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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

【概况】　机械工程学院是江苏大学办学历
史最悠久、综合实力最强的学院之一。学院

现有教职工１１７人，其中教授４０余人，博士
生导师２０余人，副教授近４０人，具有硕士、
博士学位人员占专任教师９０％以上。２０１０
年，全日制在校本科生１５００多人，全日制
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人员达６６０余人。
学院拥有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

后流动站，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

及理论、机械电子工程 ３个二级学科博士
点，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３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电子工程、精密仪器

及机械、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光学工程 ６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机械工程、仪器仪表工

程、光学工程３个工程硕士授权领域。机械
工程学科为江苏省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

点，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学科为教育部国家

重点（培育）学科和江苏省国家重点学科培

育点，机械设计及理论学科为江苏省重点学

科，光学工程学科为江苏大学重点建设学

科。学院现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机械电子

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６个本科专业（方
向），其中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为国家

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机械电子工程、测控技

术与仪器为江苏省特色专业。机械工程及

自动化（本科）和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工

学博士、工程硕士）为国家首批卓越工程师

计划专业。学院建有“光子制造科学与技

术”和“材料摩擦学”两个江苏省重点实验

室、“激光冲击波加工技术”机械工业重点

实验室，拥有激光技术研究所、微纳米科学

技术研究中心等１８个研究所（中心）。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加强学院党委班
子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学院理论

中心组学习制度；认真组织党员开展创先争

优活动，制定了机械工程学院创先争优活动

方案；组织教职工党员赴韦岗战斗胜利纪念

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视入党积极分子

的培养教育和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加强党

支部建设和党建创新工作。２０１０年，学院
举办了两期党校培训班，共培训入党积极分

子１６６人，发展党员１２４人。２０１０年度，测
控系教师党支部获“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

织”称号，有 ２个党支部获“江苏大学先进
基层党组织”称号。学院党委荣获“江苏大

学２０１０年党建工作创新创优奖”，荣获江苏
大学２０１０年“党日活动”二等奖２项，三等
奖２项，鼓励奖１项，获奖数居全校各二级
党委之首位。加强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组织教师认真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加

强师德建设，在校党委宣传部开展的师德征

文比赛中获一等奖。认真组织制定学院“十

二五”发展规划，集思广益、凝聚智慧。加强

学院机关作风建设，成立了机关作风建设领

导小组，组织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我院

机关作风建设的实施意见》，机关作风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重视和支持院分工会工作。

精心组织教职工参加学校首届教职工健身

秧歌比赛获二等奖；第九届校运会教职工获

团体总分３３个分工会第五名、２４个学院第
三名，获校教职工保龄球比赛团体第三名、

校乒乓球比赛团体第四名、校女教职工包饺

子比赛二等奖；学院荣获“江苏大学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年度群众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加强专业建
设。２０１０年，我院申报的机械工程及自动
化专业正式获批为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计划”；完成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的自查和“测

控技术与仪器”江苏省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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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总结工作。加强课程建设。２０１０年，《精
密与特种加工》、《图学基础》等２门课程被
评为“江苏省精品课程”，学院获批《机械制

造技术基础》、《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智能

仪器设计》等３个省级精品课程培育项目，
《仪器科学与技术》课程被评为“江苏大学

精品课程”。获批《精密与特种加工》、《数

控机床故障诊断技术》、《机械制造技术基

础》、《大工程概论》、《公差与检测技术》和

《图学应用基础》等６个“十二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培育项目。加强教学改革。重视国

际化合作办学。“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有３名同学赴加拿大罗里尔大学留学；全面
推行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制定了《机械工程

学院学业导师制实施细则》，为我院４７个本
科生班级聘任了学业导师。作为学校本科

生创新学分试点学院，我院制定了“机械工

程学院本科生课外创新学分认定与管理实

施办法”。２０１０年，我院有１１个项目被遴
选为“江苏大学百项本科生创新计划立项项

目”，其中３项被评为“江苏省大学生实践
创新计划项目”。在大学生课外创新活动项

目申报中，获批工业中心大学生创新实践训

练课程项目６２项，工业中心大学生创新实
践基金项目１５项。加强实验室建设。与工
业中心联合申报的“现代制造技术实验及训

练平台建设”项目获批为２０１０年度中央与
地方共建高校特色优势学科专业实验室建

设规划项目，“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实

验室获得 ２０１０年度校实验室建设经费资
助。面向“长三角”的测控类复合型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获批为２０１０年度江苏
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教学工

作成果丰硕。在江苏大学第五届教师教学

大赛中，黄娟老四荣获中级组一等奖，袁浩、

王宏宇等２位老师分别获高级组三等奖，学
院获校优秀组织奖。在第二届全国大学生

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江苏大学选拔赛中，

我院学生的８件作品全部获奖，其中一等奖
１项，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３项，优胜奖２项。
在第三届江苏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中，我院代表学校组织参赛的１０件作品全
部获奖，其中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７项，我校
获省优秀组织奖。８名学生获校优秀毕业
设计（论文）。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０年，获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７项（面上项目５项，青年
基金２项）；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１项；
江苏省自然基金３项，其中重点项目１项；
学院纵向立项经费 ７２３．１万元。２０１０年，
发表核心期刊以上级别学术论文２２６篇，三
大检索１３６篇，出版论著５部，申请发明专
利１１５件，授权发明专利２１件，授权实用新
型专利１７件，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１
项，省部级二等奖４项。２０１０年９月，成功
主办第六届中日机电学术交流会，来自全国

各地的代表３００余人、国外专家代表３０余
人参会；作为特邀协办单位承办第四届亚洲

（东莞）国际激光技术论坛及加工制造展，

作为副秘书长单位，发起成立中国喷丸技术

专业委员会，并成功召开第一届全国喷丸技

术学术交流会。产学研工作深入推进，效益

逐步显现。２０１０年新增产学研平台１１个，
累计产学研平台研发费用４９５万，学院横向
合同经费３６６．３万，新增培训合同经费３００
余万元，新增产学研平台研发费用４９５万。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０年，成功
获批仪器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新增

光学工程、仪器仪表工程２个工程硕士授权
领域，完成了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江苏省国

家重点学科培育点的信息年报中期验收，机

械工程一级重点学科验收合格，机械制造及

其自动化教育部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中期

验收被评为优秀。成功获批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学科中央与地方共建项目，２０１０年
到位学科建设经费 ２５０万元。２０１０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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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招收普通硕士１５０名，博士１６名，全日制
专业硕士３０人，机械工程领域工程硕士３７
人。毕业博士８人，硕士１１８人，工程硕士
１４人，高校教师５人。招收机械工程博士
后８名，获全国博士后基金资助６项，全国
博士后特别资助３项。学院被评为校研究
生招生先进单位。组织研究生参加在苏州

大学举行的激光加工技术学术年会，不定期

举办企业家沙龙、研究生学术沙龙、名人讲

座、导师讲坛、企业实践、创新创业讲座。推

荐校优秀学位论文基本条件合格率１００％、
申请学位学术论文抽检合格率１００％、省学
位论文抽检合格率１００％。２０１０年，研究生
创新工程项目取得新成绩。目前建有４家
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与江苏联冠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共建的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被

评为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获江苏省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１篇，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２篇，校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６篇；获批江苏
省研究生创新基金３项、江苏大学研究生创
新基金２项。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１０年，我院进一步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大

力引进优秀人才。今年我院新增教授１名、
副教授３名，４名教师出国访问和交流。
【学生工作】　切实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开展了学生党支部与离退休机械党支

部共建活动、“关注留守儿童，关爱学生成

长”的校外辅导活动、大学生文明修身等主

题教育活动；通过橱窗、展板、座谈等形式宣

传学习我院创业之星—周尚飞、发明大王—

吴多辉、励志之星—肖俊、李文儒、郭啸栋等

的先进典型事迹，在同学中弘扬创新、创业、

励志、积极向上的精神。扎实做好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举办了首届“放飞烦恼”风筝节、

“一起走过的日子—一千零一个愿望”心愿

墙、“励志、感恩”电影欣赏等活动。在学校

组织的“先进学生党支部、优秀学生共产党

员”评比中，我院２个学生党支部、５名学生
党员受到学校表彰。加强班风学风建设，落

实“四位一体”的大学生人生发展导航工

程。定期开展教授咨询和老教师关爱谈心

活动，举办了７场人生导航系列讲座，遴选
了班级学业导师和兼职辅导员，制定了学业

导师制实施细则。开展学风建设月系列活

动，不断增强广大同学自主学习的自觉性。

召开了学风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研讨会，举

办了１期英语四级辅导班。２０１０届学生中有
１４８人报考研究生，报考率为４１．６９％，６５人
考上研究生，录取率达到１６．５％。积极开展
社会实践、素质拓展和创新创业教育活动。

“大眼睛”计划———安徽省金寨县笔架山村

支教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校级优秀社会实践

方案，中国教育报、新华日报等国家级、省级

媒体多次报道了我院社会实践活动，学院获

得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单位称号。积极开展大

学生课外科技活动，本科生科研立项申报４９
项，获批２２项，立项率为４４．９％。在江苏大
学第五届“星光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中，学院获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
项并以团体总分第四获得优胜杯。开展了２
次创新与创业大讲堂，成功举办了学院第三

届运动会。在校运动会上，获得团体总分第

七和男子总分第五，并获得道德风尚奖。学

院高度重视就业和助困工作。２０１０年共举
办了５场就业指导专题讲座，上半年组织了１
场学院专场招聘会，邀请３０余家单位来校招
聘。２０１０届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８９．３１％，协议就业率为９２．６４％，总就业率为
９９．２４％；研究生就业率达到１００％。积极做
好国家助学贷款、临时困难补助和勤工助学

等工作。２０１０年我院共有４０余人申请了国
家助学贷款共计２０万元左右；９０余人申请生
源地助学贷款共计６０余万元。

（撰稿人：潘红军　审稿人：刘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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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概况】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现有车辆工
程、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及自动

化）、交通工程和交通运输（汽车运用及物

流工程）四个本科专业。车辆工程专业是在

国内首批建立的汽车拖拉机专业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具有近５０年的办学历史，在国内
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热能与动力

工程专业（动力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是国内

具有较高知名度并在行业内有较大影响的

专业；交通工程和交通运输专业是为适应快

速发展的交通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而设置的。

目前在读本科学生１４９９名，在读博士后、
博士研究生４３名，硕士研究生３９２名。现
有３个博士后流动站，６个博士点，６个硕士
点，３个工程硕士授权领域。车辆工程、动
力机械及工程及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均为“十

一五”期间江苏省重点学科，动力机械及工

程学科为国内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

的学科点；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学科于 ２００３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为江苏省国家重

点学科培育点。学院十分注重学生能力的

培养，鼓励学生辅修其它专业，实行优秀毕

业生本硕连读、硕博连读。近年来，本科毕

业生考研录取率２０％以上，本科生学位授
予率９０％以上，毕业生综合素质全面，深受
用人单位好评，毕业生资源呈现供不应求态

势。汽车学院设有车辆工程系、动力机械工

程系、交通工程系、交通运输系、振动噪声研

究所、汽车发动机排放控制实验室、院中心

实验室等机构。江苏省汽车工程重点实验

室、江苏省中小功率内燃机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生物柴油动力机械应用工程中心、江

苏省动力机械清洁能源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道路载运工具新技术应用重点实验

室、江苏省汽车摩托车及零部件公共服务平

台、江苏省内燃机学会等省级学术科研机构

和团体挂靠汽车学院。２０１０年成立江苏大
学汽车工程研究院专职科研机构挂靠汽车

学院。江苏大学车辆产品实验室建在汽车

学院并成为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委托检测实

验室。汽车学院拥有国内最先进的汽车、发

动机、摩托车、排放测试分析等大型仪器设

备。现有教职工１１７人，其中博士生导师１６
人，教授３１人，副教授２８人，具有博士学位
４７人，硕士学位４４人，留学回国人员１４人。
有２０多位国内外院士、专家受聘担任学院
的名誉教授、兼职教授及客座教授。汽车学

院在汽车及其零部件设计理论、汽车及工程

车辆振动噪声控制及动态设计、汽车安全理

论、车辆及工程机械动态设计和 ＣＡＤ、动力
机械工作过程及排放控制、动力机械中的气

体流动及仿真、动力机械代用燃料和环境保

护、内燃机的电控技术研究、动力机械传热

及热负荷、动力机械测试技术、发动机工作

过程与模拟、内燃机设计理论与结构强度、

汽车及工程车辆强度与可靠性、汽车空气动

力学与高速气流噪声、汽车车身覆盖件模具

ＣＡＤ／ＣＡＭ、发动机与车辆底盘及工作装置
的匹配、工程机械液力及液压传动、工程机

械性能测试研究、车辆电子电气系统、载运

工具动态性能模拟与控制、新能源在载运工

具上的应用及排放控制、载运工具运行环境

分析与保护、汽车及总成可靠性、维修性研

究、交通规划、交通安全、智能交通等研究方

向上，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梯队，具有明显的

特色优势。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认真组织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按照校党委要求，汽车

学院党委认真做好创先争优活动的宣传动

员工作，制定了《汽车学院创先争优活动实

施方案》。到目前为止，汽车学院建立学习

型党组织２１个，党务公开信息发布１２条，

５２６



!"#$%#&'"

党员领导干部联系点５个，接待群众１０余
人次，开辟党员示范岗７个，申报党建创新
创优方案１项，最佳党日活动２项。在今年
下半年举行的学生优秀共产党员评选中，汽

车学院共有５名学生党员以及２个学生党
支部入选。２．领导班子和党风廉政建设。
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全年组织理论学习

８次，参加校院两级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４
次。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学校开展的《廉

政准则》知识测试活动，并每人撰写一篇学

习心得。汽车学院党委一贯重视学院机关

作风建设并成立了“汽车学院机关作风建设

领导小组”，明确领导责任；制定《汽车学院

机关作风建设工作意见》，以强化服务教学、

科研一线和广大师生意识为重点。领导干

部带头，做出表率，按照《江苏大学机关作风

建设督查办法》认真开展自查工作。３．党
员发展工作。２０１０年度，汽车学院党委举
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两期，培训人数３２７
人，结业率 ９０．３％。目前入党积极分子总
数５３９人，新增发展对象１５８人，其中研究
生新党员４３人，本科生新党员７６人，教师
新党员２人。全院党员结构合理，目前汽车
学院共有党员４５４人，其中占全院总人数的
２６．４９％；其中，教师党员７１人，比２００９年
增长１２．６％，占教师总人数的６２．８％；学生
党员３８６人，占学生总数的２０％；本科生党
员１５０人，占本科生总数的９．９７％；研究生
党员 ２３６人，占研究生总数的 ５５．５２％。
４．党员教育。撰写并发表党建和思政类研
究文章３篇，校内获奖两篇。申报党建和思
政教育类校级课题３个，其中《党建工作在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中的激励机制研究》获

批为“江苏大学研究生思政和教育管理重点

研究课题”。学院党委组织全体党员学习贯

彻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加强基层党建讲话精

神”、《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

·２０１０》等理论热点；认真学习校党政领导

讲话精神。各个党支部也以纪念建党８９周
年为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的比学赶帮超活动

和主题实践活动，全年共开展各类主题党日

活动１１次，参与党员数３００余人，党日活动
参与率接近９０％。两项基层党日活动申报
了校级最佳党日活动，党委下拨专项活动经

费３０００余元。全院教职工为玉树地震灾区
捐款 １６１００元，献爱心送温暖捐款 ２５２００
元。５．教职工理论学习以及师德教育。教
职工政治理论学习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

划纲要》为重点，引导广大教职工坚持教育

为本，育人为先，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同时积极响应学校《组织教职工分专题开展

制度学习的通知》，组织广大教师学习最新

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依法治校、

按章办事，不断提高自身法律素质。此外，

积极参加校“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师德建设

主题教育活动，同时将廉洁教育和诚信教育

贯穿于师德建设的各个环节，在广大教师中

弘扬淡泊名利、廉洁从教、学为人师、身正为

范的师德，坚持学术诚信，端正学术风气。

【编制学院“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　“十
二五”事业发展规划编制的科学与否关系到

学院未来事业发展的成败。为切实做好汽

车学院“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的编制工

作，２０１０年６月，汽车学院与机械工程学院
共同邀请了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书

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黄传真教授来我校作了

关于机械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十二五”发展规划的专题报告，学院领导、

系主任、学科带头人等参加了研讨会。此

外，汽车学院多次召开院党政联席会议、各

单位负责人会议、教师代表会议、退休教师

会议等多渠道、全方位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

议，经多次研究修改，经汽车学院党政联席

会议讨论形成了学院“十二五”事业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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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汇报稿。并按照学校的意见和建议对

“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作了补充与修改。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除常规工作以
外，２０１０年度汽车学院本科教学方面取得
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进展：１．专业建设上了
一个新台阶。汽车工程专业获批国家特色

专业建设点，车辆工程专业列为国家首批

“卓越工程师”计划。２．课程建设取得突
破。２０１０年组织申报校级精品课程培育项
目７项，《汽车构造》、《内燃机学》和《汽车
运用工程学》列为江苏大学精品课程培育课

程，使汽车学院精品课程培育课程增加到４
门。３．实验室建设取得可喜进展。为丰富
实验教学内容，本年度自筹经费添置了整车

拆装教学实验设备并投入到教学实践中，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新增了校级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汽车工程专业

卓越工程师培养实践基地”。为进一步改进

学科和专业建设所需的实验条件，汽车学院

配合学校自筹３１０万元用于新汽车实验大
楼的基本建设，目前新实验大楼初步落成，

并已完成部分新仪器设备的安装和调试。

４．圆满完成了大院本科、京江、成人教育教
学工作。在全校首次引进国外教材和教师

进行《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Ｃｏｎｔｒｏｌ》课程的国际网络在
线授课的尝试，节约开支的同时，提高了教

学质量。５．出版教材１１部。６．精心组织
参加了校讲课比赛，高级组和中级组获得了

校优秀奖。７．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
交通科技大赛”和“全国大学生物流科技大

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８．本学年毕业
生人数多，创历年最高，毕业设计和论文工

作量大，指导教师克服困难，完成了２００６届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工作，６篇论文获
得校级优秀学士论文，其中１篇被推荐参加
省优评选；推荐省优毕业设计团队 ２个。
２０１０年汽车学院还进一步加强了江苏大学
车辆产品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２０１０年１０

月，车辆产品实验室按计划进行了内部质量

审核，审核结果表明质量体系运行正常有

效，人员、设备和检测环境符合要求，检测工

作规范、公正。２０１０年还参加了由国家认
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的“机动车喇叭

测试”实验室技术能力比对”及中国合格评

定国家认可委员会（ＣＮＡＳ）组织的“摩托车
前照灯配光性能测试”、“非道路用多缸柴

油机测试”实验室技术能力比对。新购置

的灯光测试系统、环境试验等设备已完成

安装调试及计量校准工作，灯光测试系统

的装备条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国家认监

委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分管领导视察

后，给予了一致好评，并同意近期评审后纳

入国家实验室认可委员会认可实验室。同

时对汽车学院积极参与认证委工作和行业

技术服务工作做了充分肯定和好评。２０１０
年，车辆产品实验室共完成各种类别的检

测近１４６０个批次，总检测收入 ８９０万元，
较上年度有较大的提高，得到主管部门的

肯定。所承担的行业服务工作和产学研合

作得到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和汽车行业企业

的高度评价。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０年，汽车学院以
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服务汽车行业发展能

力为重点，紧密围绕国家汽车产业政策，积

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９７３”和“８６３”
高技术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高水平学术论

文、三大索引收录论文有新突破。进一步加

强了知识产权工作，加大了申请发明专利力

度。邀请国内外专家来汽车学院进行学术

交流８次，汽车学院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２０余次。２０１０年，汽车学院纵向科研项目
立项２２项，其中“９７３”项目１项，“８６３”重
点项目课题合作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４项，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３项（其中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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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教育部博士点项目２项，省成果转换合
作项目２项，省“六大人才高峰”１项。新增
纵向科研项目经费６５０．６万元，其中立项经
费２１６．６万元，学科及省级平台经费４４０万
元；新增横向科研合同金额２８１０．３５万元，
到账金额２０４４．７５万元；全年发表论文２７８
篇，其中被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８６篇，ＥＩ收
录论文５６篇；高水平论文有新突破，被 ＳＣＩ
收录论文５篇；出版学术专著１３部；申请专
利４８项，其中发明专利３６项，实用新型专
利１２项；授权专利２１项，其中授权发明专
利１１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１０项；通过鉴
定６项；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
等奖１项、江苏省科学技术三等奖１项、机
械工业联合会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挂
靠汽车学院的江苏省内燃机学会于２０１０年
８月参加了２０１０年中国内燃机学会燃烧节
能净化分会暨９７３项目年度汇报会，常务理
事兼副秘书长王忠教授、常务理事孙平教授

等近１０名代表参加了会议。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内燃机学会第七次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八届学术年会，会上蔡忆

昔教授当选新一届中国内燃机学会常务理

事。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０中国工程热物理学
会燃烧学学术会议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燃

烧项目进展交流会在广州召开，省内燃机学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蔡忆昔教授率学会会

员代表近１０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大力加强
科研平台和基地建设。江苏省汽车工程重

点实验室、江苏省中小功率内燃机工程研究

中心，江苏省动力机械清洁能源与应用重点

实验室、江苏省生物柴油动力机械应用工程

中心、江苏省道路载运工具新技术应用重点

实验室、江苏省汽车摩托车及零部件公共服

务平台、江苏省内燃机学会等省级科研平台

运行平稳，取得了一些突出成绩，如省级公

共服务平台被评为江苏省五星级公共服务

平台。省级科研基地的建设提高了学院科

学研究和科技开发能力，提升了服务经济建

设的服务水平，扩大了对外产学研合作的渠

道，同时也大力提升了学生培养的质量。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江苏大学成立了汽车工程研
究院，挂靠汽车学院。汽车工程研究院作为

学校专职科研机构，以科学研究、科研成果

转化和科技开发为主，汽车工程研究院的成

立必将更进一步提升汽车学院整体科研实

力，从而进一步获得高水平科研项目和科技

成果，吸引和培养高水平科研人才，建成国

内领先、国际先进的科学研究平台，形成相

关领域具有优势和特色的科研和人才培养

基地。汽车学院积极支持并配合学校做好

汽车工程研究院的筹建和运行工作。同时

我们还对江苏大学常州工程技术研究院、江

苏大学东海机械汽配研究院在科研、学科建

设、基地建设、产学研合作等方面提供大力

支持和合作。汽车学院充分依靠优势学科

的办学实力和办学优势，积极开展对外合

作，服务经济主战场。一年来，汽车学院与

国内主要骨干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

如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中国一汽无锡

油泵油嘴研究所、中国一汽集团无锡柴油机

厂、常州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罡阳股

份有限公司、吉埃孚诺迈士动力总成技术

（苏州）有限公司、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南京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潍柴动力扬州柴油机有限责任

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采埃孚传动

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南京分中心、江苏恒力制动器制造有限公

司、新大洋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海鹏特

种车辆有限公司、江苏靖江叉车有限公司等

５０多个单位开展了科研、技术开发、企业人
才培养等广泛的合作，共签订科技协作项目

合同２００余份。同时还积极开展联合培养
研究生及本科生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大力提

高了汽车学院各专业的学生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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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一汽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常柴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一汽集团无锡柴油机

厂、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风神轮胎

股份有限公司、吉埃孚诺迈士动力总成技术

（苏州）有限公司等企业在汽车学院设立了

奖教、奖助学金、科研创新基金。２０１０年１１
月６日，学校成功举行了“江苏大学汽车与
装备行业校友会”成立大会。汽车与装备行

业校友会的成立将成为学校与行业、企业以

及校友联系沟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成

为汽车与装备行业高精尖技术研究和开发

的基地、行业管理的智囊以及企业的信息

库、技术库和人才库。成立大会上，徐州工

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

司、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化工橡胶

总公司、中国一汽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中

国一汽集团无锡柴油机厂等６家企业与我
校签订了合作协议。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

签订了１００万元的创新基金和共建研究院
基金，与中国一汽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签订

了１００万元创新基金和奖教奖学基金；与中
国一汽集团无锡柴油机厂签订了５００万元
的创新基金。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０年８月交
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通过

初审；与流体中心、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共

同申报了江苏省优势学科科研平台。２０１０
年汽车学院共有５名博士后进站，其中企业
联合培养１名。此外，汽车学院还大力加强
研究生的培养与教育。１．创新工作思路，
开拓新局面。学院对在校博士生撰写国家、

部省级项目申请书提出了明确要求，并作为

培养环节进行考核。２０１０年，汽车学院共
申报１１项省级创新项目，获批省级５项，校
级１项，为历年最好成绩。结合研究生招生
情况，引入国外研究生申请时要求提供研究

计划的做法，对参加汽车学院面试的考生提

出了递交研究计划的要求，以考察考生今后

从事科研的潜在能力。为加强到企业开展

合作研究学生的管理，汽车学院重新修订了

申请表，更新了内容。２０１０年，汽车学院与
企业共同申请的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获准

建立４家，并及时制定了“江苏省企业研究
生工作站汽车学院团队总负责导师工作职

责”。２．抓源头，做好招生工作。按照学校
提出“第一志愿考生自足”的目标，结合实

际，学院制定了汽车学院招生宣传方案。为

提高本校学生报考率，并充分利用电话、网

络等通讯工具进行广泛宣传，取得了良好效

果，保证了第一志愿录取率，受到了学校奖

励。今年汽车学院共招收硕士１５０人，博士
１６人。３．常抓不懈，切实做好研究生培养
工作。今年，汽车学院在研究生处的指导下

全面修订了研究生培养方案。根据培养方

案的规定，做好教学检查。对２００８级、２００９
级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环节进行了检查，大大

提高了研究生培养质量。２０１０年，研究生
培养环节合格率达９９％、课堂教学质量抽
查合格率１００％、教学事故发生率为０、研究
生课程不及格率小于 ３％。今年上半年汽
车学院共毕业博士１２人，工学硕士１１８人，
工程硕士７人。校学位论文抽查合格率达
１００％。推荐申报校优博１项，校优硕６项。
最后获批校优博１篇，校优硕３篇。４．专
业学位工作。２０１０年，汽车学院继续抓好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硕士班的教学与人

才培养工作，共有可授学位的工程硕士生

２２名，涉及动力工程、材料工程和机械工程
３个工程领域。今年以来，继续狠抓工程硕
士培养环节工作，按照教学序时进度安排有

教学经验的老师去办学点上课，已完成公共

学位课１门，专业学位课８门，专业选修课６
门。对于工程硕士的学位论文，汽车学院长

期采用论文预审制度，预审通过后才可以进

入论文校外专家评审阶段，送审周期较长，

没有达到成绩要求的坚决不提交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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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上半年送外审４份（２人）工程硕士
论文，全部为车辆工程领域生源，全部提交

论文答辩。下半年送审８份（４人）工程硕
士论文，涉及车辆工程和交通运输工程两个

领域，全部提交论文答辩。５．培养基地建
设工作。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汽车学院

积极支持研究生到创新主体的企业去，开展

合作研究，有一批学生在企业或科研院所完

成研究课题。积极申报江苏省企业研究生

工作站。汽车学院在去年成功申请４家省
企业研究生工作站的基础上，今年又申请了

６家，目前正等待评审结果。
【师资队伍建设】　今年学院共引进博士８
人、在职国内进修１０人、向学校推荐优秀青
年学术骨干３人、入选省级人才培养工程２
人，通过学校高评委评审的正高职称晋升人

数１人、副高职称晋升人数３人。
【学生工作】　一年来，汽车学院注重以科
学理论武装青年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

政治素质，引导青年学生树立奋发成才、报

效祖国的理想信念。围绕“感恩、责任、奉

献”主题，汽车学院在各年级学生中广泛开

展了爱国、爱校、爱家教育，帮助青年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学生

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同发展。汽车学院积

极开展以班风建设促学风建设活动。２０１０
年获校级先进班级 １２个。２００９级学生初
次ＣＥＴ４通过率９０．１７％，２００８级 ＣＥＴ４
通过率 ９０．３％，２００７级 ＣＥＴ４通过率９４．
１％，２００６级 ＣＥＴ４通过率 ９４．４６％。２０１０
届毕业生初次学位授予率９１％，总授予率
９３％。２０１０届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比例
４８％、硕士生录取率为１５．４２％。全年邀请
国内外专家来汽车学院开设学术讲座９场。
２０１０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８８．８６％、总就
业率９４．４３％。２０１０年毕业研究生总就业
率１００％。汽车学院共开设就业指导讲座６
场，与机械学院、材料学院共同举办大型专

场招聘会１次。全年接待来汽车学院的用
人单位９５家，为用人单位组织专场招聘会
７１场。全院４２３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收到
总额高达 １０８．６２万的各类奖助学金的资
助，有９２名同学通过贷款解决了学费问题。
新增 ＳＴＫ奖学金１项。以关爱白血病患者
曾春龙为主题的汽车学院师生献爱心活动

入围“感动江大”事迹，在校内外产生良好

影响。曾春龙同学９月份已返回校园，继续
学业，汽车学院的关爱工作仍在进行中。汽

车学院把开展学术科技活动、社会实践活

动、校园文化活动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环

节，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２０１０
年，汽车学院学生课外科研项目申请总数

５７项，立项１８项；其中，本科生课外科研项
目申报数４５项、立项数１５项。在校１１届
研究生科技论文大赛中汽车学院参赛作品

４０件，获得一等奖２件，二等奖２件，三等奖
４件。第１２届全校研究生科技论文大赛汽
车学院提交５３件作品。在江苏省理工科大
学生人文社科知识竞赛中，汽车学院获奖人

数居全校各学院前列；全校大学生职业规划

大赛０９级有４８人参赛，唐鑫获二等奖；在
江苏省第六届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获三

等奖１项。由汽车学院牵头组建的江苏大
学“江大之星”车队参加了２０１０中国大学生
方程式汽车大赛。此外，汽车学院积极组织

学生参加体育健身活动，在江苏大学第八届

运动会中取得了团体第二的好成绩，在第九

届大学生运动会中获得了田径项目第六名

的好成绩。院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也

在“江大杯”、“青春杯”、“新生杯”等比赛中

取得骄人成绩，汽车学院足球队更是屡获各

项赛事冠军。

【国际合作与交流】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
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

球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正发生着

前所未有的交流、渗透与融合。在这样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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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大背景中，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的重要趋势。为进一步培养汽车

学院教职工和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汽车学院

校级团队和重点学科参加相关国际会议２０
余次；２０１０年９月，汽车学院与机械学院共
同举办了第六届中日机电学术交流会（６ｔｈ
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来自苏州大学、日本信州大
学等国内外大学的３５０余名专家学者参加
了会议。由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湖南大学、江苏大学和江苏省内

燃机学会联合主办的 ＩＥＥＥ汽车、动力与能
源工程国际研讨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ｆ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ＰＥＥ２０１１））将于２０１１年４月在中国武
汉召开，大会议题为探讨车辆工程，动力机

械和工程，新能源等领域的新进展、新技术

及运用。大会邀请省内燃机学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蔡忆昔教授担任分会主席，副秘书

长王忠教授担任程序委员会协办主席。同

时，邀请奥地利虚拟车辆研究和测试中心中

国首席代表 ＪｏａｃｈｉｍＨｉｌｌｅｂｒａｎ、英国剑桥大
学 ＮｉｃｋＣｏｌｌｉｎｇｓ教授、德国内燃机专家
ＧüｎｔｅｒＥｌｓｂｅｔｔ教授等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
８次，“江苏大学———韦恩州立大学中美汽
车研究院”已招生培养研究生６名，蔡忆昔
教授作为学校交流代表赴美国进行学习考

察，王国林教授赴国外进行卓越工程师培养

考察，孙平教授代表学校参加“三国三校”

国际学术交流，孙丽琴老师获派赴康斯坦茨

应用科技大学进行交流。

【宣传工作】　全年在校内媒体发稿８０篇，
在校外媒体发稿：市级３篇、省级２篇、国家
级２篇，在校外网络媒体报道１５篇。２０１０
年１１月１５日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
栏目播出的记者调查节目“关注研究生就

业”专题中，报道了我校研究生就业工作，其

中汽车学院动力机械及工程研究生阎炳成

同学接受了采访。

（撰稿人：杨　建　审稿人：蔡忆昔）

工商管理学院

【概况】　 工商管理学院始建于１９８２年１１
月，目前学院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还拥

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 ３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另有工商管理

硕士（ＭＢＡ）学位授权点以及３个工程硕士
学位授权领域———工业工程、物流工程、项

目管理，拥有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

营销、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业

工程、公共事业管理、物流管理等８个本科
专业。其中，“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被评

为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工商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分别被遴选为江苏省

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学院设有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工业工程、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等５个系，设有中小企业发展
研究中心、管理工程研究所、战略管理研究

所、医疗保险与医院管理研究所、创业与区

域发展研究所、管理与伦理研究所、电子商

务与信息化发展研究所等 ７个研究机构。
江苏大学ＭＢＡ教育中心以及全国唯一一所
中小企业学院———江苏大学中小企业学院

也挂靠本学院，原国家经贸委中小企业司授

予学院为“中国中小企业项目研究培训基

地”。学院现有教职员工１１４人，其中博士
生导师、硕士生导师４０余人，教授、副教授
５１人，江苏省“３３３”工程培养对象１人，江
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１人，江苏省高
校“青蓝工程”新世纪学术带头人和青年骨

干教师２人，霍英东基金会第九届高校青年
教师奖１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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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０２年被评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省
级优秀学科梯队”。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认真学习实践
科学展观。全面贯彻落实第十八次全省高

校党建工作会议和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以全面完成学院“十一五”规划的各项任务

目标为载体，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推动体制

机制创新，着力破解发展难题，科学制定学

院“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２．加强理论学
习，推进争先创优活动的开展。按照学校统

一部署，认真做好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计

划、党员政治理论学习计划、党委中心组理

论学习计划。坚持网上在线学习。积极参

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２０１０年我院教职
工思想工作案例获校优秀案例一等奖。《走

进胡同的医生》获廉政文化系列活动小品类

二等奖。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０年十佳“党建工
作创新创优奖”。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最佳党
日评选活动中，获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
在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党的建设论文评选活动
中，获一等奖 ２篇，二等奖 １篇，鼓励奖 １
篇。３．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党员队伍建设。
院党委围绕学院中心工作，加强学院领导班

子建设，坚持党政联席制度，明确党委成员

分工。学院每位党委成员联系一个支部，做

到领导责任、管理目标的落实。２０１０年举
办了２期党支部书记培训班、２期入党积极
分子培训班和１期新生入党启蒙知识培训，
组织预备党员及新生党员参加校党校的培

训。全年发展新党员１１７名。４．加强宣传
工作，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２０１０年在校
网站上发表新闻１４１条，各级报刊发表新闻
２８条，并更新了学院网站。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１．国家精品课
程实现突破。《创业管理》课程２０１０年获国
家精品课程，实现了我校人文社科类课程建

设方面国字头零的突破。２．修订完善本科
生教学计划。根据学校总体安排，各专业都

认真开展了教学计划的修订工作，共对大院

７个本科专业和京江学院５个本科专业的
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３．积极
开展教学研究。立项教学研究项目６项，总
经费近２．８万元。主编教材２部，参编教材
２部。４．教学效果显著。２００６级大学英语
四级通过率为 ９０．３％，２００７级大学英语四
级通过率为９４％，２００８级英语四级通过率
和计算机等级考试通过率均达 ９６％以上。
２０１０届毕业生的学位授予率达 ９０．２５％，
２０１０届毕业生的考研录取率达９．９％。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１．科研成果再攀新
高。２０１０年共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项

目４项，省部级项目 １８项；纵向科研经费
２１７．４万元，首次突破２００万元，比２００９年
增长４５．３％。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技术创新社会服务网络的生成机理与动态

演化研究———以 ＩＣ产业为例”结项评审为
优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长三角

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分析及相关对策建议”

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刊发。出版著

作５部，发表论文１０８篇，其中 ＳＳＣＩ收录论
文１篇，ＳＣＩ收录论文２篇，国家自然基金委
管理学部指定的３０种重要期刊发表论文１０
篇，ＥＩ和 ＩＳＴＰ收录论文 ４７篇，ＣＳＳＣＩ收录
６８篇。２．加强与海外高校的合作。选派７
名本科学生前往建国科技大学（台湾）学

习，选派２名硕士研究生前往日本三重大学
进行为期一年的专业学习。２０１０年录取台
湾ＭＢＡ硕士生１６人和博士生２名（江大唯
一招收台湾学生的学院）。２０１０年共招收
蒙古国博士生 １人，叙利亚、尼日尔 ２名
ＭＢＡ硕士生。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学科建设成
绩显著。工商管理、公共管理２０１０年获得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１０年学院获
得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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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重点学科建设类项目８５０万元，用于学科
建设。２．举办学术会议，着力提高学科水
平。４月１１—１２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
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共同主办全国技术

经济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来自全国高校和

科研机构的 ４０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
会。１２月 １８—１９日与台湾高雄第一科技
大学成功合作举办了“第五届海峡两岸中小

企业经营管理与发展策略研讨会”，来自海

峡两岸的８０余名学者、企业家参与了研讨
会。其中，有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副校长、高

雄大学副校长等３０多名台湾教授、学者和
企业家出席。３．规范研究生培养环节，提
升培养质量。成立专门的专家组，对研究生

毕业论文采用硕士论文预审制及查重工作、

博士论文预答辩的形式审核论文，对达不到

要求的坚决不予答辩。ＭＢＡ招生人数实现
新突破，全年 ＭＢＡ录取人数达 ２１２人，
ＭＢＡ招生人数首次超过２００人。
【师资队伍建设】　１．积极引进人才，优化
师资结构。加大高学历人才引进和培养力

度同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现有本科、硕士

学位的青年教师继续深造。全年引进及签

约博士７名，现有在职教师中新增博士学位
者３名。新增教授１名、副教授３名；新增
博导３人、硕导３人。新增在职攻读博士学
位的教师５名，其中有２名教师到南京大学
等国内著名高校攻读博士学位。２．不断提
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学院采取进修、交流、

参加学术活动等鼓励措施，多方面提高教师

的综合素质。有１０多位校外学者来访，我
院教师出席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 ４０多人
次。梅强被评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李守伟被评为校“拔尖人才培养工

程”优秀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对象。２０１０年
青年教师樊茗癑前往海外高校学习培训。

【学生工作】　１．深化内涵建设，优良学风
创建成效显著。不及格率控制在 ２．５％以

内，３人荣获省“三好学生”或省“优秀学生
干部”荣誉称号，４人荣获“国家奖学金”，
３４６人荣获校一、二、三等奖学金。３人荣获
校“三好标兵”荣誉称号，５８人荣获校“三好
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１个班
级荣获“江苏省先进班集体”荣誉称号。

２．加强素质教育，学生就业率保持稳步增
长。学院团委、学生会、研究生分会等学生

组织多次受到表彰。研究生教育管理综合

考核名列学校第一。由我院学生担任领队、

我院教师指导的“江苏风科农业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和“江苏领航高速磁力泵有限公

司”两支创业团队荣获第七届“挑战杯”创

业计划大赛金奖。赵恺获第二届全国大学

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活动与科技竞赛二等

奖。在第二届尖峰时刻全国商业决策模拟

挑战赛中，目前有４支进入复赛。在“赢在
常熟”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中，一支团

队荣获三等奖，两支团队荣获优秀奖。校第

八批科研立项我院有十七项结题，校第九批

科研立项我院获批３４项。在校第五届“星
光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中荣获优胜

杯。“魅力营销大赛”引起《中国青年报》等

多家媒体的广泛关注。２０１０届本科毕业生
就业率达 ９８．６６％，研究生就业率 １００％。
３．坚持制度建设，帮扶“三困生”措施得力。
积极构筑心理危机信息反馈、监控和干预机

制，避免因心理问题引发的重大事故。２０１０
年发放助困类奖助学金１２１．６万元，校内助
学金１３．９万元，社会助学金４．１万元，除体
育生外，学生欠费率为０．６２％。

（撰稿人：许　龙　审稿人：周绿林）

财经学院

【概况】　财经学院成立于２００６年４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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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设有会计、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和统计

４个系，拥有一个自主设置的“经济系统分
析与管理”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

会计学、统计学和国际贸易学三个硕士学位

授权点；拥有会计、资产评估和应用统计三

个专业硕士学位点；拥有统计学、金融学、财

政学、保险、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财务

管理七个本科专业；下设“财务与会计研究

所”、“经贸研究所”、“统计应用科学研究

所”和“保险研究所”４个研究所以及财经中
心实验室和经管资料图书室。学院现有教

职工９９人，其中教授 ８人，副教授 ３１人。
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２２人，具有硕士学
位的６１人，具有硕士学位以上的教师占教
师总数的 ８３．８％。教师中，有江苏省高校
“青蓝工程”新世纪学术带头人和青年骨干

教师各１人。学院有本科生１７７６人，研究
生３０６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０年，学院组
织举办了２期党校，共有２７３名学生参加党
校培训，２５３名学生顺利结业。新发展党员
１４２名，其中本科生１１６名，研究生２５名，教
工１名；预备党员转正１０３名，其中本科生
８２名，研究生２１名，有２名学生预备党员被
延长预备期。截止２０１０年年底，共有学生
党员３６１人，教工党员５６人。２０１０年，学院
党委《创先争优，永葆大学生党员先进性》

获得江苏大学“党建工作创新创优提名

奖”；统计系学生党支部《人口普查个个参

与，科学发展人人受益》主题系列活动获得

江苏大学最佳党日活动三等奖。苗晴老师

的《我坚守的师德———教育是爱与责任的结

合》获得校师德征文三等奖。赵喜仓老师的

《揽卷读论语，掩卷思廉政》获得校读书思

廉心得征文一等奖；刘洁老师的《思廉难在

践廉》获得三等奖。董秀娜老师的《高校学

术腐败及其治理浅议》和伍新雷、钱明霞老

师的《江苏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状况调查报

告》获得校党建征文二等奖；宋月生老师的

《关于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的几点思考》和

钱明霞老师的《科学发展观视阔下的研究生

就业创业指导探析》获得鼓励奖。工会工作

充分激发教职工活力，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

各项活动。保龄球赛曾华获女子单人第 ７
名；学院获得“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度群众体育工
作先进集体”；陈国强、季莹、潘俊、肖志勇、

李芳林五位老师获得“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度群
众体育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获得健身

秧歌舞比赛二等奖。２０１０年学院的党建和
学生培养等工作受到了《中国教育报》、《新

华日报》、《江苏工人报》、《中新网》等多家

媒体报道１６次。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２０１０年《国际
贸易理论与实务》成功获批省级精品课程，

《会计学》获批校级精品课程；申报江苏大

学精品课程培育项目５项；出版教材３部，
《国际经贸教程》申报江苏大学“十二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培育项目；申报能源经济新专

业。２０１０年共录取本科新生 ４１５名；在学
校教学竞赛中获得中级组二等奖１名，高级
组和中级组优胜奖各１名；评选院级优秀论
文３８篇，校级优秀论文９篇。根据实验课
程安排有条不紊地做好各项软硬件准备工

作，完成２０１０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
展专项资金项目和２０１０年新专业实验室建
设项目申报。２０１０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获奖７人，其中，二等奖４人、三等奖３人；
２０１０届本科生毕业班人数３９９人，毕业３９３
人，学士学位授予率９５．４９％；２００８级英语
四级通过率９５．４７％；９名同学为２００９年免
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宋青青同学免试攻

读硕士学位预备生。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０年，学院获批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１项（两项上
会），国家教育部项目５项，获批部级项目１
项、市厅级项目７项、校级２项。学院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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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立项经费总额达１１３．１万元，横向科研
合同经费８０余万元。２０１０年，学院教师全
年发表论文被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ＳＣＤ、ＩＳＴＰ等检
索３９篇，出版论著６部。２０１０年，学院获批
江苏省统计科学研究基地；创新经济发展与

评价研究中心获批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培育点。２０１０年
对外服务有所拓展，ＡＣＣＡ（特许公认会计
师）培训班和常熟、常州的工程硕士合作项

目顺利进行，淮钢集团专业证书班新的班次

顺利入学，和镇江邮政局合作培训项目正式

启动。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０年，学院
成功获批会计、资产评估和应用统计三个专

业硕士学位点；应用经济学一级学位点的申

报已通过省学位办的审核。２０１０年计划招
收硕士生８０人，实际招收８７人；博士生计
划招收４人，实际招收５人；学院应届毕业
生第一志愿报考本校硕士研究生占学院应

届毕业生比例为２０．５３％；全年共毕业硕士
研究生１０４人。２０１０年，学院获批江苏省
研究生创新计划两项，博士研究生创新计划

项目１项。２０１０年，学院邀请了日本农业
经济专家、三重大学名誉教授大原兴太郎先

生以及三重大学波多野教授来学院讲学。

学院宋青青、刘升振、叶敏三名同学参加“三

国三校”活动赴泰国清迈大学交流。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１０年，引进博士１名，
毕业在读博士５名，在读硕士２名，专任教
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２１人，具有硕士学位
的５４人，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教师占专任
教师总数的 ８９．３％。２０１０年，２人晋升高
级职称，４人晋升副高职称。目前的 ８４位
专任教师中，有教授８人，副教授３１人，高
级职称占教师的比例为 ４６．４３％。２０１０年
选派１人赴美国进修，１人赴德国交流，新
增３人攻读博士学位，先后有近２０人次教
师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或短期专业培训。

【学生工作】　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
学生的思想素质。围绕“感恩、责任、奉献”

的主题，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和荣辱观教育。以爱国、爱校、爱家

教育为切入点，引导学生与祖国共奋进，与

时代同发展。落实学风建设工程，培养大学

生科研创新能力。学院特别设立“学习进步

奖”和“学习显著进步奖”；大学生科技立项

申报数为９６项，立项６７项，其中资助项目
５０项，一般项目１７项。学生社会实践参与
率１００％。规范教育管理体系，搭建全员育
人平台。学院掌握的家庭困难学生３３９名。
今年发放各类助学金１０７万元，助学贷款申
请额近２０万；３７名新生领到了御寒的羽绒
服；学院欠费率不到１％。准确认识就业形
势，积极拓展就业渠道。２０１０年学院共毕
业本科生４０９人，研究生１１５人。２０１０届本
科生总就业率达到 ９４．６％，初次就业率
８３％，研究生就业率达到 ９７％。营造素质
教育氛围，丰富团学工作内涵。组织了 ２０
余只小分队赴各地开展暑期实践活动，“低

碳生活，与家同行”主题实践活动被《中国

教育报》头版报道，学院的社会实践以总分

第四名荣获江苏大学 ２０１０年大学生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称号。荣获江

苏大学社会实践先进单位、江苏大学优秀青

年志愿者分会；江苏省１００项志愿服务项目
立项；成立了全国首家“大学生税收维权志

愿团”；获得江苏大学第八届辩论赛冠军、第

九届运动会团体总分第四。“新生杯”篮球

赛我院获得了第五名，“江大杯”辩论赛我

院挺进了四强，江苏大学个人简历大赛、网

络文化节、名片设计大赛等均获得了“优秀

组织奖”。学院青志委“与留守儿童制航

模”活动被《中国教育报》报道；与镇江市消

防支队联合成立了镇江市首支大学生消防

志愿服务队———“蓝鹰”志愿服务队；与镇

江市地税局联合成立了镇江市“税收维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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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者教育基地”。在江苏大学第五届“星光

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以总

成绩第一名勇捧“星光杯”。组织召开了财

经学院第二次团学代表大会。

（撰稿人：王海军　审稿人：孔玉生）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概况】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现设有热能
与动力工程（含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制、电

厂热能工程及其自动化、工程热物理与节能

减排等专业方向）、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和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５个本科专业及方向，拥
有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含自主增设的清洁能源与环境保

护二级学科点）和流体力学硕士学位授权

点，并设有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其中流体机械及工程为国家重点

学科，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为江

苏省重点学科。学院下设流体机械工程系、

工程热物理系、热能工程系、建筑环境与设

备工程系、新能源工程系、流体力学教研室、

新能源技术研究所、学院实验中心和学院计

算中心。学院现有教职工６４人，其中教授
１０人（博士生导师４人）、副教授（高级工程
师）１５人。教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 ３２
人，硕士学位２４人，留学回国人员６人。现
有在校本科生 １１０５人，博士、硕士研究生
（含工程硕士）２３５人。学院中心实验室面
积７０００ｍ２，实验设备总值约１９２２万元。学
院党委设有１２个党支部，其中教工支部、本
科生支部和研究生支部各 ４个；截至 ２０１０
年年底，共有党员２３３名，其中教工党员４４
名。学院在全面总结“十一五”工作的基础

上，完成了“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围绕学院中心工

作，在全院党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

优活动。成立了学院机关作风建设领导小

组，制定并执行《实施办法》。党建创新创

优项目“先锋带动，模范引领”获校级提名

奖；组织申报“最佳党日活动”方案８个，获
校二等奖１个、鼓励奖２个。建环本科生党
支部被评为校先进党支部，张星、徐玮玮被

评为校优秀学生共产党员。举办入党积极

分子培训班 １期，１３０名入党积极分子以
１００％的通过率取得了合格证书；组织７０名
预备党员参加校党校培训，全部取得合格证

书；举办新生入党启蒙教育讲座１次；发展
新党员７２名，转正党员６２名。建立健全了
党内信息管理系统。学院教职工思想政治

教育案例“充分发挥教代会作用，强化教师

教书育人意识”获校三等奖。完成了学院中

英文网站建设，并在学校考核评比中得到较

高评价，通过校内外媒体及时宣传报道学院

动态，全年在省级以上媒体报道２６篇、市级
媒体报道８篇，学院被评为校２０１０年度对
外宣传工作先进单位。配合学校校史馆建

设有关工作，开展了实物、资料的征集和学

院院志撰写工作。组织教职工向玉树灾区

捐款７９００元。组织教职工开展了乒乓球比
赛、外地参观考察、迎国庆联欢晚会和农家

乐等集体活动，积极参加校运会和校工会开

展的各项文体活动，荣获校教职工秧歌比赛

一等奖、象棋比赛个人第一名，荣获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年度校群众体育工作先进集体。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申报并获批了
教育部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继续推进流体机械及

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完成

２０１０级卓越班学生的选拔工作，进一步完
善了培养计划并已开始实施。热能与动力

工程专业核心课程“流体机械原理与设计”

获批江苏省精品课程，专业基础课“燃烧

学”被遴选为校“８４２课程建设工程”培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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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流体力学》教材被学校列为“十二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培育项目。“热能与动力工

程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被评为校级优秀

教学团队。实施并完成“能源与动力工程”

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作，以及中

央与地方特色优势学科实验室共建项目，新

增大中型设备１０余套。学院教师发表教学
改革论文７篇，参加全国专业教学研讨会６
人次，增强了与相关院校之间的交流。２名
教师在校第五届教学竞赛中获三等奖。

２０１０届本科毕业（含结业）２３２名，其中授
予学士学位２１１名，英语四级通过率和学位
授予率分别达到９４％和９１％，处于学校前
列。共７篇毕业设计被评为校优秀毕业设
计，其中１篇被推荐省优秀毕业设计。顺利
完成了镇江地区本科招生宣传工作和“０８
级免试推研预备生”、“０７级免试保送研究
生”推荐工作。２０１０年招收本科生３２７名。
【科研工作】　全年纵、横向课题立项数为
３４项，新增合同经费额９１１．３万元，比上年
增长２２％。其中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３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重点项目１项、
江苏省基础研究项目２项，纵向课题合同经
费额达 ２７８．８万元。共发表学术论文 １２０
篇，被检索论文６９篇，其中 ＳＣＩ检索 ７篇，
ＥＩ检索５４篇；申请专利２７项，其中发明专
利１９项；授权专利２０项，其中发明专利１１
项；组织申报并获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３项，市厅级二等奖１项，组织省级科技成
果鉴定１项，出版学术专著１部。引导和组
织教师与企业进行产学研项目合作，新增产

学研平台３个，建设经费７０万元。成功承
办了江苏省工程热物理学会２０１０年年会。
推进新能源研究院的筹备工作。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联合相关单位
完成了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江苏省一级

优势学科申报工作和博士后流动站２０１０年
度考核评估工作，流体机械及工程国家重点

学科圆满通过国家评估。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博士后出站 １人。完成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新一轮

修订工作，加强了学科前沿动态、专业英语

和实践类课程的建设。招收硕士研究生４８
名、工程硕士５６名、博士研究生６名。毕业
硕士研究生３９名、工程硕士５名、博士研究
生５名。邀请国内外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
８次，承办高水平学术论坛 １次；联合承办
校第一届动力类学科学术论坛，成功举办

２０１０年本院研究生学术论坛报告会和集体
开题。获批２０１０年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１篇、优秀硕士论文 ２篇；获批省研究生科
研创新计划项目１项，省级和校级研究生教
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各１项，省级企业研究
生工作站１个，新申报省级企业研究生工作
站２个。与德国马格德堡大学联合申请教
育部研究生合作培养项目１项，获批省教育
厅聘请外国专家来华交流项目１项。
【师资队伍建设】　积极从国内外著名高
校、研究所等单位引进高层次人才，共引进

博士３人。教师晋升正高职称１人、副高职
称３人、中级职称８人；２名在职教师获得博
士学位，新增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１人。
１名教师获校级“十佳青年教职工”称号，３
名教师获校级“优秀教师”称号。１名教师
被选派到江都挂职科技副镇长。加强国际

学术交流，本院教师赴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达８人次，邀请来院讲学的国外专家教授
２人。学院被评为２０１０年度校国际合作与
交流先进单位。

【学生工作】　创新管理制度，形成优良班
风学风。通过主题班会、班干论坛、能动之

星及先进集体评比活动等，以及实施基于

“人才库”理念的学生党建项目化管理培养

制度，形成先进带后进机制，促进班风、学风

建设。受学业警告的学生数量大幅度减少，

英语 四 级 通 过 率 明 显 提 高，０７级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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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９５％、０８级达９５．１４％，０９级一次性通过
率达９０．３％。０７级学生研究生报考率达
３８％，０６级学生研究生上线率达２２．１％，录
取率达１７．５％。建环０７０１班被评为省先进
班级，全院８个班级在校优良班风建设评比
中被评为优秀班级。规范评奖评优，多渠道

帮困助学。坚持评奖评优程序和公平公正

原则，注重考核学生基本思想素质和创新能

力。拓展社会资助力量，如利欧、浙江天时

国际等企业继续为本院贫困生提供奖助学

金１３万元，另与无锡日立泵、锡柴等企业签
订了资助协议，从２０１１年起每年资助７万
元，扩大对学生资助的范围；同时，进一步拓

展大学生义工工作。学院学生欠费率降至

２．１％。营造良好氛围，重视综合素质培养。
在校第九批科研立项中我院学生申报作品

１０８项，获批４１项，申报量达学生总数的９．
８％，立项率达 ３５％，第八批科研立项结题
率超过４０％。学院团委获校第五届星光杯
课外科技作品大赛优秀组织奖。开展灵活

多样的文体活动，获校“新生杯”男子篮球

赛亚军和第九届运动会男子足球赛亚军；选

送的展板和海报获江大之春展板和海报设

计大赛三等奖；院团委获“镇江毅行、安全在

我心中”演讲比赛优秀组织奖和安全消防演

习二等奖。完善工作体系，提升就业工作水

平。加强就业指导，完善服务体系，学院认

真筹备、全力完成学校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１月、
１２月三次大型招聘会的相关任务，截至１２
月２０日学院２０１０届学生初次就业率达９４．
５８％，协议就业率达９４．１７％；２０１１届学生
签约率为４５．３％。均处学校前列。创建学
习型团队，提高队伍职业素质。承办１期辅
导员沙龙；辅导员积极参与思政类课题研究

和撰写学生工作研究论文、案例，获批省教

育厅高校哲学社科基金等多项课题，发表思

政类学术论文６篇，获校思政论文一等奖２
篇、二等奖１篇，辅导员工作案例一等奖２

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

（撰稿人：刘　庆 　审稿人：陈汇龙）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冶金学院）

【概况】　江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冶金学院）是江苏省高校中最早设置相关

本科专业和最早具有硕士点授予权的单位

之一。学院涵盖材料科学与工程和冶金工

程２个一级学科，拥有材料学博士点，材料
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拥有材料物理与

化学、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钢铁冶金、有

色金属冶金等５个硕士点，材料工程、冶金
工程等２个工程硕士领域；拥有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

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冶金工程、复合材

料与工程等６个本科专业；拥有江苏省材料
摩擦学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光子制造科学与

技术重点实验室和机械工业金属基复合与

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与企业联合，共拥有

８个江苏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材料科学与
工程实验中心是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学院现有教职工９３人，院外兼职２５人，其
中教授２２人、副教授３０人，博士生导师１４
人。其中专任教师７７人，６３人获得博士学
位，占专任教师总数的８１．８１％，其中３４人
毕业于９８５、２１１高校和中科院研究所，７人
国外博士毕业。２０１０年，陈刚入选江苏省
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杨娟入选学校

“拔尖人才培养工程”优秀青年学术骨干培

养对象。多位国内外院士、专家学者受聘担

任学院的名誉教授、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

截止 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份，学院有全日制研究
生、本科生共１６３９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０年，学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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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举办党校１期，共有１１３多名学生参加党
校学习，１１２名学员顺利结业。教工党员转
正１人；新发展学生党员９１人，７１名预备党
员转正，截止 ２０１０年年底，共有学生党员
２４８人，占学生总人数的１５．１３％。认真开
展２０１０年度党员民主评议活动，５名教师、
６名学生评议等级为优秀；研究生 ０８０１党
支部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党支部，郑梦、岳

佳加、张欢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根据《江苏大学“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并

结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实际，全面总结

“十一五”期间材料学院事业发展过程中的

经验和教训，促进材料学院向高水平研究教

学型学院转变，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科学制定“十二五”材料学院规划。２０１０年
９月，学院进行系（中心）主任的换届选举工
作，新的系级领导班子更加年轻、学科结构

更加合理，学历层次更高。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
１１月，学院成立以院领导、党委委员、工会
主席、教师代表组成的院务咨询委员会，为

学院重大事务的决策提供建议。２０１０年，
学院获得江苏大学第九届运动会中取得总

分第五名，教职工排球比赛第五名。２０１０
年，在开展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基础上，

积极开展活动，将党建“创先争优”工作落

到实处。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的主题教育

活动，深入探讨教师“幸福观”；探索党建创

新创优，推进“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

岗”、“党员服务承诺”等活动。《以科技创

新推动企业科学发展》活动获江苏省最佳党

日活动优胜奖，《建设学习型创新创业型学

生党支部，服务青年学生成长成才》获江苏

大学２０１０年十佳“党建工作创新创优提名
奖”，二系党支部的《以材料研发推动节能

减排》活动获“最佳党日活动”三等奖，一系

党支部的《产学研结合促和谐》、学生二支

部的《在平凡中收获感动在感动中体验责

任》以及博士生党支部的《关于高校学术腐

败现象的探讨》的活动均获鼓励奖。在全校

教职工思想工作优秀案例评比中，《构建学

习型组织平台　共谋学院跨越式发展》获一
等奖、《关心青年教师发展案例分析》获三

等奖。在全校“我坚守的师德”征文评选活

动中，王雷刚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获二

等奖。在党的建设优秀论文评比活动中，魏

伟的《关于江苏大学研究生党建工作几点思

考》获一等奖、周军的《高校毕业生党员教

育管理的途径探索》三等奖、陈刚的《以工

作创新促进和谐发展》和王星罡的《研究生

党员如何发挥党员先进性》获鼓励奖。学生

递交入党申请书学生比例达８７．２％。落实
党员与新生宿舍结对指导制度，学生党员党

建论文获学校一等奖。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２０１０年，无机
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通过江苏省特色专业

的评估验收，冶金工程专业被遴选为校级特

色专业建设点，材料成型加工技术教学团队

遴选为校级优秀教学团队，复合材料与工程

专业进入第４个建设年，积极为来年上半年
的学士学位点申报做准备，金属材料工程国

家特色专业建设工作有计划地开展。全面

总结２００７年以来的质量工程项目，１７项参
加学校审核。３门课程获“质量工程”培育
项目。刘军的《无机材料科学基础》、沈湘

黔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以及王树奇的

《金属材料组织控制原理》等３门课程获校
级精品课程。２０１０年，继续开展“青年教师
助理教学制”工作，所有４０岁以下新上岗的
教师全部参与听课和助教工作，其中８位教
师列入学校的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培养计

划。袁新华获校讲课比赛高级组二等奖。

召开青年教师座谈会 ２次。２０１０年，确定
了１６门８４２核心课程的负责人，对其中的４
门核心课程进行评价，有３门进入校级立项
建设计划。６部教材遴选为十二五规划教
材立项培育教材。２０１０年教师发表教学论

５４０



!"#$%#&'"

文１４篇，出版教材１部。申报大学生实践
创新项目７项，其中１项获省级立项（毕越／
刘军）。专业建设新添置６０万元仪器设备，
对Ｃ１０１室作了较大改造。科学规划研究生
工作室建设，按学科分配位置，为研究生的

学习和工作提供了空间。实验室继续实施

量化绩效管理办法。本科学位授予率达到

８９．９２％，０８级ＣＥＴ４通过率达到８７．３３％。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０年，学院申报国
家奖１项，获省部级奖项４项，其中赵玉涛
主持的《高性能节能型铝基原位复合材料关

键技术开发与应用》获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

奖；已鉴定成果２项；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５项，其它各级各类纵向课题４０项，纵向
经费 ９３７万元（其中基地建设经费 ６０万
元），横向经费 １０８４万元（到账 ４６９．３万
元）。２０１０年，教师共发表论文 １２０余篇，
其中，ＳＣＩ源期刊论文８３篇，上一年度 ＳＣＩ
收录８４篇，ＥＩ收录５５篇；撰写专著２部，
申请发明专利３６项，发明专利授权２２项。
２０１０年，４名教师出国交流，接待了两批境
外来访团：加纳夸梅．恩克鲁玛理工大学校
长代表团；英国克莱菲尔德大学代表团。参

与组织江苏省高性能合金产业创新战略联

盟，扩大了江苏大学的影响。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０年，重新
修订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出台《关于

规范硕士研究生培养手册撰写的通知》。加

强研究生基地建设，获批江苏省企业研究生

站４个：常熟明辉焊接器件有限公司、江苏
中联铝业有限公司、江苏银环精密钢管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中容电气有限公司。杨海峰

的《飞秒激光生物细胞介质的微手术微操纵

技术研究》（指导教师：周明）获省级优秀博

士论文，宋福展的《Ｍ型铁氧体中空纤维的
制备和磁性能研究》（指导教师：沈湘黔）获

省优秀硕士论文，杨子润的《Ａｌ３Ｔｉｐ／Ｍｇ复
合材料及磨损行为的研究》（指导教师：王

树奇）、王爱丽的《有机修饰剂对纳米金属

和纳米羟基磷灰石形貌和结构的影响与纳

米催化性能研究》（指导教师：殷恒波）、刘

芹芹的《ＺｒＷ２ｘＭｏｘＯ８固溶体晶体结构及
其负热膨胀性》（指导教师：程晓农）获校优

秀博士论文３篇，过丽萍的《纳米晶尖晶石
型铁氧体基复合纤维的制备、结构和磁性能

研究》（指导教师：沈湘黔）获校优秀硕士论

文。申报博士创新基金７项，其中获批省博
士创新基金 ４项，获批校博士创新基金 ５
项。２０１０年新增产学研基地 ６个：苏州亨
利通信材料有限公司、江阴海润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常州恒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常州

汇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汕头高新区松田实

业有限公司、常州茂盛特合金制品厂。与企

业合作申报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个：江
苏省高精度铝箔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

苏省光学材料及玻纤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积极筹备江苏省高技术重点实验室

的申报工作。２０１０年，毕业博士研究生１１
人、普通硕士生６７人，工程硕士９人，论文
合格率１００％；招收博士生１４人、普通硕士
研究生８９人，工程硕士９人。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１０年，学院引进教职
工６人，其中，博士４人，教授２人。３人晋
升副教授；４名教师出国进修，其中，胡杰作
为访问学者到日本进修。２０１０年，陈刚入
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杨娟

入选校“拔尖人才培养工程”优秀青年学术

骨干培养对象，杨娟、戴起勋获江苏大学优

秀教师，刘强、李冬升获江苏大学先进工作

者。２０１０年邀请国内外专家举办学术讲座
１６人次，其中邀请院士２人、海外学者１人，
６场教授报告会。
【学生工作】　日常管理重规范性、长效性。
学院帮扶工作满意度在９０％以上，学生欠
费率＜２．６％；１人获“勤工助学之星”，１人
获“励志优秀学生”，１人获“义工优秀学

５４１



()*!+,

（２０１１）

生”，２人获“勤工助学优秀学生”；社区工作
站和橱窗评比分获第一、二名。２０１０级新
生军训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学风建设重促

积极性、主动性。开展 ２期学风建设月活
动。成型０７１被评为省先进集体，成型０７１
团支部被评为校标兵团支部，１１个班级评
为校优秀班级。雷蕾被评为江苏省三好学

生，张伟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张又

豪获校长奖学金，李国伟获茅以升家乡教育

奖，曾杰、张又豪、徐国强、李国伟获校三好

学生标兵，４人获国家奖学金。研究生报考
率４４．３％，研究生录取率２２．６％。学生对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学业规划的满意度均

在９０％以上，优良班风建设评比达标率８１．
１％。就业服务重有效性、高效性。全年举
办小型招聘会４０余次；２０１０届本科毕业生
就业率９８．８７％，初次就业率９３．２３％，合同
就业率９１．３５％；２０１０届研究生毕业生就业
率１００％。安全保障重稳定、重和谐。加强
基础信息网络建设，做好三困学生帮扶。举

办第三届材料学院“材华横溢”社区文化

节，在“社区安全建设月”中，演讲比赛第二

名并获优秀组织奖。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组织的演讲比赛中获一等奖。全年未发生

学生安全稳定事故。创新创业教育突出创

新性、实践性。首届“永冠杯”中国大学生

铸造工艺设计大赛中，陈学美的《下缸体低

压铸造工艺设计》获二等奖（指导教师：王

雷刚）、董亮、叶日安、郭东升的《缸体铸造

工艺设计》（指导老师：贾志宏、孙少纯）获

三等奖和程远浩、幕善明的《防喷器壳体铸

造工艺设计》（指导老师：贾志宏）获鼓励

奖，学校获优秀组织奖。２０１０年，组织、培
育学生创业团队８支，江苏大学“百项本科
生创新计划”立项项目５个，大学生科技立
项申报数７０项，立项３８项；获“星光杯”课
外科技作品竞赛和研究生科技论文大赛优

秀组织奖；研究生英语多媒体大赛三等奖。

举办第三届“栋梁之材”科技学术节。５人
获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三等奖。队伍建设

促精英化、专家化。全年组织辅导员沙龙１
期，举办２期学院班主任工作论坛；举办 ２
期学院学生干部培训班，承办２期江苏大学
团校。目前心理咨询师２名，职业生涯规划
师１名，参与思政品德课教学辅导员２名。
获学生工作研究课题立项２项。钟小惠获
十佳辅导员，张吉勇获优秀辅导员。校园文

化活动重内涵、重覆盖。全年学生活动参与

率在９５％以上，本科生获“新生杯”篮球赛
第三名，足球赛第八名；研究生篮球联赛冠

军，研究生趣味健身节三等奖；研究生十佳

歌手大赛中，２人十佳、１人优秀。学院研究
生学生分会评为“江苏大学２０１０年度优秀
研究生分会”。学院获第九届校运会体育道

德风尚奖。

（撰稿人：孙　昊　审稿人：杨福庚）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概况】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设电气工程
系、自动化系、电子信息工程系、生物医学工

程系、电工电子教研室和一个校级中心实验

室。并设有自动化研究所，智能化电气设备

研究所、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研究所和生物

与控制工程研究所等四个研究所。现有教

职工１４８人，其中教授１８人，副教授等高级
职称的教师３０多人。学院现有：农业电气
化与自动化国家重点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后流动站；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

士点；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二级学科博士

点；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

科硕士点；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信号与信

息处理、生物医学工程、微电子学和固体电

子学四个二级硕士学位授予点。同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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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

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农

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六个本科专业。其中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国家特色专业建

设点，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是江苏省特色

专业，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是江苏大学特色

专业。建有国家级精品课程１门，国家级教
学团队１个。目前在院学生２０３２人，其中
博士生和硕士生５００人，本科生１５３２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党委建设。
（１）按照校党委统一部署，开展创先争优活
动，本年度一项党建创新工作获校十佳党建

创新工作，学院党委荣获“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
研究生思政教育管理特色工作”优秀单位

（２）高度重视理论武装工作。不断完善学
院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认真落实干部在线

学习制度。（３）规范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
与班子成员、分管单位负责人、党支部、积极

分子定期谈话制度。（４）建立了以学院党
政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院团委、学生会、班

级、宿舍的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的多重责任

体系。２．党支部建设。（１）在创先争优活
动中两个学生党支部和四名学生分别荣获

“先进基层党支部”和“优秀党员”。（２）广
泛开展党日活动，报送“最佳党日活动”方

案２项；组织观看 ２部党员教育电教片。
（３）探索并合理设置党支部，健全党支部组
织，按期换届选举，落实党支部书记待遇。

（４）按期进行党支部目标评估工作。３．党
员教育、管理和发展。（１）党日活动党员参
与率达到 ９０％以上。（２）党员管理严格、
规范，党员、流动党员、申请入党人和入党积

极分子等台账齐全。（３）按计划发展党员，
程序规范，全年发展学生党员计划数 １４２
名，其中：本科生１０３名，硕士生３８名，教工
１名。（４）分党校工作规范，举办入党积极
分子培训班２期，共有２００多人参加培训，
１９０人合格。（５）党费收缴及时，台账清

楚，按规定公布党费收缴和使用情况。

４．思想政治工作。（１）坚持学院中心组学
习制度，有计划，有记录，有考勤。定期组织

学习，全年６次。（２）坚持教职工时政学习
制度，有计划，有记录，有考勤。每两周集中

学习１次，全年１５次。组织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专题影像资料收看２次。（３）在全
院开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师德建设活

动，在“我坚守的师德”和“教职工思政案

例”征文活动中分获二、三等奖。本年度有

７名教工被评为校优秀教师和校先进工作
者。（４）及时报道本单位教学、科研、学生
工作动态。全年向网络、电视、校报等校内

媒体投稿总数５７篇。（５）积极向校外媒体
投稿，全年对外发稿１３篇，其中省级以上６
篇，深度报道２篇。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１．学院“电气
类专业主要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团队”获国家

优秀教学团队。２．学院《模拟电子技术与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获江苏省精品课程，并

被推荐申报国家精品课程。３．学院《电子
信息工程》专业顺利通过江苏省教育厅组织

的验收，正式成为江苏省特色专业。４．学
院《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获批恢复招

生。５．学院获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 １项、
省精品课程培育项目５项，国家十二五规划
教材培育项目 ６项。６．组织落实 ０７年制
定的《电气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细则》开

展了对本科生导师的培训与指导工作。

７．组织了多次教学观摩活动，请教学术水
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为青年教师上示

范课。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１．纵向科研经费：４１７
万元；横向科研合同经费：５００万元。２．获
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３项；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３１项，获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１４项；ＳＣＩ收录论文７篇，ＥＩ收录论文
１１４篇；获得６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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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面上项目）、１项省支撑项目、２项江苏省
自然基金项目。３．继续保持和大全集团、
绿扬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良好合作关系，

与大地水刀有限公司等单位达成产学研合

作意向。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获批《控制
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

２．《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在江苏省重点学
科考核中获优秀。３．获批《农业工程》江苏
省优势学科（参与申报）。４．省学位论文和
学校学位论文抽查合格率 １００％。毕业研
究生申请学位发表学术论文合格率：

１００％。，获省优秀硕士论文 １篇，校优硕 ４
篇。５．获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创新项目共
５项，其中省级：４项，校级：１项。获校研究
生教改项目：１项。建立省级企业研究生工
作站１个。６．加大对研究生生源的动员工
作，第一志愿报考本院硕士生的考生人数达

到５１６位，名列全校第一。７．组织工程硕
士生源数１１０余人，共招收７０人。
【师资队伍建设】　１．全年联系面试博士研
究生１０余人，已通过面试达成意向来我院
工作的国内外名校博士６名。２．选送５名
优秀教师出国（境）进修和学习。５位教师
通过在职培养，获得博士学位。六、学生工

作１．制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纲要》的活动
方案，成立了以电研０１和电研０２两个学术
团队为主体的纵向型研究生党支部，学院被

校研究生部评为“２０１０年研究生思政教育
管理特色工作优秀单位”。２．开展了“制度
文化学习月”活动。定期举办考研报告会、

学习方法交流会、四六级经验交流会、研究

生日常学习和学风建设座谈会等。举办研

究生沙龙活动１０余场，“教授博士”论坛６
场，邀请了１０名校外专家进行专业技术讲
座。３．建立就业周汇报制度。召开了 ２３
家企业专场宣讲会，接待了３５家企业。截
至１２月份，本科生协议就业率为７４．１８％，

初次就业率为８８．９７％，均超额完成年初学
校下达的就业指标。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

８９％，协议就业率 ９６．８％，总就业率为
１００％。４．全年共发放各类奖学金９０余万
元。共有 ３４人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有 １１２
人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３名同学获肯德
基曙光基金资助，１名同学获海协教育基金
资助。设立孙建新奖学金，每年资助电气学

院１０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院助困工作
被《中国教育报》、《江苏工人报》等媒体报

道。５．组织卫生普查 ２７次，安全普查 ６０
次，辅导员进社区率达１００％。在学校组织
的社区橱窗评比活动中多次获得二等奖和

三等奖。６．在学校“星光杯”课外科技学术
作品大赛中，我院获二等奖 １项，三等奖 ４
项，并获优秀组织奖。大学生科研立项申报

５８项，获批３７项。在江苏省电子设计竞赛
中我院学生获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６项。在
第七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大赛中，我院研

究生获团体三等奖，以及个人二等奖、三等

奖各１项。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多次被重
要媒体报道，其中国家级报道１篇，省级报
道４篇，地市级报道８篇。７．举办学生干
部培训班２期。推荐１７名同学到菁英学校
学习，推荐１９名硕士生参加学校第七期研
究生干部培训班，推荐１５名同学参加学校
第七期创新创业学校学习。制定了《电气学

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实施细则》。在学院范围

内选拔了 ６名青年教师聘为兼职辅导员。
推荐１名辅导员参加国家职业指导师资格
培训班并顺利结业，推荐３名辅导员参加全
国心理咨询师资格培训班。在学校辅导员

工作案例评比中，我院获得二等奖１项，三
等奖２项。参与组织辅导员沙龙３期。

（撰稿人：王　伟　审稿人：刘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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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概况】　历史沿革：２００６年３月学校为进
一步加强优势学科建设，由原生物与环境工

程学院的食品科学与工程系、生物技术系和

生物工程研究所组建现在的食品与生物工

程学院。学科建设：１９８６年获批“农产品加
工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３年获批全国
首个“农产品加工工程”博士点，１９９８年获
批全国首批“食品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

站，２０００年获批“食品科学”硕士点，２００３
年获批“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

点、２００３年获批“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硕士点、２００６年自主设立“食品营养与安
全”二级学科博士点，１９９８年获批“食品工
程”工程硕士授权领域、２０１０年获批“微生
物学”硕士点。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学科

是江苏省“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学

科、江苏省“十一五”国家重点学科培育点，

江苏省“十二五”一级学科省重点学科，学

科梯队两次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学科梯队。

本科教育：现有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

与安全、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和食品科学与

工程（国际课程实验班）五个本科专业。现

有在校本科生６２０余人。食品科学与工程
专业是江苏省特色专业、江苏省品牌专业建

设点，《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食品现代

检测技术》获批国家精品课程。研究生教

育：现有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１
个，下设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粮食油脂及植物蛋

白工程和食品营养与安全等二级学科博士

点５个，以及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及贮藏
工程、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粮食油脂及

植物蛋白工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

生物学等二级学科硕士点６个。目前在校
研究生２２０余人，其中博士研究生约５０人。

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１篇、全国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提名１篇、江苏省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３篇。师资力量：现有教职工７４人，
专职教师６２人，其中教授１５人、副教授２１
人；博士生导师 １２人、硕士生导师 ２９人。
江苏省“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
次１人、第三层次２人、江苏省普通高校“青
蓝工程”学术带头人２人和优秀骨干教师３
人、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２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党员发展工作：
党委一贯重视发展党员工作，严格按照党员

标准，把好质量关。今年共发展党员３９人，
预备党员转正４０人。党日活动：上半年，两
办、学生第一党支部举行“重温党章牢记誓

词”主题党日活动。下半年，食品科学与工

程系党支部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到镇江

南山开展党日活动，两办、学生第二党支部

开展“黄丝带”爱心充值主题党日活动，其

他党支部也相继开展党日活动。院党委开

展“烈士墓前齐承诺，‘创先争优’我先行”

主题党日活动。宣传工作成就：２０１０年我院
对外发表新闻报道 ２１篇，其中《新华社》、
《中新社》、《新华日报》等媒体报道１４次，
在《镇江电视台》、《镇江日报》、《吉林延边

电视台》等市级媒体发表７篇，在校园网等
媒体发表 ８５篇。不断加强的对外宣传工
作，扩大了我院美誉度和影响力。党建工作

成绩：一党支部获江苏大学先进党支部荣誉

称号。一人获江苏大学第二届“感动江大”

人物荣誉称号。一人获得江苏省“十大青年

科技之星”荣誉称号。一人被评为江苏大学

新长征突击手号，三人获校优秀教师荣誉称

号。学院网站获校 ２０１０年度十佳二级网
站，网络管理员获十名“优秀二级网站管理

员”荣誉称号。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专业建设：为
了充分利用学院办学资源，形成合理的专业

群，２０１０年申报了生物工程专业，已通过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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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获批校省品牌专

业建设培育点。与英国利兹大学联合举办

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２＋２”国际课程实
验班招收３１人，目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已
经申报教育部，等待审批。实验室建设：学

院中心实验室完成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２００万元建设任务；顺利完成２０１０年度
实验室管理绩效考核；新开２门课程４个实
验项目，新增综合性、设计性实验４项，完成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实验室及其他专业的

年度实验室建设３５万元设备采购任务，完
成自制实验仪器设备多项。学院中心实验

室管理工作在校实验室管理工作会议上作

交流发言。教学改革研究：强化教学考核和

奖励力度，积极推进各级教改项目和教学成

果总结提炼和培育工作。专任教师发表教

学研究论文１６篇；２０１０年有１篇被推荐参
加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优秀毕业设计

（论文）评选；获批２０１０年省、校高等学校大
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５项。获批校教学
研究与改革项目１项（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２＋２”国际课程实验班））。
【科研与学术交流】　立项课题：新增纵向
课题４５项，总立项经费８７９．７万元（其中包
含来自省教育厅１００万元的江苏省特聘教
授科研基金１００万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
家级项目立项经费５６４万元，省部级项目立
项经费２３０万元，市厅级项目立项经费 ５６
万元，其他２２．２万元。我们的横向课题远
远不足，新增 １３项，到账经费仅 ６６万元。
纵横向经费比去年增长８３．３％。目前我院
在研纵向课题 １０５项，总立项经费 ２３４０．７
万元，其中国家及各部委项目４２项，总立项
经费１５６８万元，省市级项目５２项，总立项
经费８６７．５万元。科研平台建设：努力凝练
学科方向，不断凸现我院在“农产品物理加

工”领域的研究特色，今年申报的“江苏省

农产品物理加工重点实验室”一举成功，其

学术思想、建设思路、研究基础得到专家的

高度肯定，获得３００万元。科技成果：通过
省部级技术鉴定的项目８项。１项成果（第
三单位）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成
果获得中国创造学会创造成果奖一等奖。

获得镇江市产学研合作项目奖一等奖２项，
二等奖１项。国内学术交流：２０１０年，我院
邀请国内１０余位著名专家教授来我院指导
工作，进行学术交流，具体包括：中国工程院

院士、四川大学轻纺与食品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石碧教授，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李树君研究员，参加《中国农业工

程学科发展战略高层论坛》的院士专家学者

一行，中国农业大学石元春院士、程序教授，

江南大学钱和教授、诸葛斌教授。国际交流

与合作：邀请国外２０余名知名学者教授来
我院指导工作，进行学术交流，具体包括：英

国利兹大学丁玉龙教授（受聘我校兼职教

授）；美国田纳西大学叶晓非博士（受聘我

校兼职教授）；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周安宏博

士（受聘我校兼职教授）；泰国清莱大学校

长副校长带队一行１３人；美国密歇根州立
大学ＲｅｎｆｕＬｕ教授；加纳科福里杜亚理工
学院 Ｋｏｆｏｒｉｄｕａ院长、Ｒｅｃｔｏ先生；加拿大
Ｇｕｅｌｐｈ大学食品工程专家ＧａｕｒｉＳ．Ｍｉｔｔａｌ教
授；美国农业部西部研究中心 ＲｅｂｅｃｃａＲ．
Ｍｉｌｃｚａｒｅｋ博士；丹麦 Ａａｒｈｕ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董明
东博士。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学科建设：成
功申报“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

金—学科平台项目”，获得３００万元资助，项
目建设已经启动；作为农业工程学科的５个
方向之一，参与了江苏省优势学科的申报；

我院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省重点学科参

加了中期考核，获得 Ｂ等研究生招生：招收
学术性硕士 ４８人，全日制专业性硕士 １３
人。招收博士研究生１７人，其中招收２位
博士留学生，博士后进站９人。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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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过线率连年领先，今年硕士研究生过线

率达１２２％，其中食品科学专业过线率达
１８７％；博士研究生过线率达 １００％。研究
生培养：２０１０年硕士毕业 ４５人，授予学位
４５人；博士毕业人１４人，授予学位１４人，缓
授学位１人。另外，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先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曲文娟获得第

１７届世界农业与生物工程学会（ＣＩＧＲ）青
年学者最高学术奖———ＡｒｍａｎｄＢｌａｎｃ奖。
优秀学位论文培育：赵杰文教授指导的农产

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学科陈全胜博士的论文

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另外获批

校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３篇，博士学位论文
３篇。
【师资队伍建设】　人才引进：今年新增教
师５人，其中４人为博士学位获得者，２为
留学回国人员。人才引进工作，最重要的成

绩还是潘忠礼教授获批我校首个省首批“江

苏省特聘教授”。职称与研究生导师晋升：

今年新增教授１人、副教授２人，硕士生导
师３人。截至目前，我院共有博士生导师８
人、硕士生导师２９人。优秀人才建设：我院
邹小波副教授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第十二

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二等奖、江苏省“十大

青年科技之星”，蔡健荣教授入选江苏省青

蓝工程学术带头人培养人选、当选中国食品

科学技术学会食品机械分会第二届理事会

理事，陈全胜博士获得校拔尖人才，马海乐

教授被列入“六大人才高峰”培养对象、当

选为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食品机械分会

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能源学会副理

事长。

【学生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深化
学生党建“三个一工程”，充分发挥党支部

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入

党积极分子的示范带头作用。继续组织开

展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中秋和重阳）食品

文化系列活动，受到了新华社、新民网、《现

代教育报》等媒体的关注。荣获“江苏大学

２０１０研究生思政教育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和“优秀青年志愿者小分队”称号。学风建

设：０６级英语四级通过率为 ９０％，六级通
过率４０．９％；０７级英语四级通过率为９０％，
六级通过率４６．３％；０８级英语四级通过率
为８９．８０％，六级通过率２８．７％。有２件作
品入围我校参加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备赛项目。在

“２０１０年美国大杏仁学生创意大赛”活动
中，推荐了６份计划书，１件作品入围并最
终获优秀鼓励奖。本科生就业：上半年毕业

生离校时，本科生就业率达到７０．１％，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１０个百分点；研究生就
业率达到６４．０６％，也高出去年初次就业率
１１．４３个百分点。截止目前，２０１０届本科生
初次就业率为 ８３．６４％，总就业率为 ９６．
４％，研究生总就业率 ９８％，基本完成年度
目标。辅导员队伍建设：做好辅导员、兼职

辅导员、班主任和助理班主任的配备和调整

工作。获批江苏大学２０１０年研究生思政和
教育管理研究重点课题１项，江苏大学２０１０
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１项。发
表论文４篇，其中核心期刊３篇，获江苏大
学党的建设研究会论文一等奖１篇、二等奖
１篇和鼓励奖１篇，参编教材４本，与其他学
院联合举办了１期“辅导员沙龙”。

（撰稿人：王　彦　审稿人：周　俊 ）

环境学院

【概况】　江苏大学环境学院下设环境工程
研究院、安全工程技术中心、生物质能源研

究所、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环境科学系、

环境工程系、安全工程系以及安全与环境工

程中心实验室。学院有环境工程、安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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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工程（环保设备工程）３个本科专业，
其中环境工程专业为江苏省特色专业；有环

境工程博士学位授权点，环境科学与工程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安全技术及工程

硕士学位授权点，环境工程、矿业工程和安

全工程３个领域工程硕士授予权。学院具
有国家甲级安全评价资质和二级安全培训

资质。学院实验室面积６０００多平方米，实
验仪器设备逾千万元。学院现有教职工６４
人，其中特聘中国工程院院士１人、博士生
导师１５人、硕士生导师２４人，教师中具有
博士学位比例达７１．４％。截止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份，学院有全日制研究生（硕、博）１３９人、
本科生４１６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０年，学院举
办了第４期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共培训入
党积极分子 ７１名，全年发展学生党员 ３９
人，２９名预备党员按期转为正式党员。截
止２０１０年底，学院共有教工党员４５人，学
生党员１１５人。２０１０年，学院推荐４个活动
方案参加校“最佳党日活动”方案评选，学

院党委的《高度关心青年教师成长　不断提
升基层组织创新》获党建工作创新创优成果

奖。组织撰写了１０篇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以及廉政建设的研究论文。申报了题为“以

人为本，关心青年教师健康成长”政治思想

工作案例，并申请了镇江市党员示范岗。组

织全体党员去新四军根据地浙江长兴接受

教育。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学

院领导班子和干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勤政

廉政，廉洁自律，党风和工作作风良好。全

年没有发生任何违纪违规现象，没有发生违

规设立“小金库”现象。加强对外宣传，全

面更新了学院中英文网页，２０１０年在《新华
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环境报》等省

级以上媒体发稿１４篇，市级媒体发稿７篇。
工会工作彰显活力，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

项活动，获江苏大学第九届运动会体育道德

风尚奖、教职工乒乓球赛团体第六名、教职

工篮球赛团体第六名、教工广播操比赛优秀

集体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２０１０年，环境
工程专业以良好成绩顺利通过江苏省特色

专业的验收，正式成为省级特色专业；环保

设备工程以环境工程专业方向正式招生，并

申报了环保设备工程新专业。“水污染控制

工程”获批江苏大学“８４２课程建设工程”培
育项目，主编出版校际协作教材３部，三部
教材获批江苏大学“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

材培育项目。与化工学院合作申报的下一

轮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项目已获批立项。

专任教师在各类期刊公开发表教学研究论

文６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论文１篇。实现
了主讲教师岗位资格符合率 １００％；教授、
副教授上本科讲台比例１００％；课堂教学质
量学生评教优良率 １００％；无教学事故；积
极推荐３位教师参加江苏大学第五届教学
大赛，两位选手进入决赛，１人获中级一组
二等奖，一人获实验组优胜奖，学院获评优

秀组织奖。２０１０年申报校级大学生创新训
练计划立项项目１０项，获批６项，获批省级
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 ２项。
２００８级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通过率９０．３２％，
２００８级计算机考试通过率５８．５１％，２０１０届
学士学位授予率９３．３３％，在校理工科专业
中位列前茅。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０年，我院孙建中
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组织１２个单位申报了
９７３重大项目，通过了第一轮评审，第二轮
答辩未能通过，但为今后申报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孙建中教授提交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

（科技部和中科院共同主办）的申请已获批

准，成为我校主持召开香山科学会议的第一

位学者；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项，
省部级项目５项，纵向经费１７００多万元，横
向到帐经费１１７多万元；ＳＣＩ源论文发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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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篇，获授权发明专利５项、实用新型专利４
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１项。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０年，学院
精心组织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

的申报工作，已通过评审。超额完成硕士研

究生招生计划，招收硕士生４３人、博士生４
人；培养硕士生毕业 ４４名、博士生毕业 ５
名，获学位发表学术论文合格率 １００％，省
学位论文抽查合格率１００％，获得省优秀硕
士论文１篇、校优秀博士论文１篇；２０１０年
获批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计划项目立项

１项。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１０年，学院继续按团
队大力引进人才，做好团队建设。全年共引

进年青博士１０名，其中海外博士２人，博士
后１人，教师中博士学位比例已达７１．４％，
在职取得博士学位教师 ３人。２０１０年，孙
建中获批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杜道

林获校“青年拔尖人才”称号。宁德刚、黄

卫红２人获江苏大学优秀教师荣誉称号，杨
雨获江苏大学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韩建

刚获江苏大学十佳青年教职工称号。

【学生工作】　按照精细化管理模式开展我
院学生工作。对照学校下达的年度工作指

标，进行科学分工，责任到人，合理安排工作

时序，注重过程管理和量化考核。着力加强

精细化管理的流程业务培训，使参与学生管

理的师生熟练、自觉地按照精细化管理的要

求开展各项工作，确保了全年全院学生工作

平安稳定有序，实现预期目标。２０１０年，毕
业生总就业率 １００％，其中协议就业率（含
升学、出国）８６．１３％；年底欠费率为０％；大
学生学业规划活动按照年度计划开展，学生

满意率预计９０％，班主任谈话率近１００％；
２０１０年研究生报考率３６．４％；研究生录取
率２０．４４％；研究生学生工作特色活动取得
成效。学生社区安全、稳定、文明、和谐，合

格宿舍率９５．５％；社会实践参与率１００％，

在今年的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总得

分全校第五，我院有５支小分队被评为江苏
大学先进团队；申报科技立项２７项，获批１７
项；青年志愿者委员会等学生社团获校先

进；获群众性体育先进学院、第九届运动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钟静同学获省形象设计大

赛二等奖等。

（撰稿人：彭立伟　审稿人：吴向阳）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概况】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是国
内计算机科学领域较早独立设置的专业性

学院之一，具有计算机应用技术博士点，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包含计算

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应

用技术３个二级学科硕士点），通信与信息
系统、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以及电磁场与微

波技术３个二级学科硕士点，计算机技术、
电子与通信工程、软件工程和农业推广（农

业信息化方向）４个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点。学院设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网络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安全、软件工

程（嵌入式软件人才培养方向）和物联网工

程７个本科专业。学院下设６个系部（计算
机科学系、计算机工程系、通信工程系、信息

安全系、软件工程系、计算机基础部）、２个
实验中心（计算机基础教学实验中心、专业

实验中心）和１０个研究所（软件开发研究
所、图象处理研究所、数据库与信息安全研

究所、ＧＩＳ／ＧＰＳ技术研究所、计算机图形学
与人机交互研究所、嵌入式计算研究所、模

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超宽带技术研究

所、网络技术研究所、交通系统智能数据处

理研究所）。学院拥有国家科技部确定的全

国“ＣＡＤ应用培训基地”，与金蝶公司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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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信息化软件研究中心”和“企业信

息化软件实验中心”，与中国移动镇江分公

司共建的“移动通信创新基地”。学院现有

教职工 １４６人，专任教师１１１名，其中教授
１８人，副教授 ３０人，讲师６４人；实验室工
作人员２５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３人，工程师
１５人；省、部级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４人，硕
士研究生导师４０人，博士研究生导师５人；
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 ２６人，硕士学位 ７２
人，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２６人。有８名国内
外著名专家受聘担任学院兼职教授。截至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我院有全日制研究生４００多
人，本科生１３２７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０年，学院根
据学校党委的要求成立了创先争优领导小

组，制定了学院创先争优活动方案，申报学

校党建创新奖１项：支部共建服务社区；申
报最佳党日项目３项；在学校组织的党的建
设论文比赛中，我院教师积极申报，共上报

１０篇论文，其中３篇获奖；学院网站获２０１０
年度十佳二级网站。２０１０年，学院举办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班１期，举办预备党员培训
班１期，发展新党员１００名，其中教师２人，
本科生６２人，研究生３６人。严格制定中心
组学习计划，中心组学习每月组织学习 １
次，全年中心组学习８次；教职工时政学习
每两周集中学习１次，全年共１６次。向学
校推荐“感动江大”先进个人１个。学院的
宣传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新闻报道的水平

和数量较往年都有了较大突破，有８篇省级
及以上报道，１４篇地、市级报道，对提高学
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２０１０年工会的各项工作也取得了骄人的成
绩，教工运动会获团体总分第三、乒乓球比

赛获团体冠军、扭秧歌比赛获二等奖等，体

现了我院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较强的凝

聚力。我院承担的南通地区的招生宣传成

绩喜人，我校在南通地区的招生数连续几年

名列江苏十三个大市之首。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２０１０年，学院
积极组织力量申报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本

科新专业，成功获批“物联网工程”本科专

业，全国仅有２７所学校获批该专业。申报
的省级特色专业“通信工程”成功获批。学

院组织申报学校的“质量工程”培育项目，

获批８４２课程培育项目３项，十二五国家规
划教材培育项目１项。组织教师指导学生
申报江苏大学２０１０年“百项本科生创新计
划”，获批了校级７项，其中一项获得省教育
厅的资助，获得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工业中心
大学生创新实践基金项目 １项，２０１０年江
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 １
项。组织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各类专业竞赛，

获江苏省电子协会组织的大学生信息安全

大赛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２名、三等奖１名，
优秀指导教师１名。ＡＣＭ程序大赛优胜奖
１个。组织教师编写特色教材，共出版教材
４部。精心组织教师开展江苏大学第 ５届
教学大赛，通过系部初赛、学院复赛，最后获

校教学大赛３等奖４名。７篇２０１０届本科
毕业生论文进入校百篇优秀毕业论文（上报

省优２篇）。２０１０年教师发表了教研论文
１８篇。０８级ＣＥＴ４通过率高达８９．７２％；０８
级计算机考试通过率８１．４４％，超过指标２０
多个百分点；学位授予率进一步提高，１０届
学士学位授予率高达９１．３７％。２０１０年，学
院完成了大部分的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设点２００万元经费的实验设备采购项目
的认证和采购。组织申报了中央财政支持

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与电气学院合

作申报了“电气信息类专业工程能力与创新

能力培养综合实验平台”，经省级评审获得

批准，预计在２０１２年实施。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０年学院获国家级
项目５项，获省级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高
校博士点基金等项目５项，市厅级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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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新增科研经费３６５万，较好地完成了
学校下达的纵向课题任务。全院教师发表

学术论文近２００篇，主持获省优秀软件奖１
项，联合申报获省部科技进步奖１项，三大
检索系统收录７７篇，ＳＣＩ收录１１篇，申请发
明专利 ２６项，授权 ５项（其中发明专利 ３
项），软件著作权８项，出版专著２部。横向
课题也有长足进步，签订合同协议２６０多万
元。２０１０年，学院邀请国外专家来校访问３
人次，并组织了多场学术报告会，同时与相

关老师进行了较深入的学术研讨，活跃了校

园国际学术交流的氛围，拓宽了师生的国际

化视野。积极联系与德国 Ｗｏｒｍｓ应用技术
大学的合作计划，确立了２＋２互派学生交
流学习意向，希望通过深入稳定的合作提高

学院的人才培养质量，扩展学校和学院的国

际知名度。选派了３位教师出国访问研究，
其中一人已学成回校。选派１名本科生到
加拿大进修一年，已学成回国。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０年，我院
与电气学院联合申报的一个博士点一级学

科———控制科学与工程通过评审，该学科的

二级博士点学科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归属

我院。我院牵头申报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一

级硕士点学科通过评审，将新增２个二级硕
士点学科。获批软件工程、农业推广（农业

信息化方向）２个专业学位授予点。２０１０年
学院招收博士研究生３人，硕士研究生１３９
人，圆满完成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招生和录取

工作。录取了计算机领域工程硕士生共６７
人。获省优秀硕士论文１篇、校优秀博士论
文１篇、校优秀硕士论文３篇，有１门研究
生课程获得省精品课程，获省研究生创新基

金项目２项。２０１０年度学院共有１２４名学
生获得工学硕士，９２名学生获得工程硕士
学位。与２个企业申请省企业研究生工作
站，与３个单位设立了农业信息化推广人才
培养实习基地。学院自筹经费１７万元，拟

更新研究生课题用机４４台，基本满足两个
年级的研究生课题工作实验设备的需求。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１０年全年我院引进名
校博士２名，引进有外籍教授１名，有２位
教师在职获得博士学位，新增在职攻读博士

研究生 ５名，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含在
读）教师比例达 ４９．５％。教师中新增硕士
学位获得者１人，新增教授２名，新增副高
职称７名。
【学生工作】　学生日常管理工作规范有
序、制度健全。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分类导航，落实大学生

人生导航工程，积极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在

一年级中进行《大学生修身要揽》、《大学生

活提示》等讲座，在二年级中开展“助你成

才”、“讲正气、谈贡献”等系列活动，在三年

级中进行考研动员、职业发展规划等讲座，

在四年级中重点开展“职业生涯与就业指

导”等活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定

“党员寝室挂牌”、“党员联系学生宿舍”等

制度，设立“党员爱心工作站”，积极开展

“党员走向社区，防网络诈骗、防电信诈骗”

的宣传活动，通过“我们的心与玉树一起跳

动”、“情牵玉树，爱心义卖”、“党员义工服

务”等系列主题活动，充分发挥“一名党员

就是一面旗帜”的楷模榜样作用。以研究生

０９０３党支部、本科生第三党支部、科学系教
师党支部与离退休党工委第七党支部的支

部共建系列活动申报校党建创新奖，本科生

第三党支部被评为校“先进基层党组织”，４
名学生被评为校“优秀共产党员”，金陵晚

报、镇江电视台民生频道、京江晚报、镇江新

闻网等多家媒体对此都有报道。学风建设

得到进一步加强，从“班级课堂日志”、“干

部课间签到”、“考研慰问费发放”到“二类

流动寝室”评比、“研究生兼职辅导员”、“大

学生创业工作室”等制度和措施的落实到

位，逐步形成学风建设的良性循环。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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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院有 １人获江苏省高校省级三好学
生，１人获江苏省高校省级优秀学生干部，
通信０７０１获江苏省高校省级先进班集体。
２０１０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１人获特等
奖，１人获一等奖，５人获三等奖；２０１０年
“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家

２人获一等奖，１人获二等奖，４人获三等
奖；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第十届高等数学竞

赛本科一级组 １人获一等奖，１人获三等
奖；江苏省第七届大学生形象设计大赛１人
获二等奖；江苏省第三届理工科大学生人文

社会科学知识竞赛１人获三等奖，５人获优
秀奖；２０１０年国际数学建模竞赛研究生组１
人获一等奖；江苏省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２
人获一等奖、４人二等奖；１人获江苏大学第
六届十佳青年学生，１人获十佳青年学生提
名奖；２人获第五届“星光杯”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发明制作类二、三等奖。

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５项，江苏大学第九批
学生科研课题立项资助项目３０项，一般项
目１２项；０７级考研报考率达４１．６％，创历
史之最。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兼职辅导员团

队建设。从２００８年始，我院自愿报名的兼
职辅导员数量稳定，２０１０年有２７人担任兼
职辅导员。通过兼职辅导员岗位挂职和定

期轮岗锻炼，使研究生在实践中亲身体验责

任、义务、规范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学

风和学术道德建设。２０１０年二个学期学院
都荣获校早操评比第一名；荣获２０１０年校
大学生运动会团体第五名，并获校“大学生

体育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１０年荣获校“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１０
年暑６６期社会实践中，学院举行了大学生
走进社区，“走进 Ｅ时代快乐社区行”、“普
及网络知识”、“电脑医院，真情服务进社

区”、“网络拥抱夕阳”、“网上看世博”、“绿

色网络快乐行”等活动，获得了中国新闻网、

中国老年报、江苏老龄、现教传媒、现代教育

报、教师报、中国消费者报的争相报道。共

计８篇省级及以上报道，１４篇地、市级报
道。“网络拥抱‘夕阳’”社会实践小分队等

５个小分队获２０１０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团队，３４人获社会实践
积极分子，１人获优秀指导教师。

（撰稿人：陈洪香　审稿人：詹永照）

理学院

【概况】　江苏大学理学院组建于２００１年，
学院除了面向本院５个本科专业８个方向
开设专业课程外，还面向全校开设高等数

学、大学物理等公共课程，并承担数学、物理

学、力学和土木工程４个一级学科的科研等
任务。现有数学、物理学、力学与工程科学

及土木工程４个系。设有大学物理、工程力
学２个江苏省实验示范中心，土木工程、数
学建模２个校级中心实验室。设有控制科
学与工程 １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系统工
程、固体力学２个博士点（都是江苏省重点
学科），基础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

数学、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固体力学、工程

力学、物理电子学、系统工程、结构工程、防

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光学工程等１１个
硕士点和建筑与土木工程１个工程硕士领
域。设有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师范）、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师范

类）、物理学（应用物理技术）、土木工程（建

筑工程）、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程）、工程

管理等５个本科专业（８个方向），设有能源
发展与环境保护战略研究中心、非线性科学

研究中心、土木工程测试技术研究所、数学

科学研究所、应用物理研究所、工程力学研

究所、土木工程研究所、虚拟光学研发中心

等８个科研机构。其中，“能源发展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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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战略研究中心”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设有数学教育研究和非

线性科学学报２个杂志。学院现有教职工
１８６人，其中特聘院士１人，博士生导师１０
人，教授２９人，副高职称４８人。“新世纪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１人，国家级优
秀青年骨干教师１人，江苏省３３３工程２层
次人选１人，江苏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４
人、优秀青年骨干教师１人，江苏省六大人
才高峰资助７人，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１
人，校拔尖人才１名，校优秀骨干２名。校
级创新团队２个，院级创新团队１个。在院
本科生１１３２人，博士、硕士研究生３００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理学院党委下设
１４个党支部。其中，教师按数学、物理、力
学、土木系设４个党支部，本科生设４个党
支部，研究生设６个党支部。学院现有党员
３５８人，其中教师党员１０５人。２０１０年，学
院共有５５名预备党员转正，发展了预备党
员１０９人、学生入党积极分子５５１人，培训
积极分子２４８人。学院党委编制了学习一
本通电子读本，召开了“创先争优”动员大

会，开展了“师生同行一对一”主题活动。

组织了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理学院优秀教
师”、“江苏大学理学院先进工作者”的评选

工作，获各级各类表彰７０余人次。其中：１
名老师获江苏省高校优秀党员，２名学生获
学校优秀学生党员，学生第四党支部获学校

先进党支部；１名教师获学校“十佳青年教
职工”，退休教师徐民京教授被评为学校第

二届“感动江大”人物。获学校党建研究论

文二等奖１项，鼓励奖１项；获学校“最佳党
日活动”一等奖１项，鼓励奖１项；获学校十
佳“党建工作创新创优奖”１项。增设了两
个课程支部，进行了支部换届。在学校第九

届教工运动会中首次获得团体第四名，在学

校第四届教职工排球比赛中获第一名，在学

校中国象棋比赛中获团体第一的好成绩。

３．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或：教学工作）
２０１０年，由理学院教师指导的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再次取得佳绩，获国家一等奖 １
项、二等奖１项，江苏省二等奖１项，三等奖
６项；获江苏省高等数学竞赛一等奖 １项、
二等奖１４项，三等奖１８项；获江苏省大学
生物理创新杯竞赛一等奖１项。举办了理
学院一年一度的教师教学大赛，评出一等奖

１名、二等奖３名、三等奖５名。参加学校教
学大赛，获得实验组二等奖１名、讲师组三
等奖１名，并获得了优秀组织奖。“大学数
学教学团队”被评为学校优秀教学团队；

《线性代数》获学校一类精品课程、《数学分

析》获学校二类精品课程；《信息与计算科

学》专业获批江苏省特色专业；物理学专业

新增了应用物理技术方向。撰写了《线性代

数》（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江苏大学出版社）２部教材。工程力学
实验中心以优良成绩通过江苏省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建设项目的评估验收。系统工程、

固体力学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实验室。

【科研与学术交流（或：科研工作）】　２０１０
年，理学院取得纵向科研项目２４项，其中国
家自然基金１３项（３项青年基金，８项面上
基金，一项重大研究计划，一项天元基金），

是去年的２．６倍，是全校的１／７；江苏省自然
科学基金２项；江苏省博士后基金２项；江
苏省六大人才高峰资助项目２项；江苏省省
属高校自然科学基金３项；科技部科技型中
小企业创新基金二次合同１项；教育部国家
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市级）１项。纵向科
研经费３８５．５万元，比去年增长１７％。获省
部级三等奖１项。学院教师发表论文（按获
得业绩分的口径统计）１２１篇，其中 ＳＣＩ源
期刊８６篇；出版论著 １部；三大检索 １１４
篇，其中ＳＣＩ检索６８篇，ＥＩ检索３１篇，ＩＳＴＰ
检索１２篇。发明专利申请３项，获得专利
授权２项。横向项目（不含土木工程测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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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院）：合同数１３项，合同经费总额为：
３６０多万元，到账金额１４０．５万元。学院邀
请了美国、加拿大等２０多名国内外专家、学
者来理学院做学术报告。承办了“中美先进

传感器及生物敏感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七届分析中的可计算性和计算复杂性”

国际学术会议和江苏省光学理事会会议。

举办了理学院青年教师学术沙龙２次、理学
院专利申请辅导报告１次、理学院基金项目
申请辅导报告１次。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０年，学院
新增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新增

数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系统工程、固体力学

２个江苏省重点学科，顺利通过了今年的江
苏省重点学科中期考核，取得了良好的成

绩。２０１０年，学院博士后进站３人，招收博
士生７人、硕士生８９人；建筑与土木工程领
域入学１６人；获博士学位７人，获硕士学位
２９人；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授予工程硕士
学位１９人；获校博士创新计划项目４项，校
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１项；获校优秀博
士论文１篇，校优秀硕士论文４篇；研究生
申请学位发表的学术论文合格率１００％。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１０年，学院新增江苏
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１人、优
秀青年骨干教师１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
峰”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２人，校拔尖人才
１人。新晋升博导２人，硕导５人。新晋升
教授１人、副教授５人、讲师７人。学院引
进博士生６名，选派１名教师到香港大学做
博士后，在职攻读博士学位３０多人，公派出
国进修３人。
【学生工作】　２０１０年，学院本科毕业生四
级通过率达８６％，学位授予率达８４．８１％。
截止 １２月份，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达
９０．１８％，协议就业率为７２．８％。本科毕业
生考研录取率达１７．９％，４３名同学被同济
大学等国内重点院校录取，２名同学被国外

著名大学录取。目前０７级学生四级通过率
已达９１．３％，考研报考率３７．６％。２０１０年，
理学院学生在各类活动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全国一、二等奖；学

校大学生科技立项申报４４项，获批２１项；
学校“星光杯”比赛中 ６件作品分获二、三
等奖，学院再次捧得“优胜杯”；在第十一届

研究生论文大赛中学院 ８篇论文分获一、
二、三等奖。信计０７０１班吴伟良同学成为
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全省仅５７名）；学院０８
级黄芳同学在第 １７届省运会上获两项第
一；志愿“到苏北去”的毕业生胡姗姗同学

获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新长征突击手”荣誉称
号。今年我院研究生分会获江苏大学优秀

研究生分会，并获思政教育管理特色单位。

学院青志委在全校评比中获第一名的好

成绩。

（撰稿人：邢亚林　审稿人：王　伟 ）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概况】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设有中文系、
政治系、历史系、哲学系，以及邓小平理论研

究所、伦理学研究所、现代经济学研究所、科

技哲学研究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中国

古代文学研究所等教学科研机构。学院现

有教职员工８４人，其中教授 １４人，副教授
３０人，博士研究生１９人，在职攻读博士１１
人。学院设有对外汉语、汉语言文学（师

范）、涉外高级文秘、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历史学（师范）５个本科专业（方向）。拥有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

想政治教育 ３个硕士点。全日制研究生、本
科生９３４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０年，学院制
定了《人文学院关于在全院基层党组织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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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施方案》，

成立了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与中国人

民解放军镇江船艇学院船艇教练大队党委

签订了共建协议，互助开展“军民共建”党

建新模式。２０１０年，学院党委按期进行了
所有党支部支部换届改选。举办了１期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共有９０位学生参加党
校学习；发展党员６３人（其中教职工３人、
硕士研究生９人、本科生５１人），预备党员
转正４７人。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０年十佳“党建
工作创新创优奖”和“最佳党日活动”三等

奖；组织召开了２０１０年党的建设研究会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分会研究交流会。

２０１０年，学院党委组织开展党建与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向学校报送研究论文２０篇，获
一等奖１篇、二等奖４篇、三等奖５篇、鼓励
奖５篇。获江苏大学举行的十七届四中全
会精神优秀学习心得、论文评选一等奖 １
项；获江苏大学教职工思想工作优秀案例评

比三等奖 １项；获江苏大学“我坚守的师
德”征文评选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获镇
江市“抢抓机遇与镇江跨越发展”征文一等

奖１项、优秀奖３项。获批江苏省学校党建
研究会重点课题１项。学院党委坚持党政
共同负责制和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重大问

题由党政联席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推进院

务公开，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无

违法违纪现象。积极参加全省教育系统开

展的“校园廉洁文化活动周”活动和校纪委

组织的江苏大学廉洁文化系列活动，党课教

案《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开创反腐倡廉宣传

教育工作的新局面》获省三等奖、廉洁小品

《送礼》获省二等奖、廉洁教育电影观后感

《反腐倡廉，匹夫有责———观 ＜暖秋 ＞有
感》获省二等奖，剪纸《“廉”年有余》和漫画

《腐败哪里逃？》分获校非专业组二等奖，学

院获校优秀组织奖。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２０１０年，学院

以《江苏大学关于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的

有关规定》为指导，制定了《人文学院关于

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的实施意见》，一年

来，督导和学生对青年教师的评教优良率均

在９８％以上。狠抓教学规章制度的落实，
重点对调课、停课等进行监控，确保教学秩

序的稳定，全年未发生一起教学事故，教学

运行优良率达１００％。２０１０年，《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概论》获批江苏省精品课程，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获得“江苏大学优秀

教学团队”称号。汉语言文学专业和《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分别作为继续教育学院特色

专业和精品课程列入下一步重点发展对象。

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代汉语》课程被确定为

江苏大学专业核心课程加强建设。在江苏

大学教师教学大赛活动中，三名教师分获

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学院获得“优秀组织

奖”。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第一学期教学评价中，
教师教学评价优良率达９８．７２％，优秀率达
９０．３８％，优秀率高出学校平均分近五个百
分点。涉外高级文秘专业全年成功举行三

次专业技能实训活动，获“江苏省大学生实

践创新课题”１项，获“江苏大学大学生实践
创新”课题１项。师范生讲课竞赛囊括学校
文科组两个一等奖，另获二、三等奖各两个。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０年，学院组织申
报１６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批１项。获
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４项，教育
部党建专项基金项目１项，江苏省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各１项，江苏省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５项，镇江市横向课题
１项，纵向科研经费达６０万元，取得历史性
突破。与华东石油局第六普勘探大队联合

办学，成功举办１０期培训班，横向到帐经费
２４．５万元。获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全年共发
表学术论文６０篇，其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论文３２篇，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论文１４篇，Ｃ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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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收录论文２６篇；出版学术专著６部。同
时，学院鼓励具有创新型思维的学生申报各

级、各类课题，成功立项“江苏省大学生实践

创新课题”１项，获“江苏大学大学生实践创
新”课题１项。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学院在２０１０年
党政工作要点中，把第十一批学位点申报作

为年度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创新工作思

路，申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语言文学

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终于取得成效。获批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严格执

行《江苏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

则）》、《人文学院关于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

养质量的实施意见》（〔２００８〕１４号），２０１０
年，录取新生３５名，实现了本学院应届毕业
生报考本校硕士生１０％的增量指标，而且
超额完成了学校年初下达的一志愿录取率

７０％以上的指标，受到了学校的表扬和
嘉奖。

【师资队伍建设】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牢固
确立师资队伍关键在人的理念，致力于教师

的学历层次和教学科研能力的提高。一年

来，资助了近２０人次的教师参加各级各类
有影响的学术会议。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北

京大学哲学系、河海大学、《北京大学学报》

原主编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来院讲学，开阔

了师生们的科研视野，帮助师生了解了学术

前沿。根据学科建设、专业与课程建设的需

要，全院上下解放思想，克服困难，强化人才

引进力度，全年共引进博士３人。近１０名
教师按计划到国家行政学院、江苏省委党校

进修培训。３人次分赴美国、芬兰、比利时、
中国台湾进行培训、汉语教学、学术交流，６
名本科生出国留学或带薪实习。全年有 ２
名教师取得博士学位，１名教师考取博士研
究生，１名教师晋升教授，２名教师晋升副教
授，１名教师获批江苏省“青蓝工程”青年骨
干教师，１名教师获批江苏大学拔尖人才培

养工程优秀青年学术骨干，１名教师获江苏
大学新长征突击手荣誉称号。

【学生工作】　以党建带团建，切实加强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院连续４届获
“党建带团建先进单位”。认真开展《六个

“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纲要》的学习活

动。加强大学生世情、国情和社情教育，将

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融入日常管理服务工

作中。加强学风建设，提升就业竞争力。结

合学生专业特点，开展了“三字一话”、大学

生讲课大赛、实习经验交流等活动，促进了

师范生基本技能的提高；举办考研辅导咨询

会，开办就业辅导讲座，帮助同学了解就业

动态，明确就业形势，提升就业技能。我院

２０１０届毕业生就业率达９９．２９％，协议就业
率９７．８６％。大学英语四级通过率 ０７级
９８．６５％、０８级 ９６．８６％、０９级 ９５．４３％，大
学英语六级通过率 ０７级 ７４．４４％、０８级
５４．７１％；２０１０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达
９８．５７％，２０１０届毕业生中有１名同学选报
江苏省选调生，２名同学免试推研；在江苏
大学第八批学生科研课题立项中，我院积极

动员、认真组织，有２３位同学成功立项，创
历史新高；在江苏大学第十一届研究生科技

论文大赛中，１人获一等奖，３人获二等奖，６
人获三等奖；在江苏大学第五届“星光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有６人获
得三等奖。抓好骨干队伍建设，做好学生教

育管理工作。重视发挥院关工委在学生教

育管理中的作用，２０１０年，学院荣获“江苏
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２人被评
为“江苏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

者”。辅导员中心理咨询师比例达到６６％。
我院学工人员有１人被授予“江苏大学暑期
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称号，４名班主任
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学生班主任”。加强

校园文化建设，拓展大学生综合素质。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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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院女子排球队获得校第八届运动会冠

军，学院荣获江苏大学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学生
体育工作先进集体，荣获“军训先进单位”，

２００余名同学在校、院活动中受到表彰，实
现了团学工作的新发展。学院荣获江苏大

学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单位”，“弘扬传统精

神社会实践小分队”等五个团队荣获校优秀

社会实践团队称号。青年志愿者小分队荣

获“优秀青年志愿者小分队”称号。加强班

风建设，促进优良班风形成。２０１０年，学院
１位同学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１位
同学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党员，２位同学被
评为校三好标兵，６个班级被评为“校先进
班级”。

【工会工作】　２０１０年分工会组织教职工分
别参加了校工会举办的排球、乒乓球、保龄

球、春季长跑、健身快走、健身慢走、健身秧

歌、登?山、包饺子、亲子放风筝等各项体育

竞赛和活动。在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

下，２０１０年我院获批江苏大学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度群众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工会主席评为

江苏省教科系统优秀工会工作者；我院 １２
名教职工参加校“健身秧歌”比赛获得一等

奖；参加校“庆三八”女教职工包饺子比赛

获三等奖。

（撰稿人：丁锡芬　审稿人：董德福
金丽馥　王　祥）

法学院

【概况】　江苏大学法学院 ２００６年 ３月成
立，现有教职工４４人，教授５人、副教授１１
人、硕士生导师５名、博士５人、硕士３３人。
学院现有法学（经济法）、法学（国际经济

法）本科专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学位点

（与人文学院共建）。现有全日制本科生四

百余人。学院下设理论法学系、刑法学系、

国际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系、民商法学系和诉

讼法学系。另设有刑事法治研究中心、民商

法学研究所、经济法学研究所、法律史研究

所等 ４个科研机构。２０１０年，在学校党委
行政的正确领导下，伴随着“十一五”规划

的贯彻落实和对“十二五”规划的精心谋

划，法学院紧紧围绕教学研究型学院的新目

标，紧密结合各项工作重心和各个阶段的中

心任务，抓住发展契机，在内涵建设上寻突

破，在整体实力上求发展，确保了学院各项

工作的稳步发展。学院坚持以教学工作为

中心，适度拓展专业规模，不断提升教学质

量与办学水平；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大力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学科建设与科研水

平；以学生就业为导向，为社会输送专业基

础扎实、综合素质良好的社会应用型人才；

以社会服务为支撑，不断提高学院的综合能

力和社会服务能力。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在党的基层组织
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是党的十

七大巩固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成果

的重要举措。法学院２０１０年的党建工作主
要以“创先争优”活动为抓手，结合各党支

部工作实际，紧紧围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

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的活动内容，以“五

个好”为基本目标，努力做到“规定动作一

丝不苟；自选动作彰显特色；创先争优个个

参与；党员干部处处表率”的预期目标。学

院认真组织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活动，认真做

好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坚持学院中心组学习

制度，有计划，有记录，有考勤。每月组织学

习１次，全年８次。每两周集中学习１次，
全年１８次。组织１次外聘专家报告会、专
题影像资料收看或校内讲师团报告会。举

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１期，培训人员 ７３
名；发展学生党员 ２２名，预备党员转正 ７
名。学院积极参加党建工作的各项评比活

５５７



()*!+,

（２０１１）

动。２０１０年法学院被评为优秀基层党组
织。“最佳党日活动”评比中，学生第二党

支部方案获三等奖；教工第一支部方案获鼓

励奖；“党建工作创新创优”活动中，法学院

《构建创先争优常态化机制》获鼓励奖；“党

的建设优秀论文”评比活动中学院教师获得

了一等奖、三等奖和鼓励奖。

【教学工作】　２０１０年，通过全院教师的辛
勤劳动与不懈努力，法学院的教学工作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

验室建设等方面实现了预定的工作计划与

具体目标。教学方法进一步优化。“痕迹管

理”是法学专业在教学管理方法与手段上的

一项重要改革。学院率先在全校以本科生

毕业论文的指导为突破口，就如何通过痕迹

管理，强化职责、监督过程、完善细节等方面

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成效在２０１０年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的２００９届全省高校本科
生优秀毕业论文评比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学院鼓励教师探索学生乐于接受、知识利于

吸收的教学方式，寓教于乐，寓学于乐，在江

苏大学第五届教学大赛中蝉联两届冠军，在

学校教学比赛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先

例”。教学效果稳步提升。学生的课堂教学

评教优良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通过率、

计算机考试通过率以及毕业生学位授予率

等都较往年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京江学院

２００９届法学专业一个班的考研录取率近百
分之三十。该项成绩被学校作为京江学院

２０１０年招生工作的一个亮点，刊登在京江
学院 ２０１０年的招生简章和相关宣传材料
中。专业建设稳步发展。在上半年校品牌

特色专业评比中，学校有四个专业获批校级

特色专业，法学专业位列其中。在下半年江

苏省继续教育特色专业与精品课程评比中，

法学院有一门课程获批校级精品课程，法学

专业申报省级特色专业的汇报与材料也得

到了有关部门与专家的肯定，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０年法学院科研成果突
出，成绩喜人，高效优质地完成了各项科研

指标和任务。２０１０年法学院的科研工作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学院教师共有１１项社科
基金课题立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１项，教
育部社科基金１项，江苏省社科基金１项，
教育部教育科学重点课题１项，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理论课题１项，另有６个江苏省教
育厅社科基金课题立项。论文与著作方面

也有所突破。２０１０年法学院教师潜心治
学，共发表ＣＳＳＣＩ源期刊论文２８篇，ＣＳＣＤ＼
ＳＣＤ源期刊论文３篇，一级学会会议论文集
论文５篇，ＣＳＳＣＩ检索１８篇；出版著作３部。
同时在本年度，学院教师共获奖９项，其中，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

奖３项，镇江市哲社二、三等奖５项，中国法
学会三等奖 １项。２０１０年，学院实现科研
经费重大突破，纵向经费达到２７万元，横向
经费超过２２万。２０１０年，学院邀请著名法
学家张伟仁教授讲学，此外还积极鼓励、大

力支持教师参加国内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多

名教师参加了全国法理学、法史学、刑法学

年会以及江苏省法理学、刑法学、经济法学

年会，了解学术前沿，结交学界朋友，增加与

学术界的交流与联系，开阔学术视野，提高

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同时也扩大了学院在

全省乃至全国法学界的影响。为促进法学

理论与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共谋发展双

赢，２０１０年学院和丹徒区人民检察院双方
协商一致，就有关课题研究及人员交流培训

建立合作关系，签订了合作协议，为更好实

施法学教育搭建平台。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０年学院继
续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任务，围绕学科梯队、

科学研究、科研团队、学术交流、经费保障等

方面加强建设，带动与推进学院的整体进

步。学院认真梳理了理论法学、民商法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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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硕士学位授予权材料，形成五个学科方

向：法理学、法文化学、刑法学、知识产权法

学、社会保障法学，已形成一支具有明确研

究方向、特色比较鲜明、成果较为丰硕的学

科队伍。在法哲学、法文化学、刑事法学、知

识产权法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研究都

取得较好成绩。２０１０年法学专业被列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校级重点建设学科，同时，与
人文学院共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硕士

学位点获批。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１０年，在大力推进学
科建设的过程中，学院党政班子达成共识，

将人才的重要性置于学科建设之首。人才

培养与引进计划已写入学院十二五事业发

展规划，并得到学校人事部门的高度认可。

２０１０年学院通过学校高评委评审的正高职
称晋升人数２人；有２位老师赴名校就读博
士学位，１位教师到名校进修；有１１位老师
递交了考博申请。同时，在人才引进方面，

已面试１０余名名校的副教授或博士，与其
中多人已达成引进意向。

【学生工作】　 ２０１０年，秉承以“素质教育
为基础、成长成才为中心、就业创业为导向”

的工作思路，以“院内有地位、校内有作为、

校外有影响”的培养目标，法学院学生工作

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学院多渠道鼓励和支

持学生参加事关法学类毕业生核心竞争力

的国家司法考试，并积极动员学院教师为学

生提供必要的辅导和帮助，０７级国家司法
考试通过３３人，大大高于国内同类院校的
平均水平。全年举办５场就业指导讲座，毕
业生就业率已达９７．５％，其中协议就业率
已达到７３％，就业质量也在同类院校中保
持较高水准。毕业生中考取研究生的比例

约占１０％，公务员比例约占５０％。学院十
分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锻炼，积极支

持学院教师参与指导大学生科研活动，浓厚

师生互动的学术氛围，在校内外各类大学生

科研活动中均取得优良成绩。学院获校第

五届“星光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大赛“优

胜杯”，共１２篇参赛作品获奖，其中二等奖
４篇，三等奖 ８篇；获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节
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科信能环杯”

三等奖；５份作品参加校第二届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活动与科技竞赛，获二等奖２项、三
等奖２项、鼓励奖１项；１０项作品获校第九
批科研立项，２名学生入选“三国三校”赴泰
国清迈大学交流考察团。此外，学生综合素

质的提升也是学院建设的题中之义。辩论

队获得第九届“无偿献血杯”辩论赛冠军；

刘妍同学在第六届“江苏大学十佳青年学

生”获“诚信之星”；学院青年志愿者获得优

秀青年志愿者小分队；２０１０年校际运动会
中获得精神文明奖；江苏大学简历大赛获一

等奖１人；获批学校第九批科研立项１０人；
进入学校菁英学校学习６人。学院宣传工
作成效显著。按照学校的统一要求，对学院

网站进行了改版，增加了英文网页，及时报

道学院教学、科研、学工等工作动态。全年

向学校江帆网投稿近百篇；向校学工处、团

委所属媒体投稿５０余篇；校外媒体投稿１６
篇，其中国家级报道９篇，省级３篇，市级４
篇。在校宣传部“我坚守的师德”征文活动

中，学院三等奖一项，鼓励奖一项。特别是

《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教师报》、

《新华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都先后报道学

院学生工作。

（撰稿人：何　铭　审稿人：刘同君）

化学化工学院

【概况】　化学化工学院设有化工、化学、应
用化学３个系，１个大学化学教学部、１个校
级化学化工实验中心，同时设置校级应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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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所、绿色化工研究所和物质科学国际

合作中心３个研究机构。有学校自主设置
的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博士点，２０１０年 ８
月获批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

硕士点，涵盖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

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应用化学、工业

催化、化学工程、化工工艺、生物化工等 １０
个二级学科。２０１０年５月增设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化学工程授权领域。有化学工程与

工艺、应用化学、化学（师范）３个本科专业。
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为江苏大学校级

特色专业。在校本科生５４２人，硕士研究生
２０６人，博士研究生 １３人。学院现有教职
工７７人，其中教授 １５人（含资格教授 ２
人），副教授及高级工程师 ２１人，具有博士
学位教师４２人，博士生导师９人，硕士生导
师 ２４名，有 ３人为江苏省“青蓝工程”和
“３３３工程”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人
选。此外，特聘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

等国内外知名学者 ２２人为学院名誉教授或
兼职教授。学院现有实验室面积１４０００平
方米，实验设备总值２３００万元，拥有一批大
型仪器设备。学院党委设有１０个党支部，
其中教工支部４个、本科生支部３个、研究
生支部３个。共有党员２２８名，其中教工党
员３９名。
【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　开展创先争
优活动。学院党委按照学校党委的部署，结

合学院的实际，制定活动实施方案，围绕中

心工作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组织教职工党

员和学生党员代表前往全国文明村常熟市

蒋巷村，开展了“学蒋巷精神，促创先争优”

主题党日活动。制定学院“十二五”规划。

组织系（中心）主任、支部书记、分工会主席

赴扬州大学等进行学习调研；召开教授座谈

会，征求意见；召开教职工大会，进一步征求

全体教职工的意见。通过发扬民主、集思广

益，完成“十二五”规划制定工作。坚持学

院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领导班子自觉进

行理论学习，班子成员撰写读书心得。组织

开展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报送４篇党
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其中２篇获校
三等奖。进行了党支部委员会的改选和

２０１０级研究生党支部的设置工作。重视开
展党日活动，推荐了 ４个“最佳党日”活动
方案。新发展预备党员５０人，预备党员转
正４８人，培训入党积极分子 １５４人。严格
执行与学校签订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书》，推进学院机关作风建设，增强服务意

识。组织参加校纪委组织的读书思廉教育

活动，１篇“读书思廉”心得获校二等奖。完
成了学院二级网站的改版工作。全年向校

内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投稿２００篇，发稿
１８０篇，其中在学校“新闻中心”网站发稿
１４０篇，学校电视台报道学院相关专题 ７
篇。校报“信心江大”专栏以“让人才保障

学院事业可持续发展”为题报道了学院师资

队伍建设成果。全年校外媒体报道学院相

关稿件１５篇，省级以上媒体发稿８篇，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刊发了有关学院辅导员的事

迹和社会实践活动情况。支持学院分工会

组织教职工参加校工会组织的各项文体活

动，取得了校秧歌比赛二等奖。开展了学院

教职工乒乓球赛、参观革命老区等活动。学

院被学校评为体育工作先进单位。学院党

委２０１０年被评为江苏省高校先进基层党
组织。

【教学工作】　完成了《分析化学》校级优秀
教学团队的申报，完成了战略性新型产业相

关专业《光电材料与新能源》的申报。在广

泛调研的基础上完成了化学和化学工程与

技术两个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

和所有课程教学大纲的修订工作。《无机化

学》课程获得省级精品课程，《有机化学》成

为学校省级精品课程建设培育点。《无机化

学》和《医学化学》教材被列为学校“国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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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规划教材建设培育项目。坚持教授上

讲台，学院教授给本科生授课比例为

１００％。组织教师参加学校第五届教师讲课
竞赛，有１人获得高级组三等奖，１人获得
实验组三等奖，１人获得中级组优秀奖。采
用双导师制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确保新教

师过好教学关。学院教师教学效果优良率

超９５％以上。规范了本科生课程设计、毕
业设计（或论文）各环节的要求，２０１０届毕
业设计或论文获得校优论文３篇。组织化
学和化工专业的本科生参加江苏省首届大

学生化学化工实验竞赛，获得二等奖１项和
三等奖２项。组织２００７届化学师范生参加
学校“精彩一刻”比赛，２人获得一等奖，２
人分获二等奖、三等奖。按照学校统一部

署，制订了学院学业导师工作方案，完成了

学业导师选拔和聘任工作，目前学院２０名
学业导师已经全部上岗。

【科研工作】　组织申报各级各类科研课
题。纵向科研新增国家级课题９项，省部级
课题６项，市厅级课题２项，其它项目课题８
项，实现到帐经费３５４万元。横向课题合同
经费１００万元，到帐４１．３万元。组织学院
教师进行科研工作总结和成果申报。全年

教师三大检索收录论文１２７篇，其中 ＳＣＩ收
录８１篇，发表 ＳＣＩ源期刊论文１０５篇。完
成专利申请３５项，专利授权１３项，获得省
级成果奖１项。组织国内外专家交流讲学
１６场，同时还邀请部分院士、长江学者、国
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为学院师

生作相关主题报告。支持和资助２３人次参
加国内外的专业学术会议。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获批一级学科
硕士点２个，涵盖１０个二级学科。增设工
程硕士专业学位化学工程授权领域。与其

他学院联合成功申报一级学科博士点１个。
招收硕士研究生８４人，非学历专业学位研
究生招生１６人，博士生５人，博士后进站１０

人，招收外国留学博士研究生１人。在硕士
生复试过程中，继续把实验技能考核作为复

试成绩之一，保证了录取质量。硕士学位论

文双盲送审合格率 １００％。毕业研究生申
请学位发表论文合格率１００％。１篇硕士论
文获得省优，２篇硕士论文获得校优。新增
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１个。
【师资队伍建设】　成功引进６名具有博士
学位的教师，其中海外留学背景２人，学术
带头人１人。正高职称晋升人数１人，副高
职称晋升人数２人。新增博导１名、硕导４
名。入选省级人才培养工程 １人。２名教
师新取得博士学位，新增２名教师攻读博士
学位，１名教师出国深造。聘请外国合作研
究专家１人。
【学生工作】　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
习纲要》为抓手，按照学校的总体部署，全年

主要围绕“感恩责任奉献”和基础文明建设

等重要主题，开展了４９场主题教育活动，其
中全校开放主题公开课２场。学院制定了
《２０１０年班风建设工作计划》。建立了院领
导联系班级制度。推进《班级日志制度》和

《公开主题班会制度》。有５个班级被评为
学校先进班级，３个团支部被评为校红旗团
支部，１个团支部被评为校标兵团支部。１
人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２人获国
家奖学金。学院早操、晚自习评比全校名列

前３名，考研录取率达３４％，全校最高。多
渠道推进助困工作，全年助学贷款总人数

７８人次，贷款成功率１００％。１０３人次享受
国家奖、助学金和校外各企业、社会团体和

个人在学校设立的助学金。“蒋雯若奖助学

金”今年共资助 ３４名学生，合计人民币
１５．５万元。指导和服务结合，开展特色就
业指导。建立了“毕业生就业”飞信群，及

时有效地将学校、学院及校外的有关就业信

息传达到学生个人。成功举办化工类专场

招聘会共１０场，其中１场为大型招聘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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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邀请 １２家企业进校。２０１０届毕业生
就业率达１００％。组织课外科技文化活动，
拓展大学生素质。申报大学生科研立项４２
项，获批２８项，其中２３项为资助项目。学
院团委获“星光杯”科技作品大赛优秀组织

奖。新增社会实践基地１个，学院社会实践
团队获“形势与政策”社会实践活动一等

奖。承办校级“导师讲坛”１期。组织研究
生参加学校第五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活动。

在“星光杯”科技作品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在研究生科技论文大赛中，获二、三等奖各

１项。研究生文明宿舍比例达到８５％，１个
寝室被评为标兵寝室。研究生就业率达

１００％。院研究生分会被评为校“优秀研究
生分会”。学院荣获“江苏大学思政教育管

理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撰稿人：徐德选　审稿人：倪时平）

临床医学院

【概况】　江苏大学临床医学院是在原江苏
理工大学、镇江医学院、镇江师范专科学校

于２００１年合并成立江苏大学基础上，又经
两次重组成立的二级学院。临床医学院由

临床医学一、二、三系（均为三级医院）、护

理学系、医学影像学系、传染病学系（第三人

民医院）和法医学系（含市伤残鉴定中心）

七个系、一个研究中心、一个实验教学中心

（含市急救中心）等教学科研服务单位组

成。承担临床教学和实习任务的八所附属

医院分布于江苏、上海等地的大、中型医院。

学院主要承担临床医学、全科医学、护理学

和医学影像学四个本科专业学生的专业课

教学和技能培养，临床医学专业为江苏大学

品牌专业，江苏省特色专业。临床医学院拥

有临床医学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和临床医

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学院临床医学专

业为江苏省重点（培育）学科并拥有重症医

学和内科消化国家重点建设专科，以及呼吸

内科、心胸外科等十一个省级重点医学

专科。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积极开展创先争
优活动，巩固和深化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成果。学院成立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

由党委书记任组长，党委副书记任副组长，

成员由党委委员组成。加强对新生的入党

启蒙教育，积极开展最佳党日活动，积极做

好党员的后续教育，努力发挥学生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向组织部报送了８个最佳党
日活动，８篇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
文，１个党建创新成果。加强学习宣传教
育，提高广大干部自身素质。坚持领导干部

学习制度，党委中心组制度，每次安排重点

发言对象，把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落到了实

处。院党委在党员教育工作中做到“三结

合”，即经常性与阶段性教育结合，集中与个

别教育结合，系统与专题教育结合。抓党风

教育，促廉政建设。坚持党政联席会议制

度，党政班子团结有力。认真开展民主评议

党员工作，加强监督，增强防腐拒变的能力，

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

发展，院党政领导班子团结协作，党员干部

廉洁自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认真组织

好分党校工作，举办了 ２期“入党积极分
子”培训班，培训学员２３０余名。按照党建
带团建、团建促党建的工作思路，加强学生

党建工作。积极做好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

组织发展对象工作和学生党员的发展工作，

严格执行党员发展的预审制度、公示制度、

入党前培训制度、党委集体审批制度，确保

新党员质量。各基层团支部共推荐３００多
名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发展学生党

员１５３名。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工作的领
导，做好宣传报道工作。召开医学部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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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一届二次教职工大会，讨论并通过了

“临床医学院十二五规划”，努力促进医学

部与临床医学院改革、发展、建设及其他各

项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加强宣传报道，扩大

学院的影响，今年我院对外宣传工作有了明

显成效，受到新华社、《人民日报》、《新华日

报》、《中国老年报》、《镇江日报》、中国新闻

网等媒体多次报道。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１．教学改革效
果明显，教学建设成绩显著。申报校级精品

课程４门（其中：临床医学专业接受了江苏
省教育厅组织的品牌特色专业建设验收）；

护理学专业获江苏大学高等成人教育特色

专业；内科学获江苏大学“８４２”重点建设课
程立项，基础护理学获江苏大学高等成人教

育精品课程；发表教研论文１０篇；新开课程
１０门。全年申报校教改课题 ８项，已获 ３
项、申报京江学院教改课题３，已获２项开
设全英文课程６门，主编本科教材４部（医
学生实习教程、超声诊断学、影像技术学、检

验核医学），出版教材４部（外科学、康复医
学、病理生理学、医学影像解剖学）强化临床

能力培养，建立了临床技能培训中心，率先

使用ＰＢＬ新型教学方法，并结合自身特点，
辅以床旁教学，小班授课，教学效果明显提

高。２．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实验中心
环境明显改善。完成了医学影像实验室、护

理学基础实验室、核医学实验室及外科学、

内科学基础实验室改造；附院示教室改建设

完成并已启用；实验室教学环境得以改进和

创新（外总实验室安置了从附院手术室直接

传入的手术视频传输系统；内基实验室新购

置了十六台心肺教学仪；相关实验室新购置

三台多媒体教学设备以缓解教学资源冲突

问题）；通过校创新人才实验区中期验收。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０年继续加强学术
活动的开展，全年开展了 ２期导师论坛，５
次研究生学术沙龙，科研取得较大突破：省

卫生厅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一等奖２项；省卫
生厅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二等奖 ７项；２０１０
年度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１项；２０１０年度
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１项；省级美术展参展
作品一项；国家自然基金（面上）３项；国家
自然基金（青年）３项；国家自然基金（专项）
１项；省自然基金项目 ５项；ＳＣＩ源期刊 １４
篇；ＳＣＩ检索１０篇。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以突出创新精
神为方法，以临床诊疗经验传承和临床实践

能力培养为手段，以“会看病、懂科研、知识

宽、能力强”为培养目标２０１０年，临床医学
院临床医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已通过审核；获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获批校临

床医学重点学科。护理学新专业通过教育

厅评审。现有研究生培养单位２３个，导师
１２７名，开设临床类课程１６门。
【师资队伍建设】　新增硕导１１人；引进医
学影像专业带头人（博士 １名）；内科学博
士１人；心胸外科博士１名；选派教师出国６
人。教师队伍中，高级职务比例达３５％；具
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比例达到 ５０％，具
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达到 ５％。进一步
完善教师职务聘任制度、考核评估机制和院

内分配制度，实行专业技术职务浮动式聘任

和科教奖励条例，奖励业绩突出者，建立公

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激励机制。

【学生工作】　一年来，在学院党政的领导
下，在全体师生的指导帮助下，在全体辅导

员的共同努力下，我院学生工作水平有了明

显提升，取得了显著成效。２０１０年我院获
校研究生思想政治和教育管理工作先进单

位，连续第三次次获得校军训工作先进单

位。研究生科技论文大赛优秀组织奖，三名

同学分获一、二、三等奖，研究生趣味健身节

优秀组织奖，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干部１人，
校研究生标兵１人，校优秀党员４人，校十
佳青年学生１人，研究生职业规划大赛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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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研究生宿舍获校十佳标兵寝室等荣誉。

研本联手在校第五届“星光杯”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论文大赛中获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１
项，三等奖８项，团体总分第二名，连续第二
次捧得优胜杯。本科生在全国大学生英语

竞赛特等奖２名，一等奖２名，二、三等奖多
名。学院班风、学风明显好转，转年级学生

状况明显改善；新生早操、晚自习状况良好，

到课率在９９％以上，早操、晚自习到位率均
在９８％以上。学生考试不及格率明显降
低，考试作弊现象基本杜绝；学习能力明显

增强，学生四级英语一次性通过率达９２％，
学生考研报考率达６０％，录取率达１９％以
上，毕业生就业率显著提高，达到 ９８％，均
名列全校前茅。

（撰稿人：万　选　审核人：眭　建 ）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概况】　江苏大学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
院是全国首批开设医学检验专业的五所本

科院校之一，学院开设有医学检验和医学影

像两个本科专业，其中医学检验专业为国家

特色专业和江苏省品牌专业。学院拥有的

临床检验诊断学为二级学科博士点和江苏

省重点学科；另外，免疫学、病原生物学、临

床检验诊断学、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生

理学等５个硕士学位点。拥有镇江市医学
重点实验室一个。学院现有教授１４名，副
教授 ３２名；博士生导师 ９人，硕士生导师
１９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１人，江苏
省医学领军人才 １人，江苏省“青蓝”工程
跨世纪学科带头人选３人，江苏省“３３３”工
程学科带头培养人选 ６人，江苏省“青蓝”
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５人。多位国内外
院士、专家学者受聘担任学院的名誉教授、

讲座教授和兼职教授。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０年，学院按
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

展”的方针，加大在优秀大学生和优秀青年

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的力度，重视做好在引

进人才中发展党员工作。全年举办入党启

蒙教育和党的知识培训班２期，组织参加预
备党员培训班２期，受训人数达４００多人；
按计划发展党员７５人。２０１０年，学院继续
深化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认真落实学

院“十一五”发展目标。调研并制定学院

“十二五”发展规划。坚持党委理论中心组

学习制度，坚持廉政教育。全年对外宣传在

各级各类媒体上发稿录用４０多篇，省级以
上报刊录用６篇，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
评比和竞赛活动。２０１０年，学院在全院党
支部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规划

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制订并落实学院实施

方案。着力提高创先争优活动的质量和效

果。积极开展有创意的党日活动及党建创

新活动，其中学生一支部最佳党日活动获校

一等奖。加强党员教育，积极探索以学科

组、课题组、创新团队的党支部设置形式，不

断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

【本科教学】　２０１０年医学检验获批国家特
色专业建设点。《血液学与血液检验》获批

江苏省一类精品课程。学院进一步深入开

展教学质量工程，按照教育部、省、校关于质

量工程的相关要求，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开

展优秀教师示范教学和青年教师讲课比赛

等，青年教师必须过教学关。在江苏大学第

五届教师教学竞赛中获得了中级组二等奖

１项、三等奖２项，高级组和中级组优秀奖４
项的好成绩，比第四届有明显提升。获批江

苏大学质量工程培育项目５项，获批江苏大
学特色专业１门，江苏大学创新人才试验示
范区培育项目 １项，江苏大学“十二五”规
划教材培育项目２项。专任教师发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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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１０余篇，出版教材８部。并完成
了省品牌专业建设点的考核评估工作。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０年学院共申报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０项，并成功获批国家自
然基金８项；获批省社会科技支撑基金项目
１项、教育厅自然基金项目４项；获国家重
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１项。镇江市国际
合作项目 １项。获得纵向科研经费近 ３００
万元，获横向科研项目 ４项。２０１０年全年
发表ＳＣＩ源期刊论文２４篇，ＣＳＳＣＩ源期刊论
文２篇，ＳＣＩ源期刊检索论文２０篇，发明专
利申请２项。２０１０年学院承办了病原菌基
因组国际学术会议１次。并组织了国内外
专家学术讲座 １５次，学院专家讲座 ４次。
学院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２０余人次。
【学科建设】　２０１０年获批基础医学一级学
科硕士点，获得包括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法医学等７个基础医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
的授权点。参与整理了工程专业硕士学位

（生物医学工程方向）并且获得国家的批

准。联合申报了临床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和一级学科硕士点，其中一级学科硕士点获

批。２０１０年学院获批江苏省“青蓝工程”中
青年学术带头人 １人，江苏大学“拔尖人
才”优秀骨干教师１人。共引进博士３人申
报并立项中央地方优势学科建设项目１项，
计划在２０１２年实施。完成了２０１０年临床
检验诊断学江苏省重点学科总结考评工作，

获得这次考核Ｂ等级。
【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０年学院共获省优硕１
篇、校优硕 ２篇。省学位论文抽查合格率
１００％，毕业研究生申请学位发表学术论文
合格率１００％，研究生就业率 １００％。获得
省博士创新基金项目５项，省研究生优秀课
程１门。２０１０年学院研究生以第１作者发
表ＳＣＩ论文１５篇，硕士生第１作者论文ＳＣＩ
最高 ＩＦ＞５．０。２０１０年学院博士招生数１５
人，硕士４９人，其中专业学位１５人。另招

收外国留学博士生２人。开办了３个在职
研究生课程班，金坛班３８人，常州班９４人，
无锡班６８人，共计招收２００人，为学校与学
院增加收入总产值１７０万元。２０１０年学院
还承办了江苏省学位委员会组织的第四届

高级英文学术论文写作班一期，另外还成功

举办了沙特学生暑期培训班一期。

【学生工作】　２０１０年积极开展“我是党员
一面旗”的党员主题教育活动和“理想、信

念、责任”主题教育活动，全年完成各类报告

讲座１４场次。学生参与青年志愿者服务
３００余人次，参与党员奉献岗活动２００余人
次。２０１０年学院在低年级试行了“三人行
互助学习小组”，组织了新老学生的学习经

验交流座会，学生英语通关考试经验交流

会，在学院中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学生

ＣＥＴ４一次性通过率９５％。学院还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如迎新晚会，二

十岁生日晚会等。学生急救协会、养生协会

工作开展有特色，受校级表彰。举办了大学

生素质培训项目１次。

（撰稿人：孙晓春　审稿人：许文荣）

药学院

【概况】　药学院设有药学、药物制剂、制药
工程 ３个本科专业，拥有药学（涵盖药物化
学、药剂学、生药学、药物分析学、微生物与

生化药学、药理学６个二级学科）、中药学２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制药工程工

程硕士授权领域。学院下设中药学和药学

系、药剂学系、制药工程系和药学中心实验

室。在校本科生 ６００人，硕士研究生 １２１
人。学院现有教职工４７人，其中博士生导
师 ６人，教授９人。江苏省“３３３高层次人
才培养工程”首批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 １

５６５



()*!+,

（２０１１）

人，江苏高校新世纪学科带头人（“青蓝工

程”）１人，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 ２人，镇江
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１人。学院设
有药物 ／基因转运与组织工程研究中心、生
药学研究所、索普兴大药业合成药物研发中

心等研究机构，参与共建“名方制剂开发与

中试研究”的省级研发中心，获批与江苏中

兴药业共建江苏省水飞蓟深度开发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与江大源生态共建“江苏省天

然药物超临界萃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近

年来承担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国

家 ８６３项目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
苏省科技攻关项目等课题６０余项，获省市
科技进步奖 １２项、国家发明专利近４０项。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全面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药

学院的实际，探索新时期药学院党建及思想

政治工作的新情况，坚持把加快学院发展作

为学院党建及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努力

提高党员整体素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促进学院

各项事业健康发展，为学院的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保障。认真开展了党风廉政教育。

加强了制度建设，坚持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和

民主生活会制度，把反腐倡廉和党风廉政建

设落到实处，保证了党政领导班子的清正廉

洁。坚持干部在线理论学习制度。组织院

领导学习《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的规定》，积极开展了党员干部“读书思廉”

活动。加强党员和积极分子教育，充分发挥

学院分党校的作用。分党校举办入党积极

分子培训班和入党启蒙教育培训班１期，培
训学员２３０名；选送１７名预备党员参加校
党校培训班。继续加强学生党建工作。全

年发展学生党员４６人，学生党建规范有序。
积极开展党日活动和党建研究。紧紧围绕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创建“五个好”

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五个模范”优秀共

产党员为主要内容，积极开展党日活动，组

织申报最佳党日活动方案 ４项。２项活动
方案获学校奖励。开展党建设研究，报送党

的建设论文６篇，１篇论文获校奖励。坚持
学院中心组学习制度和坚持教职工时政学

习制度。积极组织教职工参加学校开展的

“我坚守的师德”征文活动，１名教师的征文
获奖。认真组织学生参加“形势与政策课”

学习。在党委宣传部开展“形势与政策”课

程专题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评比表彰中，药学

院院的安徽支教“荧光小组”活动以及活动

小组撰写的调研报告分别获奖。全年在校

以外刊物发表报道７篇，其中关于药学院百
草社的活动报道得到了各大媒体的关注，中

国日报、中国新闻网、腾讯网、搜狐网、江苏

新闻网等十几大媒体相继转载，极大地提高

了药学院的知名度。上半年对学院主页进

行了改版，新网页图文并茂展示学院开展的

活动，获得学生的好评，在学校网站评比中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从教学任务的
落实、教学信息的反馈、毕业实习（论文）规

定的修订、考试、教学文档的归档和实验室

规章制度的修订等方面，严格落实学校教学

管理规章制度，及时布置各阶段学院的教学

工作，增强工作的计划性和预见性，杜绝管

理的随意性，力求各个环节有章可循，有据

可依。完成了“江苏大学药学院关于学生申

请赴校外进行毕业实习（论文）工作的规

定”的制定、“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几个规

定”的修订、“药学院学业导师制实施细则”

的制定和“药学中心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

的修订等，稳步推进本科教学工作。重视本

科专业内涵建设和精品课程建设，做好校质

量工程培育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２０１０年
获批“质量工程”培育项目“８４２课程建设工
程”培育项目２项，校级二类精品课程１门，
第三批校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课程２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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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国家规划教材２部。发表教改论文９篇。
加强专业教学团队和课程教学团队的建设，

积极培育院级本科教学团队。本年度学生

评教优良率 １００％，０８级 ＣＥＴ４通过率达
９０％。２０１０届学生毕业率１００％，学士学位
授予率９５．７１％。积极申报并获批２０１０年
校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１个。大
力推进实验教学改革。本年度实行了实验

课程负责人制，统一实验教学内容。同时充

分利用本院药剂学中试基地现有资源，开设

多个综合实验，完成了自编药学综合实验讲

义１部。顺利完成了实验室年度设备购置
计划和实验教学任务。组织申报大学生创

新性实验计划，获批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

实践创新训练项目１项，校百项大学生实践
创新训练项目３项，结题３项。本着“早启
动、早完成、保质量、利就业”的原则，提前启

动０７级学生的毕业实习（论文）工作，尽可
能缓解毕业论文与就业间的矛盾，确保毕业

生论文质量的稳定，有效缓解与就业间的矛

盾。本年度获２０１０年校优秀毕业设计（论
文）４篇。举行了药学院第五届讲课比赛，８
名教师分别获奖；推荐了３名教师参加学校
的教学大赛，１人获校教学大赛优秀奖。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０年组织申报报国
家自然基金项目１２项，新增国家自然基金
２项；申请国家重大新药创新计划２项。纵
向科研经费 １４５万，横向合同经费 １１８万
元。本年度学院教师共发表论文９９篇，学
术论文的层次进一步提高，ＳＣＩ论文收录
１０篇；申请专利１０项，其中发明专利９项，
实用新型专利１项。发明专利授权６项，江
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１项。２０１０年获批与
江大源生态获批共建“江苏省天然药物超临

界萃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批与江苏中

兴药业共建江苏省水飞蓟深度开发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本年度成功的举办了第二届

博士论坛。邀请了国际养蜂协会秘书长

ＲｉｃｃａｒｄｏＪａｎｎｏｎｉ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ｉｎｉ、亚洲养蜂协会
会长ＳｉｒｉｗａｔＷｏｎｇｓｉｒｉ博士、中国养蜂学会理
事长张复兴研究员到学院进行了考察交流。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积极组织申报
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成功获批药学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的获批，使学科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为下

一轮学位点申报和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２０１０年招生研究生 ４７人，毕业研究生 ３７
人。１篇硕士学位论文获得省优秀硕士论
文，２篇硕士学位论文获校级优秀硕士
论文。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１０年引进博士５人，
其中３人为留学回国人员，１人为学术带头
人。本年度教师队伍中新增在读博士３名，
在读博士共９名。１人获江苏省３３３工程专
项经费资助，１人入选江苏省六大人才高
峰；１人公派出国；１人晋升高级职称。
【学生工作】　在２０１０级的新生入学中开展
了系统的新生入学教育，本年度已经开展的

包括“大学生活提示”、“大学生修身要览”

讲座、“大学生学业规划”等讲座，帮助新生

合理定位，明确目标，不断努力。开展纪律

和诚信教育，端正考风、促进学风。从校纪校

规、学生的诚信、已处分学生的教训等多方

面、多角度分别对一二三年级学生进行教育。

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百科知识竞赛和英语演讲

赛，让学生通过竞赛不断提高；继续举办学习

英语经验交流会等活动，帮助学生培养学习

兴趣，提高英语四六级通过率，０７年级ＣＥＴ４
通过率为９１．７２％，ＣＥＴ６通过率为４２．０４％；
０８年级ＣＥＴ４通过率为９０．０８％，ＣＥＴ６通过
率为 ３８．８４％；０９年级 ＣＥＴ４通过率为
８４．０４％。鼓励学生参与科研与研讨，尝试开
展“学业导师制”教育；认真申报学生科研立

项，本年度获校大学生科研立项１３项，促进
了良好科研氛围的形成。严格按照学校规定

的政策和评选程序进行评奖评优工作，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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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评定等各类评优评先公正、公平，评选

出了一大批学习成绩好、综合素质高、同学

真正信服的优秀学生，取得突出成绩的先进

集体。今年共有 １３４人获奖学金、２２人获
学校“优秀学生干部”或“三好学生”称号，１
人获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称号，２人获校
“三好学生标兵”称号，１人荣获校长奖学
金，同时制药０７０１等五个班级被评为校“先
进班集体”，药学０７０２等三个团支部被评为
校“红旗团支部”。针对毕业生积极开展就

业指导、就业心理辅导等专项讲座，帮助他

们合理规划职业生涯，及时调整就业心态，

从而把握就业机遇，有效提高择业成功率。

截止１０年年底２０１０届就业率为９３％，录取
研究生３５人，占总毕业生人数的 ２１．５％。
现２０１０届本科生考研及就业工作进展顺
利，保送研究生３人，报考研究生７０人，研
究生报考率４４．５％，现已有３０名学生签订
了就业协议。药学院在册的本科贫困生有

２２５人，占学院本科生总人数３７％，能否解
决好贫困生的学习和生活问题一直是学院

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学院建立了贫

困生信息库，并且定期摸查学生的家庭经济

变化情况，实现静态与动态管理相结合。完

成２０１０级新生普查后的心理干预工作。注
重对心理困难的学生进行了全方位的帮助；

定期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如排演心

理剧、参加成长训练营活动、展板心理知识

宣传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撰稿人：殷　瑶　审稿人：魏　渊）

外国语学院

【概况】　外国语学院成立于２００１年，由原
江苏理工大学、镇江医学院和镇江师范专科

学校相关系、部、专业组建而成。现有英语

和日语２个本科专业，以及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设有

英语系、日语系、大学外语教学一部、大学外

语教学二部、研究生外语教学部等５个系部
和外语学习中心（校级实验室）。有外国语

言文化研究所、外语教育教学研究所、英语

语言文学研究所、日本学研究所、翻译学研

究所、语言对比研究所、语言学研究所等 ７
个研究所。拥有１个图书资料室，２０个多
功能语言实验室、１个影视赏析中心、１个自
主学习中心、１套卫星电视接收系统、４套外
语教学广播电台。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８４人，
教职工中专任教师１６２人，其中教授５人、
副教授 ３４人，讲师 １１５人，硕士生导师 １５
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８８５人、硕士研究生
８９人。２０１０年度学院获得江苏大学国际交
流工作先进单位、对外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研究生招生工作先进单位、群众体育工作先

进集体。教职工“健身秧歌”比赛获三等

奖。研究生外语党支部获得镇江市“巾帼文

明岗”。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一、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先后组织了三个不同层次的

座谈会，科学谋划院“十二五”发展蓝图。

二、强化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扎实有

效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教工一、二支部

率先实行党员承诺。评选表彰学院“先进党

支部”２个，“优秀共产党员”２６名。学生一
支部被评为校先进学生党支部，夏凡被评为

校优秀学生共产党员。三、重视开展党建和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组织开展了学院党建创

新方案的评比，评出一等奖 １项，二等奖 ２
项，三等奖３项。院党委共申报“最佳党日
活动”３项、“党建创新”１项，撰写党建思政
论文 ５篇，其中教工三支部的“创先争优，
导学导心”获党建工作创新创优奖，教工四

支部的“发挥巾帼文明岗影响，积极关心女

研究生成长”获最佳党日三等奖，张芬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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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学生党员质量保障体系的研究》获得

校优秀论文三等奖。四、认真开展“做一个

有道德的人”师德教育，组织撰写“我坚守

的师德”征文 ７篇，其中魏菊红的《一个学
生半个儿》获三等奖。卞臻雄等８名教师获
得江苏大学优秀教师称号，刘琨获得江苏大

学先进工作者称号。五、举办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班２期，培训学员２１５人，９８％以上学
员顺利结业；发展新党员６６名，其中教师党
员１名，研究生党员 ７名，本科生党员 ５８
名，６４名学生党员按期转正。六、充分发挥
宣传主渠道作用，在学校主页上发稿１４０余
篇，在市级以上媒体上发稿３７篇，其中省级
以上１７篇。七、创新活动方式，深化党建
“三个一”活动。重视党建带团建、学生会、

分工会等方面的工作，努力为师生员工排忧

解难，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环境。

开设了消防安全知识讲座与演练，为校园安

全、稳定、和谐作出了努力。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一、本科教学。
１．教学质量稳步提高。英语专业四级考试
两年累计通过率９５％，超过全国平均通过
率３６．３８％；日语专业四级考试两年累计通
过率９５％，超过全国平均通过率４３．１％；０８
级大学英语四级两年累计通过率９１．１６％。
２０１０届毕业生学位授予率达９５．３％，高于
学校的总体目标要求。在２０１０年全国大学
生英语竞赛初赛中５人获一等奖、１３人获
二等奖、２７人获三等奖。２００６级毕业论文
获江苏省优秀毕业论文三等奖１篇、校优秀
毕业论文４篇。获批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
新训练计划项目１项；校“百项本科生创新
计划”立项４项。“精彩一课”比赛李沁珊
获二等奖、任君薇等４人获三等奖。２．推
进精品课程建设。《商务英语函电》及《大

学英语》课程获批校 ８４２课程建设立项。
３．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启动了大学英
语精品课程网站建设，编撰了江苏省精品立

项教材１部。完善并实施了国际班计划及
卓越学院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计划．配合京
江学院的教学评估，进行各类教学文档的自

查和完善。４．推进“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
改革工程”。完善了《外国语学院教学成果

奖励办法》，大幅度提高了奖励力度，调动了

广大教职工参与教学研究及学科专业建设

的积极性。５．组织教师参加各类教学竞赛
活动。获得江苏大学第五届教师教学大赛

二等奖１名，三等奖２名，优秀奖２名。吴
媛媛获首届“外教社杯”全国大学英语教学

大赛江苏赛区一等奖；史日丽获江苏省英语

专业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６．加强对
外交流。随着我校与日本 ＮＰＯ法人芭蕉俳
句文学馆的友好协定书签订，促进了交流，

日语专业葛奕怡获“第四届中国人俳句征

文”大奖赛的最高奖项“最优秀奖”，李双双

获“优秀奖”，张丽莉等 ８名学生获“佳作
奖”。受日本津市市政府邀请，２０１０年８月
２４日至３０日日语系赵康英、姚勇等１０名师
生访问日本；日语专业仲美洁、王颖作为交

换生赴日本三重大学学习；日语专业赵宝

萍、李健雄参加日本山口大学暑假夏令营交

流；英语专业邵诗忆、陆宇豪、时沁书暑期赴

美带薪实习；时沁书作为交换生赴加拿大学

习；蒋雪婷参加在泰国举办的三国三校活

动。７．推进实习基地建设。与美国奥博洋
公司在中国的控股子公司江苏奥博洋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共建了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

日本九州外国语学院的海外日语教育实习

基地建设有了实质性进展。二、实验室建

设。１．学习中心采取动态管理，在保证学
生自主学习的同时，提高了机器的使用效

率，每周平均开放７０小时以上。加强对机
器进行晨检制度，确保实验室设备的完好

率，保障教学实验中心正常高效运转。

２．顺利完成国家级测试（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听力测试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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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科研与学术交流】　一、完善了《外国语学
院科研成果奖励（暂行）办法》、大幅度提升

了奖励范围和高层次论文的奖励力度。二、

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专家和教授来院作学术

讲座５场，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２０人
次。三、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２项、江苏省高校哲学
社科项目２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１项。
共发表核心论文５６篇，ＳＳＣＩ、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
ＳＣＤＩ源期刊发表１２篇，在国际期刊发表９
篇，ＣＳＳＣＩ收录１０篇；陈红、李加军的《古籍
英译译者选词差异实证研究 》获得江苏省

高校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一、确定翻译
理论与实践、英语文学、对比语言学、应用语

言学，日语语言文化教育为学院学科建设方

向。二、硕士生英语课程被评为江苏省优

秀研究生课程。三、当年招收硕士研究生

３２名，一志愿录取率为１００％。四、举办了
４期研究生学术论坛，１次研究生英语演讲
比赛，１次研究生英语学术报告大赛，１次
“名人讲座”。沈李颖的《女性视角下的“婚

姻保卫战”》（指导老师 陈红）获得第五届

江苏高校外语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三

等奖。五、培养环节抽检合格率、申请学位

学术论文抽检合格率、省学位论文抽检合格

率均为１００％。
【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１６２
人，聘有外籍教师１９人。专任教师中拥有
博士学位的教师８人，在读博士３３人；有硕
士学位的教师 １２０人，在读硕士 １２人。
２０１０年２人晋升为教授，５人晋升为副教
授。新增硕士生导师２人；引进学术骨干１
名。王保田教授当选为中国日语教学研究

会江苏省分会副会长。８名教师在境外孔
子学院任教，４名教师到海外作高级访问学
者，４名教师获批江苏省政府留学基金。先

后派出３０名教师参加外研社和外教社组织
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培训。

【学生工作】　一、完善学生信息网络体系，
形成党员与新生宿舍结对指导制度。强化

学生“双考”（考勤、考纪）教育和管理，加强

学生管理、心理辅导和学风建设。二、坚持

正面引导，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

观”教育，认真做好大学生学业规划指导，辅

导员、班主任谈话率达到 １００％。三、以各
级各类评奖评优为拉动，促进学院学风建

设。王彩云、夏凡获得国家奖学金、校三好

标兵，刘雯、梁晓安获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

四、就业指导对接畅通、服务到位。引导新

生及时调整心态，合理安排大学时间，转变

学习方法，保证课堂出勤率、晚自修出勤率、

早操出勤率。建立各种渠道推进毕业生就

业工 作，２０１０届 毕 业 生 总 就 业 率 达
９６．６８％。五、加强辅导员、学生党员、学生
干部队伍建设，辅导员中心理咨询师２人，
职业生涯规划师１人，选聘优秀研究生担任
兼职辅导员。落实了辅导员考核机制。六、

结合专业特点，规划和设计活动。外语节、

模拟联合国、大型英语舞台剧等大型活动丰

富了校园文化，研究生分会承办的特色品牌

活动－－英语口语广场，更是丰富了研究生
的课余文化生活。第八批大学生科技立项

中学院共申报项目４２项，获批立项２３项。
２０１０年学工、团委工作先后获得江苏大学
五四红旗团委、优秀学生会、优秀研究生分

会、优秀学院学生科协创建单位等荣誉称

号。获得“星光杯”创业计划大赛、研究生

论文大赛中获优秀组织奖。留学与对外友

好交流协会、英语协会和心语社获江苏大学

“十佳学生社团”称号。暑期社会实践中，５
支小分队被评为校级先进团队，张芬被评为

优秀指导教师。蒋梦迪、张怡歌获第一届

“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技创

新大学组三等奖，张蕾获得优秀奖，谢凡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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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梦飞等６人获得竞赛奖；刘迪、郭媛获得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大赛二等奖；朱燕获全

国第二届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江苏赛区

高校组比赛软笔三等奖；王慧获第二届江苏

省日语专业师生日语歌谣大赛优胜奖；周怡

鸽获江苏省十七届运动会高校女子甲组

５０００米竞走第一名，３０００米竞走第二名；周
振宇、郑妍、周丽君分别获得第三届三校联

合英语演讲大赛决赛一、二、三等奖。

（撰稿人：朱　文　审稿人：陈　红）

艺术学院

【概况】　江苏大学艺术学院由原江苏理工
大学艺术设计系、工业设计系和原镇江师专

美术系于２００２年１月合并组建而成。学院
设有工业设计系、动画系、环境艺术系、视觉

传达系、装饰艺术设计系、美术系、公共基础

教学部等七个系部，设有设计艺术中心实验

室和专业图书资料室。学院拥有美术学和

设计艺术学两个硕士点；设有工业设计、艺

术设计、美术学、动画四个本科专业。学院

现有教职工９０人。其中教授４人，副教授
１６人，专任教师 ７３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６
人，硕士学位４０人，在读博士生７人，在读
硕士生１１人；全日制在校学生１１３９人，其
中本科生１０７２人，研究生６７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加强党建与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２０１０年，学院组织党
委中心组学习８次；中层干部每人完成读书
心得２篇；发表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
文获评优秀论文３篇。举办党校２期，共有
１３０多人参加党校学习，９０％以上学员顺利
结业。新发展教工党员４人、学生党员 ５６
人，３２名学生党员转正。按学校要求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申报“党建创新创优奖”１

项。学院坚持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

党委委员会议，及时通报、研究学院重大事

项。加强宣传和群众工作，全年对外发稿省

级以上６篇，完成１篇深度报道。认真做好
二级网站的建设与管理，通过学校相关考

核。通过分工会组织教职工参加长跑、步

行、排球、乒乓球等的活动和比赛，密切干群

关系，增强学院的凝聚力和师生员工的荣

誉感。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２０１０年，学院
教学工作围绕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研

究、教学改革等，修订、完善教学计划，修订

教学日历和课程大纲，明确带队老师和学生

外出写生考察规范性要求，强化课堂教学和

学生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的宏观监控。根

据教务处要求，组织上下两个学期的期中教

学的检查与评价工作，召开教师座谈会２次
和学生座谈会１次，及时处理学生反映的教
学存在的问题。举办了毕业设计作品展览

和印刷《毕业设计作品集》，激发学生学习

创作热情。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设计竞赛，共

有５７名学生获得各类竞赛奖励，促进了学
生就业。学院组织学生参与首届大学生方

程式赛车造型设计与制作比赛。全年共组

织参加各类企业竞赛２０余项，８０余人次获
奖，并有多位指导教师获奖。在实验室建设

方面：获批部省共建项目１００万元：添置眼
动仪等设备；建设雕塑课程用的泥窖一个；

制作学院广告板两块；进一步完善实验室采

购制度和卫生管理制度。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０年，学院先后邀
请东南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

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

家组成员凌继尧、河北大学杨天问教授、上

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钱大经教授、福建师范

大学著名经学家张善文教授、浙江大学人文

学院副院长黄厚明教授等来我院作学术报

告，开拓了师生的学术视野。组织研究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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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到江南大学参观５０周年院庆设计展览
和设计论坛等活动，与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建

立友好合作关系，洽谈设计合作项目。主办

了美术系教师作品展览及学术研讨会，调动

美术学老师的创作积极性，推动创作、科研

与教学的全面提升。建立了宜兴市均陶陶

艺实习基地、义乌创意产业园学子基地等学

生实习基地，将学生的学习、实习、就业、创

业融为一体，推进产学研联合培养机制。

２０１０年学院发表核心论文２０篇，ＥＩ、ＣＳＳ
ＣＩ、ＩＳＴＰ三大检索１７篇；出版专著２部，画
册３部；横向课题到账１１万元，教育部青年
项目９万元；三件绘画作品入选全国美术作
品展，其中获优秀奖一项；海外举办画展 ２
项、省级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３项；海外举
办学术讲座４场。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０年，顺利
进行首届研究生毕业和学位颁发工作，研究

生就业率 １００％。我院被学校评为研究生
招生先进单位。顺利进行２０１０级研究生招
生、迎新等各项工作，组织师生互选，顺利开

展新增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学院召开艺

术学院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学习贯彻

２０１０年《研究生手册》中相关规定、规范。
学院成立２００８级研究生阶段考核专家组，
对研究生阶段性论文研究工作进行全面

考核。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１０年，学院建立教学
督查和考勤制度，院领导和机关行政人员轮

流值班，加强教学管理，促进教风学风建设。

加强在职教师的培养。学成回学院博士 ２
人，硕士４人；目前，在职读博士７人，在职
读硕士１１人。学院利用媒体、网络对外发
布大量信息招聘高层次人才，对有意向来我

院的人才积极进行沟通，先后５名教授或博
士应聘面试，引进博士一名。

【学生工作】　２０１０年，积极开展公寓社区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选社区管理委员会；

建立网上党团组织，开展网络思想政治工

作；办好社区橱窗宣传栏，在校评比中获一

等奖；共２０３间宿舍被评为文明宿舍和百佳
宿舍。做好助困与学费催交工作，至年底我

院学生总欠费２５万元，欠费率低于学校允
许指标。抓好辅导员、班主任和学生干部队

伍建设，辅导员发表思想研究核心论文 ２
篇，主持省课题１项，校思政重点课题１项，
参与省课题４项。抓好学生科研立项工作，
校第九批一般项目立项８项，校资助立项１３
项。实行院领导联系专业负责制加强就业

指导工作，就业率为９５．１６％，２００７级研究
生就业率１００％。加大学生工作宣传力度，
更新学院网站信息７２０余条，校录用：网络
简讯１２０余篇、校报５篇、电视台４次，校外
新闻媒体３９次，其中中国教育报头版３次
图片报道我院学生活动情况。主办、承办校

“大学生书画摄影大赛”等活动共２８项。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成绩排名第一。我院大学

生获国家专利 １项，发表论文 ２１篇（ＥＩ３
篇、核心１篇）、论文获奖４项。在第八届全
国大学生广告设计等竞赛中，获一等奖 ３
项，二等奖３项，三等奖和优秀奖３７项；学
院获２０１０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奖赛组织
优秀奖；在省第七届江苏省大学生文化艺术

节等竞赛中，获一等奖１项，三等奖和优秀
奖共１１项；参加校第八届运动会获得团体
总分第６名，女排第三，男排第五等奖项。

（撰稿人：曹和学　审稿人：杨志春）

教师教育学院

【概况】　教师教育学院是三校合并后新成
立的学院。学院的特色是把教师职前培养

与职后培训合为一体，设有教育系、教育技

术系、现代教育技术实验中心、公共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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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政策研究所、教师培

训中心等教学、研究、培训机构，主要承担教

育学、心理学、现代教育技术、教师口语等教

师教育类专业课程以及相关校级选修课程

的教学任务。学院拥有一支素质好、水平高

的师资队伍，有教职工３１人，教授、副教授
等高级职称的比例占６０％，具有博士、硕士
学位教师的比例占 ８０％。近 ５年来，学院
教师共发表学术论文２００余篇，其中全国中
文核心期刊近百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８
部。承担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４项、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规划课题２项、教育部人文社
科项目１项。学院于２００５年获得高等教育
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有硕士生导师 ９人。
２０１０年获批教育学一级学科点。学院重视
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培养与管理，本着宽口

径、厚基础的培养目标以及坚持“以修身为

基础，以学业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的工作

理念，所培养的本科生素质好，就业面宽，就

业率９６％以上，研究生就业率１００％。学院
是省教育厅确定的中小学骨干教师、基础教

育新课程改革、中小学校长省级培训基地，

负责培训全省基础教育各类师资与中小学

校长，２００３年以来已培训１万余人，培训项
目有中学新课程培训、中小学校长培训、义

务教育课程培训、班主任网络培训、初中课

程网络培训等。连续数年学员满意率测评

位居全省前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被

江苏省教育厅领导称为“江苏省级培训的一

面旗帜”。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开展创先争优活
动。根据党委的统一部署，开展党内的创先

争优活动。重点把握好“三个一”，即一项

根本任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一个主题：着

力提升内涵、强化办学特色、推动科学发展；

一个目标：推动科学发展、促进学院和谐、服

务师生员工、加强组织建设、发挥党员作用。

要求支部以“五个好”，即“领导班子好，党

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师生反

映好”创建先进党组织，党员以“五个模范”

即“带头学习的模范，争创佳绩的模范，服务

师生的模范，遵纪守法的模范，弘扬正气的

模范”争做优秀共产党员。积极探索党建创

新创优，申报“党建创新创优奖”１项，“最佳
党日活动”方案２项。党日活动党员参与率
达到 １００％；党员管理严格、规范，台账齐
全；按计划发展党员，全年发展学生党员 ８
名，规范程序，保证质量，没有违纪违规现

象；举办了入党启蒙教育培训班、入党积极

分子培训班和预备党员培训班各１期，分党
校培训班普遍使用多媒体授课；党费收缴及

时，台账清楚，按规定公布党费收缴和使用

情况。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教学、科

研工作中，党员教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继

续开展与贵州坡帽小学的帮扶支教工作，学

院每个党员继续支助一名贵州坡帽小学的

失学学生。

【教学工作】　围绕本科教学为中心，积极
探索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的新思路，扎实

工作，推进教学管理的有序化、规范化。研

讨并修订２０１０教育学专业计划；新增课程
数４门、双语课程开课５门、申报校级精品
课程３门、建设８４２工程课程门数２门、培
育省级精品教材１部；启动师范生模拟训练
中心实验室建设项目，创建校级实验示范中

心；实验设备完好率达９５％；教学改革研究
取得成效，发表教研教改论文１３篇；申报校
级优秀教学团队１个，教师讲课大赛获一等
奖１名；教学工作具体指标：教学运行优良
率１００％、教学资料归档率１００％、督导评教
优良率９５％、学生评教优良率１００％、专业
主干课程教授主讲比例１００％、青年教师助
理教学人数 ３人、毕设论文抽评优良率
１００％、０８级 ＣＥＴ４通过率 ９５．５％、０８级计
算机考试通过率达９０．９％、１０届学位授予
率：９８．３％。２０１０年，省教育厅下达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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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有两项：一是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

英语教师培训项目，培训人数１０１０人；二是
中学课程的网络培训项目，培训人数 ９００
人。经过学院教师的共同努力，培训任务顺

利完成。学员满意率测评位居全省前列。

【科研工作】　完成了２０１０年工作要求。纵
向课题完成 １８万，横向课题完成 １００万。
发表 ＣＳＳＣＩ源期刊学术论文 ２０篇，ＣＳＳＣＩ
论文收录１７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１
篇。出版学术专著７部，编著６部。共获得
校外纵向立项项目４项，其中教育部人文社
科项目 ２项；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１
项；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项目１项。
共计１８万元，到账１３．８万元。获得江苏省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１项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完成申报教育
学一级学科点工作，即将获批，为学院发展

搭建了良好的平台；配合研究生处完成招生

组织宣传工作，招收硕士研究生１２人，超过
预定计划３人；应届毕业生报考本校硕士生
增量１０％；校课程建设１门，校教改项目２
项，课堂教学及教学秩序为优。培养环节抽

检合格率超过１００％。未发生教学事故；研
究生毕业生顺利毕业；研究生学生工作方

面：面向全校研究生开设“导师讲坛”２期；
申报研究生德育和管理特色工作１项；研究
生宿舍合格率１００％；组织研究生暑期社会
实践小分队２个；研究生学风学术道德主题
活动 ５次；研究生处网站学院动态报道 ８
篇；２０１０年初次就业率８０％，２０１０年终就业
率１００％。
【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积极引进人才。引
进博士３名。鼓励老师在职攻读博士，有１
位老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毕业。

【学生工作】　坚持“以修身为基础，以学业
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的工作理念，不断强

化责任，改进方法，落实措施，拓展途径，努

力推进学生工作，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

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加强学生支部建

设。全年共发展学生党员８名；发挥党员在
学风建设、社区和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

等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学费催缴

工作，目前学院没有一名学生欠费，欠费率为

０。启动学业导师制和兼职辅导员制。学生
管理完成情况：早操出勤率≥９５％；达标宿舍
比例１００％；辅导员进宿舍情况２次／周；班主
任进宿舍情况１次／２周。学风建设方面：严
格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全年学生没有

发生违规违纪事件；研究生报考率４１．７％；研
究生录取率３８％；本科生科研立项申报６项；
本科学生科研立项率５０％。就业工作方面：
高度重视就业工作，院长、书记亲自作就业动

员；有序开展就业指导工作，力求提高就业指

导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总体就业率９８．２８％，
协议就业率６２．０７％，初次就业率９４．８３。队
伍建设：具备心理咨询师资格的人数１人，占
辅导员人数的１００％。

（撰稿人：郑可春　审稿人：李晓波）

京江学院

【概况】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创建于１９９９年
３月，是江苏省首批国有民办二级学院，
２００５年５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为“独立学
院”，由江苏大学和江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共同举办。学院拥有各类建筑面积３０余
万平方米，教学计算机８００台，８０００座的多
媒体教室，５５０座的语音实验室，设有４８个
专业（方向），涵盖理、工、文、经、管、医等６
大学科门类。学院下设办公室、计划与学籍

管理科、素质教育与教学质量科、教务科、实

践教学科、第一学工办、第二学工办、第三学

工办、第四学工办等９个科室，有教职工６０
人，全日制本科生９４８５人，已累计培养８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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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万名本科毕业生。京江学院被中国教育

网和中国教育在线评为全国“２０１０年度十
佳优秀独立学院”。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京江学院党委设
有１５个党支部，党员总数为６７６名，其中教
职工党员４９名，占教职工总数的７５％；学生
党员６２７名，占学生总数的６．６％。学院党
委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建设工作，

２０１０年举办了２期党校，培训入党积极分
子９５１名，发展党员５６９人。学院党委紧紧
围绕学院的中心工作，有计划、按步骤、高质

量的推进创先争优活动，以强化机关作风建

设为契机，全面提升学院服务质量和管理水

平。“打造‘１＋２＋３＋４’成长示范团队，构
建纵横互动辐射党建系统”获“校十佳党建

工作创新创优奖”；倪鸿燕同志被评为江苏

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４名学生被评为校
“优秀共产党员”，２个学生党支部被评为校
先进学生党支部；在“我坚守的师德”征文

比赛中获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积极组织

开展党建思政研究，报送党建和思政研究论

文１５篇，获奖９篇，报送“最佳党日活动”方
案７项，获奖 ３项。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中，京江学院获得江苏大学社会实践先进单

位，５支服务团被评为优秀团队，２６８名学
生被评为社会实践先进个人，５篇调查论文
获优秀调查报告。学院荣获２０１０年度校运
会团体总分第一名及“体育道德风尚奖”，

荣获校“新生杯”篮球赛冠军，１个社团被评
为五星级学生社团，２个社团活动被评为优
秀社团活动。学院青年志愿者小分队荣获

“江苏大学优秀青年志愿者小分队”称号。

学院团委荣获２０１０年全省高校共青团工作
优秀奖。学院网站进行全新改版，在学校组

织的专家评审、日常考核和网上投票评比中

均名列前茅，被评为江苏大学“２０１０年度十
佳二级网站”。学院全年在校外媒体发表宣

传报道２９篇，其中省级以上报道１２篇，在

校内媒体报道 ３００余篇，被评为江苏大学
２０１０年度“对外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教学工作】　学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
方位提高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一系

列措施，在《中国教育报》头版以《正视学生

差异，实行个性化人才培养》被报道。制定

了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的实施细则，在 ２００９
级学生中首次实施，有１７名学生成功转入
新专业学习。制定了《关于在本科生中开设

第二（辅修）专业教学的暂行规定》，推出了

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和市场营销三个第

二专业，在２００９级学生中开设了７个班，辅
修学生达４００多名。为新生开设了中学化
学与大学化学知识对接班，为 ２００８级 １１４
位优秀学生聘任了２３位导师。完成了京江
学院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汇编成册工作。获

得江苏大学校优毕业设计（论文）２１篇，较
去年增加 １１％，推荐了 ６篇毕业设计（论
文）参加省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比，有３
篇获奖。举办了计算机等级考试考前强化

班、英语四级考试冲刺班、数学建模培训班、

电子设计竞赛导航班和考研辅导班。人才

培养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高。２０１０
届毕业生英语四级通过率８３．３８％，学位授
予率８２．９１％，有９０人考取硕士研究生或出
国留学。２０１０年京江学院学生在省级以上
竞赛中获奖６１人次，在江苏省高等数学竞
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江苏赛区、全

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全国艺术设计大赛等竞

赛中分获一、二、三等奖多项。积极推进国

际合作办学。与德国沃尔姆斯应用科技大

学签订了合作办学及交流学习的协议，制定

了学分认可及转换办法；首次遴选出６名学
生到该校进行交流学习；草拟了与德国沃尔

姆斯应用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

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３个专业２＋２
联合培养的方案。与英国格林多大学（威尔

士大学成员）就机械及工商、财经专业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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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联合培养进行了商洽，与日本有关单位
和企业就订单式培养达成了初步意向。选

派了９名学生参加赴美国暑期社会实践学
习交流活动。

【专业建设抽检工作】　根据《江苏省教育
厅关于实施独立学院专业建设抽检工作的

通知》（苏教高［２０１０］２０号），京江学院于
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１日前完成了学院有关抽检专
业的网上数据填报工作，并报送《独立学院

专业建设工作抽检自检报告》，顺利完成了

迎评自检任务，并取得免于现场考察的良好

结果。根据江苏省独立学院专业建设抽检

工作指标体系与标准的要求，在２００８年组
建的虚拟系和教研室的基础上，学院对师资

队伍做了合理调整，构建了由自有专职教

师、长期外聘教师、短期兼课教师组成的师

资队伍结构新模式。现有专职教师：２４２
人，其中教授３５人，副教授８６人，高级职称
教师占５０％；博士５２人，硕士１２８人，具有
硕博学位教师占 ７４．４％。长期外聘教师：
１９０人，其中教授３０人，副教授５５人，高级
职称教师占 ４５．２％；博士 ３３人，硕士 １０６
人，具有硕博学位教师占 ７３．２％。短期兼
课教师：２４７人，其中教授１５人，副教授５５
人，高级职称教师占３０．８％；博士５１人，硕
士１２３人，具有硕博学位的教师占７０．７％。
学院在各专业聘请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

职教师为第二专业负责人（即副专业负责

人），实行“双负责人制”。按照评估指标体

系及标准的要求，京江学院构建了基础实验

室共建共享模式，与江苏大学物理实验中

心，电气工程实验中心，工程力学实验中心

的仪器设备和实验用房进行一定的共建共

享。为更好满足教学需求，适应评估要求，

京江学院与校图书馆合作筹建了江苏大学

图书馆京江学院分馆，并正式开放。

【学生工作】　２４８６名新生顺利报到入学。
新生入学教育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办

法，举办了８讲２４场集中专题讲座，按班级
举办了２７０余场次的主题班会和交流讨论
会。２６４０名毕业生安全文明离校。以学业
规划为契机，强化学风建设。对一年级全体

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学业规划专题辅导。

组织了新生学生干部培训班，安排了６场系
列讲座，新生９０个班级的２７０余名主要学生
干部参加了培训。实行“辅导员与任课老师

联系制度”，设立了“学生工作接待日”，坚持

实行“学生工作服务周”制度。加强辅导员

队伍建设。积极贯彻学校“建设专业化、职业

化的辅导员队伍”的精神，全年共组织辅导员

参加各种大型培训班、工作经验交流会８次，
以学生的心理把握为出发点，在工作技巧、工

作方法、工作案例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培训，提

高了辅导员队伍的工作水平。注重学生科技

创新能力的培养，大力鼓励在校学生开展科

技创新活动，２０１０年京江学院学生科研立项
申报１１０项，获批９５项。在第五届“星光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京江学院

陈奎获得二等奖。有４名学生被评为江苏省
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２个班级被评为
江苏省先进班级。

【招生与就业工作】　加强就业指导，积极
为学生提供就业服务。举办了１３场就业指
导讲座，举办“公务员考前培训”、“选调生

考前培训”、“大学生村官面试培训”等专题

培训班。分专业大类召开考研经验交流座

谈会，举办了考研辅导班，开设了“考研专

栏”宣传栏。２０１０届毕业生总就业率 ９１．
９４％。２０１０年京江学院共录取 ２４６０名新
生，理科录取分数线 ３０８分，超省控线 ３１
分；文科录取分数线 ３０４分，超省控线 ２１
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方法，拓展高分生

源，在保持较大招生规模的同时实现生源质

量的稳步提高。

（撰稿人：孙　国　审稿人：陈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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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学院

【概况】　江苏大学成人教育始创于上世纪
七十年代末，１９８８年经机械工业部批准成
立成人教育学院，２００５年 ９月更名为江苏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从江苏大学开办成人

教育至已有３０多年历程，这三十年，江苏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艰苦创业、锐意进取、勇于

探索、开拓前进，取得了显著成绩，为行业和

地方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目前，继

续教育已成为学校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２００１年江苏大学成立，使学校继
续教育事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专

业设置已由初期的４个专业发展为涵盖了
工学、理学、医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法

学、教育学等８大学科５２个本科专业。目
前，我院继续教育具有夜大、函授、脱产等多

种形式和专科、本科、专科升本科等多层次

的成人学历教育办学体系，以及短训班、职

业技能培训班多种形式的非学历继续教育

办学体系。同时，受江苏省自学考试委员会

的委托，承担“机电系统智能控制、管理工

程、法学、财务管理、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本科段及独立本科段）”，“电子政务（专

科）”等自学考试助学专业主考学校的任

务，还开展了自学考试专接本工作。学院现

有学历教育在校生近１８０００人，拥有遍及全
国九个省份的６０多个函授站、教学点。学
院目前有正式职工２９人，聘用人员２７人。
其中院领导１０人（含５名正副调研员），下
设８个部门：办公室、教学部、夜大函授部、
招生办公室、继续教育部、学生工作办公室、

团委、南京教学部。继续教育坚持发展自身

的办学特色，以教学为中心，注重内涵建设。

经过２０多年办学实践，学院继续教育已培
养各类毕业生、结业学生３００００余人，为江
苏等相关省、市地方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适

用型人才。由于办学成绩显著，连续多年被

机械工业部、江苏省、镇江市评为：自学考试

教育先进单位、成人教育优良学校、再就业

培训先进单位和教学评估优良单位。继续

教育学院在以后的办学中，将主动适应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应对教育市场变

化，坚持“积极发展，优化结构，规范管理，提

升内涵”的办学思路，积极调整发展战略，主

动适应继续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开创我校继

续教育工作发展的新局面。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继续教育学院党
总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坚持加强民主集中

制，推进党政共同负责，坚持院中心组的学

习，努力做到领导班子成员齐心协力、团结

协作，率先垂范，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勤政廉政，充分调动全院职工的

积极性，围绕学校２０１０年工作要点积极开
展工作。领导班子紧密结合继续教育的新

形势和继续教育学院的实际，深入开展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研究和探索开

展非学历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的思路和途

径。总支下设２个党支部，分别是学生党支
部、教工党支部，党员总数３７人，其中教职
工党员１７人，学生党员２０人，２０１０年共发
展学生党员３３人，举办分党校培训班一期，
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７８人。
【教学工作】　２０１０年度，顺利完成校本部、
梦溪、北固、中山校区的脱产、业余、函授学

生的教学组织工作，保证教学秩序的稳定；

做好自学考试助学专业学生的教学组织及

自考学生考籍管理工作。完成省教育考试

院布置的自考命题、阅卷等工作，严格遵守

保密制度，完成特色自考的教学组织、命题、

阅卷、学生管理、毕业审验等工作。全年共

组织自学考试命题８１门３１５套，完成１０１２
人３１５９课次自学考试助学专业考试报名
工作，毕业审验学员２４１人。共组织学士学
位外语考试４９８３人次，申报、颁发学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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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１２０４人，组织专科层次英语统考１７６人
次，计算机基础统考２８５人次。２０１０年，组
织开展学校第三轮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

和精品课程的申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推荐

江苏省第三轮成人高教特色专业和精品课

程的申报工作。共遴选出校成人高等教育

特色专业建设项目３项、精品课程１０门，推
荐申报江苏省成人高教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３项、精品课程４门。２０１０年，我院完成第
三批组织编写的成教类教材《护理学基

础》。

【函授站点建设】　２０１０年度完成新一轮函
授站、教学点评估检查工作，学院共分３个
评估专家组，先后历时９个月，共完成６１个
站点的检查评估工作；成功组织召开了

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函授站、办学点工作年会，对
规范函授站招生办学行为，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推进函授教育改革等方面做出部署；加

强对函授站点的过程管理，组织实施教学计

划，坚持试卷网上评审、毕业论文预审、视频

答辩等，保证毕业环节完成。

【网络教育】　２０１０年我校被教育部初列为
全国１００所数字化资源开放学校之一。完
成了２个远程网络教育课件录播室，全面布
置函授长线专业主要课程的课件建设工作，

并组织了两次对课件主讲教师的培训工作，

初步完成了远程网络和函授教育管理规章

制度的制定。至２０１０年底，网络课件共完
成３２门，其中２４门已上平台，１８门课件正
交叉录制，１００多门课程等待录制。
【学籍管理】　完成２０１０年度春、夏两季成
人高等教育毕业生３６５９人的毕业证书电
子注册工作和毕业证书的发放工作。做好

在籍学生转学、转专业、转形式等学籍变动

工作、双专科毕业证书办理工作及毕业证明

书办理工作。完成２０１０年度在籍学生的统
计及动态管理工作，１１月份统计，成人学历
在校生１７７１９人。

【招生工作】　２０１０年学院认真贯彻落实教
育部、省教育厅和有关部门的政策法规，反

复宣传和严格执行招生政策、收费政策，对

各函授站点严格规范管理，积极完成招生计

划。共计录取６０００余人，连续四年江苏省
第一。自考助学专业招生按照学校要求脱

产生实行停招。专接本新增联合办学点一

个（扬州职业大学，数学教育专业），招收新

生２０２人。
【继续教育培训及非学历教育】　２０１０年首
次召开江苏大学继续教育工作研讨会；积极

申报江苏省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全年开

展心理咨询师、会计资格证等非学历教育及

职业技能考试培训１４项，实际培训学员３
５００余人次，接受各类职业资格证书考试报
名６０００余人次。
【学生工作】　学生工作坚持“以人为本，服
务学生”，抓好班主任、学生党员、学生干部

队伍建设，坚持以党团建设、社会实践活动、

评奖评优和就业为支撑，强抓学风、班风建

设，以素质教育为主线，全面提高大学生的

综合素质。紧扣主题教育活动，加强思想政

治教育。开展“感恩、责任、奉献”主题教育

活动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纲要》学

习实践活动，班级参与率达到１００％。举办
形势与政策报告会 ３场，就业心理讲座 ２
场；举办了“塑造健康人格，铸就美好人生”

５２５大学生心理咨询会、心理健康知识展、
模拟招聘会、“优秀校友面对面”报告会、

“励志之星”报告会、女生心理健康教育等。

继续深化开展“党建三个一工程”活动，充

分发挥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先锋模

范作用。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开展进社区服

务活动，历时半个月协助润州山路社区完成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外出实践活动１
次。２０１０年，学生党支部被评为江苏大学
先进基层党支部，一名学生党员被评为“校

优秀学生党员”。关爱“三困”学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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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工助学９人，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重点关
注，接待学生访谈 ２０余人，并跟踪掌握情
况。做好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工作，开展毕

业生就业技巧及就业心理等方面的讲座，

９３７名脱产生文明离校。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发挥校园文化的引导作用。开展雷锋

月、读书节、感恩节等主题活动；举办师生趣

味运动会、女生节、风筝节、棋类比赛等大型

活动；指导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组织

参加校级赛事并取得较好成绩：运动会团体

第二名，篮球赛第五名，校园歌手大赛优秀

奖等做好志愿者特色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发挥实践育人作用。“下午四点钟学校”特

色志愿者品牌活动荣获江苏大学第二届“感

动江大人物”荣誉，并连续三年荣获“江苏

大学优秀青年志愿者小分队”荣誉称号。积

极开展暑期社会实践，鼓励大学生在实践中

“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积极创建就业

创业见习基地，让大学生利用暑期在企业实

习提高就业技能。加强宣传工作，发挥媒体

舆论作用。２０１０年，院团委组织的各种活
动分别在《中国红十字报》、中国日报新闻

图片网、法制网、新华网、《镇江日报》等国

家级、省市级新闻媒体报道，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应。

（撰稿人：张东萍　审稿人：房德康）

体育部

【概况】　体育部主要承担一二年级大学生
（含留学生）的体育教学、全校师生群体活

动、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校运动代表队训

练竞赛以及体育场馆管理等工作。设有办

公室、教学研究室、群体竞赛室、体质健康研

究室、场馆管理中心、校体育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与江苏省大学生排球协会办公室。体

育部拥有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现有教职工７０名，其中教授２名，副教授２７
名，２人具有博士学位，国际级裁判２名，国
家级裁判６名。２０１０年学校以优异的成绩
通过教育部对具有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学

校水平评估，经省教育厅评比学校获江苏省

体育工作先进学校，获得省体育局颁发的江

苏省群众体育先进集体。通过省教育厅对

校公共体育课程优秀等级的网络评估。

【党总支建设】　体育部党总支下设２个教
工党支部，党员２７名。２０１０年一名党员退
休，发展一名党员。体育部一贯重视党的思

想建设，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

发展”，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

设工程。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扎实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理论武装

工作不断加强。组织建设科学化、制度化、

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根据学校《江苏大学

教职工考勤及各类假期管理办法》，结合体

育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制定《体育部教职工

考勤与各类假期管理办法》，完善《江苏大

学体育场馆管理制度》和《体育部教师使用

体育场馆管理规定》等。积极做好发展党员

工作，加强党员管理和监督，扎实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组织全体党员到淮安周恩纪念

馆考察学习，重温为人革命历程，对党员进

行理想信念教育，党员同志在各项工作中能

够起到表率作用。坚持和完善党政共同负

责制，会同行政一起制定体育部“十二五”

事业发展规划。积极开展工会工作，成功召

开体育部首届二次教职工大会，组织教职工

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群众性文体活动。

【教学工作】　体育教学工作努力实现大学
体育“１２１”目标———为每位学生创造每天
活动 １小时的条件，教授２项运动技能，每
年进行 １次体质健康测试。通过集体备课、
期中教学检查，教师业务学习和技能训练，

值班主任督导看课等措施确保课堂教学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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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针对现有大学生特点对教学内容进行

改革，体育课程被遴选为校核心课程。２０１０
年学校申报并顺利通过了教育厅组织的江

苏省公共体育课程优秀等级网络评估。

【师资队伍建设与国际交流】　努力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一人晋升副教授，两人获得硕

士学位，一人赴海外进修学习。共组织６次
国际交流活动，４名体育部教师参与在镇江
举行的亚洲排球俱乐部冠军赛竞赛工作。

校男排５月与来访的俄罗斯莫斯科迪纳摩
大学男排进行了两场交流比赛，赛后学校和

俄罗斯莫斯科迪纳摩大学代表团就大学生

合作交流初步达成共识。

【群体工作】　群体竞赛工作成绩突出：成
功举办了江苏大学第九届运动会，项目涵盖

田径、篮球、足球、体育舞蹈等项目。在学工

处、体育部以及各学院共同努力下，大学生

早操质量明显提高；积极贯彻《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对全校所有本科生进行一次

体质健康水平测试并进行了统计分析指导

教学改革，测试结果按时上报教育部。《国

家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合格率有了明显提

高。２０１０年４月承办２００９—２０１０中国大学
生排球甲级联赛，校男子排球队获得全国大

学生排球甲级联赛冠军和江苏省第十七届

运动会亚军。男子足球队获得江苏省第十

七届运动会普通组冠军。校田径队、女子沙

滩排球队、羽毛球队、乒乓球队、游泳队等也

在江苏省十七届运动会上取得了冠军，扩大

了学校的影响，展现了学校群众体育、竞技

体育两翼齐飞、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科研工作】　科学研究成果方面，获批省
体育局课题３项，团省委课题１项。共正式
发表各类科研论文２０篇，其中 ＣＳＳＣＩ论文
发表３篇，在中文核心刊物发表８篇，省级
期刊１１篇。会议论文２８篇，其中国际会议
论文６篇，ＣＳＳＣＩ检索１篇，ＥＩ检索一篇，会
议论文ＩＳＴＰ检索１篇，出版学术性译著、教

材共５部。
【场馆建设与管理】　改造网球场 ２片，增
加灯光球场，改造室内外游泳池等。逐步健

全了管理制度，增强服务意识，为体育教学、

训练、群体活动以及学校举行的大型活动提

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对外开放的社会与经

济效益有所提高。

（撰稿人：樊晓飞　审稿人：李明学）

卓越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０年９月，为认真做好“国家教
育体制改革试点高校”工作，加快推进创新

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精心实施教育部“卓

越工程师人才培养计划”，经研究，决定成立

江苏大学卓越学院，挂靠教务处，下设办公

室。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全校首次卓越学院学生
大会在学校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召开。校

长袁寿其，副书记、副校长姚冠新，副校长田

立新，卓越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学工处、教

务处相关负责人和卓越学院全体学生１８０
多人参加了会议。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全校首次
卓越学院教师教学研讨会召开。副校长田

立新，卓越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务处相

关负责人和教师参加了会议。２０１０年 １１
月，江苏大学卓越工程师校企联合培养研讨

会在学校召开。会议由江苏大学校长袁寿

其主持，二十多家合作企业相关负责人与校

教务处、卓越学院及相关学院负责人参加了

会议。

【招生】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经学生申请，学校
考核，确定 １５３名学生为卓越学院首批学
生。其中，机械工程学院５０名，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５５名，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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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日常管理由具体学院负责。卓越

学院设立严格的考评制度，实行动态淘

汰制。

【教学工作】　在充分学习、调研、认证基础
上，制定出全新的“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方

案”。卓越班的学生按此方案培养。卓越班

教学工作实行聘任制。任课教师由卓越学

院直接选聘。

（撰稿人：刘　洁　审稿人：冯　军）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领导班子建设】　中心领导集体能够以学
校、中心的发展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学习

和领会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和江苏大学

第二次党代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

展观，对照流体中心“十一五”事业发展规

划和年度工作目标，为建设创新、和谐的流

体中心认真负责地做好各项工作，为推动流

体中心事业发展以及为国家和行业经济建

设做出了新的贡献。中心领导集体能够坚

持执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中心组学习制度

和民主生活会制度和，结合新时期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结合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实

际，围绕本单位的中心工作，加强政治理论

学习和实际问题的研究。通过学习，统一了

班子成员的思想，推进了中心的各项工作，

增强了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了自身

的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通过学习，打造了

一个具有坚定政治立场、强烈事业心和责任

感的领导班子。领导班子成员能够认真贯

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建

立和完善中心各项管理制度。大家以身作

则、严格自律，坚持按规章制度办事、按原则

办事。能够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是一个高效廉洁的领导集体。

【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开发】　科学研究是
学校的中心工作之一，是学科建设、教学工

作的基础，更是我们流体中心的主要职责。

我们始终坚持科研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大方

向，不断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１．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５项，市、厅级科
技进步奖２项。（１）袁寿其、袁建平等完成
的“离心泵内部流动特性与节能技术研究及

应用”获 ２０１０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２）袁寿其、刘厚林等参与完成的“无过载
排污泵设计方法及内部流动研究”获２０１０
年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３）钱
坤喜、曾培等完成的“叶轮式人工心脏泵研

究的系列成果”获２０１０年中国机械工业科
学技术三等奖。（４）王洋等完成的“立式斜
流泵、贯流泵标准”获２０１０年中国机械工业
科学技术三等奖。（５）汤跃、施卫东等完成
的“３８０Ｖ～１０ｋＶ矿用潜水泵性能自动测试
系统”获２０１０年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学技
术三等奖。（６）陆伟刚、曹卫东等完成的
“低比速矿用隔爆型排污排沙潜水电泵的全

扬程无过载研究”获２０１０年济宁市科技进
步二等奖。（７）朱荣生、曹卫东等完成的
“长轴液下离心泵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获２０１０年镇江市驻镇高校产学研合作项目
一等奖。２．科研成果通过省、部级鉴定 ７
项，国家和省级验收４项。（１）施卫东主持
完成的“低成本低能耗井用潜水泵关键技术

研究与开发”课题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鉴定。（２）刘建瑞主持完成的“ＴＬＢ３５０－
５６０型大型火电机组用脱硫泵关键技术研
究与开发课题”课题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鉴定。（３）叶晓琰主持完成的“海水淡化
用国产高压泵开发”课题通过中国机械工业

联合会鉴定。（４）刘建瑞主持完成的“高效
节水灌溉设备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课

题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鉴定。（５）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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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其主持完成的“变量喷洒低能耗轻小型灌

溉机组”课题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鉴

定。（６）李红主持完成的“变量喷洒喷头产
品开发及关键技术研究”课题通过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会鉴定。（７）李彦军主持完成的
“低扬程泵装置动力特性预测及优化设计关

键技术研究”课题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鉴定。（８）袁寿其主持完成的“变量喷洒低
能耗轻小型灌溉机组”课题通过国家科技部

验收。（９）施卫东主持完成的“泵节能技术
和产品的研发推广及检测服务”的课题通过

江苏省科技厅验收。（１０）刘建瑞主持完成
的“高效节水灌溉设备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

开发”课题通过江苏省科技厅验收。（１１）
施卫东主持完成的“输送柔性物料的涡旋前

伸式污水泵内部两相流动研究与设计开发”

课题通过江苏省“３３３工程”领导小组验收。
３．授权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２０项，获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授权４项，申请国家发明
及实用新型专利 ２３项（其中发明专利 １５
项、实用新型专利８项）。授权的发明和实
用新型专利主要有：（１）袁寿其的“变量喷
洒全射流喷头”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２）
柴立平的“船用蓝藻处理系统及其处理方

法”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３）曾培的“磁
力泵转轴位置在线监测装置和方法”获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４）王新坤的“一种液压施
肥装置”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５）刘厚林
的“双流道泵三维参数化造型软件［简称：

ＤＣＰ－３Ｄ］　Ｖ１．０”获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授权。（６）刘厚林的“双流道泵水
力设计软件［简称：ＤＣＰ］　Ｖ１．０”获国家版
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授权。（７）刘厚林
的“双流道泵网格划分软件［简称：ＤＣＰ－
ＭＧ］　Ｖ１．０”获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授权。（８）刘厚林的“双流道泵网格优
化软件［简称：ＤＣＰ－ＭＯ］　Ｖ１．０”获国家
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授权。（９）陆伟

刚的“一种半干式潜水电机”获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授权。（１０）蔡彬的“一种防冻止回
阀”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１１）施卫
东的“一种高效轴流泵叶轮”获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授权。（１２）孔繁余的“一种高温泵
轴承体抛油接油冷却装置”获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１３）陆伟刚的“高速大功率潜
水电泵”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１４）
袁寿其的“一种径向螺旋槽内径端加开周向

贯通槽的新型机械密封”获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授权。（１５）孔繁余的“一种水陆两用式
磁力驱动泵”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１６）孔繁余的“多级泵后环折返式平衡
鼓”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１７）李彦
军的“高比转数轴流泵导叶体”获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１８）杨孙圣、孔繁余的“一
种泵反转香叶轮进口”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１９）孔繁余的“变频高速永磁屏蔽
泵”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２０）孔繁
余的“变频高速直驱液冷型磁力泵”获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２１）陆伟刚的“在工
程塑料井泵的塑料导流壳内孔部位镶嵌的

轴承嵌件”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２２）陆伟刚的“用于离心泵出口的立式逆
止阀”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２３）刘
厚林的“一种卧式径向多极离心泵”获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２４）孔繁余的“变频
高速湿式潜水泵”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４．王新坤编写的《微灌系统遗传算法
优化设计理论与应用》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正式出版。５．王洋等通过中国标准出版
社正式出版发行 ＧＢ／Ｔ２５４９０—２０１０《小型
潜水电泵》、ＧＢ／Ｔ２４６７４—２０１０《污水污物
潜水电泵》、ＧＢ／Ｔ２４６７０—２００９《节水灌溉
设备词汇》、ＧＢ／Ｔ２４６７２—２００９《喷灌用金
属薄壁管及管件》、ＧＢ／Ｔ１７１８７—２００９《农
业灌溉设备　滴头和滴灌管　技术规范和
试验方法》、ＧＢ／Ｔ１８６８９—２００９《农业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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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小型手动塑料阀》—ＩＳＯ９９１１：２００６、
ＧＢ／Ｔ１８６９０．１—２００９《农业灌溉设备微灌
用过滤器第１部分：术语、定义和分类》国家
标准１０份；ＧＢ／Ｔ２５４０４—２０１０《行走式抗旱
节水灌溉机》、ＧＢ／Ｔ２５４０６—２０１０《轻小型喷
灌机》、ＧＢ／Ｔ２５４０８—２０１０《悬挂式远射程喷
灌机》、ＧＢ／Ｔ２５４１０—２０１０《以拖拉机为动力
的移动式泵站》等６项国家标准（正在印刷出
版中）。起草制订了２项国家标准、５项行业
标准，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已通过审查。完成正式报
批３项国家标准。目前正在进行国家和行业
标准制修订项目１５项；２０１０年新列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自吸泵》、《潜水电泵可靠性试验方
法》等国家和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８项，待正
式下达。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学术会议
上发表论文共１１２篇，其中核心期刊以上论
文１０８篇，被ＳＣＩ、ＥＩ、ＩＳＴＰ等三大检索收录的
论文６８篇。７．纵向科研项目立项１７项，合
同总经费１２００余万元，我校经费约５００万
元。（１）刘厚林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低比转数离心泵驼峰现象的不稳定流动机

理研究（５１０７９０６２）”，经费３７万元。（２）施
卫东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轴流泵转轮

和导叶非定常相干机理及其诱导压力脉动的

研究（５１０７９０６３）”，经费３６万元。（３）张金
凤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带分流

叶片离心泵流固耦合诱导振动特性研究

（５１００９０７２）”，经费２０万元。（４）李红主持
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全射流喷头射

流元件内射流附壁特性及切换频率研究

（５１０４９０１１）”，经费１０万元。（５）袁寿其主
持的江苏省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超大型

高技术船舶压载泵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合同

总经费８００万元，我校经费１６０万元。（６）
施卫东、许建强等主持的省产学研项目“节能

型无 堵 塞 纸 浆 泵 的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ＢＹ２０１０１３１）”，经费５０万元。（７）李红主
持的省科技支撑（农业）项目“智能型异形域

节 水 节 能 喷 灌 系 统 研 究 与 开 发

（ＢＥ２０１０３９３）”，经费３５万元。（８）李红主持
的省科技支撑（工业）合作项目“离心式中浓

纸浆输送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

（ＢＥ２０１０１７１）”，合同总经费７０万元，我校经
费３５万元。（９）刘建瑞主持的省科技支撑
（工业）合作项目“核级全程监控智能闸阀关

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ＢＥ２０１０１１６）”，合同总
经费６０万元，我校经费１８万元。（１０）谈明
高主持的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高效太阳能

离心泵水力设计方法的研究（ＢＫ２０１０３４６）”，
经费９万元。（１１）张金凤主持的江苏省自
然科学基金“基于流固耦合的低比转数离心

泵非稳定流动特性研究（ＢＫ２０１０３４７）”，经费
９万元。（１２）袁建平主持的省“六大人才高
峰”项目“泵内部流场低频压力脉动研究”，

经费５万元。（１３）王洋主持的国家标准化
委员会项目“井用潜水电泵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等十六项国家标准，经费４４万元。
（１４）王洋、汤跃、张金凤等主持的全国农业
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项目“管道屏蔽电

泵”等六项行业标准，经费 １０万元。（１５）
李彦军主持的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

目“基于导叶体最优匹配的大型轴流泵装置

优化设计理论与应用（１０ＫＪＢ５７０００１）”，经
费３万元。（１６）依托中心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招收的曹卫东、李彦军２位企业博士后，
获批江苏省首批企业博士后集聚计划项目，

每项经费 ２０万元。８．积极参加横向科研
工作，先后为６５家企业开发设计了斜流泵、
混流泵、磁力泵、长轴液货泵、矿用潜水泵、

汽车发动机冷却水泵、深井泵、纸浆泵、化工

泵、智能闸阀、消防泵、渣浆泵、螺旋叶片专

机、音乐喷泉等二十几个品种的新产品和新

装置，同时还承接了两期行业水泵设计和试

验技术培训班等。累计各类横向课题、技术

培训、检测等横向经费合同额约为 ８５０万
元。９．江苏大学与山东博泵科技股份有限

５８３



()*!+,

（２０１１）

公司在核电领域开展合作。本次合作是我

校科技进军核电领域的重大标志，合作双方

通过共建技术平台，研究生工作站、科技攻

关等形式强化产学研合作，将学校的学科、

科技优势与企业的工程优势相结合，通过共

同努力，必将对我们国家核电泵的国产化作

出应有的贡献。１０．在联合行业骨干企业
共同承担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方面继续取

得显著成绩。由黄道见负责的百万千瓦核

电用“余热排出泵”通过技术评审，达到技

术指标要求，为江苏双达集团申请核电二级

泵生产许可证奠定了基础。朱荣生负责的

“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离心式上充泵国产化关

键技术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学科、基地建设】　学科建设是学校各项
工作的龙头，是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战略任

务。全体职工能够顾全大局，统一思想，齐

心协力，为学科建设多作贡献，再次取得了

显著成绩。１．流体机械及工程国家重点学
科顺利通过教育部组织的加强建设期考核、

评估，成绩优良。２．完成中央财政支持地
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特色重
点学科项目建设规划与２０１２年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省级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计划表，

并按照教育部通知精神，完成了“特色重点

学科项目”建设方案编制工作。“流体机械

及工程”国家重点学科获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中
央财政支持特色重点学科项目专项资金

１３５０万元支持，同时江苏省将给予 １：１配
套。３．作为“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
学科建设牵头单位，认真研究、制订动力工

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建设的主要思路

和具体措施。通过整合学校相关学科优势

资源，联合汽车学院、能动学院等兄弟院系

联合申报了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

期项目，目前已经通过了通讯评审。牵头组

织了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江苏省一级学

科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的中期评估工

作，评估结果合格。牵头组织了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评估工作，评

估结果良好。作为一个学科方向，环境科学

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已经通过了江苏省

学位委员会的初审和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

复审。同时，为其他学院学位点的申报提供

了支撑材料。４．生物医学工程获批工程硕
士授权领域。５．编制完成流体机械及工程
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６．根据学校统一安排，开展了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博士、硕士）、水利工程（硕

士）、生物医学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的修订工作和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

７．施卫东与江苏亚太泵阀有限公司合作，
获批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南京蓝深制

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获批江苏省产学

研联合培养研究生优秀基地、江苏省企业研

究生工作站。刘厚林与江苏省振华泵业制

造有限公司合作，获批江苏省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并合作共建江苏省船舶与舰艇用泵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先后与其他企业合作，共

建企业工程中心、研究所共１０余个。８．根
据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相关通知精神，负责

填报了流体机械及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动力

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的

信息年度报告。完成“十二五”普通高等学

校优势特色学科（群）建设项目摸底工作。

【师资队伍建设】　１．袁寿其获“何梁何利
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实现我校该奖项

零的突破；并获中国农业机械发展贡献奖。

施卫东被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推

荐为２０１０年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
选。李红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施

卫东被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评为九三学社

中央优秀社员。王洋被中国农机学会评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学会先进工作者。２．袁建平
被列为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

师培养对象、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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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人才培养对象及江苏大学“拔尖人才培养

工程”优秀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对象。３．王
新坤、王洋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４．聘请
美国德州理工大学贺照明教授为我校讲座

教授并被认定为硕士生导师。聘请美国

ＡＳＭＥ终身会员ＰａｕｌＣｏｏｐｅｒ博士、南水北调
东线江苏水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东升研究

员级高级工程师为我校兼职教授。５．袁建
平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澳大利亚昆士兰理

工大学进修，因对方工作需要进修时间由半

年延长为一年。６．谈明高借调国家自然基
金委工作半年；李彦军进入博士后流动站进

行合作研究。７．引进本校博士１人、华中
科技大学博士１人、河海大学博士１人（张
德胜、汪家琼、褚琳琳）。８．施卫东被九三
学社江苏省委评为２０１１年度先进个人，并
担任九三学社镇江市委员会副主委。９．汤
跃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教师，金宁被评为江

苏大学先进工作者。

【工程中心建设与对外交流及行业工作】　
１．申报的“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已经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组织的同行专

家评审和综合评审，有望实现江苏大学国家

级科技平台零的突破。２．袁寿其担任亚洲
农业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袁寿其、施卫东担

任《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编委。３．《排灌
机械》杂志经过多方努力，改版为《排灌机

械工程学报》，并扩大刊登量，使《排灌机械

工程学报》再上新台阶。截止目前《排灌机

械工程学报》共出版发行杂志１２期（其中９
期已被ＥＩ收录，３期正在收录中），获得了
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为业内专家、学者、工

程技术人员提供了展现科研进展的高端平

台。２０１０年在教育部组织的期刊评选中，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获得“第三届中国高

校特色科技期刊奖”。４．承办２０１０年国际
农业工程大会“节水灌溉工程，促进农业可

持续发展”分会议。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６

～２０日在上海市召开，会议交流论文 ２８
篇，与会代表有 ３０多个单位的约 ６０人参
加。会议重点研讨了近几年来，国内专家、

学者、工程技术人员等在节水灌溉工程方面

的学术与技术研究的进展和成果。５．１１月
２６日至２９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主持召开了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排灌机械分会换届大会

及标准研讨会”。排灌机械分会副主任施卫

东研究员代表第八届委员会作了题为“坚持

科学发展，发挥学会在行业转型升级中的作

用”的工作报告；秘书长王洋研究员作了

“排灌机械分会第九届委员会换届工作说

明”。在排灌机械分会第九届委员会中，袁

寿其研究员担任主任，施卫东研究员担任副

主任，王洋担任秘书长，李伟担任副秘书长，

李红、刘厚林担任委员。在《排灌机械工程

学报》第九届编委会中，袁寿其研究员担任

主任、主编，施卫东研究员担任副主任、副主

编，王洋、曹卫东、潘中永担任编委，曹卫东

担任副主编。６．承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主办的水利科学与

海洋工程学科中青年科学家学术研讨会议。

会议邀请代表包括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

科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部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和重点项目负责人、９７３项目
负责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千人计划和

特邀代表等共１２０余人。针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定位，更加侧重基础、更加侧

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主要研讨了《重大研

究计划立项建议》、《重大项目立项建议》、

《重点项目立项建议》及交叉研究与集成研

究的方法和经验，在本学科部分领域，促进

我国从“国际生产与工程中心”走向“国际

学术与研究中心”。７．２０１０年美国机械工
程师学会流体工程学术会议在加拿大蒙特

利尔胜利召开，校长袁寿其率领我校流体机

械学术代表团共１１人（中心９人）应邀参加
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共录用美国、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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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和德国等３３个国家的７３０篇论文，
参会代表５００余名。录用江苏大学流体机
械及工程学科相关论文２１篇，其中有１１篇
文章在大会上进行宣读及讨论，论文数量和

质量都达到较高水平，得到美国流体工程学

会的高度重视，在国内外同行中引起较大反

响。通过此次学术会议，国内外水泵界的同

行详细了解了江苏大学水泵研究的发展历

程及所取得的成就，对水力设计等研究成果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新型深井离心泵、

磁力泵和低比速离心泵的研发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在国际行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力，扩大了我校流体机械学科的国际影响

力，为我校流体机械及工程重点学科与国际

先进水平的接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研究员带领
１９名流体机械学科的师生赴浙江大学参加
２０１０泵与风机国际会议。此次会议有美、
英、法、德、日、韩、新加坡以及北京清华、上

海交大等国内外一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知名企业的著名学者参加，袁寿其校长担任

了Ｐｕｍｐ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分会场主席，交流学术
论文９篇（已被收录论文集），加强了与国
内外院校及研究机构的联系。８．先后邀请
美国 ＡＳＭＥ学会、法国 ＰａｒｉｓＴｅｃｈ旋转机械
实验室、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伊朗科技

大学、日本大阪大学、丹麦格兰富、德国ＫＳＢ
等的教授、专家开展合作研究、讲学共１０余
人次。９．李红研究员赴加拿大参加世界农
业与生物工程学会（ＣＩＧＲ）世界大会；张金
凤于９月１６—１８日在无锡参加了 ＬＳＭＳ＆
ＩＣＳＥＥ２０１０年会，并宣读论文；王新坤等赴
云南昆明参加农业水土工程行业会议；施卫

东、王洋等多位同志分别参加了中国通用机

械工业协会泵业分会主办的全国泵技术工

作会议及其他行业会议，扩大了学校及中心

的影响力。１０．王洋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５月、６
月、８月、１０月、１１月在上海、江苏镇江、金

坛、浙江杭州、温岭和山东威海按工作程序

组织召开了十一次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讨

论与征求意见会，参加了三次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审查会，得到了国标委、工信部、机械

工业联合会、全国农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

表扬。１１．与能动学院一起承办了由北京
市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学会主办的“２０１０能
源与动力论坛（北京镇江），施卫东研究员

作了大会学术交流。１２．为行业企业举办
水泵设计、试验培训班共６期，培训各类技
术人员１００余名。上述学术交流与行业工
作的开展，进一步扩大了中心在全国及行业

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提高了学术地位。

【实验室与检测工作】　（一）实验室建设。
积极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

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流体

检验中心可持续发展。一年来，根据上级的

有关规定，做好实验室的管理和建设工作。

完成了轴流泵闭式试验台的建设。进一步

完善试验系统，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定期对

试验设备进行维护保养，按时对仪器设备进

行检定和校准，始终保持试验设备正常完

好，随时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做好科

研的准备工作。今后，我们将继续按照上级

的有关规定，认真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检验

任务，努力做好检验工作，加强与企业的联

系，做好企业的技术服务工作。进一步完善

质量管理体系，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把检测

中心建成一个优质高效的检验机构。（二）

检测工作。１．泵类产品生产许可证样机的
检验任务根据江苏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的

安排，参加了部分泵类产品生产许可证样机

的检验工作。今年共承担了江苏省１４家泵
生产企业许可证样机的检测工作，共检测了

各类水泵８６台。２．２０１０年二季度泵类产
品省级定期检验的抽样及检验工作。根据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安排，承担了２０１０年
二季度泵类产品省级定期检验的工作，共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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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了３８家泵企业生产的离心泵、潜水泵产
品共７６台，按期完成了任务。３．泵类产品
的委托检验工作。受生产企业的委托，本年

度我中心共承担了４８家泵类产品生产企业
的产品委托检验工作，检测各类水泵 １０５
台，及时、准确、公正地为企业提供了各类产

品的检验结果。４．科研及研究生试验工
作。一年中，认真、及时完成了大量流体中

心工程技术人员的科研试验和部分研究生

的试验研究工作。５．马新华、施卫东参加
了江苏省泵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条件实地

核查工作。（三）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

根据质检机构计量认证和机构认可的要求，

在具体工作过程中，按照质量手册的要求，

组织体系的运行，并按有关规定对体系进行

审核、评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及时组织

全体员工认真学习国家的有关政策、法律、

法规及有关检测工作的守则。在检验工作

中，能严格按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执行。在

检测、审查与判定工作中，能严格执行有关

标准，遇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请示汇报。

能科学、公正地出具检验报告。２０１０年共
出具各类检验报告６６８余份，没有出现判断
结论失误的报告，发现有一般性文字错误的

报告１份，报告的一般性差错率小于０．２％；
在用检测仪器设备全部完好，主要在用仪器

设备的完好率为１００％；２０１０年收集客户调
查表１９份，客户满意率为１００％，没有客户
的投诉。江苏大学流体机械质量技术检验

中心有限公司国家认可实验室通过了国家

认监委的监督评审。接受了江苏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组织的有关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

检测机构对实施规范落实情况的抽查。本

年度派人参加了有关业务知识的学习、培训

工作。郎涛在北京参加了节水产品认证审

查员培训。施卫东、曹卫东在镇江参加了资

质认定和实验室认可内审员培训。郎涛在

北京参加了认可委组织的实验室认可有关

知识的学习。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法律法

规和检验人员有关知识的学习，并参加了江

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的检验员换证考

试。通过培训学习，提高了工作人员的素质

和工作能力，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研究生培养与教育】　流体中心目前共有
硕士研究生１３６人，博士研究生３３人，共计
１６９人。另有在站博士后 ９人。现有研究
生党支部４个，兼职辅导员１人。２０１０年，
流体中心根据校党委关于学生工作的部署，

在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和中心党总支的领

导下，坚持以“学生为本”和“从严管理”的

工作理念，以促进学生发展与成才为工作主

线，以学风建设为中心，坚持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切实抓好思想教育、学风建设、信息工

作、教师队伍建设等工作，进一步规范学生

管理，除圆满完成校党委布置的各项工作任

务外，还结合中心实际情况，扎扎实实地开

展了一系列具有中心特色的活动，在各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１．加强研究生党建工
作，发挥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１）严格组织生活制度，继续组织
研究生认真学习领会十七大精神及两会精

神，落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长

效机制，发挥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通过组织研究生党员进行校

内外参观访问等多种形式的组织活动，提高

了组织生活的质量和党员的思想素质，加强

了基层党支部建设。（２）按计划发展党员，
规范程序，保证质量，确保吸纳各方面均表

现优秀的同学加入党组织。中心对所有发

展的党员均实行公示，以听取各方面的意

见；对已经列为发展对象的同学，充分发挥

广大同学的监督作用，加强对他们日常监

督，同时实行“一帮一”，每名发展对象均分

配一名老党员对其进行辅导。本学年共发

展研究生党员１０名，研究生党员人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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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名，占研究生总数的５０．３％。（３）切实
做好入党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培训工作，加

强学生党员先进性教育，发挥党员的带头模

范作用。组织发展对象积极参加校党委组

织部举办的学生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不断提

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工作水平；同时对

他们的工作进行考核，加强他们学习、工作

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今年共有 １３
名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１３名通过考核。
（４）在日常生活中，中心党总支及各党支部
及时了解中心研究生学习生活，及时帮助同

学解决生活、学习方面的困难。以各党支部

书记牵头，做好学生工作，保证信息畅通，将

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确保研究生思

想稳定，促进各方面工作的开展。（５）流体
中心获研究生思政教育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荣誉称号。流体中心博士班获 ２０１０年度
“江苏省先进班集体”荣誉称号；０９级团支
部获江苏大学红旗团支部；０８级党支部获
江苏大学先进党支部。流体中心研究生分

会获江苏大学第五届研究生趣味健身节优

秀组织奖、江苏大学第五届研究生十佳歌手

大赛优秀组织奖及江苏大学２０１０年度“十
佳研究生分会”荣誉称号。涂琴、骆寅获江

苏大学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刘二会获江

苏大学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２．加强团
支部建设，发挥团支部在学生思想教育中的

中坚作用。（１）配合校团委的工作安排，展
现中心各年级团支部的风采。参加校团委

开展的团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团日

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科技活动、青年志愿者

活动。（２）组织开展“关爱下一代，传播真
善美”———０９级团支部荣炳镇茅山老区行
活动。３．完善科研条件建设，营造良好的
学术氛围。（１）中心领导一直十分重视研
究生的科研工作，为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学

习和科研条件。在硬件上，中心的研究生每

人都配备了高性能计算机，每个同学都有固

定的工作室位置；每学年导师能给予 １０００
元以上的科研津贴。在学习交流方面，由于

中心导师和学生同在一层楼办公，能够经常

沟通，研究生之间也能互相帮助、互相关心。

中心各位导师也从学习和生活各方面给予

研究生全方位的指导与关心。良好的教学

资源，和谐的导师团队让中心的每位研究生

均获益匪浅。（２）中心每学年都邀请校内
外知名专家、学者为研究生作相关学科前沿

研究的学术报告。组织举办了江苏大学第

六届“江海扬帆”流体机械学术沙龙。学术

沙龙邀请了校内知名专家及导师为同学做

点评，很好地促进了学术交流，开拓了研究

生的视野，同时本届沙龙突破创新，增加国

际学术会议汇报交流部分，采用全程英语交

流模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３）为提高研
究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引导他们理论知识应

用于实践，中心组织全体流体机械学科研究

生到知名水泵制造企业苏州格兰富等公司

参观，进行专业学术交流参观学习。（４）在
优良的科研条件与中心导师的辛勤教育下，

中心研究生在研究生科技活动中展现了良

好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周岭等６名
同学获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

践与科技竞赛一等奖；何晓峰等６名同学获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

技竞赛三等奖；黄萍获第七届“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黄萍获“赢在

常熟”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三等奖、何

晓峰获优秀奖；司乔瑞获第二届全国大学生

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创业”比赛江苏省决

赛三等奖及第十七届“三国三校”国际学术

研讨会最佳学生论文；王超在中国农业工程

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学术

年会获得优秀青年学术论文；王慧获格兰富

创意大赛二等奖；周岭等６名同学获第二届
江苏大学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一

等奖；何晓峰等６名同学获第二届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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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特等奖；王涛

获江苏大学第十一届研究生科技论文大赛

三等奖；祝磊获江苏大学第一届动力类研究

生学术论坛三等奖。部分学生参与到导师

一些课题研究中，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论

文并被录用。４．大力推进学风建设，营造
良好的班风学风。大力深化学风建设，加强

学生学习目的教育，通过各年级之间的交

流、理论专题讲座和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学

术报告等活动，营造中心良好的学术氛围。

加强学生科研工作的指导，鼓励学生参加各

种创新、创业大赛，积极参加全国类的研究

生比赛及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在引导学生

做好学术的同时，认真做好评优表彰工作，

树立学风建设典型，努力在中心形成勤奋好

学、争先创优的学习氛围。认真开展“先进

班集体”、“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毕业生”

等各级各类学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

选申报、审定及表彰工作。认真开展新生奖

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各类专项奖学金的

申请、评审、发放等工作，积极拓展专项奖学

金的新增项目。获省三好学生１人、校优秀
毕业生３人、中心优秀毕业生５人。朱兴业
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张德胜获江苏

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裴吉、王洪亮获江

苏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裴吉、田飞、董

亮博士生获江苏省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资

助，张翔、王超、杨孙胜博士生获江苏大学研

究生创新计划项目资助。周岭获江苏大学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学年校长奖学金、江苏大学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学年优秀研究生标兵；周岭、邹
萍萍、周水清、王勇获江苏大学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学年优秀研究生；张华、张丽获江苏大学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学年优秀研究生干部；恽强龙
获江苏大学研究生优秀社会工作奖；何晓峰

获江苏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荣誉称号。

５．发掘文体人才，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中心领导在强调研究生做

好学术的同时，鼓励大家积极参加各种各样

的文体活动，并资助学生购买篮球、足球、羽

毛球等体育器材。２０１０年中心学生在各项
比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许文博获江苏大

学研究生“十佳歌手”荣誉称号、江苏大学

第五届研究生十佳歌手大赛二等奖、江苏大

学第五届研究生十佳歌手大赛最佳台风奖，

刘威获江苏大学第三届江排主持人大赛亚

军，王国涛、刘二会、王振伟获江苏大学第二

届ＣＡＤ技能大赛二等奖，刘威获江苏大学
职业规划大赛二等奖，李帅等获江苏大学第

六届英语科技论文比赛优胜奖，司乔瑞获江

苏大学第一届三尺讲台三等奖等。此外，中

心积极组织同学参加了校运动会，陈浩获江

苏大学第九届运动会１１０米栏冠军，在“研
究生趣味健身节”中，中心学生也取得了很

好的成绩，姚捷获江苏大学第十届乒乓球大

赛女子单打冠军，姚捷、徐欢获江苏大学第

十届乒乓球大赛混双冠军。同时与兄弟学

院开展篮球比赛等，促进同学间的沟通与交

流。６．开拓创新，探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
质教育的新思路。素质教育是大学教育的

主线，是其他一切教育的归宿，我们从中心

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多种角度努力探索大学

生素质教育新思路，为广大同学搭台铺路，

创造机会。中心领导在１０级研究生新生入
学之际，多次开展入学教育，让广大新生在

一入学就有一种使命感，号召大家努力拓展

各方面素质，做一名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同时，中心举办硕博交流会、班委交流会以

及邀请优秀研究生做报告等活动，充分发挥

研究生分会的作用，积极开展各种丰富多彩

的文体活动，营造良好氛围，促进中心学生

全面发展。７．认真做好特困生的帮扶工
作。中心密切关注特困生的成长和学习，深

入、细致地做好特困生工作。目前中心共有

特困生１０人。在特困生资格的认定上，首
先由各班班长、团支书组织班委会进行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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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然后通过开班会由全体同学讨论，最后

中心进行统一公示和审核。中心还多次联

系校内外勤工助学岗位，切实解决特困生的

生活困难。同时，中心导师也给予贫困同学

关注，并以身作则在生活上给予补贴。

８．招生就业工作跨上新的台阶。２０１０年中
心完善了硕士生招生优惠政策及研究生培

养的激励、奖励政策，对本科为热能与动力

工程专业流体机械方向的第一志愿考生和

２１１院校毕业的考生及推免生给予奖励。
２０１０年共录取博士研究生１１人、硕士研究
生４７人，招生人数稳步增长，圆满完成了招
生计划。２０１０年共毕业博士生 ４人、硕士
生３３人，全部获得学位；就业率达１００％。
【党总支工作】　（一）党建工作。认真学
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时俱进地开展工

作。按照学校党委组织部的意见，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展党建工作，组织党员学习教育

活动，为全面贯彻落实学校党政工作要点和

完成流体中心年度工作目标提供思想、政

治、组织保证。１．党总支建设。科学发展
观学习实践活动和党内创先争优活动是党

的十七大作出的在全党深入开展的两项重

要战略活动，积极开展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

动。以学科建设为龙头，队伍建设为核心，

教学科研为中心，人才培养为根本，深化改

革为动力，服务社会为方向，全面加强中心

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把

流体中心建设成为本行业国内一流，并具有

国际知名度、高水平、开放式的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党总支工作有计划、目标，有落实、

有总结；总支书记参与讨论决定本单位主要

工作和重大事项；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坚持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会议有记录、重要

事项有纪要；班子团结，成员中没有出现违

反廉政规定的现象；坚持党员领导干部双重

组织生活制度，领导班子每年开一次民主生

活会；做好科级干部聘任工作，确保工作的

稳定；每月召开一次委员和支部书记会议。

中心党总支获“党建工作创新创优鼓励

奖”。２．党支部建设。党支部设置合理、组
织健全、按期换届；支部工作有计划、有总

结；支部书记待遇落实；支部书记参加流体

中心党政联席会议，参与讨论决定本单位的

重要事项；严格组织生活各项制度，坚持每

两周一次的组织生活制度，支部组织生活正

常、规范、有效果，记录清楚完整；党员中没

有发生违纪或出现重大事故现象。３．党员
教育、管理和发展。各党支部围绕争先创优

活动，充分发挥教工党员在教学、科研、管理

工作和学生党员在班级建设、社区建设、班

风建设、学风建设等方面的示范带头作用。

各支部积极开展最佳党日活动，２００９级研
究生党支部获“最佳党日活动”二等奖，

２０１０级研究生党支部获“最佳党日活动”鼓
励奖。党员管理严格、规范，党员、流动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和申请入党人等台账齐

全，在“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指导思想下

按计划发展党员，全年共发展党员 １０名。
按时缴纳党费，年底各党支部公布党员党费

缴纳情况，党总支公布党费收缴使用情况。

今年有８名同学参加了２０１０年６月分党校
举办的第四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全部通

过学校考核。有１２名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同
学参加了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举办的第二期入党
启蒙教育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共青团

“推优”工作程序规范。（二）宣传思想工

作。１．理论武装工作。坚持中心组学习制
度，有计划，有考勤，效果好。每月组织学习

１次，全年共学习６次。注重职工思想政治
工作，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平时

组织职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校党

委、行政方针，结合流体中心的特点，根据单

位性质及科员人员的各自特点，从学习内

容、时间、方式等方面提出相应的要求，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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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安排，有计划、有重点地抓好政治理论

学习。中心组成员在做好中心组学习的同

时，直接担任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小组组

长，领导和负责职工的学习。广大教职工的

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为各项工

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２．主题教育活动。继续开展“送温暖献爱
心”主题教育活动，年初继续组织发动流体

中心教职工与山西阳高县中小学生开展“一

对一”帮扶活动，开展书信联系。这样，不仅

为孩子们送去了经济上的资助，而且为他们

的思想和学习上的进步提供了帮助。通过

长期的结队帮扶活动，广大教职工的爱心意

识普遍得以增强。３．宣传工作。及时宣传
报道本单位教学、科研、学生工作动态。全

年向网络、电视、校报等校内媒体投稿 ３２
篇，报道量居直属单位前沿。积极组稿综合

性宣传报道，省级以上宣传报道３篇，省级
以上转载１８次，市级以上转载３次。李伟
获江苏大学优秀教职工记者。４．网站管理
建设。做好网站管理工作，及时更新维护。

下半年组织新网站建设，栏目设置、版面设

计等都有较大提高。特别是英文网站，不仅

详细介绍了本单位的研究内容、研究设备、

师资队伍，同时及时介绍本单位的学术交流

等动态内容。流体中心网站从全校７０多个
网站中脱颖而出，获２０１０年度江苏大学十
佳网站，李伟获二级网站优秀管理员。

（三）工会工作。流体中心分工会在学校工

会和流体中心党总支的领导下，在流体中心

行政的大力支持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紧密围绕流体中心的发展大局，努力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文化

活动，积极维护教职工的各项权益，为建设

团结、创新、和谐的流体中心开展相关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年先后组织教职工参

加了江苏大学教职工春季长跑、庆“五一”

教职工保龄球比赛、登?山活动、江苏大学

第五届教职工乒乓球比赛、第四届教职工排

球比赛、秋季“慢走”健身活动、教职工“健

身秧歌”比赛、２０１０年教职工象棋比赛以及
江苏大学第九届运动会。流体中心分工会

取得了象棋比赛团体第四名、排球比赛团体

第七名的好成绩。在第九届运动会上，蔡彬

获得男子铅球冠军，褚琳琳获得女子４００米
第三名，曹卫东等获得自行车接力慢骑第四

名。流体中心获得江苏大学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度群众体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蔡彬、曹卫

东、张金凤三人获得先进个人称号。为推动

流体中心教职工健身运动的开展，倡导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断推广“每天运动一小

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的健

身理念，流体中心不断完善二级教工之家的

建设，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在办公用房十分

紧张的情况下，利用老实验室改造的契机，

于２０１０年初腾出了近１００平方米的房间作
为二级教工之家的健身房和兵乓球室，流体

中心行政拨专款添置了更衣柜、桌椅等家具

用品。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３日、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１
日及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分别组织了“新年
杯”兵乓球比赛、流体中心第三届兵乓球比

赛以及研究生处、流体中心教职工首届兵乓

球友谊赛。以上活动的开展，极大地增强了

流体中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中心工作取

得全面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流体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分工情况】　施卫
东，主任：主持行政全面工作，分管学科建

设、检测、实验室、财务、办公室工作。李红，

书记：主持党总支全面工作，分管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分工会、共青团工作。刘厚林，

副主任：分管科研、行业、国际合作与交流工

作，协管学科建设、实验室工作。孔繁余，总

工：分管研究生教育、人事工作。

（撰稿人：李　伟　审稿人：孔繁余）

５９１



()*!+,

（２０１１）

工业中心

【概况】　江苏大学工业中心（工程训练中
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于２００３年，是以
“大工程教育”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学生为

主体、教师为主导，以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

力和综合工程素质为主线，坚持传授知识、

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协调发展，着力培养学

生的工程意识、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校级

实验教学中心。学校通过中央与地方共建

高校项目、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

目等专项资助和学校的重点投入，现已建成

以机械工程、电气信息为核心，以机械、电

气、车辆、能源动力为主干，兼顾环境、安全、

材料等学科专业，融教学、科研与产品开发

于一体的校级工程训练中心。２００７年 １２
月，“中心”分别获批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和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实现了学校“国字头”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零”的突破。“中心”是学校直接管理的正

处级教学单位，对全校及社会开放。“中

心”设有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心”现有教学及行政人员共３４人（其中
兼职人员２人），其中教授４人；副教授、副
研究员、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１１人，副
高及以上职称人员占全体人员的 ４４．１％。
“中心”现有设备总值４０００余万元。工业中
心直属党支部成立于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００８年
５月 ２１日选举成立第一届直属支部委员
会，设有书记１人，委员２人。支部下设两
个党小组，各设党小组长１人。２０１０年“中
心”有正式党员１７人（含兼职党员１人），
占全体人员的 ５０％。支部成立以来，始终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六大、十七大精神，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员素

质，为“中心”工作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思想

政治保证和组织行动保证。

【党建工作】　１．加强学习，提高党员干部
队伍素质。坚持校院两级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制度、党员学习制度和行政例会制度，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贯彻落实学校干部教师大会精神；党员

干部积极开展“读书思廉”活动，认真写好

学习心得；中层干部坚持网上读书。通过学

习，不断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水平

和实际工作能力。２．创先争优，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按照学校党委的部署，党

支部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了以

“争当五个模范迎接国字头验收”为主题的

党建机制创新活动，开展了党员服务承诺、

党员示范岗活动。党员在教书育人、精品课

程建设、教学大赛、科学研究、对外服务等工

作中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做出了显著

成绩。如党员孙智权在校第五届教学大赛

中荣获实验组一等奖，党员王富良荣获实验

组三等奖；党员房义军个人申请发明专利一

项。３．模范管理，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按照组织部的统一部署，全面推进江苏大学

党内信息管理系统，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认真做好２０１０年二级网站考评工作。充分
利用校园网、校报校刊、广播电视、“中心”

网站等宣传媒体，大力宣传“中心”在学习、

教学、科研工作中的活动情况和成果。

【教学工作】　１．认真贯彻落实我校第二次
本科教学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实践教学过程

监控，日常实验教学工作稳固，质量不断提

高。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教师和学生座谈

会的反馈结果，对“中心”开设的实验教学

质量作出了充分肯定。２．面向机械、模具、
机电、测控、光信息、材料、工业设计等专业

新增独立设置的实践教学环节稳步推进；实

验、认识实习展板制作基本完成，“中心”实

验、实习环境和面貌为之一新。３．《工程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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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课程获批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课程。

４．圆满完成江苏大学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
与制作大赛作品评审，共评出一等奖１项、
二等奖５项、三等奖５项；同时遴选出参加
江苏省第三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暨第四届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江苏赛区选

拔赛参赛作品，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４在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举行的比赛，３件作品获二等
奖，７件作品获三等奖，我校获优秀组织奖。
５．针对我校本科生培养计划中的创新学分
设立及卓越工程师培养工程，积极探索以

“中心”为平台的大学生创新实践体系，加

强大学生的工程认知实习和创新训练环节。

在校领导的关心下，设立了“江苏大学工业

中心创新实践基金”３０万元，制定了“江苏
大学工业中心创新实践基金管理办法”，启

动了２０１０年度“创新实践基金”项目申报工
作，受理项目申报１３８项。经过评审，资助
创新制作实践项目４７项，创新训练课程与
实践项目７１项。６．在教务处的大力支持
下，“中心”举办了“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工程

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江苏大学选拔赛（无碳小

车的创新设计与制作）”，涉及机械、汽车、

能动与京江等学院的 ３４个队伍参加。１２
月中旬，组织专家组对参赛作品进行了评

审，评出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３
项，“中心”陈寒松等 ２名教师获得优秀指
导教师奖，并推荐４个作品参加 ２０１１年 １
月在南航举办的江苏省比赛，同时对参赛学

生还进行了车削、钳工、快速成型操作培训

和工程管理等方面的强化训练。７．１０月
２７日至３０日，“中心”组队参加了２０１０年
华东高校第十届“育人杯”工程训练教学

“快速成形”示讲示演比赛，“中心”青年教

师刘东雷以优异的成绩荣获大赛二等奖。

８．举办了工业中心第五届教学大赛。通过
精心组织、超前规划，在提高“中心”教师尤

其是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同时，也为各级各

类更高层次的教学比赛做好人才储备。

９．组队参加了江苏大学第五届教学大赛。
“中心”青年教师孙智权最终荣获实验组一

等奖，王富良荣获实验组三等奖，“中心”荣

获优秀组织奖。１０．新开（更新）实验（实
习、训练）教学项目１０项；新开“Ｆｉｓｃｈｅｒ机
电模型创意设计”、“机电产品数字化设计

制造”、“爬杆机器人设计、制作与控制”、

“智能小车设计制作”创新实践课程 ４门。
１１．认真做好“中心”工程硕士的教学安排
和费用催缴工作。

【实验室及师资队伍建设】　１．全面完成
２００９部省共建项目（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
程训练基地）的设备购置和安装调试等工

作。根据学校部署，认真做好２０１０年中央
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现代

制造技术实验及创新训练平台建设）的立项

申报和方案论证工作，并顺利获批中央财政

支持专项资金２５０万元。２．全面动员、广
泛发动，群策群力地做好迎接教育部今年下

半年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点验收

的各项准备工作。１０月２０日，“中心”组队
赴北京参加了由全国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主办、中国教学仪器设

备总公司承办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设成果展。“中心”展示了电子相册、创

意鼠标、创意电扇、各种线切割、快速成型创

新作品以及综合车、铣、刨、磨等工艺的金属

象棋等。撰写提交教育部《江苏大学工程训

练中心（工业中心）建设阶段性总结》、《江

苏大学工程训练中心（工业中心）质量工程

项目建设情况自查与总结报告》等，教育部

将我校工程训练中心的建设情况以《江苏大

学工程训练中心创新教育理念提升实验教

学水平》编入２０１０年１０８期简报。２００９年
６月，中心组织专家评审资助了示范中心实
践教学改革项目３２项，经费总计８．５万元。
５月７日，中心召开“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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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项目进展交流会”及大学生课外创

新学分实施研讨会，教务处、机械学院、工业

中心、机电总厂相关领导及各项目负责人等

４０余人参会。３．在校领导和人事处的大力
支持下，按照《工业中心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师资
队伍建设规划》，认真做好“中心”２０１０年度
２名实验教师的引进工作。“中心”为每位
新教师制定落实了培养目标、考核方案，确

定了指导教师，并进行了阶段性考核检查。

４．在校领导和后勤处的大力支持下，基本
完成了机械大楼一楼“机械创新制作训练基

地”的建设工作，现已投入使用。５．有效实
施青年教师培养计划，２０１０年上半年中心１
名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６．调整内
部管理体系，继续推进“中心”的各项制度

建设工作。“中心”修订了《工业中心实验

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工业中心对外技

术服务管理办法》、《关于研究生在工业中

心实习的管理办法》和《工业中心计算机房

管理制度》等制度，制定了《工业中心仪器

设备管理工作量考核和分配办法》和《工业

中心关于对教研教改项目经费配套和发表

教研教改论文奖励的暂行规定》。按照《江

苏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共享运行管理办法》，

“中心”所有 １０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
全部上网实现共享。

【科研、社会服务及对外交流】　１．依托江
苏大学—苏美达联合技术中心签订技术服

务项目６项，合同经费１０．２６万元，完成加
工测试、技术咨询服务 １３项，经费 １万余
元。２．通过与相关学院的合作，“中心”年
轻教师申报获批省级基金项目２项，作为主
要骨干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２项，镇江市
科技支撑（工业）项目２项。３．发表各类研
究论文 ３０余篇，其中三大检索论文 １０余
篇；申报发明专利８项，授权发明专利４项；
编写教材 ６部。４．在人事处的大力支持
下，联合现教中心，于７月１２日起承办由省

教育厅组织的全省高职院校教师“双师”素

质培训班（计算机网络工程），来自全省４０
所院校的 ６５名教师参加了为期 ２周的培
训。５．联合机电培训学院，承担了江苏省
教育厅面向中职校的“实训基地负责人”和

“模具加工技术”培训班，来自全省７０多所
中职校的实训基地和机械、模具专业１２０余
名负责人参加了培训。６．充分发挥现有资
源优势，积极为校内学生和企事业单位培养

专业技术人才。２０１０年，“中心”开设数字
化三维设计软件培训班４期，其中 ＵＧ培训
班２期、ＣＡＴＩＡ培训班２期，培训学员共计
１００余人，增强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７．和
镇江市计量所共建服务平台，联合开展机械

加工零件精度的测量服务，为相关学院和苏

美达等企业开展加工检测、技术服务项目近

３０项。８．为江苏科技大学、镇江船艇学院、
宿迁学院、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等相关专

业学生进行了实验教学、认识实习及毕业实

习，加强了“中心”的示范与辐射作用。

９．接待校两办、职能部门和各兄弟学院安
排的参观交流领导和专家 ５０多批，３００多
人次，进一步发挥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的示范与辐射作用。

（撰稿人：王富良　审稿人：刘会霞）

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概况】　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于２００８
年９月，是由江苏省知识产权局与江苏大学
共建的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理论与应用研究

的科研机构，旨在依托江苏大学综合性大学

优势和知识产权研究基础，通过深入开展学

术研究、理论探讨、咨询服务等，力争建设成

为国内外有影响的知识产权研究交流平台

和政府决策的重要智库。目前中心设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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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人员７人，兼职研究员１３人，从事校内专
利代理与知识产权研究工作。２０１０年，研究
中心在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和江苏大学的领导

和支持下，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为指南，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江苏省知识

产权战略，结合学校的整体规划，在研究能

力、社会服务等方面下大力气，积极发挥平台

作用，整合省内外的研究力量，深入研究和实

践服务，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经过全体人员一

年的努力，完成了以下工作。

【制度建设】　１．中心专职研究人员采取教
师编制的队伍建设方案，学校专门下达“校

长办公室通知【办通字（２０１０）１２８号】　”，
明确了在管理学院增设知识产权与科技管

理系，由中心的专职研究人员担任教师，从

事基础教学，建立教学业务归属管理学院，

研究业务隶属中心的专职研究人员的管理

模式，为专职研究人员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

发展条件。２．制定了《江苏省知识产权研
究中心管理办法（试行）》【江大校（２０１０）
３７０号】　，进一步明确了中心的工作任务，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了中心的专兼职

的专利代理人员和研究人员的激励机制，为

中心探索人员专兼结合、研究与实务结合的

发展模式提供了切实保证。

【专利申请与管理工作】　１．２０１０年，我校
共申请专利４６５件，其中发明专利３７１件，
所占比重超过８０％，专利申请总量较去年
相比增长３２％；共授权专利２３０件，其中发
明１４１件，所占比重超过６０％，申请量和授
权量都超额完成任务。２．结合镇江市的知
识产权重点突破计划，深入学校重点研究项

目开展专利挖掘工作，使学校年专利申请

１０件以上的科技创新优势团队达到 ８个。
３．在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中增设了专利知识
的内容，并针对学科特色制定了个性化的培

训方案，今年已在机械学院、农工院等多个

学院开设了１０多个学时的专题培训，辅导

了一批研究生中的科研骨干。

【研究工作】　１．２０１０年，研究中心承接了
国家省市各级课题研究３项，其中包括科技
部软科学研究项目《基于知识产权视角的科

技奖励促进自主创新的效果评价研究》以及

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下达的软科学研究

项目；２．完成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江苏省科
技厅、江苏省知识产权局等下达的研究项目

４项。３．发表核心期刊研究论文５篇，形成
了《我国智能农业装备技术专利战略研

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示范省的评价体

系研究》等重点研究报告３份，在去年的基
础上又持续开展了《何梁何利奖知识产权评

价》，形成了系列评价报告。４．开展了江苏
省１３个省辖市的知识产权发展评价，形成
了发展评价报告。５．重点开展了国家知识
产权局重大软科学研究项目《国家级高新区

知识产权状况调查研究》，通过组织４０００多
份样本的问卷调查和深入广州、武汉、西安、

郑州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现场调研，已

初步完成了《国家级高新区知识产权状况调

查》的报告，全面真实反映作为我国创新重

地的国家级高新区的知识产权状况，为国家

制定切实可行的提升高新区创新能力的相

关政策提供依据。

【学术交流】　１．２０１０年成功组织举办了
第七届江苏省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研究会。

２．镇江电子信息行业知识产权实务研讨会
等交流活动。３．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人员参加了在台湾举行的第八届“海峡两岸

知识产权学术交流研讨会”。在台期间与台

湾知识产权的学界和业界著名人士展开了

广泛交流，并做了专题发言，介绍了江苏大

学知识产权研究工作取得的成果。４．研究
中心参加了中美欧知识产权峰会等知识产

权学术交流和探讨。为加强交流，扩大国际

化视野，中心聘请欧洲专家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Ｗｅｌｌｅｒ
美国专家ＭａｒｋＢｅｎｅｄｉｃｔ以及日本专家长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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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晓司等一批有国际影响、学术造诣深厚的

专家学者作为中心的顾问，为进一步开展学

术交流，人员互访等奠定了基础。

【社会服务】　１．积极开展贯标工作。完成
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培训教材》的编

写，参与修改贯标工作体系和评价体系，为

企业开展贯标工作提供了实施指南，为全省

推行贯标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２．中心配
备了专门的网络服务器，建立了贯标咨询与

培训平台，设计了专门的培训课程体系，开

发了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自测系统和企业知

识产权管理软件，建立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文件的模板库，可为企业实施知识产权管理

规范提供快捷高效的咨询服务。３．在常
州、南京等地开展了专题的贯标培训讲座，

为企业讲解贯标的具体工作。同时深入基

层为１０多家企业提供了《企业知识产权管
理规范》的专题咨询辅导。协助江苏紫荆花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完成省企业知识

产权管理标准化示范创建工作。４．常熟市
知识产权局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完成了

《常熟市中小企业专利信息利用现状及发展

对策研究》。５．承担了镇江市碳纤维产业
的专利预警研究。

【人才培养】　１．知识产权学术沙龙。每周
二晚上的交流活动吸引了管理学、情报学等

多个学科的研究生参加，使同学们的独立科

研能力在实践中得到了提高。２．结合江苏
省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计划，中心积极选送人

才参加知识产权工程师培训，在全校各理工

科学院挑选优秀人才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

加强培训工作，为提升师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提供保障。３．中心与中国科技大学签署了
合作协议，共建知识产权科教联盟，在中国

科技大学、江苏大学之间建成移动课堂和移

动研究室。

（撰稿人：何　英　审稿人：唐　恒 ）

分析测试中心

【概况】　江苏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以下简
称“中心”）成立于 ２００７年 ４月，２００９年 ３
月学校明确中心为副处级建制单位，挂靠科

学研究院、独立运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协管。中心是以“提高科研水平，建设共享

服务平台”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研为主体、

教学为辅助，以构建完善的科研硬件平台，

提高学校的科研实力为主线，建设成为省经

济建设服务和科学研究的现代化大型设备

仪器开放共享中心。中心现有专职测试人

员８人，其中副教授２人，党员５名，占中心
人员的６０％以上。
【服务教学科研】　１．中心是学校大型仪器
的共享服务平台，面向全校的物理、化学化

工、材料、医药、环境、生物、食品、机械等学

科，积极开展测试服务，对化学化工学院、材

料学院的本、硕士学生开设实验课 ５个项
目，新增食品学院博士生课程一门，受益学

生１２００余人次。为学校约８０余篇 ＳＣＩ和
ＥＩ类论文提供测试数据，支撑国家级的研
究项目３５个，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发展做
出了强有力的贡献。对其本科生、硕士生和

博士生进行大型仪器的操作培训，提高了我

校毕业生的科研水平和能力。２．全年面对
校内外各级、各类纵、横向课题测试样品，机

时数达到５０００以上，同时帮助测试对象分
析测试结果。３．中心即时向校园网发布仪
器试用公告，公开仪器信息，同时向学校大

型仪器共享平台录入新仪器的信息，全年上

网仪器达到１２台。
【队伍建设】　１０月份引进了一名硕士作为
仪器的应用、操作管理人员。派出中心人员

参加高级培训三人次，现场培训２４人次，通
过内部培训，中心内部基本上每人都能掌握

两台仪器的测试操作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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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１．邀请北京大学医学部卢景
芬教授来中心作关于电子顺磁共振的应用

学术报告，参加报告会的相关学院的师生

７０余人，与学院师生进行学术交流。２．承
办省测试协会“第四届江苏省及周边地区核

磁共振学术研讨会”年会，来自北京、上海、

浙江、山东、江苏的６０余人参加了会议，有
效扩大我校和分析测试中心的影响。３．派
出人员参加在江南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华东

地区色谱质谱学术报告会议其他相关学术

会议２４人次。
【平台建设】　中心２００９年７月开始的中心
实验用房改造工作至今年４月份才基本结
束，完善实验室内部的基本条件。根据学校

统一布置，申报了２０１０年部省共建项目，并
顺利通过国家审核，同意支助１２００万元，最
后到帐１５０万元。安装、调试了８台大型仪
器设备，每台仪器通过１个月的试运行后现
正式对外开放，同时根据江苏省仪器共享平

台的收费情况制定了符合我校的收费标准。

中心对增添仪器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组织召

开选型论证会５次、外出考察调研６次１２
单位，完成调研报告５份、招标技术文件５
份，进行５台大型设备的招标采购。中心在
学校各级领导部门的关心于支持下，平台建

设已初步完成。中心严格按照学校加强公

共平台建设，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这一方

针，针对学校重点学科及各学院所需的大型

设备仪器进行反复论证，确保能最大限度地

满足校内广大科研人员的要求。

（撰稿人：张海燕　审核人：嵇学林）

科学研究院

【概况】　科学研究院是江苏大学于２００６年
４月创建的一个跨学科交叉专职科研机构。

其宗旨是组织实施国内外跨学科交叉国际

科研合作与重大学术交流活动；加强跨学科

交叉高水平学术团队建设；培育高质量原创

性科研成果，出版、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和著作以支撑学校学科建设；探索跨学科交

叉高层次基础科研平台建设、高水平基础科

研菁英人才组织与管理的新模式，在凝聚学

术队伍、组建优秀创新科研团队、创建新兴

交叉学科等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２０１０
年，科学研究院以“国”字头品牌建设为目

标，不断加强其内涵建设，使高水平国际合

作重大研究平台建设迈上了新的高度，在国

家级人才工程项目、国际合作重大研究平台

建设、高水平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培育、高层

次团队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加强国际合作研究，注重国家级、省市级国

际合作研究平台内涵建设】　科学研究院在
２００９年成功申报并获批“中—澳光电功能
材料联合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加

强其内涵建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项工

作得到了中澳两国政府的充分肯定和支持。

２０１０年是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政府正式签
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三十周年，３０年来，
中国科学技术部与澳大利亚创新、工业和科

研部已共同联合支持建立了五个中澳国际

合作研究中心，我校申报的“中—澳功能分

子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是第五个。中国

科学技术部与澳大利亚创新、工业和科研部

经过对中—澳相关联合研究中心的筹建情

况、双方合作进展及所取得的合作研究成果

的多次论证、考察和评估，将其作为中澳两

国科技合作的一个成功代表和良好示范。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２日，在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
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堪培拉为江

苏大学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共建的“中国—

澳大利亚功能分子材料联合研究中心”正式

揭牌。澳方大学代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校长ＩａｎＣｈｕｂｂ教授、中方大学代表—江苏

５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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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袁寿其教授一致赞同，将努力把

“中—澳功能分子材料联合研究中心”建设

成为国际一流水平的光电分子功能材料研

究中心。中方首席教授—我校特聘教授张

弛博士向习近平副主席和随同出访的中国

代表团汇报了中—澳联合研究中心的组织

架构、近期的建设情况和已取得的重大研究

成果。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国内主要新闻

媒体及香港文汇报等海外媒体均及时报道

了习副主席为中澳中心揭牌的新闻。标志

着这一国际联合研究平台的建设迈上了一

个历史性新台阶。科学研究院在获得国家

科技部批准资助的２００万元中澳联合研究
平台建设经费的同时，又得到了镇江市政府

的大力支持，获批“先进光电功能分子材料

设计与器件制备镇江市重点实验室”配套建

设经费５０万元。此后中澳联合研究中心不
断完善实验室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２０１０
年江苏大学将“中澳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列

为学校的“学科特区”，在学校领导的高度

重视和后勤处、设备处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投入５００平方米左右的实验用房，由
研究中心负责人根据拟重点发展的研究方

向，分别建立起无机—有机功能簇合物实验

室、纳米异质结构实验室、氧化物半导体实

验室、有机共轭体系实验室等，为青年创新

研究团队尽快更好地开展创新研究奠定了

良好的物质平台基础。

【注重原创性科研成果培育，在光学功能分

子材料研究领域获系列重要研究进展】　
“中—澳分子功能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张弛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

“十二核椭圆形和十核圆环形镍系簇合物及

其强飞秒非线性光学吸收性能”发表在

２０１０年６月８日出版的国际顶级化学权威
学术期刊《德国应用化学》（Ａｎｇｅｗａｎｄｔｅ
Ｃｈｅｍｉ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期刊影响因子
为１１．８２９）。这一重要研究成果得到了国

际同行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两位国际评审

专家分别将论文学术原创性的等级评为

“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和“Ｈｉｇｈ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德
国应用化学》编委会将该研究成果选为期刊

的封面文章进行重点介绍。同时，该研究团

队在非线性光学及磁性分子功能材料研究

中还取得系列重要研究进展，研究成果“基

于［ＭＳ４Ａｇ２］（Ｍ ＝Ｍｏ，Ｗ）构造单元的杂
双金属硫系簇合物的便利合成和可调制非

线性光学性能研究”、“非穿插构型三维鸟

巢型［ＭｏＯＳ３Ｃｕ３］基配位聚合物的合成、结
构、理论化学和非线性光学性能研究”、“溶

剂配位镱阳离子导向的一维杂双金属硫系

阴离子型 Ｗ／Ｓ／Ａｇ簇合物的设计合成和非
线性光学性能研究”、“具有相同簇构造和

不同磁性能的两个三维双金属配位聚合物”

相继发表于《欧洲化学》《晶体生长与设

计》、《新化学学报》、《晶体工程通讯》等国

际著名化学、晶体学、材料学学术期刊上。

这一系列创新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项目、江

苏大学拔尖人才工程等项目的资助，进一步

提升了我校在国际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

声誉。

【加强团队和人才队伍建设，获批江苏省高

校“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入选国家教

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

团队和科技部“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

行优秀团队奖】　中澳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自
２００９年正式获得批准建设后，即已采用国
际通行的国际同行专家学术评审准则和学

术惯例，在拟重点发展的三个研究方向上面

向全球公开招聘学术带头人和优秀科研骨

干，进一步充实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团队。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１０年，吸引延聘了五位分
别来自日本国家材料学研究所、德国马普协

会微结构物理研究所等国际著名高校和研

究机构、具有优秀的科研经历和学术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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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研究人员，进一步充实了中澳国际联合

研究中心的研究队伍，并拓展了研究中心的

专业结构和学科方向。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张弛
教授领衔的“功能分子材料及其非线性光学

性能”研究团队，以中澳国际联合研究团队

为基础，以新近从国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所引

进的优秀科研骨干黄智鹏教授、李秀凯教

授、张金方副教授、孟素慈博士、王君礼博

士、龙凌亮博士等为核心成员，凝练学科重

点发展方向，申报并成功获批了江苏省高校

“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获得江苏省教

育厅资助科研团队研究经费６０万元。与此
同时，中澳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团队紧紧立足

于光电功能材料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和国家

科技发展规划，与联合研究中心的核心骨干

哈尔滨工业大学宋瑛林教授、中澳中心澳方

首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ＭａｒｋＧ．Ｈｕｍ
ｐｈｒｅｙ教授等通力协作，借助多年在非线性
光学分子功能材料领域潜心学术研究基础，

进一步凝练特色研究方向，提出了以无机—

有机功能簇合物、半导体纳米异质结构和多

元有机共轭分子的创制合成及其三阶非线

性光学性能为研究主题，联合申报并成功入

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

创新团队，资助期限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获批
经费３００万元。这是江苏大学建校以来获
得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级创新研究团队。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中国—澳大利亚功能分子材
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张弛教授领衔的“结构

导向的纳米级金属簇合物基分子功能材料

光电性能调制研究”创新研究团队被国家科

技部推荐参选“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

行优秀团队奖，２０１１年１月正式获批该奖
项。本次评选中，江苏高校仅有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江苏大学中澳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和南京工业大学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四家单位被国家科技部表彰为“国家科

技计划执行优秀团队奖”。

【科研成绩】　１．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０年度新
增科研项目。①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
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资助期限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获批经费３００万元；② 以张
弛特聘教授为带头人申报的“功能分子材料

及其非线性光学性能”江苏省“青蓝工程”

科技创新团队正式获得江苏省教育厅批准

立项建设，科技创新团队获资助科研经费

６０万元；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
目２项：“可见光响应型层状固体酸（盐）类
光催化材料的设计及其光催化还原 ＣＯ２反
应的研究（２１００３０６４，２１万元，黄智鹏）”和
“硅纳米线能带弯曲的尺寸效应对太阳能光

电转换性能的影响（６１００６０４９，１９万元，李
秀凯）”。④ 镇江市政府资助“先进光电功
能分子材料设计与器件制备镇江市重点实

验室”配套建设经费５０万元；２．在研项目 。
①中澳国际合作研究重点项目和“中—澳功
能分子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际合作重

大平台项目１项，２００万元；② 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１项，２００万元；③ 教育部“长江
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１个，
３００万元；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２
项，４０万元；⑤ 江苏省“青蓝工程”科技创
新团队１个，６０万元；⑥ 镇江市实验室建设
项目１项，５０万元；⑦ 江苏省国际合作研究
项目１项，８万元）；合计在研纵向经费８５８
万元。３．发表论文及专利。２０１０年度以我
校为第一单位共计发表论文 ９篇，全部为
ＳＣＩ源期刊。４．科研奖励和人才项目。
① 张弛教授荣获“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② 张弛教授荣获中华全国归
国华侨联合会、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中国科协颁发的“中国侨界创新人才贡

献奖”；③ 张弛教授荣获教育部“长江学者
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首席教授；

④ 张弛教授荣获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青蓝工
程”科技创新团队首席教授；⑤ 张弛教授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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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的“结构导向的纳米级金属簇合物基分子

功能材料光电性能调制研究”创新研究团队

成功入选国家科技部“十一·五”国家科技

计划执行优秀团队奖。

【研究生培养和招生】　① 新招硕士研究生
９人，毕业４人。② 现有博士研究生３人，
硕士研究生２８人。
【积极推进跨学科交叉国际合作研究和国际

学术交流，获江苏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　２０１０年“中澳国际联
合研究中心”精心组织邀请了国际相关研究

领域多位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浓郁学术氛

围，增进与国际学术前沿和相关研究领域著

名学者的学术纽带，荣获江苏大学“国际合

作与交流先进单位”。１月，应中—澳先进
光电分子功能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邀请，

香港中文大学化学系刘见永博士应邀访问

我校，为科学研究院师生作了一场题目为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ＺｉｎｃＰｈｔｈａｌｏ
ｃｙａｎｉｎｅｓａｎｄＢｏｒｏｎＤｉｐｙｒｒｏｍｅｔｈｅｎｅｓ”的研究
前沿学术报告，并与我校相关学科研究方向

的教授和研究生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４
月，日本东京大学李炜博士应邀专程来我校

进行学术交流与访问，作了一场题目为“亚乙

烯基环丙烷化合物的反应性能研究”的研究

前沿学术报告。５月，美国乔治敦大学博士
后阳承利副教授应邀来我校学术交流与访

问，为科学研究院师生作了一场题目为：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ｏ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ＨｙｂｒｉｄＮａｎｏ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单分散
性纳米功能微球的制备及应用研究）的研究

前沿学术报告。６月，德国慕尼黑大学侯鲲
博士应邀专程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与访问为

中澳中心师生作了一场题目为“功能介观结

构材料合成表征及其在光学和太阳能电池器

件中的应用”的研究前沿学术报告。６月，在
澳大利亚举行“中—澳功能分子材料联合研

究中心”揭牌仪式期间，中澳双方专家召开

了第一次中—澳双边学术研讨会。澳大利

亚莫纳西大学ＳｔｕａｒｔＲ．Ｂａｔｔｅｎ教授、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 ＭａｒｋＧ．Ｈｕｍｐｈｒｅｙ教授、南京
大学马晶教授和我校张弛教授分别以多功

能纳米球的构建和功能、芳炔基钌系树枝状

超分子及相关功能化合物的设计合成和三

阶非线性光学性能、材料的理论化学研究—

量子化学模型和分子动力学模拟、调整多核

与多聚功能簇合物以调制其三阶非线性光

学性能等为主题作了学术报告，并进行了学

术研讨与交流。９月，中组部首批“千人计
划”入选者费扬博士受聘为江苏大学兼职教

授，并为科学研究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和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师生作了一场题为：

ＴｈｅＮｅｗ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Ｖｅ
ｈｉｃｌｅＰｏｗｅｒＢａｔｔｅｒｙ（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发展
机遇与挑战）的精彩学术报告。１２月，美国
加州药业集团生物医药科技公司宋啸平博

士来校学术交流与访问，为中澳国际联合研

究中心和药学院师生作为一场题为“高新透

皮贴剂技术平台及其应用”精彩的研究报

告，并就高新透皮贴剂研制过程中的关键技

术问题与药学院、中澳中心的老师以及研究

生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与探讨。

（撰稿人：孙湘兰　审稿人：张　弛）

农业工程研究院

江苏大学农业工程研究院（下称“研究

院”）成立于２００５年３月。研究院现有博士
生导师６人，教授（研究员）８人，副教授（副
研究员）１１人，团队中有国务院学科评议组
成员、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者、江苏省３３３中青年科技领
军人才、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江苏省青

蓝工程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等高层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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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１１人次；“农业生物环境工程”团队为江
苏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农业机械

设计及理论”团队为江苏大学科技创新培育

团队。

研究院农业机械设计与制造学科１９８１
年首批获博士点，为我国农机事业培养了第

一届本科生、第一届硕士生和第一位博士。

受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亚太地区经社会

的委托，共举办了１３期农机培训班，为 ３０
多个国家培训了高级农机管理人员和专家。

农业机械学科１９８７年被评为机械部重点学
科，１９９４年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２００３年
获得农业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农业电气

化与自动化学科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６年连续被
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２００７年被评为国家
重点学科。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学科

２００６年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农业工程
一级学科２００８年被评为江苏省一级学科重
点学科，２００９年被评为江苏省一级学科国
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２０１１年被评为江
苏省优势学科。

经过多年的努力，研究院已形成自己鲜

明的研究特色和学科优势。在南方水田机

械、耕整地机械和收获机械、智能化温室及

环境控制技术、静电喷雾植保机械等研究领

域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尤其在科技成果

的转化和产业化开发工作方面取得了重大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科研实力雄厚，近５年
来共承担９７３专题、国家８６３重点项目、国
家自然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级项

目３７项，省部级项目 ５３项；立项总经费
４５００万元；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３６２篇，三大检索２３９篇；申请专利８２项，授
权专利２７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１１项；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１项，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８项。主办《农业装备技术》杂志。

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近五年主办

“２００８农业信息化、自动化和电气化国际会

议”、“２０１０年中国农业工程学科建设高层
论坛”等国内外学术会议８次，联合主办国
内外学术会议 ５次，获批国家外国专家局
“引进国外技术、管理人才”重点项目１项，
研究院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年均２人
次以上。

研究院在机械设计及理论、农业机械化

工程、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农业水土

工程、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生物机电工程

六个学科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生态学学科

招收硕士生，在农业工程、机械工程两个博

士后流动站招收博士后人员。近２年获江
苏省优秀博士论文１篇、硕士论文３篇。目
前在读博、硕士研究生１２６名，在站博士后
２３名。２０１１年恢复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本科专业招生，现录取本科生３１名。

建有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省部共建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农业装备与智能化

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总面积

５０００多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 ３０００余万
元，建有设施农业、种植收获机械和植保机

械三大试验平台。

根据学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开拓创

新、与时俱进，注重系统、便于操作”的要求，

认真总结好保持共党员先进性教育的经验，

积极探索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

着眼于增强党员意识、提高党员素质、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建立健全研究院党员队

伍建设的制度；着眼于研究院各党支部，进

一步增强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建立健

全党支部建设制度；着眼于把研究院领导班

子建设成为政治坚定，开拓创新，勤政廉政

和团结向上的领导集体，建立健全领导班子

思想政治和作风建设的制度。充分发挥党

总支在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核心作用，

进一步完善教职工的政治学习制度。认真

组织研究院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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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宣传、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增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

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不断推进研究院的各项

事业蓬勃发展。积极做好以理想信念为核

心，以道德建设为重点，以精神文明建设为

载体的思想政治工作，强化教师的科研团队

协作精神，充分调动广大中青年的积极性，

凝心聚力，营造和谐环境，为研究院各项事

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通过建设，研究院将建成一支高水平的

学术队伍和实验平台、产生一流的科研成

果、培养一流的高层次人才，提高学科持续

的创新能力，使本院特色方向在整体上保持

国内领先地位，部分研究方向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生命科学研究院

【概况】　生命科学研究院是江苏大学于
２００１年 ３月新创建的一个研究与教学机
构，主要从事动物分子生物学、医学分子生

物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及生防微生物分子生

物学研究，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研究院现有教师３６人，其中院士１人，博士
生导师４人，硕士生导师１２人，具有博士学
位２８人，在读博士 ４人，在读硕士 １人。
２０１０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承
上启下的关键年。为了实现学校制定的战

略目标，完成“十一五”规划，布局“十二五”

开局之年，２０１０年我院紧紧围绕全年党政
工作目标，牢牢扭住“提升内涵、强化特色”

的关键指标，认清形势、坚定信心、狠抓落

实、多谋善干、科学发展，经过全体工作人员

一年的努力，我院在科研、教学、学科建设、

人才引进等工作中已经取得一定成绩，基本

完成学校下达的关键指标。

【党、团、工会工作】　① 党组织工作。院领
导班子一向坚持和努力完善党政共同负责

制，抓好机关作风建设不放松，杜绝和治理

“小金库”问题勤检查；积极贯彻落实党风

和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班子成员以身作则，

进一步搞好团结，倡导清廉的工作作风，以

廉政促团结，以廉政带发展。参加读书思廉

活动，书记和办公室分别提交论文一篇，获

得三等奖一项。组织教职工系统学习学校

各项规章制度和“两会”精神；启用江苏大

学党员信息管理系统，完成毕业生党员材料

互查工作；建设学院二级网站，完善学院党

建工作平台；落实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积极

参加党建创新创优成果评选。我院党建思

政研究论文获得鼓励奖，康乐群同学被评选

为校“优秀学生共产党员”并获表彰。完成

首次研究生支部换届选举工作，报送党员发

展计划 ２次，完成组织部半年统计报表 ２
次。全年发展新党员１１名，预备党员转正９
名，接受新转入教师党员４名，研究生党员
１０名，转出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２０名。组
织８名预备党员参加预备党员党校培训，全
部合格。与流体、农工成功联合举办党校第

４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和第２期新生入党
启蒙教育，我院有１２名研究生参加。清明
节组织研究生党员和团员到镇江烈士陵园

进行扫墓，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在校组织

部、校团委及学院网站上发布支部活动报道

５篇。组织党员参加学校教代会提案交办
会１次，党建创新研讨会３次，组织员培训
班５次，理论中心组学习１０次，全校第二届
学生工作会议和首届国际化推进会各１次。
积极参与了省级优秀共产党员标兵评选，校

优秀学生党员评选，党建创新创优成果和最

佳党日活动评选，党建思政研究论文征文等

活动。党建研究论文获鼓励奖一篇。② 团
的工作。组织０８级学生南山烧烤活动、０９
级学生回顾与职业生涯展望茶话会、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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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研究生篮球联赛、“华泰杯”羽毛球比赛、

宿舍文明月活动以及参加江苏大学第五届

趣味健身节系列活动等丰富多彩的课余活

动，丰富广大研究生的课余生活。研究生科

技文化节、学术论坛、导师论坛、研究生学术

沙龙等活动，。曹键获得研究生部优秀社会

工作奖。在江苏省第七届运动会高校部足

球赛中：刘周阳获得第一名。组织校级“华

泰证券杯“羽毛球比赛：郭旭丽获第二名。

在第四届“研究生摄影大赛”：赵东华获优

秀奖。在研究生公寓文明寝室评比活动中：

郭旭丽、党春望获“校级文明宿舍”。曹青、

安丽梅获得“校级标兵宿舍”。２０１０年参加
宣传部“师德”征文一项，获优胜奖。在

２０１０年趣味健身节优秀活动中：生科院获
得优秀组织奖，袋鼠跳第一名，五人制足球

赛亚军，六个比赛项目进入前八。２０１０年
度石婧、王斌、马晓珂获得“优秀团干部”称

号。２００８级团支部获得“标兵团支部”称
号；２００９级团支部获得“五四红旗团支部”
称号。可口可乐民间世界杯镇江赛区：刘周

阳获得亚军。获得研究生思政和教育管理

课题１项。在２０１０年度研究生英语演讲比
赛，马瑛获得“二等奖”。在江苏大学２０１０
年度“１１９灭火比赛”中，获得一等奖。本年
度生科院学生在研究生部学院动态发表报

道４８篇。③ 工会工作。院分工会组织全
院职工参加丰富多彩的工余活动，先后组织

全院职工爬南山，登?山，春季长跑，校园快

走等活动，锻炼了身体。同时充分发扬民

主，调动广大教师积极性，积极参与学院的

民主监督，解决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统一了思想，鼓足了干劲。本年度分工会组

织参加学校女教工包饺子比赛获得三等奖；

和流体中心联合组队参加健身秧歌比赛获

得三等奖；和食品学院联合组队参加全校篮

球获得第六名；参加跳绳比赛，获得全校二

等奖；参加校保龄球比赛，张春霞老师获得

三等奖。本年度马晓珂、刘海军、黄国平三

位老师被评为“群众体育工作先进个人”。

【科研成绩】　组织和动员研究院所有年青
人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５项，其中申报
杰青一项；申报省科技计划项目７项；申报
省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７项；“创新人
才短期项目”申报一项。主要结果如下：

１．本年度新增科研项目：纵向科研：①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５项，１３５万元；② 国家“９７３”
子项目 ２项，２０万元；③ 省级科研项目 ６
项，３９万元；④ 省级以下３项，９．５万元；新
增项目１６项，立项经费合计２０３．５万元（年
度指标１９０万元），已经超额完成年初学校
下达的纵向科研经费指标，其中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要求完成２项，我们完成５项，总经
费也完全超过。横向科研：新增５项，到帐
经费２４万（年度指标２３万）；２．在研项目：
共２３项，合计 ２０１０年下达纵向经费共计
５８２．３万元。
【科研成果】　① 本年度我院共计发表论文
４６篇，其中 ＳＣＩ源期刊发表 ３６篇。ＳＣＩ检
索２８篇，ＥＩ检索２篇。② 申请国家发明专
利４项（年度指标４项）。论文和专利已经
超过完成学校下达的年度指标（ＳＣＩ论文收
录指标数：２２篇）。
【平台建设和学科建设】　１．２０１０申报省
部共建实验室项目一项，未批。２．完善了
铁离子功能、酶代谢研究实验平台，为海归

高级人才施海峰教授开展科研创设了良好

条件。成功申报生物学一级硕士学科点。

【人才引进和培养】　２０１０年，我院引进高
级人才６人，均为博士，圆满完成了人才引
进计划并妥善安排了引进人才的工作；本年

度施海峰老师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陈

华友、李国辉、王政、麦维军晋升为硕士生导

师；参加校“江苏大学优秀教师”、“江苏大

学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张驰宇老师

入选“江苏大学优秀教师”；参加申报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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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高校“青蓝工程”培养对象推荐选拔３
个；申报“拔尖人才培养工程”优秀青年学

术骨干２项，施海峰老师入选；申报２０１０年
度江苏省“双创”人才项目，施海峰老师入

选；３人次申报赴国外做博士后研究；２人次
申报赴国外会议、学术交流。

【研究生培养和招生】　本年度招收硕士研
究生招生２９名，毕业２６名，在学８３人。毕
业率１００％，就业率９６％、全年无一例学生
违纪事件、无一例教学事故、培养环节抽检

合格率１００％。新增博士研究生１人，在学
总数 ５人。其中一位硕士进入日本攻读博
士，多数学生进入浙江大学、中科院读博士。

一名博士被美国斯坦福大学接受做博士后。

８０％以上研究生能发表ＳＣＩ论文，影响因子
最高达到４．３，有的甚至发表２－３篇，高于
国内名校要求。２０１０年度总共发表论文４７
篇，其中 ＳＣＩ约３５篇。在第十一届科技论
文大赛中：林峰获得一等奖、张赫男获得二

等奖、李娟、朱福各获三等奖。校级优秀硕

士论文两项：潘晔、丁娜。校优秀毕业生两

位：杨哲、马双双。本项主要指标任务完成，

省优硕论文力争１篇未能完成。
【学术活动】　本年度继续保持生科院的良
好学风，坚持每周举行学术讨论会。广泛开

展形式多样的国际合作和交流，与英国、美

国、日本、印度等国高校建立了良好的科研合

作关系。２０１０年６月，邀请英国斯旺西大学
专家来我校开展正式的科研合作，共同申报

并获批３３１人才工程一项。２０１０年９月，德
国康斯坦茨大学生物系教授ＫｕｒｔＭｅｎｄｇｅｎ来
我校进行学术交流，讲授分子植物病理学和

分子细胞学的研究。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聘请英国
诺丁汉大学教授ＭｉｇｕｅｌＣáｍａｒａ来我院讲授
群体效应中自我调节的分子生物学和系统生

物学研究进展。聘请了国际著名学者香港大

学著名学者郖承恩为我校客座教授，聘请国

内学者卢长明研究员担任我院兼职教授，并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由陈
克平老师指导的博士生覃吕高参加新一代工

业生物技术江苏省博士论坛并做大会发言。

（撰稿人：张春霞　审稿人：朱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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