交流 ４月１日

１３ ＴＡＮＪＡＳＯＢＫＯ（２人） 男 瑞典 学术交流 ４月１日

１４ ＫＮＵＳＴ访问团（４人） 加纳 交流访问 ４月９－１１日 团

１５ ＳｃｏｔｔＤｕｍａｓ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４月１５－１８日

１６ 津市代表团（３人） 日本 交流访问 ４月１６日 团

１７ 张克平（２人）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４月２２－２５日

１８ Ｏ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ｇ 男 加拿大 学术报告 ４月２６－２７日

１９ 科斯克罗市政府代表团（６人） 匈牙利 交流访问 ４月２７日 团

２０ 武村正义 男 日本 交流演讲 ４月２７日

２１ 清莱皇家大学访问团（１４人） 泰国 交流访问 ４月２８日 团

２２ 山下正广 男 日本 学术报告 ５月３日

２３ Ｌｉｕ．Ｓ．Ｃ（２人）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５月１３－１５日

２４ ＺｈｅｎｇＬｉｕ 男 英国 学术报告 ５月１４－１６日

２５ 波多野豪（２人） 男 日本 学术交流 ５月２８－３１日

２６ ＭｏｒｔｅｎＣｌａｕｓｅｎ 男 丹麦 学术交流 ６月２日

２７ 杜壮 男 台湾 合作交流 ５月２４日

２８ 吕力为 男 香港 学术报告 ５月２３－６月６日

２９ 刘利彬 男 韩国 学术交流 ５月３１日

３０ 叶晓非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６月３－９日

３１ 刘跃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６月５－７日

３２ ＪｕａｎＬｕｉｓＪｕｒａｔ－Ｆｕｅｎｔｅｓ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６月１０－１４日

３３ 李松军 男 英国 学术交流 ６月１７－１８日

３４ ＣａｉＣｈｅｎｇｚｈｉ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６月１６－１７日

３５ 泽田（２人） 男 日本 学术交流 ６月２６日

３６
!

本良信 男 日本 学术交流 ６月２３－２６日

３７ ＭｉａｈＫｈａｌｋｕＫａｒｉｍ（３人） 男 英国 学术报告 ６月２５－２６日

３８ 李晓明 男 澳大利亚 学术交流 ６月２８日

３９ ＵＳＦ代表团（６人） 美国 合作交流 ６月２８－２９日 团

４０ Ｓａｋｅｎ·Ｓｅｉｄｕａｌｉｙｅｖ 男 哈萨克斯坦 交流访问 ６月２４日

４１ 花锦松 男 中国籍 学术报告 ６月３０－７月７日

４２ 郑锡忠（２人） 男 德国 合作交流 ７月８－９日

４３ ＡｒｉＢｅｒｇｅｒ（２人） 男 以色列 交流访问 ７月９日

４４ ＪｏｈｎＹｅａｒｗｏｏｄ（２人） 男 澳大利亚 学术报告 ７月１１－１２日

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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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团 性别 国家／地区 事由 日期 备注

４５ 董明东（４人） 男 丹麦 学术报告 ７月１３－１７日

４６ Ｓｈｉ－ＹｏｕＤｉｎｇ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７月１８－２０日

４７ 东亚体育科学会成员（３２人） 韩国 国际会议 ８月９日 团

４８ 陈山鹏 男 日本 学术交流 ８月１２日

４９ ＪｏｙＤｏｒａｎＰｅｒｔｅｒｓｏｎ 女 美国 学术报告 ８月２４日

５０ ＤａｖｉｄＷｒｉｇｔ（４人） 男 英国 学术交流 ８月３１－９月１日

５１ 吕建德（６人） 男 台湾 学术报告 ９月４－７日

５２ ＮｉｃｋＣｏｌｌｉｎｇｓ（２人） 男 英国 学术报告 ９月１５－１６日

５３ ＫｕｒｔＭｅｎｄｇｅｎ 男 德国 学术报告 ９月１５－１７日

５４ 周安宏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９月１６－１８日

５５ Ｄｒ．ＺｈｏｎｇｌｉＰａｎ（２人）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９月２３－２５日

５６ ＭａｒｋＧ．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４人） 男 澳大利亚 合作交流 ９月２６－２９日

５７ 格拉茨大学代表团（６人） 奥地利 合作交流 ９月２８日 团

５８ ＦｒｅｄＲｏｗｌｅｙ（２人） 男 澳大利亚 学术报告 ９月２９日

５９ 潘星华（３人）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１０月１０－１１日

６０ 赵素平 女 加拿大 交流访问 １０月８日

６１ ＪｏａｃｈｉｍＨｉｌｌｅｂｒａｎｄ（２人） 男 奥地利 学术报告 １０月１２日

６２ ＭｉｇｕｅｌＣａｍａｒａ 男 英国 学术报告 １０月１０－１７日

６３ Ｆｕｈ－ＧｗｏＹｕａｎ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９月２５－１０月３日

６４ 第六届“江苏，你好”台生（３８人） 台湾 参观访问 １０月１６日 团

６５ ＲｅｎｆｕＬｕ（２人）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１０月１７－１９日

６６ Ｍｒ．Ｓｔａｎｃｅｌ（２人） 男 美国 交流访问 １０月１９日

６７ Ｂ．Ｐ．Ｍ．ｖａｎＥｓｃｈ（２人） 男 荷兰 学术报告 １０月２０日

６８ Ｍｒ．ＳａｍｕｅｌＯｋａｅＡｄｊｅｉ（２人） 男 加纳 参观访问 １０月２０日

６９ Ｍｒ．Ｍｃｌｅｌｌａｎ（２人） 男 新加坡 交流访问 １０月２３日

７０ ＰａｕｌＣｏｏｐｅｒ（２人）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１０月２４－２６日

７１ Ｅａｎｎ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男 英国 学术报告 １０月２６－２７日

７２ ＧａｕｒｉＳ．Ｍｉｔｔａｌ 男 加拿大 学术报告 １０月２８－３０日

７３ 津市访问团（４人） 日本 交流访问 １１月４日 团

７４ 童萍（３人） 女 中国籍 合作交流 １１月９日

７５ 冯长健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１１月１９日

７６ 光野及雄 男 日本 合作交流 １１月１２日

７７ ＤａｖｉｄＷｏｏｄ 男 加拿大 合作交流 １１月７日

７８ 严俊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１１月８日

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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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团 性别 国家／地区 事由 日期 备注

７９ 周大鹏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１１月２４日

８０ 岭南大学代表团（３人） 韩国 合作交流 １２月１日 团

８１ 宋啸平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１２月１日

８２ ＧｕｎｔｅｒＥｌｓｂｅｔｔ 男 德国 学术报告 １２月９日

８３ 苏丹访问团（３２人） 苏丹 参观访问 １２月１０日 团

８４ Ｄｒ．Ｔｉｎｇｅｙ（２人） 男 美国 交流访问 １２月１２日

８５ 赵玉津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１２月１５－１７日

８６ Ｇ．ｖａｎＳｔｒａｔｅｎ（４人） 男 荷兰 学术报告 １２月１４日

８７ 桥场俊展 男 日本 学术报告 １２月２３－２５日

８８ Ｍｒ．Ｅｇｇｅｒ（２人） 男 德国 合作交流 １２月１６日

８９ ＢａｉｌｉａｎｇＷａｎｇ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１２月１７日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情况

２０１０年与国（境）外高校、单位签署协议情况
序号 签署日期 国（境）外合作单位 签署协议情况

１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 英国利兹大学 合作培养协议

２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加纳夸梅－恩克鲁玛理工
大学

江苏大学与学术与夸梅 －恩克鲁玛理工大学研
究谅解备忘录

３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 泰国清莱皇家大学
江苏大学与清莱皇家大学学术与研究谅解备

忘录

４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 奥地利 Ｃ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咨询
有限公司

联合开展汽车碰撞安全研究协议

５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日 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州国际

商学院

江苏大学与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州国际商学院研

究与交流谅解备忘录

６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８日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 合作共建孔子学院的执行协议

７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江苏大学与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学术研究谅解

备忘录

８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９日 新加坡南洋创新管理学院 合作意向书

９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加纳科福里杜亚理工大学
江苏大学与科福里杜亚理工大学教学与科研合

作谅解备忘录

１０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２日 日本 ＮＰＯ法人芭蕉俳句
文学馆

友好协定书

１１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 韩国岭南大学 江苏大学与岭南大学学术与研究谅解备忘录

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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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国际会议情况

２０１０年举办（承办）国际会议情况

会议名称 举办时间 参会人数 国别
举办

（承办）单位

“中美先进传感器及生物敏

感技术”国际学术合作研

讨会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３至１５日 ５０人
（外宾７人） 中国　美国 理学院

第七届分析中的可计算性和

计算复杂性国际学术会议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１至２５日 １００人

（外宾５０人）

中国　美国
德国　英国
日本　南非

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理学院

第六届中日机电技术学术交

流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０至１２日 １６０人

（外宾１０人） 中国　日本 机械

２０１０年病原菌基因组学、进
化与致病机制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至２５日 １５０人
（外宾２０人）

中国　爱尔兰
法国　日本 医技

中荷智能农业装备国际研

讨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 ４０人

（外宾４人） 中国　荷兰 农工院

港澳台工作

２０１０年港澳台学术交流情况

姓名 部门 出访地区 邀请方单位 出访性质 出访时间 批准天数

唐　恒 知产中心 台湾 台湾政治大学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０日 １０

孙建中 环境学院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学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 ６

戴美凤 理学院 澳门 澳门大学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２日 ７

邢华贵 工商学院（学生） 台湾 台湾建国科技大学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 １５０

王　斐 工商学院（学生） 台湾 台湾建国科技大学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 １５０

彭涵廷 工商学院（学生） 台湾 台湾建国科技大学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 １５０

陈　超 工商学院（学生） 台湾 台湾建国科技大学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 １５０

张亚轩 工商学院（学生） 台湾 台湾建国科技大学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 １５０

陆佳媚 工商学院（学生） 台湾 台湾建国科技大学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 １５０

张雁林 工商学院（学生） 台湾 台湾建国科技大学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日 １５０

吴晓峰 人文学院 台湾 台湾文化大学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１日 ５

张文忠 保卫处 台湾 台湾中正大学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１日 ６

杜建国 工商学院 台湾 台湾建国科技大学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４日 ５

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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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部门 出访地区 邀请方单位 出访性质 出访时间 批准天数

张尤历 附属医院 台湾 台湾医事联盟协会 科技交流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 ７

吕剑平 附属医院 台湾 台湾医事联盟协会 科技交流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 ７

严　翎 附属医院 台湾 台湾医事联盟协会 科技交流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 ７

严金川 附属医院 台湾 台湾医事联盟协会 科技交流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 ７

赵　阳 附属医院 台湾 台湾医事联盟协会 科技交流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 ７

徐三荣 附属医院 台湾 台湾医事联盟协会 科技交流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 ７

朱　蓓 附属医院 台湾 台湾医事联盟协会 科技交流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 ７

任国庆 附属医院 台湾 台湾医事联盟协会 科技交流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 ７

王　芝 附属医院 台湾 台湾医事联盟协会 科技交流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 ７

戴俏武 附属医院 台湾 台湾医事联盟协会 科技交流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 ７

黄　骏 计算机学院 台湾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０年２月８日 ５

２０１０年举办（承办）会议情况

会议名称 举办时间 参会人数 国别
举办

（承办）单位

第五届海峡两岸中小企业经

营管理与发展策略研讨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５至１７日 １００人

（境外５０人） 中国　中国台湾 工商

（撰稿人：黄　婷　审稿人：江永华）

４７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