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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大事记

一月

１１日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
隆重举行。学校３个项目获得了２００９年度
国家科技成果奖。其中，学校作为第一完成

单位、由毛罕平教授带领团队完成的“温室

关键装备及有机基质的开发应用”项目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杨继昌教授（第一完成

人）与江苏宏大特种钢厂合作完成的“节能

环保型球团链篦机关键制造技术及应用”项

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孙玉坤教授（第

二完成人）等完成的“基于神经网络逆的软

测量与控制技术及其应用”项目获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这是学校连续第三年获得国

家奖，实现了国家奖“三连冠”的科研目标，

标志着学校“国字头”品牌建设项目再次实

现新突破。

会前，我校毛罕平、杨继昌教授作为获

奖代表之一接受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亲切接见。

△　学校与镇江市共建大学科技园获
批“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科技部、教育部联

合印发通知（国科发高〔２００９〕６９７号），公布
２００９年度认定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名单，江
苏大学与江苏科技大学、镇江市共建的“镇

江市国家大学科技园”榜上有名。

１９日　江大委〔２０１０〕１号文件，《关于
成立江苏大学党的建设研究会的通知》：决

定成立江苏大学党的建设研究会。第一届

理事会会长：范明，副会长：曹友清、姚冠新。

２２日　教育部公布 ２００９年度高等学
校专业设置备案或审批结果（教高〔２０１０〕２
号），我校的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获批

设置。

３０日　校召开了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
设工程推进会。校长袁寿其等有关校领导，

优势学科带头人及主要学术骨干、有关职能

部门和学院主要负责人共４０余人出席了会
议，会议由李萍萍副校长主持。根据“江苏

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正式公布名单，我

校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和“农业工

程”两个一级学科获得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

设工程一期项目立项，每年将获得２７００万
元的建设经费。

△　校附属医院———江滨医院新门诊
大楼正式投入使用。

３１日　江苏省２００９年度“十大青年科
技之星”评选揭晓，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邹

小波教授获此殊荣。

二月

３日　省教育厅公布“江苏省企业研究
生工作站认定名单”，流体中心、化学化工学

院、汽车学院、环境学院、机械学院、材料学

院、食品学院、电气学院、能动学院等９个研
究生培养单位与相关企业联合申报的２２家
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获批，获批数居全省获批

高校的第二位，占全省总数的１／６。这是在
全省范围内设立的首批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２７日　江大委〔２０１０〕７号文件，《关于
成立江苏大学“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编制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江苏大学

“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

和有关工作小组。领导小组组长：范明、袁

寿其。秘书组组长：袁寿其，副组长：孙玉

坤。学科建设规划组组长：李萍萍，副组长：

施卫东。队伍建设规划组组长：陈龙，副组

长：韩广才。人才培养规划组组长：田立新、

李萍萍、许化溪。科技工作规划组组长：程

晓农，副组长：赵玉涛。校园文化建设规划

组组长：姚冠新，副组长：高鸣。信息化建设

规划组组长：程晓农。党建工作规划小组组

长：曹友清，副组长：李战军。

２７日—２８日　学校二届四次教职工和

６３１



$%!&'(

（２０１１）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全校干部教师大会隆

重举行。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团结动员全

校教职工，为全面实现“十一五”事业发展

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决议》和《江苏大学教职

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修改

意见。

三月

１日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印发通知（苏人社发〔２０１０〕８８号），江苏大
学施卫东、赵玉涛、张弛入选２００９年度“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学校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增加

至７人。
４日　国务院学位办印发《关于批准

２０１０年工程硕士培养单位新增工程领域的
通知》（学位办〔２０１０〕９号），学校光学工
程、仪器仪表工程、软件工程、化学工程和安

全工程等５个工程硕士领域获批增列。
６日　校长袁寿其会见德国沃尔姆斯

应用科学大学副校长ＪｕｔｔａＢｉｎｄｅｒ—Ｈｏｂｂａｃｈ
等一行。其间，双方就学生交流及学分互认

等事宜进行了探讨，并决定从２０１０年起双
方互派６名学生进行为期１年的交流，以后
逐步扩大选派人数。

９日　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卫国等一行５
人来到我校视察工作，专程调研我校“江苏

省创业示范校”和“江苏省心理健康教育与

研究示范中心”的建设情况。

１１日　学校决定正式启动校史馆筹建
工作和校史编纂工作。校史馆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下设校史编篡、实物征集、展馆设计

及后勤保障和施工建设四个工作组。

１５日　出席“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姜
哲教授和全国政协委员宋余庆副校长顺利

回到学校。两会期间，宋余庆副校长提交了

《进一步完善政府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强力

推进以社区卫生为主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等５份提案，关注医疗卫生事业、关注
农村土地流转，受到新华日报、人民网、新华

报业网、中国政协新闻网、中国江苏网、腾讯

教育频道、江苏卫视、镇江电视台、镇江日

报、京江晚报等多放媒体的关注和跟踪

报道。

１６日　根据《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关于
下达２０１０年审核增列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名单的通知》（苏学位字〔２０１１〕２
号）精神，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核批准，校新增材料科学与工程、控

制科学与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环境科学与

工程等４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新增应
用经济学，教育学，数学，化学，生物学，仪器

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

技术，化学工程与技术，基础医学，临床医

学，药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图书馆、情报

与档案管理等 １６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

１８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６６号文件，《关
于公布２０１０年度校品牌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和精品课程遴选结果的通知》：校品牌专业

建设项目３项，校特色专业建设项目４项，
校一类精品课程９门，二类精品课程８门。

△　应我校邀请，加纳夸梅·恩克鲁玛
理工大学校长夸塞·夸弗·阿德尔夸教授、

国际处副处长约瑟夫·奥菲·达克博士和

电气学院院长以马利·夸库·安托先生，加

纳弗兰斯乔尔教育咨询公司科菲·因库姆

·恩吉尔先生的陪同下访问了学校。并与

学校签署了两校合作谅解备忘录。

３０日　司法部在南京召开了表彰大
会，我校司法鉴定所王永忠副所长（博士，副

教授）获评２００９年度全国司法系统先进个
人。据悉全国共３００名司法工作者获此殊
荣，其中江苏省１０人，镇江仅１人。

四月

１日　全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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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议在宁举行。会上，省委组织部确定南

通等３个地级市为“综合改革试点”，苏州
市委组织部等 ２３个单位为“单项改革试
点”，江苏大学等 ３个单位为“国有企事业
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学校是此次江苏

省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唯一高

校试点单位。

△　由江苏省农业委员会、教育厅和科
技厅联合组织的江苏省“挂县强农富民工

程”推进会在滨海县召开。江苏大学被评为

２００９年江苏省“挂县强农富民工程”先进单
位，农业工程研究院付为国副研究员被评为

先进个人，其作品《推广优势技术促进产业

升级》被评为“挂县强农富民工程”优秀

作品。

３日—５日　中央电视台十套《探索·
发现》栏目播出三集专题片《千年摇钱树》。

该节目重点专访我校何志国教授的研究成

果，片中还展示了我校校园和新图书馆等设

施，这对扩大学校的社会知名度起到了重要

宣传作用。

６日　江大委〔２０１０〕１５号文件，《关于
成立全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江苏大学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全省干部

人事制度改革江苏大学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范明。副组长：袁寿其、曹友清。成

员：许化溪等。

１０日　中共江苏省委印发通知（苏委
〔２０１０〕１３９号），决定：孙玉坤任南京工程学
院院长，不再担任江苏大学副校长职务。同

日，中共江苏省委印发通知（苏委〔２０１０〕
１４１号），决定：免去孙玉坤江苏大学党委常
委、委员职务。

１２日—１８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ＣＵＶＡ中国
大学生排球（男子）甲级联赛开幕式在我校

体育馆举行。江苏大学队、北京交通大学

队、西北工业大学队分获冠、亚、季军。

１６日　日本津市市长松田直久一行来

访我校。我校与津市渊源颇深，１９９４年，我
校与位于日本津市的三重大学、泰国清迈大

学联合发起了“三国三校”国际学术会议，

到今年已经举办了１６届。
△　农业部在北京组织召开“国家农产

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建设工作座谈会”，并

举行研发分中心授牌仪式，我校获批设立

“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装备研发分中心”。

△　学校与英国利兹大学签订合作办
学协议。

２０日　我校在外省建立首家部队教学
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１１７医院“江苏
大学教学医院”签字揭牌仪式在杭州市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１１７医院举行。这是我校在
外省建立的首家部队教学医院，标志着江苏

大学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１１７医院友好合
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２１日　我校荣获省“平安校园”、“和谐
校园”称号 。我校成为首批被省教育厅、省

综治办、省公安厅联合授予的“江苏省平安

校园”称号高校之一。

２２日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范明、副校
长程晓农、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许晓东，

中国移动分公司：总经理杨斌、副总经理卢

新奇，出席江苏大学—中国移动镇江分公司

“校园一卡通”及数字化校园项目合作签约

仪式

２３日　校长袁寿其在北京拜会了杰出
校友、中共中央委员、国家交通运输部党组

书记、部长李盛霖。

２６日　２００９年度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
经验高校经验交流会在教育部召开。江苏

大学获评“２００９年度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
经验高校”

２７日　我校党委书记范明、校长袁寿
其带领校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为青海玉树地

震灾区捐款。党办、校办、宣传部负责同志，

“两办”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仪式，并为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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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捐款。

△　匈牙利科斯克罗市副市长拉兹
罗·拉兹托维赞率团来校访问。

△　泰国清莱皇家大学校长 ＷＡＮＯＰ
ＰＡＳＩＴＷＩＬＡＩＴＨＡＭ博士等一行 １４人访问
我校。　
２７日—２９日　泰国清莱皇家大学校长

玛纳·帕斯特力萨姆一行来访并与学校签

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２８日　日本前政要武村正义先生来学
校访问。这是继５年前武村正义为学校师
生作中日关系讲座后，第二次莅临江苏

大学。

３０日　学校荣获江苏省总工会颁发的
“五一劳动奖状”。全省仅有３所高校获此
殊荣。

五月

２日—４日　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
在南京召开，校党委书记范明和校长袁寿其

出席了论坛。其间，范明会见了德国慕尼黑

工业大学校长沃尔夫冈·赫尔曼教授和副

校长孟丽秋。

６日　我校张惠同学被授予“全国三好
学生”荣誉称号。

８日　中国农业工程学科发展战略高
层论坛在学校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江苏省

副省长曹卫星出席论坛并讲话。

１０日　省教育厅公布第二批江苏省高
校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点验收结果（苏教高

〔２０１０〕１８号）：学校工商管理品牌专业建设
点验收合格；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电子信

息工程、环境工程、公共事业管理等４个特
色专业建设点验收合格。

１３日—１５日　中美先进传感器及生物
敏感技术国际学术合作研讨会在学校召开，

会议由江苏大学承办，美国马里兰大学、江

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科技厅及中科院微电子

研究所协办，并受到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

１７日　省教育厅公布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
高校精品课程遴选结果（苏教高〔２０１０〕１９
号），我校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无机化学、

模拟和数字电子技术、精密与特种加工、工

程训练、图学基础、流体机械原理及设计、现

代食品检测技术、临床血液学与血液学检

验、创业管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

１１个课程榜上有名。
１８日　学校再次荣获“江苏省全民国

防教育先进单位”称号。继２００４年后，我校
再次被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委员会授予“江

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单位”称号，全省共

有１０所高校获此殊荣。
△　学校组团参加“２０１０中国常州先

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会议展示了

多项江苏大学科技成果。

△　我校与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
司共建的“拖拉机数字化设计研发中心”在

常州江苏大学工程技术研究院正式揭牌。

△　２０１０常州市科技合作项目签字仪
式在常州科教城举行，江苏大学有７项科技
合作项目参加签字仪式。

２０日—２２日　美国北伊利诺伊州立大
学（ＮＩＵ）大学生中国修学团抵达江苏大学
进行访问、学习、交流。

３０日　央视名主持白燕升做客学校
“人文大讲堂”

六月

３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６８号文件，《关
于对杂志社下设科级机构进行调整的通知》

决定将杂志社下设的科级机构调整为４个：
行政办公室、理工版编辑部、人文社科版编

辑部、医学版编辑部。

８日　张弛教授课题组在超分子光学
功能材料研究中再获重大进展。国际顶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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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权威学术期刊《德国应用化学》（Ａｎｇｅ
ｗａｎｄｔｅＣｈｅｍｉ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０，
４９（２５），４２０９—４２１２，最新影响因子为１１．
８２９），发表了学校“中 澳光电分子功能材

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张弛教授领衔的研究

组最新研究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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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际同行评审专家的高度评

价，期刊编委会还特别将其选为期刊的封面

文章进行重点介绍；这一研究成果并被作为

江苏省的两项候选创新研究成果之一近期

还被江苏教育厅推荐参加中国教育部“２０１０
年度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的评选。

１１日　江苏省委教育工委下发《关于
表彰全省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及标兵的决定》。我校

有２个基层党组织、２名党员、２名党务工作
者受到表彰。其中，化学化工学院党委、机

械工程学院测控系党支部获“江苏省高等学

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张弛、孙梅同志获

“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李

战军、倪鸿燕同志获“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

党务工作者”称号。

１３日　教高函［２０１０］７号，教育部关
于批准第一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高校的通知，江苏大学成为教育部批准的

“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全国 ６１所首批试
点高校之一和全省８所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高校之一。

△　２００９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
秀期刊”评选结果揭晓。《江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排灌机械工程学报》双双

获奖。

１３日—１７日　第１７届世界农业与生
物工程学会（ＣＩＧＲ）世界大会于加拿大魁北
克召开。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

曲文娟同学荣获由大会主席 Ｓｏｒｅｎ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颁发的ＡｒｍａｎｄＢＬＡＮＣ（青年才俊）奖，全世

界仅有３位青年学者获此殊荣。我校食品
与生物工程学院马海乐教授和曲文娟同学、

流体中心李红教授、农业工程研究院刘继展

副教授应邀出席了此次大会。

１８日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０届毕业生毕业
典礼在校体育馆举行。

２１日　第七届分析中的可计算性和计
算复杂性国际会议在学校召开。ＣＣＡ会议
是一个高层次的专业性学术会议，至今已经

举办了１６次，在中国举办是第一次。这次
会议由我校和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

学、贵州大学共同承办，到会代表来自美国、

德国、英国、日本、南非等８个国家。ＣＣＡ会
议的创始人德国 Ｈａｇｅｎ大 学 的 Ｋｌａｕｓ
Ｗｅｉｈｒａｕｃｈ教授和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
ＫｅｒⅠ ｋｏ教授等均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作
了精彩的报告。

２２日　在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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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功能分子材

料联合研究中心”揭牌。该中心是由江苏大

学特聘教授张弛博士主持发起，联合国内南

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大学的多位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和特聘教授，

与世界著名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莫

纳西大学的７位国际著名学者共同申报的
国际合作重大研究平台项目。揭牌仪式上，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 ＩａｎＣｈｕｂｂ致欢迎
辞。校长袁寿其致感谢词。随后，习近平观

看了联合研究中心的展示材料，张弛教授向

习近平介绍了中心的组织架构、近期的建设

情况和已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

△　我校关工委主任金树德同志获得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荣誉

称号。

２９日　２０１０年度，学校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获批９２项，与２００９年相比，项目
数增长１００％，经费增长７９％。国家哲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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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基金项目获批６项，科研总经费突破
３亿，立项数和立项经费均创历史新高；

全国规划办公室公布的２０１０年度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结果，今年，我校获批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６项，在立项层次、立项数
量和学科覆盖面上再次实现历史性突破。

获批项目的学科分别为统计学（重点 １
项）、党史党建（１项）、管理学（１项）、图书
馆情报与文献学（１项）、哲学（１项）和语言
学（１项）。
３０日　理学院系主任公推直选动员大

会在讲堂群１１０召举行，这标志着理学院系
主任公推直选工作正式启动。

七月

７日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
立项建设２０１０年国家级教学团队的通知》
（教高函〔２０１０〕１２号），以孙玉坤为带头人
的“电气类专业主要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团

队”名列其中。

△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批
准２０１０年度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的通
知》（教高函〔２０１０〕１４号），我校现代食品
检测技术课程（课程负责人：赵杰文）和创

业管理课程（课程负责人：梅强）榜上有名。

△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批
准第六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通知》

（教高函〔２０１０〕１５号），学校车辆工程、医学
检验２个专业名列其中。
１０日　“学校要闻”报道了“２００８年度

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评选结果

揭晓”，我校工商管理学院梅强教授与其研

究生韩利合著的论文“ＡＨＰ模糊综合评价
方法的分析与研究”入选。

１２日　教育部公布同意设置的高校战
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本科新专业名单（教高司

函〔２０１０〕１７６号），学校申报的新能源技术、
物联网等２个专业获批设置。

１５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２２号文件，《关
于公布２０１０年“百项本科生创新计划”立项
项目的通知》：遴选确定了２０１０年本科生创
新计划立项项目１０６项。
１９日　省教育厅公布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

高等学校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苏教高

〔２０１０〕２６号），我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被
列入品牌专业建设点名单，信息与计算科

学、通信工程２个专业被列入特色专业建设
点名单。

２６日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来函
（汉办〔２０１０〕４２９号）：同意学校与奥地利格
拉茨大学合作共建孔子学院。

八月

１日—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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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代表团应邀参加了会议。

６日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科技参
赞冯暄应邀来校参观、指导。

８日　原镇江师专８０级（１）班入学３０
周年母校聚会。

９日　校党委在会议中心第二报告厅
召开“江苏省公推公选领导干部”工作动

员会。

１７日—２０日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节能
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在北京科技

大学举行。我校科技类作品《低能耗低成本

深井泵的研究与开发》获得一等奖，社会调

查类作品《江苏大学用水及节水现状调查与

对策》获得二等奖，《基于单变频器配置泵

站优化节能策略研究》、《关于江苏省泰兴

市秸秆处理情况的调研报告》等２件作品获
得三等奖。学校获得优秀组织奖。

１８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
２０１０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
果，我校共有９２个项目获得资助，资助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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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４万元。
２４日　“第十届海外高新技术人才为

国服务暨第三届新侨创新成果交流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校科学研究院特聘教

授、中 澳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中方首席科学

家张弛博士，由于在功能金属簇合物及其非

线性光学性能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重

要原创性学术研究成果，荣获中华全国归国

华侨联合会颁发的“中国侨界创新人才贡献

奖”。

２４日—３０日　应日本三重县津市松田
直久市长邀请，我校外国语学院师生组团前

往日本津市交流访问。

九月

１日　坐落在新校区的新图书馆开始
接待读者，总建筑面积４３．９６９ｍ２。
３日　今年是九三学社成立６５周年纪

念日。我校九三学社主委施卫东研究员被

授予“优秀社员”荣誉称号。

３日—５日　校２０１０级９６０４名新生顺
利入学．
６日　海峡两岸教授齐聚江苏大学纵

论医改。

７日　由学校环境学院生物质能源研
究所所长、特聘教授孙建中担任主编的 ＳＣＩ
杂志特刊《昆虫与生物质能源》（《Ｉｎｓｅｃｔｓ
ａｎｄＢｉｏｆｕｅｌｓ》英文版）正式出版，该专辑是应
国际著名出版商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的特别邀
请，由孙建中教授担任第一主编与美国佛罗

里达大学迈克（ＭｉｋｅＳｃｈａｒｆ）教授共同合作
完成，它是全世界第一本反映高效自然生物

系统及其仿生研究在生物质高效转化利用

中最新前沿成果的研究专刊。

８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６１号文件，《关
于成立江苏大学卓越学院的通知》：决定成

立江苏大学卓越学院，挂靠教务处，下设办

公室。

１０日　下午，我校在专家楼举行了庆
祝第２６个教师节座谈会。
１０日—１２日　由江苏大学、苏州大学、

日本信州大学主办的第六届中日机电学术

交流会在校会议中心召开。来自日本信州

大学、日本神奈川工科大学、中国人民解放

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

州大学等国内外大学的３５０余名专家学者
参加了会议。

１３日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青年教师
崔凤杰博士喜获瑞典国际科学基金（ＩＦ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ｆｓ．ｓｅ）项目资助，这是学校迄今为止
第一位获得此项国际基金项目的申请者。

１６日　首届江苏教育博览会在南京国
际展览中心举行，我校作为参展单位在展览

会上亮相，并参加了博览会开幕式。

１６日—２０日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第九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２０１０年国际农业工
程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农

业机械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副校长李萍萍当

选为副理事长，校长袁寿其当选为常务理

事，赵杰文当选为理事。此前，校长袁寿其

已当选为亚洲农业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会

上，校长袁寿其获“农业机械发展贡献奖”。

农业工程研究院胡永光副教授获“五征杯中

国农业机械学会第二届青年科技奖”，农业

工程研究院李耀明教授、流体中心王洋研究

员被评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０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先进工作者”。据了解，本次会议上，共有８
人获发展贡献奖，１０人获青年科技奖。会
上还评选了２００６～２０１０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优秀学术论文。校流体中心李彦军等撰写

的论文《大型泵与泵装置效率特性预测理论

分析》一等奖，农业工程研究院赵湛、汽车与

交通工程学院袁朝春、能源动力工程学院李

忠的论文获二等奖，农业工程研究院贾卫

东、流体中心朱兴业的论文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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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日—２７　校党委书记范明率代表团
赴新加坡、澳大利亚部分高校考察访问，并

出席了学校纽澳校友会成立大会、新加坡校

友会常务理事会。

２５日—３０日　第七届“挑战杯”中国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吉林大学举行，

我校参赛作品《江苏风科农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创业计划》、《江苏领航高速磁力泵有

限公司创业计划》获得２项金奖，这是我校
“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参赛史上首次获得

金奖。本届竞赛全国仅５０件作品获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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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日—２８日　中国 澳大利亚功能分

子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澳方研究团队首

席科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化学学院资深

教授ＭａｒｋＧ．Ｈｕｍｐｈｒｅｙ（迈克·汉弗莱）博
士，澳方研究团队成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理论与量子化学研究所ＲｏｂｅｒｔＳｔｒａｎｇｅｒ教授
和澳方研究团队成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光

谱与电化学研究所 ＭａｒｉｅＣｉｆｕｅｎｔｅｓ副教授
一行三人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专程来我校

进行学术访问与交流。

２８日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校长阿尔弗
雷德·顾彻豪夫等一行６人来校进行友好
访问。

十月

２日—４日　６００余名 １９９０届校友相
聚母校纪念毕业２０周年。这是学校首次开
展大型校友值年系列联谊活动。

１０日　江苏大学第二次学生工作会议
召开，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卫国到会并作了讲

话。会议讨论了袁寿其校长的工作报告《创

新思路　落实举措　努力在新的起点上开
创学生工作新局面》、学生工作“十二五”规

划和即将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等 １２个
文件。

△　光明日报社编委、高级记者陆彩
荣，光明日报江苏记者站站长郑晋鸣、苏南

站负责人苏雁等人来校访问。

１２日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在泰州召开
了２０１１年全省研究生招生工作会议，会议
表彰了２０１０年江苏省研究生招生管理优秀
招生单位和考务管理优秀报考点。江苏大

学被评为江苏省研究生招生管理优秀单位

和考务管理优秀报考点。

１５日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公布 ２０１０
年省属高校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和工

程硕士领域名单（苏学位字〔２０１０〕１５号），
学校新增应用统计、资产评估、农业推广、会

计４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新增矿业工
程、生物医学工程、工业设计工程３个工程
硕士领域。

１６日　我校医疗７７级１００多位校友从
世界各地汇聚母校，重温昔日同窗友谊，畅

叙母校情怀。

１６日—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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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

海汽车生产与研发基地———安亭隆重召开。

１８日　教育部公布 ２０１０年全国优秀
博士论文提名论文名单，江苏大学博士学位

论文《基于近红外光谱和机器视觉技术的茶

叶品质快速无损检测研究》（作者：陈全胜，

导师：赵杰文）和学校青年教师朱孝勇的博

士学位论文《混合励磁双凸极电机及其驱动

控制系统研究》榜上有名。

△　袁寿其校长带领我校１０多名流体
机械学科师生赴浙江大学参加２０１０泵与风
机国际会议。会议共收录论文１６８篇。根
据专题内容分为１１个分会场，袁校长担任
Ｐｕｍｐ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分会场主席。
２０日　何梁何利基金 ２０１０年度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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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北京举行，校长袁寿其荣获“何梁何

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此次何梁何利

基金共评出“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

奖”１名、“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
奖”３３名、“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
奖”１７名，共有５１位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得
何梁何利奖，

２２日　加纳科福里杜亚理工学院（Ｋｏ
ｆｏｒｉｄｕａ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院长（Ｒｅｃｔｏｒ）萨姆维尔
（Ｓａｍｅｕｌ）先生来校访问，双方签署了教育合
作备忘录。萨姆维尔院长还同计算机学院

相关领导就双方共建“２＋２”本科生培养模
式等具体事宜进行了洽谈。

２６日　江苏大学—山东博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科技合作签字仪式在我校举行，校

长袁寿其和博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龙平分别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上签字。

此次合作是学校科技进军核电领域的重大

突破。

２７日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布最
新评审结果，我校７名博士后获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第三批特别资助，获资助项目总数

创历史新高，列全省高校第三位。

２８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３２０号文件，《关
于公布第三轮江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特色

专业和精品课程的通知》：遴选出成人高等

教育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３项、精品课程
４门。

２９日　学校与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合作
共建的孔子学院第一次理事会在格拉茨大

学语言中心召开。格拉茨大学孔子学院作

为奥地利境内继维也纳孔子学院以后的第

二所孔子学院，是施泰尔马克州周边及东南

欧地区汉语教学及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

平台。

十一月

６日　江苏大学汽车与装备行业校友

会成立大会在学校召开。交通部党组书记、

部长李盛霖校友发来贺信表示祝贺。来自

国内相关行业的近百位校友、知名企业家出

席了大会。会议通过了汽车与装备行业校

友会章程和理事会组成人员名单。

７日　 在教育部科学技术司举办的期
刊评比中，《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获得“第三届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获得“第三届中国高

校特色科技期刊奖”。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

学报研究会的期刊评比中，《江苏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与《高校教育管理》分别

被评为“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和“全国

高校优秀社科期刊”。同时，《江苏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精心打造的“赛珍珠专题

研究”被评为特色栏目。

８日　根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的
最新评审结果，我校有７名博士后获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第三批特别资助，获资助项目

总数创历史新高，列全省高校第三位。

９日—１３日　第十七届“三国三校”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泰国清迈大学举行。校长

袁寿其率领６名教师、１８名学生组成的校
代表团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学校代表团

成果丰硕，流体中心０９级研究生司乔瑞同
学、药学院１０级研究生文毅同学分别荣获
了“能源”和“环境”两个主题的最佳论文

奖。本届“三国三校”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

６个国家、１３所高校、１５１名代表参与，会议
主题涉及环境、人口、资源、粮食、社区和可

持续发展五大领域，各领域设最佳论文奖

一名。

１０日　江苏大学 山东博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科技合作签字仪式在校会议中心

举行，校长袁寿其和博泵科技董事长孙龙平

分别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上签字。

１４日　机制７６级３０多名校友从全国
各地汇聚母校，重温昔日同窗友谊，共同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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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毕业３０周年。
１５日　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

目，在１０∶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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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日　从中国机械工业奖励评审办公
室获悉，经各专业评审组初评、评审委员会

终评，以我校为第一单位申报的１４项成果
中１１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１项，二等奖
３项，三等奖７项。

１８日　由省委组织部组织召开的“江
苏省高校领导班子建设规划工作座谈会”在

校举行。

１８日—１９日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１届毕业
生系列综合性供需洽谈会（第一场）在体育

馆举行，这是学校组织校园招聘活动以来最

大规模的一次校园人才市场，也标志着我校

２０１１届毕业生系列综合性供需洽谈会正式
开启。

２０日—２１日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主办，我校承办的水利科

学与海洋工程学科中青年科学家学术研讨

会在镇江召开。

２３日　“百名教授进企业、百家院所入
通州”产学研合作洽谈会在通州举行，由副

校长程晓农带队，机械学院、电气学院、材料

学院、能动学院、汽车学院等相关专家教授

组成的我校代表团参加了洽谈会。程晓农

副校长代表学校与通州区人民政府签定了

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科技与人才领域开

展长期战略合作。

２４日　《中国教育报》第１版头条刊发
学校研究生培养工作《江苏大学大学研究生

论文做在企业里》的报道。当日就被中国新

闻网、凤凰网、新民网、腾讯网等１０多家媒
体转载。此外，同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在

“教科新闻”版，以《江苏大学多举措建人才

强校》为题，报道了学校人才队伍建设的经

验和做法。

３０日　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指
导、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网站主办的“第

四届全国高校百佳网站网络评选活动”结果

揭晓。我校参评网站“江帆网”获得“全国

高校百佳网站”荣誉称号，党委宣传部吴先

琳老师获得“全国高校优秀网络编辑”荣誉

称号。

△　吸纳社会资金３００万元建设的“江
大索普梅花园”基本竣工。

１１月３０日—１２月３日　由中国微生
物学会分析微生物专业委员会和江苏大学

联合主办的“２０１０年病原菌基因组学、进化
与致病机制国际研讨会”在学校举行。中国

科学院、爱尔兰Ｃｏｒｋ大学 、法国巴斯德研究
所、日本歧阜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江苏大

学等教授、专家、学者和高校研究生百余人

参加了会议。

十二月

３日　江苏大学参赛选手潘道远，赵琛
宣，彭怀林荣获２０１０年国际大学生数字建
模竞赛一等奖；冯亦倬、任文婷和万根顺 ３
人共同完成的课题获得全国数字建模竞赛

一等奖，吴涵峰、刘林和赵波３人的组合获
全国二等奖，另有 １组选手获江苏省二等
奖、６组选手获江苏省三等奖。
９日　江苏大学司法鉴定所顺利通过

国家级鉴定资质和国家认证认可现场评审，

并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认

可证书。２００９年，我校司法鉴定所被评为
江苏省、镇江市司法系统先进集体，王永忠

博士被评为全国司法系统鉴定先进个人。

１０日　教育部公布了“工程科技人才
培养研究”专项课题立项名单，我校教务处

处长王贵成教授主持申报的《高等工程教育

中工程精神和意识的培养研究》项目榜上有

名，成为２５项立项课题之一，也是江苏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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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唯一获批立项的课题。

△　江大委〔２０１０〕４７号文件，《关于表
彰第二届“感动江大”人物的决定》：食品学

院赵杰文教授、理学院退休教师徐民京、附

属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周亚平、农业工程研究

院“农业生物环境工程”科研团队、机械学

院０７级研究生周尚飞、教师教育学院０７级
研究生宁尚洁、继续教育学院“下午四点钟

学校”志愿者服务团队等７名个人和团队，
获得了“感动江大”人物称号。

△　江大校〔２０１０〕３５８号文件，《关于
表彰江苏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先进单位的

决定》：决定授予工商管理学院、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临床医学

院、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

科学研究院等７个单位“江苏大学国际合作
与交流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１４日—１５日　校党委书记范明作为我
省省属高校唯一党委书记出席了中共中央

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教育部党组

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

建设工作会议”。会前，范明作为与会代表

之一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亲切接见。校党

委报送的《以党建工作为龙头引领大学生健

康成长》入选大会经验材料汇编。

１６日　教育部公布了 ２０１０年全国优
秀博士论文评选结果。我校食品现生物工

程学院青年教师陈全胜的论文《基于近红外

光谱和机器视觉技术的茶叶品质快速无损

检测研究》、电气学院青年教师朱孝勇的论

文《混合励磁双凸极电机及其驱动控制系统

研究》，获“２０１０全国优博论文提名奖”。截
至目前，我校共有３人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奖，３人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提名奖。

１８日　“中荷智能农业装备国际研讨
会”在我校举行。本次研讨会由江苏大学、

江苏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荷兰瓦格宁根大

学联合主办。

△　校江西校友会成立大会在南昌市
举行，这是我校成立的第十一家省级校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西校友会章程，并推

荐选举了江西校友会首届理事会。江西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温珍才当选为会长。

１８日—１９日　由江苏大学和高雄第一
科技大学主办，江苏大学承办的“第五届海

峡两岸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与发展策略研讨

会”在江苏大学会议中心举行。高雄第一科

技大学许孟祥副校长、高雄大学庄宝?副校

长一行近４０位台湾专家学者和企业家莅临
了会议。

１９日　我校召开首次国际化工作推进
会 。回顾学校国际化工作历程，研究分析

国际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全面部

署当前和“十二五”期间我校的国际化工

作。会议还出台了《江苏大学关于推进国际

化工作的实施意见》，《江苏大学境外学生

（含校际交流学生）来校游学、实习管理办

法》，《江苏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实施办

法》，《江苏大学优秀贫困生海外游学（含学

术交流）项目奖学金评选管理办法》，《江苏

大学外国留学生教育经费划拨试行方案》，

《江苏大学与境外合作（联合）办学学生学

籍管理和学位授予工作暂行规定》等相关

文件。

２０日　由中国教育网、中国教育在线
主办，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

中国教育新闻网、中青在线等权威媒体协办

的首届“教育公益盛典”在北京揭幕。我校

京江学院入围“２０１０年度十佳优秀独立学
院”。

２２日　我校作为“江苏省节水型单位”
接受国家节水型城市专家组的验收，我校的

用水总量从２００５年的３００万吨下降至２００９
年的２４２万吨，人均用水量由２００２年的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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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人．日下降为２００９年的１２９升／人．日。
２５日　我校广西校友会成立大会在柳

州市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范明代表学校

出席大会。校友陈刚，方皓、杨志远等 １３０
余名校友代表参加了会议。

２６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在镇江主
持召开了由江苏大学、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

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

金坛市旺达喷灌机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凯节

水技术有限公司承担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

展计划（８６３计划）“变量喷洒低能耗轻小型
灌溉机组”以及江苏省科技服务业计划项目

“泵节能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推广及检测服

务”、江苏省农业科技支撑计划“高效节水

灌溉设备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等项目

验收鉴定会。流体中心多个项目顺利通过

验收及鉴定。

２９日　２０１０年全国高等学校继续教育
先进院校长和优秀教师评选结果正式揭晓，

我校临床医学院常务副院长眭建教授被评

为全国高等学校继续教育优秀教师。今年，

全国共有９７名高校教师获此荣誉。
３０日　学校 ２０１０届外国留学生毕业

典礼在校会议中心举行。此次毕业的１名
硕士和２１名本科留学生是我校首次成建制
招收的学历留学生，他们顺利完成了在华学

习任务，圆满结束所修课程，均取得我国授

予的学位和学历证书。

△　“中国科学院２０１０年度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院长奖、冠名奖学金及优秀导师

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我校理学院数学

系青年教师桂贵龙博士在不可压缩 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等流体力学方程（组）研究方面
取得了突出成绩，荣获２０１０年度中国科学
院院长特别奖。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

统科学研究院在本年度唯一获此殊荣的

博士。

３１日　两年一度的江苏省师资队伍建

设先进集体评选近日揭晓，我校再次被省教

育厅评为“江苏省师资队伍建设先进高

校”，这是继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获奖后，连续
第三次获此殊荣，这标志着我校在“十一

五”期间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始终走在全省高

校的先进行列。

△　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
会对外联络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

学会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的最新国际检索

系统月报报道，我校主办的《江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被国际科技界公认的六大

权威科技期刊检索数据库之一的英国 ＩＮ
ＳＰＥＣ数据库收录，且收录数据回溯至２００９
年。这是学报继 ２００５年被 Ｅｉ数据库收录
后的又一重大突破。这意味着，该刊物的学

术地位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进一步认可。

△　２０１０年度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结果揭晓，学

校再次获先进集体称号，这是学校连续第７
次获此殊荣。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任泽中

也获评先进个人。

△　２０１０年，学校专利申请量和授权
量喜获丰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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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量较去年增长３２％；共授权专利２３０件，
其中发明１４１件，发明授权量较去年相比增
长６８％。其中，陈龙、宋余庆等８个科研团
队全年发明专利申请１０件以上，获得镇江
市知识产权重点突破计划奖励。此外，根据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国高校

２００９发明专利申请排名》，我校发明专利申
请量在全国高校中位居３５位，在江苏省高
校排名为第５，有效发明专利量在全国高校
中排名为４７位，在江苏省高校排名为第６，
专利工作位于全省高校前列。

２０１１年１月７日　２０１０年立项的“国
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科技

部综合评审。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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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１月３１日　江苏省教育厅苏教
社政【２０１１】１号文件，“关于表彰江苏省高
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的通知”，江苏大学被评为２０１０年江苏
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这是学校连续四次荣获全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先进集体。

（撰稿人：王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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