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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发展办２０１０年在学校党委行政、全校
各单位、广大校友董事的关心支持下，紧紧

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加强对外联络交流，积

极挖掘社会资源，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的顺利

进行。

１．推进学校与校友企业的产学研合
作。（１）以筹备成立汽车与装备行业校友
会为契机，加大与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１１
月６日，汽车与装备行业校友会成立大会在
体育馆隆重举行。我校校友、交通部党组书

记、部长李盛霖专程发来贺信。校长袁寿其

与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胡学

同共同为新落成的江苏大学汽车工程研究

院揭牌，并代表学校分别与中国重汽、徐工

集团、中国一拖、中国化工橡胶总公司、一汽

锡柴、一汽无锡油泵油嘴所等６家企业签订
了合作协议。其中与徐工集团签订了 １００
万元的战略合作协议，一汽锡柴在我校设立

５００万元创新基金。（２）促进科技项目合
作。２０１０年，通过常州校友会的积极推动，
我校分别与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常

柴股份有限公司、金坛柴油机有限公司、江

苏恒耐炉料集团有限公司等校友企业签订

了科研合作协议。其中，与常州东风农机集

团有限公司签订了３００百万元的共建的“拖
拉机数字化设计研发中心”协议，与常柴股

份有限公司、金坛柴油机有限公司、江苏恒

耐炉料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振动噪声

分析与控制技术服务平台”共建协议、“７５、
８０系列高效单缸风冷柴油机数字化设计”
等科研合作项目，为学校提供给了８００余万
元科研经费，促进了我校科研水平再上新台

阶。２０１０年，通过发展办与校友企业科技
洽谈，成功签订了合作金额突破 ２０００
万元。

２．充分利用董事会平台，进一步挖掘
社会资源。董事会是社会各界与我校建立

全面、紧密、稳定的合作关系的重要平台，发

展办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制定严格规范的

入会程序，并认真执行，积极与社会人士接

触，做好董事入会的联系与审核工作，全年

共发展董事３８名，董事捐赠达６００余万元。
３．规范管理，加强学校筹资办学平台

的建设。发展办积极与重点校友及大型企

业联系，争取获得大额捐赠。其中，江苏索

普集团在我校捐赠３００万元用于在新校区
建设“江大索普梅园”景观。此外，还积极

利用毕业二十周年返校纪念活动、汽车与装

备行业校友会等活动机会，开展筹资活动，

２０１０年基金会通过发展办筹集的资金达到
一千余万元。

４．创设“毕业二十周年返校纪念活动”
值年交流平台。１０月２日－４日，来自祖国
各地的６００余名９０届校友相聚母校纪念毕
业２０周年。在为期三天的联谊活动中，校
友向母校进行了年度捐赠、“９０届校友名师
论坛”也如期举行。这是我校首次开展大型

校友值年系列联谊活动，为广大校友之间、

校友与母校之间的沟通交流搭建了又一个

新的平台。

５．继续加强地方校友会工作网络的建
设。（１）进一步强化海外校友工作的广度
与深度。９月２６日，我校纽澳校友会成立
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隆重召开。

澳大利亚校友４０多人、新西兰校友２０多人
参加大会，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参赞兼总

领事张卫以及澳大利亚中国大学联盟和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友会代表到会祝贺。

各海外校友会与学校联系紧密，校友活动精

彩纷呈，校友们努力为学校的事业发展献计

献策、贡献力量。美国、加拿大校友会开通

了校友会网站，美国校友会创立了校友通讯

电子杂志。澳洲校友积极联络，为 ６月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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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堪培拉为我校

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共建的“中—澳功能分

子材料联合研究中心”揭牌做好沟通服务工

作；美国校友会积极为江苏大学首期中层干

部境外培训班、卓越工程师海外调研等访问

团提供协调服务。（２）进一步加强地方校
友会的建设。省内外地方校友会是我校开

展校友工作的重要依托，也是地方校友会的

主体。１２月１８日，我校江西校友会成立大
会在南昌市举行；１２月２５日，我校广西校
友会在柳州市成立。至此，我校已成立十二

家省级校友会。省级校友会的成立推动了

外省校友联络工作的开展，对于省外校友资

源的开发、校友服务与合作的深入具有重要

的意义。

江苏大学校友会第二届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

名誉会长：

李盛霖 交通运输部 部长

江泽林 海南省委、三亚市委 常委、书记

陈次昌 四川省政协 副主席

姜澄宇 西北工业大学 校长

名誉副会长：

叶志明 上海大学 副校长

江里程 江苏省建设厅 党组书记、副厅长

许维铭 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张庆生 镇江市委 副书记

李亚龙 贵州天力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束荣桂 云南马龙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肖　奋 深圳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春生 福建东南汽车集团服务部 部长

许建中 美国明尼苏达Ｓｅａｇａｔｅ公司 工程师

赵剡水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　华 国务院国资委机关服务管理局 副局长

秦全权 海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郭泰鸿 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局长、党委书记

喜冠南 日本环境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

薛永立 信达北美移民公司 总经理

蔡　东 中国重汽集团 总裁

蔡　超 新加坡高等计算科学研究院 高级研究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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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单位 职务

会长：

袁寿其 江苏大学 校长

副会长（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荣生 南通飞马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

田立新 江苏大学 副校长

任汉友 淮安金象减速机公司 董事长

刘安宁 徐州市投资总公司 副总经理

孙玉坤 江苏大学 副校长

许化溪 江苏大学 副校长

吴俊卿 江苏悦达拖拉机制造公司 总工、副总经理

宋余庆 江苏大学 副校长

李萍萍 江苏大学 副校长

汪雪麟 苏州市政协 主任委员

陈　龙 江苏大学 副校长

范　明 江苏大学 党委书记

姚冠新 江苏大学 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徐　缨 常州市委宣传部 部长

徐洪桥 苏宿工业园区管委会 副主任

钱恒荣 一汽解放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厂长

曹友清 江苏大学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程晓农 江苏大学 副校长

葛社清 扬州市级机关工委 书记

潘培时 泰州市科协 主席

秘书长：

全　力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联络办公室 主任

副秘书长：

朱　晏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联络办公室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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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地方校友会成立情况

序号 校友会 成立时间 会长 秘书长

１ 纽澳校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６日 朱建国 刘建生

２ 江西校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 温珍才 黄　勇

３ 广西校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５日 杨志远 高　宇

江苏大学董事会成员建议名单

名誉董事长

李盛霖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
陈　竺　卫生部部长
何光远　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原机械

工业部部长

邵奇惠　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原机械
工业部常务副部长、机械工业局

局长

江泽林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海南省委常
委、三亚市委书记

邬书林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孙家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卫国　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史和平　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曹卫星　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陈次昌　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副主席
李守武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名誉副董事长

沈　健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省
委教育工委书记

郭兴华　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
许津荣　中共镇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

刘捍东　镇江市人民政府市长

董事长

于　珍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名誉会长、第
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原轻工业部部

长、国家经贸委副主任

副董事长

范　明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
袁寿其　江苏大学校长

常务董事（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　民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

王鸿声　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卢佩民　泰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卢春泉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首席会计师
丛懋林　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朱卫国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
朱传耿　盐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朱剑明　一汽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所长
仲　琨　政协连云港市委员会主席
刘国中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刘锦庭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泰国华商

联谊会会长、泰大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

江里程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
记、副厅长

许同禄　江苏省司法厅副厅长
孙玉坤　江苏大学副校长
苏振远　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

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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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建　中共镇江市委常委、纪律检查委员
会书记

李会江　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志忠　澳门南光集团副总经理
张　悦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巡

视员

张乐夫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
成员，省乡镇企业管理局、省中小

企业局副局长

张庆生　中共镇江市委副书记
张美山　江苏银茂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
张新民　江苏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陆　冰　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陆长苏　淮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　刚　中共广西柳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

陈　明　江苏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

赵　进　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
赵剡水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

闻道才　扬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秦全权　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袁静波　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

主任

徐　华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管理局副局长

徐　辉　南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徐　缨　中共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高晓平　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

事长

凌　航　江苏省民政厅副厅长
谈学明　无锡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陶建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职业资格注册

中心副主任

曹苏民　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
曹朝阳　中国化工橡胶总公司总经理、风神

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戚锡生　中共徐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盛　放　江苏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

主任

蒋　超　美国金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焦建俊　中共西藏拉萨市委常务副书记
舒英钢　菲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蔡　东　中国重汽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蔡济波　江苏苏美达集团公司副总裁、江苏

苏美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薛甫伦　宿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董事及董事单位（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玉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
行长

王玉南　苏州新协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

王冬生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区长
王伟刚　浙江天时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

公司董事长

王相荣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

戈建鸣　今创集团总裁
尹卫东　句容市人民政府市长
卢九评　无锡软通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

叶有伟　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皮郁清　深圳市中通进出口有限公司董

事长

朱　夫　江苏康复医疗集团院长
朱圣财　江苏宏大特种钢机械厂有限公司

董事长

仲　秋　江苏恒力组合机床有限公司董
事长

刘　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
分行行长

刘长松　兴化市恒源特钢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东明　江苏江滨医疗集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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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荣　镇江市教育局局长
庄建新　江苏银环精密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关　燕　北京事中大型塑管有限公司总
经理

关永健　中共东海县委书记
宋国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

分行行长

许建中　江苏大学美国校友会会长
孙云明　山东翱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

孙乾贵　扬中市人民政府市长
杨　坤　江苏悦达盐城拖拉机制造有限公

司总经理

杨　斌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镇江分公司总经理

李亚龙　贵州鑫汇天力柴油机成套有限公
司董事长

李茂川　中共镇江市委常委、丹阳市委书记
李贤波　上海科曼车辆部件系统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照金　镇江市卫生局局长
吴　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公

司总经理

肖　奋　深圳市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裁

何晓俊　金坛市人民医院院长
狄　俊　无锡瑞银投资有限公司经理
应　军　句容市宁武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玉坤　江苏省镇江中学校长
张居洋　徐州市肿瘤医院院长
张铭正　东台市中医院
陈　波　南京大地水刀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

陈　健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陈　琳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政府区长
陈永道　南京高精齿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陈国平　丹阳市江南面粉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凯文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裁

罗洪明　镇江市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周　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

分行行长

周本留　山东名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周伟明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周建元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
孟家富　镇江方源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
柏晓宏　镇江市科技局局长
宣碧华　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夏锡仪　武进人民医院院长
钱恒荣　一汽无锡柴油机厂厂长
倪荣泉　镇江东兴电力仪表有限公司董

事长

高剑平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苏州新浒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　建　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政府区长
谈永飞　宜兴市人民医院院长
龚育才　江苏苏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法祥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校长
葛卫兵　南京传捷仪器仪表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

蔡旭辉　康瑞集团董事长
管文华　南通华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

事长

薛永立　江苏大学加拿大校友会会长

秘书长（兼）

孙玉坤　江苏大学副校长

副秘书长

戈国元　江苏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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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济建　江苏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全　力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联络办公室

主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兼）

朱　晏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联络办公室
副主任

江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二届

理事会、监事会组成人员名单

理事会

理事长（法定代表人）：

陈　龙　江苏大学副校长
副理事长（２名）：
姚冠新　江苏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田立新　江苏大学副校长
理事（１８名）：
范　明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
袁寿其　江苏大学校长
许化溪　江苏大学副校长
宋余庆　江苏大学副校长
孙玉坤　江苏大学副校长
李萍萍　江苏大学副校长
程晓农　江苏大学副校长

姚冠新　江苏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田立新　江苏大学副校长
陈　龙　江苏大学副校长
张济建　江苏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全　力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联络办公室

主任

姚木云　江苏大学财务处处长
赵剡水　中国一拖集团公司总经理
蔡　东　中国重汽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黄小平　江苏常发集团董事长
曹朝阳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全权　海马汽车集团总经理
秘书长：

全　力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联络办公室
主任

监事会

监事（３名）：
曹友清　江苏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郭礼华　江苏大学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
许如民　江苏大学审计处处长

（撰稿人：陈士林　审稿人：朱　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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