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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18 日 江 苏 省 政 府 下 发 [ 苏 政 发

(2001)104号]文，决定将江苏理工大学、

镇江医学院、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组建

江苏大学，同时撤销原三所学校建制。

20 日 中共江苏 省委决定组建江苏大

学党委，朱正伦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委员、

常委、书记；曹友清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

委员、常委、副书记 ; 唐永泽同志任江苏

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 陈国祥同

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

柴顺根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委员、常委，

纪委书记 ; 杨继昌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委

员、常委；范明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委员、

常委；宋京章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委员、

常委；许化溪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委员、

常委；原江苏理工大学、镇江医学院、镇

江师范专科学校党委组成人员职务同时免

除。

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杨继昌同志

任江苏大学校长 ; 曹友清同志任江苏大学

副校长 ( 正厅级 )；范明同志任江苏大学

副校长 ; 宋京章同志任江苏大学副校长 ;

赵杰文同志任江苏大学副校长 ;

许化溪同志任江苏大学副校长 ; 宋余

庆同志任江苏大学副校长。原江苏理工大

学、镇江医学院、镇江师范专科学校校长

(院长)、副校长(副院长)职务同时免除。

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袁寿其同志

任江苏大学副校长、党委委员、常委，试

用期一年;袁银男同志任江苏大学副校长、

党委委员、常委，试用期一年。

又，学校以江苏理工大学名义下发《关

于成立微纳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的决定》

[苏工校 (2001)199号 ]。

20-22 日 江苏省教育厅举行第一届江

苏工科基础力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我校

理学院青年教师张晓芳、范旭红分别获理

论力学组一等奖和三等奖。

22 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机械工程专

家温诗铸接受了我校的聘书，正式成为我

校微纳米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24-9 月 2 我校结合对新教师的岗前培

训，举办新教师军事夏令营。今年共有 68

名新教师参加为期一周的军事夏令营。

26 日 学校以江苏理工大学名义下发

《关于左言言等五十七位同志任职资格的

通知》[苏工校 (2001)189号]，其中，一、

根据苏教师 [2001]107 号文通知，经校教

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左言言、施

国洪、孙平、王忠、董英等五位同志已具

备教授任职资格；施卫东同志已具备研究

员任职资格，二、根据苏教职称 [2001]26

号，苏教职称 [2001]73 号文件通知，经江

苏省高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

会评审：周祖城、钱兆华、李明学、刘爱真、

王亚伟、李建康、骆英、刘国海、刘荣桂、

马海乐等十位同志已具备教授任职资格，

王瑛已具备教育管理研究员任职资格。另，

杨奎先等四十位同志分别具备副教授、副

研究员等任职资格。

又，学校以江苏理工大学名义下发《关

于聘温诗铸院士为我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的决定》[苏工校 (2001)200号 ]。

又，学校以江苏理工大学名义下发《关

于微纳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任职的决定》

[ 苏工校 2001)201 号 ]，决定聘温诗铸院

士为微纳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聘丁建宁同志为微纳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

28 日 省委副书记任彦申在江苏理工

大学召开的三校干部大会上，宣布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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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关于组建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组

建江苏大学及有关人事任免的决定，市委

书记张卫国代表镇江市委、市政府对江苏

大学的组建表示热烈的祝贺 .

28-30 日 江苏大学校本部组织“两课”

和大学英语教师在镇江碧榆园召开“三个

代表”思想和“三进”工作研讨会、基础

课教学研讨会和集体备课会。

九月
2 日 校本部全体中层干部会议在专家

楼召开，会上，校长杨继昌作了关于三校

合并组建江苏大学重要意义的报告，并对

下半年校本部党政主要工作进行了部署

3 日 我校 2001-2002 学年第一学期开

学。

5 日 下午校本部全体教职工在大礼堂

庆祝江苏大学的组建和新世纪第一个教师

节。会上，杨继昌校长就江苏大学组建的

过程和当前的形势及下半年度校本部主要

工作作了讲话。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代表校

领导班子表态，要树立好四个形象，即团

结的形象、务实的形象、开拓的形象、亲

和的形象，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

共同把江苏大学办好。江苏省优秀教育工

作者田立新及我校 34 名优秀教师，11 名

优秀教育工作者在会上受到了表彰。

6 日 学校以镇江医学院名义下发《关

于黄锡全等十六位同志的任职资格的聘任

通知》[ 院人字 (2001)90 号 ]，其中，经

江苏省高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评审，江苏省人事厅审批，从 2001 年 8 月

27 日起，黄锡全、沈铁城两位同志已具

备教授任职资格；唐永泽同志已具备专职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授任职资格，陈克等

十三位同志分别具备副教授、副研究员、

高级实验师任职资格。

又，学校以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名义下

发《关于陈东等十五位同志的任职资格的

聘任通知》[镇师专(2001)99号]，其中，

陈东、沈廷根、曹国荣三位同志已具备教

授任职资格；陈国祥同志已具备专职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教授任职资格，周龙影等

十一位同志分别具备副教授、副研究员任

职资格。

8 日 学校下发《关于合并组建江

苏大学并启用新印章的函》[ 江苏大校

(2001)001号 ]。

又，学校下发《关于江苏大学校区命

名的决定》[ 江苏大校 (2001)002 号 ]，决

定：原江苏理工大学校区为江苏大学校本

部；原镇江医学院校区为江苏大学北固校

区；原镇江市师范专科学校校区为江苏大

学梦溪校区；原江苏理工大学第二校区(冶

金学院 )为江苏大学中山校区。

10 日 我校下发《关于转发中共江苏

省委“关于组建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及朱

正伦等 9 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等文件

的通知》[江苏大委 (2001)01号 ]。

又，我校下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建

设起步阶段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苏大委

(2001)02 号 ]，该小组由组长朱正伦、副

组长杨继昌、曹友清，成员唐永泽、陈国祥、

范明、宋京章、赵杰文、许化溪、宋余庆、

袁寿其、袁银男、柴顺根等 13人组成。

又，我校下发《江苏大学建设起步

阶段党的组织工作暂行规定》[ 江苏大委

(2001)03号 ]。

又，我校下发《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建

设起步阶段有关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江

苏大校 (2001)03号 ]。

是月 获悉，在第二十九批全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申报中，我校博士后陆建飞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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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申报的“饱和土表面不规则场地及其

中桩基础对弹性波的动力响应”项目获得

二等资助金，这是我校设站以来第一位获

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人员。

十月
13 日 我校组织工程硕士研究生入学

考试，本次考试是全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的首次联考。本次考试共有 383 名

考生报考我校，我校将招收工程硕士研究

生 150名。

16-18 日 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

会、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和我校共同主办

的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来自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央政策

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 60 多位代表参加

了会议。

19 日 我校下发《关于聘任校长助理

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1)032 号 ]，决定

聘陈宪祖、杨国祥为校长助理。

25 日 我校举行孙家广奖学金签字仪

式暨学术报告会。校长杨继昌到会并作了

讲话，对孙家广院士此举表示欢迎和感谢。

孙家广奖学金每年将奖励青年教育工作者

1~2 名，该奖学金是孙院士用自己的积蓄

在计算机学院设立的，他希望以此来激励

该院师生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

26 日 江苏大学成立大会在校本部隆

重举行，部、省、市有关领导，近二十位

院士、知名专家，数十名各界来宾和 1~2

万名师生参加了大会。大会由校党委书记

朱正伦主持。会上，江苏省副省长王珉、

镇江市市委书记张卫国、江苏省教育厅厅

长王斌泰先后作了讲话。东南大学校长顾

冠群院士代表来宾致贺辞。江苏大学校长

杨继昌作了题为《立足新起点 抢抓新机遇 

实现新跨越 开创新局面》的报告。江苏省

副省长王珉、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常务副

会长陆燕逊为江苏大学揭牌。

又，成立大会结束后，我校举行了江

苏省高校体量最大的教学楼群——江苏大

学 2 号教学楼竣工典礼。竣工典礼由江苏

大学党委书记朱正伦主持，江苏省副省长

王珉、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王斌泰、副厅长

祭彦加、镇江市委书记张卫国、镇江市市

长史和平、原江苏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张弼、

原江苏理工大学校长蔡兰参加了典礼。

又，下午，镇江市市委书记张卫国、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王斌泰，校党委书记朱

正伦、校长杨继昌、校党委副书记、副校

长曹友清等分别到北固校区、梦溪校区、

中山校区参加校区挂牌仪式。

又，晚上，校本部举行焰火晚会和文

艺晚会，庆祝江苏大学成立。

27 日 学校举行授聘仪式，聘中国工

程院院士柳百成教授为我校兼职教授、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名誉院长。授聘仪式后，

柳院士作了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材料

加工技术》的学术报告。

又，学校举行授聘仪式，聘中国工程

院院士、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艾兴教授为

我校兼职教授。授聘仪式后，艾兴院士作

了题为《发展先进制造技术，振兴我国机

械制造业的学术报告。

又，我校举行授聘仪式，聘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大箴先生为我校

兼职教授。

又，我校举行授聘仪式，聘德国企业

伦理学学会副会长，德国 Kassel 大学企业

伦理学教授 Josef Wieland 博士为我校客

座教授。授聘仪式后，Josef Wieland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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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作了题为《德国企业伦理学研究及应用

动态》的讲座。

十一月
1 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校长杨继昌，

副书记、副校长曹友清，副书记陈国祥等

专程到省教育厅就江苏大学成立以来学校

的改革与发展情况向教育厅领导作专题汇

报。朱正伦书记主持汇报会，校长杨继昌

代表学校作了详细汇报。出席汇报会的有

省教育厅厅长王斌泰、副厅长祭彦加及相

关职能部门的领导。教育厅领导在认真听

取汇报后，表示一定尽全力支持江苏大学

的发展，希望学校不辜负江苏大学这块金

字招牌，把江苏大学办成真正的名校。

又，学校下发《关于陶明华等七位同

志任职资格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1)48

号 ]，经评审，陶明华等七位同志已具备

副高级职称任职资格。

6 日下午 镇江市政协主席周大平、副

主席裴祥林一行 6 人来我校进行以“发挥

高校优势，促进地方经济建设”为主题的

调研活动。校长杨继昌，副书记唐永泽，

副校长赵杰文参加了座谈会。

7 日上午 江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院

长杨胜利院士“生物技术学术报告会”在

校本部专家楼举行，校长杨继昌，副校长

袁银男，校本部全体中层干部以及部分师

生出席了报告会。报告会由副校长赵杰文

主持。

8 日下午 江苏江大源生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挂牌成立。江苏大学校长杨继昌、

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赵春寅共同为该公司揭牌，江苏大学副校

长、江苏江大源生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赵杰文主持揭牌仪式。

又，庆祝江苏大学成立书画展在市博

物馆开幕。校长杨继昌，镇江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欧阳箐，市教育局、市文联领导参

加了开幕式并为本次画展剪彩，校党委副

书记唐永泽主持剪彩仪式。又，江苏省哲

学社会科学项目管理座谈会在我校专家楼

召开。

10-14 日 全国 2002 年硕士研究生报

考点报名工作在我校进行，今年我校报考

点报名总人数突破 2200 人，较去年增幅

达 60%，今年仅我校报考点报考我校的考

生就超过 800 人，与去年相比，增幅超过

80%。

11 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苏州大学医

学院院长阮长耿先生来我校北固校区作题

为“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的学术报告。

13 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免疫学

会执行理事、亚太免疫学会副主席，中国

免疫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陈慰峰

先生来我校北固校区作题为“免疫学进展：

回顾与未来”的学术报告。

14 日 学校下发《关于学校内部机构

设置的决定》[ 江苏大校 (2001)51 号 ]。

为推进江苏大学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经

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设置党委办

公室等 55个学校内部机构。

15 日 我校召开中层干部聘任动员大

会，全体校领导出席了会议。本次干部聘

任是江苏大学的首次聘任。在学校非选任

制中层干部岗位中实行聘任上岗。校机关

中层领导干部岗位采用竞聘方式，其它岗

位采用选聘仪式。聘任按先正处级后副处

级的顺序进行，实行试聘期制。

16 日 江苏食品科学与技术学会第一

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我校召开。

18 日 江苏大学 2000-2001 学年优秀

青年志愿者表彰大会暨“爱心助教”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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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在成教报告厅举行。会上 4 个优秀青

志委分会，7 支优秀青年志愿者小分队和

25名优秀青年志愿者个人受到了表彰。

20 日下午 校党委召开各校区党总支

书记、直属支部书记和部分党委部门负责

人会议。校党委书记朱正伦在会上传达了

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党委副书记唐永泽

传达了市委书记张卫国在全市领导干部会

议上的讲话精神。会议由唐永泽主持。

21 日下午 校党委召开民主党派负责

人，党外代表人士情况通报会。会上，校

长杨继昌通报了三校合并工作进展情况，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通报了处级领导干部聘

任工作情况，并就进一步做好民主党派工

作，统战工作提出了意见。会议由校党委

副书记唐永泽主持。

23-24 日 我校中层干部竞聘答辩会在

专家楼举行，共 52 人次分两组参加了机关

正处级岗位的竞聘答辩。

27 日下午 我校召开研究生座谈会，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勉励研究生奋发成材报

效祖国。

又，学校召开开展大学生文明修身工

程座谈会，校党委副书记陈国祥主持了座

谈会。

十二月
5 日 学校下发《关于李战军同志聘任

职务的通知》[ 江苏大委 (2001)14 号 ]。

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聘任：李战军为党

委办公室主任 ; 陈志刚为党委老干部工作

部部长 ; 高鸣为党委宣传部部长 ; 郭礼华

为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 ; 薛志平为党委统

一战线工作部部长 ; 周阿伢为党委保卫部

部长 ;杨秀繁为纪委正处级纪律检查员。

又，学校下发《关于朱武江等同志任

职的通知》[江苏大委 (2001)15号 ]。

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朱武江任中

共北固校区工委书记 ; 尹美英任中共梦溪

校区工委书记 ;

杨兴华任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

高翔任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

葛如海任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书

记 ; 蒋晓东任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书

记 ; 刘凤英任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党总支书记 ; 董英任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党总支书记 ; 丁琴妹任化学化工学院党总

支书记 ; 罗卓洲任医学院党总支书记 ; 姜

学林任医学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 ; 徐希明

任药学院党总支书记 ; 韩广才任理学院党

总支书记 ; 陈林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总

支书记;罗新民任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

陈丽珍任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 丁建

铭任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 冶金学院 ) 党总

支书记 ; 刘晓远任成人教育学院党总支书

记 ; 姚冠新任研究生部党总支书记 ; 张济

建任产业党总支书记 ; 陆朝元任离退休教

职工党总支书记 ; 吴明新任机电总厂党总

支书记 ; 沈荣林任后勤服务集团党总支书

记 ; 邹介农任基本建设处直属党支部书记

(正处级 )；苏益南任团委书记。

又，学校下发《关于沙志平等同志聘

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校(2001)67号]，

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聘任：沙志平

为校长办公室主任;李晓波为研究室主任;

李文清为人事处处长 ; 王贵成为教务处处

长 ; 程晓农为科学技术处处长 ; 郭礼华为

学生工作处处长 ; 许如民为财务处处长 ;

周阿伢为保卫处处长 ; 刘荣桂为基本建设

处处长 ; 陈留平为审计处处长 ; 高传玉为

设备处处长 ; 赵立强为后勤管理处处长 ;

张济建为产业办公室主任 ; 张仙美为退休

教职工管理处处长;宋顺林为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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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友谊为机电总厂厂长 ; 李宝林为后勤服

务集团总经理 ; 毛罕平为研究生部主任 ;

朱冬为北固校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 邓之光

为梦溪校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 李萍萍为机

械工程学院院长 ; 蔡忆昔为汽车与交通工

程学院院长 ; 杨敏官为能源与动力工程学

院院长 ; 戴起勋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

长 ; 孙玉坤为电气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 鞠

时光为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院长 ;

吴春笃为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 ; 谢吉

民为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 许化溪为医学院

院长 ( 兼 )；许文荣为医学技术学院院长 ;

徐希明为药学院院长 ; 田立新为理学院院

长 ; 王瑛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 罗新

民为外国语学院院长 ; 朱正伦为艺术学院

院长 ( 兼 )；梅强为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

笪远毅为教师教育学院院长 ; 杨国祥为高

等职业技术学院 ( 冶金学院 ) 院长 ; 辛俊

康为成人教育学院院长 ; 陈龙为京江学院

院长 (正处级 )。

7 日 我校举行 2002 届毕业生供需洽

谈会。前来洽谈的用人单位对计算机类、

电气类、机械类、材料类、流体机械类、

汽车等专业的需求量相当大，占全场总需

求的 80%以上，专业供需比率为 1:10以上。

另外，金融、管理、英语、医学、建筑等

专业在洽谈会上也颇受瞩目。

8 日 我校举行副处级岗位竞聘答辩

会。

12日 我校举办首期中层干部培训班，

全校正职中层干部参加学习。

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教育学

博士 Ruben Xing 先生应邀到我校作“当今

IT 技术的挑战与进展”的报告。

13日 我校举行为贫因生送温暖仪式，

校党委副书记陈国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出

席了仪式。又，学校下发《关于成立江苏

大学安全工程技术中心的决定》[ 江苏大

校 (2001)72 号 ] 和《关于吴春笃等同志聘

任职务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1)73号 ]。

16 日 在江苏省第三届大学生电脑网

络大赛上，我校代表在 7 个项目中再获佳

绩，分别获一个特等奖、三个一等奖，四

个二等奖，九个三等奖、十个优胜奖，另

有三名同学获表演奖，学校以 690 分的总

成绩名列全省第五，获最佳组织奖。

又，我校举行“新生十佳歌手大赛”

暨第十五届科技文化月和第二届社团巡礼

节闭幕式。

21 日 学校下发《关于赵发荣等同志

任职的通知》[ 江苏大委 (2001)17 号 ]。

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请上级主管部

门同意，决定：赵发荣、王有玉任纪委副

书记。

又，学校下发《关于陈志刚同志聘任

职务的通知》[ 江苏大委 (2001)18 号 ]。

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请上级主管部

门同意，决定聘任陈志刚为党委组织部部

长。

又，学校下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决

定》[ 江苏大校 (2001)81 号 ]。根据学校

发展需要，决定成立“江苏大学流体机械

工程技术中心 ( 正处级建制 ) 和“江苏大

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副处级建制)。

又，学校下发《关于确定京江学院行

政级别的通知》[江苏大校(2001)82号]。

经研究，确定京江学院为正处级单位。

又，学校下发《关于王有玉同志聘任

职务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1)83 号 ]。

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请上级主管部

门同意，决定聘任：王有玉为监察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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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 学校下发《关于顾志伟等同志

任职的通知》[ 江苏大委 (2001)19 号 ]。

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顾志伟任机关

党总支书记；刘红光任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又，学校下发《关于楼书芬等同志任

职的通知》[ 江苏大委 (2001)20 号 ]。经

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楼书芬任中共北固

校区工委副书记 ; 陈秋莲任中共梦溪校区

工委副书记 ; 花银群任机械工程学院党总

支副书记 ; 黄鼎友任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党总支副书记 ; 施爱平任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 刘强任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

周志平任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副

书记 ; 崔金贵任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

院党总支副书记 ; 周俊任生物与环境工程

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 刘同君任医学院党总

支副书记 ; 王大建任医学技术学院党总支

副书记 ; 陈秀兰任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

张九如任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 石宏伟任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 王赛扬

任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 王平任艺术

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 李洪波任工商管理学

院党总支副书记 ; 王恒根任高等职业技术

学院 ( 冶金学院 ) 党总支副书记 ; 樊桂林

任成人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 吴麟麟、

陈佳赋任京江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庄秀明

任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 景顺荣任机关党总

支副书记、职工医院直属党支部书记 ; 笪

远毅任教师教育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 ; 朱

立新、杨志春任团委副书记。

又，学校下发《关于戈国元等同志聘

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委(2001)21号]。

经党委常委研究决定，聘任：戈国元为党

委办公室副主任 ; 杨秀繁为纪委办公室主

任 ( 兼 )；汪肖苹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

董德福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 江小惠为党

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新闻中心副主任 ; 曹广

龙、杨福庚、苗芊萍、倪时平为党委学生

工作部副部长 ; 陈建玉为党委统一战线工

作部副部长 ; 刘军为党委保卫部副部长、

人民武装部副部长 ; 叶伟、王国龙为党委

保卫部副部长 ; 陆朝元为党委老干部部副

部长 (兼 )。

又，学校下发《关于高鸣同志聘任职

务的通知》[ 江苏大委 (2001)22 号 ]。经

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聘任：高鸣为

新闻中心主任 (兼 )。

又，学校下发《关于罗新民等同志聘

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校(2001)84号]。

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聘任：罗新民

兼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港澳台事务办

公室主任；施卫东为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

又，学校下发《关于薛国荣等同志聘

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校(2001)85号]。

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薛国荣、

章平为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 曹广龙、杨福

庚、苗芊萍为学生工作处副处长 ; 倪时平

为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兼北固校区学生工作

办公室主任 ; 顾志伟为监察处副处长 ; 卢

殿臣为人事处副处长、人才交流中心主任;

闵昉为人事处副处长 ;

蒋国伟为人事处处长助理 (副处级 )；

路正南为教务处副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

吴向阳为教务处副处长 ; 眭建为教务

处副处长兼北固校区教务办公室主任 ; 朱

多林为教务处副处长兼梦溪校区教务办公

室主任 ; 余江南为科学技术处副处长 ( 正

处级)；丁建宁为科学技术处副处长(兼)；

路淼为科学技术处副处长 ; 马海乐为产业

办公室副主任 ; 赵建平为财务处副处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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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永平为财务处副处长、国有资产管理办

公室主任 ; 姚木云为财务处副处长兼梦溪

校区财务办公室主任 ; 刘军、叶伟、王国

龙为保卫处副处长 ; 朱华明为基本建设处

副处长;杨小平为基本建设处总工程师(副

处级 )；蒋 ? 滨为审计处副处长 ; 朱思银

为设备处副处长 ; 张德勇为后勤管理处副

处长;苏宏远为退休教职工管理处副处长;

赵峰为杂志社副社长(正处级，主持工作)；

程燮忠、芮月英为杂志社副社长 ; 刘红光

为图书馆副馆长 ( 兼 )；刘骥为图书馆副

馆长 ( 正处级 )；王维华为图书馆副馆长 ;

葛福才、顾圣祥为机电总厂副厂长 ; 陈锦

清为后勤服务集团副总经理 ; 解幸幸为研

究生部副主任 ; 吴浩然为北固校区管委会

副主任 ; 潘志超为北固校区后勤办公室主

任 ( 副处级 )；陆云松为梦溪校区管委会

副主任 ; 卢章平、张永康、花银群为机械

工程学院副院长 ; 陈昆山、黄鼎友为汽车

与交通工程学院副院长 ; 陈汇龙，施爱平

为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副院长 ; 赵玉涛、

刘 强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 赵

德安、刘国海、周志平为电气信息工程学

院副院长 ; 鲍可进、崔金贵为计算机科学

与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 ; 陈健美为计算机

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计算中心主任 ( 副处

级 )；姜松、周俊为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副院长 ; 倪良为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 ; 郑

金旭为医学院副院长 ( 正处级 )；姜平、

刘同君为医学院副院长 ; 陈新根为医学院

院长助理 ( 副处级 )；肖德生、王大建为

医学技术学院副院长 ; 仰榴青、陈秀兰为

药学院副院长 ;王亚伟、骆 英、张九如为

理学院副院长 ; 石宏伟为人文社会科学学

院副院长 ; 张炳生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

长助理 ( 副处级 )；成善祯、陈红、王赛

扬为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 王平、徐伟灵为

艺术学院副院长 ; 周绿林为工商管理学院

副院长 ( 正处级 )；李锦飞、李洪波为工

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 王长乐、钱秋源为教

师教育学院副院长 ; 赵跃生、王崇宪、王

恒根、蒋昭灿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 冶金

学院 )副院长；张立民、陈志刚、周 平、

樊桂林为成人教育学院院长 ; 符永宏、吴

麟麟为京江学院副院长 ; 李明学为体育部

主任 ; 李晓波为高教研究所所长 ( 兼 )；

郑培钢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 ; 许晓东

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 )；

鲁丹苹为综合档案室主任 ; 谢钢为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 ; 沈雪妹为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副处级)；

陈克平为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 副处

级 )。

30 日 学校下发《关于张有德等同志

聘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委(2001)23号]。

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聘任张有德等

五位同志为调研员。

又，学校下发《关于建议喻骏等同志

作为工会副主席候选人的通知》[ 江苏大

委 (2001)24号 ]。

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 : 建议喻骏

作为工会副主席候选人(正处级);殷荷生、

周润生作为工会副主席候选人 ( 副处级 );

依照《工会法》，待下届工会会员代表大

会履行相关程序。

又，学校下发《关于窦敖川等同志聘

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校(2001)87号]。

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骆志高等

二十五位同志分别为调研员、助理调研员。

又，学校下发《关于乔忠荣等同志保

留、享受待遇的通知》[江苏大校(2001)88

号 ]。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乔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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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十一位同志保留、享受正处、副处长待遇。

又，学校下发《关于曹泽民同志聘任

职务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1)96 号 ]。

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聘任：曹泽民

为后勤服务集团副总经理。

又，学校下发《关于李君荣同志保留

待遇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1)98 号 ]。

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李君荣保留副

处级待遇。

又，晚上，我校举行迎新年综艺晚会。

26 日 我校举办首届教职工健身节。

28 日 我校举行高级人才座谈会。我校

近几年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和送出去培养回

校工作的博士生共 2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又，我校举行 2000-2001 学年校本部

优秀班主任表彰暨经验交流会。

31 日晚 我校在教工之家及大学生活

动中心举行迎新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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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9 日 我校举行 2000-2001 学年学生

(研究生 )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会上，研 992 班等 6 个先进集体和 

张福祥等 14 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18 日 国家教育部公布高等学校重点

学科点名单 [ 教研函 (2002）2 号 ]，我校

流体机械及 工程学科被列入其中。

又，我校 2001-2002 学年第一学期结

束。

26 日 为期两天半的党校第三期中层

干部培训班开班，校党政领导出席了大会

并参加了分组讨论。 

又，范明副校长代表我校与镇江市古

运河综合开发总公司签订关于终止在原 炒

货厂区域建造教工宿舍的协议。

28 日 省委决定：范明同志任扬州大

学党委委员、常委、书记，免去其江苏大

学党委常委、委员职务；免去范明同志的

江苏大学副校长职务。

二月
18 日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莅

临我校，在校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园

和生命科学研究院。我校生命科学研究院

的建设与发展引起了陈院士的关注。

25 日 我校 2001-2002 学年第二学期

开学。

27 日 我校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会

上，校长杨继昌回顾总结了我校用 5 个月

的时间顺利 、平稳、快速完成实质性合并

工作的过程及经验，并提出了今年我校工

作的主要目标；党委书记朱正伦也作了讲

话，并对校训“博学、求是、明德”进行

了详细的阐述。

是月 经校党委研究，确定我校校训

为“博学、求是、明德”。

三月
6 日 校党委印发《关于楼书芬等同志

任职的通知 [ 江苏大委 (2002)12 号 ]。决

定：楼书芬任北固 校区管委会直属党支部

书记；陈秋莲任梦溪校区管委会直属党支

部书记。

10 日 杨继昌校长代表我校与日本三

重大学校长矢谷隆一签署友好学术交流的

协定和关于学生交流 的备忘录。

11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江苏大

校 (2002)14号 ]，该 委员会由金树德 (主

任委员 )等 53人组成。

12 日 我校印发《关于组建江苏大学

国家安全小组的通知》[江苏大校(2002)41

号]，该小组由朱 正伦(组长)，宋京章(副

组长 )等 21人组成。

13 日 我校印发《关于李明学等同志

任职的通知》[ 江苏大委 (2002)17 号 ]，

决定：李明学任体育 部直属党支部书记；

朱怀琪任附属学校直属党支部书记。

14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

学大学生文明修身工程指导小组”的通知》

[江苏大委 (2002) 18号 ]，该小组由陈国

祥 (组长 )等 7人组成。

又，我校印发《关于成立“大学网站

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苏 大

校 (2002)39号]，该领导小组由杨继昌(组

长 )，唐永泽、许化溪 ( 副组长 ) 等 10 人

组成。

15 日下午 我校 1 号教学楼奠基仪式

在施工工地举行。校长杨继昌、华东地质

勘探局局长蔡正先后致词 祝贺，奠基仪式

由曹友清副校长主持。

19 日上午 我校在行政楼召开首届教

职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筹委会第一次会



江苏大学  |2002|

YEARBOOK           013
OF JIANGSU UNIVERSITY

议，校党委书记朱正伦、 党委副书记唐永

泽到会并作了讲话。

19 日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组织学

习两代会精神。会上，我校全国政协委员、

博士生导师吴守一 教授从 2002 年社会的

走向、国民经济发展、党风廉政建设等七

个方面介绍了全国政协会议精神。

日前，出席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姜哲

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吴守一教授返校，我

校分别举行 仪式欢迎他们的归来。

22 日 我校印发《关于综合档案室更

名为档案馆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2)50

号]。更名后，档案馆副处级建制保持不变。

26 日 我校印发《关于钱秋源同志任

职的通知》[ 江苏大委 (2002)24 号 ]，决

定：钱秋源任教师教 育学院直属党支部副

书记。

27 日 原教育部党组成员、教育部关

工委常务副会长朱新均，教育部关工委副

会长李蒙恩，秘书长 原永堂，省教育厅原

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黄治中在有关同志的陪同 下来我校调

研。又，校党委召开会议，请我校出席“两

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姜哲教授、 全国政协

委员吴守一教授作传达、学习“两会”精

神的报告。

又，省科技厅、财政厅在我校召开“江

苏省流体机械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项 目验

收会。验收会由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君亮教

授担任主任委员。专家们听取了项目承担

单位我校流体机械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关于

项目建设的总结报告，并对现场进行了考

察。最后，一致通过验收。

28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

苏大校 (2002)56 号 ] ，该小组由杨继昌

( 组长 )，朱正伦、袁寿其 ( 副组长 ) 等

16人组成。

29 日 我校在专家楼举办首次新闻发

布会。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新华日报、

江苏教育台、扬子 晚报、镇江电视台、镇

江日报、京江晚报共 8 家媒体应邀参加了

发布会。

又，我校召开 2002年纪检监察工作会。

又，我校在“教工之家”举行镇江市“模

范教工之家”授牌仪式。校党委副 书记唐

永泽代表我校接受市总工会副主席袁平授

予我校的奖牌。

四月
1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后

勤社会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苏大

校(2002)58号]，该小组由朱正伦(组长)、

杨继昌 (副组长 )等 15人组成。

2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依

法治校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苏大委

(2002)53 号 ]，该领导小组由朱正伦 ( 组

长 )、杨继昌 (副组长 )等 32人组成。

又，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

“四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

苏大委 (2002)54 号 ]，该领导小组由唐永

泽 (组长 )等 15人组成。

3 日 我校在专家楼召开教学检查员研

讨会。本学期我校共聘请了 80 多名离退休

老同志担 任教 学质量监督员。从本学期

起，我校构建了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与监控

体系。设置了教学质量监 控网络，建立了

党政干部听课制度，同行教师听课评议制

度，教学检查员听课指导制度、教 学质量

信息员反馈及设置投诉箱制度等 5 项制度

和办法。

5 日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十五”期

间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名单 [ 苏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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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6号]。我校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设计及理论、材料学、动力机械及工程、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农产品加工及贮藏

工程等 6个学科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

8 日 校长杨继昌代表我校与中国建设

银行镇江市分行就梦溪校区学生个人助学

贷款和代收学生学杂费等事项签订银校合

作协议。

12 日 我校召开现场办公总结会，各

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校长

杨继昌就当前学院、部门应把握的几个问

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明确要求。

本学期，校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用了近三周的时间，在听取了部分职能处

室的工作汇报后，到 20 个学院进行了现场

办公 ，旨在沟通信息、调查研究，落实今

年的党政工作目标，为基层解决一些实际

问题，同时也为今年的“调查研究年”、“转

变作风年”开一个好头。

又，我校印发《关于张永康等同志任

免职务的通知》[江苏大委(2002)57号]，

决定：张永康任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免去杨兴华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杨敏官等同志任

职的通知》[江苏大委(2002)58号]，决定：

杨敏官任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

徐道喜任医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正处级)。 

又，我校制定《江苏大学处理突发性

事件工作预案》[江苏大委(2002)59号]，

并决定成立 处理突发性事件领导机构：1、

处理突发性事件领导小组，该小组由朱正

伦 (组长 )、杨继昌 ( 副组长 )等 14人组

成；2、领导小组下设 5 个工作组，即两办

工作组、教师工作组、宣传工作 组、治安

工作组、后勤工作组。

又，我校印发《关于张炳生等同志聘

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校(2002)78号 ]，

聘任：张炳生为人文学院副院长，解聘其

人文学院院长助理(副处级)职务；袁志诚、

刘东明为医学院副 院长。

又，我校印发《关于在附属医院设立

临床医学系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2)81

号 ]，决定：在校附属医院设立临床医学

一系，在校附属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设立

临床医学二系；在校附属镇江市第四人民

医院设立临床医学三系。

又，我校印发《关于郑金旭等同志聘

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校(2002)82号 ]，

聘任：郑金 旭为临床医学一系主任(兼 )，

袁志诚为临床医学二系主任 ( 兼 )；刘东

明为临床医学三系主任 ( 兼 )。

16 日 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印发[苏

委教组(2002)25号]文，同意增补李战军、

李文清、顾志伟、朱武江、尹美英、丁建铭、

沈荣林等 7 位同志为中共江苏大学纪律检

查委员会委员。

又，我校印发《关于决定成立江苏大

学省级研究基地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苏

大校 (2002)89 号 ]，该小组由赵杰文 ( 组

长 )等 10人组成。

18 日 副校长赵杰文代表我校与江苏

成城电气有限公司就臭氧技术研究和产品

开发事宜签订合作协议。

又，我校印发《关于成立部分非编常

设机构的通知》[江苏大校(2002)54号 ]，

决定：张弼任江苏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

任委员；袁银男任江苏大学实践基地建设

委员会主任委员，课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委

员，专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教学质量

监控委员会主任委员，教材建设委员 会主

任委员，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招生委员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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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委 员；朱正伦任江苏大学两课教学领导

小组组长，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继昌

任江苏大学计 算机网络安全领导小组组

长，校园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组长；宋京章

任江苏大学人民调解委员 会主任委员；消

防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组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周阿伢

任江苏大学车辆管理办公室主任，暂住人

口管理办公室主任。

19 日 我校印发《关于杨兴华同志职

务变动的通知》[江苏大委(2002)89号]，

经研究决定，并报 请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

杨兴华任党委组织部部长；解聘陈志刚党

委组织部部长职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杨兴华等同志职

务变动的通知》[江苏大委(2002)90号]，

决定聘任：杨兴华为党委老干部工作部部

长；解聘陈志刚党委老干部工作部部长职

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对国家级、省级

重点学科表彰和奖励的决定》[ 江苏大 校

(2002)84 号 ]。决定对获批的国家级重点

学科：流体机械及工程；省级重点学科：

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 制造及自动化、材

料学、动力机械及工程、农业电气化与自

动化、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以 及在重点

学科申报组织和学科建设中成绩显著的研

究生部一并予以表彰和奖励。

又，校党委印发《关于成立中共江

苏大学委员会党校的决定｝[ 江苏大委

(2002)92 号 ]，该党校校务委员会由朱正

伦(校长)，曹友清(副校长)，杨兴华(常

务副校长)等 11人组成。党校下设办公室，

挂靠组织部。

19 ～ 20 日 我校召开首届教职工、工

会会员代表大会。

19 日下午 在梦溪校区报告厅举行开

幕式。会上，江苏省教育工委主席何晓净， 

镇江市总工会副主席袁平，华东船舶工程

学院副院长、工会主席王贯三致贺词。在

校的校领 导以及兄弟院校、市政府工会领

导等出席了会议，校党委副书记唐永泽主

持了会议。会上，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作了

题为“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办学，为实现

‘十五’规划所确定 的各项目标而努力奋

斗”的讲话，校长杨继昌作了校行政工作

报告，工会副主席、财务处处长分别作了

校工会工作报告和财务工作报告。开幕式

后，召开了第一次 全体会议。

20 日 代表们就校长工作报告和《江

苏大学 2002-2005 年教育发展计划》等进

行讨论。

21 日上午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和闭

幕式。校党委书记朱正伦致闭幕词。副书记、

副校长曹友清主 持会议。会议通过了校工

会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江苏大学关于规

范校务公开工作的实施办法》，选举并产

生了我校第一届工会委员会、工会经费审

查委员会及其它专门工作委员会。

本次“两代会”收到提案 356 份，参

加提案的代表达 1736人次。提案涉及教学、

科研、学科专业建设等 12 个方面，基本围

绕我校建设和发展的主题。

会上我校还对国家级重点学科：流体

机械及工程学科；省级重点学科：机械设

计及理论 等 7个学科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22 日 我校印发《关于公布校首届自

制实验仪器获奖名单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2)85 号 ]，其中，超临界 CO2 萃取实

验台等 10 项仪器设备获一等奖；组合清选

机等 4 项仪器设备获二等奖；生物与环境

工程学院获“2002 年自制实验仪器设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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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单位”称号。

24-26 日 “家蚕功能基因组织计划”

第二次研讨会在我校召开。中科院杨胜利

院士主持会议，赵杰文副校长到会并作了

讲话，中国工程院向仲怀院士作了关于“家

蚕功能基因组织计划意义”的讲话。上海

生物工程中心等六家单位近 20 名专家代表

参加会议并进行研讨。

28 日 我校召开纪念建团 80 周年暨

“五四”表彰大会。

30 日 我校印发《关于调整充实〈江

苏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的通知》[ 江苏

大校(2002)94号]，编委会经调整充实后，

自然科学版主任：杨继昌，主编：杨继昌；

社会科学版主任：朱正伦，主编：朱正伦；

高教研究版主任：赵杰文，主编：赵杰文；

医学版主任：许化溪，主编：许化溪。

又，江苏大学宣传思想工作红色网站

“江帆网”初步建成开通。 

五月
3 ～ 4 日 科技部高新技术与产业司

邵立勤司长专程来我校指导工作。期间，

校长杨继昌、副校长赵杰 文热情 接待了

邵司长并介绍了我校总体发展规划。邵司

长为我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作了题为“国家

‘十五’863 高技术发展战略”的学术报

告并参观了校生命科学研究院等科研、实

验机构。

10 ～ 11 日 校党校分别举办党支部书

记和组织干事培训班。全校各党支部书记、

党支部组织干事和直 属党支部组织委员共

计 15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13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

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苏大委

(2002)107号 ]，该小组由朱正伦 (组长 )，

曹友清、宋京章 (副组长 )等 13人组成。

15 日 市委书记张卫国、市长史和平、

市委副书记郭礼荣、市委常委、市委秘书

长江里程来我校视察工作。市领导在认真

听取了杨校长的介绍后，一致表示将一如

既往地支持我校的建设和发 展。市委书记

张卫国说：三校合并后，江苏大学呈现出

良好的发展态势。目前，国家经济的 发展

急需大量的各类人才，镇江市委、市政府

要从富民强市的战略高度，对我校的发展

继续 给予高度关注。在谈到我校提出的有

关问题时，张卫国表示，地方财政再紧，

也不能紧教育 ，市委、市政府将尽快研究

帮助解决。他希望江大多出人才，多出成果，

为经济发展多作贡 献。

17 ～ 22 日 我校举行系列活动，庆祝

办学百年。

17 日 我校召开办学百年新闻发布会。

18 ～ 24 日 我校举办“院士专家学术

活动周”。邀请了中科院院士 5 名，中国

工程院院士 9 名，知名教授 13 名。举办

院士报告会 11场，专家报告会 12场。

20 日 我校在东郊宾馆举行院士专家

交流会。

又，我校部分师生赴南京五台山体

育馆参加省委、省政府在此隆重举行的南

京大学、江苏大学等九所高校建校、办学

一百周年联合庆典。

21 日上午 我校隆重举行办学百年庆

典大会暨揭鼎仪式。

21 日下午 我校举办第六届研究生科

技论文大赛颁奖仪式暨学术报告会。

又，我校举行老同志联谊会。

21 日晚 我校举行教职工歌咏大会。

22 日晚 我校举行学生综艺晚会。

22 日 我校校友、中共中央委员、天

津市市长李盛霖专程来到母校。校领导对



江苏大学  |2002|

YEARBOOK           017
OF JIANGSU UNIVERSITY

李盛霖校友的 返校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

在动力楼四楼会议室举行了欢迎仪式。欢

迎仪式后，李盛霖在镇江市市长史和平及

校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园。

28 日上午 原镇江医学院附属医院更

名为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的挂牌仪式在该院

外科大楼前举行。挂牌仪 式上，江苏大学

党委书记朱正伦宣读更名决定，校长杨继

昌向附院党委书记徐道喜授予“江苏大学

附属医院”印章，镇江市常务副市长张吉

生讲话并表示祝贺。

又，我校召开教育类、工学经管类实

习基地工作会议，校党委书记朱正伦、校

长杨继昌、副校长袁银男以及各学院分管

教学的院长，来自全国 50 多个企业和中学

的领导参加了会议。

30 日 以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教育文

化委员会主任周顺生为组长的省政协高校

可持续发展调研组一 行 14 人来我校就高

校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考察调研并与校领

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主题座谈。

31 日 农工民主党江苏大学委员会召

开成立大会。这是我市农工党组建的第一

个基层委员会。市委 统战部、农工民主党

市委及校党委有关部门和校内兄弟党派的

代表到会祝贺，校党委副书记 唐永泽到会

并讲话。

31 ～ 6 月 1 日 江苏省高校实验室研

究会技术物质建设研讨会在我校召开。全

省 40所高校 70余人参加了会议 。

 六月
4 日 我校印发《关于公布江苏大学首

届优秀讲稿 (教案 )评选结果的通知》[江

苏大校(2002)107号]，其中：董英、范真、

陆杰、鲍可进、杨宏林、蒋璐、徐慧珍、

赵永源、李丽等人的讲 稿获一等奖；成立

等 17 人的讲稿获二等奖；凌智勇等 28 人

的讲稿获三等奖。

5 日 我校 2002 届毕业生文明离校工

作全面启动。

6 日 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公布江苏省

高等学校 2002 年专业设置备案或批准名单

的通知》[ 苏教高 (2002)23 号 ]，我校财

政学等 16 个专业被列入新设本科专业名单

之中。

又，我校印发《关于成立特聘教授评

审委员会的决定》[ 江苏大校 (2002)114 

号 ]，该委员会由杨继昌(主任)，朱正伦、

袁寿其 (副主任 )等 13人组成。

又，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附

属徐州医学院决定》[ 江苏大校 (2002)111

号 ]。

8 日 我校 2002 年增列学士学位授权

专业评审会在专家楼召开。省教育厅邀请

的专家分三个组对我 校有关专业的建设和

人才培养情况进行评估，在听取我校汇报

的基础上现场查看实验室、召开 教师、应

届毕业生座谈会了解教学情况。经专家投

票，我校土木工程、环境工程、药学三个

专业均以优良成绩通过了省教育厅学士学

位授予权评审。

11 日 我校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

专题研究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

和改进作风 建设若干问题的意见》[ 江苏

大委 (2002)110 号 ]。今年是中央提出的

作风建设年 、调查研究年。校党委决定把

切实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作为今年的一项

重要工作。年初，我校先后召开了各种座

谈会，就改进作风问题，广泛听取了意见。

17 日 校党委印发《关于成立“江苏

大学社会主义学院”的通知》[ 江苏大委

(2002)119 号 ]，该学院与校党校“两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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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套班子”，由党校校长朱正伦兼任

院长，唐永泽、薛志平任 副院长、党校校

务委员兼任该学院院务委员。学院下设办

公室，挂靠校统战 部。

18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

学学位评审委员会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2)133 号 ]， 该委员会由杨继昌 ( 主

席 )，朱正伦、袁寿其、毛罕平 ( 副主席 )

等 31 人组成。

19 日下午 我校在大礼堂举行“新党

员入党宣誓仪式”。全校近 600名新党员、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书记、党总支组织

委员、组织干事、部分党支部书记及入党

积极分子共 1300余人参加了大会。

24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

学清房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2)141 号 ]，该小组由柴顺根 ( 组长 )

等 13人组成。

25 日 由镇江市政府牵头组织的“科

技协作，共创未来”为主题的产学研结合

活动，以“江苏大学、华东船舶工业学院

科技成果推荐会”的形式在我校召开。近

400 名来自市区机关、全市各市 ( 县 )、区

的企业主管和乡镇干部参加了会议。

 七月
3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

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2)155 号 ]，该委员会由宋余庆 ( 主任

委员 )等 46人组成。

9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

学医学文化研究所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2)160 号 ]，该所由医学技术学院和人

文学院共同管理。

12 日 我校印发《关于袁银男等同志

具备担任博士生、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

通知》[江苏大校(2002)182号]，经评定，

袁银男等 13 人已具备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

资格；张怀胜等 40 人已具 备担任硕士生

指导教师资格。

12 日 我校 2001-2002 学年第二学期

结束。

15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往来款和

对外投资清理检查领导小组的决定》[ 江

苏大校 (2002)189 号 ]，该小组由杨继昌

(组长 )，曹友清 (副组长 )等 5人组成。

 八月
10 日上午 我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动员

大会在梦溪校区礼堂召开，全体在校校领

导、各部、处、学院 负 责人及全体后勤

员工参加了大会。杨继昌校长在会上作改

革动员报告，朱正伦书记作了重要 指示。

11 日下午 江苏省副省长王荣炳在江

苏省教育厅厅长王斌泰，教育厅副厅长祭

彦加，镇江市委副书记郭 礼荣，市委常委、

秘书长江里程等省市领导的陪同下来我校

视察。在听取了杨继昌校长的有 关汇报后，

王副省长说：江苏大学在改革发展的思路

上是清晰的，周密的，在高等教育体制 改 

革过程中行动迅速。学校组建一年来，思

想比较统一，思路比较清晰，措施比较扎实，

效果比较明显，学校工作很有活力，事实

证明改革是成功的。“十五”期间，省政

府将把学校作为重点建设的高校给予扶持，

对于学校在建设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征地、

资金等具体问题，省政府将尽力帮助解决。

王副省长希望我校继续根据江苏的产业结

构调整专业结构，鼓励我校早日创办研究

生院，为江苏经济建设多培养高层次人才。

26 日 我校 2002 年下半年工作会议在

碧榆园举行，全体校领导和全校中层干部、

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为期两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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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师资队伍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2)197号 ]，该小 组由杨继昌 (组长 )

等 8人组成。

29 日 赵杰文副校长代表我校与镇江

市润州区人民政府就新产品开发、技术创

新、科技攻关、科技 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

等方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暑期 我校近百支服务团分赴各地开

展农技推广与培训，科技成果发布，企业

帮扶，医疗服务，法律宣传，支教扫盲，

环境保护，文艺演出和《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的宣传等实践服务 ，取得了显著

成绩。《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扬

子晚报》、《中国检察日报》、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江苏电视台等媒体 150 次报道

了我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情况。

  九月
2 日 我校 2002-2003 学年第一学期开

始。

4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创

卫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2)208

号 ]，该小组由宋京章 ( 组长 )，宋余庆、

杨国祥 (副组长 )等 13人组成。

6 日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被国家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信息分析研究中心评为《中国科技类核

心期刊》。

9 日 我校在大礼堂隆重举行 2002 级

研究生开学典礼。2002级博士生、硕士生、

工程硕士共 800余人参加了典礼。

教师节来临之际镇江市委书记张卫国

等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教

育局 领导同志来我校慰问。

12 日 杨继昌校长代表我校与中国重

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就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及科技成果转让等事项签订合作协议。

16 日 我校分别在校本部大礼堂和镇

江影剧院隆重举行 2002 级新生 ( 本、专科

生 ) 开学典礼。全校 6500 余名新生参加了

开学典礼。

20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

后勤服务集团董事会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2)278 号 ]，该董事会由杨继昌 ( 董事

长 )等 10人组成。

又，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后

勤服务集团监事会的通知》[ 江苏大校 ( 

2002)279号 ]，该监事会由柴顺根 (主席 )

等 11人组成。 

24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

非线性科学研究中心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2)231号 ]，该中心挂靠理学院。

又，我校印发《关于聘郭柏灵等同志

任职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2)232 号 ]，

决定：聘郭柏灵院士为该中心主任，聘田

立新同志为该中心常务副主任。

 十月
我校决定 10 月为“大学生文明修身

示范月”。

3 日 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在市委书记

张卫国的陪同下来我校视察。在动力楼四

楼会议室，朱正伦 书记向章新胜副部长汇

报了我校学科特色、“十五”规划以及我

校招生、分配等改革发展状况。章新胜副

部长在听取汇报后说，搞好学科建设是我

校合并后的一项首要任务。他说，加 强学

科建设，要做到“四个弄清”，即：弄清

我校既有学科特色、优势；弄清这些学科

的发展前沿；弄清国家政策导向及重点扶

持的科研项目；弄清兄弟院校竞争的态势。

知已知彼， 科学规划，重点扶持，努力使

江苏大学的特色学科在国内、国际具有一



江苏大学  |2002|

YEARBOOK           020
OF JIANGSU UNIVERSITY

定竞争力。在谈到合 作办学时，章新胜副

部长说，要积极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

包括人才、资金、科学技术 合作项目等，

使我们的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章新胜副部

长一行还参观了我校 2号教学楼、西 山学

生食堂。所到之处，受到师生们的欢迎。

9 日 我校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

大会议，就当前高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问

题，邀请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张亚平处长

来校作专题报告。

又，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企

业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苏

大校 (2002)244号 ]，该小组由曹友清 (组

长)，赵杰文、柴顺根(副组长)等9人组成。

10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

制造业信息化研究中心的决定》[ 江苏大

校(2002)245号]，该中心挂靠机械学院。

11 ～ 12 日 我校举办教职工思想政治

工作研修班，教育部社政司黄百炼，省教

育厅副厅长姜映梅和我校党委书记朱正伦

先后为研修班授课。

15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

校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苏大

校 (2002)249 号 ]，该小组由朱正伦、杨

继昌 ( 组长 )，唐永泽、宋京章 ( 副组长 )

等 15 人组成。该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校

办。

25 日 我校首届运动会开幕。首届运

动会历时二个月，内容丰富，项目齐全，

共含教职工、大学 生田径比赛、教职工第

二届健身节、教职工趣味体育、广播操比赛、

大学生三人篮球斗牛赛 等八大类项目。

28 ～ 31 日 第九届三国三校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我校举行。本届研讨会共有 126

人参加，其中境外人员 70 人，共发表论文

100篇。是历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届。

［注：三国三校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由

日本三重大学倡导发起，联合其在亚洲地

区的 姐妹学校中国江苏大学 (原江苏理工

大学 )、泰国清迈大学，以轮流主办的方

式举办的校际 交流 活动之一。自 1994年

起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九届。

29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校本部新

征土地规划建设工作小组的通知》[ 江苏

大校 (2002)261 号 ]，该小组由朱正伦，

杨继昌(组长)；曹友清，袁银男(副组长)

等 11 人组成。

30 日 []〖HT][ST] 中共江苏省委印发

《关于袁寿其、袁银男同志任职的通知》

[ 苏委 (2002)378 号 ]。决定：袁寿其同志

任江苏大学副校长；袁银男同志任江苏大

学副校长。任职时间从 2001 年 8 月起。

又，我校印发《江苏大学破坏性地震应急

预案》[ 江苏大校 (2002)260 号 ]， 决定

成立防震减灾 领导小组。该小组由杨继昌

(组长)，宋京章(副组长)等 12人组成。

该小组下设 4 个工作组：指挥联络组，宣

传教育组，安全保卫组和后勤保障组。

7 日 我校举办党风廉政建设学习班，

本次学习班的对象是 2001 年 3 月以来新提

拔的处级干部。

8 日 党的十六大召开，我校组织党员

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集中收看开幕式盛

况。我校还专门组织了党委中心组、民主

党派、学生干部、教师等各个层面的座谈会，

畅谈学习党的十六 大报告体会。

13 日 我校召开首批品牌 ( 特色 ) 专

业建设项目评审会。经评定，遴选出机械

设计及其自动化等 6 个品牌专业建设项目

和食品科学与工程等 3 个特色专业建设项

目。

28 日 我校召开全校党员大会，传达



江苏大学  |2002|

YEARBOOK           021
OF JIANGSU UNIVERSITY

贯彻十六大精神。

又，我校召开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会上，新任 会

长朱正伦作了《把握基调 夯实基础 面向

基层》的讲话。

30 ～ 12 月 1 日 我校召开第一次团、

学代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江苏大学

第一届委员会和江苏大学学生 会第一届委

员会。

是月 获悉，我校吴守一教授所提“迎

接 WTO 挑战，尽快实施农产品的标准化生

产”的提案被评为九届全国政协优秀提案。

又，我校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在全国该

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中排名第 26位。

又，经国家科学技术部评审决定，我

校《排灌机械〗杂志自 2002 年 10 月起成

为“中国科学技术核心期刊”。

十二月
3 ～ 4 日 我校召开京口区、润州区第

六届人大代表选举大会。全校 4 个选区，

分别选出了李萍萍、陈丽珍、陈佳赋、李

君荣、王云香共 5名区人大代表。

7 日 省教育厅评估专家组一行 9 人来

我校进行后勤社会化改革规范分离验收评

估。我校以 92分的成绩顺利通过达标验收。

7 ～ 8 日 我校召开教育教学工作会。

7 日上午 为期两天的我校 2002 年教

育教学工作会开幕式在校本部大礼堂隆重

开幕，全校教师干部 等 2000 余人参加了

大会。会上，杨继昌校长作了题为《坚持

教育创新 深化教学改革 努力 开创我校教

育教学工作新局面》的主报告。大会还对

获得省级教育教学奖项的教师进行了表 彰

和颁奖。

8 日上午 陈红等 5 名教师向大会作了

交流发言。校党委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副 

校长袁银男作了大会总结。

12 日 我校举行 2003 届毕业生供需洽

谈会。据统计，共有 3000 多名毕业生现场

签订了就业协议，初 步达成就业意向的有

1800多个。

15 日 我校等三所驻镇高校的 3000 多

名离退休老教授赴革命老区茅山 ( 延陵

镇 )，开展“百名教授上茅山”系列活动。

省教育厅、省关工委领导黄治中、袁云亭，

市委、市政 府领导吴树南、孙燕丽、戚中

立及市有关部局领导和驻镇高校的领导参

加了此次活动 。镇江市市委书记张卫国为

此次活动发来了贺信。

23 日 镇江市市委书记张卫国应邀来

我校作了题为“重要战略机遇期和镇江跨

越发展的实践” 的学习十六大精神辅导报

告。

又，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

学民间艺术研究所的决定》[ 江苏大校

(2002)303号 ]，该研究所挂靠艺术学院。

26 日 上午，我校召开关心下一代工

作总结表彰会。会上，丁玲等 53 个先进个

人和北固校区关心下一代工作领导小组等

4 个先进集体受到表彰。大会还向 37 名贫

困生捐款 6400元。

下午，江苏省委十六大报告团宣讲员、

江苏省委党校桑学成教 授应邀来我校作学

习十六大精神的辅导报告，1200 余名师生

参加了报告会。

27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

数字化校园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苏

大校 (2002)311号 ]，该小组由杨继昌 (组

长 )，宋京章 ( 副组长 ) 等 15 人组成。该

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现代教育 中心。

30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迎接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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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水平评估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

苏大校 (2002)321 号 ]，该小组由杨继昌

( 组长 )，朱正伦、袁银男 ( 副组长 ) 等

17人组成。

又，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推行完

全学分制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苏大校

(2002)322号 ]，该小组由杨继昌 (组长 )，

朱正伦、袁银男 (副组长 )等 18人组成。

又，我校召开 2002-2003 学年先进班

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会上，4 个先 

进班级和 11 名品 学兼优的同学获得省级

表彰，224 个班级和 852 名同学获得校级

表彰，89名老师被评为校优秀班主任。

31 日 校党委召开党外人士迎新座谈

会，祝贺我校杨继昌、宋余庆、郑金旭分

别当选民盟、民革、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

赵杰文、宋余庆、卢章平分别当选民盟、

民革、致公党镇江市委主委。

又，经政协镇江市第四届委员会常委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我校赵杰文、宋

余庆等 26 位 同志担任镇江市第五届政协

委员。我校教师担任市政协委员的人数比

上一届提高了近 24个百 分点。

又，我校举行元旦综艺晚会。

又，校党委书记朱正伦，校长杨继昌

发表新年献词，向全校师生致以新年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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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1 月 3 日下午 我校召开 2002 年科技

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会上，获得省部级及

以上奖励的项目组和科研组织工作成绩突

出的部门及单位获得了表彰和奖励。

1 月 6 日 我校召开企业体制改革动员

大会。

又，我校成立体育馆管理委员会，副

校长袁银男任主任。

1 月 9 日 我校对校办企业体制改革中

各类人员的去向及安排作出有关规定。

1 月 17 日 我校 2002~2003 学年第一

学期结束。

二月
2 月 12 日 省政府下发《省政府关于

同意镇江市江滨医院划归江苏大学的批复》

［苏政复 (2003)20 号］，同意镇江市江滨

医院划归江苏大学，人、财(含债权债务)、

物一并移交，作为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 月 19 日 清华大学国家 CIMS 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江苏大学制造业信息化研究

中心，镇江市信息化办公室三方合作成立

了“国家 CIMS 江苏大学授权培训中心”。

三方代表签订了合作成立中心的协议。

2 月 20—21 日 我校召开 2003 年工作

会议。会上，杨继昌校长代表学校党政作

了工作报告，朱正伦书记作了重要讲话。

2 月 24 日 我校 2002~2003 学年第二

学期开始。

2 月 25 日 镇江市政协主席周大平，

副主席宋余庆，秘书长陈惠祥等一行 7 人

来我校走访我校市政协委员，并与委员们

座谈，听取委员们对市政协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

2 月 26 日 我校通过省政府系统内部

审计工作检查。

三月
3 月 4 日 校党委召开会议布署 2003

年党务工作。

又，我校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江苏

大学附属医院委员会，徐道喜任书记。成

立中国共产党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纪律检查

委员会，赵明任书记，王明皋任副书记。

聘任：郑金旭为附属医院院长，徐道喜、

胡建华、姚同喜、张禄华为附属医院副院长。

3 月 6 日上午 镇江市人民政府、江苏

大学共建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签字仪式在附

属医院隆重举行。至此，原江滨医院人、财、

物等管理正式划归江苏大学，整建制融入

高校系统。目前，这种建制在全省尚属首

例。省政府、省教育厅、省卫生厅及镇江

市政府和江苏大学的有关领导出席了仪式。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吉生和杨继昌校

长在“镇江市人民政府、江苏大学共建江

苏大学附属医院协议书”上签了字。

3 月 7 日 我校聘任：薛志平为党委办

公室主任，解聘党委统战部部长职务；毛

国春为党委统战部部长；解聘李战军党委

办公室主任职务。决定：杨秀繁任艺术学

院党总支书记；葛如海任汽车与交通工程

学院党总支书记，免去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党总支书记职务；戴起勋任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笪远毅任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党总支书记；免去教师教育学院

直属党支部书记职务；陈林任教师教育学

院直属党支部书记职务；免去人文社会科

学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许友谊任机电总

厂党总支书记；免去高翔汽车与交通工程

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免去吴明新机电总

厂党总支书记职务。解聘杨秀繁纪委正处

级纪律检查员兼纪委办公室主任职务。聘

任：肖德生为医学院副院长，解聘医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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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学院副院长职务；周红为医学技术学院

副院长。高翔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 冶金

学院 ) 院长；笪远毅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院长，解聘教师教育学院院长职务；陈林

为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吴明新为杂志社社

长；陆云松为后勤管理处副处长，解聘梦

溪校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解聘王瑛人文

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职务；解聘吴浩然北固

校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解聘程燮忠杂志

社副社长职务；同意徐伟灵辞去艺术学院

副院长职务。

3 月 19 日 经学校研究，并报请上级

主管部门同意：李战军任党委组织部部长；

免去杨兴华党委组织部部长职务。聘任：

李战军为党委老干部工作部部长；解聘杨

兴华为党委老干部工作部部长职务。

3 月 21 日 校党委中心组学习“两会

精神”。

四月
4 月 4 日 我校印发《关于院 ( 处 ) 级

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暂行规定》。

4 月 8 日 江苏省教育厅下发《关于公

布江苏省高等学校 2003 年增设 ( 调整 ) 专

业名单的通知》(苏教高［2003］22号 )，

我校新批的本科专业为教育学、光信息科

学与技术，药物制剂和电子商务。

又，我校成立 03 级本科培养计划制

定工作领导小组，副校长袁银男任组长。

4 月 12 日 我校隆重召开一届二次两

代会。会上，校长杨继昌作了题为《励精

图治、奋发有为、继续推进我校各项事业

的快速发展》的工作报告，校党委书记朱

正伦就坚持“两个务必”，为我校各项事

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讲了话。

4 月 14 日上午 我校召开党委扩大会

议，部署对非典型肺炎预防与控制工作；

学校成立非典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党委书

记朱正伦，校长杨继昌任组长。

4 月 15 日 省教育厅召开预防“非典”

工作会议后，校领导连夜召开会议，通报

教育厅会议精神，研究防控措施。从 15 日

起，我校采取各种措施，加强门卫管理，

严防“非典”进入校园。

4 月 16 日上午 8 点 学校领导和有关

部门进一步研究“非典”防控措施。上午

10点，我校召开各部门和学院负责人会议，

传达省教育厅会议精神，部署学校“非典”

防控工作。从 16 日起，我校严格执行疫情

监测报告制度。各学院、各部门每天两次

将防控“非典”工作的情况上报校总值班

室，学校每天向教育厅及市有关部门汇报。

实行零报告制。

4 月 18 日 我校印发《关于全面推行

学分制管理的通知》。决定，从 2003 级新

生开始全面推行完全学分制管理。

4 月 21 日 我校决定，将“五一”的

三天法定假日调整到7月9日、10日、11日，

本学期由原 7 月 11 日结束提前到 7 月 8 日

结束。

4 月 23 日 我校印发《关于落实全省

高校非典型肺炎预防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

和《关于疫情监测、报告、处置的有关规定》。

又，我校召开“全面推行学分制管理”

动员大会。

4 月 24 日 我校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

回顾总结前一阶段我校“非典”防控工作，

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会议强调：要把“非

典”防控工作作为事关学校全局的大事来

抓，切实加强领导，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构建严密的防范网络。

我校印发《中层干部在职离岗学习和

社会兼职暂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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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上午 镇江江奎集团“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暨“江苏大学江奎产学

研基地”揭牌仪式在镇江碧榆园举行。校

长杨继昌在揭牌仪式上讲了话，并在“江

苏大学江奎集团共建产学研基地协议书”

上签了字。

4 月 29 日 我校印发《关于切实做好

“五一”期间学生生活安排与管理的通知》。

4 月 30 日 我校印发《关于加强“非典”

防控日报工作的有关规定》。

本月我校新校区规划方案初定。

五月
5 月 1 日 校长杨继昌、副校长袁银南

等一行专程到学校部分“非典”隔离区看

望同学。

5 月 5 日 学校召开“非典”防控工作会，

会议决定：1．学校增加“防非经费 40万元；

2．全体校领导进入校“非典”防控小组。

3. 充实“非典”防控工作组的力量。4. 校

领导必须亲临各自分管条线，联系学院第

一线，切实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会议还

对“非典”防控期间进一步加强校园管理

作出了严格规定。

5 月 6 日 我校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

头落实“非典”防控措施的有关规定》，《关

于防“非典”期间加强对校外进修人员管

理的通知》。

5 月 8 日 我校决定对校园进行封闭管

理，严格控制人员进出。

又，下午 3 点半，市委书记史和平、

副书记郭礼荣、副市长王萍等一行来我校

检查防控“非典”工作。

又，我校召开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全

面部署“防非”期间宣传思想工作。

5 月 9 日 我校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对临时工管理的规定》。

5 月 12 日 省防非领导小组督察组组

长王德超一行来我校检查“非典”防控工作。

5 月 13 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校长

杨继昌、校长助理陈宪祖及科研处处长程

晓农、能动学院教授罗惕乾一行 5 人专程

到江苏省教育厅，将我校新研制的高压静

电喷洒消毒样机赠送给省教育厅。 

5 月 14 日 我校召开“直面‘非典’

专家教授现场问答会”，江大附院院长郑

金旭等四位专家为广大师生作报告。

5 月 16 日 我校成立江苏大学首届党

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朱正伦书记任组

长。

5 月 19 日 我校决定：李宝林任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免去戴起

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

免去黄鼎友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党总支

副书记职务。聘任：沈荣林为后勤服务

集团副总经理 ( 主持工作 )；黄鼎友为后

勤服务集团副总经理，解聘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副院长职务；潘志超为后勤服

务集团副总经理，解聘北固校区后勤办

公室主任职务；解聘李宝林后勤服务集

团总经理职务。

5 月 21 日 我校召开迎接本科教学水

平评估工作会议。会上，校长杨继昌作了

题为《以评促建 以评促改 努力创建本科

教学工作优秀学校》的报告，校党委书记

朱正伦就迎评创优及当前工作作了讲话。

5 月 22 日上午 我校举行江苏大学“江

苏省模范职工之家”授牌仪式。市人大副

主任，总工会主席陈苏、市教育局副局长

方俊洪、市教育工会主席睢开华等同志受

省总工会委托莅临我校授牌。

5 月 30 日 我校成立毕业生就业工作

领导小组，校党委副书记陈国祥任组长。



江苏大学  |2003|

YEARBOOK           027
OF JIANGSU UNIVERSITY

六月
6 月 1 日上午 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张

竹繁来我校机电总厂，对我校开发的两种

型号消毒机提出指导性改进意见，并要求

尽快完成本批消毒机的制造。

6 月 2 日我校向省招办赠送 6 台消毒

机，用于高考有关场所消毒防疫。

6 月 3 日 我校召开 2003 年毕业生就

业工作会。

6 月 6 日 副校长赵杰文代表我校向镇

江市教育局赠送一台消毒机，供我市的高

考场所消毒防疫。

6 月 17 日 我校召开大学生“到西部去”

动员大会。

6 月 19 日 全省高校法制工作召集人

会议在我校召开。

6 月 25 日 校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双月

座谈会。

6 月 26 日 上午我校隆重举行 2003 届

毕业典礼。

七月
7 月 1 日 我校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八十二周年，会上，34 个基层党组织，

76 个个人受到了表彰；400 多名共产党员

郑重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月 2 日 我校决定：江浩斌任汽车与

交通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沈良钧任机

电总厂党总支副书记；撤销梦溪校区党工

委，其原有领导干部职务自然免除。

又，镇江市老干部局栾卫东局长一行

四人来我校就老干部工作进行百分考核检

查。

7 月 7 日 我校决定：人文学院、化学

化工学院、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艺术学

院梦溪校区部分于下学期开学前全部搬迁

到校本部，梦溪校区作为京江学院一年级

的新生部。

7 月 8 日 我校 2002~2003 学年第二学

期结束。

7 月 10 ～ 11 日 我校举办中层干部学

习班，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顾

上半年工作；讨论下半年工作。

7 月 12 日 我校印发《关于兴起学习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

7 月 12 ～ 13 日 我校举办系(教研室)、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研讨会。

7 月 12 ～ 14 日 我校举办工会干部培

训班，学习交流工会工作。

7 月 14 日 我校调整后勤集团董事会、

监事会组成人员，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曹友清任董事会董事长；纪委副书记王有

玉任监事会主席。

又，我校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

7 月 14 ～ 15 日 我校举办教学院长和

教学秘书研讨班，就如何规范教学管理进

行专题研讨。

7 月 19 ～ 20 日 我校召开师资建设研

讨会，检查师资建设规划落实情况；研讨

进一步加强师资建设的措施。

7 月 23 日 江苏省教育厅、宿迁市人

民政府和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工程学院、江苏大学、

苏州大学、扬州大学、徐州师范大学协商

一致，合作建设宿迁学院，并就有关事项

达成协议。校长杨继昌代表我校在协议书

上签了字。

本月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结束。今年

我校共招收博士生 95 名，硕士生 730 名，

工程硕士 200余名。

八月
8 月 23 日 我校召开欢送会，欢送 24

名“西部志愿者”去陕西西安、咸阳、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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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等地服务。

8 月 25 ～ 9 月 5 日 “江苏大学杯”

全国男排锦标赛在我校举行。

8 月 26 ～ 27 日 我校召开中层干部会

议。会上，校长杨继昌作了题为《团结拼搏、

奋发有为、自加压力、勇创新高》的讲话，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做了总结讲话。

暑期我校积极组织广大学生开展了以

“实践‘三个代表’，投身‘两个率先’，

弘扬民族精神”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各学院组织大学生广泛开展了为抗非

典办实事，革除陋习、弘扬文明新风、环

境保护、抗洪救灾、社区挂职、医疗服务、

法律宣传、文艺演出、文化科技服务、农

技推广、支教扫盲等形式的服务活动。《中

国教育报》、《科技日报》、《新华日报》、

《扬子晚报》、江苏电视台等数十家新闻

媒体，100多次报道了我校大学生“三下乡”

社会实践服务活动的情况。

九月
9 月 1 日 我校 2003~2004 学年第一学

期开始。

9 月 3 日 我校制定公开承诺制、首问

负责制、督查督办制、考勤考核制、检举

举报制、定期评议制、效能监督制等 7 项

改进机关作风的制度，并要求机关作风建

设实行“一把手负责制”。

9 月 5 日下午 我校台胞眷属联谊会(简

称台谊会 )举行成立仪式。

9 月 9 日下午 我校举行庆祝第 19 个

教师节教师座谈会。

9 月 15 日 我校隆重举行 2003 级新生

开学典礼。

9 月 16 日 我校举行“日本 Unisys 公

司和我校技术合作暨 CADCEUS 软件赠送

仪式。从 9月 18日起，Nihon Unisys公司

的专家还将为师生进行软件培训。

又，我校决定，聘任周志平为研究生

部副主任。

9 月 17 日 我校举行“江苏大学附属

医院建设与发展汇报会”，会上，校长杨

继昌、附院院长郑金旭就江大附院转制半

年多来的工作和 2003~2008 年建设与发展

规划向镇江市代市长许津荣、常务副市长

江里程等领导作了详细汇报。

9 月 19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学院

党政共同负责议事规则》，《处级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和《关于建立谈话

制度的暂行规定》。

9 月 22 日 我校召开换岗和新提拔的

中层干部廉政谈话会。

9 月 25 日 我校调整原学报编辑委员

会组成人员。

9 月 26 日 我校成立“建设平安江大，

创建安全校园”活动领导小组。副校长宋

京章任组长。

9 月 27 日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下发《关

于转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第九

批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名单的通知〉

的通知》( 苏学位字［2003］20 号 )，我

校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农业工程，食

品科学与工程等3个学科列入“一级学科”

之列；固体力学，电力、电子及传动，系

统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环境工程等

5个学科列入“博士学位授权专业”之列。

又，校长杨继昌代表我校与牡丹汽车股份

公司签署校企合作协议。

又，2003 年江、浙、沪青年民营企业

家创业论坛暨镇江市大学生创业设计大赛

表彰大会在我校召开。

9 月 29 日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下发《关

于公布我省第九批增列硕士点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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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学位字 (2003)21 号］，我校国际贸易

学等 23 个学科、专业列入该名单。

十月
10 月 8 日 我校成立江苏大学中小企

业学院，该学院挂靠工商学院，聘梅强同

志任院长 (兼 )。

10 月 16 日 我校召开迎接本科教学水

平评估第二次会议，会上，校长杨继昌作

了迎评创优工作报告，再一次强调，迎评

创优是今明两年我校必须抓好的头等大事，

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10 月 17 日 我校成立中共江苏大学第

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副书记

陈国祥任组长。

10 月 22 日 我校开始中共江苏大学第

一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和第一届校党

委、纪委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工作。

10 月 23 日 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

会下发《关于新设 434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的通知》( 国人部发［2003］38 号 )，

我校农业工程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列入“新设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 一级学

科 )”名单。

又，我校决定从本学期起，对我校形

成的部分利用频率高，需长久保存的文件

材料实行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双套制归档。

10 月 31 ～ 11 月 2 日 我校举办第三

届运动会。

十一月
11 月 5 日 我校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

展校园规范用字自查与整改工作。

11 月 5 ～ 16 日 以校党委书记朱正

伦为团长的江苏大学代表团一行 4 人访问

了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麦考利大学以

及新加坡理工学院。在南昆士兰大学访问

期间，与该校正式签署了“两校联合举办

MBA 协议书” 12 日校长杨继昌代表我校与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全面

合作协议。

又，我校举办师德建设工程系列活动：

师生演讲赛。

11 月 18 日 我校举行 2004 届毕业生

供需洽谈会。

又，我校印发通知，赵喜仑等 94 位

同志已具备高级职务任职资格，并予以聘

任，聘任时间从取得相应职务任职资格时

起。

11 月 20 日 江苏省中小功率内燃机工

程中心通过评审。

11 月 21 日 IEEE 院士陈关荣受聘我校

兼职教授。

11 月 24 日我校代表团在第八届“挑

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中获得 3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

11 月 26 日 工程院院士阮雪榆受聘我

校兼职教授。

又，我校召开 2002~2003 学年先进班

集体、优秀个人表彰大会，会上，273 个

班级，758名学生和 113名教师受到表彰。

11 月 28 日 我校举行教职工健身长跑

活动。

十二月
12 月 6 日～ 7 日 江苏省第十一届高

校“校长杯”乒乓球比赛在我校体育馆举行。

省教育厅及江苏省高校部分领导组成的代

表队约 400 余名运动员参赛，是历届赛事

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在 7 日举

行的闭幕式上，教育厅领导为我校颁发了

贡献奖。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致答谢词，

充分肯定了我校周到细致的组织工作。

12 月 9 日 李岚清同志到我校视察。

这是自 2001 年 6 月以来，李岚清同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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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来到我校。

又，我校成立贵重仪器设备年度效益

考核领导小组，副校长许化溪任组长。

12 月 16 日 中共江苏省委印发《关于

孙玉坤同志试用任职的通知》

( 苏委［2003］719 号 )，决定：“孙

玉坤同志任江苏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

试用期1年。”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唐

永泽同志任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

员、书记，免去其江苏大学党委副书记、

常委、委员职务”(苏委［2003］720号 )。 

20 日中科院院士张杰受聘我校兼职教授。 

12 月 23 日 我校召开 2003 年度优秀

网站表彰及经验交流会，会上，12 个部门

网站、8个学院网站受到表彰。

12 月 26 日 由中联部驻港联络办主任

助理王如登先生率团的 2003 香港青年江苏

行访问团一行 220余人访问我校。

又，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签约揭牌

仪式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举行。

又，我校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团团长

会议、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12 月 27 ～ 28 日 我校第一次党代会

隆重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江

苏大学第一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江苏大学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选举朱正伦同志为校党委书记，

曹友清、陈国祥同志为校党委副书记。选

举朱正伦、曹友清、陈国祥、杨继昌、宋

京章、许化溪、袁寿其、袁银南、柴顺根、

孙玉坤、李萍萍 ( 女 ) 等 11 名同志为常务

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江苏大学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柴顺根同志

为校纪委书记，王有玉为校纪委副书记。

12 月 29 日 省教育厅下发《关于公布

江苏省高等学校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建设

点名单的通知》(苏教高［2003］62号 )，

我校金属材料工程等 4 个专业列为品牌专

业，国际经济与贸易等 9 个专业列为特色

专业。

12 月 30 日 中共镇江市委印发《关于

江苏大学党委、纪委选举结果的批复》(镇

复［2003］27 号 )，同意中共江苏大学第

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

选举结果。

又，我校召开教师座谈会，庆祝 2004

年元旦。

12 月 31 日 我校印发《关于转发中共

江苏省委“关于孙玉坤同志试用任职的通

知”的通知》(江苏大委［2003］68号)和《关

于转发中共镇江市委“关于江苏大学党委、

纪委选举结果的批复”的通知》( 江苏大

学［2003］69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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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1 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校长杨继昌

发表新年献词。

5 日 我校召开科技工作迎新座谈会。

6 日 由校党委书记朱正伦，校长杨继

昌带队，校领导、各学院、部门负 责人专

程到南京师范大学学习迎评创优经验。当

天下午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座谈会，杨校

长作了《加强领导，真抓实干，努力取得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优秀成绩》的报

告，朱书记就如何坚定信心，明确责任，

凝心聚力，求真务实以及如何提高工作效

率和工作艺术等方面作了讲话。

10 日 我校印发通知，骆英等 28 位同

志已具备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刘爱

真等 109 位同志已具备担任硕士生指导教

师资格；任职时间从 2003年 12月起算。

11 日我校成立定编定岗领导小组，校

党委书记朱正伦任组长。

26 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一行到机电

总厂视察指导工作。 

二月
11 日 袁银男副校长带领迎评办、教

务处、财务处、设备处及工业中心的领导、

专家到机电总厂指导迎评创优工作。

12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深化校院

两级管理改革试行方案。

13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编制管理

和机关直 ( 附 ) 属单位定编定岗工作的实

施意见》，《江苏大学“5128 工程”试行

办法》；《江苏大学教师高级职务岗位设

置试行办法》；《江苏大学学科带头人遴

选及管理办法》；《江苏大学课程负责人

遴选及管理试行办法》；《江苏大学本(专)

科学生教育管理改革试行办法》；《江苏

大学实践教学经费管理改革试行办法》和

《江苏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改革试

行办法》。

14 日 我校召开 2004 年度工作会议。

会上校长杨继昌作了主题报告，副校长袁

寿其就校院两级管理和定编定岗工作进行

了说明，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作了总结发言，

800余人参加了大会。

又，我校 2004 年度定编定岗工作正

式启动。本次定编定岗工作仅在校党政机

关和部分直、附属单位进行，2月末结束。

16 日 我校对本科教学工作迎评创优

领导机构及组成人员进行调整，并组建七

个工作小组。

16 ～ 21 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校长

杨继昌，副校长袁银男等相关职能部门主

要负责人到各学院召开迎评创优现场办公

会。

19 日 我校 2004 年党政工作要点提出

九大目标和九大任务。

25 日 江苏省教育厅，省军区司令部

联合组成省学生工作军训工作检查组来我

校检查学生军训工作。

26 ～ 27 日 江苏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

第五届二次理事会在我校举行。

三月
2 日 我校全国人大代表姜哲、全国政

协委员宋余庆赴京参加全国“两会”。

3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教职工内部

退养暂行办法》。

又，2004 年度省直理论报刊，广播电

视理论节目负责人会议在我校召开。

5 日上午 “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江苏大

学联络站”揭牌仪式在校科技馆举行。

下午，全校各学院，各部门负责人分

批次走上校科技馆会议室前台，签定《江

苏大学迎评创优目标责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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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我校印发《关于调整江苏大学房

改政策的通知》。

9 日 我 校 合 作 学 校 英 国 WOLVER-

HAMPTON 大学商学院院长一行四人来我

校交流访问，杨继昌校长在科技馆会见了

来访代表。袁寿其副校长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同来访代表就合作办学事宜进行了具体

商谈。

12 日 我校成立江苏大学 MBA 教育中

心，该中心挂靠工商管理学院。

15 日 我 校 印 发 通 知 [ 江 苏 大 校

(2004)39 号 ]，决定：以江苏大学高等职

业技术学院，冶金学院为基础，组建江苏

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 保留高等职业技术学

院、冶金学院的牌子)，原机构和人员不变。

18 日 我校成立校友会筹备工作小组，

副校长宋京章任组长。

21 日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专家，北京科技大学钱仁根教授来我校作

迎评创优专题报告。

25 日我校印发 [ 江苏大校 (2004)57

号 ]、[ 江苏大委 (2004)9 号 ] 文，决定：

研究生部更名为研究生处；撤销中国共产

党江苏大学研究生部总支委员会，原有机

构领导干部自行免职；成立中国共产党江

苏大学委员会研究生工作部。

又，我校决定聘任：黄鼎友为党委学

生工作部副部长；姚冠新为党委研究生工

作部部长；解聘曹广龙党委学生工作部副

部长职务。

又，我校决定聘任：毛罕平为研究生

处处长，解幸幸、周志平为研究生处副处长；

黄鼎友为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解聘其后勤

集团副总经理职务；曹广龙为基本建设处

副处长，解聘其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职务；

陈锦清为科学技术处副处长；钱梅生为产

业办公室副主任，解聘其梦溪校区管委会

助理调研员职务；刘东明为附属医院副院

长，列胡建华之前。

又，我校印发通知，徐道喜同志已具

备研究员级高级政工师资格，时间从 2003

年 9月起。

29 日 我校成立 MBA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校长袁寿其任主任。

又，我校决定：梅强同志为江苏大学

MBA 教育中心主任 ( 兼 )；李锦飞同志为

江苏大学 MBA 教育中心副主任 ( 兼 )，何

娣同志为江苏大学 MBA教育中心副主任。

30 日 我校决定：聘任张济建为后勤

服务集团总经理。

又，我校第三届“江大之春”大学生

文化艺术节开幕，本次艺术节历时三个月。

31 日 我校决定，聘任：刘国海任电

气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赵德安为电

气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全力为电气信息工

程学院副院长，刘贤兴为电气信息工程学

院副院长；何新峰为后勤服务集团副总经

理；解聘孙玉坤电气信息工程学院院长职

务；解聘刘国海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

职务。 

四月
2 日 中国教育工会镇江市委委员会给

我校批复 [ 镇教工 (2004)13]，同意陈国

祥同志任工会主席，姚木云同志递补为经

审会副主任。

又，我校成立基本建设指挥部，副校

长孙玉坤任总指挥。

5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关于在附属

医院和教学医院中聘任教授、副教授的试

行办法》。

9 日 我校组织电工进行消防培训。

12 日 我校印发《关于院校两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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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拨经费的管理规定》。

15 日 我校召开校党委常委扩大会，

就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学生工作进行

专题研讨。

16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岗位津贴

试行办法》。

17 日 我校与驻镇 73016 部队共建十

周年，结合共建庆典，我校举办中层以上

干部“军营一日”活动。

19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专业带头

人遴选及管理试行办法》。

20 日 我校成立江苏大学学术委员会，

校长杨继昌任主任委员。

又，省教育厅和我校有关领导专家组

成方案评选委员会，对我校新图书馆的五

个建筑方案进行评选，从中选出三个优秀

方案。

中国工程院阮长庚院士受聘我校医学

院荣誉院长，医学技术学院检验医学研究

所名誉所长。

又，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关于 2004年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实施意见》。

21 日 我校召开学院党政一把手、各

部处负责人会议，就迎评创优工作提出八

项要求。

22 日 我校党校第 60 期 ( 中层干部 )

培训班开班，省委党校严翅君教授为培训

班作了题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首场报告。

又，我校印发《江苏大学本科教学质

量评价工作规程》。

23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科研管理

改革试行办法》和《江苏大学本科教学质

量等级标准》。

26 日 我校在中山校区举行江苏大学

应用科学技术学院挂牌仪式。

28 日 我校召开首届实验室建设与管

理工作会议。会上，杨继昌校长作了题为《加

强建设 深入改革 全力构建我校实验室建

设与管理的新平台》的报告，副校长袁银

男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提出四点要求。

五月

11 日 国家科技部副部长邓楠在省科

技厅厅长王永顺、镇江市市长许津荣等有

关领导的陪同下，察看了由我校牵头负责

的国家“十五”重大科技项目“镇江水环

境质量改善与生态修复技术研究及示范”

项目第三分项工程现场。

13 日 校长杨继昌一行 6 人应邀赴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 SSTC 教育中心访问。

16 ～ 20 日 国际非线性演化偏微分方

程会议在我校隆重召开。

16 日 我校获江苏省第三届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优秀组织奖。

24 日 我校成立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

副校长袁寿其任主任。

28 日 江苏省副省长王湛和省教育厅

副厅长丁晓昌来我校视察。

31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开放性实

验室管理暂行规定》和《江苏大关于进一

步推进“实验室中心化工程”实施方案》。 

六月
8 日 我校成立江苏大学学科建设领导

小组，校长杨继昌任组长。

又，我校印发《关于举办江苏大学第

二届多媒体教学课件竞赛的通知》。

9 日 我校印发《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 试行 )〉和〈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意见》。

又，我校决定聘任袁寿其等 16 位同

志为博士点学科带头人；鞠时光等 32 位同

志为硕士点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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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我校决定对新增的博士点、硕士

点、博士后流动站和 MBA 授权点给予表彰

和奖励。

11 ～ 12 日 我校召开学科建设与研究

生教育工作会。校长杨继昌在开幕式上作

了题为《夯实基础 创新机制 发展特色 努

力实现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的新跨越》

的工作报告，校党委书记朱正伦在闭幕式

上致辞，就如何为学科建设发展提供切实

的思想保证和动力提出了要求。

会议还颁发了学科建设奖励，江苏省

优秀研究生导师证书及奖金，江苏大学优

秀博导证书，优秀研究生教师证书以及江

苏省优秀研究生论文证书和奖金，江苏大

学优秀研究生论文证书和奖金。

11 日 “镇江市第二届科技论坛——

沿江开发中心的电子信息与通讯产业分论

坛”在我校召开。

14 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江苏大学

机电培训学院揭牌。新成立的机电培训学

院为我校非学历教育学院，同校机电总厂

合署，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15 日 我校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

息工程、通信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等 4

个专业通过省学士学位授予评审。

16 日 我校决定授予“到西部去”的

李辉等 10 名同学“江苏大学青年先锋”荣

誉称号。

17 日 我校成立节水节电工作领导小

组，副书记副校长曹友清任组长。

18 日 我校成立大学外语四、六级考

试工作领导小组，副校长袁银男任组长。

21 日 杨继昌校长，袁银男副校长到

校迎评办听取有关暑期迎评工作安排的意

见，并对暑期工作提出了要求。

22 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同志一行到

机械学院视察指导迎评工作。此前，朱书

记曾多次到机械学院了解情况并指导工作。

又，市人大副主任邵振羽一行 17 人

对我校实施《食品卫生法》的情况进行执

法检查。

22 ～ 23 日 杨继昌校长、袁银男副校

长与迎评办同志对教务处、人事处、学工处、

设备处、宣传部等部门进行工作检查与部

署，同时，又召开小范围的教学院长座谈会，

听取学院对暑期工作安排的意见。

25 日 我校决定：李坚任附属医院党

委副书记；聘任；张尤历为附属医院副院长；

冯军为教务处副处长；眭建为医学院副院

长，解聘其教务处副处长职务。

28 日 我校举行 2004 届毕业生典礼。

全体校领导，学院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及

5000多名毕业生参加了典礼。

30 日 我校评出校级一类优秀课程 7

门，校级二类优秀课程 15 门，校级优秀课

程群 5个。 

七月
1 日 我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纪念建

党 83周年。

又，我校召开中层干部大会，部署暑

期迎评工作。

6 日 我校决定聘任：许友谊为工业中

心副主任(兼)；周建忠为工业中心副主任。

7 日杨继昌校长、袁银男副校长带领

教务处、设备处、评估办等职能部门和相

关学院负责人到工业中心检查指导迎评工

作。

9 日 袁银男副校长带领校迎评办成员，

各工作组组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赴浙江理

工大学学习。

10 日 我校决定从 2003 级开始为本科

生配备导师，推行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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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学籍管理条

例》和《江苏大学学分制管理暂行规定》。

16 日 我校召开检查组成员及各学院

院长会议，详细部署第一阶段检查验收工

作。

17 ～ 20 日 我校组织四个检查组，对

23 个学院、中心等教学、实践单位进行暑

期第一阶段迎评工作检查。

23 日 我校召开迎评创优领导小组扩

大会，暑期第一阶段迎评工作顺利结束。

24 日 我校召开迎评创优阶段工作会

议，总结第一阶段工作，部署第二阶段工作。

31 日 财政部中央与地方共建项目评

估组来我校对共建项目进行评估。 

八月
7 ～ 9 日 由杨继昌校长，袁银男副校

长带队，暑期迎评工作检查验收小组组长

及迎评办相关同志先后对人事处等 10 个职

能部门的迎评工作进行检查验收。

11 ～ 18 日 我校组织专家组对各学院

迎评材料第一阶段整改情况和二、三阶段

的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验收。

22 日 我校举行“江苏大学知识产权

研究所”揭牌仪式。副校长孙玉坤和江苏

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朱宇为江苏高校第一所

知识产权方向专业研究机构揭牌。

26 日 我校决定，戴起勋等 70 位同志

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教师”，尤德同等

83位同志为“江苏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

27 日 我校决定聘任戴起勋等 65 名同

志为我校本科专业带头人；聘任周笃义等

27 位同志为我校核心课程负责人，钱兆华

等 3 位同志为我校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负

责人。

29 日 我校召开党委一届二次全委扩

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以迎评创

优为契机全面提高我校本科教学质量和水

平的决议》。

又，下午，我校召开 2004 年下半年

工作暨迎评创优工作会议。会上，校长杨

继昌作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

争取迎评优创工作的全面胜利》的讲话。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作了总结讲话。 

九月
8 日 我校召开党外人士双月座谈会，

就我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特色报告》

征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9 日 我校召开座谈会，庆祝第二十个

教师节。

10 日 我校对校迎评创优领导小组下

设的工作小组进行调整。

又，我校举行教职工活动中心落成典

礼。

13 日 由中科院院士、省内外教授组

成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考察组专

家来我校进行现场考察。

又，我校举行 2004级研究生开学典礼，

1600余名新生参加了典礼。

14 日 我校获“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

先进单位”称号。

15 日 我校将《金属材料学》等 23 门

课程列为首批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17 日 我校举行 2004级新生开学典礼，

6800余名本科新生参加了典礼。

21 日 我校成立校院两级管理督导领

导小组，副书记陈国祥，副校长袁银男任

校学风督导领导小组组长。

22 日 我校召开各党总支、直属支部

书记会议，专题部署校风建设工作。

29 日 我校印发《关于周建忠等 102

位同志具备高级职务任职资格及聘任的通

知》［江苏大校 2004］209 号，其中，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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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忠、王树林、任乃飞、李新城、顾寄南、

崇凯、陈进、刘志强、闻建龙、吴向阳、

陈斌、金丽馥、张炳生、赵光、朱熀秋、

陈照章、姚洪兴、邵红红、陈永昌、许文荣、

余江南等 21 位同志已具备教授任职资格；

田晋跃、许友谊等 2 位同志已具备研究员

任职资格；刘凤英、刘同君等 2 位同志已

具备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授任职资格；李

晓波同志已具备教育管理研究研究员任职

资格；狄东华、高健青、杭建明、吕凤珍、

孙炳伟、王晓明、徐晓峰、杨苏南、张群

已具备主任医师任职资格；陈太峰同志已

具备主任中医师任职资格。

27 日 江苏、湖北高校教职工书画联

展在我校举行。

29 日 校党委中心组专题学习《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的决定》。

28 日 校工会委员会决定，在全校工

会会员和教职员工中开展向陈钧同志学习

的活动。

 十月

10 日 我校召开全校正处级领导干部，

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部署迎评创优工

作。我校迎评创优工作进入倒计时阶段。

11 ～ 12 日 台湾东华大学校长黄文枢

博士率团一行 3人来我校访问。12日上午，

校长杨继昌会见了来访客人，并举行了两

校学术交流协议书签字仪式。

15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关于设置

各类教学奖项的暂行规定》。

20 日 我校举行江苏大学——ALTERA

国际有限公司合作签字仪式和江苏大学—

ALTERA— 艾 睿 PLD ＆ SOPC 培 训 中 心 揭

牌仪式。

27 ～ 30 日 由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专

家组一行 12 人对我校本科教学工作进行实

地考察和检查。专家组听取了校长杨继昌

所作的自评汇报，参观考察了实验大楼、

工业中心、体育馆、教学楼、学生食堂等

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随机听课 21 门，调

阅了部分专业学生的试卷、毕业设计或毕

业论文；对 32 位新专业负责教师、58 名

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走访了 10 多个学院

及教务处、人事处、现教中心、图书馆等

部门；分别召开了职能部门负责人、基础

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和学生座谈会；调阅

了教学改革与教学建设的有关材料；查阅

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本科教学管理档

案，并就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传统、指

导思想、办学特色等与校领导和有关部门

负责人进行了研讨，交换了意见。

30 日上午 由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

教授主持召开省咨询评估专家组对江苏大

学评估意见反馈会。会上，省咨询评估专

家组组长、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大良教授代

表专家组宣读了对我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咨询评估的书面意见。

31 一 11 月 1 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

汪懋华陪同国际知名农业工程专家；前苏

联农业部副部长、前苏联卫国战争 Boris 

Runov院士等一行 6人前来我校参观访问。

31 一 1 日 中国国院院士、中国农业

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汪懋华陪

同国际知名农业工程专家：前苏联农业部

副部长、前苏联卫国战争 Boris Runov院士

等一行 6人前来我校参观访问。

 十一月
3 日 我校召开迎接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评估动员大会。会上，杨继昌校长通报了

省教育厅专家组咨询评估反馈意见，并作

了题为《再接再励 努力工作 以最好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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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迎接教育部正式评估》的讲话。

5 日 我校以纪委书记柴顺根为团长的

赴泰国清迈大学参加“第十一届三国三校

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团返校。

19 ～ 22 日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主办，我校承办的“机

械学科发展战略与十一五优秀资助领域研

讨会”在镇江碧榆园召开。我校特聘院士

温诗铸、柳百成和蔡兰教授、丁建宁教授、

周明副教授参加了研讨会。杨继昌校长在

开幕式上致辞。研讨会结束后，与会专家

来我校参观了体育馆、一号楼和“工程训

练中心”。

29 日～ 12 月 3 日 教育部派专家组进

驻我校，对我校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进

行现场考察评估。

29 日上午 10 ∶ 45 江苏大学本科教

学工作水平评估欢迎仪式和汇报会在科技

馆一楼报告厅举行。教育部评估中心主任，

高校司巡视员刘凤泰，江苏省副省长王湛，

省政府副秘书长朱步楼，省教育厅厅长王

斌泰，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何国平，省教

育厅副厅长丁晓昌及评估专家组全体成员

出席了欢迎仪式；欢迎仪式由王斌泰厅长

主持。会上，教育部评估中心主任、高教

司巡视员刘凤泰作了讲话；王湛副省长代

表省政府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

迎，并介绍了江苏高等教育的总体情况；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致欢迎辞，专家组组长

钟秉林教授致辞。

29 日上午 11 ∶ 20 江苏大学本科教

学工作水平评估汇报会在科技馆一楼报告

厅举行，汇报会由专家组组长钟秉林教授

主持。会上杨继昌校长全面汇报了我校本

科教学工作。

29 日下午 评估专家组对我校教学公

共设施和学校实验室进行考察。

30 日～ 12 月 1 日 评估专家组召开各

种类型座谈会，走访部分教学单位及职能

部门，听取汇报，实地查阅有关材料，与

干部师生交流，进一步了解我校本科教学

的有关情况。 

十二月

3 日上午 召开江苏大学本科教学工作

水平评估意见反馈会。反馈会分两个阶段：

上午 9 ∶ 00 ～ 10 ∶ 30：第一阶段会

议在校科技馆三楼报告厅举行，由教育部

评估专家组组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

林教授主持。会上，各位专家结合自己 7

天来的考察情况分别发言。他们充分肯定

了学校的办学成果和特色，也中肯地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校党委书记朱正伦致答谢

词。

上午 10 ∶ 40 ～ 11 ∶ 50：第二阶段

会议厅在科技馆第一报告厅举行，会议由

专家组副组长，郑州大学副校长宋毛平教

授主持。会上，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组长钟

秉林教授宣读了专家组评估现场考察意见；

校长杨继昌，省教育厅副厅长祭彦加分别

作了讲话。

下午，江苏省委副书记任彦申在省委

秘书长姚晓东、省教育厅厅长王斌泰、镇

江市委书记史和平、市委副书记吴树南、

郭礼荣的陪同下莅临我校，同校领导亲切

会见，并视察了校园。

7 日 我校召开会议，总结迎评创优工

作，部署实施 5128 工程及学位点申报等工

作。

9 ～ 16 日 第四期全省高校院 ( 系 )

党政负责人培训班在我校举行。

15 日 我校召开 2003~2004 学年先进

班集体、优秀个人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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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 在江苏省纪念大中专学生暑期

社会实践 20 周年暨 2004 年江苏省大中专

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表彰会上，我校连续

十一次被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

全国学联评为“全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先进单位”。

又，我校决定：授予汽车学院等 8 个

单位为 2004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授予吴守一等 23 名教师为

2004 年度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优秀指

导教师荣誉称号。

19 日 我校公布 2004 年优秀教学成果

评选结果，其中：特等奖 1项，一等奖 20项，

二等奖 35项。

29 日 我校公布第二届优秀教案 ( 讲

稿 ) 评选结果，其中获一等奖 13 人，二等

奖 29人，三等奖 42人。

30 日 我校公布第二届多媒体教学课

件竞赛结果，其中一等奖6个，二等奖13个，

计算机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获竞赛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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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5 日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周稽裘一行

三人来我校视察，周副厅长对我校三年来

发展和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对进一步加强实训基地建设，培养学生创

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实践技能等方面的工

作作了指示。

8 日 我校印发《关于公布 2004年度〈江

苏大学学报〉优秀论文、核心论文评选结

果的通知》。2004 年《江苏大学学报》四

个版全年共刊发论文 575 篇，共评出优秀

论文 10篇，核心论文 65篇。

10 日 美国 EI 公司中国区全权代表钟

似璇先生应邀来我校访问。

又，我校印发《关于嵇康义等六位同

志具备高级职务任职资格及聘任的通知》。

11 日 我校印发《关于公布江苏大学

2004 年度优秀二级网站的通知》。计算机

学院等学院网站被评为“十佳学院优秀网

站”，图书馆等部门网站被评为“十佳部

门优秀网站”。

18 日 我校印发《关于公布 2004 年度

江苏大学科技进步奖和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评选结果的通知》。本次共评选获

奖项目 28项，其中获科学技术进步奖 6 项，

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2项。

又，我校公布江苏大学第二届教师讲

课竞赛结果，本次竞赛共评出一等奖 3名，

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9 名，优秀奖 38 名；

医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获竞赛组织奖。

20 日 我校印发《关于连利等同志职

务聘任的通知》，聘任连利等三位同志为

附属学校校长、副校长。

21 日 我校 2004~2005 学年第一学期

结束。

24 日 江苏省教育厅下发《关于公布

2004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获奖项目

的通知》，我校共获特等奖1项，一等奖4项，

二等奖 9项。 

  二月
21 日 我校 2004~2005 学年第二学期

开学。

21 日 我校在东山操场隆重举行升国

旗仪式。

28 日 我校印发《关于调整部分基层

党组织机构的通知》，决定成立中共江苏

大学医学部直属支委会、农业工程研究院

直属支委会、生命科学研究院直属支委会。

撤销中共江苏大学北固校区工作委员会、

北固校区管委会直属支委会、梦溪校区管

委会直属支委会；中共江苏大学冶金学院

总支委员会更名为中共江苏大学应用科学

技术学院总支委员会。

又，我校印发《关于戈国元等同志职

务聘任的通知》，聘任戈国元等 18 位同志

分别为党办、纪委、组织部、统战部、研

究生工作部、学生工作部、保卫部、人武部、

老干部部正、副主任 (部长 )。

又，我校印发《关于顾志伟等同志任

职的通知》，决定顾志伟等 44 位同志分别

任机关、离退休教职工、图书馆、机电总

厂等总支，附属医院党委、纪委，各学院

总支，流体中心、农业工程研究院直属支

部正、副书记。

又，我校印发《关于李文清等同志职

务聘任的通知》，聘任 125 位同志分别为

各行政部门、直属单位、学院正副职(主任、

处长，部长、经理、总工程师、院长等 )。

 三月
1 日 我校召开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

部署 2005年党政工作。

8 日 我校印发《关于王善民同志职务



江苏大学  |2005|

YEARBOOK           043
OF JIANGSU UNIVERSITY

聘任的通知》和《关于莫纪平等同志任职

的通知》，聘任王善民为学工部副部长，

试用期一年；决定莫纪平等 10 位同志分别

任各学院及后勤服务集团党总支正、副书

记，研究院直属党支部副书记，试用期一年。

又，我校印发《关于张虹等同志聘任

的通知》，聘任张虹等 23 位同志分别为人

事处、研究生处、学工处、图书馆、机电

总厂、附属医院、农业工程研究院、机械

学院、电气学院、化学化工学院、计算机

学院、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成人教育

学院正、副职(处长、馆长、厂长、院长等)，

试用期一年。

10 日 我校印发《关于闵昉同志职务

聘任的通知》，聘任闵昉为人事处处长，

试用期一年。

11 日 我校成立附属医院基本建设指

挥部，副校长孙玉坤任总指挥。

12 日 我校召开一届四次两代会。会上，

校长杨继昌作了题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

全局，努力推进学校各项事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报告，朱正伦书记作

了题为《着力构建和谐校园，努力推进江

苏大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讲话。

又，江苏省教育厅批准我校建立“江

苏省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苏

教职［2005］6号 )。

15 日 校党委举行仪式，欢迎全国人

大代表姜哲教授和全国政协委员宋余庆副

校长参加“两会”归来。欢迎会上，姜哲

和宋余庆分别介绍了“两会”的盛况及主

要精神。

17 日 我校印发《关于李洪波等同志

任职的通知》，决定李洪波等三位同志分

别任团委正、副书记，试用期一年。

18 日 我校印发《关于增补江苏大学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23 日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会

议，专题学习传达全国“两会”精神。

24日 我校召开2005年科技工作座谈会。

28 日 我校成立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

作小组，副校长袁寿其任组长；成立留学

生工作领导小组，袁寿其任组长。

29 日 我校印发《关于赵建平同志职

务聘任的通知》，聘任赵建平为审计处处长，

试用期一年。

30 日 北大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博

士生导师易杰雄来我校作了一场题为“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的学术

报告。 

四月
1 日 我校印发《关于调整江苏大学迎

接江苏省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考核领

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2 日 我校“江大之春”大学生文化艺

术节开幕。

5 日 江苏省教育厅专家组来我校检查

“文明食堂、文明宿舍先进院校”创建工作。

6 日 我校召开迎接省委教育工委党建

工作考核动员大会。

又，我校印发《关于撤销部分基层党

组织机构的通知》，决定撤销中共江苏大

学产业总支委员会、基本建设处直属支部

委员会。

12 日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土木、

机械、航空、传感器研究部主任 Shih-chi 

Liu 博士等一行三人应邀来我校进行为期 4

天的访问和学术交流。

17—22 日 加 拿 大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罗里尔大学)Dr. ZongSen Wu应

邀来我校访问，并与我校就开展合作办学

事宜进行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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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日 美国南卡州立大学赵玉津

教授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及签约活动。赵

教授是国际实验力学领域知名学者，2005

年初受聘为我校讲座教授。

21 日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公布北

京化工大学等 54 所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

评估结论的通知》(教高函［2005］13号)，

根据专家组的考察意见、通讯评议和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

会的审议意见，研究确定 30 所高等学校本

科教学工作的评估结论为“优秀”，我校

列为其中。

又，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附

属医院肿瘤研究院的通知》。

21—27 日 校党校举办新上岗处级干

部培训班。

22 日 我校印发《关于赵立强同志任

职的通知》，决定赵立强任纪委副书记；

印发《关于赵立强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聘任赵立强为监察处处长。

又，我校印发《关于杨自赋同志职务

聘任的通知》，聘任杨自赋为后勤服务集

团副总经理 (挂职 )。

25 日 我校调整校务公开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

28 日 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周斌副局长

等一行来我校考察。

又，我校召开 2005 年“西部计划”

动员大会。

29 日 我校机电总厂开发的新产品

“R901 飞锤及支架转子部件”顺利通过品

质保证验收。

30 日 李岚清同志来我校，为我校师生

举行《音乐 艺术 人生》讲座。中共江苏

省委副书记张连珍、镇江市委书记史和平、

镇江市市长许津荣以及省委、省政府和市

委、市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了讲座。我

校全体校领导、2000余名师生聆听了讲座。

 五月
11 日 我校召开纪检工作会议。

14—15 日 江苏高校首届民办独立学

生会主席论坛在我校召开。

15 日 我校举行第二届校园汽车文化

节开幕式。

18 日 我校召开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总结大会，热烈庆祝我校被教育部评为全国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优秀”学校。会上，党

委书记朱正伦宣读了教育部《关于公布北京

化工大学等54所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

估结论的通知》，校长杨继昌作了题为《弘

扬江大精神，开创事业辉煌》的讲话。

又，我校召开“十一五”规划编制工

作动员大会。

20 日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深入学

习科学发展观，联系实际探讨如何制定好

学校“十一五”发展规划。

25 日 我校举行研究生教育系列活动

之一——“机遇与挑战”专题座谈会。

28—29 日 我校在商易野外特训基地

举办第二届大学生成功素质拓展训练营。

29 日 美籍华裔科学家钟似玢博士应

邀访问我校，并受聘为我校计算机学院兼

职教授。 

六月
2 日 我校调整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

又，我校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 60周年——民族魂”大学生演讲比赛。

3 日 我校举行欢送仪式，欢送由我校

研制的三台不同规格型号的高压静电喷洒

治蝗车开赴新疆治蝗现场进行试验考核。

8 日 我校召开党建迎考第二阶段工作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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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 我校印发《关于汤静霞同志职

务聘任的通知》，聘任汤静霞为纪委办公

室主任，试用期一年。

12 日 我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获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15 日 我校举办以“纪念中国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为主

题的教职工第二届歌咏大赛。

16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农业工程

研究院等党总支的通知》，决定：成立农

业工程研究院党总支，撤销农业工程研究

院直属支部；成立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党总支，撤销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直属党支部。

又，我校印发《关于毛罕平等同志任

职的通知》，决定毛罕平等三位同志分别

任农业工程研究院党总支、流体机械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党总支正、副书记。

17 日 江苏省心理学会大学生心理专

业委员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6 日我校隆重举行2005届毕业典礼，

6000多名 2005届毕业生参加了毕业典礼。

28—29 日我校 MBA 教育工作通过全

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检查评估。

30 日我校开展系列活动，纪念中国共

产党建党 84周年。

又，我校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

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又，我校举行 2005 年暑期社会实践

启动暨赴茅山等革命老区服务出征仪式。

七月
1 日 我校召开首届学生工作大会，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

究我校新形势下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的新思路新举措。省教育厅有关领导出席

大会并讲话。

4 日 江苏省教育厅下发通知 ( 苏教研

［2005］6 号 )，确定我校机械制造及其自

动化、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农产品加工及

贮藏工程等三个学科为江苏省高校国家重

点学科培育建设点，并予以立项建设。

8 日 我校2004~2005学年第二学期结束。

9 日 我校召开科技工作会，会上，校

长杨继昌作了题为《转变观念创新机制努

力实现我校科技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的报

告，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作了总结发言。

又，我校调整“江苏大学图书馆工作

委员会”成员。

 八月
9 日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印发《关于

公布江苏省高等教育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建设点遴选结果的通知》( 苏教办高

［2005］19号)，我校“电工电子实验中心，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物理实验中心”

被列入江苏省高等学校基础课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建设点名单。

18—20 日 科学时报大学工作站研讨

会在我校召开，会上表彰了 8 所优秀工作

站，我校工作站被评为本年度优秀工作站。

22 日 我校隆重举行保持共产党员先

进性教育活动动员大会。会上校党委书记

朱正伦作了题为《深入学习 保持先进 全

面实践“三个代表”》的动员报告，中共

镇江市委书记史和平就我校的共产党员先

进性教育活动作了重要指示。

29 日 我校 2005~2006 学年第一学期

开学。

 九月
2 日 我校举行先进性教育专家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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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党校副校长孙学玉教授应邀来我校作

题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好人民满

意工程”的先进性教育专题报告。

3 日 我校召开党委一届三次全委 ( 扩

大 )会议，会上，校长杨继昌作了题为《坚

定目标 坚持创新 为“十一五”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的工作报告，校党委书记朱正

伦作了题为《总揽全局 统筹兼顾 艰苦奋

斗 创新高效》的总结发言。

5 日 我校印发通知，决定成立党务公开

工作领导小组，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任组长。

8 日 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颁奖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校校长、博士

生导师杨继昌教授主持的教学成果“高等

工程教育开放型工程训练体系的研究与实

践”获得了二等奖。

14 日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第

三次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学习。

又，中宣部推出的宣传典型，常州黑

牡丹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邓

建军应邀来我校作报告，并受聘担任我校

校外政治辅导员。

15 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为机关党总

支全体党员上党课，主讲的题目为《发扬

艰苦奋斗传统创建节约型校园》。

18 日 我校举行 2005级新生开学典礼。

21 日 我校印发《关于转发中共江苏

省委“关于赵杰文同志免职的通知”》（江

苏大委［2005］83号）。

23 日 我校召开先进性教育活动分析

评议阶段工作会议。

27 日 江苏大学——镇江市产学研合

作暨“十百千”工程签约授牌仪式在我校

隆重举行，我校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

育活动为契机开展的以服务求支持，以贡

献求发展，“十百千”工程主题实践活动

全面启动。

28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人教育学院

更名为继续教育学院的通知》。

30 日 我校举行军训阅兵仪式暨表彰

大会。2005 级 7000 余名新同学为期 18 天

的军训结束。

 十月
2 日 中共镇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镇江市桥牌协会主席江里程和镇江市桥牌

协会的其他领导受李岚清同志的委托，将

一批赠送给我校大学生的桥牌书籍和桥牌

用具移交给我校副校长宋京章，并转达了

他希望大学生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健康文

体活动，全面发展，成为祖国栋梁之材的

殷切关怀。

10 日 我校印发《关于周绿林等 108位

同志具备高级职务任职资格及聘任的通知》，

其中周绿林等 40位同志具备正高级职务。

14 日 我校举办首届教职工心理健康

教育骨干培训班。

又，我校成立第二届体育工作委员会，

副校长袁银南任主任。

又，我校印发通知，决定成立创建教

学楼国家物业管理示范大厦领导小组，副

书记副校长曹友清任组长。

17—21 日 我校隆重举行第十二届“三

国三校”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江苏大学、

广西大学、日本三重大学、泰国清迈大学、

康坎大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伯格农业大学

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18 日 我校首届“台湾企业家研修班”

开班。

又，我校“十百千”工程十大产学研基

地之一——江苏太白集团大港新厂区落户。

21 日 我校召开 2005 年下半年形势与

政策教学备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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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日 我校召开新增研究生导师

培训会。

22 日 我校印发《关于赵玉涛同志职

务聘任的通知》，聘任赵玉涛为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院长，试用期一年。

24 日 我校决定将原“江苏大学校园

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更名为“江苏大

学校园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并调整其成员，

副校长宋京章任组长。

28 日 2005 年镇江绿色化工暨产学研

合作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又，我校印发通知，决定成立江苏大学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副书记陈国祥任组长。

30 日 我校对 80 名新教师进行为时 6

个月的工程素质培养。

31 日 我校印发《关于陈宪祖同志职

务变动的通知》，决定陈宪祖同志不再担

任校长助理职务。

十一月
1—5 日 校长杨继昌率团一行 4 人访

问台湾东华大学，同时顺访了台湾成功大

学、台湾大学和世新大学。11 月 2 日，台

湾东华大学黄文枢校长会见了杨校长一行，

双方介绍了两校的发展现状，并进行了学

术交流。

2 日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先进

性教育活动第四次学习会议。

3 日我校举行“星光杯”第三届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决出决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3项。

4 日 我校举行第四届田径运动会。

8 日 我校印发通知，决定成立英语专业

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副校长袁银南任组长。

又，我校印发通知，决定成立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领导小组，副校长袁银南任组长。

9 日 我校印发通知，决定成立中共江

苏大学离退休教职工委员会；撤销中共江

苏大学离退休教职工总支部委员会。

11 日下午 我校校友、海南省副省长

江泽林回到母校，在校长杨继昌、纪委书

记柴顺根的陪同下参观了体育馆、1、2 号

教学楼、工业中心。参观结束后，我校在

科技馆隆重举行了江泽林副省长任我校兼

职博士生导师的授聘仪式。

又，加拿大 Brock 大学数学及科学学

院院长 Brindle教授一行访问我校，就我校

与 Brock 大学开展国际文化与学术交流及

硕士生和本科生的联合培养等问题进行了

磋商，杨继昌校长、Brindle院长分别在我

校与 Brock大学合作协议上签字。

11—13 日 江苏省第八次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学术大会暨第七次会员大会在

我校召开。

12 日 建设部专家组对我校教学楼进

行了“全国物业管理示范大厦”的考评验收。

“全国物业管理示范大厦”是国家评价物

业管理水平的最高级别。专家组现场查看

了软件资料台帐和工作现场，对我校教学

楼的物业管理给予较高的评价。

16 日 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

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党组书记张玉台带领

的中央巡回检查组一行，在省长助理陈宝

田、镇江市委书记史和平等省市领导的陪

同下，来我校指导先进性教育活动。

18 日 我校举行 2006 届毕业生供需洽

谈会。来自全国各地近 200 家用人单位前

来招聘。

27 日 我校印发《关于陆朝元同志任

职的通知》，决定陆朝元任中共江苏大学

离退休教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 

十二月
2 日 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苏大学支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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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成立。

3—4 日 我校召开党委一届四次全委

( 扩大 ) 会议，会上党委书记朱正伦传达

了中共江苏省委十届九次会议精神；校

长杨继昌作了题为《总结经验 深入研讨 

科学谋划“十一五”学校事业发展》的

工作报告；与会同志就有关议题展开了

讨论。4日下午，朱正伦书记作了题为《审

时度势抓机遇，科学谋划促发展》的总

结讲话。

会议期间，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周满生作了《学习十六届五中全会

精神 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与改革》

的辅导报告，并受聘我校兼职教授。

5 日 我校印发通知，决定成立江苏大

学保密办公室，与科技与产业处“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

又，我校印发通知，经江苏省司法厅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苏司鉴许字

［2005］16 号 )］批准，成立江苏大学司

法鉴定所。

又，2005 年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

颁奖大会在上海举行。本次奖项设有一等

奖 2 项、二等奖 9 项、三等奖 38 项。我校

获奖 4项，其中二等奖 1项，三等奖 3项。

8 日 我校司法鉴定所揭牌仪式在北固

校区隆重举行。镇江市委副书记、市政法

委书记郭礼荣与我校党委书记朱正伦共同

为司法鉴定所揭牌。

13 日 我校印发《关于改建成立中共

江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等分党委的通知》，

决定机械工程学院等 15 个学院党总支改建

为相应的学院委员会；机关党总支改建为

机关委员会。以上原各党总支部委员会委

员、书记、副书记相应转任改建后的各基

层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

14 日 我校召开先进性教育暨党内先

进表彰大会，校长杨继昌主持会议，党委

书记朱正伦代表校党委、校先进性教育活

动领导小组讲话。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先进

性教育督导组成员经贵宝同志，镇江市委

先进性教育活动第一督导组成员范成宝同

志到会并作了讲话，我校 34 个先进基层党

组织、70 名优秀共产党员和 18 名优秀党

务工作者受到了表彰。

17 日 我校召开学生科学技术协会第

一次代表大会。

20 日 我校举办“人 校园 自然 和谐”

教职工摄影展。

21—23 日 江苏省教育工委高校基层

党组织建设工作考核专家组一行莅临我校，

对我校党组织建设工作进行考核。专家组

通过听取汇报、审阅材料、考察校园、召

开座谈会、个别谈话、问卷调查等形式全

面考核我校党组织建设工作。

23 日上午 党组织建设工作考核意见

反馈会在校科技馆召开，党委书记朱正伦

主持会议，专家组组长陈景欢代表专家组

进行了意见反馈，对我校党组织建设工作

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25 日 我校召开首届人文社会科学工

作会议，会上，校长杨继昌作了题为《准

确定位 科学规划 加快发展我校人文社会

科学》的工作报告，党委书记朱正伦作了

总结讲话，会议分组讨论了《江苏大学关

于加快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

27 日 江苏图书出版管理工作会议在

我校召开。

29 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苏大

学支部委员会成立。

31 日 我校调整保密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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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4 日 我校公布 2006 年度优秀二级网

站名单，医学院等学院网站被评为“十

佳优秀学院网站”，图书馆等部门网站

被评为“十佳优秀部门网站”。

9 日 我校召开 2005 年度科技工作总

结大会。

12 日 我校印发《关于周志平同志具

备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于英等同志具

备担任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通知》（江

苏大校［2006］9 号），其中，周志平、

殷恒波、朱翼隽、王树林、周 俊、周建忠、

孙 平、阎 述、朱熀秋、赵不贿、陈照章、

阎永胜、陈 斌、许文荣、陈永昌、余江南、

孙学玉（外）、周明生（外）等 18 人已

具备担任博士生导师教师资格，

于英等 156 位同志已具备担任硕士

生指导教师资格。以上同志任职资格从

2005 年 12 月 30 日起。

15 日 我校 2005 年 -2006 学年第一

学期结束。 

二月
18 日我校印发《江苏大学 2006 年党

政工作要点》

19 日 我校召开 2006年度工作会议。

20 日 我校 2005-2006 学年第二学期

开学。

27 日 —3 月 14 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

伦、校长杨继昌一行分别深入机械学院、

汽车学院、能动学院、材料学院、电气

学院、计算机学院、理学院、化学化工

学院、医学院、医学技术学院、外国语

学院、应用技术学院、艺术学院、流体

中心、生命科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农

业工程研究院、机电总厂、工业中心、

图书馆、杂志社、京江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体育部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现

场办公、听取各单位关于“十一五”事

业发展规划的报告，并提出希望和要求。

 三月
15 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给我校

《批复》（中机联质［2006］89 号），

同意在江苏汽车产品质量监督检检监督

鉴定试验所的基础上筹建机械工业车辆

产品质量检测中心（镇江）。

16 日 我校举行仪式，欢迎出席全国

“两会”的我校全国人大代表姜哲和全

国政协委员宋余庆副校长返校。会上，

姜哲代表和宋余庆委员介绍了“两会”

盛况，传达了“两会”精神，谈了与会

的感受。

24 日 校长杨继昌代表我校与盐城工

学院签署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

29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中国共产

党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委员会等党组

织的通知》（江苏大委［2006］8 号），

决定：成立中共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委员会、财经学院委员会、人文社会科

学学院委员会、法学院总支部委员会、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总支部委员会、环

境学院总支部委员会。撤销原工商管理

学院委员会、原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委员

会、原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委员会。

又，我校印发《关于调整部分学院

的通知》（江苏大校［2006］34 号），

决定： 原工商管理学院分设为工商管理

学院和财经学院；原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分设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和法学院；原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分设为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和环境学院；原生物与环境工

程学院制药工程系调整至药学院。

又，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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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的通知》（江苏大校

［2006］35 号）和关于成立江苏大学科

学研究院的通知》（江苏大校［2006］

36 号）。

31 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在我校专职

辅导员培训班上作了题为“新的历史条

件下如何当好辅导员”的重要讲话。

 四月
6 日 我校印发《关于周绿林等同志

任职的通知》（江苏大委［2006］11号），

决定周绿林等11人分别任工商管理学院、

财经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环境学院党委（总

支）书记、副书记职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陈汇龙等同志

任职的通知》（江苏大委［2006］12号），

决定陈汇龙等 5 人分别任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应用科学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医学院、外国语学院党委（纪委）书记、

副书记职务；分别免去杨敏官等 2 人能

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医学院党委书记、

副书记职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戈国元等同志

职务聘任的通知》（江苏大委［2006］

13 号），决定聘任戈国元、夏益伟分别

为党委办公室正、副主任；解聘杨福庚

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职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梅强等同志职

务聘任的通知》（江苏大校［2006］40号），

决定聘任梅强、李锦飞、朱立新、何有世、

陈丽珍、赵喜仓、孔玉生、施康、董德福、

张炳生、钱兆华、杨志春、张先昌、高庆年、

姜松、曲云进、吴春笃、刘宏、黄勇强

等 19 人分别为工商管理学院、财经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

院、环境学院正、副院长。

又，我校印发《关于孙玉坤同志职

务聘任的通知》（江苏大校［2006］41号），

决定聘任孙玉坤为科学研究院院长（兼）。

又，我校印发《关于丁建宁等同志

职务聘任的通知》（江苏大校［2006］

42 号），决定聘任丁建宁、毕勤胜、赵

银德、邵学军、金丽馥、王谦、赵明、

季兵等 8 人分别为科学研究院、国际教

育交流学院、人事处、校长办公室、能

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医学院、外国语学

院等副院长（处长、主任）职务；分别

解聘陈汇龙、刘同君、周红、杨福庚等 4

人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医学院、医学

技术学院、学工处等副院长（处长）职务。

7 日 我校召开现场办公总结会议，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主持会议，材料学

院、理学院、医学技术学院围绕本单位

“十一五”规划及 2006 年工作目标制定

情况作了汇报，校长杨继昌作总结报告，

全校各主要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又，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

学科技信息研究所的通知》（江苏大校

［2006］45 号），该所挂靠图书馆。

8 日 我校印发《关于 2006 年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实施意见》（江

苏大校［2006］48 号）。

又，我校与镇江蓝舶金属防腐有限

责任公司签署校企产学研中心共建协议。

2006 我校印发《关于闵昉等同志职

务任免的通知》（江苏大委［2006］15号），

决定闵昉任理学院党委书记；免去韩广

才理学院党委书记职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陈克平同志任

职的通知》（江苏大委［2006］16 号），

决定陈克平任生命科学研究院直属党支

部书记。



江苏大学  |2006|

YEARBOOK           052
OF JIANGSU UNIVERSITY

又，江苏大学——江苏宏大特种钢

机械厂“链篦机工程技术中心”揭牌仪

式在我校举行。

又，我校印发《关于韩广才等同志

职务变动的通知》（江苏大校［2006］

51 号），决定聘任韩广才为人事处处长；

解聘闵昉人事处处长职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程晓农同志职

务聘任的通知》（江苏大校［2006］52号），

决定聘任程晓农为保密办公室主任（兼）。

16 日 我校与安阳市达成全方位合作

意向，校长杨继昌代表我校与安阳市人

民政府签订了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又，副校长孙玉坤代表我校与安阳

工学院签署《合作交流意向书》和《关

于联合举办工程硕士研究生班的协议

书》。

18 日校团委、校学生会向 2006 届全

体毕业生发出倡议，到西部去、到基层

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

苏北去、到基层去、在服务“两个率先”

中建功立业，即日，我校西部计划、苏

北计划启动。

19 日 教育部高教司批准北京大学

等 31 所高校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

项目学校，我校名列其中，（江苏省仅 4

所高校获批）。

18 日—21 日 由中国科学院、法国科

学院、江苏大学联合主办的“中法超强

超短激光及其应用学术研讨会”在我校

召开。

22 日 我校召开一届五次教职工暨工

会会员代表大会。会上，校长杨继昌作

了题为《提升内涵 强化特色 奋力开创

“十一五”学校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工

作报告。校党委书记作了题为《突出主

题 科学发展 努力实现“十一五”发展

新跨越》的总结讲话。大会通过了《关

于审议〈江苏大学“十一五”发展规划〉（草

案）的决议》、《关于通过〈江苏大学

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草案）的决议》，通过了江苏大学教

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

名单。

23 日 “江苏大学—上海晶须复合材

料制造有限公司产、学、研合作协议签

约暨揭牌仪式”在上海市宝山宾馆举行。

25 日 校党委印发《关于深入学习贯

彻党章的意见》（江苏大委［2006］19号），

决定在全校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中集中组

织开展学习贯彻党章专题教育活动。

又，我校首届“十佳青年教职工”、

第二届“十佳青年学生”评选揭晓。十

佳青年教职工为：杨 娟、许 刚、封 云、

刘厚林、王昌达、李文元、王冬青、廖志凌、

林新荣、张世兵；十佳青年学生为：萧 丹、

张 兵、王显军、陈羽蝶、腾成龙、刘春生、

杨勇、路晓庆、宋志鹏、陈立。

26 日 副校长孙玉坤荣获中华全国总

工会颁发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本

年度全国共有 1018名先进个人获此殊荣，

其中江苏省共有 63 名，江苏高校 3 名。

又，副校长袁寿其代表我校与江苏

省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签署《代理招

聘外教服务协议书》。

28 日 我校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议。

29 日 校党委印发《通知》（江苏大

委［2006］20 号）。决定在全校深入开

展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全

面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

30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十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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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江苏大委［2006］21 号）。

五月
9 日 我校印发《关于公布 2006 年江

苏大学精品课程（群）的通知》（江苏

大校［2006］68 号）。本次共评出校级

一类精品课程 8 门，二类精品课程 11 门，

精品课程群 4 群。

10 日 副校长袁寿其代表我校与无锡

油泵油嘴研究所签署《江苏大学产学研

基地共建协议》。

12 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连胜文先生率

台湾各界代表一行 7 人在镇江市台办有

关人员的陪同下访问我校。

13 日 我校召开共青团江苏大学第二

次代表大会、江苏大学第二次学生代表

大会。

12—14 日 江苏省数学学会第九次代

表大会在我校举行。

14—17 日 教育部专家组对我校英语

专业本科教学工作进行全面评估。

15—18 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率科技

产业处、汽车学院、流体中心负责人赴

宁夏调研，并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

科技厅、水利厅等部门就共建产学研基

地等议题进行洽谈。17 日，校党委书记

朱正伦代表我校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

厅签署《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江苏

大学全面合作协议》。

15—19 日 我校举行科级干部培训

班。

16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合同审核

工作暂行办法》（江苏大校［2006］77号），

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二级单位经费管理

的通知》（江苏大校［2006］78 号）。

17 日 我 校 印 发 通 知（ 江 苏 大 校

［2006］79 号），决定成立江苏大学生

物机电工程研究院。该研究院与农业工

程研究院“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又，我校印发通知（江苏大校［2006］

80 号），决定将“江苏大学保密办公室”

更名为“江苏大学国防科技保密办公室”。

18 日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荣获“第三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从

2006 年的数据显示，2005 年我校社科学

报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

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二次文献

全文转载文章 25 篇，在江苏省综合性大

学学报中列第二位。

22 日 我校印发通知，决定成立江苏

大学科技产业规范化建设领导小组（江

苏大校［2006］82 号），副校长孙玉坤

任组长。

23 日我校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研究院签署《共建产学研基地合作

协议》。

25 日 我校与徐州经济开发区产学研

合作洽谈会在我校召开，会上，副校长

宋京章代表我校在《产学研合作协议上》

签字。

30 日 由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国

新闻社、新华日报、江苏省教育电视台

等 13 家媒体组成的省教育厅教育新闻采

访团来到我校，对能动学院 05 级硕士研

究生刘春生的事迹进行专题采访。

31 日 江苏省部分高校及附属医院纪

委书记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六月
1 日 我校召开党务工作研讨会。

6 日 我校公布校级第三期品牌（特

色）专业建设项目。本期品牌专业建设

项目有：环境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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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思想政治

教育、电子信息工程等共 5 项。特色专

业建设项目有：统计学、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药学、英语、通信工程、金融

学等共 6 项，机械电子工程、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已通

过省级特色专业验收，直接列入校级品

牌专业。

15—18 日 第三届“步步高”全国男

排大奖赛江苏大学赛区比赛在我校体育

馆举行。

16 日 副校长袁寿其代表我校与洛阳

市科技局签署《科技合作协议》；与中

国一拖集团公司签署《产学研全面合作

协议》。

17 日 副校长袁寿其代表我校与永康

市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书》。

19 日 副校长孙玉坤代表我校与温岭

市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

又，我校印发《江苏大学教职工大

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办法》及其《实施

细则（试行）》的通知（江苏大校［2006］

100 号），同时成立江苏大学教职工大病

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校党委副书

记陈国祥任主任。

又，我校印发《关于开展建党 85 周

年纪念活动的通知》（江苏大委［2006］

39 号），决定在全校开展以“践行先进

性要求，为党旗增辉”为主题的纪念活动。

又，我校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建

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意见》（江

苏大委［2006］40 号）。

20 日 我校印发《关于加强校园文化

建设的意见》（江苏大委［2006］41 号）

和《关于组织开展 2006年大学生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意见》（江苏大

校［2006］102 号）。

22 日我校印发《关于加快科学研究

院建设与发展的若干意见（暂行）》（江

苏大校［2006］110 号）。

23—25 日 江苏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科

学大学暨省高校第二十二届体育学术大

会在我校召开。

24 日 我校丁建宁教授被省委组织

部、省人事厅、省科协授予第九届江苏

省青年科技奖，并当选首届江苏省青年

科学家年会执行委员。

26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基金管理办法（试行）》（江苏大

校［2006］114 号）和《江苏大学关于引

进人员过渡租用房管理的暂行办法》（江

苏大校［2006］115 号）。

27 日 国家科技部高新司巡视员邵立

勤应邀来我校指导工作并受聘我校兼职

教授。

28 日 我校举行 2006 届毕业典礼，

7541 名毕业生将陆续离校。

又，我校举行 2006 年“西部计划”、

“苏北计划”志愿者欢送会，21 名同学

成为“西部计划”、“苏北计划”志愿者。

30 日 我校首期台湾企业家研修班结

束，27 名台湾企业家研修结业。

 七月
7 日 我校 2005~2006 学年第二学期

结束。

10 日 我校召开党员代表会议，选举

产生了出席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五次代

表大会代表。

朱正伦、袁寿其、李萍萍、田立新、

李红等 5 位同志当选。

又，我校印发《关于改革大学生形



江苏大学  |2006|

YEARBOOK           055
OF JIANGSU UNIVERSITY

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形式的通知》（江苏

大委［2006］45 号）和《关于印发〈江

苏大学精神文明建设 2006~2010年规划〉

的通知》（江苏大委［2006］47 号）。

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

同意镇江师专学报更名登记项目的批复》

（新出报刊［2006］698 号），同意原《镇

江师专学报》更名为《高校教育管理》，

主办单位由镇江师专变更为江苏大学。

14 日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公布

2006 年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课程遴选结

果的通知》（苏教高［2006］13 号），

我校金属材料学、临床检验学课程被评

为一类精品课程；分析化学、工程图学、

管理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

被评为二类精品课程。

八月
9 日 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的通知》

（教高［2006］9 号），我校 21 种教材

入选。

11 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代表我校与

姜堰市人民政府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

14 日 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

布《关于批准 2006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的决定》，由蔡兰教授指导的材料

学院周明博士的学位论文《激光层裂法

定量测试界面结合强度与诊析技术研究》

获“2006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实现了我校历史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

文的突破。今年共评选出全国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 99 篇，江苏省仅有 3 所大学的

6 篇入选。

30 日 我校《排灌机械》期刊荣获“第

五届全国农业期刊金犁技术类二等奖”。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本科教学编制

核算办法（试行稿）》（江苏大校［2006］

128 号）。

九月
3 日 我校印发《关于表彰“江苏大

学优秀教师”和“江苏大学优秀教育工

作者”的决定（江苏大校［2006］131号）》。

戴起勋等 79 位同志被评为“江苏大学优

秀教师”，欧阳国庆等 84位同志被评为“江

苏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

4 日 我校 2006~2007 学年第一学期

开学。

5 日 我校组织参观《江苏省反腐倡

廉成果展览》。

6 日 我校召开 2006 年下半年工作会

议。

8 日 我校召开 2006 年教师节座谈

会。会上，校党委书记朱正伦宣读了《江

苏省教育厅关于表彰 2006 年江苏省高等

学校教学名师的决定》，我校王贵成被

评为省高校教学名师；杨娟被江苏省教

育科技工会评为省级师德建设先进个人；

宣读了《关于表彰“江苏大学优秀教师”

和“江苏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决定》。

校长杨继昌代表学校向全体教师致以崇

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并对全体教师

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中付出的辛勤劳动

表示感谢。

10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

学科技查新工作站的通知》（江苏大校

［2006］137 号）。该站挂靠校图书馆。

12 日 我校召开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座

谈会。

15 日 我校与洛阳市科技合作洽谈会

在校科技馆举行。

18 日 我校举行 2006 级新生开学典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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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 日 以校长杨继昌为团长的我

校代表团一行 4 人应邀赴加拿大罗里尔

大学和布鲁克大学访问。访问期间，杨

校长代表我校分别与加拿大罗里尔大学

和布鲁克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20 日 我校召开第二届教学质量监控

委员会聘任会。

22 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我校兼职教授孙

家广，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与产业化司

副司长戴国强等来我校参观并指导科技

工作。

23 日 印度驻上海总领事白加尉

（V.Prakash）先生访问我校，并看望了

我校印度留学生。

24 日 我校 2006 级秋季工商管理硕

士（MBA）开学典礼在科技馆举行。台

湾国民党中常委连胜文应邀出席典礼并

致词祝贺。今年招收的学员共 100 名，

其中 10 名来自台湾。

29 日 江苏省教育厅召开全省教育系

统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先进暨经验交流

会。我校党委副书记陈国祥获荣誉奖，

金树德、方如明同志获“先进工作者”

称号，京江学院关工委分会获“先进集体”

称号。

30 日 2006 年新生军训阅兵暨总结

表彰大会在校东山操场隆重举行。

又，校党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全校

范围内围绕学习《江泽民文选》，全面

开展读书活动。 

十月
11 日 袁寿其副校长代表我校与天台

县人民政府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

13 日 我校举行学习《江泽民文选》

辅导报告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学玉

应邀主讲。

16 日 袁寿其副校长代表我校与丹阳

江南面粉厂有限公司就建立研发中心签

署协议。

又，我校印发《江苏大学科技产业

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和江苏大学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方案》（江

苏大校［2006］153 号）。

14—18 日 江苏省第七期高校院（系）

党政负责人培训班在我校举办，79 所高

校 110名院（系）党政负责人参加了培训。

18 日 杨继昌校长为新生学生干部作

讲座。

20 日 在教育部科技司“首届中国高

校精品、优秀、特色科技期刊奖评比”中，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荣获“中

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

23 日 我校成立“大学生职业生涯教

育研究中心”，该中心挂靠学生工作处。

25 日 我校印发《关于赵银德等同志

具备高级职务任职资格及聘任的通知》

（江苏大校［2006］158 号），其中赵银

德等 31 人已具备正高级职务任职资格，

潘国华等 74 人已具备副高级职务任职资

格。

28 日 我校隆重召开校友会成立大

会。600 余名校友和 6 所兄弟高校的校友

会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江苏大学校友会章程、江苏大学校友会

理事会组成人员选举办法、校友会第一

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名单。校友交通部部

长李盛霖，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

记江泽林，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姜澄宇，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守武

被聘为江苏大学首届校友会名誉会长，

会长由校长杨继昌担任。此前，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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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个地级市校友会，京沪等七个省级

校友会，美日新三个海外校友会先后成

立。

十一月
1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处级干部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和廉政档案管理规定》

（江苏大委［2006］52 号）。

3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法制宣传

教育第五个五年计划》。

3—5 日 我校召开第五届运动会。

3—6 日 我校与江苏省免疫学会共同

承办中国免疫学会第五届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陈慰峰、沈倍奋、饶子和、曹雪

涛四位院士莅临盛会，我校副校长许化

溪当选全国理事。

7 日 我校赴日本参加第十三届“三

国三校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会”代表团顺

利返校，该代表团由 6 名教师，8 名本科

生，6 名研究生组成，副校长宋余庆任团

长。

13 日 上午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第八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 2006 年学术年会开

幕式在我校举行，近 400 名农机专家参

加了这一会议，镇江市副市长张洪水、

我校校长杨继昌出席开幕式并作了讲话。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领导机构，

我校副校长袁寿其当选副理事长。会议

围绕“农业机械化与新农村建设”开展

学术研讨，我校校长杨继昌作了题为《江

苏大学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

与思考》的学术报告。

14 日 我校召开“现代农业装备与技

术”江苏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点学

术委员会会议。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理事

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汪懋华院士、华

南农业大学原副校长罗锡文教授、浙江

理工大学原校长赵匀教授等知名学者参

加了会议。

15 日 江苏大学与镇江市京口区科技

合作对接会在我校举行。

16 日 副校长袁其教授入选“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级

人选每两年选拔一次，每次选拔 500 名

左右，是一项由国家人事部、科技部等 7

部委联合组织实施的专项计划。

18 日 我校举办 2007 届毕业生供需

洽谈会。据统计，本次洽谈会共为毕业

生提供就业岗位近万个，1 千余名毕业生

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现场签

订就业协议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达 400人，

均创历史新高。

又，姜堰市常务副市长夏月林一行

访问我校，并就产学研合作的问题进行

洽谈。

18—19 日 江苏省大学生校园歌手大

赛在我校举行，本次比赛由中共江苏省

委宣传部，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文化厅、

江苏省广播电视局、共青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学联、新华日报社、江苏省广播

电视总台共同主办，江苏大学承办。

21 日 教育部专家组对我校申报教育

部科技查新工作站进行现场考察。

22 日 我校印发《关于表彰 2006 年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

进单位、先进个人和优秀调查报告（论文）

的决定》（江苏大校［2006］173 号）。

23 日 我校“争创满意机关”活动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和部分学院办公

室主任共 15 人分成 3 个检查组，对校机

关 23 个职能部门和单位“争创满意机关”

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30 日 江苏省教育厅在南京召开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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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推进会，何权副省长到会并为

省“十一五”重点学科授牌。校长杨继昌，

副校长袁寿其，研究生处处长李萍萍参

加了授牌仪式并接受了授牌。

十二月
6 日 我校印发《关于表彰 2005~2006

学年江苏大学“优秀研究生标兵”、“优

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的决定》

（江苏大校［2006］187 号）。

又，我校公布首批成人高等教育特

色专业建设项目和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课

程名单（江苏大校［2006］188 号）。

8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破坏性地

震应急预案》（江苏大校［2006］194号）。

12 日 我 校 印 发《 关 于 表 彰

2005~2006 学年先进班级、三好学生标

兵、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的决定》（江

苏大校［2006］190 号）和《关于表彰

2005~2006 学年十佳班主任、优秀辅导

员、优秀班主任的决定》（江苏大校［2006］

191 号）。

14 日 我校公布第三届教学大赛结果

（江苏大校［2006］192 号）。本次大赛

于 10 月初开始，经过预赛、复赛和综合

考核，最后决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3名，

三等奖 5 名，优秀奖 6 名，另有 6 个学

院获优秀组织奖。

17 日 中共江苏省委印发通知（苏委

［2006］499号）、（苏委［2006］500号）、（苏

委［2006］501 号），决定：袁寿其同志

任江苏大学校长（任期五年），免去杨

继昌同志的江苏大学校长职务。又，决定：

李萍萍、程晓农同志任江苏大学副校长，

试用期一年。又，决定：程晓农同志任

江苏大学党委常委；免去杨继昌同志的

江苏大学党委常委职务。

又，教育部公布《2006 年度国家精

品课程名单》（教高函［2006］26 号），

我校副校长孙玉坤教授担任课程负责人

的“电路”课程名列其中，实现了我校“国

家精品课程”零的突破。

28 日 我校印发《关于开展 2006 年

度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通知》（江苏大

委［2006］58 号）和《江苏大学中层党

政领导班子及干部 2006 年度考核工作实

施办法》（江苏大校［2006］59 号）。

又，我校公布 2006 年度“最佳党日

活动”方案评选结果，2006 年度“最佳

党日活动”优秀方案共 30 项，其中：一

等奖 3 项，二等奖 9 项，三等奖 18 项。

又，我校公布 2006 年度党建工作创

新奖获奖名单，2006 年度党建工作创新

奖共 13 项，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7 项。



江苏大学  |2007|

YEARBOOK           059
OF JIANGSU UNIVERSITY

2007
2007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江苏大学大事记



江苏大学  |2007|

YEARBOOK           060
OF JIANGSU UNIVERSITY

 一月
5 日 我校召开纪检监察工作会。

6 日 我校举行首届心理咨询师培训

班开班典礼。

7 日 我校印发《关于公布 2006 年度

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硕士生指导教师

名单的通知》（江苏大校［2007］1 号），

经评审，陈炜等 21 位同志已具备担任博

士生指导教师资格，徐伟等 50 位同志已

具备担任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任职时

间从 2006 年 12 月 30 日起。

8 日 我校召开 06 年度学院学生工作

总结经验交流会。

9 日 副校长程晓农代表我校与新疆

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就校企间产学研

全面合作事宜签署协议。

13 日 我校以高分顺利通过了由江苏

省认证委有关领导、专家组成的省军工

保密资格认证审查组一行 7 人对我校进

行的武器装备科研保密资格现场审查认

证。此前，我校顺利通过了为期三天的

军工质量管理体系现场审核。

16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高校教

育管理〉杂志编辑委员会的通知》（江

苏大校［2007］13 号），经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批准，我校原《江苏大学学报（高

教版）》正式更名为《高校教育管理》。《高

校教育管理》杂志编辑委员会由杨叔子

任主任委员，潘懋元、杨德广、丁晓昌、

袁银南任副主任委员。

17 日上午 我校在科技馆召开全校干

部大会。会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郭广

银宣布了省委关于江苏大学校级领导班

子成员人事任免的决定：任命袁寿其为

江苏大学校长，任期5年；因为年龄原因，

免去杨继昌江苏大学校长职务。任命李

萍萍、程晓农为江苏大学副校长，试用

期 1年。任命程晓农为江苏大学党委常委，

免去杨继昌江苏大学党委常委职务。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志军，省

委组织部副部长郭广银，镇江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和平，省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丛懋林，镇江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徐郭平，镇江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张甫雄等出席会议。我校全体校领

导，全校中层干部，高级职称教师代表，

全国和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校各民

主党派负责人，校级老领导等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主持。

18 日上午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

司长王英利、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周斌一行 5 人莅临我校，就江苏大学出

版社筹备情况进行实地考察。

又，我校印发《关于公布 2006 年度

〈江苏大学学报〉优秀论文，核心论文

评选结果的通知》（江苏大校［2007］

14 号），本次共所选出优秀论文 13 篇、

核心论文 81 篇，其中社会科学版 30 篇、

医学版 27 篇、高教研究版 24 篇。

又，副校长袁银南代表我校与上海

市第八人民医院就建立附属医院关系签

署协议。

又，我校召开 2006 年宣传工作会。

会上，32 名教职工记者受到表彰。

19 日 我校召开 2006 年度形势与政

策教学工作总结研讨会。

20 日 我校召开 2006 年度科技工作

总结暨经验交流大会。

23 日 校长袁寿其代表我校与江苏江

大源生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人才培养、

实习教学等事宜签署协议。

26 日我校 2006~2007 学年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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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29 日 我校召开江苏大学党委一届六

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江苏大学领

导班子及领导干部述职述廉会议。

二月
6 日 副校长李萍萍代表我校与镇江

强凌电子有限公司就校企“产、学、研、

就业”全面合作签署协议。

16 日 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同意

成立江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的批复》

（新出图［2007］128 号）。

三月
3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 2007 年党

政工作要点》（江大委［2007］4 号）。

5 日 我校 2006~2007 学年第二学期

开学。

7 日 我校召开 2007 年度工作会议，

全面部署 2007 年度学校党政工作任务。

9—11 日 校长袁寿其应邀访问了日

本三重大学，出席了由三重大学主办的

国际合作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研讨

会，会上，袁校长作了“从国际交流走

向国际合作”的演讲。

13 日 教育部在武汉理工大学举行

“第三批教育部部级科技查新工作站授

牌仪式”，我校获准挂牌，设立教育部

部级科技查新工作站。

又，我校召开教学院长例会。

16 日 为期一周的首届中国大学生排

球超级比赛落下帷幕，我校男子排球队

以 3：0 力克山东大学代表队获得冠军。

17 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四军医大学

副校长樊代明受聘我校兼职教授。

18 日 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理化学

研究院院长野依良治教授受聘成为我校

名誉教授。受聘仪式后，野依教授作了

他荣获诺贝尔奖时的报告：《不对称催化：

科学与机遇》。

19 日 校党委举行仪式，热烈欢迎出

席“两会”的我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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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

校。

20 日 以校长助理保罗·马克西姆教

授为领队的加拿大罗里尔大学代表团来

我校访问。

23 日 校党委印发《关于开展学院基

层党组织建设工作考核的通知》（江大

委［2007］10 号）。要求各基层党组织

要充分认识党建考核的重要意义，重视

做好党建工作，并结合党建工作实际状

况，制定合适的迎考日程。

27 日 校党委印发《关于高翔等同志

职务任免的通知》（江大委［2007］11号），

决定分别任、免高翔等 5 位同志为京江

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财经学院、

应用科学技术学院等学院党委正、副书

记职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李萍萍等同志

职务调整的通知》（江大校［2007］40

号），决定聘任李萍萍为医学部主任（兼），

解聘其研究生处处长职务；程晓农为科

学研究院院长（兼）、解聘其科学技术

与产业处处长、国防科技保密办公室主

任（兼）职务。解聘许化溪医学部主任（兼）

职务；解聘孙玉坤科学研究院院长（兼）

职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陈龙等同志职

务调整的通知》（江大校［2007］41号），

决定分别聘任和解聘陈龙等 14 位同志为

科技处、研究生处、京江学院、继续教

育学院、法学院、财经学院、杂志社、

医技学院、现教中心、科学研究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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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技术学院等单位正、副处长（院长、

主任）职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对应用科学技

术学院（冶金学院）体制进行调整的通知》

（江大校［2007］44 号），决定：1. 实

行应用科学技术学院与京江学院“两块

牌子，一套班子”的运行体制；2. 实行

冶金学院与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两块

牌子、一套班子”的运行体制；3. 应用

科学技术学院南京继续教育办学点的人、

财、物统一划至继续教育学院。

又，我校印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

分析测试中心的通知》（江大校［2007］

45 号），该中心挂靠设备处。

9 日 又，校党委印发《关于筹备

召开江苏大学二届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

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江大委

［2007］12 号），决定成立“两代会”

筹备委员会，并开始各项筹备工作。

四月
1 日 副校长程晓农代表我校与中国

一拖集团就近期开展合作的 9 个科研项

目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书。

3 日 校党委印发《关于李红同志试

用任职的通知》（江大委［2007］13号），

决定李红任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党总支书记。印发《关于沈晨同志试用

任职的通知》（江大委［2007］14 号），

决定聘任沈晨为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副部

长。

又，我校印发《关于董德福等同志

试用任职的通知》（江大校［2007］49号），

决定聘任董德福等 6 位同志分别为人文

社会科学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科技与产业处、科学研究院、医院技术

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等单位正、副院（处）

长。

4 日 我校举行“阳光体育运动启动

仪式”，我校为首家实施“阳光体育运动”

的高校。

5 日 校党委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

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和大学生党支

部建设的意见》（江大委［2007］15号）。

11 日 在省粮食局和科技厅共同组办

的“江苏省粮食流通与加工科技创新会

议”上，我校和江南大学、南京农业大

学等八个单位被确立为我省“十一五”

粮食流通与加工科技发展支撑单位，许

化溪副校长代表我校出席了授牌仪式。

13 日 我校举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

站“揭牌仪式”，校长袁寿其、教育部

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周静为查新站揭牌。

此次教育部共批准设立科技查新站 14所，

其中江苏 3 所。目前，全国共有教育部

科技查新站 57 所，我省 8 所。

又，我校新校区标志性工程——图

书馆建设工程正式开工。新图书馆位于

新大门北侧，局部半地下 1层，主体 6层，

面积 43969 平方米，工程选价 1.48 亿，

上海同济大学建设研究院设计。

11—15 日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书法作

品展在省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由江苏

省文化厅、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主办，江

苏大学艺术学院、镇江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镇江市书法家协会承办。

15 日 校党委印发《中共江苏大学委

员会学院党组织工作暂行规定》（江大

委［2007］16 号）；印发《中共江苏大

学基层委员会工作暂行规定》（江大委

［2007］17 号）。

16 日 江大科技有限公司与京口区政

府联合举行江大科技研发中心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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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开工典礼。

18 日 中共镇江市委检查组来我校就

贯彻落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四个长效

机制文件精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19 日 校党委印发《关于专职党政管

理岗位非领导职务设置与管理的意见（试

行）》（江大委［2007］18 号）；印发

《关于调整部分基层党组织设置的通知》

（江大委［2007］19 号），决定食品与

生物工程学院、环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艺术学院、药学院、法学院党总支分别

改为党委。以上各基层委员会委员、书记、

副书记相应转任改建后的各基层委员会

委员、书记、副书记。

又，校党委印发《关于王平同志职

务调整的通知》（江大委［2007］21号），

决定聘任王平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正

处职），免去其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

又，我校印发通知，调整专业技术

职务评聘领导小组成员（江大校［2007］

61 号），袁寿其任组长。

20 日 我校印发通知，成立江苏大学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江大

校［2007］64 号）。

23 日 校党委印发通知，调整学校依

法治校工作领导小组等 9 个非编常设机

构组成人员（江大委［2007］22 号）。

24 日 我校印发《关于吴明新等同志

职务聘任的通知》（江大委［2007］69号），

决定聘任吴明新等 3 位同志分别为出版

社正、副社长、总编。

25 日 江苏省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受

省教育厅委托，组织专家组来我校开展

以“高校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为主题

的系列巡回讲座。

26 日 校党委印发《关于倪时平同志

试用任职的通知》（江大委［2007］23

号），决定倪时平任艺术学院党委书记。

印发《关于解聘倪时平同志职务的通知》

（江大委［2007］24 号），决定解聘倪

时平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

27 日 我校召开 2007 年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会。

校党委印发《关于 2006 年度“争创

满意机关”活动的情况通报》（江大委

［2007］26 号），决定：党委办公室、

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校长办公室、

人事处、科技处、财务处、监察处等 9

个部门为 2006 年度学校“争创满意机关”

活动的先进单位，予以通报表扬。

28 日 我校召开纪念建团 85 周年暨

“五四”表彰大会。

29 日 校党委印发镇江市教育工会

《关于同意江苏大学工会委员会、经费

审查委员会换届的批复》（江大委［2007］

27 号），同意选举丁建宁等 27 位同志组

成第二届工会委员会。许化溪同志任主

席，喻骏、殷荷生、朱琴同志任副主席；

同意由王邦兆等 7 位同志组成经费审查

委员会。姚木云同志任主任，嵇康义同

志任副主任。

又，我校印发《关于陈锦清等同志

试用任职的通知》（江大校［2007］71

号），决定聘任陈锦清等 3 位同志分别

为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科技产业处、

艺术学院等单位经理，副处（院）长。

30 日 镇江市政府与江苏大学、江苏

科技大学签署协议，共同建设“江苏大学、

江苏科技大学镇江大学科技园”。

副校长程晓农代表我校在合作协议

上签字。

又，我校印发通知，调整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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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委员会等 25 个非编常设机构组

成人员（江大校［2007］74 号）。

又，镇江市政府、镇江新区管委会

与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共建大学科

技园。副校长程晓农代表我校在“江苏

大学——江苏科技大学镇江大学科技园”

共建合作协议上签字。

五月
8 日上午 李岚清同志又一次来我校

观察，这是自 2001 年 6 月以来，李岚清

同志第四次来到我校。江苏省委书记李

源潮、省长梁保华、省委副书记张连珍、

副省长仇和、省委副秘书长姚晓东、黄

根清，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厅长

王斌泰，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逸中，镇江

市委书记史和平、市长许津荣，我校党

委书记朱正伦、校长袁寿其等陪同视察。

9 日 我校召开国有资产清查工作动

员大会。此次清查工作将分为准备发动（4

月 21 日—5 月 9 日）、清查实施（5 月

10 日—9 月 30 日）、迎接核查（10 月）、

整改总结（11 月底前）四个阶段。

15 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薛

德林、赵驰一行 4 人莅临我校考察。

又，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周义昌

校长率团访问我校。

16 日 我校印发通知，成立贯彻落实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

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领导小组，

朱正伦任组长（江大委［2007］29 号）。

19—20 日 由江苏省学位委员会、省

教育厅主办，我校承办的“2007江苏省‘动

力 汽车 能源’博士生学术论坛”在我

校举行。

24—26 日 江苏省高校房地产管理专

业委员会年会在我校召开。

28 日 江苏省教育厅专家组来我校检

查大学生就业工作。

27—28 日 德国康斯坦茨应用科技大

学校长 Dr.Kai Handel率 3人代表团访问

我校并续签两校合作交流协议。

30 日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化学系

Mark.G.Humiphrey 博士受聘我校兼职教

授。  

六月
1 日 校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听取党外人士

的意见和建议。

8 日 江苏大学出版社揭牌仪式在校

科技馆隆重举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

书出版管理司副司长马国仓、江苏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周世康、江苏省新闻出版

局局长徐毅英、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胡

金波、镇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甫雄，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谭跃，我校党

委书记朱正伦、校长袁寿其等校领导，

苏州大学、扬州大学、江苏科技大学、

南通大学、江苏工业学院等兄弟院校领

导，南京大学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 30

余家省内外出版单位领导出席揭牌仪式，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教

育部社会科学司、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等 70 余家单位发来贺电、贺信。副校长

程晓农主持揭牌仪式。 

又，市领导史和平一行 20 余人视察

“谷阳北路积水区整治工程”，并在我

校玉带河段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

9 日 历时 8 个月的我校“21 世纪人

才学院”首期“菁英班”结束。该班共

有大学生学员 33 名。

10 日 副校长李萍萍代表我校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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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议书》

上签字。该联盟设理事会，理事会为联

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我校校长袁寿其任

副理事长。

12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学位评定

委员会章程》。（江大校［2007］103号）。

又，我校调整江苏大学委员会评定

委员会成员，袁寿其任该委员会主席。（江

大校［2007］104 号）。

又，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

长杨学桐、质量工作部副主任李建林一

行考察我校流体中心和工业中心。

又，我校召开“争创满意机关”活

动座谈会。

13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国际交

流项目学生管理的有关规定》（江大校

［2007］105 号）。

18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提前选拔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实施办法》（江

大校［2007］114 号）

又，德国德累斯顿国际大学校长

A?Mehlhorn 一行 3 人访问我校，并与我

校签署合作协议。

又，“江苏大学—美国赛灵思公司

数学系统与 EDA 联合实验室”在我校正

式挂牌成立。

19 日 我校举办校院两级理论学习中

心组专题报告会，江苏省广播电视大学

校长彭坤明应邀作专题报告。

25 日 我校修订《江苏大学学术委员

会章程》（江大校［2007］120 号）。

又 , 我校调整江苏大学学术委员会

组成人员，袁寿其任主任委员。（江大

校［2007］121 号）

又 , 我校印发《关于表彰江苏大学

2007 届优秀毕业生的决定》（江大校

［2007］124 号），决定授于杜建钧等

76名研究生，许美玲等 718名本科生“江

苏大学 2007 届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26 日 我 校 印 发《 关 于 表 彰

2006~2007 学年“江苏大学临床驻点教

学优秀教师”和“江苏大学临床驻点教

学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决定》（江大校

［2007］126 号），决定缪静龙等十五位

同志为优秀教师，王荣珍等三位同志为

优秀教育工作者。

又，我校评选出 14 篇校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43 篇校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江

大校［2007］128 号）

27 日 我校授予何凯等 22 名同学“江

苏大学青年先锋”荣誉称号。（江大校

［2007］129 号）。

28 日我校举行 2007 届毕业典礼。会

上，76 名研究生，718 名本科生获“优

秀毕业生”荣誉称号；22 名学生获“江

苏大学青年先锋”荣誉称号。 

  七月
2 日 校党委召开 2005—2007 年度先

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

务工作者表彰大会。48 个先进基层党组

织、94 名优秀共产党员和 26 名优秀党务

工作者受到表彰。

6—7 日 我校召开第三次师资队伍建

设工作会议。

9 日 省教育厅印发通知，公布 2007

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建设点名单（苏教高［2007］16号），

我校工程训练中心（工业中心）、工程

力学实验中心、化学化工实验中心名列

其中。

10 日校党委印发《关于解聘汪肖苹

等同志职务的通知》（江大委［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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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号），决定分别解聘汪肖苹等 3 位同

志党委组织部，统战部、学工部等部的

副部长职务；印发《关于免去陈佳赋等

同志职务的通知》（江大委［2007］38号），

决定分别免去陈佳赋等 2 位同志京江学

院党委副书记、体育部党支部书记（副

处职）职务。

又，我校印发《关于解聘苗芊萍等

同志职务的通知》（江大校［2007］141

号），决定分别解聘苗芊萍等 2 位同志

学工处副处长，档案馆馆长职务。

13 日 我校 2006~2007 学年第二学期

结束。

又，校党委印发通知，决定成立江

苏大学出版社管理委员会，朱正伦任主

任。（江大委［2007］42 号）；成立廉

政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柴顺根任组

长（江大委［2007］43 号）。

15 日 我校印发《关于贯彻〈江苏省

教育系统建设工程项目审计监督办法〉

的若干意见》（江大校［2007］144 号）。

八月
20 日 教育部印发《关于公布国家重

点学科名单的通知》（教研函［2007］

4 号），我校“流体机械及工程”、“农

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学科名列其中。

28 日 副校长程晓农代表我校与金坛

市人民政府就进一步加强全面合作签署

协议。

31 日 我校召开党委一届七次全委

（扩大）会议。

九月
3 日 我校 2007~2008 学年第一学期

开始。

8—9 日 我校 2007 届新生报到，其

中本科生 7500 余名，研究生 1400 余名。

10 日 我校召开第 23 个教师节教师

座谈会。

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主任张国祚一行 21 人来我校调研考察，

指导工作。

11 日 校党委印发《江苏大学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 2007 下半年学习计划》

（江大委［2007］44 号）和《江苏大学

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江大

委［2007］45 号）。

13 日 我校举行 2007级新生（研究生、

本科生）开学典礼。

又，英国北安普教大学 Anne Tata校

长一行访问我校，并与我校共同签署了

教育和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

14 日 由校党委书记朱正伦率领的江

苏大学代表团一行四人赴加拿大两高校

访问。

17 日 我校举行首届“青年文明号”

颁奖仪式，11 个“青年文明号”及“青

年文明号单位”、“江苏大学新长征突

击手”、“江苏大学青年岗位能手”获奖。

又，我校印发《关于表彰 2006~2007

学年江苏大学优秀辅导员的决定》（江

大校［2007］167 号）。

24 日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实施办法》（江大校［2007］

171 号）。

又，我校“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

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书

通过省教育厅组织的专家论证。

25 日 我国著名农业工程学家、教育

家、农业机械学科奠基人之一——高良

润先生 90 华诞庆典在我校隆重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德超，国务院农

业工程学科评议组组长、中国农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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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罗锡文，浙

江理工大学原校长赵匀，中国农机院原

总工程师诸慎友，省农机局原局长、省

农机学会原理事长朱云，我校党委书记

朱正伦、校长袁寿其，我国农机学界的

著名专家，省农机局、省农机学会代表，

民盟镇江市委领导，高良润先生的同事、

好友、学生以及学校有关学院、部门负

责人欢聚一堂，共同庆祝高良润先生

九十华诞。庆典由副校长李萍萍主持。

26 日省纪委专家组考核我校廉政文

化示范点建设工作。

又，我校举行“流体机械及工程”

国家重点学科研讨会。

27 日我校印发《江苏大学港澳台学

生奖学金发放办法》（江大校［2007］

172 号）；印发《江苏大学基建、修缮工

程全过程跟综审计办法（试行）》（江

大校［2007］173 号）；印发《江苏大学

教职工退休办法》（江大校［2007］174号）。

28 日 我校举行 2008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宣传月校内启动仪式。即日起，招

生宣传工作全面展开。

29 日我校举行 2007 级新生军训阅兵

仪式。

本月，我校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廉政文化宣传月”活动。

十月
8 日晚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以

《开源节流 多措并举 高校保障食堂服

务》为题，对我校通过设立调节基金稳

定学生食堂饭菜价格、改善食堂服务的

成功做法进行了重点报道；同时，江苏

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诚信江苏行”

以《镇江：诚信之花在校园盛开》为题，

通过现场直播和专题片形式，对发生在

我校学生社区的无人售报以及诚信考试、

诚信还贷等一系列诚信事件，以专题短

片和卫星连线现场直播的方式进行了报

道。中央和省权威电视媒体如此报道我

校工作，这在我校历史上还是首次。

11 日 校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工程新实施方案和

科技政策调整工作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

和建议。

12 日 中共江苏省纪委等九部门联合

发文，公布第二批省廉政文化示范点（苏

纪发［2007］16 号）。我校名列其中。

又，我校印发《关于谭中明等同志

具备高级职务任职资格及聘任的通知》

（江大校［2007］181 号），其中谭中明

等 35 位同志具备正高级职务任职资格，

侯青等 70 位同志具备副高级职务任职资

格。

又，我校印发《江苏大学特聘教授

岗位设置与聘任办法》（江大校［2007］

182 号）和《江苏大学“拔尖人才培养工

程”实施办法》（江大校［2007］183号）。

13 日 镇江片区（江苏大学培训点）

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班开班典礼在我校

举行。

15 日上午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

员、有关校领导、校中层以上党员干部、

二级党委（党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校机关全体党员在讲堂群 210 集中收看

十七大开幕式盛况，聆听胡锦涛总书记

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在十七大召开期间，我校广大师生

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收看收听十七大，

高度关注会议内容，关注代表分组讨论

活动。

16 日 省国有资产清查小组对我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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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心设备进行抽查，抽查合格率达到

100%。

26 日 校党委印发通知，决定于 12

月上旬开展第二届“党建带团建先进单

位评选活动。（江大委［2007］53 号）。

29 日 我校召开京口区人大代表大会

选举工作动员大会。我校京口区人大代

表选举工作正式启动。

31 日上午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第五次莅临我

校，举行“李岚清篆刻艺术展”。开展

仪式在校科技馆一楼报告厅隆重举行。

江苏省委书记、省长梁保华，江苏省委

副书记张连珍，文化部副部长赵维绥，

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志军，

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云峰，镇

江市委书记史和平、市长许津荣，省委

副秘书长姚晓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徐国

柱，省教育厅厅长王斌泰，省文化厅厅

长章剑华，镇江市政协主席郭礼荣，我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校长袁寿其，镇江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其他领导，我校

其他校领导，镇江兄弟高校领导，市有

关部门、文化艺术团体领导，部分中小学、

职业学校领导，文化艺术界人士等出席

了开展仪式。校长袁寿其主持开展仪式。

十一月
1 日 由农业部农机推广总站官员陪

同，来自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老挝、

孟加拉国等 9 个国家的农业部官员和农

机科研人员来我校考察。

又，我校印发《机电总厂等企业规

范化建设方案》（江大校［2007］197号）。

2 日 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

发 2007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名

册》，我校博士学位论文《南水北调工

程泵装置理论与关健技术研究》（作者：

仇宝云，导师袁寿其）名列其中。

又，美国西北理工大学校长谢佐齐

一行访问我校，并与我校共同签署《江

苏大学与美国西北理工大学关于友好合

作的一般性协议》。

又，我校印发《江苏大学科技创新

团队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江大

校［2007］199 号）。

3 日 为期一周的第九期全省高校院

（系）负责人培训班结束，来自全省高

校的 110 名院（系）负责人参加了此次

培训。全省高校院（系）负责人培训班

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举办，江苏大学党

校作为两个办学点之一，负责每年下半

年的教育培训工作。

1—3 日 我校举行第六届田径运动

会。

6 日 教育部、财政部印发通知（教

高函［2007］21 号），公布 2007 年度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点名单，我

校工程训练中心（工业中心）名列其中。

又，我校附属医院新外科大楼落成。

大楼总建筑面积 4.9 万平方米，开放床位

800 余张，总投资 2 个多亿。

7 日 我校印发通知，公布 2007 年优

秀教学成果奖评选结果（江大校［2007］

204 号）。本次共评选出优秀教学成果奖

36 项，其中特等奖 6 项，一等奖 12 项，

二等奖 18 项。

8 日 我校印发通知，分别调整《江

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社会

科学版）、（医学版）、（排灌机械版）

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江大校［2007］

205号）、（江大校［2007］206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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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2007］207 号）、（江大校［2007］

208 号）。

9 日 校党委印发《关于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通知》（江大委

［2007］56 号）。

8—10 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生工

作研究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全国高等

院校学生工作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11 日 教育部公布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名单（教研函［2007］6 号），我校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学科名列其中。

13 日 我校印发通知，公布 2007 年

校精品教材评选结果（江大校［2007］

210 号），经评审，确定《金属材料学》

等 22 部教材为 2007 年精品教材，其中

一等奖 6 部，二等奖 7 部，三等奖 9 部；

公布 2007 年江苏大学教学改革与研究项

目评选结果，（江大校［2007］211 号），

经评审，本次共遴选出 2007 年教学改革

与研究项目 139 项，其中重点项目 30 项，

一般项目 109 项。

14 日 省委党的十七大精神宣讲团成

员、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姚

润皋教授应邀为我校师生作十七大精神

报告。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分团委书记、辅

导员、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学工部、

团委、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 200 多位同

志聆听了报告。

15 日 省委宣讲团成员、省教育厅副

厅长胡金波来校作十七大精神报告。校

领导、全体中层干部、教职工党支部书

记以及学生党员代表共 260 余人聆听了

此次报告。

20 日 我 校 印 发《 关 于 表 彰

2006~2007 学年江苏大学“优秀研究生

标兵”、“优秀研究生”和“优秀研究

生干部”的决定》（江大校［2007］221号）。

24 日 2007 年度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

界学术大会在我校隆重举行。此次会议

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我校承办。

我校副校长程晓农主持开幕式。

30 日 我校印发《关于郭佳等同志具

备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及聘任的

通知》（江苏大校［2007］227 号）；《关

于李遇梅等 111 位同志具备讲师任职资

格的通知》（江苏大校［2007］228 号）

和《关于梁申勇等 169 位同志具备中级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及聘任的通知》

（江苏大校［2007］229 号）。 

十二月
5 日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视频会议在北京举行，教育部部长周济

到会并发表讲话。我校校长袁寿其应邀

参会并作典型发言。此次会议在全国遴

选出包括我校在内的 6 家单位作了典型

发言。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特色明显，

成效显著，连续 5 年被评为“江苏省就

业工作先进集体”，我校校长袁寿其应

邀在会上作了《以就业基地为保障，以

创业教育为抓手，实现就业工作双高目

标》的报告，就我校在就业工作方面的

特色做法作了交流。

又，我校召开常委扩大会，会议强调：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为当前首要政治任

务。

又，我校印发《江苏大学科研业绩

考核办法》（江大校［2007］231 号）。

6 日 京口区人大代表选举结果揭晓，

我校刘凤英、李君荣、陈丽珍、黄晓明

四位同志当选为京口区人大代表。

又，我校印发《江苏大学外事（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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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来宾）接待礼遇的若干规定》（江

大校［2007］236 号）和《江苏大学聘请

外国文教短期讲学专家来校讲学的若干

规定》（江大校［2007］237 号）。

7 日 我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

工程专题会议在科技馆举行。此举标志

着我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正

式启动。

10 日 2007 中国教育年度新闻人物

评选活动候选人确定，我校“爱心天使”

陈静等 50 人入选。

12 日 我 校 印 发《 关 于 表 彰

2006~2007 学年度医学类专业临床实习

优秀带教教师的决定》（江大校［2007］

242 号）；印发《江苏大学博士生导师

年度招生资格审核暂行规定》（江大校

［2007］243 号）。

14 日我校举行“农业电气化与自动

化”国家重点学科揭牌仪式暨发展研讨

会。会上，朱正伦书记和袁寿其校长共

同为“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国家重点

学科揭牌。

17 日 我 校 印 发《 关 于 表 彰

2006~2007 学年江苏大学优秀班主任的

决定》（江大校［2007］244 号）；印发

《关于表彰 2006~2007 学年江苏大学先

进班级、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

三好学生的决定》（江苏大校［2007］

245 号）。

20 日 我校印发通知，决定成立“节

能减排学校行动”领导小组，校长袁寿

其任组长。（江大校［2007］247 号）。

21 日 校党委印发《关于开展 2007

年度中层党的领导班子及干部考核工作

的通知》（江大委［2007］57 号）。

又，我校印发《关于做好 2007 年

年度考核与分配工作的通知》（江大校

［2007］259 号）；印发《江苏大学编制

外用工管理办法（试行）》（江大校［2007］

260 号）。

24 日 我校召开大学生创业教育工作

会。

26 日 我校印发《关于汪再非等 4 位

同志具备高级职务任职资格及聘任的通

知》（江大校［2007］267 号）；印发《关

于张宇川等 16 位同志具备高级职务任职

资格的通知》（江大校［2007］268 号）。

28 日我校印发通知，公布首批免试

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遴选结果（江大校

［2007］276 号）。



江苏大学  |2008|

YEARBOOK           071
OF JIANGSU UNIVERSITY

2008
2008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江苏大学大事记



江苏大学  |2008|

YEARBOOK           072
OF JIANGSU UNIVERSITY

一月
4 日 我 校 印 发 通 知（ 江 大 校 [ 

2008]3 号），公布 2007 年度《江苏大学

学报》、《排灌机械》、《高校教育管理》

优秀论文、核心论文评选结果。本次共评

出优秀论文 12 篇，核心论文 87 篇。

△ 我校印发通知（江大校 [2008]5

号），公布江苏大学第三届教学质量奖评

选结果。本次共评出一等奖 14 名，二等

奖 24 名，三等奖 34 名。

5 日 我校第二届“党建带团建”先

进单位评选结果揭晓。人文学院等 10 家

单位获“先进单位”称号。

8 日上午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我校袁寿其、施

卫东、关醒凡等完成的“潜水泵理论与关

键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项目，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是江苏大学合并组

建以来获得的首个国家科技进步奖，标志

着我校的科技工作水平迈上了新的台阶。

9 日我校召开资产公司暨科技产业工作座

谈会。

10 日 江苏省安监局杨涛处长应邀来

我校作《我省安全生产形势与对策》专题

报告。

10 日 我校印发《关于公布 2007 年

度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硕士生指导教师

名单的通知》（江大校 [2008]7 号），经

评审，任乃飞等 20 位同志已具备担任博

士生指导教师资格，尚党卫等 47 位同志

已具备担任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任职资

格时间从 2007 年 12 月 24 日起。

11 日 我校第 164期组织员培训班开班。

△ 我校召开“三育人”工作研讨会。

13 日 由我校、印度 RGI 大学与印度

SEAES 公司三方合作，为印度大学生推出

的“在华商务文化欣赏”文化交流项目第

一届培训班开学典礼在校科技馆举行。

15 日 我校成立新的教职工住房改革

与管理委员会，并召开首次会议。

△ 《科学时报》报道我校创业教育

工作。此前（1月 12日），《中国教育报》

也作了报道。

16 日 我校陈静同学跻身中国教育年

度新闻人物 20 名晋级人选。

18 日 我校 2007-2008 学年第一学期

结束。

20-21 日 我校召开党委一届八次全委

（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第十六次全省

高校党建工作会议及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

神，围绕“提升内涵 强化特色”的主题，

科学谋划学校 2008 年工作。

22 日 我校召开离退休老同志迎春茶

话会。

二月
5 日 江苏省人事厅印发通知 [ 苏人

通 2008]30 号，公布我省 2007 年“新世

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我校丁

建宁、周明、田立新名列其中。

23 日 我校 2007-2008 学年第 2 学期

开始。

23-24 日 我校召开二届二次教职工代

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25 日 我 校 印 发 通 知（ 江 大 校

[2008]18号），公布“拔尖人才培养工程”

和“科技创新团队”培养对象名单。经评

审，拔尖人才培养工程中，有“中青年拔

尖人才培养对象”9 名，优秀青年学术骨

干培养对象 18名。科技创新团队中有“校

级科技创新团队”11 个，“校级科技创

新培养团队”5 个，院级科技创新团队 18

个。

△ 校团委、校学生会向全校同学发

出倡议：让奥运精神伴我们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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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 日 我校代表应邀参加全国高校

辅导员工作创新论坛并作交流发言。

27-28 日 我校召开学生思想动态座谈

会，把握思想脉搏，倾听学子心声。

28 日 我校印发《关于对校内部分机

构进行调整的通知》（江大校 [2008] 19

号），决定：成立保密办公室，与党委办

公室合署办公；成立发展与对外联络办公

室，挂靠校长办公室；档案馆挂靠校长办

公室；撤销研究室建制，高教研究所建制

划归教务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

事务办公室）与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合署办

公；设备处更名为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撤销招投标办公室建制，校招投标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职责由审计处承担；撤销医

学院、医学技术学院建制，成立临床医学

院、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体育部升

格为正处级建制。

△ 我校印发《关于调整部分党组织

设置的通知》（江大委 [2008]3号）决定：

成立中共江苏大学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

院委员会，撤销中共江苏大学医学技术学

院委员会和中共江苏大学医学院委员会；

成立中共江苏大学医学部与临床医学院直

属支部委员会，撤销中共江苏大学医学部

直属支部委员会；成立中共江苏大学生命

科学研究院总支部委员会，撤销中共江苏

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直属支部委员会；成

立中共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总支部委员

会，撤销中共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直属

支部委员会；成立中共江苏大学体育部总

支部委员会，撤销中共江苏大学体育部直

属支部委员会；成立中共江苏大学出版社

总支部委员会，撤销中共江苏大学应用科

学技术学院委员会。

△ 我校印发《江苏大学第三轮处级

领导干部聘任工作方案》（江大委[2008]4

号）和《江苏大学第三轮处级领导干部聘

任工作细则》（江大委 [2008]5 号），决

定于 2008 年 2 月至 3 月开展第三轮处级

领导干部聘任工作。

29 日 我校召开全校干部大会，部署

处级干部换届聘任工作。

三月
5 日 省教育厅人事处领导来我校看望

受资助学生。

7 日 我校举办庆“三八”女教授、女

干部、女专家联谊活动。

11 日 我校召开关工委工作会议。

12 日 校团委、校学生会向全校同学

发出倡议：建绿色网络，树文明新风。

13 日 我校印发《关于成立中共江苏

大学工业中心直属支部委员会的通知》（江

大委 [2008]6 号）。

18 日 省教育厅副厅长胡金波一行 3

人莅临我校检查大学生创业教育工作。

19 日 我校举行参加全国“两会”代

表返校欢迎仪式。

△ 我校创建“镇江市节水型单位”

工作顺利通过验收。

20 日 江苏科技大学孙秀法副书记一

行来我校交流校友会相关工作。

21 日 日本三维 CAD 技术者协会代表

团来我校访问。

△ 我校“戒网瘾，促和谐”教育活

动正式启动。

22 日 我校与市委宣传部、市红十字

会联合在城市客厅举行“黄丝带爱心资金”

募集启动仪式暨《飘舞的黄丝带》图书首

发式。

为了挽救白血病患者、我校爱心天使

陈静的生命，一年前，镇江发起“满城尽

飘黄丝带”爱心行动，掀起数万人参与的

“爱心风暴”，募集到 70多万元爱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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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纷

纷对此进行了报道，陈静也入选中国教育

年度人物 20强。为记录这段感人至深的故

事，市委宣传部组织编写了《飘舞的黄丝带》

一书，由我校出版社出版。从首发式开始，

“飘舞的黄丝带”大型公益行动正式启动，

以这本图书为载体，举行现场售书、网络

行动、黄丝带环城行、黄丝带环省行等活动，

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奉献爱心，用图书的发

行利润在市红十字会建立“黄丝带爱心资

金”，专门用于救助青少年白血病患者。

24 日 我校与印度弗莱门大学签订学

术交流备忘录。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徐惠彬

教授应邀来我校作报告。

25 日 我校“学业指导教授大讲堂”

开讲。本次活动共有 17 个学院的 27 名教

授成为“大讲堂”的主讲教授。在岗教授“学

业指导大讲堂”将与我校已有的品牌活动

“名人讲座”、“校友论坛”和“退休老

教授学业咨询辅导讲座”一起，共同成为

营造我校学风、开拓同学视野的平台。

26 日 全国优秀领导干部赵亚夫来我

校作报告。

△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领导访问我校。

29 日 我校 MBA 实习基地挂牌仪式在

扬州举行。江苏顺大半导体、扬州同利冷

藏设备有限公司、扬州长江钢业、扬州东

方医院、扬州新凤凰公司等 5 家企业正式

成为江苏大学 MBA 实习基地。

四月
1 日 美国马里兰大学 OIEP 办公室执

行总裁赵松访问我校。

2 日 湖北工业大学领导到我校调研实

验教学与实验室建设工作。

3 日 下午，校长袁寿其接受中国教育

科研网专访。

9 日 合肥工业大学一行 16 人来我校

交流访问。

11 日 我校印发《关于做好基层党

组织委员会与换届工作的通知》（江大

委 [2008] 20 号），决定各基层委员会于

2008 年 9 月底前完成组建与换届工作。

△ 我校获“江苏省学校体育工作先

进单位”称号。

△ 由江苏省新闻出版局组织的出版

业政策调研座谈会在我校举行。

11 日 全国高等学校卫生信息管理专

业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主编人会议

在我校举行。

△ 江苏省出版业产业政策调研座谈

会在我校举行。

△ 在省政府召开的全省体育工作会

议上，我校获得“江苏省学校体育工作先

进单位”奖牌。

13 日 我校 2008 年第一期专职辅导员

培训班开班。

14 日 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樊富珉教

授应邀来我校举办“心理教育技术操作工

作访”。来自镇江、扬州、南通等苏中片

高校的辅导员、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者、学生工作领导等 300多人参加培训。

15 日 我校 2008年“廉政文化进校园”

工作全面展开。

16 日 我校第四届“十佳青年学生”

评选揭晓，其中研究生 4名，本科生 6名。

17 日 我校顺利通过教育部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示范点中期检查。

18 日 我校举行“拔尖人才与科技创

新团队培养工程”签约领证仪式。

△ 江苏大学附属上海第八医院朱世

泰副院长一行 6 人访问我校。

21 日 我校党委印发通知（江大委

[2008]21 号），决定开展纪念教育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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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周年系列活动。活动共分 17 个主题，

时间为 5 月 -12 月。

22 日 江苏大学——江苏索普兴大药

业有限公司合成药物研发中心成立。

23 日 历时 5周的江苏大学“星光杯”

第七届百科知识竞赛落下帷幕。

24 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我校“拔

尖人才培养工程”。

△ 江苏省教育厅组团来我校参观访

问。

25 日 我校召开 2008 年度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会，会上举行了新一轮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书签订仪式。

△ 镇江市“知识产权高校行动计划

启动仪式”在我校举行。

27 日 国家统计局专家来我校访问。

28 日 我校举行第三届研究生科技文

化节开幕式暨第九届研究生科技论文大赛

表彰大会。

29 日 第二届“江苏大学十佳青年教

职工”评选落下帷幕。王芝等 10 位同志

当选本届“江苏大学十佳青年职工”，宋

联可等 10 位同志当选“江苏大学新长征

突击手。”

本月，我校师德建设主题教育活动启动。

五月
5 日 校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6 日 我校印发通知（江大校 [2008]59

号），决定正式启用江苏大学新校标。新

校标以大写英文字母“J”、“U”、“1902”

以及江苏大学中英文校名等元素组合而

成。标志的造型、色彩具有特定的含义。

7 日 镇江市代市长刘捍东同志等一

行莅临我校考察。

9 日 我校召开 2008 年机关作风建设

研讨会。

△教育部领导、专家莅临我校检查“科

技查新工作站”工作。

12 日 我校印发决定（江大校[2008]61

号），授予高良润、蔡兰、袁寿其、赵杰文、

李德桃等五名同志“江苏大学研究生

教育三十周年杰出研究生导师”称号。

△ 我校启动 2008 年基层党组织建设

考核工作。

△ 我校印发决定（江大校 [2008] 

62 号）对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以及新

增的博士点、硕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予以表彰和奖励。

14 日 我校党校第 165 期新提职中层

干部培训班开班。

14 日 我校公布 2008 年校级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评选结果，本次评选

出的实验基地共 6 个。

△ 我校公布 2008 年校“百项本科生

创新计划”立项项目，本次确定的立项项

目共 75 项。

△ 我校公布 2008年校级优秀教学团

队名单，本次评审出的优秀教学团队共6个。

△ 我校公布 2008 年校级精品课程名

单，本次评审出的精品课程共 20 个，其

中校一类 10 个，校二类 10 个。

16 日 我校隆重召开第二次学科与研

究生教育工作会议暨研究生教育三十周年

大会，省教育厅副厅长殷朔文到会并作了

讲话。

19 日 我校党委对财经学院党委等 13

个基层党组织进行党建考核。

20 日 我校召开统战工作座谈会。

20-28 日 我校党员积极交纳“特殊党

费”，支援抗震救灾。截至 21 日，我校

师生已累计向 5.12汶川地震灾区捐款 103

万元，其中教职工捐款 60 余万元。

21 日 《中国教育报》报道我校抗震

救灾主题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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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举行第三届教学质量监控委

员会聘任仪式。

22 日 我校召开地方人才中心主任座

谈会，研讨毕业生就业工作。

25 日 我校与京口区“区校共建双向

服务”活动正式启动。

26 日 日本三重大学今展雅博教授捐

书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校科技馆隆重举

行。

 26-28 日 江苏大学解线性科学研究中

心成立 6周年暨 2008年解线性微分方程学

术研讨会在校科技馆隆重举行，中心主任郭

柏灵院士等 20多个单位的 40多位国内知名

解线性微分方程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28 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应邀来我

校作学术报告。

29 日 下午，我校附属医院收治四川

灾区伤员 40 余名。

30 日 上午，市委书记许津荣等一行

6 人到我校附院视察灾区伤员救治工作，

并去病房看望灾区伤员。

△ 晚上，我校举行以“迎奥运，颂

改革，创和谐”为主题的第三届教职工合

唱比赛。

30 日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与江苏

大学产学研合作洽谈会在我校召开。

六月
1 日 “K -park 挑战杯”江苏省第五

届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决赛结束，我校在

此赛事中荣获“江苏省优秀组织奖”。

4 日 省委统战工作督查组来我校检查

工作。

10 日 美国加州富乐敦州立大学米

顿·高登校长夫妇等一行在镇江市副市长

陈建设等市领导的陪同下访问我校。

12 日 我校首位外国博士留学生 Sani-

tporn Vittayapadung（中文名：孙龙）通过

学位论文答辨。

13 日 我校召开防治商业贿赂工作座

谈会。

△ 我校举办“认识传销、远离传销”

大型图片展。

14 日 “和鸣——古琴艺术进大学”

全国著名古琴艺术家现场音乐会在我校讲

堂群 110 报告厅举行。

18 日 我校举行 2008 届毕业生毕业

典礼。

24 日 我校副校长李萍萍率队赵盐城

考察政产学研合作基地。

25 日 《新华日报》AT 版半版报道

我校附院四川伤员救治先进事迹。

28 日 我校召开全校干部大会，会上，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郭广银同志宣读了省委

关于我校领导班子成员任免的决定。省委

决定，范明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书记，朱

正伦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江苏大学党

委书记。省委还决定，曹友清同志兼任江

苏大学纪委书记，不再兼任江苏大学副校

长；姚冠新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田立新、陈龙同志任江苏大学副

校长；宋京章、柴顺根同志因年龄原因不

再担任江苏大学副校长、纪委书记；袁银

男同志因调任南通大学校长，不再担任江

苏大学副校长。

七月
4 日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友好使者音

乐团应邀来我校举办音乐会。

5 日 我校女子沙滩排球队喜获全国

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亚军。

6 日 江苏大学上海校友会正式成立。

9 日 我校召开全校干部大会。部署

暑期前后工作，民主推荐干部。

10 日 我校 2007-2008 学年第二学期

结束。



江苏大学  |2008|

YEARBOOK           077
OF JIANGSU UNIVERSITY

14 日 我校隆重举行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开题报告会。

15 日 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

教育部党组成员田淑兰同志一行莅临我校

视察指导。监察部、省政府、省教育厅、

镇江市领导陪同视察。校党委书记范明在

科技馆报告厅主持汇报会。

16 日 《中国教育报》第 4 版整版报

道我校结队帮扶孤儿活动纪实。

15 -16 日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姚冠

新率队，走访宿迁、无锡两市开展我校选

调生及“村官”任职情况调研。

20 日 上海外国语大学与我校合作开

办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课程班。

25 日 校党委副书记姚冠新一行慰问

暑期留校学生。

八月
12 日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副主任、国际竹藤组织董事会联合主席、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林学会理事

长江泽惠女士一行来我校视察。

17 日 镇江市代市长刘捍东一行 10

余人来我校考察。

△ 我校举行国防大学原战略研究所

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杨毅教授受聘

仪式暨学术报告会。

22 日 我校表彰 2007-2008 学年优秀

辅导员，王健等 25 名辅导员受表彰。

30 日 我校召开干部教师大会，部署

下半年学校党政主要工作。

△ 我校印发通知（江大校 [2008] 

124 号），决定成立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副处级建制。

九月
1 日 我校 2008-2009 学年第一学期

开始。

△ 我校隆重举行新学期升国旗仪式。

3 日 我校印发通知（江大校[2008]131

号），决定成立“江苏大学基础工程训练

基地，正处级建制，与机电总厂“两块牌

子，一套班子”。

3 日 我校印发《关于表彰“江苏大学

优秀教师”和“江苏大学先进工作者”的

决定》（江大校 [2008]132 号），沈湘黔

等 74位同志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教师”，

诸德宏等 91 位同志被评为“江苏大学先

进工作者”。

△ 我校印发《关于表彰“江苏大学

优秀临床带教教师”的决定》（江大校

[2008]133 号），42 个临床医学教学单位

的 58 名同志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临床

带教教题”。

7 日 我校赵杰文教授指导的邹小波博

士论文《计算机视觉、电子鼻、近红外光

谱三技术融合的苹果品质检测研究》被评

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 台湾成功大学访问团访问我校。

7-13 日 在巴西维多利亚举行的首届

世界大学生室内五人制女足锦标赛上，代

表中国大学生参赛的我校女子足球队获得

季军。

9 日 我校隆重举行“江苏大学 2008

年研究生入学教育暨专家报告会”。

10 日 我校教职工合唱团参加镇江市

第 24 个教师节表彰大会暨大合唱决赛，

荣获唯一特等奖。

△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主编

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11 日 《人民日报》以《江苏大学教

授学生“面对面”》为题，报道了我校大

力推进“教授上讲台”工作，介绍了以学

院为单位成立大学生学习中心，强化教授

在学生成长成才中全方位的指导作用这一

独特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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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 我校 2008 级本科生开始进行

为期 16 天的军训。截至 12 日 《中国教

育报》、《科学时报》、《科技日报》、

《新华日报》、新华社、江苏电视台、新

华网、人民网、新浪网、团中央网站等数

十家媒体陆续报道了我校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 200 余次。此外，学校新增了“江苏大

学吴江市科力真空镀膜有限公司社会实践

基地”等 56 个实践基地。

14 日 我校隆重举行 2008 级新生开学

典礼，7000 余名本科生、3000 余名研究

生参加了开学典礼。

△ 由江苏大学主办、MBA 教育中心

承办的 2008 联合国全球契约论坛在我校举

行。

18 日 瑞士联邦理工大学费尔顿教授

应邀来我校访问。

19 日 我校举行“中国大学评价与江

苏大学发展”咨询报告会。

20 日 校长袁寿其率队访问中国重汽

集团，就开展科技合作、人才培养等事宜

进行接触和交流。

△ 我校举办办公室主任培训班，各

单位办公室主任、秘书等 60 余人参加了

培训。

24 日 我校召开情况通报会。

25 日 晚 9 点 10 分 神舟七号载人飞

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我校校友吕所明

参与发射工作，总负责“神七”发射空调

技术系统保障。

26 日 江苏大学菁英学校隆重举行第

十四期培训班结业典礼暨十五期培训班开

学典礼。

27 日 我校举行“江苏省知识产权研

究中心”揭牌仪式，

28 日 我校举行新生军训阅兵仪式。

十月
国庆期间 我校研究生 78 级，农机修

理 78 级，机制 84 级，农机 84 级，机制

92 级，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内燃机、

计算机、经济管理 94 级等班级的校友从

全国各地重聚母校。校党委书记范明、校

长袁寿其等校领导及相关部门、学院的领

导应邀参加了活动。

6 日 我校召开党务工作例会，会议就

第二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和“两委”委员候

选人预备人选推荐工作作了部署。

△ 校党委书记范明会见意大利米兰

工业大学 Barbara Kivolta 教授一行。

△ 我校举行 2008 级（秋）BMA 开

学典礼。

7 日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马德新教授

受聘我校兼职教授并作学术报告。

△ 我校举行社区警务站揭牌仪式暨

2008-2009 学年社区指导员聘任仪式。

9 日 镇江市政协主席郭礼荣一行来我

校视察。

△ 我校全面启动 2008 级新生心理普

查工作。

△ 我校印发通知（江大校 [2008] 

145 号），调整部分行政非编常设机构组

成人员。

11 日 2008 年镇江片区高校新教师岗

前培训班在我校开班。

14 日 我校举行校院两级理论学习中

心组专题报告会，省委党校副校长黄文虎

应邀作了题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

专题报告。

14 -15 日 由江苏省关工委和省教育厅

联合召开，我校承办的江苏省高校关心下

一代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镇江召开。会上，

校党委书记范明代表我校从“提高认识，

高度重视”等方面发出了倡议，校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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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全树德作了经验交流。15 日上午，

与会领导参观了我校校园。

15 日 由我校主办的第十八届国际精

细化学和功能高分子学术讨论会暨 IUPAC

第四届国际新型材料及其制备学术讨论会

在镇江国际饭店开幕，23 个国家和地区

的 200 多名代表参加会议。

△ 我校公布并启用校园主要道路和

部分楼宇新名称。

16 日 我校召开科技工作研讨会，会

议通报了上半年全校各单位科技工作完成

情况：截止到 9 月 15 日，我校科研经费

已达 1.6亿元，其中纵向经费 6000万元，

国家级项目经费占 60%。

20 日 第十五届“三国三校”国际研

讨会在我校开幕，本次会议为期 4 天。由

日本三重大学、泰国清迈大学和我校联合

发起的“三国三校”国际研讨会已连续举

办 15 届，是以青年大学生为主体，以学

术和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性会议，

一年一届，由三所大学轮流举办，此次是

我校第五次作为东道主承办会议。

22 日 省委教育工委第十一期全省高

校院（系）负责人培训班开学典礼在我校

举行。

23 日 《人民日报》刊发我校为“三农”

服务的报道。

△ 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的北京

十三所高校离退休工作处处长考察团来我

校参观调研。

26 日 我校知名校友广西柳州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江苏省建设

厅党组织书记、副厅长江里程回母校考察。

28 日 我校印发《关于公布第二批江

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和精品课程

的通知》（江大校[2008] 159号），经评审，

本轮共遴选出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建设

项目 5 项，精品课程 10 项，推荐申报江苏

省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3项、精品课程 4门。

29 日 我校举行“收获金秋——纪念

改革开放 30 周年”诗文朗诵会。

31 日～ 11 月 1 日 我校举办第七届

运动会。

△ 我校校领导参加江苏省高校“校

长杯”乒乓球比赛。

十一月
1 日 由江苏省科技厅主持召开的“江

苏省道路载运工具新技术应用重点实验

室”项目可行性专家论证会在我校召开。

该实验室是江苏省科技厅在我校也是镇江

地区立项的第一个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

室，体现了我校在道路载运工具，特别是

道路车辆研究开发方面的特色优势和综合

实力。

3 日 波兰皇家科学院首度科学家

Jerzy Mizeraczyk 教授来我校作学术报告。

5 日 我校举行校院两级理论学习中心

组专题报告会、讲解“劳动合同法背景下

高校用工法律风险防范”。

△ 《光明日报》第 7 版报道我校为

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事迹。

△ 我校印发《关于公布江苏大学第

四届多媒体教学课件竞赛结果的通知》

（江大校[2008]165号），其中一等奖 2项、

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6 项、优秀奖 13 项。

5-11 日 应江苏省政府邀请，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分子材料研究中心教授、我

校兼职教授 Mark G.Humphrey博士在江苏

参加国际科技及产业转移大会后专访我

校。

10 日 上海市徐汇区卫生局局长刘诗

强、江苏大学附属上海第八医院党委书记常

青萍、院长朱世泰等一行 5 人来我校参观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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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 副校长程晓农代表我校与无锡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签署科技合作协议。

13 -14 日 我校举行第四届教学大赛，

此次大赛产生了优秀组织奖 8 名；一等奖

4 名，二等奖 12 名，三等奖 21 名，优秀

奖 20 名，其中一等奖获得者分别为：阮鸿

雁（高级组），周德军（中级组）、高平（实

验组）、潘金彪（初级组）。

26 日 山特维克集团总裁裴德生(Lars 

Petteson) 先生一行访问我校，山特维克

集团是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工业集团，世界

500 强企业之一。

26 日 我校举办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暨迎接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书画展。

27 日 我校举行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暨庆祝江苏大学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忽如

一夜春风来”专题文艺晚会。

△ 《光明日报》第 1 版报道我校加

强内涵建设事迹。

28-29 日 我校隆重召开中国共产党江

苏大学第二次代表大会。

29 日 我校隆重举行国家商务部外资

司司长李志群兼职教授受聘仪式暨学术报

告会。

29 日 中科院郭柏灵院士来我校作了

一场主题为“发扬两弹一星精神，促进我

校高科技发展”的报告。

十二月
2 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吕志涛教授来

我校作学术交流。

5 日 我校召开女教授联谊会成立大会。

6 日 我校广东校友会一届二次代表

大会在深圳奋达科技园举行。校党委书记

范明、副校长陈龙、有关单位负责人、原

江苏理工大党委书记张弼及二百二十多名

校友参加大会。

7 日 日本大阪大学尾岛岳夫教授和静

冈大学斋腾隆之教授应邀访问我校并讲学。

9 日 我校召开校纪委新一届纪委全

委（扩大）会议。

10 日 我校召开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党外人士座谈会。

10 -12 日 江苏省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研

讨会在我校召开。

12 日 江苏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基地

在我校揭牌。

12 -14 日 “改革开放 30 年与中国法

制建设”论坛暨江苏省法学会法理学与宪

法学研讨会 2008 年会在我校举办。

17 日 我校举行“国家安全形势”专

题报告会。

18 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来我校

作学术交流。

19 日 九三学社江苏大学委员会召开

换届大会。

△ 我校召开 2008年度宣传工作会议。

21 日 李萍萍副校长率团赴德国、法

国访问考察顺利返校。

△ 《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我校

服务“三农”事迹。

23 日 我校召开 2008 年校友工作会

议。

25日 我校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成立。

28 日 我校召开北京校友会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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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3 日 中青联发 [2008] 39 号，江苏

大学荣获 2008 年全国高校暑期大学生社

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这是江苏大学连

续第 15 年夺得该项荣誉。同时，江苏大

学组织的“赴灾区卫生防疫服务团”荣

获 2008 年度社会实践活动赴地震灾区全

国优秀实践团队。

△ 农工党江苏大学委员会举行换届

大会。

7 日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严金川的科

研项目“CD40 体系表达在冠脉不稳定斑

块及再狭窄中的实验与临床研究”荣获

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9 日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隆

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

宝等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赵杰

文作为获奖代表之一上台接受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接见并领奖。赵杰文带领团队

完成的“食品、农产品品质无损检测新

技术和融合技术的研究”项目获 2008 年

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同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第六

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名单，毛罕平当选为

农业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

10 日 江苏大学 2008 -2009 学年第

一学期结束。

△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周亚平、孙炳

伟荣获江苏省卫生行业“百名医德医风

标兵”称号。

10 日 -11 日 江苏大学党委召开二届

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第

十七次全省高校党建工作会议和全省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听取了各学院 2008 年

工作情况汇报并对各学院领导班子进行

了测评，开展了江苏大学 2008 年 10 件

大事评选，民主推荐了有关单位的干部，

对学校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进行了民主

测评。

二月
14 日 江苏大学 2008 -2009 学年第

二学期开学。

同日，江苏大学艺术学院郑为人老

师指导的夏俊同学的书法作品《行草（横

幅）》在全国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中获得一等奖。

14 日 -15 日 江苏大学二届三次教职

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

开。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团结带领全

校师生员工为实现学校第二次党代会提

出的各项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决议。

23 日 镇江市副市长陈杰一行来江苏

大学考察指导。

△ 江苏大学朱国锋同学荣获 2008

年度“江苏省十佳青年学生”。从 2003

年第一

届“江苏省十佳青年学生”评选活

动开展以来，江苏大学也是全省唯一一

所连续 6 年获得这项荣誉的高校。

三月
1 日 江 苏 大 学 杨 平 教 授 应 邀 出

任 微 纳 科 学 与 技 术 类 国 际 主 流 期 刊

《Microsystem Technologies》编委。

4 日 应台湾建国科技大学等单位的

邀请，副校长许化溪率队一行 4 人于 3

月 4日赴台湾访问，3月 11日按计划返校。

5 日 江苏大学召开干部会议，部署

2009 年毕业生就业和党政工作目标任务

分解工作。

9 日 江苏大学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扎实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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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实践活动，推动江苏大学事业又好

又快发展。

10 日 江大校 [2009] 45 号文件《关

于调整后勤管理处科级机构设置的通

知》：后勤管理处下设房产科、基本建

设科、计划科、校园管理科、核算科。

△ 江苏大学召开学风建设工作座谈

会。

12 日 学校召开制度建设工作会议。

会议决定按照继承、完善、创新的思路，

全面梳理、制定与修订各项规章制度。

会议计划增定、修订制度文件 182 个，

其中增定 85 个，修订 97 个，废止文件

50 个。

△ 江苏大学程晓农副校长率队赴常

州洽谈常州工程研究院成立事宜。

16 日 江大校 [2009]48 号文件《关

于调整分析测试中心隶属关系的通知》：

分析测试中心挂靠科学研究院，副处级

建制。

18 日 《中国教育报》等媒体报道江

苏大学毕业生创业事迹。

△ 江苏大学召开 2009 年反腐倡廉

建设工作会议。

24 日 江苏大学杰出校友、省科技

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曹苏民率队一行 5

人莅临江苏大学指导工作。

△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被英国 CABI 数据库收录。

△ 镇江籍院士汪尔康、董绍俊、于

渌、吴宏鑫、李德仁来访。

四月
1 日 江苏大学召开“1863 计划”推

进会。“1863 计划”具体内容是：为企

业培养 1000名技术创新所需的工程硕士，

组建 80 个教授专家团与行业骨干企业对

接，建立现代装备与先进制造、汽车与

轨道交通、新材料制备与应用等 6 个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常州、苏州、

镇江分别组建 3 个地区特色产业技术创

新公共服务平台。

△ 江苏大学数学建模竞赛代表队

（理学院）在 2009 年国际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 2019 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荣

获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这

是继 2005 年江苏大学在国际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中获得一等奖之后，又一次在

此项国际大学生重要赛事中荣获佳绩。

9 日 江大校 [2009] 70 号文件《关

于成立财经中心实验室的通知》：成立

财经中心实验室，隶属财经学院。

11 日 江苏大学召开首届教学名师奖

评审会，确定戴起勋、戴立玲、成立三

位老师为“江苏大学首届教学名师奖人

选”。

△ 江大校 [2009] 77 号《关于成立

江苏大学第一届研究生教育督导组的通

知》：决定聘请戴起勋等同志组成江苏

大学第一届研究生教育督导组。

15 日 镇江市副市长陈照煌一行来江

苏大学调研大学生创业问题。

△ 学校电工电子实验中心、机械工

程中心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中

心、物理实验中心等 4 个省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建设点通过江苏省教育厅验收

（苏教高 [2009]6 号）。江苏大学参加

驻镇高校与镇江企业产学研合作对接会。

15 日 -17 日 韩国大佛大学李升勋总

长一行 6 人代表团来访，并与江苏大学

签署合作协议。

16 日 学校与丹阳市人民政府正式签

署产学研全面合作协议，同时与丹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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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家新材料骨干企业携手建立“新材料

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学校 57 名

教授受聘担 任丹阳市企业科技创新特聘

专家。

△ 江苏大学人文大讲堂正式开讲。

18 日 根据学校学生陈静真实事迹改

编，由镇江广播电视总台、江苏大学和

北京银河星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

制的电影《小城大爱》在校大礼堂隆重

首映。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李岚清为本片题写了片名。中共

镇江市委书记许津荣，校党委书记范明，

校长袁寿其，中宣部文艺局原局长、中

国文联党组原副书记、理论家梁光弟，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教

育督学、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原司长韦

鹏飞，镇江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国忠，

宣传部部长张洪水，《中国电影报》副

社长唐榕，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

中国影协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张思涛，

北京银河星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等中国电影界人士，镇江有关单位领导

以及学校领导等出席了首映式。

△ 江苏大学举行第一届“校长杯”

模拟面试大赛，共产生一等奖 2 名、二

等奖 4 名、三等奖 6 名。

19 日 江苏大学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

专业 1978 级校友、浙江菲达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舒英钢先生在母校设立“菲

达奖学基金”，该奖学基金总额为人民

币 100 万元，自 2009 年起每年提取 5 万

元左右用于奖励江苏大学品学兼优、家

庭困难的机械类专业全日制在校大学生。

20 日 江苏大学召开机关作风建设工

作会议。

江苏大学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转段动员大会召开。

22 日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和《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开始被

英国 CABI 数据库收录。收录《江苏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国外数据库（含

文摘杂志）达到 8 个，收录《江苏大学

学报（医学版）》的国外数据库（含文

摘杂志）达到 4 个。

25 日 江苏大学召开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暨“五四”表彰大会。江苏省十

佳青年学生朱国锋作为获奖代表做了发

言。

△ 共青团江苏大学第三次代表大

会、江苏大学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和江

苏大学第二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召开。

27 日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张尤历副院

长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肾内科王晓明主任被镇江市总工

会授予镇江市“五一劳动奖章”。

29 日 江苏大学连续举办镇江地区专

场招聘会，多方携手共促学生就业。会

议邀请到 51家校友企业返校吸纳毕业生，

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 668 个。

五月
4 日 省教育厅公布 2009 年江苏省成

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和精品课程遴选结

果（苏教高 [2009] 19 号），学校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临床医学等 2 个专业被

列入特色专业名单；操作系统、电路、

工程图学等 3 个课程被列入精品课程名

单。

6 日 江苏大学张弛教授领衔申报的

中澳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及“中一澳先进

光电分子功能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重大国际合作平台项目，获得中国科

技部和澳大利亚创新、工业与科研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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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ISR) 联合批准，江苏大学国际科技合

作平台建设实现重大突破。张弛教授与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Mark G．Humphrey 教

授分别作为中、澳双方研究团队首席科

学家。

5 日 -7 日 《科技日报》在“教育观察”

版以《江苏大学 500 名教授到生产一线

解难》为题，报道了学校以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为契机，大力实施科技服务企

业的“1863 计划”的情况。（自 4 月份

学校启动“1863 计划”以来，众多媒体

对这一活动进行了集中报道。新华网登

载了题为《江苏大学启动服务企业“1863

计划”》的通稿，搜狐、网易、中国经济网、

新民网等 19 家媒体转载；《中国教育报》

在 1 版的“高校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系列报道中，将《江苏大学组织 500 名

教授下企业》作为第二篇报道；《科学

时报》、《新华日报》、《江苏经济报》、

《江苏教育报》等国家、省级媒体也在 1

版或其他位置进行了报道。《镇江日报》

在 4 月 17 日 1 版头条位置，刊发了《江

苏大学实施科技服务企业“1863计划”》）。

8 日 京江学院建院十周年庆典隆重

举行。

△ 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会见了巴

基斯坦驻上海代总领事马赫穆德·阿克

塔·马赫穆德先生。

△ 江苏大学杰出校友、泰大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锦庭先生受聘江苏大学

兼职教授。刘锦庭校友曾受到江泽民、

朱镕基、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

见。

13 日 小岗村党委书记沈浩与江苏大

学学生面对面。

15 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于珍

一行来访。

△ 江苏大学流体中心博士生张德胜

和电气学院戚秀兰同学喜获“茅以升家

乡教育奖优秀同学”奖项。

15 日 -17 日 第十二届全国非线性振

动暨第九届全国非线性动力学和运动稳

定性学术会议在江苏大学召开。

18 日 江苏大学与常州市政府启动全

面合作，江苏大学“1863 计划”进一步

推进。校长袁寿其代表江苏大学同常州

市市长王伟成签订了“江苏大学常州市

政府全面合作协议”，副校长程晓农代

表江苏大学与常州科教城签订了共建“江

苏大学常州工程研究院”的协议。

△ 江苏大学《排灌机械》杂志从

2009 年 1 月份起正式成为美国工程索引

(EI Compendex) 来源期刊，是中国大陆

被 EI 收录的第 176 种期刊。

20 日 江苏大学与东海县人民政府全

面合作签约仪式隆重举行。《东海县人

民政府江苏大学全面合作协议》、《东

海县人民政府江苏大学共建“汽车配件

研发中心”协议》、《江苏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东海县科教创业园区联合办学协

议》签署。

21 日 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项目评估

专家组一行 6 人来江苏大学调研评估。

今年江苏大学获批的项目有现代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实验室、能源利用与动力

工程实验室、安全工程专业实验室 3 个

项目。

24 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温诗铸教授、

长江学者雒建斌教授应邀来校作学术交

流。

24 日 -30 日 应 英 国 布 鲁 内 尔 大

学 (Brunel University)、赫特福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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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和纳皮尔大

学(Napier University)等高校邀请，江苏

大学党委书记范明一行 4 人赴英国高校

考察访问。访问期间，范明书记代表学

校分别与布鲁内尔大学、赫特福德大学

签署了相关合作框架协议，与纳皮尔大

学达成合作意向。

31 日 江苏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邹小波副教授被共青团江苏省委授予“江

苏省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六月
1 日 陈克平研究员主持的《高通量

二维电泳一质谱联动技术检测转基因水

稻产品》课题喜获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

种培育科技 300 万元专项资助。

2 日 教育部“蓝火计划”暨常熟大

学科技园启动仪式在常熟会展中心举行，

这标志着江苏大学科技服务企业的“1863

计划”正式辐射常熟。

3 日 全省高校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

组在宁召开“江苏省高校学习实践活动

座谈会”。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范明出席

会议并作了《突出重点抓关键注重实践

显特色》的主题交流发言。

5 日 江苏大学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进入整改落实阶段。召开了深

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转段动员大

会，总结分析检查阶段的工作，对整改

落实阶段的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9 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印发

通知（学位办 [2009] 35 号），学校获

批新增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 江苏大学与常州市人民政府签订

“常熟大学科技园合作协议书”。

11 日 江苏大学“农业科技入户工程”

专家赴丹阳进行对接活动。江苏大学首

次作为涉农高校被邀请参加，与丹阳市

对接。

△ 在《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

(2009-2010)》中，《江苏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被评为“RCCSE 中国权威

学术期刊”，《高校教育管理》、《江

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双双入选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12 日 江苏大学二届三次教代会代表

提案交办工作会议召开。江苏大学二届

三次教代会共征集到代表提案 84 份，内

容涉及教学、科研、人事、后勤、学工、

保卫、宣传、工会等方方面面工作。

16 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公布

工程硕士培养单位增列工程领域的名单

（学位办 [2009] 37 号），学校申报的

电子与通信工程、制药工程 2 个工程硕

士领域获批增列，并于 2009年开始招生。

△ 江苏大学 MBA 项目接受全国合

格评估。全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

专家组莅临江苏大学，就 5 年来的工商

管理硕士 (MBA) 教育项目办学情况进行

全面的评估检查。

△ 江苏大学隆重举行 2009 届毕业

生毕业典礼。

△ 江大校 [2009]133 号文件《关于

表彰江苏大学首届教学名师奖获奖教师

的决定》：决定授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戴起勋教授、机械工程学院戴立玲教

授、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成立教授“江苏

大学教学名师”称号。

23 日 《新华日报》、江苏人民广播

电台、江苏卫视、《江苏教育报》、江

苏教育电视台等多家媒体记者汇集江大，

对江苏大学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

得的成果进行集中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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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 美国校友会成立大会在美国首

都华盛顿隆重召开，旅美校友近百人参

加大会，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兼总领

事陈雄风、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李奇、

华盛顿地区中国大陆大专院校联合会会

长李革、华盛顿地区华人专业团体联合

会会长倪涛、清华大学校友会会长杨梅

女士以及北京大学校友会代表王启云女

士到会祝贺。

6 月 28 日 -7 月 5 日 袁寿其校长率

江苏大学代表团一行 4 人赴美国、加拿

大部分高校考察访问，并出席了江苏大

学美国校友会、加拿大校友会成立大会。

29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

博士后管委会联合印发通知（人社部函

[2009]190 号），公布全国博士后管委会

第七届专家组成员名单，毛罕平榜上有

名。毛罕平是学校第一位担任全国博士

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的专家。

30 日 《中国教育报》在第 1 版刊发

了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范明的署名文章《解

难事 谋大事 办实事 促发展》，文章介

绍了江苏大学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中，围绕“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科学

发展，建设高水平教学研究型综合性大

学”主题，强化实践特色，着力解难事、

谋大事、办实事，努力实现党员干部受

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师生员工得实惠、

服务地方作贡献的目标要求。

七月
2 日 江苏大学毛罕平教授当选为新

组建的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第七届专家组

成员。毛罕平教授是江苏大学历史上第

一位担任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

的专家。

3 日 江苏大学“青年就业创业见习

基地”正式落户“中国改革第一村”——

凤阳县小岗村。

4 日 加拿大校友会成立大会在多伦

多隆重举行，20 多位加拿大校友出席了

会议，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领事姜殿

昌、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会长沈浩

等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

△ 江苏大学与常熟市支塘镇产学研

合作对接正式启动，江苏大学一常熟市

（支塘镇）产学研合作对接洽谈会在江

苏大学隆重举行。

6 日 江苏大学社区卫生服务站获批

在校职工医院正式设立。

△ 镇江市文明单位现场考核专家组

一行 5 人，对江苏大学创建 2006-2008

年度“镇江市文明单位”进行现场考核。

8 日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 2009 年省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点名单（苏教高

[2009]28 号），学校计算机科学与通信

工程实验中心、能源与动力工程实验中

心、食品与生物工程实验中心名列其中。

9 日 江苏大学召开第二次科技工作

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次科技工作会议

以来江苏大学科技工作取得的成绩，表

彰了成绩突出的有关单位，同时，认真

分析江苏大学科技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

新任务，全面谋划江苏大学科技工作新

一轮发展的战略思路和举措。会议还讨

论了《江苏大学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等

科技管理文件。

△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9 年度课题评审结果揭晓，江苏大学

共获批全国教育资助项目 3 项，其中教

育部重点 2 项，教育部青年专项 1 项。

11 日 学校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总结大会。江苏省高校学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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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领导小组成员、省教育厅副厅长

殷翔文代表江苏省高校学习实践活动领

导小组在总结大会上讲话。（学校深入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自 3 月 9 日正

式启动，按照要求完成了学习实践活动

3 个阶段 6 个环节的各项任务。学校学习

实践活动的经验做法和成效，先后被新

华社、《中国教育报》、《科技日报》、

江苏电视台等各级各类主流媒体报道 20

余次，并在“全省高校学习实践活动座

谈会”进行交流，《中国高等教育》还

刊发了学校开展深入学习实践活动的经

验和做法。）

12 日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视察学

校。

△ 江苏大学周明教授荣获“江苏青

年五四奖章”。这是学校青年教职工首

次获得这一荣誉。

14 日 -17 日 江苏大学博士生导师赵

杰文教授被中华全国归侨侨眷联合会、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联合授予“全国归侨

侨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受到大会表彰。

15 日 -19 日 在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沙

滩排球锦标赛中江苏大学女子代表队以 6

战全胜的战绩荣获冠军。

28 日 由江苏省委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活动办公室和省委教育工委主办，常

州市委、市政府承办的全省高校服务地

方科学发展推进会在常州科教城举行。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范明作了题为《提升

内涵上水平服务地方作贡献》的发言。

江苏大学是三所在会上作交流发言的高

校之一。

31 日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

公室公告（第 53 号）“2009 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公布”，

江苏大学毛罕平、李萍萍教授等完成的

“温室关键装备及有机基质的开发应用”

以及杨继昌教授等完成的产学研合作成

果“节能环保型球团链篦机关键制造技

术及应用”获 200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孙玉坤教授作为第二成果人

完成的“基于神经网络逆的软测量与控

制技术及其应用”获 2009 年度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这是江苏大学继 2007 年袁

寿其研究员、2008 年赵杰文教授获国家

奖后，连续三年获得国家奖，实现了国

家奖“三连冠”。

八月
2 日 -6 日 由 美 国 机 械 工 程 师

协 会 主 办 的 2009 流 体 工 程 夏 季 年 会

(ASMEFEDSM2009) 暨第六届泵类机械国

际研讨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韦尔胜利召

开。江苏大学流体中心李红研究员、潘

中永副研究员、谈明高博士和博士生张

德胜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并进行了会

议发言。

6 日 镇江市委书记许津荣、市长刘

捍东一行来访。

7 日 参加“河北省本科院校书记、

校长暑期论坛”的领导一行 22 人来访。

14 日 -18 日 “第二届非线性数学物

理国际会议暨全国第九届孤立子与可积

系统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大学举行。

19 日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

赛在北京落下帷幕。由江苏大学计算机

学院组织的三支队伍获一等奖、二等奖

和优胜奖各一项。江苏省只有江苏大学

和南京大学获得一等奖。

27 日 江苏大学召开新学期学生工作

会议。

△ 江苏大学袁银男教授和陈笃红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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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指导、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2005 级动

力机械专业周健豪同学完成的毕业设计

《基于 PXI 的混合动力汽车动力总成系

统多控制器联合调试试验平台的研发》

一文在 2009 年度 NI 毕业设计竞赛中获

大赛一等奖。

30 日 召开新学期干部教师大会，全

面部署 2009 年下半年江苏大学党政主要

工作任务。

九月
1 日 中国一汽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

在江苏大学设立一百万元科研基金。

2 日 香港科技大学杨重骏教授应邀

来江苏大学作学术报告。

3 日 应江苏大学的邀请，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所 (NIH) 访问学者施海峰博士

来访。

4 日 江苏大学范明书记、袁寿其校

长一行在省政府向分管教育工作的副省

长曹卫星同志，就江苏大学事业发展情

况作了专题汇报。同时曹卫星副省长还

听取了江苏大学筹备成立董事会有关情

况的汇报，并表示积极支持。

同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

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通知（人

社部发 [2009] 107 号），公布新设 332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名单（一级学科）。

学校控制科学与工程、交通运输工程 2

个学科榜上有名。

5-6 日 江苏大学 2009 级近万名新生

顺利入学。今年江苏大学共录取本科生

7790 人，全日制研究生 1732 人，高教硕

士研究生 50 人。

6 日 教育部公布 2008 年度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入选名单，周明名

列其中。周明成为学校首位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

7 日 教育部（教高[2009] 12号文），

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研究员主持完成的

“以‘4C 能力’为核心的流体机械创新

人才培养体系的创建与实践”、副校长

孙玉坤教授主持完成的“地方高校电气

类专业主要技术基础课程改革与实践”

和副校长李萍萍教授主持完成的“构建

复合载体、强化工程能力、培养创新型

工学研究生”等 3 个项目获第六届高等

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9 日 教育部、财政部公布第四批

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教高函

[2009]16 号），学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榜上有名。

 9 日 江大委 [2009] 52 号《关于表

彰江苏大学师德标兵和“三育人”先进

个人的决定》：决定授予梅强、戴立玲

同志江苏大学师德标兵荣誉称号；授予

马海乐等 48 位同志江苏大学“三育人”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 江苏大学校长、流体中心学科带

头人袁寿其研究员和金坛市副市长赵刚

超宣布江苏大学流体中心金坛市旺达喷

灌技术研究所正式成立。

11 日 江大校 [2009]196 号文件：决

定成立江苏大学常州工程技术研究院，

副处级建制；成立江苏大学东海机械汽

配研究院，正科级建制。

11-14 日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

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在华中科技大学举

行。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教授指导、刘

俊萍等 6 名同学完成的作品《低能耗变

量喷洒喷灌机组节能供水研究》荣获全

国特等奖。

△ 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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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吴静丽、范顺国和赵波共同完

成的课题获得全国一等奖，刘涛、张天

乐和顾振国的组合获全国二等奖。另有

三组获江苏省二等奖、一组获江苏省三

等奖。

17 日 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

布 2009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

文名单，学校博士学位论文《氢化硅薄

膜介观力学行为研究和耐高温压力传感

器研制》（作者：王权，导师：丁建宁）

名列其中。

△ 江苏大学招投标管理工作会议召

开。程晓农、陈龙、柴顺根等校领导分

别对招投标工作提出了要求。

18 日 教育部、财政部下发《关于立

项建设 2009 年国家级教学团队的通知》

（教高函 [2009] 18 号），江苏大学由

全国优秀教师、江苏省教学名师王贵成

教授领衔的“机械制造系列课程教学团

队”名列其中，实现了江苏大学国家级

教学团队零的突破。

△ 江苏大学（原江苏工学院）内燃

机 79 级入学 30 周年座谈会暨 2009 国际

绿色发动机技术研讨会在校举行，50 余

名校友及当年的老校长、老教师参加了

活动。

△ 农机 59 级校友入学五十周年座

谈会在专家楼二楼会议室召开，江苏大

学老领导蔡兰等 36 位老校友相聚母校，

共叙半个世纪的同窗之情。会议由农机

59 级校友周宗良主持。

20 日 原江苏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现

江苏大学关工委主任金树德同志荣获全

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

21 日 江苏大学流体中心党总支书

记、博士生导师李红荣获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授予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奖状

和奖牌。

21-25 日 江苏大学张弛教授应第

十一届国际非线性光学大会组委会的邀

请，在北京出席了这一国际非线性光学

研究领域的重要会议，并应邀作了题为

“高核环状镍系硫醇金属簇合物非线性

光学应用研究”的学术报告。

28 日 江苏大学张弛教授申报的“结

构导向的功能簇合物非线性光学性能调

制研究”项目荣获 2009 年度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资助。

29 日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江苏大学隆重集会，召开庆祝大会，举

办“我和我的祖国”大型互动歌咏大会

和国庆焰火晚会，喜迎华夏儿女的盛大

节日。

十月
3 日 企管、财会、安工、设备 85 级

120 名校友返校纪念毕业 20 周年；机制

90 级，电气、自动化、铸造、金属、工

业外贸 95 级等班级的 400 余名校友也从

全国各地重聚母校，分别开展纪念毕业

15 周年和 10 周年活动。

17-19 日 校代表队获全国大学生工

程综合训练能力竞赛二等奖。

22 日 陆一心教授喜获“镇江市十大

杰出科普人物”称号。

24 日 江苏大学临床医学、医学检验

79 级、冶金财会 79 级校友分别在母校和

无锡两地举行入学三十周年庆祝活动。

19-22 日 江苏大学副校长陈龙教授率

领的江苏大学 22 人代表团赴日本三重大

学参加第 16 届三国三校国际学术研讨会

议。“三国三校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由

中国江苏大学、日本三重大学和泰国清



江苏大学  |2009|

YEARBOOK           091
OF JIANGSU UNIVERSITY

迈大学于 1994 年共同发起的校际学术和

联谊活动，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了十六

届。

27 日 省教育厅公布江苏省一级学科

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名单（苏教研

[2009]13 号），学校机械工程、动力工

程及工程热物理、农业工程等 3 个一级

学科榜上有名。

27 日 教育部社科司杨光司长、张东

刚副司长及社科司成果处王日春副处长

来访。

10 月 28 日 -11 月 1 日 第十一届“挑

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决赛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江苏大学

取得 2 项一等奖、3 项二等奖、1 项三等

奖的好成绩，继 1999 年第六届、2007 年

第十届“挑战杯”之后再一次捧得“优胜

杯”。校长袁寿其研究员指导的作品《高

效节水变量喷洒喷灌机组研究开发》和生

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克平研究员指导的

作品《创建可消化纤维素的转基因家蚕》

荣获全国一等奖；副校长田立新教授指导

的作品《关于混沌突然发生系统控制的研

究》、袁银男教授指导的作品《并联混合

动力轿车多能源管理控制器产业化自主研

发》和农业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李耀明教授

指导的作品《短纹杆一板齿脱粒装置关键

技术研究与开发》荣获全国二等奖；副校

长李萍萍教授指导的作品《新型气流扰动

茶园防霜冻技术系统》获得全国三等奖。

最终，江苏大学以总分全国第 14 名的成

绩力捧“优胜杯”，并获得高校优秀组织奖。

十一月
2 日 “江苏大学无锡工程技术研究

院”正式成立。江苏大学与无锡市惠山

区人民政府签订“江苏大学无锡工程技

术研究院共建框架协议书”。

3 日 海归学者施海峰博士加盟江苏

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这也是江苏大学

引进的首位《Science》论文作者高层次

人才。

△ 英国考文垂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Sean Mccartan 博士应邀来访，并做了题

为“考文垂的船舶设计和工业设计”专

题报告。

△ 江苏大学镇江工程技术研究院签

约仪式在新区举行。

△ 致公党江苏大学总支部成立大会

在江苏大学隆重举行，会议由致公党镇

江市委副主委宗加伟同志主持。

△ 应江苏大学邀请，国务院学科评

议组专家、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复

旦大学免疫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江苏大

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熊思东先生为

江苏大学医学版块的师生做了题为“探

索的快乐”的学术报告。

6-7 日 江苏大学召开第二次本科教

学工作会议。会议回顾总结了首次本科

教学工作会议以来江苏大学本科教学工

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提出了积极创建

“本科教学质量名校”的目标，会议还

讨论了《江苏大学创建本科教学质量名

校的若干意见》及 7 个配套文件。

7-10 日 “2009 中国功能材料科技与

产业高层论坛”在江苏大学举行。

8 日 江苏大学山东校友会成立大会

在济南举行。这是江苏大学成立的第十

家省级校友会。

△ “2009 中国功能材料科技与产业

高层论坛”在江苏大学召开。增补江苏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周明教授

为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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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 江苏大学召开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推进会。

△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苏教社政

[2009]22 号文件，在全省首批设立的 13

个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中，由江苏大学田立新教授领衔申报

的“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战略研究中心”

获批建立。

13 日 “团中央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

地”、“江苏大学大学生就业基地”在

位于京口软件园的江苏名通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挂牌成立。名通公司由江苏大学

毕业生魏义、秦谦、在校研究生周尚飞

等创立。

△ 世界著名地质学家许靖华院士来

校讲学。

20 日 江苏省教育厅、财政厅联合印

发通知（苏教财 [2009] 73 号、苏财教

[2009] 208 号），在 2009 年全省设立的

13 个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中，由田立新领衔申报的“能源发

展与环境保护战略研究中心”榜上有名，

并获得专项基金。

△ 江苏大学获“全国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 江苏大学召开了岗位设置与聘用

工作会议，江苏大学岗位设置与聘用工

作已经全面展开。

24 日 许化溪副校长率团访泰，拜会

了江苏大学杰出校友、泰国中华总商会

副主席刘锦庭先生；26 日贺清迈大学 45

周年校庆。

△ 江大校 [2009] 284 号文件《关

于成立江苏大学杂志社的通知》：将出

版社中《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江苏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高校教

育管理》、《排灌机械》等学术期刊的

编辑、出版、发行业务（职能）从江苏

大学出版社整体剥离，成立杂志社（正

处级建制）。

△ 江苏大学校友、现就职于美国

Infoscitex Corp和Air Force Research Lab

的成志清教授受聘为江苏大学兼职教授。

△ 江苏大学校友、美国康涅狄格大

学机械系终身教授张璧受聘为江苏大学

兼职教授。

28 日 江苏大学召开董事会成立大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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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经贸委副主任于珍，中共中央候补

委员、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江

泽林，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史和平，

中共镇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许津荣，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

长刘国中，江苏省科技厅厅长朱克江，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副

厅长江里程，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

书记丛懋林等党政领导和企业负责人出

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大会还通过了

江苏大学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江泽林、

史和平为“江苏大学董事会”揭牌。成

立大会上，新当选的江苏大学董事会董

事长于珍作了讲话。校党委书记范明主

持了董事会成立大会。交通运输部党组

书记、部长李盛霖，以及清华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数

十家兄弟高校对江苏大学董事会的成立

都来电来函表示祝贺。

十二月
3 日 江大校 [2009] 293 号文件《关

于将实验动物中心划归实验室与设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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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管理的通知》：将基础医学与医学

技术学院所属的实验动物中心划归实验

室与设备管理处管理。

△ 江苏大学学子在第三届全国大学

生广告艺术大赛中再获佳绩，李玉波老

师指导的马悦、周宇、赵宜同学创作《味

同嚼蜡》作品获得一等奖，张力丽老师

指导的郭润琼、张爱萍、沈理同学创作

《天然好美味》作品获得二等奖，王宏

奇老师指导的朱木莉、元梦婷、何雨晴

同学创作《开始篇 暂停篇 结束篇》作

品获得二等奖。这是江大学子继 2005年、

2007年获奖之后，又一次取得的好成绩。

5-15 日 学校女子沙滩排球队随中国

大学生代表团赴澳大利亚参加泛印度洋

亚洲大学生运动会。比赛六战六捷，赢

得冠军。

10 日 江苏大学落实反腐倡廉建设意

见自查工作会议召开。

11 日 2009-2010 年度 CUVA 大学生

排球优胜赛开幕式在江苏大学体育馆举

行。

16 日 江苏省主管教育工作的曹卫星

副省长到江苏大学视察，就如何进一步

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进行调研。

18 日 民革江苏大学总支部成立大会

在校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29 日 施卫东研究员、赵玉涛教授、

张弛教授入选 2009 年度“新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江苏大学新世

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从 4 人增

加到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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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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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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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 日 学校二届四次教职工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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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tta B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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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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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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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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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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 日 2009-2010 CU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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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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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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江苏大学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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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OPPASITWILAITHAM 博 士 等 一 行

14 人访问我校。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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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作中曰关系讲座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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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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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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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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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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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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化学权威学术期刊《德国应用化学》(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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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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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en 

Pedersen 颁发的 Armand BLA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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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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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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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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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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n Chu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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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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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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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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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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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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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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69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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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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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iofuels》英文版)正式出

版，该专辑是应国际著名出版商 Wiley-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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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ke Scha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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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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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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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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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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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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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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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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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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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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Strang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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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e 

Cifu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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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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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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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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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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mps and System 分会场主席。

20 日 何梁何利基金 2010 年度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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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idua Polytechn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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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学一山东博泵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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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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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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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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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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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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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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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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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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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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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庄宝鵰副校长一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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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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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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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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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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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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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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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5 日 江苏大学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

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顺

利通过验收，并将作为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正式开放运行，这将进一步扩大学校

在农业工程领域的影响和地位。

7 日 在“全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

创新院校”评选活动中，学校喜获“全

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创新院校”荣誉

称号，申报的“机械工程”、“电气工程”

和“项目管理”三个工程领域均被评为“全

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特色工程领域”。

此次全国 241 所工程硕士培养院校中，

仅有 50 所工程硕士培养单位获得“全国

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创新院校”荣誉称

号。江苏省共有 8 所院校入选。

9 日 学校材料学院院长、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周明荣获“江苏省十大青年科

技之星”称号。

10 日 学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与成

功相约》入选“我最喜爱的一本书一第

二届（2010 年）百种优秀青春读物”。

△ 由学校特聘教授孙建中申请的香

山科学会议成功获批。

11 日 经过国家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现

场评审和综合评审，学校“国家水泵及

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了可行性

研究与论证，正式列入 2010 年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组建项目计划，实现了学

校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零的突破。江苏

获批的 3 家中，高校仅江苏大学一家。

16 日 学校申报的项目“挑战青

春——大学生‘三创’导航工程”荣获

2010 年度全省共青团工作创新创优成果

二等奖，这是学校继 2009 年第二次获得

该奖项。

25 日 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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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建设经费。

30 日 教育部公布了 2010 年度教育

部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校食

品学院张红印副教授作为主要完成人，

江苏大学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参与完成的

项目“新型果实生物防腐保鲜技术的研

究与开发”获 2010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

科学技术奖。

二月
26 日 2010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共评选出 199 项，江苏大学共获得

7 项，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

三等奖 2 项。校材料学院赵玉涛教授主

持完成的“高性能节能型铝基原位复合

材料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和机械学院

张永康教授团队参与完成的“超深海高

稳型圆筒型钻探储油平台的关键制造技

术”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机械

学院杨平教授主持完成的“非线性抗振

动冲击防护动力学与动态设计理论技术

研究”、农工院李耀明教授主持完成的“高

性能半喂入和全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的

研制”、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严金川主任

主持完成的“炎症免疫机制在不稳定斑

块形成及心肌缺血一损伤中的基础与临

床研究”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药学院徐希明教授主持完成的“天然保

肝药物研发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以及

汽车学院王忠教授主持完成的“低排放

生物柴油发展战略研究与产业化关键技

术”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 2010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科学技术）揭晓，江苏大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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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 个项目获奖，其中 1 项获技术发明

二等奖，3 项获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校流体中心袁寿其研究员主持完成的“离

心泵内部流动特性与节能技术研究及应

用”、汽车学院陈龙教授主持完成的“电

动助力转向与汽车性能协调系统的分析

及综合控制研究”、机械学院主持完成

的“水深 3000 米无锚系石油钻井重大装

备的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3 项成果

获得高等学校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材料学院程晓农教授主持完成的“钨酸

锆类负热膨胀材料制备新技术及其应用”

获得高等学校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三月
1 日 苏委 [2011]121 号中国共产党

江苏省委员会《关于李萍萍同志职务任

免的通知》：李萍萍同志任南京林业大

学副校长，免去其江苏大学副校长职务。

请按有关规定办理。

苏委 [2011]123 号中国共产党江苏

省委员会《关于李萍萍同志免职的通知》：

免去李萍萍同志江苏大学党委常委、委

员职务。

△ 由江苏大学能动学院和俄罗斯

STR 公司联合主办的“蓝宝石晶体生长

模拟与 CGSim 软件”学术研讨会在学校

举行。20 多家单位的 40 余位专家和技术

人员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7 日 镇江市纪念“三八”国际劳动

妇女节 101 周年大会隆重举行。江苏大

学附属医院急诊中心护理组荣获全国巾

帼文明岗称号、江苏大学妇委会荣获镇

江市优秀妇联组织称号、江苏大学食品

学院副院长黄星奕荣获镇江市“三八”

红旗手称号、江苏大学机械学院党委书

记、妇委会副主任刘凤英荣获镇江市优

秀妇联干部。

15 日 出席“两会”的校全国人大代

表姜哲教授和全国政协委员宋余庆副校

长顺利返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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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新增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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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与档案管理等一批硕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此外，根据学位办

[2011] 15 号文件精神，学校马克思主义

理论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将在按照要

求落实有关文件规定后再行下达。

△ 2010 年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成绩揭晓，由学校叶昕、周湛青、杨书

君三位同学组成的参赛队，在理学院数

学建模教练组的指导下获得大赛一等奖。

这是学校第 4 次获得此项赛事的国际大

奖。

17 日 江苏大学再次获得“江苏省高

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高鸣、肖莉两位同志喜获“江苏省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

18 日 《关于公布 2010 年度全省高

校共青团工作优秀奖单位名单》（团苏

委发 [2011]18 号），学校获“2010 年度

全省高校共青团工作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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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 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全国政协

副主席、国家科技部部长万钢，率中国

科技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专程赴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中国一澳大利亚分子功能材

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考察指导。

22-23 日 应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

德国沃尔姆斯应用科学大学的邀请，程

晓农副校长等一行 5 人赴上述高校考察

访问。

24 日 中国第一部全注本《梦溪笔

谈》——《梦溪笔谈注》由江苏大学出

版社正式出版。《梦溪笔谈》是我国北

宋大科学家沈括的传世著作，被誉为“中

国科学史上的坐标”。该书对沈括《梦

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609

条原文全部做了专门的、较广泛的注释，

在目前国内外有关出版物中尚属先创。

25 日 江苏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评奖工作圆满落下帷幕，江

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部图书榜上有名，

其中《学校道德生活的教育叙事》荣获

二等奖，《流光溢彩：中国古代灯具研究》、

《高等教育教学理念与模式创新》和《齐

梁萧氏故里研究》荣获三等奖。

28 日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世界信息

发展组织总干事长丹尼尔·巴瑞奥一

行 3 人抵达学校，开始进行为期 2 天的

友好访问。双方就促进女性企业能力

新网络项目 ( Women into New Network 

for Entrepreneurial Reinforcement，简称

WINNER 项目 ) 的相关事宜进行了会谈。

会谈中丹尼尔·巴瑞奥先生表达了合作

的愿望，希望江苏大学能够成为第一所

参与此项目合作的中国大学。

28-4 月 2 日 应英国利兹大学、纳比

亚大学及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的邀请，由

学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曹友清带队

一行 5 人先后对该三所大学进行了交流

访问。曹友清书记此次访问，特别就利

兹大学教师来校授课，该实验班教学课

程设置，学生转入利兹大学学前准备等

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磋商；期望与纳比亚

大学在学生互换、教师交流、科研合作

等方面建立广泛的联系；曹友清书记与

奥尔胡斯大学就学生互派、科研合作及

学术交流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为我校师

生赴这所世界名校学习与合作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四月
8 日 苏委 [2011] 215 号中国共产党

江苏省委员会《关于柴顺根同志退休的

批复》：江大委 [2011]5 号请示收悉。

省委同意柴顺根同志退休。请按规定办

理手续。

△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公布了 2010

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评

选结果，学校《排灌机械工程学报》继

去年获二等奖之后再次荣获农业科学类

二等奖，《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

首次荣获医药卫生类二等奖。

8-10 日 线粒体生物医学国际研讨会

暨中国线粒体 2011学术会议在西安举行。

江苏大学基础医学与医学技学院熊御云

博士在线粒体生物医学国际研讨会上获

得青年学术奖，这是本校学生首次获得

该项殊荣，标志着学校的线粒体医学研

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9 日 江苏大学 2011 年校友工作会议

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

12 日 江苏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在南京隆重举行。

江苏大学喜获 9 项奖励，创江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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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立以来的历史新高。其中赵喜仓教

授完成的著作《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获二等奖，吕国忱教授完成的著作《哲

学的时代回响》、王强副教授完成的著

作《流光溢彩一中国古代灯具设计研究》、

金丽馥教授完成的著作《中国农民失地

问题的制度分析》、马国建副教授完成

的论文“一类企业组织竞争中的复杂性

表现评价”、杜建国副教授完成的著作

《经管系统复杂性研究：理论、方法和

应用》、唐恒教授完成的决策咨询报告《提

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

研究》、梅强教授完成的决策咨询报《江

苏省创业基地的运营与管理：理论与案

例研究》、何志国教授完成的著作《汉

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等7项成果获三等奖。

13 日 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反馈 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抽检通

讯评议结果的通知”获悉，学校 2010 年

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零干扰”抽检的

五篇博士学位论文，其评审意见全部“合

格”（评审意见分为“合格”或“不合格”

两种）。这五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导师分

别为范明、程晓农、田立新、毛罕平、

陈克平五位教授。

19 日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殷翔文一

行专程来学校调研江苏省国家一级重点

学科培育点建设工作。

20 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了《关

于按（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进行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结果的通知》，

学校新增生态学、统计学、软件工程，

安全科学与工程、美术学 5 个硕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

21 日 袁寿其校长会见了加纳库马西

理工学校校长尼古拉斯(Nicholas)，双方

签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会谈期间尼古

拉斯教授希望在库马西理工学校设立我

校的汉语教学中心，并开展合作办学项

目。

26 日 镇江市纪委、监察局召开全市

纪检监察学会年会暨理论研讨会，会上

表彰了全市纪检监察系统调研工作先进

单位和优秀调研成果，学校纪委、监察

处被授予“2009 -2010 年度纪检监察系

统调查研究工作先进单位”，法学院周

德军、人文学院蒋俊明两位教师撰写的

调研文章分获“2010 年全市纪检监察系

统优秀调研成果获奖论文”二、三等奖。

△ 学校再次喜获“全国教育系统关

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这

是学校继 2003 年和 2007 年之后，连续

三次获得这一殊荣。

27-29 日 学校特聘教授孙建中申请

的以“高效降解生物质的自然生物系统

资源利用与仿生”为主题的第 395 次香

山科学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成功召开。

28 日 张弛教授荣获“江苏省先进工

作者”称号，并作为特邀省劳模代表出

席五年一度的江苏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

30 日 党委宣传部策划采写的《江苏

大学校长袁寿其：贫困生更应走出国门

看世界》通讯稿一经发出，就被中新网、

中国教育网、凤凰网、江苏新闻网、网

易教育、重庆人民网等省内外 25 家新闻

媒体转载刊登，进一步肯定了学校推出

的研究生品牌活动“研途心语”的活动

效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赞

誉。

五月
3 日 江大校 [2011] 81 号，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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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构、学院和直属单位进行调整的

通知。

3 日 江大委 [2011]13 号，调整部分

党委部门和基层党组织设置 5 月 4 日 校

出版社一项目《当代台湾文化研究新视

野丛书》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

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 学校周好同志被授予“全国优秀

共青团员”称号。江苏省共有 8 人获此

荣誉。

△ 校党委召开“江苏大学处级干部

换届聘任工作动员大会”。民主推荐了

新一轮处级领导干部拟任人选。

5 日 连云港市政府与江苏大学正式

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江苏大

学连云港学院和江苏大学连云港工程研

究院，这标志着学校与连云港市的合作

进入到了全新的阶段。

6 日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

和新民网等多家媒体大篇幅介绍学校护

理专业课设置、专业建设、在校生学习

实习情况和毕业生就业状况，盛赞学校

护理男学生为医疗一线的一道风景线。

11 日 校流体机械“卓越工程师”实

践基地落户凯泉集团。袁寿其校长与能

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一

行，前往上海凯泉泵业集团举行“卓越

工程师”实践基地等有关协议签字和揭

牌仪式。

12 日 以“国际护士节”为契机，学

校宣传部门在临床医学院、附属医院的

协助下，精心策划，深入采访，对学校

医学护理专业的招生、培养、就业等情

况进行集中宣传，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

中国教育报、新华日报等多家权威媒体

的广泛关注及深度报道，引起了强烈的

社会反响，数十家国内大型网站纷纷转

载，扩大了我校的社会影响。

13 日 江苏省教育厅学生处鲁学军副

处长一行莅临学校视察指导大学生创业

工作，并召开江苏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

范校创业工作汇报会。

15 日 央视新闻频道在“新闻直播间”

栏目中，报道了学校男护士实习、工作

的有关情况。江苏教育电视台日前专门

来学校进行深度采访，并于 12、13日晚“江

苏教育新闻栏目”分上、下集连续播出

相关新闻。中国教育报 5 月 6 日第 4 版、

扬子晚报。

12 日 都市生活版都以头条显著位

置、半个版面的大篇幅报道了学校男护

士的培养与实习情况，新华日报也于 12

日当日刊发了学校两篇相关稿件。这一

系列权威媒体的深度报道，引起了强烈

的社会反响，数十家国内大型网站纷纷

转载，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

△ 学校杰出校友、全国“双百”人

物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江苏常州黑牡

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邓建

军做客学校“名人讲座”，为全校 2000

余名学生代表做了题为“争当时代急需

的知识型、创新型人才”的专题报告。

△ 学校农业机械和汽车拖拉机专业

首届毕业生 56级 80余名校友齐聚江大，

举行“毕业五十周年师生座谈会”，共

叙半个世纪的同窗情谊。

16 日 校党委在会议中心召开全委

会，就新一轮处级干部换届聘任工作中

的拟提任正处职干部人选，进行无记名

票决。

17 日 学校顺利通过省“创建会计基

础工作规范化优秀高校”考核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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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 校党委书记范明、副校长程晓

农一行赴常柴出席“常柴——江苏大学

教育科研基金”签约仪式。常柴股份在

江苏大学设立 100 万元教育科研基金。

△ 江苏大学组团参加“2011 中国常

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展

洽会上，学校展出了先进制造技术、新

能源汽车、新材料等领域的科技成果，

与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等 6 个单

位签署了技术合作协议，与常州新能源

汽车企业进行了产学研合作对接。

△ 民盟江大委员会召开民盟江大委

员会扩大会议。

25 日 校第二届“感动江大”人物颁

奖仪式暨事迹报告会隆重举行，食品学

院教授赵杰文、农业生物环境工程科研

团队、理学院教授徐民京、附属医院医

生周亚平、机械学院研究生周尚飞、教

师教育学院研究生宁尚洁、继续教育学

院“下午四点钟”志愿服务团等个人（团

队）入选第二届“感动江大”人物。5 月

25 日，校长袁寿其研究员指导的流体中

心朱兴业博士学位论文“全射流喷头理

论及精确喷灌关键技术研究”，经过专

家评选，喜获意大利“Ercolanese（埃尔

科拉诺）博士论文奖学金”。意大利埃

尔科拉诺学院院长Aniello De Rosa先生和

Ercol-ano市长代表 Acampora Gioacchino

先生专程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来华，亲

自向朱兴业博士颁发证书及奖金，颁奖

仪式在国家留学基金委东方国际教育交

流中心举行。这是学校首次获得该项荣

誉。同时，我校朱兴业博士的学位论文

被保存在意大利埃尔科拉诺学会图书馆

中，并将在该学会的官方日报中刊出。

26 日 学校顺利通过江苏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建设情况专项检查。

28 日 张弛教授领衔的“功能分子材

料及其非线性光学性能”创新团队通过

教育部实地考察。

六月
1 日 江苏省委党校著名心理学专家、

《非诚勿扰》嘉宾主持黄菡教授走进学

校“人文大讲堂”，二千江大学子聆听

了“沟通交往成功”专题报告。

3 日 江苏大学代表队以校选拔赛一

等奖、省大赛一等奖的优异成绩入选第

二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最终获得全国竞赛一等奖。

5日 美国休斯敦大学( University of 

Houston)校长特别助理John L．Bear博士、

自然科学与数学学院院长 Mark A.Smith

教授、负责学院研究生国际交流事务的

Arnold Guloy教授和中国“千人计划”引

进专家 Shuheng H．Pan 教授一行四人，

来校洽谈国际合作交流事宜。学校与美

国休斯敦大学代表团就两校间“3 +1”校

际交流生项目进行了实效性会谈，正式

签署了两校间校际交流生协议。同时，

双方就未来开展两校全面合作交流、结

成姊妹学校等达成了初步意向。根据“3 

+1”项目协议，从 2012 年起江苏大学化

学化工学院每年可有 5 名的优秀本科生

在完成 3 年的国内学习后，交流进入休

斯敦大学自然科学与数学学院学习 1年，

即可获得江苏大学的学士学位和休斯敦

大学的硕士学位。

7 日 江大校 [2011] 112 号，调整江

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

9 日 江苏大学学生在第二届全国大

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中荣获佳绩，取

得了 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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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优胜奖的佳绩，同时荣获优秀组织奖，

名列参赛高校的前茅。通过此项赛事的

参与，为我校材料成型及控制及相关专

业的学生开展实践创新活动提供了宝贵

的平台，同时也扩大了我校成型专业在

全国高校的影响力。

17 日 加拿大罗里尔大学理学院院

长 Paul Jessop 博士、国际处办公室主任

Peter Donahue博士、该校 Hongbing Fan

教授及 Zongsen WU 教授等一行四人，来

学校洽谈国际合作交流事宜。两校间就

进一步深化合作办学进行了会谈，并就

合作办学专业扩大至光电专业和计算机

专业，联合培养（学分互认）等领域由

机械学院延伸至京江学院和其它学院等

相关问题进行了友好协商，并续签了两

校在光电专业的校际交流生协议。

△ 圭亚那政府在首都乔治敦为包括

江苏大学 3 名志愿者在内的中国第三批

17 名援圭青年志愿者举行欢迎仪式，多

家媒体进行现场报道。志愿者服务队队

长、江苏大学研究生崔勇接受了圭亚那

国家新闻署采访，介绍了赴圭服务项目

及准备情况。

19 日 江苏大学 2011 届毕业生毕业

典礼在校体育馆隆重举行，9175 名毕业

生顺利完成学业。校长、博士生导师、

校学位委员会主席袁寿其教授亲手为我

校 2011 届全体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并扶

正流苏。

20 日 由致公党中央留学人员委员会

和致公党江苏省委组织牵头，“海外留

学人员江苏行”一行 30 人来到江苏大学

参观考察。会上，陈龙副校长特别介绍

了学校在引进人才政策上对海外人才的

支持措施，表示学校将为海外人才创新

创业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欢迎更

多海外人才加入到学校的发展中来。

△ 常州科教城庆祝建党 90周年“颂

歌献给党激情唱辉煌”歌咏比赛成

功举办。江苏大学常州工程技术研究院

牵头，由北大、清华、南大、东大、哈

工大等 11 所高校组成组建了驻常州科教

城科研机构联队参加比赛，最终获得了

第一名的好成绩。

23 日 省长李学勇视察江苏大学附属

医院。

24 日 教育部公布了 2010 年度“长

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

入选名单，学校中国一澳大利亚功能分

子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张弛教授领衔

的“功能分子材料及其非线性光学性能”

创新研究团队正式获得批准，资助期限

为 2011-2013 年，获批经费 300 万元。

这是江苏大学组建以来获得批准的第一

个国家级创新研究团队。

△ 校友企业——江苏龙腾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在我校卓越学院设立 50万奖教、

奖助学金，鼓励我校卓越学院师生勇于

创新、勤于实践、追求卓越。江苏龙腾

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潘龙校友

与学校发展办主任全力分别代表双方在

协议上签字。

26 日 经过 28 天的连续运行，安装

在学校新汽车试验大楼内的 MTS320 型汽

车道路模拟试验机顺利完成了第一个试

验任务：学校汽车工程研究院承担的国

内某汽车公司一款新开发乘用车的 2 万

公里可靠性室内模拟试验。这标志着学

校已成为全国高校中第二个具有汽车整

车道路可靠性室内模拟试验能力的单位。

△ 由江苏大学主办、历时 2 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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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中小企业系统管理与信息化国际学

术会议圆满落幕。本次国际学术会议由

江苏大学、江苏大学中小企业学院、澳

大利亚澳华学者出版社、北京远峰翔盛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发起，旨在加强

融合与交流，激发中小企业管理的创新

思维与系统思考，以更好地促进现代管

理理论与方法的深化及其在中小企业管

理各个环节的推广应用。大会收到投稿

论文 130 余篇，从中筛选 74 篇编入了会

议论文集，论文集将被 ISTP 检索。

26-7 月 3 日 值中奥建交 40 周年之

际，校长袁寿其研究员应邀率汽车学院、

流体中心、艺术学院、国际处负责人一行

5 人，赴奥地利进行考察访问。代表团访

问了奥地利格拉茨市市政府、格拉茨大

学( University of Graz)、格拉茨工业大

学(Gra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安德

里兹泵业公司(Andritz Pumps)、Concept

技术咨询公司(Concept Tech GmbH)等，

受到各方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期间，

为拓展与高水平大学的交流，代表团

还访问了瑞士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

27-28 日 全省高校科技创新工作会

议在南京隆重召开，江苏大学被江苏省

人民政府授予“‘十一五’获重大科技

成果奖励成绩显著高等学校”荣誉。省

委副书记、省长李学勇亲自为获奖单位

颁奖，校党委书记范明教授代表学校上

台领奖。

29 日 江苏大学社会实践团队“赴西

藏堆龙德庆县“十二五”规划宣讲服务团”

获全国服务西部重点服务团队称号。

七月
1 日 学校隆重举行“江苏大学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回顾党

的光辉历程，歌颂党的辉煌业绩，并表

彰近年来在学校建设发展过程中涌现出

来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党

务工作者。

6 日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公

布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11 年学科

专业名单的通知》（教高厅函 [2011] 40

号）。学校“机械工程及自动化、车辆工程、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4

个本科专业正式成为首批获准实施“卓

越计划”的专业。学校申报的研究生培

养相关学科“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工

学博士、工程硕士）、车辆工程（工学

博士）、流体机械及工程（工学博士、

工学硕士）”也获批加入卓越计划。

9 日 2011 年暑假开始。

10 日 “汉语桥——奥地利中学生夏

令营”在江苏大学成功举办。此次“汉

语桥一奥地利中学生夏令营”是中国政

府与奥地利政府为庆祝两国建交 40 周年

而举办的政府间学生交流项目，由国家

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举办、江苏大学承

办。

19 日 学校党委利用暑假时间在井冈

山举行了新一轮中层领导干部井冈山培

训班。校党委书记范明、校长袁寿其、

全体校领导，以及 97 名正处职领导干部

参加了培训。

24 日 学校喜获江苏省“大学生志愿

服务苏北计划”优秀组织奖，2 名同学分

别荣获“苏北计划”、“绵竹计划”优

秀志愿者。

31 日 学校天津校友会成立。

八月
12 日 许化溪副校长代表江苏大学应



江苏大学  |2011|

YEARBOOK           120
OF JIANGSU UNIVERSITY

邀出席镇江市国际友城交流大会，并代

表驻镇高校致辞。此次大会的主题是“让

高校成为城市创新的源泉”。来自匈牙利、

荷兰、俄罗斯、德国、美国、韩国和新

加坡等 7 个国家近 30 位国际友人出席了

大会。

19 日 教育部公布了 2011 年全国优

秀博士论文评选结果，袁寿其校长指导

的朱兴业博士论文《全射流喷头理论及

精确喷灌关键技术研究》荣获“2011 全

国优博论文提名奖”。

△ 学校杰出校友、交通运输部李盛

霖部长，在副省长史和平、镇江市委书

记许津荣，市长刘捍东等省市领导的陪

同下重返母校。这是自 2002 年以来，李

盛霖部长第二次回到母校。

21-23 日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国家外国专家局资助，中国农

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国际

蚕业与昆虫生物技术学术研讨会”在江

苏省镇江市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

国等国家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及学生

代表参加交流。江苏大学生命科学研

究院老师及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学术会

议，多篇论文被大会收录。覃吕高博士

作为江苏大学的代表在会上作了 Search 

and identification of nucleopolyhedrovirus 

(NPV) resistant genes in silkworm, Bombyx 

mori( 家蚕抗核型多角体 (NPV) 基因的

寻找与鉴定）的主题报告，赢得了与会

各国代表的广泛好评。国内外学者一致

评价，在这一领域，江苏大学生命科学

研究院的研究水平已处于世界前沿水平，

为推动世界蚕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

作用。

23 日 日本津市市民部部长高松和也

先生等一行 2 人访问了学校。江苏大学、

与位于津市的日本三重大学与泰国清迈

大学共同发起的“三国三校”国际研讨会，

此次访问，旨在为津市现任市长前叶泰

幸先生 2011 年 11 月访问镇江市以及江

苏大学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灌排设备企业

分会举办、江苏大学承办的第十三期灌

溉工程师培训班在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顺利结束。

25 日 学校召开“十二五”国家 863

课题“精确喷灌技术与产品”开题研讨会。

26-29 日 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六次

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学校党委书记范明

当选中共镇江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和出

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27 日 新学期开学。

△ 学校福建校友会正式成立。

27-9 月 4 日 应中国国家汉办一孔子

学院总部邀请，由江苏大学承办的奥地

利施泰尔马克州中学校长代表团来华访

问，代表团由该州议会副议长弗朗茨·麦

珍先生率领，31 名成员中有州教育部部

长伊利莎白·麦克斯纳女士、江苏大学

一格拉茨卡尔·法兰茨大学孔子学院奥

方院长及该州中学校长们。8 月 31 日，

弗朗茨·麦珍先生率领代表团访问江苏

大学，校长袁寿其亲切会见了来宾，双

方就推进中奥友谊、办好孔子学院、增

进中奥青年交流进行了热烈地会谈。

28 日 江苏大学在蚕学研究领域 SCI

论文收录数位居世界第六。据中国蚕学

会统计报道，2010 年 SCI 数据库收录该

领域论文发表数量世界排名前十的科研

机构中，江苏大学位列世界第六，成为

位居世界蚕学研究前沿的大学。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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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学研究领域，以 2000-2010 年间被 SCI

数据库收录的研究文献数量计，学校生

命科学研究院陈克平研究员以 42 篇论文

名列世界第十，在 2010 年度的排名中，

陈克平研究员以年度收录 11 篇 SCI 论文

名列世界第六，姚勤研究员以年度收录

11 篇 SCI 论文名列世界第七。

△ 学校 8 个项目获 2011 年中央财

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根

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11 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

资金的通知（苏财教 [2011]114 号），

我校流体机械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等 8 个项目获批为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

校发展专项，财政专项资金共 3550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2400 万元，省财

政配套资金 1150 万元。与去年相比，项

目个数增加 1 个，财政资金增加 1000 万

元。

九月
2 日 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州中学校长

代表团访问江苏大学。

5 日 苏委 [2011] 661 号中国共产党

江苏省委员会《关于施卫东同志试用任

职的通知》：施卫东同志任江苏大学副

校长，试用期一年。请按有关规定办理。

△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朝闻天下”

栏目，以“儿行千里母担忧 新生报到家

长忙”为题，报道了江苏大学 2011 级迎

新工作。报道中，众多新生家长对学校

的校园环境和各方面条件非常满意，表

示孩子在江大读书“很放心”。

6 日 学校周明、施卫东、毛罕平、

徐希明四人荣获省第三期“333 工程”突

出贡献奖。

7 日 江苏大学 2011 级新生开学典礼

隆重举行。

8 日 世界混合动力汽车动力电池领

域的著名专家、国家“千人计划”首批

特聘教授费扬博士加盟我校。

11 日 江苏大学陕西校友会成立。

14 日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发布了

《关于公布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四批

特别资助人员名单及有关事宜的通知》，

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崔熙贵、动力

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任旭东、机械工

程学科孙桂芳、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梁

国熙 4 名博士后喜获特别资助，获资助

金额每人 10 万元。

学校此次获批项目数在全省高校中

位列第四。截止目前，我校博士后共获

得特别资助 14 项，面上项目一等资助 4

项，二等资助 74 项，江苏省博士后科研

计划 61项，在全省设站高校中名列前茅。

15 日 学校召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推进会。会上，党委书记范明和校

长袁寿其与校领导班子成员签订了《江

苏大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各位分

管校领导分别与分管、联系单位的党政

主要负责人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书》。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曹友清

同志还就迎接江苏省高校反腐倡廉工作

专项检查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布置，确保

以优异成绩通过江苏省高校反腐倡廉工

作专项检查。

16 -18 日 校长袁寿其带领学校流体

机械学科 26 名师生应邀参加第四届全国

水力机械及其系统学术会议。本次会议

共有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江苏大

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水力机械领域的

130 余名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发表论文

112 篇。其中录用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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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科相关论文 20 篇，约占 1/5，受到

国内同行的高度关注。

△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

心、全国啦啦操竞赛委员会、镇江市人

民政府联合主办，镇江市体育局、江苏

大学、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体

育频道、南京新恒鼎体育推广有限公司

共同承办的 2011 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在

江苏大学体育馆隆重举行。

东道主江苏大学代表队参加三个组

别的比赛，并取得大学组街舞无级别第

一名、自由舞无级别第一名和花球一级

规定动作第三名等优异成绩。多年来，

我校贯彻落实《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率先提出并实施了大学体育“121”课程

目标和“一体两翼”课内外结合教学组

织模式，形成了我校体育课程的特色。

开设男子健美、女子健美操、女子形体、

街舞、体育舞蹈等项目的课程，为学生

的个性发展提供教学服务。

23 日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

赛评审结果揭晓，江苏大学学子再创佳

绩，共获得了大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优秀奖 5 项。是继 2005 年、2007 年

在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获优异成

绩之后再次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江苏省

参与竞赛高校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 亚洲最大的 CR-39 树脂镜片生产

基地之一、中国眼镜制造业唯一获得中

国驰名商标的企业中国万新光学集团，

与学校签署了产学研全面合作协议，双

方将共建江苏大学一万新光学集团产学

研合作平台。

△ 华东地区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

专业伤口治疗中心在江大附属医院正式

挂牌成立。该中心由世界知名医疗用品

研究机构瑞典墨尼克公司与江大附属医

院合作共建，这也代表着世界最先进的

伤口治疗技术进驻镇江。

23-25 日 86 名往届“学生干部”校

友返校聚会，祝福江苏大学组建 10 周年

暨办学 109 周年。校友们参加了“江大

星期六”活动、举行了“感恩·重逢·期

待——十年聚首，再话真情，我的江大

我的梦”主题论坛。

25 日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公

布 2011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

二等奖获奖项目的通知》，我校 4 项教

学成果榜上有名。其中，“大学文化素

质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创新”、“工科大

学数学‘321 塔式’模式下创新人才培养

的探索与实践”获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

果一等奖，“‘135’多维一体中小企业

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现

代机械工程师’培养的研究与实践”获

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27 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直

播间》报道了江苏大学军训工作。此外，

学校富有特色的军训工作还受到了江苏

教育电视台、江苏教育报、金陵晚报、

镇江市新闻频道、民生频道等省市级媒

体的广泛关注。

28 日 学校组建 10 周年暨办学 109

周年校庆临近之际，半个世纪来一直生

活、工作在江大的 20位老同志欢聚一堂，

共忆无悔青春和学校发展历程，展望学

校美好未来。20 位老同志均为 1961 年镇

江农机学院首届招生时数学、制图、外语、

化学、哲学与体育等六个基础课教研室

的健在教师。

校党委书记范明、副校长陈龙及相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聚会活动，并看望



江苏大学  |2011|

YEARBOOK           123
OF JIANGSU UNIVERSITY

老同志。

29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

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镇江一泉宾馆

亲切接见了学校党委书记范明、校长袁

寿其。在我校即将举行“加强内涵建设，

服务经济转型高峰论坛暨江苏大学组建

10 周年办学 109 周年庆典”之际，李岚

清同志为我校题词：“大力培养创新人才，

为振兴中华做贡献”，并向全体师生员

工表示亲切的慰问。

李岚清同志还向学校签名赠送了《我

为大师画素描》、《大众篆刻》两部珍

贵著作。

30 日 加纳库马西理工学校 ( Ku-

masi Polytechnic)校长索瓦·努曼先生、

国际处处长欧乌苏·达可女士及加纳科福

里杜亚理工学校( Koforidua Polytechnic)

副校长欧塞·图图先生、应用科技学院

院长阿部力都先生访问了学校。代表团

此行主要是商讨计算机、土木、化工、

药学、国贸倒 2+2 计划的实施情况，了

解加纳博士生在江苏大学的学习情况。

校长袁寿其教授会见了代表团成员，并

同来宾进行了友好会谈。

十月
2-4 日 在江苏大学组建 10 周年暨办

学 109 周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我校 91

届 40多个班级的 800余名校友重返母校，

提前为母校庆生。

8 日 江苏省政府办公厅下达了《关

于公布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

项目增列立项学科的通知》，江苏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和机械工程联合申报的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获批为江苏高

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增列立项

学科。同时，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十二五”省重点学科遴选建设工作的

通知》（苏教研 [2011]5 号）精神，江

苏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交通运输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和管理科学与工程”被

遴选为“十二五”一级学科省重点学科，

“力学和临床医学”被遴选为“十二五”

一级学科省重点（培育）学科，重点学

科数位居省内高校前列。至此，学校拥

有 2 个国家重点学科，1 个国家重点（培

育）学科，3 个江苏高校优势学科，4 个

一级学科省重点学科，2 个一级学科省重

点（培育）学科，重点学科布局更加合理。

△ 镇江市民营经济关工委安徽商

会、浙江商会江苏大学捐资助学仪式在

学校隆重举行。本次捐资助学活动，镇

江安徽商会、镇江浙江商会共为学校 150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捐助 45万元，同时，

为了更好地帮助受助学生顺利完成 4 年

大学学业，镇江安徽商会、镇江浙江商

会的累计捐款将达 180 万元。

9 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龙一行

莅临学校视察。

△ 江大委 [2011] 67 号，成立江苏

大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

9-10 日 江苏省 2012 年研究生招生

工作会议在镇江召开，江苏大学再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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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受江苏省

教育考试院委托，江苏大学承担了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镇江地区报考点工

作。从 1983 年开始至今，我校已为镇江

地区的 41000 余名考生组织了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的报名及考试

工作。2011 年江苏大学考点是江苏省第

六大考点，报名人数为 5017 人，涉及到

全国 225 家招生单位，其中应届生人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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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人，占报名人数的 71. 7%。

10 日 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组织的

2012 届校园专场“全国重点高校巡回校

园招聘活动”江苏线的首站在江苏大学

体育馆举行。此次活动标志着学校 2012

届毕业生地区专场校园招聘会正式启动。

《新华日报》对苏州工业园区校园招聘

团走进江苏大学进行了专题报道。

11 日 学校新提职中层干部培训部开

班。

12 日 在江苏大学组建 10 周年暨办

学 109 周年来临之际，学校喜获住建部

2011年“节约型校园节能监管体系建设”

补助资金 400 万元。

13 日 由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主

办、江苏大学和农业工程学报承办的第

一届全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学术研讨会

在镇江顺利举行。来自国家农业系统、

粮食系统和国内各大高校的的专家、学

者及江苏大学食品学院的师生 200 余人

参加了本次会议。

13-15 日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管理学部等单位主办，江苏大学能

源发展与环境保护战略研究中心承办的

2011 年《第五届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战略

研讨会暨第三届能源经济与管理学术研

讨会》在江苏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各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的 140 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学术会

议。

15 日 学校举行江苏大学组建 10 周

年暨办学 109 周年新闻发布会，向社会

各界介绍江苏大学百年办学、尤其是合

并组建 10 年以来改革、建设和发展的成

果，展示江大师生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科学

发展的良好精神风貌，为即将到来的校

庆庆典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国教育报、中国高等教育、

科技日报、科学时报、中国青年报、中

国教育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国新闻社、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等 30 家

媒体的近 50 位记者应邀出席发布会。

15-20 日 在第 12 届“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学校

参赛选手获得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1 项。基础医学与

医学技术学院许文荣老师指导的作品

《TNFa-Tum-statin54 - 132/IL - 24基因

修饰的间质干细胞抗肿瘤研究》获得特

等奖；汽车学院何仁老师指导的作品《车

载油气回收装置及其蒸发排放测试研究》

获得一等奖；汽车学院袁银男老师、陈

笃红老师指导的作品《功能集成式混合

动力汽车动力传动系统动态测试平台》

获得二等奖；化学化工学院谢吉民老师

指导的作品《漂浮型硅基复合气凝胶的

常压制备及其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获

得二等奖；材料学院李长生老师指导的

《MoS2 和 WSe2@C 微纳材料的制备及其

工业应用》获得二等奖；工商学院梅强

老师、刘素霞老师指导的作品《尊重生

命经济价值，提升职业安全保障水平——

镇江市建筑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工伤保

障研究》获得三等奖。以总分 310 分、

第 10 名的成绩再次捧得“优胜杯”。这

是学校参赛史上连续三次喜捧“挑战杯”

竞赛“优胜杯”，为江苏大学合并组建

10周年暨办学 109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15 日 在江苏大学组建 10 周年暨办

学 109 周年之际，学校医学 78 级 7 个班

级的 240 余名校友重返母校，举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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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30 周年聚会活动。

17 日 《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发表

文章《个性化培养催生创造性成果》，

报道学校探索培养创新型人才纪实。近

年来，学校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工作引起

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进一步提升

了江苏大学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 江大校 [2011] 227 号，成立江

苏大学教育教学评估工作领导小组。

19 日 江苏大学与镇江市人民检察院

开展预防高校职务犯罪共建活动签字仪

式在学校举行。校党委书记范明和镇江

市人民检察院蒋伟亮检察长共同签署了

《江苏大学 镇江市人民检察院开展预防

高校职务犯罪共建活动实施意见》。校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曹友清宣读了共

建活动实施意见的内容。签字仪式由校

长袁寿其主持。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

中央主席周铁农视察学校。得知江苏大

学即将召开“加强内涵建设服务经济转

型高峰论坛暨江苏大学组建 10 周年办学

109 周年庆祝大会”时，他欣然为学校题

词：“坚持特色发展，建设高水平大学”，

并向全体师生员工表示亲切的慰问。11

年前曾为原江苏理工大学 40 周年校庆题

词。

17 日 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 Flemming 

Besenbacher 教授受聘为江苏大学名誉教

授和新材料研究院名誉院长。

21-23 日 “澳门江苏周”活动在澳门

举行，镇江市副市长陈建设、江苏大学

副校长陈龙、镇江市外事办公室主任薛

峰、镇江市科技局局长柏晓宏等 10 人组

成镇江市代表团出席了此次活动。期间，

代表团访问了澳门科技大学，并签署“江

苏大学与澳门科技大学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江苏大学药学院与澳门科技大

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协

议”。

22 日 《光明日报》一版以《追求卓

越育人才——江苏大学文化内涵建设纪

实》为题重点报道了江苏大学“四个优先”

发展战略。

24 日 江大校 [2011] 232 号，成立

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办公室。

△ 由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江苏省教

育厅、江苏大学主办，江苏大学食品与

生物工程学院和农业工程研究院承办的

“第八届中国食品研究生论坛暨 2011 年

江苏省食品与农业工程博士生学术论坛”

在学校举行。

25 日 《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醒目

位置，刊登了《介入经济“主战场”江

苏大学演绎产学研新传奇》文章，重点

报道江苏大学在服务地方经济方面找准

定位，到政府最需要、企业最迫切、百

姓最欢迎的地方去，取得了卓有成效的

成果。近期，自 10 月 15 日江苏大学组

建 10 周年暨办学 109 周年新闻发布会召

开以来，《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

《科技日报》、《科学时报》、《新华

日报》等多家权威媒体，均在重要版面、

重要位置对我校教学、科研、学科、师资、

学生培养、国际化工作等进行了重点报

道，展示了学校合并组建十年各项事业

取得的跨越式发展成绩，进一步提升了

学校的社会影响力。

26 日 由艺术学院主办的“庆祝江苏

大学组建 10 周年暨办学 109 周年艺术作

品展”拉开帷幕，本次艺术作品展共展

出美术类和设计类作品 200 余件，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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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庆增添了更加喜庆的色彩。

27 日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江

苏大学战略联盟签约仪式暨全面合作座

谈会在学校举行，双方就后期如何进一

步展开合作等事宜进行了交流。

△ 在江苏大学组建十周年暨办学

109 周年庆典来临之际，第 18 届“三国

三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大学隆重

开幕。来自中国、日本、泰国、印度尼

西亚、加拿大五个国家 7 所高校 107 名

代表参加了这一盛会，其中学校代表 29

人。“三国三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

题是”亚洲在世界上的地位”，围绕“人口、

粮食、能源、环境”问题，每年可由主

办方附加 1-2 个议题，开展广泛而深入

的学术研讨。今年的附加议题是“生态

发展和低碳”。“三国三校国际学术研

讨会”于 1994 年由日本三重大学、泰国

清迈大学和中国江苏大学共同发起，首

届会议在日本三重大学举办，此后一年

一届，由三个国家的三所大学轮流主办，

时至今日，“三国三校”会议的影响日

渐扩大，每年都吸引了一些非会议成员

的国家和高校加盟。此次会议为期五天，

于 10 月 30 日下午落下帷幕。

闭幕式上，代表团教师给本届参会

代表颁发了低碳环保作品竞赛一、二、

三等奖，以及参会荣誉证书、最佳论文

证书、志愿者证书等。

△ 校长袁寿其会见了印度尼西亚茂

物农业大学副校长 Yonny Koesmaryono教

授等一行 5 人，并与印度尼西亚茂物农

业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 江苏大学新材料研究院揭牌仪式

在新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校党委书记范

明、副校长程晓农以及中国工程院陈蕴

博院士、钟群鹏院士、周克崧院士出席

了仪式。范明书记与三位院士一起为江

苏大学新材料研究院揭牌。

△ 江苏大学组建 10 周年暨办学 109

周年校庆捐赠仪式在学校体育馆举行，

一拖集团、重汽集团、南京校友会、常

州校友会、江西校友会、柳工集团等代

表向母校捐赠了“东方红”系列拖拉机

四台、HOWO-A7 重型卡车一辆，滑移装

载机一辆以及电子显示屏、大型艺术品

等，并向母校送上了诚挚的祝福，同贺

母校组建 10 周年暨办学 109 周年校庆。

25 日 作为校庆系列活动之一，中国

科学院郭柏灵院士应邀为我校师生作“学

习老科学家的爱国创新精神”专题报告。

27 日 作为校庆系列活动之一，中国

科学院院士李德仁、陈达，中国工程院

院士卢耀如、杨胜利、岑可法应学校邀

请，分别为广大师生作了题为“从数字

地球到智慧地球”、“对日本福岛第一

核电站核事故的思考”、“资源开发的

地质一生态环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长江三峡工程的利弊与未来思考为例”、

“二十一世纪生命科学——从系统科学

到工程科学”、“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前

景和问题的探讨”的学术报告。

27-28 日 作为校庆系列活动之一，

学校迎来了郭孔辉、周克崧、钟群鹏、

罗锡文、孙宝国、江雷、丁健、吴宏鑫

等二十余位两院院士，他们先后于 10 月

27 日、28 日在机械材料和生命科学板块

等院士论坛上亮相，助力学校校庆盛典。

28 日 作为校庆系列活动之一，我校

在大礼堂举办“创新人才与培养”杰出

校友论坛。

△ 作为校庆系列活动之一，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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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大学建设”为主题的中外大学校长

论坛在学校召开。论坛邀请了丹麦奥尔

胡斯大学校长霍姆·丹尼森，日本三重

大学校长内田淳正，中南大学党委书记

高文兵和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校长袁

寿其，副校长许化溪、施卫东出席会议。

校庆期间，学校邀请一批著名大学校长、

两院院士、杰出校友等嘉宾举办多种学

术论坛，助力校庆盛典。

△ 校长袁寿其会见丹麦奥尔胡斯大

学校长Lauritz B．Holm-Nielsen教授一行。

下午，Lauritz B．Holm-Nielsen教授参加

了我校组织的“中外校长论坛”，作了

题为“让名校更强一居安思危 勇于变革”

的报告。

△ “加强内涵建设，服务经济转型”

高峰论坛开幕式暨江苏大学组建 10 周年

办学 109 周年庆祝大会在校体育馆隆重

举行。

百年积淀，十载华章；宾朋云集，

师生同庆；校友欢聚，共襄盛典。江苏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曹卫星，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于清笈，江苏省委

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厅厅长沈健，镇江

市委书记、镇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津

荣，东南大学党委书记郭广银，中南大

学党委书记高文兵，西北工业大学校长

姜澄宇，中共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

书记江里程，日本三重大学校长内田淳

正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李德仁，中科院

院士、世界陶瓷科学院 (WAC) 院士、第

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郭景坤和两院院士王

明庥、岑可法、周君亮、卢耀如、张齐生、

钟群鹏、陈蕴博、宋湛谦、方家熊、陈达、

吴宏鑫、刘秀梵、程顺和、丁健、江雷、

罗锡文、周克崧，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徐华局长、

教育部何光彩司长、科技部陈霖豪司长、

江苏省财政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江建

平、江苏省卫生厅巡视员吴坤平、江苏

省科技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曹苏明等

领导、嘉宾和国家有关部委、江苏省主

管厅局的有关领导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江苏省有关市厅局领导，镇江市委、市

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兄弟院校领导，

海外友好学校领导，与学校长期合作的

科研院所、大型企业领导，江苏大学组

建成立后离任的党政主要领导在主席台

就座。

镇江市部、委、办、局领导，镇江

辖市区领导，生源基地学校领导，学校

全体校领导、历任老领导，学校董事、

校友代表，新闻媒体、各界来宾、师生

代表共 4000 余人出席大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

副总理李岚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的祝贺题词，

以及教育部办公厅，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等行业协会，南京大学等兄弟高校，

中共中央委员、交通运输部部长、党组

书记李盛霖，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包叙定

发来的贺信。

△ 教育部民族司副司长何光彩在学

校领导陪同下，来到 2 区 9 栋学生

宿舍，看望了 2011 级建筑工程专业的新

疆和西藏籍学生，深切关心他们的学习、

生活。

△ 江苏大学董事会一届二次理事会

在镇江顺利召开。各董事代表纷纷表示，

作为江苏大学董事会董事，将积极推动

校企合作，整合资源，共同发展。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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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作了讲话，充分肯定了大家长期以

来对江苏大学建设发展提供的帮助和支

持，并着重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 学校举行组建 10 周年暨办学 109

周年校庆文艺、焰火晚会。嘉宾、校友、

三国三校会议代表、媒体记者、师生代

表一万余人观看了晚会。一幅幅绚丽的

画卷，充分展示了江苏大学事业发展的

的崭新形象，在美妙的不夜天里，师生、

校友和嘉宾共同祝愿江苏大学的明天更

美好。为更好借助校庆庆祝活动，向社

会展示江苏大学办学历程，为校友搭建

情感表达平台，学校党委宣传部组建了

微博直播团队，利用当下时效性最强、

互动性最强的新媒体“新浪微博”，在

庆祝大会和文艺、焰火晚会现场，通过

江苏大学新浪官方微博全程直播活动进

展情况，第一时间发布文字信息和现场

图片。直播引起了广大师生、校友和网

友的关注和热议，共有 13792位网友关注，

直播现场评论数量达 600 余条。

△ 学校迎来了组建 10 周年暨办学

109 年校庆庆典活动，学校外宣工作营造

了浓郁的校庆氛围。据不完全统计，自

10 月以来共计发稿 100 余篇，其中省级

以上媒体 70 余篇，一版稿件 9 篇（其中

一版头条 4 篇），网络转载数百篇次。

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教育报、科

技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新华日报、扬子晚报、江南时报、

江苏卫视、江苏教育电视台、中国江苏

网等 20 多家媒体作了报道。其中，新华

日报在次日一版显要位置进行了报道；

镇江日报、京江晚报在次日的头版头条，

以千余字的篇幅、图文并茂集中报道了

校庆当天的盛况。在省级以上媒体发稿

中，《人民日报》18 版头条以《教改在

基层：让优秀人才落地生根》为题，以

1500 余字的篇幅报道了我校实施人才强

校战略，让优秀人才引得进，留得住，

用得好，出得来，长得快。《中国教育报》

以头版头条的重要位置，刊登《江苏大

学个性化培养高素质人才催生创造性成

果》文章，报道我校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优才优育、复

合型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三大

计划”，形成了多种途径并举、多种方

式共存的人才培养新局面。《新华日报》

也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介入经济“主

战场”江苏大学演绎产学研新传奇》，

重点报道我校在服务地方经济方面找准

定位，到政府最需要、企业最迫切、百

姓最欢迎的地方去，取得了卓有成效的

成果。《光明日报》在一版重要位置刊

发了

《追求卓越育人才——江苏大学文

化内涵建设纪实》，报道我校坚持“四

个优先”发展战略，内涵和特色不断强

化，学校事业取得跨越发展。同时，《光

明日报》还刊发了校党委书记范明的访

谈《是“高水平”不是“高数量”》，

《中国教育报》刊发了校长袁寿其署名

文章《以“国字头”和国际化助推高水

平大学建设》。此外，《科技日报》、

《科学时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江

苏卫视、江苏教育电视台、《扬子晚报》

等多家省级以上媒体多次重点报道我校

相关工作和校庆活动，集中展示了学校

组建十年尤其是进入“十一五”以来改

革和发展的新成绩、新经验、新风貌，

进一步打造了江苏大学良好的社会形象。

为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校庆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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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还精心策划，在《新华日报》、《扬

子晚报》、《镇江日报》、《京江晚报》、

《镇江壹周》刊载专版和专栏文章，对

学校办学百年、组建十年的发展与成就

进行了集中回顾和展示。

29 日 副校长许化溪会见了美国佛罗

里达州立大学工程学院院长 John Collier

先生、政府研究院副主任 Dena Lynne 

Hurst 女士、佛罗里达农业和机械大学政

府关系主任 Tola Rhombi Thompson先生，

以及如皋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斌先生率

领的政府代表团。学校与美国佛罗里达

州立大学、如皋市人民政府签署了三方

合作意向书。三方合作主要以培养服务

如皋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层次技术人才为

目标，在生物化学、新能源、新材料、

电子信息、机械工程、工商管理等领域

开展全面合作。

△ 作为校庆系列活动之一，由中国

高教学会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剑桥研

究会、江苏大学与山东轻工业学院主办，

江苏大学承办的“第五届大学经营国际

论坛暨《高校教育管理》第二届编委会”

在学校召开。来自国内外 70 余位知名专

家与《高校教育管理》杂志的校内编委

齐聚一堂，聚焦高校管理的发展趋势，

就现代高等教育管理的新理论、新方法

及其在高校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进行广泛

深入的研讨，并为《高校教育管理》期

刊的进一步发展共商大计。研讨了 2012

年选题规划和栏目策划，并落实了特约

编辑组稿计划。与会编委还先后就《高

校教育管理》今后的办刊思路提出了自

己的意见和建议。

△ 作为校庆系列活动之一，江苏大

学图书馆新馆开馆庆典隆重举行。仪式

后．图书馆举办了“高校图书馆服务与

管理创新学术论坛”和“《图书情报研究》

期刊建设与发展座谈会”。

31 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

与材料科学部工程科学二处处长、机械

学科主任王国彪教授莅临学校指导工作，

抽查和调研了部分在研基金项目。考察

了机械工程学院、汽车工程研究院、农

业工程研究院等相关实验室，听取了海

工平台装备理论及技术、激光冲击强化

成形装备和技术、载运工具运行动态控

制与模拟、收获机械脱粒分离和清选装

备等研究方面的进展汇报，对我校机械

工程学科的特色研究方向给予了充分肯

定。报告会上，他对我校自 1986-2011

年申报和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情况进

行了全面梳理，尤其是基于工程与材料

学部项目资助情况的翔实数据，分析了

我校各年度基金申请和资助情况，充分

肯定近几年江苏大学机械学科在国家基

金项目上取得的成绩及所具有的发展潜

力。

十一月
1 日 农业工程研究院李耀明教授团

队的“油菜机械化收获关键技术与装备”

经过 4 轮层层角逐，取得 2011 中国国际

工业博览会铜奖，这是学校自参展以来

首次获得大会奖。

2 日 校长袁寿其教授会见了来校访

问的美国坦佩市市长豪曼先生一行，随

行的有市长助理芭芭拉女士和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兼职教授爱德华·丹尼先生。

豪曼先生表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江

苏大学有着极为相似的历史沿革，并将

会在两校之间牵线搭桥，积极推动两校

之间的联系，以期达成友好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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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日 省属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有关

工作专项检查组一行四人，对学校反腐

倡廉建设有关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

检查组听取汇报会，召开座谈会、进行

个别约谈、对学校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贯

彻执行《廉政准则》情况进行了民主测评，

并认真查阅了我校近年来反腐倡廉建设

的相关材料。

4 日 检查组向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反

馈了专项检查意见，认为学校党政高度

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工作，肯定了我校反

腐倡廉建设工作成绩，同时对我校进一

步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建议。

3-5 日 程晓农副校长带领科技处、

流体中心、农工院等相关单位教师代表参

加了由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江苏省科技

厅承办的“第三届中国江苏产学研合作成

果展示洽谈会”。江苏大学集中展示了近

年来产学研合作取得的在流体机械、农业

工程、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

等领域的成熟技术以及市场前景良好的科

技成果，受到广泛关注。同时在会上还集

中展示了学校省级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的情

况。在为期 3 天的会议期间，江苏大学就

校地合作、校企合作、项目开发与转化等

问题进行了现场咨询，就多个合作项目与

企业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

5 日 学校组建的“机械工业机械结

构损伤检测评估技术重点实验室”通过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验收。

9 日 江苏省教育厅专家组莅临学校，

对学校“首批江苏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

范校”建设工作进行评估验收。

△ “江苏大学一富士通半导体物联

网工程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举行。

14 日 在“2011 高教社杯全国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学校武尧晰、姚

佳丽、陈明明三位同学组成的参赛队荣

获全国一等奖；两支参赛队荣获国家二

等奖。十支参赛队分别获得江苏赛区一、

二、三等奖。

△ 中国数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暨 2011 学术年会在四川成都开幕。学

校数学系青年教师学者桂贵龙博士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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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获第十届钟家庆数学奖博士奖。本次

全国仅有三人获此奖项，桂贵龙博士名

列榜首。江苏大学是自钟家庆数学奖设

立以来江苏省唯一获得该奖项的高校。

15 -17 日 学校机械学科张永康教授

指导的任旭东博士的学位论文“基于激

光冲击机理的裂纹面闭合与疲劳性能改

善特性研究”，喜获首届“上银优秀机

械博士论文奖”铜奖。中国工程院院长

周济院士向张永康教授与任旭东博士颁

发获奖奖杯与证书。据悉，此次学校是

江苏省唯一获得该奖项的高校。

16 日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和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会在武汉召开 2011 年度中国机

械工业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学校能源

与动力工程学院“盐类溶液输送泵阀关

键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一等

奖。

△ 校 2010~ 2011学年学生表彰大会

在大礼堂隆重召开。

 △ 学校赵杰文教授领衔的食品、

农产品无损检测科研团队成员陈全胜博

士荣获 2011 年度“亚太地区青年科学家

奖”邹小波博士荣获 2011 年度“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青年科技成就奖”。

18-20 日 江苏省独立学院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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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检评估组一行 7 人对京江学院统计学

专业展开了为期三天的现场考察评估。

专家组根据有关要求，对照评估指

标，通过观课、听取专业建设情况汇报、

察看教学基础设施、查阅支撑材料、专

题剖析、学生座谈会等环节对京江学院

统计学专业建设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

19 日 江苏大学 2012 届毕业生系列

综合性人才供需洽谈会（第一场）在学

校体育馆成功举办，洽谈会共邀请到 370

余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型企事业单位来

校布展，25 家重要用人合作单位当天下

午举办了专场宣讲招聘活动，共计提供

适合我校应届毕业生的需求岗位 8700 余

个，基本覆盖到我校所有学科专业，吸

引了 10000 余名我校及周边兄弟院校的

毕业生进场应聘。

据了解，今年 12 月 17 日、明年 3

月 24 日，我校还将继续举办第二场、第

三场大型综合性供需洽谈会，作为我校

校园人才市场一条贯穿学年的主线。

△ 学校学子在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广

告艺术大赛中获得 1 项一等奖、2 项二等

奖、5 项优秀奖的优异成绩。王宏奇老师

指导的陈亦宇、耿小晶、荆东峰的作品《自

由女神篇、埃菲尔铁塔篇、比萨斜塔篇》

荣获得大赛一等奖，沈娜莉、金明星、

张为为的作品《一天好开始：morning篇、

ok篇、good day篇》、曹婷婷的作品《雀

巢咖啡：思绪凌乱篇、无从下手篇、心

情郁闷篇》分获二等奖，另有五组同学

的作品荣获得优秀奖。王宏奇老师也荣

获了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这也是学

校艺术学院师生连续四届在全国大学生

广告艺术大赛中取得了一、二等奖的好

成绩。

23 日 教育部国际司刘宝利副司长、

来华处田露露处长等一行 6 人，来学校

就“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受院

校”事宜进行考察。学校来华留学生教

育的软硬件条件给予了充分肯定，均认

为我校已具备成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

生接受院校的条件，肯定了学校在来华

留学生教育理念、教学、设施、管理等

方面的突出表现。

24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调研学校大学

专利转移中心建设工作。

25 日 溧阳市 24 家企业负责人和

科技镇长团成员在溧阳市政府王龙副市

长的带领下，组队来学校参加“江苏大

学——溧阳市产学研对接洽谈会”。会

上，举行了江苏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溧阳

分中心授牌仪式，签订了“江苏大学一

溧阳市政府全面合作协议”，“共建车

辆动力总成关键零部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校企产学研全面合作协议”，“共

建产学研基地”，“合作共建江苏省溧

阳溧城镇风电装备部件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5 项产学研合作协议。同时，与来访

企业达成科技开发项目合作意向 12 项。

25-26 日 江苏大学第四次师资队伍

建设工作会议在校大礼堂隆重召开。

29-12 月 1 日 江苏大学机械工业排

灌机械产品质量检测中心荣获 2010-2011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表彰的机械工

业质检机构先进集体，中心主任施卫东

研究员荣获先进个人。

30 日 学校与苏州九龙医院合作协议

签字及实习医院揭牌仪式如期举行，学

校临床教学又添新的实习基地。

十二月
1-8 日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姚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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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一行应邀访问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 University of Waterloo)、美国特拉华大

学( University of Delaware)和美国印第

安纳大学一普渡大学韦恩堡校区(Indiana 

University Purdue University Fort Wayne)。

代表团受到各方的热情接待，并就合作

办学和教师互访达成合作意向。

2 日 召开江苏大学本科培养计划修

订工作会议。

3-4 日 亚洲农业工程学会、中国农

业机械学会收获加工机械分会和江苏大

学联合主办的“2011 收获机械技术及装

备国际高层论坛”在镇江隆重召开。来

自美国、德国、日本、印度和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有关高校、科研院

所等国内外农业机械领域的著名专家、

学者共计 150 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4 日 2011 年中国一东盟青年创新大

赛模拟经营比赛全国总决赛在广东省深

圳市落下帷幕。经过紧张的激烈角逐，

由学校工商管理学院组织的两支代表队

在全国高校 18 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夺

得了全国一等奖、二等奖各一项。本次

比赛共有大陆及港澳台高校 1407 支队伍

参加比赛。

5 日 江大校 [2011] 264 号关于成立

江苏大学创伤医学研究所。

△ 印度加济兰加大学校长、上届亚

洲农业工程学会主席Vilas M. Salokhe教

授来学校访问，校长袁寿其教授会见了

来访客人。两位校长对两校之间的合作

达成一致共识，并签署了“中国江苏大

学与印度加济兰加大学备忘录”。

9 日 江苏大学荣获“全国高校后勤

十年社会化改革先进院校”称号。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后勤管理分会十届三次理

事会暨全国高校后勤十年社会化改革总

结表彰大会在广东东莞召开。

10 日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中国

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评选结果，

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灾难医学》荣

获全国 100 种原创科技学术类图书奖，

标志着江苏大学出版社“国字头”工程

零的突破。

10 日 镇江高校第 11 次“百名教授

老区行”系列活动在句容市天王镇举行。

4 所高校的 180 余名老教授、老专家、老

干部和部分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12 日 工商管理学院党委更名为中国

共产党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

△ 江大校 [2011] 273 号关于成立

江苏大学阜宁新能源装备技术研究院。

△ 全省高校“为民服务创先争优”

活动现场推进会在江苏大学召开。

13 日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学术特区

试行办法》的通知

16 日 江苏大学光子制造科学技术中

心被共青团江苏省委命名为 2010 年度省

级青年文明号。

17 日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暨

2011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年会在上海

隆重举行。学校副校长程晓农教授获中

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副校长施卫东研

究员领衔的团队获得中国产学研合作创

新成果奖。程晓农代表学校上台领奖。

今年学校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36 项

中，机械学院作为第二单位合作完成的

“超深海高稳性圆筒型钻探储油平台的

关键制造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实现了我校国家级科技一等奖零的

突破；流体中心完成的“新型农业节水

灌溉设备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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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能动学院完成的

“盐类溶液输送泵阀关键技术研究及工

程应用”获得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20 日 上海市长宁妇幼保健院和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分部正式挂牌“江苏

大学教学医院”，标志着学校医学临床

实践教学工作在省外又添新的基地。

△ 江苏大学光子制造科学技术中心

被共青团江苏省委命名为 2010 年度省级

青年文明号。

22 日 学校喜获“全省节水型高校创

建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08 年 3 月和

8 月学校分别获“江苏省节水型高校”

和“江苏省节水型单位”的荣誉称号，

2010 年，镇江市创办节水型城市，我校

又作为镇江市“节水型单位”顺利通过

国家节水型城市专家组验收。

23 日 江苏省省长李学勇一行，在镇

江市委书记许津荣和市长刘捍东的陪同

下，对学校产学研合作基地实习基地、

就业基地和企业研究生工作站一句容宁

武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考察。

△ 学校收到来自中国扶贫基金会的

感谢函。对江苏大学在爱心包裹劝募志

愿者活动中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2011

年学校共募捐 84500 元，帮助了 845 名

贫困地区的小学生。江苏省共五所大学

参加，学校在全省排名第一。

23-25 日 学校参加了由教育部主办的

“2011 继续教育数字化学习资源共享与

服务成果展览会”。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沈健对江苏大学的展出内容给予了充分

肯定。

23 日 -2012 年 1 月 1 日 副校长宋余

庆率团访问了日本国际亲善文化交流协

会、神户国际大学、山口大学、九州大学、

福冈县产业科学技术振兴财团三次元半

导体研究中心、九州外国语学院及韩国

嶺南大学等 7 所高校和科研文化教育机

构。此次出访建立了 1 个大学生海外学

习基地，拓展了我校学生赴海外交流的

渠道和层次。

24 日 学校副校长施卫东率队参加了

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会主办，江苏省博士后协会

协办的“深化校企合作促进科技创新学

术论坛暨博士后科技成果洽谈会”。学

校提交的 25 项博士后科技转化项目被大

会征集并面向参会企业发布。学校机械、

材料、动力、汽车、环境等不同学科的

博士后人员同参会企业代表与进行了针

对性的深入交流，面对面咨询洽谈 40 多

人次，并达成 6 项科技成果转化或合作

开发项目意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5 日 学校孙建中教授领军的“江苏

大学生物质能源研究团队”成功入选江

苏省“创新团队计划”，并获得 300 万

人才经费资助和江苏省优势学科计划的

重点支持。

△ 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

办的全国大学生女子五人制足球锦标赛

在湖北宜昌三峡大学降下帷幕。经过 5

轮 16 场比赛，江苏大学女足代表队获全

国五人制足球锦标赛亚军。北京师范大

学获冠军、沈阳理工大学获得第三名。

27 日 国际纳米材料领域顶级期刊

Small（最新影响因子 7.333，分区情况：

1 区）在线全文发表了徐希明教授课题组

的题为“Efficient Gene Delivery to Mesen 

chymal Stem Cells by an Ethylenediamine 

Modified Polysaccharide from Mulberry 

Leaves”的研究论文，报道了该课题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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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病毒纳米基因转运研究方面的最新研

究成果。

该项研究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编号：30772661 和 81072586）资

助，论文的全部工作均在我校独立完成，

所有作者也均为我院师生，极大地提升

了药学院学术地位和国内外影响。该刊

物在 2012 年 2 月 6 日正式发表此文章。

28 日 江苏大学一阜宁新能源装备技

术研究院揭牌成立。

30 日 镇江市反腐倡廉建设研究中心

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学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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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1 日 学校生命科学研究院陈克平

研究员获得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 计划）资助。

4 日 学校召开参加教育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第三轮学科评估工作

会议。根据学位中心 [2011]76 号文件精

神，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决定，继 2002 年、2008 年两轮学科评估

后，于 2012 年 1 月正式启动第三轮学科

评估工作，对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或二级学科授权）的一级学科进

行整体水平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

学科发展状况分析及排序，届时，学位

中心将对本次评估的结果以全国同类学

科的排名形式，通过中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信息网、《中国研究生》等媒体向

社会公布。校领导、各学院院长、校教

育教学研究与评估中心负责人及相关学

科带头人等 4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4 日 根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关于同意江苏大学接受中国政府奖学

金生的复函》（教外司来 [2012]2 号），

批准学校正式成为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

留学生接受院校。今后，教育部将根据

工作需要，委托学校承担中国政府奖学

金来华留学生培养工作。至此，学校来

华留学生奖学金体系基本构建完整，涵

盖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

江苏省政府茉莉花奖学金、江苏大学校

长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以及校内

有关院所设立的奖学金等多种类别。

11 日 江苏省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现

场推进会暨江苏省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

研究会 2011 年年会在学校召开。

14 日 寒假开始。

22 日 中国的除夕夜，格拉茨大学孔

子学院邀请当地华侨、中国留学生、在

奥地利公司工作的中方人员及各国友人

共同欢度佳节喜迎新春。春节期间，格

拉茨大学孔子学院还举办了一场中国结

讲座，指导大家学习中国结的基本技法；

承办了两场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迎

春之旅”巡演；一场新春二胡演奏音乐

会。用最丰富精彩的活动为奥地利格拉

茨市及周边地区的居民们，带来最喜庆、

最欢乐的“中国新年”体验。

二月
1 日 校长袁寿其应邀到江苏省知识

产权局作《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与高校的

使命》专题报告。

3 日 流体中心获得加州理工学院

CEBrennen 教授的经典泵专业著作《泵流

体力学》(《Hydrodynamicsof Pumps》)-

书的翻译授权。

6 日 药学院院长徐希明教授课题组

的研究论文“嵌合转化生长因子 DNA-

纳米粒的三维支架研究：高效、长效基

因传递与干细胞软骨分化”于国际著名

杂志《欧洲细胞与材料》(European Cells 

& Materials．最新影响因子：9.650)正式

发表 (23:81-93，2012)。据悉，相关成

果已申请中国和美国发明专利。2011 年

其课题组共完成 SCI 论文 12 篇，已有 9

篇论文相继接受或发表于Small ( IF:7.333 

)、ActaBiomater (IF: 4.822 , JCR:1区)、

IntJNanomed (IF:4.976)、Carbohydr Polym 

(IF:3.463)等国际知名杂志，平均影响因

子 4.89/ 篇。

9 日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赵冲久司长

一行来校考察。

10-11 日 江苏大学三届一次教职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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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全校干部教师大会

在大礼堂召开。

11 日 新学期开学。

13 日 学校李耀明、徐立章、马朝兴

老师完成的专利“切向喂入轴流脱离分

离装置 (200610038924.6)”喜获第七届

江苏省专利奖金奖。该专利还被江苏省

知识产权局遴选参加第十三届中国专利

奖评选，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当日的

新华日报对获奖项目做了专版介绍。

14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举行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胡锦涛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

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

代表颁奖。学校与南通中远船务工程有

限公司合作承担的“深海高稳性圆筒型

钻探储油平台的关键设计与制造技术”

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镇江

日报头版头条、新华日报、扬子晚报、

京江晚报均报道了这一消息。

15 日 在 2011 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

会闭幕之际，江苏省人民政府专门给学

校和南通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发来电

文，对双方合作完成的项目“深海高稳

性圆筒型钻探储油平台的关键设计与制

造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表示

祝贺。

18 日《镇江日报》头版头条以《探

解生命的密码》为题，报道了学校生命

科学院院长陈克平教授在寒假期间分秒

必争，坚守实验室、潜心做科研的感人

事迹。这是继 2 月 15 日《江大一项目获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报道后，《镇江

日报》再次以头版头条形式关注学校科

研工作。

25 日江苏大学自主招生考核正式开

始，今年是学校首次进行自主招生，共

有 197 名考生参加考核。省教育考试院

高校招生处施邦晖处长一行视察了学校

自主招生考核工作情况。

26-28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程与

材料科学部在南京召开了重点项目结题

验收学术交流会。由江苏大学牵头，与

清华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合作的项目《基

于强激光冲击波效应的非传统制造原理

及方法研究》作为 2008 年度机械学科资

助立项的八个项目之一进行了结题验收，

项目负责人张永康教授代表课题组作了

项目研究的工作报告和主要学术进展报

告。

27 日学校召开信息公开工作会议。

28 日袁寿其校长代表学校与美国佛

罗里达州立大学长签订了两校合作谅解

备忘录。鉴于高等教育双向交流的重要

性和对社会的贡献，双方愿意致力于推

进学术、科研信息的交流并支持双方教

职人员和研究学者互访，并开展学生交

流，发展和促进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和江

苏大学的学术交流。

三月
1-8 日 学校组团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

举行的中国教育展。展会分别在印尼教

育最发达的日惹市(Jogyakarta)和印尼第

二大城市泗水市 (Surabaya) 进行。3 月 5

日学校主办的《高校教育管理》正式入

选 CSSCI（2012-2013 扩展版）来源期刊。

5 日 学校申报的与美国北卡罗莱纳

州立大学合作的“热能与动力工程（流

体机械及工程方向）专业”获批国家留

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

资助项目，资助名额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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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 学校成功获批国家首批“外专

千人计划”。由学校张弛教授研究团队

聘请的、依托学校中国一澳大利亚功能

分子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以及“功能

分子材料及其非线性光学性能”教育部

长江学者创新研究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

队申报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化学研究院

迈克•汉弗莱教授成功入选我国第一批

“外专千人计划”，获中央财政给予 500

万元科研经费补助和 100 万元一次性补

助。江苏省只有江苏大学和东南大学两

所高校和两个企业 5 名专家入选。

7-9 日 学校副校长、国家水泵及系统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校九三

学社主委施卫东研究员作为特邀演讲嘉

宾参加了中国国际环保博览会和中国国

际给排水水处理展览会，并在“2012 国

际环保技术高峰论坛一水处理节能技术

优化解决之道”上作了“我国环保与污

水处理用泵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展望”大

会演讲。

9 日 学校召开江苏大学本科培养计

划修订工作推进会。

14-15 日 学校采用无记名投票形式选

举产生了李晓波、陈红、陈丽珍、李君荣、

赵梅庆、孙炳伟 6 名京口区人民代表大

会的代表，报经京口区人大代表选举委

员会审核批准。

15 日 校党委举行仪式，欢迎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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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 “第三届寻找青年科学之星颁

奖典礼”在北京科技会堂举行。学校赵

杰文教授领导的食品无损检测学术团队

成员陈全胜博士荣获第三届“寻找青年

科学之星”生命科学领域的铜奖（生命

科学领域 1名金奖，2名银奖，7名铜奖）。

23 日 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常务副

校长兼教务长吉尔伯特•杰瑞教授等一

行 6 人访问学校，袁寿其校长会见了代

表团。双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26 日 水泵技术国际合作交流报告

会在江苏大学召开。目前全球最大泵

生产制造企业一格兰富集团技术总监

Dr.HenrikrskovPedersen，格兰富研发中

心流体结构部经理、江苏大学兼职教

授 Dr.Chris-tianBrixJacobsen，丹麦哥本

哈根商学院教授 PeerHullKristensen、

Dr.MajaLotz，学校流体机械专业的师生出

席了此次报告会。学校校长、流体机械

学科带头人袁寿其研究员会见了来访嘉

宾，交流了学生培养及项目开发等方面

合作事宜。双方表示，作为中国的水泵

及系统国家工程中心和世界水泵主要制

造企业，双方将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

推动行业发展。

27 日 学校在全省教育宣传工作中成

绩优秀，被授予“2011 年度江苏省教育

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27-4 月 10 日 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曹友清率校纪检监察调研组，分别对

财务处、继续教育学院、体育部、后勤

集团等单位和部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情况进行了调研。

28-4 月 2 日 应台湾建国科技大学等

单位的邀请，范明书记率领江苏大学访

问团一行五人赴台湾访问。代表团参加

了江苏大学台湾校友会的成立与揭牌仪

式。代表团还与南亚技术学院、大叶大

学进行了交流访问，还与其他学校的相

关专家进行了广泛交流，进一步了解了

台湾的高等教育管理以及社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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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合作与交流事宜。

29 日 江苏大学附属镇江三院揭牌仪

式在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隆重举行。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洪水和江苏大学校

长袁寿其共同为“江苏大学附属镇江三

院”揭牌。

30 日 台湾建国科技大学江金山副校

长、国合中心陈铉文副主任一行访问学

校，袁寿其校长会见了来宾。双方达成

共识，在已有管理学院的基础上，交流

学生的专业拓展到财经学院国贸专业、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土木工程专业以及

艺术学院设计类专业，并初步商定，台

湾建国科技大学每学期可接收每个专业

10 名江苏大学学生赴台湾交流学习。

30 日 西北工业大学“推进学院管理

体制改革试点”考察调研团来校学习考

察。

30 日 省教育厅就业检查专家组莅

临学校，对学校以及京江学院 2010 年、

2011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进行专项检查。

四月
5 日 学校“新东方托福讲堂 •耶鲁

学堂”开班典礼举行。

6 日 国家卫生部医管司司长张宗九、

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李少冬，在市卫生

局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学校附属江滨医院

考察指导医改工作。

10 日 由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扶贫基

金会举办的“爱心包裹项目圆梦 2012 大

型公益行动全国启动仪式暨 2011 年总结

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学校“爱

心包裹”劝募活动获中国扶贫基金会

表彰。荣获“爱心包裹劝募志愿者项目

2011 年优秀高校”、文法学院杨春峰老

师荣获“爱心包裹劝募志愿者项目 2011

年指导教师”。

13-16 日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

设计大赛慧鱼组 (2012) 竞赛暨第七届全

国慧鱼工程技术创新设计大赛在湖北宜

昌三峡大学举办，学校代表队荣获多项

荣誉。多功能家庭立体车库荣获大赛一

等奖；智能鞋柜荣获二等奖；无碳清洁

小车荣获三等奖，江苏大学代表队获团

体优秀组织奖。

18 日 学校召开“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研讨会。

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华北电

力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等高校的国内知

名专家学者受邀参会。

19 日 学校第四届“十佳青年教职工”

评选结果揭晓，他们是计算机学院王良

民、流体中心朱兴业、文法学院李炳烁、

机关吴先琳、临床医学院邱健、材料学

院宋浩杰、附属医院范昕、管理学院赵

观兵、食品学院姜宇、化学化工学院路

桂芬。同时汽车学院王攀、电气学院吉

敬华、图书馆刘竟、理学院汤养、艺术

学院孙宁娜、后勤集团李莉、医技学院

张海方、财经学院陈银飞、附属医院赵

燕燕、京江学院骆剑锋被评为江苏大学

“新长征突击手”。

20 日学校召开 2012 年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会议。

20 日 2012 年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

会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教学研讨会在学

校召开。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热动专业

与教学建设经验交流会；此外还听取了 7

位专家的“十二五”规划教材申报情况

介绍，并进行了交流研讨。

21 日 由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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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协会主办的全国农业节水技术交流报

告会暨第二届农业节水科技奖颁奖大会

在河南郑州召开。袁寿其校长主持申报

的“变量喷洒低能耗轻小型灌溉机组研

究”获中国农业节水科技一等奖。

21-23 日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医学教育

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工作会议

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医学教育临床医学

专业五年制教材主编人会议在学校召开，

来自全国 30 余所高等医学院校的领导、

“十二五”系列规划教材的主编、副主

编近 200 人参加了会议。在“十二五”

临床医学专业规划系列教材主编人遴选

中，学校临床医学院眭建教授申报的“医

学导论”获全国主编，张利远教授申报

的“急诊与灾难医学”获全国副主编。

23 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一普渡大学

韦恩堡分校 (IPFW)Dr.Michael Wartell校

长一行 5 人来学校进行友好访问，袁寿

其校长亲切会见访问团一行，双方就合

作举办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协议

签署了合作协议。

23 日 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启动 2012

年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工作的通知》（教

高司函 [2012]52 号），学校梅强教授主

讲的《创业人生》课程选题被列入 2012

年第一批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计划。

25 日 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九三学

社江苏省委专职副主委叶勇一行 24 人莅

临学校视察科技创新工作。

27-28 日 2011 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

人物颁奖典礼暨第五届全国高校辅导员

工作创新论坛在学校举办。范明、沈健、

李守信、王光彦先后致辞。学校能动学

院董晓言等 40 名获得“2011 全国高校辅

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的辅导员登台展

示风采。

30 日 学校 92 届千余名校友相聚母

校纪念毕业 20 周年。学校举办了主题为

“春天的故事 -20年后来相会”的联谊会。

五月
1 日 2012 年全国 MBA 培养院校企业

竞争模拟大赛全国总决赛在汕头大学落

下帷幕。江苏大学管理学院的“千与千

寻”、“华夏数码”代表队夺得了 MBA

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一等奖、全国高等院

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一等奖各一项，成

绩为江苏省参赛高校最佳。

2 日 团省委发文对 2011 年度“江苏

省优秀共青团员”、“江苏省优秀共青

团干部”、“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团

支部）”进行表彰，学校外国语学院团

委荣获“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

号，校学生陆邈、陈泽星同学被评为“江

苏省优秀共青团员”。

4 日在五四运动 93 周年、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成立 90 周年之际，江苏大

学 2012 年五四颁奖典礼在大礼堂举行。

5 月 5 日晚，江苏教育电视台“江苏教育

新闻”栏目进行了报道。

4 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90 周

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学校机

械工程学院 2009 级硕士研究生周尚飞同

学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

并赴京接受表彰。

7 日 学校被江苏省委、省政府评为

江苏省 2010-2011 年度全省脱贫攻坚工

作先进单位。全省仅 4 所高等院校获此

荣誉。

8 日 北京市教育系统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籍之伟率北大、清华 33 所高校关工

委和辖市、区关工委领导 47 人来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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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下一代工作。

9 日 学校举行“江苏大学 2012 年度

陶欣伯助学基金会‘伯藜助学金’签约

仪式”。袁寿其校长、连桂芳理事长代

表双方签订了江苏大学 2012 年度陶欣伯

助学基金会“伯藜助学金”资助协议。

根据协议，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将资

助学校 2012 级新生 80 名，每年资助总

金额达 128 万元。至 2015 年，学校接受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资助的学生将达

320 名。

9 日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下称“南机所”）所长易中懿、副所

长梁建以及综合处、科技处相关领导一

行访问学校。双方就高等学校创新能力

提升计划（简称“2011 计划”）合作方

式和内容进行了探讨。

11 日 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

学家魏贤勇教授访问学校。

11 日 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王明源镇

长带领企业家来学校开展产学研洽谈并

达成了 6 项意向性合作。

12-14 日 由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主办，

江苏大学承办的第九届中国技术管理学

术年会 (MOT) 在学校举行，来自清华大

学、中国科学院的 150 多位专家经济与

技术领域专家齐聚江苏大学，聚焦于技

术经济、技术创新与服务制造，并加强

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13 日 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

学家段金廒教授应邀来校做讲座。

13-14 日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代表会议

在南京召开。会议以直接差额选举的方

式，选举产生了我省出席党的十八大代

表。学校杰出校友江里程（江苏省纪委

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王民（徐州

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徐工集团机械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工集团

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总裁）、邓建军（黑牡丹（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当选党的十八

大代表。

11-13 日 在江苏省第七届“挑战杯”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中，学校报送的

6件作品获得金奖 2项（全省 30件），银

奖 2项（全省 40件），铜奖 2项，学校获

得优秀组织奖。同时有 3件作品获得参加

全国第八届“挑战杯”竞赛的资格（全省

40件作品参加全国比赛，每个高校最多 3

件），这是学校历年来取得的江苏省“挑

战杯”创业计划竞赛最好成绩。

16 日 《科技日报》和 5月 11日的《中

国科学报》，分别在报眼位置刊发消息，

报道了学校在家蚕二分浓核病毒研究方

面取得重大突破。报道说，以江苏大学

生命科学研究院姚勤研究员和陈克平研

究员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国际病毒分类

委员会批准创建了一个新的病毒科——

二分 DNA 病毒科，并定义他们研究的家

蚕二分浓核病毒为新创建科的代表种，

标志着江苏大学在二分 DNA 病毒的研究

已进入国际领先行列。

18 日 常州市人民政府和江苏大学联

合主办，常州市现代农业装备行业协会

和常州江苏大学工程技术研究院承办的

“现代农业装备及技术协同创新高层论

坛”在常州隆重举行。本届论坛是为响

应刚刚实施的以大力促进和加快推动协

同创新为核心内容的“高等学校创新能

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而举办，

主题是“协同、创新、发展”，旨在培

育建立一个“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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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业装备及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会上，

学校还发出了《组建“现代农业装备及

技术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的倡议书》，

得到了与会人员的积极响应。

18-20 日 由华东高校工程训练教学学

会主办，江苏大学承办的九届二次理事

会在学校成功召开。来自华东六省一市

38 家高校理事单位及 10 余家企业近 120

名代表共同交流商讨华东高校工程训练

的可持续发展。

20 日 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反馈 2011 年博士学位论文抽检通

讯评议结果的通知》获悉，第二轮学校

被抽检的博士学位论文共 10 篇，其评审

意见全部“合格”（评审意见分为“合格”

或“不合格”两种），这十篇博士学位

论文的导师分别为孙玉坤、程晓农、田

立新、毛罕平、何仁、郑金旭、马海乐、

刘国海、詹永照、毕勤胜十位教授。另外，

在第一轮中被抽检的 5 篇博士学位论文

也均合格，其指导教师分别为范明、程

晓农、田立新、毛罕平、陈克平五位教授。

22 日中国一澳大利亚功能分子材料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澳方研究团队核心成

员、波兰Wroclaw Universityof Technology

的 Marek Samoc教授专程来学校中澳中心

进行学术访问。

22 日 中国博士后管理管委会网站公

布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1 批面上项

目资助人员名单，学校在本次申报中共

获批一等资助 3 项，二等资助 27 项，受

资助总数位列全国第十五位，江苏省第

二，总受资助金额达 159 万。

23 日 镇江市委书记张敬华一行来校

视察调研。张敬华对学校近年来所取得

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市委

市政府将全力支持在镇高校事业的进一

步发展。

24 日 学校获批国家知识产权培训

（江苏）基地，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江

苏设立的第二个培训基地，全国仅 15 个

单位有此资格。

25 日江苏省教育厅主办的“2011 江

苏省大学生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南京

举行。学校崔勇同学被评为“2011 江苏

省大学生年度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亲自为崔勇同学

写了颁奖词，对崔勇给予了高度评价。

全省共有 10 名大学生获此殊荣。

25-27 日 《全国普通高等医学院校本

科规划教材（临床医学专业）》编审委

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报

请教育部批准在全国医学院校遴选临床

医学本科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42种。

学校眭建教授申报的“临床技能学”和

李龙主任医师申报“核医学技术”获全

国主编。

25-28 日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江

苏大学等单位主办的偏微分方程与数学

物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校召开，来自

国内外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 100 多

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学术会议，围绕“偏

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的主题，报告了

偏微分方程、流体动力学方程、非线性

波方程、可压流体与不可压流体方程和

松弛格式等最新研究进展及其发展趋势。

28-29 日 全省普通高校学生工作会议

在南京召开，学校获评“江苏省高等学

校学生教育管理创新奖”和“江苏省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奖，其中

教育管理创新奖荣获一等奖。

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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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 农业部韩长赋部长在北京接见

学校党政主要领导。校党委书记范明、

校长袁寿其和副校长程晓农等参加接见

活动。

6 日 江苏大学无锡机电学院揭牌仪

式在无锡举行。

8 日 学校承办纪念赛珍珠诞辰 120

周年中国文化交流活动。德国总领事芮

悟峰、赛珍珠国际总裁珍妮特•明泽等

一行 23 人，应邀来镇参加活动。

8 日 镇江地区首个 HSK 考点——江

苏大学汉语水平考试 (HSK) 网考考点揭

牌仪式在学校举行。校长袁寿其、副校

长宋余庆出席仪式并亲自为“江苏大学

汉语水平考试 (HSK) 网考考点”揭牌。

9 日 学校袁寿其校长入选“科学中

国人 (2011) 年度人物”。科学中国人

(2011) 年度人物颁奖典礼暨 2012 科学中

国人论坛在北京举行，袁寿其校长应邀

参加颁奖典礼并发表获奖感言。

10 日 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江

苏大学研究生实践基地暨“产业教授”

受聘仪式在丹阳市云阳镇吟春碧芽股份

有限公司举行。

13 日 卫生部党组书记张茅等领导一

行就深化医改工作来到学校附属医院视

察、调研。

13 日 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复全国 86

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校获批两项：

江苏大学与德国奥托 • 冯 • 格里克一

马格德堡大学合作举办工程热物理（化

学和能源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项

目；江苏大学与美国阿卡迪亚大学合作

举办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14 日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 2012 年度

高等学校省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点验收结

果，江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通过品牌

专业建设点验收，信息与计算科学、通

信工程通过特色专业建设点验收

18 日 江苏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验中

心揭牌仪式举行。

18 日 中国一澳大利亚功能分子材料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澳方首席科学家、首

批“外专千人计划”国家特聘教授、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化学系副主任 MarkG．

Hum-phrey（迈克 • 汉弗莱）教授来校

进行学术访问与交流。

20 日 学校在体育馆举行毕业典礼暨

学位授予仪式，欢送 8689 名 2012 届毕

业生离校。

25 日 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代表团

FranAlston教授一行三人来校访问。双方

希望能够在临床、药学和医学技术等相

关领域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并就双方开

展学生交流、教师互访的可行性进行了

探讨。

27 日 学校首批援外志愿者崔勇、程

浩、陈义在圆满完成赴圭亚那一年的志

愿服务任务后载誉归来。崔勇、程浩、

陈义分别获得团中央颁发的“中国青年

志愿者海外服务奖章”和圭亚那政府颁

发的荣誉证书，崔勇同学还获得“江苏

省首届大学生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28 日 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召开。学校党委被中央组织

部授予为“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

织”。江苏省内仅江苏大学党委、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党委获此殊荣。

此外，“七一”前夕，江苏省、镇

江市相继表彰了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学校

管理学院党委被授予“江苏省高校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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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优先进集体”，附属医院党委被授予“镇

江市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生命

科学研究院陈克平、计算机科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王良民被授予“江苏省高校优

秀共产党员”，机械工程学院莫纪平、

马克思主义学院金丽馥被授予“江苏省

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后勤服务集团

郑培钢被授予“江苏省高校创先争优先

进个人”，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薛

志平被授予“镇江市创先争优优秀共产

党员”。

29 日 学校在会议中心召开江苏高校

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中期报告会。

29 日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公布了

首届全国民办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

工作优秀成果评选结果，江苏大学京江

学院党委《“五化”模式促党建•差异

培育显实效》获一等奖。

七月
2 日 暑假开始。

5 日 2012 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颁

奖典礼在北京落下帷幕。学校艺术学院

与京江学院学生取得优异成绩。由艺术

学院戴雪梅老师指导的学生包装设计作

品共获 38 个奖项，其中一等奖 4 项、二

等奖 10 项、三等奖 15 项、优秀奖 9 项，

戴雪梅老师荣获优秀指导奖．艺术学院

获得了组织优秀奖。王超、纪云、孙砚田、

殷文忠、狄维维等同学获得一等奖，殷悦、

虞旭栋、赵晨序等 10 名同学欢获得二等

奖，杨芳、刘宁、徐晓明等 15 名同学获

得三等奖，尹雨健、杨瑞琪等 9 名同学

获得了优秀奖。

10 日 学校一国家 863 计划重大项目

课题“智能化农机技术与装备”启动会在

北京举行。该重大项目课题八“茶园智能

化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发”主持人、学校农

业工程研究院（下称“农工院“）胡永光

副教授出席该会议启动仪式。“智能化农

机技术与装备”重大项目是“十二五”期

间继“现代多功能农机装备制造关键技术

研究”重大项目之后，第 2 个由农业装备

联盟组织实施的国家科技计划重大项目，

课题经费平均超过 1000 万元，创历次 863

计划课题之最。胡永光副教授主持的课题

八“茶园智能化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发”，

课题总经费 2582 万元，其中国家拨专项

经费 1052万元。

20 日 2012 年“中国江苏大学一奥地

利格拉茨大学孔子学院夏令营”在学校

成功举办，这是国家第二次在江苏大学

举办奥地利学生夏令营，旨在打造中奥

大学生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国际汉语

推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25 日 应省委教育工委邀请，校党委

书记范明为江苏高校党委组织部长培训

班作报告，报告以《贯彻落实（新条例）

不断提高高校基层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

为题，强调了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

的重要意义，阐述了当前加强高校基层

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

要求，提出了切实提高高校基层党组织

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具体对策。全省高校

党委组织部部长 100 余人聆听了报告。

29 日 -8 月 18 日 “江苏大学第二期

中层干部海外教育行政管理研修班”学

员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进行专题学习研讨

和参观考察。

29-30 日 “2012 年全国机械工业教

育协会车辆工程分委会年会暨第九届全

国车辆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培养工作研讨

会”在学校召开。来自全国近 60 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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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辆工程学科相关领导、学者、专家

和部分特邀行业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

八月
10 日 由中国侨联主办、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

合举办的“第四届新侨创新成果交流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学校中国一澳

大利亚功能分子国际联合研究中心首席

教授张弛博士领衔的“功能分子材料及

其非线性光学性能创新团队”由于在科

技成果创新和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的杰

出贡献，作为新侨归国创新研究的代表

团队之一，被授予“中国侨界创新团队

贡献奖”。

13 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公布了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第二批）中标课题名单，由学校田立

新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我国能源

价格体系建设与能源发展战略转型研究”

项目中标，填补了学校在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招标项目上的空白。

15 日 由学校组织牵头、与华南农业

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

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农业部南京农

业机械化研究所、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

司、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共建的“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在呼和浩特隆重举行签约仪式，

标志着“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正式启动。此中心集聚了整个农

机行业 75% 的院士、80% 的长江学者、

100% 的 杰 青、75% 的 国 家 千 人、100%

的一级国家重点学科、40% 的二级国家

重点学科以及 100% 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60% 的国家工程中心、50% 的国家工程

实验室和 60% 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创

新资源，代表了我国农业装备教学、科研、

生产的国家水平。

17 日 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

选揭晓，学校共有 140 个项目获得资助，

获资助经费 7403 万元，立项总数位列

江苏省高校第五位，位列全国高校第 51

位。其中获批项目数较 2011 年同期增长

27.6%，立项经费较 2011 年增长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批重点项目 2 项，

面上 67 项，青年 64 项，联合基金 1 项。

优势学科动力工程及农业工程今年分别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这是

学校近几年来在重点项目上获得的重大

突破；面上项目占获批总数的 50%，较

去年同期增长 45.6%；青年基金占获批总

数的 47.7%。

17 日 学校附属医院妇产科护理组荣

获第二届镇江市卫生系统“杰出青年文

明号”称号。

19-23 日由清华大学主办，江苏大

学等协助主办的第 26 届国际水力学会水

力机械及系统学术会议 (26thIAHRSym-

posiumon Hydraulic Machineryand Systems)

在北京召开，校长袁寿其应邀作大会主

题报告。全球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361 名

水力机械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出席本次

大会，其中国外专家 145 名。

20-21 日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发布

了《关于公布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

批特别资助评审结果的通知》，学校共

有 8 名博士后获得特别资助，资助金额

每人 15 万元。在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中

位列第 18 位，江苏省第 3 位。截至目前，

学校博士后共获得国家特别资助项目 22

项，面上资助项目 138 项，省博士后科

研基金项目 114 项，各类博士后基金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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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项目数在全省设站高校位列前茅。

21 日 由江苏大学杂志社主办的《排

灌机械工程学报》第九届编委会二次会

议在清华大学召开，来自美国、英国、

法国、日本和中国的编委共 50 余人出席

会议。学校校长袁寿其、副校长施卫东

以及流体中心、杂志社负责人参加了会

议。《排灌机械工程学报》多次荣获教

育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刊”、

教育部中国高校特色科技期刊奖等荣誉，

已被美国剑桥科学文摘社 (CSA) 数据库

和荷兰斯高帕斯 (Scopus) 数据库收录，

所发论文全部被 Ei 数据库收录。2011 年

复合影响因子为 1.115，在农业工程类位

居 3/17，在机械工程类位居 5/86。

24-25 日 流体机械及工程国际学术论

坛在学校召开。来自 7 个国家的 7 名国

际知名流体机械专家应邀参加这次国际

论坛，学校袁寿其校长、施卫东副校长、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人以及流体中心、

能动学院 200 余名师生参加了论坛。

29 日 由省教育厅、科技厅联合主办

的全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建设与管理现

场推进会在宜兴召开，学校共获批 155家，

占全省总数的 15.3%，居全省第一位，并

在全省建设推进会上作交流发言。

九月
1 日 新学期开学。

7 日 学校召开 2011 年度“最受学生

欢迎十佳教师”表彰大会暨“常柴奖教金”

颁发仪式。获奖教师为丁娓娓、冯瑞贞、

朱轶、汤养、许潇、狄荣科、欧忠平、周辉、

韩涛、戴起勋。

7-9 日 10003 名新生顺利入学，2012

级新生接待工作圆满结束。

10 日 镇江市市委书记张敬华视察学

校，并出席学校庆祝第 28个教师节座谈会。

11 日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校长

AlaaAdb-El-Aziz 到学校参访交流。双方

就两校合作及第二届先进材料国际会议

（AM2013）筹备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与交流。次日上午，双方举行备忘录签

约仪式。

11 日 学校新增三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联合

下发了《关于新设增设和确认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2]48

号），批准学校新增“力学、电气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3 个一级学科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至此，学校已拥有 11 个一级

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1-18 日 第六届世界大学生沙滩排球

锦标赛在巴西马塞约举行，由江苏大学

组成的中国一队，经过苦战，取得了第

七名的成绩。这是目前为止中国在此项

赛事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13 日 2012 级新生开学典礼举行。

13 日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中期总

结推进会在学校召开。

15 日 学校召开“江苏大学 2012 版

本科培养计划答辩会”。

21 日 从《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全

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大赛评选结果的通

知》获悉，在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高

校廉政文化作品大赛”中，学校纪委选

送的艺术学院霍琚老师的作品《糖衣炮

弹》以及王宏奇老师、虞旭栋同学的作

品《节气》均荣获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

品大赛艺术设计类二等奖。

21-24 日 2012 年全国大学生工业设

计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广州美术学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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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艺术学院学子的 4 件参赛作品脱颖

而出，“家庭煎药机设计”、“双向座

椅设计”两项作品均荣获二等奖，“家

用高压清洗机设计”、“智能采果器设计”

两项作品分别荣获三等奖、优秀奖。

24 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在校

长袁寿其、市卫生局局长林枫、市政协

有关领导陪同下，就深化医改工作来到

学校附属医院视察、调研。

28 日 镇江市高校园区奠基仪式在丹

徒区长香路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范明

出席奠基仪式并作了发言。学校京江学

院将迁址镇江高校园区办学。

30 日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第六次来到母校江

苏大学视察，并座谈推广篆刻艺术。

十月
4 日 江苏大学举行校史博物馆开馆

仪式。建筑面积约 1500 平方米，由“百

年英华”、“三校共进”、“今日江大”

三层展厅构成，“以时为经，以实为纬”，

通过文字、实物、图片、多媒体等多种

方式，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形象地

展示了江苏大学深厚历史文化积淀、曲

折辉煌办学历程。10 月 5 日千余名 82 届

校友重返母校聚会纪念毕业 30 周年。

5 日 农机 78 级校友毕业 30 周年捐

赠仪式在图书馆西侧草坪隆重举行。

5 日 由江苏大学校友会与艺术学院

联合举办的“珍藏的记忆——大学时光

实物、照片暨校友作品展”在艺术学院

展厅开幕。

12-14 日 由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多相流

测试专业委员会主办、江苏大学承办的

2012 年全国多相流测试学术会议在学校

召开。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东南大学、中科院力学所等

18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80 余位专家学者

齐聚江苏大学，共同交流和探讨多相流

测试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未来发展。

15 日 学校召开新疆籍普通高校毕业

生培训班开班典礼，49 名来自新疆克孜

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学员参加典礼。

16 日 全省全面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

养质量工作会议在南京举行，会议总结

交流“十一五”以来全省高校人才培养

工作，并对教学工作先进高校进行了表

彰。江苏大学在此次会议上被授予“江

苏省教学工作先进高校”荣誉称号。

17 日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倪道潜来

校检查新疆籍学员培养工作，对江苏大

学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周到的生活服

务表示肯定。新疆籍普通高校毕业生来

苏培养工作是江苏省新一轮援疆工作的

重要内容，也是为新疆伊犁州、克州跨

越式发展培养一大批实用型人才的重要

举措。学校作为承担此项工作的高校，

认真落实省教育厅的安排部署，把新疆

籍高校毕业生培养工作作为事关长治久

安与民族团结大局的一项民族团结工程

抓实抓好。

18 日 江大校 [2012]228 号，关于对

行政非编常设机构进行调整的通知，决

定对江苏大学学术委员会等 62 个行政非

编常设机构组成人员进行调整。

22 日 省教育厅专家组一行 3 人来学

校检查评估“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对学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申报“江

苏省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进行实地检

查评估。校党委书记范明接见了专家组

一行。

22 日 学校召开安全稳定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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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 由国际蜂联主办，江苏大学和

中国养蜂学会共同承办、江苏江大源生

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特别协办的以“蜂

产品质量安全与人类健康”为主题的“第

四届国际蜂产品医疗与质量论坛”在江

苏省镇江市召开。来自美国、法国、俄

罗斯、日本、韩国、巴西、罗马尼亚等

20 个国家近 200 名蜂业研究领域专家学

者参加了本次论坛。江苏大学副校长程

晓农出席论坛并致辞。

23 日 江大委 [2012]37 号，关于调

整党委系统部分非编常设机构及其组成

人员的通知，决定对党委系统部分非编

常设机构及其组成人员调整。

25日 江苏大学篆刻协会成立大会举行。

27 日 科技部农村中心蒋丹平副主

任、高技术处葛毅强处长、张秀海副处

长等一行莅临学校，调研指导国家科技

计划管理工作。

28 日 陈龙副校长率领的学校“第 19

届三国三校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队载

誉归来。本届研讨会首次在三个创始学

校以外的印尼茂物农业大学举办，共有 7

个国家、12 所大学的 120 余名教师和学

生参与，共评选出 5 篇最佳论文。学校

吴润润同学的论文“Anoverviewofsurface

molecularimprintingtechniqueanditsapplicat

ioninen-vironmentalandfoodanalysis（表面

分子印迹技术的综述及其在环境和食品

方面的分析应用）”和李萌同学的论文

“Thepropertiesofaluminumforautomobileen

ginecylinderbody（铝制汽车发动机缸体的

性能研究）”分别摘取了“能源领域”和“环

境领域”的最佳论文奖。

29 日 何梁何利基金 2012 年度颁奖

大会在北京举行。学校赵杰文教授赴京

参会并接受颁奖。此次赵杰文教授获得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是学校继袁寿其教授 2010 年获此荣誉以

来的第二次获奖。据评估，今年 35位“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得主和 15 位“科学与

技术创新奖”得主的科技成果和创新业

绩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中，78%

的获奖科学家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29 日 江苏大学“第二届中外研究生

学术论坛”开幕。

30 日 江苏大学“格桑花”助学团队、

周振宇同学媒体见面会在学校会议中心

举行。新华社、中国教育报等 12 家国家、

省市级媒体齐聚学校，对学校志愿服务

工作的明星团队、优秀学生代表进行集

中采访报道，关注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

优秀成果。

在此之后，新华日报、现代快报、

中国江苏网、镇江日报、京江晚报等多

家媒体均发表长篇稿件，图文并茂地报

道江苏大学人才培养的优秀成果。报道

发表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目前已

有人民网、凤凰网、新浪网等 50 多家媒

体转载，并有数家媒体联系进一步采访

报道事宜。

十一月
3 日 由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及江苏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江苏大学承

办的“2012 年能源动力与新材料”全国

博士后学术论坛在江苏大学召开。

3 日 江苏大学国际检验学术论坛开幕

式暨医学检验专业办学40周年庆典举行。

3-4 日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南

京青奥会”专题设计竞赛总结表彰大会

在西南交通大学举行。在此次表彰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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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被授予“优秀院校组织奖”，

艺术学院肖晨老师获“十佳指导教师”

荣誉称号。11 月 26 日，“全国大学生广

告艺术大赛‘南京青奥会’专题设计竞

赛”获奖名单公布，江苏大学学子共获

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8 项、

优秀奖 10 项。

4 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在“喜

迎十八大”系列专题节目中，报道了江

苏大学“喜迎十八大笑脸秀风采”活动。

报道说，“江苏大学制作的笑脸墙喜庆

热烈”。作为喜迎十八大的特色活动之

一，学校组织开展“笑脸墙”活动，制

作而成的“笑脸墙”位于三江楼前，高 3.5

米，长 20 米，上面印有学校师生员工近

500张笑脸。受到了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

此前，中国教育电视台、江苏教育电视台、

镇江电视台，光明网、新华网、镇江日报、

京江晚报等也都进行了报道。

6-10 日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在上海举办。袁寿其教授主持的“新

型农业节水灌溉设备”项目在创新领域

荣获高校展区优秀奖。赵玉涛教授主持

的“高性能节能型铝基原位复合材料汽

车轮毂”项目荣获工博会铜奖。

8 日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学校师生积极收看开幕式盛况，表示要

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以全新

的精神面貌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学校

发展的各项事业。

8 日 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胡乐

鸣副司长、产业发展处王家忠处长，在

江苏省农机局产业发展处于林惠处长的

陪同下，来校考察指导。

9-10 日 经江苏省教育厅批准，由江

苏大学出版社承办的江苏省卓越工程技

术人才培养特色教材建设工作座谈会在

镇江召开。来自全省 18 所高校的 70 余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明确了“着

力建设公共基础课教材，筹划专业基础

课教材，着眼专业课教材”的发展思路，

强调了“定位准确、理念先进、能力为

重、应用为本和紧扣主线”的编写原则。

确定了计算机、电工电子、新能源开发

等专业教材的编写大纲和编写进度。

12 日 学校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王成

原教授、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贺

照明教授、新材料研究院董明东教授、

药学院郑卫平教授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李松军教授成功入选 2012 年度“江苏

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重点

创新项目、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引进

人才，获批数量位居全省高校第三。

14 日 据 11 月 14 日的校新闻报道：

根据美国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基本科学指标库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学

校工程学 (Engineering) 和材料科学 (Ma-

terialsScience)二个学科（领域）的ESI排

名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 1%。这是

学校首次有学科进入 ESI排名前 1%。

16 日 据 11 月 16 日的校新闻报道：

“十八大”召开期间，学校师生热切关

注党的盛会，通过集中收看大会开幕式、

举行学术沙龙、开展座谈等多种形式深

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新华社、《光

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新华日报》、

《镇江日报》、镇江电视台新闻频道等

多家社会媒体对学校予以关注报道。

17 日 第五届中韩行政管理国际学术

会议开幕式在江苏大学举行。来自韩国

光云大学、首尔大学、信兴大学和韩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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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等高校的 15 名韩方代表，以及来自

中国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

学和江苏大学等 20 余所高校的 40 多名

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

18 日 江苏大学第四次团代会、学代

会、第三次研代会在校大礼堂召开。大

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江苏大学第四届委

员会、江苏大学学生会第四届委员会和

江苏大学研究生会第三届委员会。

20 日 2012 年度全国石油和化工科技

奖励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学校流体中

心施卫东、袁寿其团队负责的“低成本

低能耗井用潜水泵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项目被授予科技进步一等奖，电气学院

朱熀秋团队负责的“无轴承永磁电机泵

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荣获技术发

明二等奖，流体中心朱荣生团队负责的

“石化用高效液下特种泵关键技术与推

广应用”项目、谈明高团队负责的“离

心泵节能设计关键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

项目荣获科技进步二等奖，化学化工学

院殷恒波团队负责的“高档轿车面漆用

金红石型二氧化钛技术的开发及产业化”

荣获科技进步三等奖。

20-29 日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许

化溪率校代表团一行 4 人赴英国、德国，

访问利兹大学、克兰菲尔德大学、爱丁堡

龙比亚大学和沃尔姆斯应用技术大学。代

表团与利兹大学就两校推进食品科学与工

程专业合作办学项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对合作办学项目申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解决方案，并细化了项目运行中的教学监

督和评估机制，同时双方达成进一步开展

化学化工专业合作办学的意向；与沃尔姆

斯应用技术大学共同探讨了未来合作的方

向，并提出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开展计算

机专业的合作。代表团一行对该校现有的

中文专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提出学生

交流和为学中文的学生提供语言实习环境

的意向，得到该校的赞同；与英国重点大

学爱丁堡龙比亚大学签订两校合作谅解

备忘录，初步确定从机械、电气和材料

等专业着手创建合作办学项目；与克兰

菲尔德大学，就共建联合实验室等事宜

展开了深入探讨。

21-23 日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第 16 次年会暨第 4 届“中国高校精品•

优秀•特色科技期刊奖”颁奖大会在山

东济南举行。学校《江苏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

同时荣获“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奖”，

其中，《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是连续第 4 次获得该奖项，《江苏大学

学报（医学版）》首次获得该奖项。

21 日 全国农机化科技创新战略咨询

专家组首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学校党委

副书记、副校长易中懿被聘为咨询专家。

23-25 日 江苏省工科院校第五届先进

制造技术实习教学与创新制作比赛在淮

海工学院举办，来至全省近 40 个工科院

校的 250多名师生代表参加了本次比赛。

学校基础工程训练基地的实习指导教师

杨建新荣获教师组一等奖；在机械学院

樊曙天、王志老师和机电总厂王大明、

韩立新老师的合作指导下，机械学院本

科生霍阅、薛晓峰、朱金鑫组成的数控

车床组及徐苏强、惠龙飞、赵银鑫组成

的普通车床组分别获得创新制作一等奖

和二等奖的佳绩。学校是唯一连续五次

在该项赛事中荣获教师组一等奖的高校。

24 日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副秘

书长曹士海应邀来学校为师生作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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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宣讲咨询，国家

留学基金委规划发展部高级主管江毅一

同出席。

24-29 日 第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同济大学举行。

学校作品《腾图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创业计划》、《江苏绿创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创业计划》均获得金奖，《江苏凯

源水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业计划》获

得铜奖，取得竞赛历史最好成绩。这是

学校作品在“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中

第二次同时获得 2 项金奖。本次比赛内

地高校获 65 项金奖，获 2 项金奖的高校

仅 8 家。

27 日 江苏省教育厅发文公布首批

“江苏省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名单，

学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榜上有名，成

为全省 15 个首批“江苏省大学生创业示

范基地”之一。

27 日 江苏省审计厅一行五人对学校优

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进行绩效审计。

28 日 江苏共青团运用新媒体引导青

年创新案例评选活动结果公布，学校的

《微世界大舞台》案例荣获江苏共青团

运用新媒体引导青年创新案例一等奖，

成为江苏省唯一一所获此殊荣的高校，

这也是学校连续两年获一等奖。

29 日 由江苏大学电气学院赵德安教

授组织申报并成功获批的“机械工业设

施农业测控技术与装备重点实验室”首

届技术委员会会议在学校举行。

30-12 月 4 日 九三学社第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九三学社中央领导机构，学校副校长、

九三学社镇江市委员会副主委、江苏大学

委员会主委施卫东研究员当选为九三学社

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院

士亲切接见了施卫东副校长。

十二月
3 日 新疆伊犁州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

长王刚一行 10 人莅临学校，举办了“新

疆伊犁州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招聘推介

会”。学校 200 余名研究生参加招聘推介

活动。此次活动是伊犁州首次组团来学校

招聘毕业生，共提供涉及辖市区 300 余家

各类机关事业单位的需求岗位 500余个。

5 日 学校举办科研项目经费申报与

管理培训会议。科技部科技经费监管服

务中心刘东金副主任及业务一处邵世才

处长应邀到会并作了专题辅导报告。

5-10 日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五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学

校医学部常务副主任、农工党镇江市委

员会副主委郑金旭教授继续连任、当选

为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5 日 第九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

人奖日前揭晓。学校青年志愿者崔勇同

学荣获“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

这是学校首次获此奖项。崔勇是汽车学

院在读博士生，常年参与志愿者服务项

目。2012 年，他作为中国青年志愿者海

外计划第三批圭亚那服务队队长兼临时

党支部书记，在圭亚那服务一年。

6 日 由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

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等 10 家单位共同组织的 2012 年

度江苏省创新团队评审落下帷幕，学校

张弛教授领衔的“功能分子材料及其非

线性光学性能”研究团队入选江苏省“创

新团队计划”。

7-8 日 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发展论坛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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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专业校友联谊会成立大会召开。江

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卫国等百余位师范

专业的校友与 32 所省重点中学的校长及

代表参加了会议。

8 日 学校举行“江苏省新能源汽车

协同创新中心”合作单位签约仪式。12

月 10 日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发文公布

“2012 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评

选结果”，学校申报的《弘扬雷锋精神

营造大爱校园》项目，荣获二等奖。这

是学校首次在该项评比中获奖。

10-19 日 校党委书记范明教授应邀率

人事处、图书馆、国际处负责人一行 4人，

赴奥地利格拉茨大学(University of Graz)

和丹麦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

等进行考察访问。代表团与格拉茨大学

进行了广泛而友好的交流，达成了在语

言文化、图书馆管理等方面的合作意向，

两校签署了共建“汉德语言文化中心”

的协议。在访问奥尔胡斯大学期间，范

书记等参观了学校“国家青年千人”、“省

双创人才”董明东博士所在的交叉学科

纳米中心（含实验室），领略了国际一

流学科的科研环境。范书记与奥尔胡斯

大学 LauritzB.Holm-Niels-en校长探讨了

办高水平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路，

两位领导一致认为学科交叉、国际交流

合作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有效途径，并

就学校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达成了意向。

12 日 根据 2010-2011 年中国人民大

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综合评价

数据和评审专家组评议，学校主办的《高

校教育管理》被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和书报资料

中心评选为 2012 年版“复印报刊资料”

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并获得荣誉证书。

12 日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

公室正式公布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 2012 年度课题评审立项结果，学校

教师教育学院范微微老师申报的《中小

学公民教育课程内容体系的国际比较研

究》、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陈权老师

申报的《“情商”对高校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影响及教育对策研究》被列为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基金项目。

这是学校首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

项目，实现了国家教育学研究项目零的

突破。

15 日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建院三十周

年庆典暨管理精英校友俱乐部成立大会

在学校大礼堂举行。近 30 所省内兄弟高

校相关学院领导，江苏大学各职能部门

和学院负责人，管理学院离退休老领导、

老教师、历届毕业校友代表和全院师生

员工近 2000 人参加了庆典大会。

15 日 江苏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揭

牌仪式举行。庆典大会上，江苏大学管

理精英校友俱乐部正式揭牌成立。易中

懿副校长、连云港市政协主席仲琨共同

为“管理精英校友俱乐部”揭牌。

15 日 江苏大学纳米医学研究所揭牌

仪式在江苏大学附属昆山医院举行。

15 日 江苏大学校友会财经分会成立

大会在江苏大学会议中心举行。张济建

副校长发表讲话，对江苏大学校友会财

经分会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和希望。

江苏苏美达集团副总裁蔡济波、财经学

院党委书记陈留平共同为江苏大学校友

会财经分会揭牌。财经学院院长孔玉生

与五家单位签署了共建实践基地协议。

18 日“江大一众森源”产学研基地

签约仪式暨吴炯教授报告会在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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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

18 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十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闭幕。学校副校长、

镇江市政协副主席、民革镇江市委员会

主委宋余庆教授连任、当选为民革第

十二届中央委员。

20 日 以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市杜马

主席兼市长科利亚金．（乔治）先生为

团长的斯塔夫罗波尔市政府代表团一行 3

人来校考察访问。校长袁寿其会见了代

表团一行，双方一致希望在专家互访、

学生交流等方面开展实质性的合作。

21 日 “江苏大学一上海电驱动有限

公司”产学研基地签约仪式在江苏大学

汽车工程研究院举行。江苏大学副校长、

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陈龙代表学校、张

彤代表上海电驱动有限公司在产学研基

地协议上签字。协议约定，江苏大学与

上海电驱动有限公司在科学研究、成果

转化等方面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正式建

立产学研合作基地。

21 日 学校举行办公室系统“四创优、

四提升”活动启动仪式。校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易中懿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21 日 江苏大学流体中心成立 50 周

年庆典大会在校举行。党委书记范明、

校长袁寿其及相关校领导，以及各职能

部门、部分学院负责人，流体中心离退

休老领导、老教师、历届毕业校友代表

和全体师生员工近 300 人参加了庆典大

会。

22-24 日 第六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

大会暨 2012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年会

在常州举行。学校副校长施卫东研究员

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农业工程

研究院李耀明教授等完成的“高性能油

菜联合收割机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

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施卫

东代表学校上台领奖。

24 日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党组副书记李明朝，江苏省政协原副主

席、党组成员武继烈等十一届省人大代

表（镇江团）一行 30 余人，在镇江市人

大常委会有关领导，校党委书记范明，

校长袁寿其，副书记、副校长易中懿等

校领导的陪同下视察学校。

26日 江苏大学篆刻艺术研究会成立。

26 日 2012 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

第六届学术大会•学术聚焦——“扶持

中小企业与发展实体经济”论坛在学校

召开。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德海出

席了开幕式。

26 日 2012 国际青年创新大赛总决赛

在北京大学落下帷幕。管理学院张怀胜

老师指导的 T．N.T 团队（成员为王云元、

谈骏栋、陶焱霞、唐治国）在创新管理

比赛中获得三等奖。

27 日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 2012 年度

“江苏特聘教授”人员名单，学校药学

院郑卫平、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贺照明、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李松军、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邹小波和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刘路等五位教授入选。

2012 年学校获批江苏特聘教授人数位居

全省高校第一，截至目前，学校共有江

苏特聘教授 8 人。

27-28 日 江苏省第一届大学生创新创

业成果（项目）交流会在南京举行。学

校荣获“江苏省第一届大学生科技创新

创业成果（项目）交流会”优秀组织奖。

学校有 2个创新创业项目获得“最具潜力”

项目，1 个创业社团获得“最具活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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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1 个项目参加大会现场签约仪式，获

奖数量位居全省高校前列。

28 日 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中国

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2013-2014）》

正式发布，《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被评为“RCCSE 中国权威学术期

刊”(A+)，《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排

灌机械工程学报》、《高校教育管理》

被评为“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28 日 学校召开“纪念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成立 20 周年暨第四次总结表彰

大会”。教育部关工委副秘书长郭春开、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葛高林、校

党委书记范明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

关工委副秘书长张勇、江苏省关工委副

秘书长朱楚英，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

兄弟高校关工委来宾，以及学校师生代

表共计 260 余人参加了表彰会。

28 日学校梅强教授主讲的《创业人生》

视频公开课作为教育部 2012 年精品视频

公开课建设计划项目在中国视频公开课网

站——爱课程网正式上线。这是学校质量

工程“国字头”工程的一项新成果。

28 日 江苏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颁奖晚会在南京举行。

学校出版社出版的《张雅琴：一位女支

书和她的新农村创业传奇》荣获文艺类

图书奖。这是继《飘舞的黄丝带》荣获

江苏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之后，出版社图书再次获此殊荣。

此前，《张雅琴：一位女支书和她的新

农村创业传奇》还入选了江苏省“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双百’出版工程”

重点项目。另悉，在江苏省政府组织的

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

中，学校出版社出版的《六朝画像砖研究》

和《学校道德生活的管理透视》荣获二

等奖，《有容乃大——辽宋金元时期饮

食器具研究》、《江苏大学志（全三卷）》、

《梦溪笔谈注》和《民国江苏省会镇江

研究》荣获三等奖。

29 日 江苏大学“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推进会”在会议中心召开。梅强

作了题为《深化改革锐意创新——全面

提升卓越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报告，

并对拟出台的《关于在实施卓越计划过

程中打造“教学改革特区”的若干意见》

等 6 个文件作了简要说明。袁寿其校长

作了讲话。他强调，“卓越计划”是一

项带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教学改革与建

设工程。下一阶段的工作要着眼于三个

方面：一是要加强队伍建设，造就高水

平的工程型教师队伍；二是要加强基地

和实验室建设，确保校企联合培养目标

实现；三是要积极开展卓越计划试点专

业的国际化认证，努力与国际接轨。

30 日 由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省委

老干部局、江苏省人力社会保障厅联合

组织开展的创建服务离退休干部示范社

区活动评审结果揭晓，学校获批“江苏

省服务离退休干部示范社区”。学校是

江苏省唯一一个校园、社区相融合的特

色示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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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5 日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周光宏一行

5 人来学校考察。周光宏校长对学校事业

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并希望两校

进一步加强在农业机械、食品科学等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

7 日 学校梅强教授主讲的《创业人

生》视频公开课作为教育部 2012 年精品

视频公开课建设计划项目在中国视频公

开课网站——爱课程网正式上线。这是

学校质量工程“国字头”工程的一项新

成果。

9 日 学校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王成

原、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贺照明、

新材料研究院董明东、药学院郑卫平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李松军五位教授成

功入选 2012 年度“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引进计划”重点创新项目、重点

学科、重点实验室引进人才，获批数量

位居全省高校第三。截至目前，学校已

有 7 人入选“双创计划”。

9 日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 2012 年度

“江苏特聘教授”人员名单，学校药学

院郑卫平、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贺照明、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李松军、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邹小波和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刘路等五位教授入选。 

2012 年学校获批江苏特聘教授人数位居

全省高校第一，截至目前，学校共有江

苏特聘教授 8 人。

9 日 学校张弛教授领衔的“功能分

子材料及其非线性光学性能”研究团队

入选江苏省“创新团队计划”，标志着

学校创新研究团队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11 日 学校荣获“江苏省服务离退休

干部示范社区”称号。学校是江苏省唯

一一个校园、社区相融合的特色示范社

区。

11 日 中共镇江市委党建考核组对学

校 2012 年度基层党建工作“三级联述联

评联考”和争创“党建工作先进单位”

活动进行检查考核。考核组对学校党委

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党建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科学化给予了较高评价。

14 日 中国扶贫基金会对学校在“善

行 100”活动中的突出贡献致函表示感谢。

这是学校第二次受到中国扶贫基金会的

表彰。2012 年，学校共筹得善款 134300

元，在全国 100 所参与高校中取得了排

名第 18 名的好成绩。此外，1 人获“优

秀指导老师”称号，1人获 “优秀组织者”

称号，152 名同学被评为“善行 100 星级

志愿者”。

 

23 日 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江苏省出席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学校袁寿

其校长光荣当选。

二月
4 日 江苏省教育厅朱卫国副厅长一

行来学校看望慰问寒假留校学生，为留

校学生送来慰问金和新春的祝福。朱卫

国一行还分别来到本科生和研究生宿舍，

与同学们进行亲切交谈，并在学生四食

堂与留校学生共进午餐。

4 日 “江苏大学海外留学生蛇年春

节联欢会”在校第四食堂隆重举行，海

外教育学院近 200 名师生参加。袁寿其

校长来到联欢会现场，为留学生们送来

新春的祝福，并抽取幸运观众、送上新

年礼物。袁校长还和现场师生一起通过

镇江电视台民生频道、新闻频道向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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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表达新春祝福，将联欢会的气氛推

向高潮。

22 日 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南京

召开。学校荣获一等奖 2项，二等奖 3项、

三等奖 1 项，全省仅南京大学、东南大

学与学校获得两项一等奖。程晓农副校

长代表学校上台领奖。此次颁奖大会上，

共有 199个项目获评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其中，一等奖 17 项，二等奖 60 项，三

等奖 122 项。学校赵杰文团队主持完成

的“食品质量智能化评判和数据处理研

究”、朱熀秋团队主持完成的“无轴承

永磁同步电机及其驱动控制技术”两项

成果获一等奖；程晓农团队主持完成的

“高端装备用管不锈钢新材料与核心制

造技术研究开发”、王谦团队主持完成

的“柴油机燃油喷射与燃烧系统关键技

术研究及应用”、袁建平团队主持完成

的“低比速离心泵优化水力设计与系统

节能技术及应用”三项成果获得二等奖；

杨平团队主持完成的“轮系机械智能进

化机制与设计策略研究”获得三等奖。

此外，学校附属医院、附属人民医院主

持完成的项目共获得 3 项三等奖。

23 日 学校召开三届二次教职工和工

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全校干部教师大会。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校长工作报告、

工会工作报告，听取了学校财务工作报

告、提案工作报告、工会经费审查报告。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教代会实施办法。

会议期间，全体代表认真履行代表职责，

围绕校长工作报告、工会工作报告、教

代会实施办法等展开讨论，提出了一系

列事关学校发展和教职工切身利益的提

案和建议。

25 日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公布了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根据

《关于反馈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的函》（学

位中心[2013]7号）文件，学校农业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食品科学与工

程和机械工程等 4 个学科得分位次进入

前 30%，其中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

程 2 个学科得分位次进入前 20%。学校

第三轮学科评估实现了重大突破。其中

农业工程列全国第 5 位（前进了 2 位），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列全国第 12位（前

进了 5 位），食品科学与工程列全国第 8

位（前进了 3 位）。学校同时参加第二

轮和第三轮学科评估的 10 个学科本次相

对排名或绝对排名位次显著前移，可以

说全线飘红。此外，学校首次参评的其

他 15 个学科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

是力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化

学工程与技术、统计学、基础医学和马

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在排名上均处于同

等学位授权级别学科的前列，甚至要高

于部分一级博士点学科。

25 日 学校举行 2012-2013 学年第二

学期升国旗仪式。

26 日 为备战 2013 年 6 月 29 日 -7

月 6 日在韩国仁川举行的亚洲室内五人

制足球女子比赛，中国五人制足球女子

国家队首次组队在四川成都集训。学校

管理学院谢钰佳、杨凤嫱和许效博三名

同学入选五人制足球国家女队。此前，

学校女足于 2011、2012 年连续两次进入

全国比赛前三名。

26 日 首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颁

奖大会在南京召开。学校出版社出版的

图书《先进激光制造技术》（作者张永

康等）获出版物奖中的图书奖（科技类）；

《灾难医学》（作者王一镗）获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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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中的图书奖提名奖（科技类）2项大奖，

在全省高校出版社中名列前茅。

27 日以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副

总领事兼高级商务专员裘恩瑞（Eric 

Pelletier）先生为团长的加拿大教育代表

团一行，对学校进行了考察访问。双方

在会谈中都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希

望在已有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宣

传推广，拓展合作平台，在 2+2联合培养、

学生交流、教师互访以及在校生毕业后

深造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此外，来访

的加拿大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三省

的教育官员以及麦吉尔大学、女王大学、

圣玛丽大学、皇家大学、多伦多百年理

工学院和汤姆逊大学等六所高校的代表，

也分别介绍了各自院校的强势学科和已

有的国际合作项目，希望会后进一步联

系，细化合作项目，强强合作，以期达

成共赢。

28 日 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发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江苏大学发明专

利授权量为 387 件，居全国高校第 16 位，

较 2011 年前进 25 位；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为 801 件，居全国高校第 35 位，较

2011 年前进 5 位。

28 日 在召开的江苏省高校共青团工

作会议上，团省委通报了 2012 年度全省

高校共青团工作年终考核结果，学校团

委和京江学院团委双双获评“优秀”。

三月
1 日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冯

刚来学校调研。冯司长参观了学校的校

史馆及校园，听取了学校学生工作汇报，

他对学校工作表示肯定，希望学校继续

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

方法，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

效。

2 日 全国高校团委书记电视电话培

训会召开，学校作为全国 6 所发言高校

（江苏省仅一所）之一，应邀在本次培

训会上交流工作经验。校团委书记陈文

娟赴宁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作了题为“强

基固本 开拓创新 努力推进学校共青团

事业科学发展”的交流发言。学校在交

流发言中主要介绍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做好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四力法”，

即“功夫在事前，请党政‘给力’；找

准切入点，向外界‘借力’；项目化管

理，共谋‘合力’；针对性服务，合理‘分

力’”的工作方法；二是运用新媒体加

强和创新学生引导服务工作，即运用“江

大青年手机报、短信服务平台、微博”

三大新媒体平台引导服务青年的具体做

法和成效。

2 日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主席、国

家节水灌溉北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教

授级高工高占义，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

供水技术协会秘书长鞠茂森一行应学校

流体中心邀请来学校交流。

5 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分别于 2013 年 3 月 5 日和 3

月 3 日在北京开幕。全国人大代表袁寿

其校长、全国政协委员宋余庆副校长已

赴北京出席全国“两会”。

5 日 2013 年全国“两会”正在北京

举行。学校师生积极关注“两会”进展、

认真学习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全体在校校领导在行政 1 号楼 201 会议

室集中收看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开幕式。此外，学校在讲堂群 1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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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厅设立了观看点、便于学生集中收

看，党委组织部、纪委办公室、机关党

工委、京江学院、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

学院等二级单位也在本单位范围内组织

了集中收看。

6 日 党委宣传部召开全校“两会”

精神学习座谈会，来自各党工委、党委、

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的教师代表二十余

人参加座谈。

7 日 李盛霖校友当选全国人大财政

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刚校友当选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刚刚

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上，大会表决通过了十二届全国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名单。学校李盛霖校友当选

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盛霖校

友于 1965.07-1970.08在镇江农业机械学

院（学校前身）农机系农机专业学习。

另悉，在前不久结束的广西壮族自治区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三

次全体会议上，学校陈刚校友当选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陈刚校友，

于 1978.10-1982.07在镇江农业机械学院

（学校前身）农业机械化系农业机械修

造专业学习。陈刚校友此前任柳州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党的十八

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7 日 全省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在南

京召开，学校材料学院赵玉涛教授被授

予江苏省第五届“十大杰出专利发明人” 

荣誉称号，这是学校首次获此殊荣。

11 日 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获悉，每两年开展 1 次的优秀出版物奖

（图书奖、教材奖）评审结果已经揭晓，

学校副校长梅强教授主编的教材《管理

学——创业视角》荣获 2012 年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出版物奖（教材奖）二等奖。

11 日 江苏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 498

个项目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学校 2 项成果获二等奖，11

项成果获三等奖，另有 2 项合作成果分

获一等奖和二等奖。获奖总数和二等奖

数目均创历史新高。梅强教授团队“中

小企业安全生产管制研究 - 基于生命价

值理论视角”（著作）、赵喜仓教授团

队“中国 R&D 统计理论、方法及应用研

究”（著作）荣获二等奖，“江苏大学志”

等 11 项成果获三等奖。

11 日 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

国人大代表、学校袁寿其校长结合财政

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印发的《关于

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提

交了“凸显研究生教育战略地位，加大

研究生资助力度”的建议。截至目前，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

日报》、《中国教育报》、《经济日报》

等主流媒体纷纷聚焦这一建议，均在重

要版面和显著位置对这一建议予以报道，

中国江苏网则对袁寿其进行了视频专访。

《人民日报》在 3 月 9 日第 10 版的

两会特刊文章《文化教育：传承民族血

脉》一文援引了袁寿其的观点：这几年，

很多有意深造且具一定学术潜力的学生

由于家庭不富裕、研究生补助较低，不

得已匆匆踏上工作岗位，还有一些到奖

学金更高的国外深造，造成优秀研究生

生源流失。在国家取消公费研究生后，

这一问题将更加凸显。在渴求创新型人

才的阶段，袁寿其建议加大对研究生的

资助力度，如根据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

区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确定相应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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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标准；完善研究生教育“奖、助、补、

免”等多元资助体系，确保不让一名优

秀学生因经济困难放弃深造；将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覆盖面从在校生总数的 5% 提

高到 20%-30%。

《新华日报》在 3 月 9 日第 A04 版，

以《加大研究生资助力度让困难学子安

心读书》为题介绍了袁寿其这一建议的

背景及内容。报道援引袁寿其的观点：

研究生较高的学业和生活开支与偏低的

资助标准之间的矛盾，将导致部分一流

学生因经济困难而不得不放弃考研，或

选择申请国外优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因此，国家取消公费研究生后，要鼓励

各高校设立学校层面的奖学金，加大对

经济困难优秀学生的资助力度，提高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覆盖比例。此外，要明

确规定导师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经费用

于研究生科研津贴，对这笔经费单列账

户、专款专用，切实增加研究生的经济

来源。

《中国教育报》在 3月 6日的报道中，

阐述了袁寿其的观点：国家和社会应形

成正确的导向，研究生教育不是大众化

高等教育的扩展，而是精英教育的上移，

接受研究生教育应该是一种荣誉，而不

是面对就业压力的无奈选择。研究生教

育是培养高端创新型人才的主体，国家

应该从战略高度加强重视，加大研究生

资助力度。《经济日报》围绕这一话题，

以《不能让人才因为穷放弃深造》为题

配发了相关报道。

除此以外，袁校长还就科技创新等

其他话题接受媒体采访、发表见解。《光

明日报》在 3 月 6 日《学习是政治勇气

和智慧的源泉——江苏代表团讨论政府

工作报告》一文中，刊载了袁寿其的一

段原话。袁寿其说，时下学习之风大兴，

让人能真切感受到一股向上的力量。在

党和人民的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的今

天，再提学习的重要性，让大家有不断

学习的欲望，为自身带来本领和自信。

古人说“后治而先学”，就是先学习而

后从事管理，学习好才能管理好、服务

好。很多代表表示，“八项规定”出台后，

学习的时间更多了，要抓住机会学个够，

学得好。 

袁校长在“两会”期间积极履职建言，

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除了上述媒体

给予报道外，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

人大网、凤凰网、中国经济网、教育部

门户网站、江苏教育等多家媒体转载刊

发了相关报道。3 月 8 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人民大会

堂西大厅，同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的江苏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审议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和学校袁寿

其校长握手，并亲切交谈。

12 日 江苏大学 2013 年自主招生考

核工作圆满完成。

13 日 教育部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傅国

亮一行，在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

葛高林陪同下来学校进行调研，并召开

了高校关工委工作座谈会。

15 日 镇江市委书记张敬华一行来校

视察篆刻艺术推广工作，深入了解学校

篆刻艺术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和初步成

效。经过四个多月的推广，学校师生共

创作了 50 余方十八大报告关键词印章、

江大校园文化景点印章、江大人物春

秋印章、江大校史足迹印章、十二生肖

创意作品等专题篆刻作品，这些作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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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在梦溪印社进行了展示。

16 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论坛

开幕式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学 40 周

年建院 20 周年庆典隆重举行。

18 日 校党委举行仪式热烈欢迎出席

“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

员归来。

21-22 日 国家留学基金委来华部副

主任李婷婷一行 5 人考察学校，听取学

校关于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汇报，并作

相关指导。

22 日 学校召开 2013 年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会议。

22 日 学校召开会议传达全国“两会”

精神。

23 日 江苏大学 2013 年校友工作会

议暨湖南校友会成立大会在湖南省衡阳

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校友会的 40 余位

负责人及湖南部分校友代表参加了会议。

24 日 江苏省高校后勤工作先进集体

检查组一行六人来到学校，对学校申报

省后勤工作先进集体进行实地检查。

28 日 2013 年全省教育系统宣传思

想工作视频会议在南京举行，学校荣获

“2012 年度江苏省教育宣传工作先进单

位”称号，这是学校继去年获得“2011

年度江苏省教育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后，

再次获此殊荣。

四月
2 日 中央电视台、新华日报等主流

媒体报道邵仲义生前感人事迹。继前日

有关媒体发表报道后，中央电视台、新

华日报等主流媒体继续跟进、深度报道

这一事件。4 月 1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

道“共同关注”栏目以《江苏镇江：江

苏大学“爱心老人”裸捐辞世》为题，4

月 2 日，新华日报以《追思会上“揭秘”

一位老人缕缕爱心》为题，多角度、长

篇幅地报道了邵老生前默默无闻、无私

帮助贫困大学生的感人事迹。

2 日 由江苏大学承担、江苏沃得农

业机械有限公司和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

限公司共建的“江苏省农业装备与智能

化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项目通过验

收。

3 日 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司长陈传宏、

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李奇一行来校调研

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研究工作。

3 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继前一天

“共同关注”栏目播出之后，在“新闻

直播间”再次以《爱心老人邵仲义“裸捐”

离世》为题播发了专题报道。4 月 2 日晚

的中国教育电视台以《“百万善翁”教

师最后的“裸捐”》为题，播发了长达 4

分 30 秒的长篇报道。此外，北京卫视、

东方卫视、江苏教育电视台等多家电视

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集中报道。

4 日 中国教育报在头版头条位置，

以《“当代武训”邵仲义感动社会》为

题大篇幅报道了邵仲义的爱心事迹。当

日，光明日报也发表文章《一辈子资助

学生的“爱心爷爷”》，记述了邵仲义

一生默默关爱学生的感人事迹。

7 日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发出《关

于印发江苏大学关工委搭建工作平台经

验的通知》（苏教关委 [2013]3 号），

要求全省各高校关工委向江苏大学关工

委学习，推动关心下一代的工作水平再

上台阶。

8 日 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3 年全省高

校辅导员示范培训项目评审结果，9 个项

目被确定为示范项目，学校“大学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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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指导与服务”与“高校院（系）

党委（总支）副书记学生事务管理能力

提升”两个项目入选。

9 日 根据教育部下发的《教育部关

于成立 2013-2017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

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教高函 [2013]4

号），学校袁寿其、梅强、许文荣、毛罕平、

刘贤兴、吕保和、刘会霞、顾寄南等 8

位教授名列其中。其中，校长袁寿其为

能源动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其他教授为相应专业和课程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学校此次入选教育部

高校教指委人数居省属高校前列。

9 日 市长朱晓明，市政协副主席、

公安局长夏新平带领市卫生、商务、农委、

工商等部门主要负责人，来到学校附属

医院，实地检查了解 H7N9 禽流感疫情防

控工作。朱晓明一行在刘东明院长的陪

同下，仔细询问了发热患者的就诊流程、

处理措施等情况，亲切慰问了奋战在防

控一线的医务人员。

10 日 由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主

办的“全国农机化科技创新战略咨询专

家组会议”在学校召开。农业部农业机

械化管理司刘恒新副司长、中国工程院

罗锡文院士和农机化科技创新战略咨询

专家组成员参加了会议，袁寿其校长出

席会议并致辞。会议研讨交流了土壤耕

作机械化等 11 个专业组组建方案及 2013

年度工作计划。

10 日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校长诺伊珀

（Christa Neuper）女士、格拉茨大学副

校长波勒席克（POLASCHEK Martin）博

士、副校长席德勒（RIEDLER Peter）博

士等访问学校。校党委书记范明、校长

袁寿其、副校长梅强等分别会见了来访

嘉宾。双方回顾了两校在孔子学院建设、

汉语国际推广方面卓有成效的合作，对

共建“汉德语言文化中心”表示热烈祝贺。

诺伊珀校长对双方在孔子学院方面的合

作表示非常满意。

11 日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大田作物

机械化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

启动会在学校召开。农业部农机化管理

司刘恒新副司长、农机化技术推广总站

李安宁副站长出席启动会。来自农业部

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

研究院等单位的 80 多位课题主要成员参

加了会议。

11 日 由学校牵头组建的“现代农业

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在江苏大学

举行了 2013年工作会议暨项目启动仪式。

根据行业需求，以企业为投入的主体，

中心重点选择了 7 个课题作为 2013 年立

项项目，予以启动，项目总经费 3400万元。

13 日 江苏大学第十二届“江大之春”

大学生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暨“声随情动，

乐由心生——江苏六大男高音讲坛音乐

会”在学校大礼堂成功举办。

16 日 由商务印书馆、海天出版社联

合出版的《中国设计全集》（共 20 卷）

在京首发。该书系统梳理记录了我国设

计产业与设计教育的发展历程，被认为

是国内第一部体系完整、容量大、学术

性强的中国设计史专著。学校艺术学院

王强和崔晋，陈见东，韩荣和张力丽分

别牵头负责了其中三卷的编撰工作。该

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二五”国

家重点出版规划图书项目、中国出版集

团公司“十二五”重点图书项目，由国

内设计学研究领域数百位知名专家历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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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其出版受到学术界和中央电视

台、人民网、《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

等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

17 日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高性

能数控刀具性能测试与检测技术平台的

研究”启动及相关标准规范（草案）讨

论会在学校举行。与会专家集中讨论了

课题中涉及的 31 项国家（行业）标准规

范（草案），学校王贵成、王树林、冯

爱新、樊曙天、裴宏杰、沈春根、朱云

明和王志等负责起草的 11 项机械行业标

准规范（草案）提交到会议讨论。校科

技处处长赵玉涛、机械学院院长任乃飞、

校“高效精密加工技术团队”全体成员

参加了会议。该课题由成都工具所牵头，

上海交大、江苏大学、株洲钻石和汉江

工具共同承担，学校王贵成教授任课题

组副组长。

17-18 日 由中国公路学会主办的“第

六届中国公路科技创新高层论坛”在北

京举行，学校陈龙教授主持完成的“乘

用车电动助力转向控制及关键零部件技

术研究与应用”项目成果荣获一等奖，

课题组代表江浩斌教授参加了颁奖仪式。

18 -19 日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主办的“汽车先进

技术基础研究中青年学者论坛”在清华

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单位

的近 150名中青年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

学校副校长陈龙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作

“汽车先进底盘复杂机电系统动力学研

究的新课题”专题报告。

19 日 中国内燃机学会七届五次常务

理事会在镇江召开。会议由中国内燃机

学会主办、江苏大学和江苏省内燃机学

会联合承办。

20 日 “东南大学、江南大学、南京

工业大学、江苏大学”四校学科建设与

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在学校召开，校

长袁寿其、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处长

杨晓江、东南大学副校长沈炯、南京工

业大学副校长巩建鸣及四校研究生院领

导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副校长施卫东

主持。 

 22-23 日 江苏省教育体制改革调研

检查组一行 4 人莅临学校，对学校承担的

部分江苏省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进行

调研和检查。学校作为江苏省 8 所国家

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高校，自 2011 年起承

担了 7 个项目的改革试点工作。本次接

受检查的是“高校人才培养体制改革——

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深

化高校产学研合作，增强高校社会服务

能力”和“扩大留学生规模”3个试点项目。

调研检查别“听取汇报”、“现场考察”、

“查阅资料”和“交流反馈”4 个环节。

23 日 江苏大学 2013 读书节开幕。

23 日 江苏大学邵仲义助学基金正式

成立。仪式上，邵仲义老师的侄女邵勤

女士将助学基金款 600326.02元正式移交

江苏大学，并向到会的三名曾受到邵老

资助的学生发放了 2013 年资助款。

26 日 学校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在

校会议中心召开江苏大学预防职务犯罪

联席会议，校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及

其办公室成员出席了会议，镇江市检察

院预防职务犯罪处处长李立云、镇江京

口区检察院徐开宏副检察长等应邀出席。

五月
2 日 据学校新闻 5 月 2 日公布，根

据美国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公布的最新排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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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学校临床医学和化学两个学科（领域）

在 ESI 学科排名中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

机构的前 1%。本次 ESI 数据统计区间为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2 月 28 日，

学校临床医学学科发表的 SCI 论文总被

引次数为 1637 次，在所有进入 ESI 临床

医学学科前 1% 的 3734 个科研机构中，

排名第 3533 位；化学学科发表的 SCI 论

文总被引次数为 3573 次，在所有进入

ESI 化学学科前 1% 的 1068 个科研机构

中，排名第 1027 位。此外，学校原来进

入 ESI 全球前 1% 的工程学和材料科学这

两个学科排名又有较大提升。至此，学

校共有工程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和

化学四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全球前 1%

学科，在全省高校中处于前列。

2 日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主

办的“中国好人榜”5月份入围名单揭晓，

学校邵仲义同志入选“助人为乐好人”

候选人。邵仲义同志生前系江苏大学退

休教职工，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不幸离

世，享年 81 岁。该同志一生兢兢业业，

克勤克俭，乐于助人。2007 年，他曾一

次性捐资 50 万元，设立“爱生助学金”，

用于资助江苏大学贫困大学生。去世前，

邵仲义同志立下遗愿，将遗体捐献给镇

江市红十字会用于祖国医学事业，近 60

万元存款捐赠给学校用于资助贫困大学

生。邵仲义“裸捐”的感人事迹在社会

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誉为“当代武

训”、“爱心老人”、“百万善翁”。

2 日 第 4 届（2013）全国高等院校

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暨第 12 届（2013）全

国 MBA 培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在南

昌航空大学落下帷幕。在 “2013 年全国

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中，校企

业竞争模拟协会勇夺团体优胜奖，“世奇”

团队获得特等奖第二名成绩，“春暖花开”

团队获得比赛一等奖。在第 12 届（2013）

全国 MBA培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中，

学校“FM974”、“梨子的神话”和“青

萍之末”团队取得三个一等奖，参赛成

绩位列江苏省参赛高校榜首。

3 日 学校在会议中心召开学科建设

工作推进会。

3 日 校团委荣获 2012 年度“全国

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是继 2004 年

以来第二次获得这项荣誉。学校是江苏

省获此荣誉的唯一本科院校。

6 日 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介

绍泵内部空化理论的中文著作《泵空化

基础》由江苏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由学校流体中心潘中永副研究员、

袁寿其研究员编著完成，并受到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水力机械的空化

特性及对策”资助。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前副校长Christopher Earls Brennen教授

为该书作序，并推荐本行业科技工作者

阅读。

6 日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网站公布了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3 批面上资助人

员名单，学校在本次申报中共获批一等

资助 9 项，位列全国高校第 8 位、江苏

省第 1 位；二等资助 20 项，在全国高校

并列第 26 位，江苏省并列第 2 位。

6 日 “2012 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评选日前揭晓。校汽车学院 07 级博士生

崔勇从全国 3000 万大学生中脱颖而出，

名列前 30 位，荣获“2012 中国大学生年

度人物”提名奖。

7-8 日 省委宣传部组织新华日报、

省人民广播电台、省电视台、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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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0 多家新闻媒体记者，来到学校，集

中采访“裸捐老人”邵仲义的感人事迹。

副校长缪子梅致词；党委宣传部部长金

丽馥从“捐资助学、裸捐离世、克勤克俭、

积极乐观”等四个方面介绍了邵仲义同

志的事迹。

8 日 国际癌症研究领域顶级期刊 

Cancer Cell（最新影响因子 26.566）在线

全文发表了学校药学院郑卫平教授课题

组与美国Case Western Reserve 大学医学

院综合癌症研究中心 Zhenghe Wang 教授

课题组合作的题为 “Gain of Interaction 

with IRS1 by p110a-Helical Domain 

Mutants Is Crucial for Their Oncogenic 

Functions” 的研究论文，报道了研究人

员在癌症研究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郑

卫平教授为该篇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江苏大学为通讯作者单位之一。

8 日 江苏省副省长毛伟明一行到学

校附属江滨医院调研医改工作。镇江市

副市长胡宗元、江苏大学副校长施卫东

等陪同调研。

8 日 学校教育部科技查新站被授予

江苏省科教系统“五一巾帼标兵岗”

10 日 学校获“2012 年度江苏高校

团干部到县级团委挂职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学校选派的两位团干部、京江学

院张文娟老师和食品学院许雷老师均获

“2012 年度江苏高校团干部到县级团委

挂职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10 日 镇江市委书记杨省世一行来校

视察调研。校党委书记范明，副书记、

副校长易中懿陪同视察。

16 日 校化学化工学院青年教师施

伟东博士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顶级

刊物 Chem. Soc.Rev.（最新影响因子为

28.76）发表题为“Hydrothermal Synthetic 

Strategies of Inorganic Semiconducting 

Nanostructures”的综述论文，系统介绍

了当前无机半导体纳米材料的水热合成

方法策略、形成机理以及相关性能的研

究进展。

14 日 江苏大学 2013 年度“伯藜助

学金”签约仪式在校会议中心举行。根

据协议安排，2013 年，江苏陶欣伯助学

基金会将资助学校 2012 级、2013 级学生

各 80 名，资助总金额达 64 万元人民币。

16 日 新华日报、扬子晚报、江苏卫

视、江苏卫视教育频道、现代快报、江

苏教育报、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媒

体跟踪报道学校“爱心老人”邵仲义先

进事迹。其中，新华日报在二版头条位

置，江苏教育报以头版头条重要位置等

刊发了长篇报道，江苏卫视“江苏新时空”

栏目播出新闻配发短评，再次掀起了邵

仲义爱心事迹宣传的新高潮。

16-19 日 第二届先进材料国际会议

（AM2013）在学校成功召开。来自美

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全球 27 个国

家和地区的百余位学者以及国内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代表参

加了本次会议。此次先进材料国际会议

（AM2013）受中国先进材料学会和国际

先进材料联合会的委托，由江苏大学等

五所院校（实验室）共同组织，江苏大

学材料学院承办。会议得到了 Journal of 

Inorganic and Organ metallic Polymers and 

Materials（无机和有机金属聚合物学报）

等十个国际学术刊物的支持。此次国际

会议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科技

日报、江苏卫视教育频道、江苏经济报

等诸多媒体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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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 教育部高教司下发《关于公布

地方所属高校“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

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的通知》（教

高司函 [2013]48 号），学校申报的“江

苏大学 -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实

践教育中心”获批成为国家级大学生校

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

20 日 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

作委员会通报表彰了江苏省高校图书馆

2010-2012 年度先进集体和优秀馆长，学

校图书馆获得“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卢章平馆长获得“优秀馆长”荣誉称号。

这是学校首次获得这两项荣誉。

21 日 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江

泽林等校友回到母校，党委书记范明、

校长袁寿其陪同参观校园。随后在会议

中心召开了座谈会，在校校领导参加了

座谈。

21 日上午 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研

讨会在北京举行。学校知识产权研究中

心唐恒主任作为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应邀参会，并以“做个务实的知识产权人”

为题进行了 15 分钟的主题发言，介绍了

学校在培育知识产权特色、创造人才发

展平台等方面的经验。

22-24 日 2013 年江苏省高校辅导员

示范培训项目——大学生创业教育指导

与服务专题培训班在学校成功举办。来

自全省 50 余所高校的 145 名辅导员参加

了此次培训。

23 日 据校新闻报道，由共青团中央、

全国学联主办，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

校传媒联盟承办，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协办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揭晓。

学校财经学院涂径同学凭借坚强的意志

克服身体残疾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奋发

向上，直面困境，经组委会审定，荣获

2012 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提名奖。

23 日 学校节约型校园节能监管平台

顺利通过住建部验收。

23 日 学校男排获 2012-2013 中国大

学生排球联赛甲级赛冠军。顺利进入下

一年 CUVA 中国大学生排球超级联赛。

23 日 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于成

立第四届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

指导委员会的通知》（教高函[2013]7号），

学校图书馆馆长卢章平教授入选为第四

届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

员会委员。这是学校首次进入教育部高

校图工委，也是本届图工委中唯一新进

入的江苏高校。

24 日 学校数字化校园（一期）主要

建设项目通过验收，验收会在校会议中

心举行，验收项目包括：数字化校园（一

期）软件开发项目、“校园一卡通”（一

期）建设项目和校网络主机房建设项目。

26 日 第十三届“挑战杯”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江苏省选拔赛决赛

在常州大学举行，副省长曹卫星来到比

赛现场，参观指导了学校同学的科技创

新作品。最终，学校 3 件由省赛入围的

作品和 3 件学校直报作品将代表学校参

加今年 10月份在苏州大学举办的全国“挑

战杯”决赛。

29 日 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在南京成立，施卫东副校长当选为江苏

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首届理事会副

会长。

30 日 美国全球教育联盟主席、西

北理工大学校长谢佐齐博士（Dr. Hsieh, 

George）等一行 6 人访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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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2 年

全省高校科技工作为江苏服务的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学校在全省 46 所本科院

校中的排名位居前列，新增科技项目、

科技基地、科技成果转化及科技项目验

收等 7 个方面的指标有 6 项位居前 5 位。

六月
4 日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2 年全

省高校科技工作为江苏服务的情况，统

计结果显示，我校在全省 46 所本科院校

中的排名位居前列，新增科技项目、科

技基地、科技成果转化及科技项目验收

等 7 个方面的指标有 6 项位居前 5 位。

4 日 我校眭建教授主持申报的“卓

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项目“临床

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被教育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批准立项。这标志着我校成为国家“卓

越医生培养计划”中第一批临床医学硕

士专业学位改革试点高校。

6 日 全省高校后勤管理工作会议在

盐城工学院召开。我校被评为“2011-2012

年度江苏省高校后勤工作先进集体”。

7 日 我校徐希明教授课题组在诱

导多能干细胞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国际

著名杂志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先进功能材料》 当前影响因子：

10.179）以江苏大学作为第一作者和通

讯作者的唯一单位 , 在线全文发表了我

校徐希明教授课题组的研究论文 Non-

viral co-delivery of the four Yamanaka 

factors for generation of 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via calcium phosphate 

nanocomposite particles (基于Yamanaka

因子非病毒纳米传递的人源诱导多能干

细胞研究 )。

8 日 农业部在全国农机化科技创新

战略咨询专家组基础上，成立了土壤耕

作机械化等 11个农机化科技创新专业组。

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易中懿研究员

当选为技术集成与区域规划组组长、农

工院院长毛罕平教授当选为设施园艺工

程组组长。我校马海乐教授、李红研究员、

李耀明教授分别当选为农产品初加工机

械化组、田间管理机械化组、收获机械

化组成员。

9 日 由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文明

网承办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

活动揭晓 2013年 5月“中国好人榜”名单，

我校邵仲义同志入选助人为乐好人。

13 日 “2012 江苏省大学生年度人

物暨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隆重举行。我校能动

学院辅导员李宏刚老师被表彰为“2012

江苏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全省 10名），

京江学院骆焱小分队获评“2012 江苏省

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

17 日 第二十届三国三校国际学术研

讨会组团会议在校会议中心召开。校长

袁寿其、副校长陈龙出席了会议。

17-20 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

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校

郭辉同学作为江苏省唯一一名大学生代

表参加了此次盛会。

18 日 我校主持的四项江苏省高等教

育教改重点课题通过验收。

18 日 2013 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颁奖典礼暨设计高峰论坛在浙江落下帷

幕。由我校艺术学院戴雪梅老师指导的

学生包装设计作品共获得一等奖 3 项、

二等奖 8项、三等奖 16项、优秀奖 12项，

戴雪梅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艺术



江苏大学  |2013|

YEARBOOK           168
OF JIANGSU UNIVERSITY

学院获得院校组织优秀奖。

20 日 江苏省首届工业设计大赛获奖

名单揭晓。我校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孙

宁娜、胡卫、胡欣怡的创意设计作品“家

用全自动煎药机”榜上有名，喜获银奖。

20 日 由我校汽车工程研究院承担的

交通运输部信息化技术研究项目“道路

交通事故链阻断方法及主动安全集成控

制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顺利通过可

行性评审，这标志着我校在交通运输部

科研项目立项实现了零的突破。

23 日 2013 年全国高校校报好新闻

奖揭晓，我校三件作品在全国高校校报

报送的 2793 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奖数

量及层次位居前列。其中，《基层，有

最美的风景》（张明平）获言论类一等

奖，《我校首个“双推直选”党支部在

食品学院诞生》（薛萍李红艳）获消息

类二等奖，《江大英语系一学生“跨界”

出版哲学书立志要做有深度的“90”后》

( 吴奕 ) 获通迅类三等奖。

24 日 镇江市校地共青团组织“结对

促发展、共筑中国梦”活动推进会在我

校举行。校党委书记范明致辞，对共青

团江苏省委和镇江团市委长期给予我校

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并对高校如何

落实好校地共建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

高度重视，精心谋划；二是要强化落实，

注重实效；三是要加强学习，改进作风。

27-29 日 2013 可积系统与数学物理

方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本次

会议由江苏大学与上海大学共同承办。

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柏灵担任本次国际学

术会议委员会主席，南京师范大学副校

长田立新等来自国内外的 30 多名专家学

者以及我校数学学科相关教师参加了会

议。

28 日 由镇江市文明办主办的“道德

讲堂”总堂第一讲，在镇江市档案馆开讲。

我校邵仲义事迹宣讲团受邀向与会的 200

多名公务员和市民代表讲述邵老的爱心

事迹，传递社会正能量。这是邵仲义爱

心事迹第二次走进“道德讲堂”。

29 日 《光明日报》在第 7 版以《高

尚信仰成就多彩青春——江苏大学大学

生党员素质工程纪实》为题、《中国教

育报》在头版头条以《让信仰与青春同

行——江苏大学实施大学生党员素质工

程纪实》为题，报道了我校实施大学生

党员素质工程的情况。

30 日 我校第三次学科建设与研究生

教育工作会议隆重召开。袁寿其校长作

了题为“坚持走高水平、有特色、国际

化发展之路，全面开创我校学科建设与

研究生教育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殷翔文副厅长作了讲话，充分肯定了我

校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取得的成

绩，深刻分析了当前学科建设与研究生

教育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并以“坚持一

个理念、抓好三项统筹、着力在六个方

面下功夫”为主线，阐述了其对学科建

设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思考与认识，同

时也对我校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希望。会议结束前，

校党委书记范明作了总结讲话。范书记

从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学科建设的重要

意义，突出重点、推进学科建设再上新

台阶，加强领导、确保学科建设各项措

施落到实处等三方面强调了做好今后一

个时期我校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工作

的总体要求，他希望全校各单位进一步

解放思想、创新举措、真抓实干，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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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岗位上为我校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工作贡献力量，为把江苏大学早日建成

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

七月
1 日 学校被评为镇江市 2010 － 2012

年党建工作先进单位。

3 日 全省高校统战工作联系点会议

在学校召开。

3 日 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

节学院奖颁奖典礼在中央电视台梅地亚

中心隆重举行。由学校艺术学院王宏奇

老师指导、吴月华同学创作的《魅力人生，

“颈项”之选》荣获苏丝丝绸命题项平

面类金奖，王宏奇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

师奖。此外，学校还荣获优秀组织院校奖，

以及优秀奖 7 项、入围奖 23 项。

6 日 第 27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俄

罗斯伏尔加河沿岸城市喀山举行，学校

女子沙排队代表中国征战第 27 届世界大

运会获第七名。这也是学校高水平代表

队首次独立组队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并取得优秀成绩。

7-11 日 2013 年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流体工程夏季大会在美国内华达州召开，

校长袁寿其研究员率领流体机械学科代

表团参加了本次大会，并作为协办单位

组织了本次大会的第 25届流体机械论坛。

大会共录用 340 篇论文，其中第 25 届流

体机械论坛共收录论文 40 篇，录用学校

流体机械及工程学科相关论文 10 篇。

8 日 江苏大学留学研究生培养研讨

会在会议中心召开。

8-19 日 江苏大学—奥地利格拉兹大

学孔子学院中学生“汉语桥”夏令营成

功举办。20 名奥地利中学生和 1 名带队

教师来到中国，以汉语为桥梁，感受了

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9 日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苏 教 社 政

[2013]8 号文）公布了首批江苏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评审结果，由学

校梅强教授领衔申报的“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研究”团队名列其中，这是学校获

批的首个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

新团队，是学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进程中在团队建设方面的新突破。

10 日 德国巴—符州双元制大学 ( 曼

海姆)校长格奥尔格·汉斯·那格勒（Georg 

Hans Nagler）教授应邀来学校访问。双

方进行了友好会谈。会谈中，双方一致

同意从校际交流尤其是学生互换开始开

展两校合作，并就学生交流涉及到的专

业、学费、住宿、学分互认等具体问题

进行了洽谈。会谈后，那格勒校长参观

了学校的校史馆，对学校的办学历史、

发展历程和现状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12 日 2013 年暑假开始。

12 日 全省高校档案工作会议在南京

召开。会上，江苏省档案局、江苏省教

育厅联合发文并表彰了全省高校档案工

作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学校档案馆荣

获“江苏省高校档案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档案馆馆长沈芳荣获“江苏省高校

档案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这是学校首

次获得这二项荣誉。此次评选先进活动，

是省档案局、省教育厅联合对近几年来

全省 130 多所高校涌现出的 35 个先进集

体与 43 名先进个人给予的表彰。

16 日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正式候选

人公布，共 318 人，学校邵仲义老师正

式入选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16 日 《光明日报》在头版以“为经

济腾飞插上思想之翼”为题对江苏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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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直面现实和服务社会情况进行

了集中报道，其中对江苏大学鲜明的办

学特色、江苏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基地

日渐彰显的特色与优势进行了关注和报

道。

16 日 国家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推

行工作启动会议暨江苏省第三期《企业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业务培训

班在江苏大学举办。来自全省 13 个地市

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知识产权中介机

构、部分企业代表共 260 人参加了本次

会议。

20 日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首次对高校

干部远程培训工作表现突出高校进行表

彰，学校被授予“2012 年高校干部远程

培训工作优秀单位”，首批获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表彰的共有 38 所高校。

27 日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

小组批准，学校文法学院李金坤教授申

报的《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项目，获

批 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实现了学校在此类项目上零的突破，标

志着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实力和水平在不

断地提升。

25 日 以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

主席汪兴国为组长，江苏省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基地工作检查组评估学校省中小

企业发展研究基地工作。

28 日 2013 年中韩青少年网瘾问题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校成功举行，本次

会议由管理学院承办。来自韩国光云大

学、明知大学、江北网瘾防治中心、首

尔市仓洞青少年修炼馆的韩方人员，以

及中国代表共计 6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29 日 镇江市隆重召开“军地互办实

事 20 周年表彰暨‘八一’军政座谈会”，

会上，学校被表彰为“镇江市军地互办

实事先进单位”。这是学校继 2002 年后，

再次获此荣誉。

八月
5 日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新力

来校调研考察，就共青团组织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听取基层团员青

年的意见和建议。

7 日 “力诺瑞特”杯第六届全国大

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

在上海交通大学拉开帷幕，我校环境学

院解清杰老师指导的《光磁耦合污水处

理装置的开发与效能研究》获得大赛一

等奖；外国语学院张芬老师指导的《高

校低碳绿色实验室模式构建研究——以

江苏大学为例》、能动学院王军锋老师

指导的《基于高压静电技术的荷电细水

雾空气净化系统》获三等奖，学校获得

优秀组织奖。

8 日 我校“天翼与你同行，信息点

燃梦想”实践团获评 2013 年大中专学生

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全国重点团队，此次评审，

全省共 6 支团队入选。

15-17 日 第十届全国智能 CAD 与数

字娱乐学术会议暨第八届全国数字娱乐

与艺术会议在我校成功举行。本次会议

由中国图像图形学会计算机动画与数字

娱乐专业委员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

能 CAD 与数字艺术专业委员会、中国系

统仿真学会数字娱乐仿真专业委员会联

合主办，我校计算机学院承办。

16-17 日 全国首届大学生农业建筑

环境与能源工程相关专业创新设计竞赛

在我校举行，竞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农

业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农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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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主办，江苏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承

办。来自 20 所大学的 31 支本科生队伍

和 17 支研究生队伍计 200 余人参加了竞

赛。我校 4 个研究生参赛队分别获得研

究生组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

18-25 日 由波兰和匈牙利学生组成

的欧洲学生夏令营来到江苏大学，开始

了一段充实、愉快、精彩的中国文化体

验之旅。这是继去年江苏大学海外教育

学院成功举办波兰学生夏令营后，欧洲

学生又一次慕名来到江苏大学参观学习。

19 日 由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主办、江

苏大学承办的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2013 年

学术年会 (CSAE 2013) 开幕式在学校隆

重举行，会议收到了江苏省副省长曹卫

星对大会的祝贺和对代表的问候。江苏

大学校长袁寿其致欢迎词，中国农业工

程学会理事长朱明致开幕词 , 美国农业

与生物工程师学会（ASABE）执行总裁

Darrin Drollinger和加拿大生物工程学会

（CSBE）主席张强分别致贺辞，农业部

农机化管理司巡视员丁翔文讲话。开幕

式由江苏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易中

懿主持。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 432 篇，

有 157 位代表宣读了论文，会议还评选

了 18 篇青年学生优秀论文。

20 日 在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

学竞赛暨“矿大杯”第八届江苏省大学

生力学竞赛中，我校学子喜获佳绩。管

志云等 8 位同学获得省级一等奖，孙登

辉等 32 位同学获得二等奖。江苏大学获

得江苏省团体一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另

外，在第八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基

础力学实验赛中，由金逸、管志云、曹

文超 3 位同学组成江苏大学代表队再创

佳绩，金逸同学荣获个人特等奖，管志

云同学荣获个人一等奖，曹文超同学荣

获个人二等奖。

21 日 江苏省高校 2013 年新聘辅导

员上岗培训班开班典礼在我校举行。江

苏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出席开班典礼

并做专题讲座。来自无锡、常州、镇江

地区部分高校的 82 名新聘辅导员参加了

培训。

22 日 我校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动员大会，全面部署我校教育实

践活动。省委第十八督导组组长、南京

审计学院原党委书记熊仁民，校党委书

记范明分别讲话。校长袁寿其主持会议。

24 日 由中国化学会催化委员会主

办、江苏大学承办的第八届全国环境催

化与环境材料学术会议在镇江成功召开，

46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8 月 24

日上午，会议开幕式在江苏大学小举行，

校长袁寿其研究员出席并致欢迎辞，江

苏省化学化工学会秘书长赵伟建和全国

环境催化与环境材料学术会议发起人、

浙江大学陈诵英教授分别致辞。据统计，

此次会议共收到 110 个单位的 315 篇论

文；安排学术报告 144 场次，其中大会

报告 6场、keynote报告 25场、邀请报告

31 场、分会口头报告 82 次，墙报展讲论

文 137 篇。充分展示了近年来我国广大

科技工作者在环境催化与环境材料领域

所取得的新成果、新进展。

25 日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飞思卡尔”

智能汽车竞赛全国总决赛在哈尔滨工业

大学落下帷幕，来自国内外 110 所高校

的 167 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我校工

业中心教师指导的创意组“御龙队”荣

获全国二等奖。

27 日 镇江市政府与我校正式签订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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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学院迁建协议。市委书记杨省世出席

签约仪式并讲话。我校党委书记范明、

校长袁寿其、副校长张济建，以及京江

学院主要负责人等出席签约仪式。签约

仪式由市长朱晓明主持。

29 日 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曹苏民率

队来我校，专题调研国家水泵及系统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和运行情况，为筹

建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专业性研究所做准

备。我校校长袁寿其，江苏省生产力促

进中心主任胡义东，镇江市副市长李世

收，副校长程晓农、施卫东出席了调研

活动。

 29 日 江苏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

公布 2013 年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

名单的通知》（苏教高 [2013]15 号），

我校梅强教授编著的《创业基础》等 8

部教材获评省重点教材立项建设项目，

其中，5 部为修订教材，3 部为新编教材。

此次我校限额申报的 8 部教材全部获批

立项，立项率达 100%，居全省高校前列。

30 日上午 我校在小礼堂召开新学期

干部教师大会，部署今年下半年学校党

政主要工作。会议由校党委书记范明主

持。校长袁寿其代表学校党委和行政作

工作报告。

30 日 江苏大学和昆山市人民政府在

昆山召开了“卓越工程师计划”校企联

盟研讨会。我校副校长梅强、昆山市副

市长党建兵出席会议。会上，我校与第

一批四家企业签订了共建卓越计划校企

联盟的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人才

培养体系、实践基地、教材课程、师资

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学校将在各

个方面创造条件，确保卓越计划在昆山

的顺利实施。

31 日 我校“首届创新工程设计暑期

项目”代表队凯旋归来。电气学院潘天

红教授、计算机学院朱轶副教授带领的

“创新工程设计暑期项目”代表队一行

18 人，参加在日本山口大学举行的为期

2周的“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工

业创新设计，园满完成各项任务凯旋归

来。在各组设计中，我校代表队成员表

现活跃，积极思考，提出观点，并参与

完成创新作品，充分展现了学校学生的

学术水平。我校将在 2014 年承办“第二

届创新工程设计暑期项目”。

九月
1 日 美国校友会代表团姜启青、刘

本林校友一行专程返回母校，洽谈与学

校相关合作事宜。校党委书记范明、副

校长程晓农分别会见了代表团一行。

2 日 新学期开学。

2-6 日 由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司主办，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承办的

“教育部高校继续教育专题研讨班”在

清华大学举办，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席

研讨班座谈会并讲话。我校副校长宋余

庆、继续教育学院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本

次研讨班学习与研讨活动。江苏省仅有

两所省属高校应邀参会。

3 日 据全球领先的学术研究和引文

数据资源Web of Knowledge网站的最新检

索显示，江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陈克

平、姚勤研究员在家蚕病毒研究领域分

别发表了 26 篇和 25 篇 SCI 论文，在全球

该领域发表 SCI 论文的 350 名学者中，排

名世界第一和第三。标志着江苏大学在

家蚕病毒研究领域已经跃居世界领先地

位。

5-6 日 2013-2017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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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动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

大会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我校校长袁

寿其应邀出席会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领导、能源动力学科 5 位资深院士以及

来自全国 30 多名教指委委员和特邀代表

出席了本次会议。

6-8 日 学校 2013级 10257名新生（含

与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培养学生 250

名）接待工作结束。录取人数再创历史

新高。

7 日 首届“豪丰杯”全国十佳农机

教师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我校农业工

程研究院李耀明教授荣获首届“豪丰杯”

全国十佳农机教师称号。全国仅有 10 名

教师获此荣誉。

7 日 2013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正式结束，通过为期四天的角逐，我

校电气学院胡智扬、焦源松、曹圆圆组

成的团队获得全国总决赛一等奖，龚在

刚团队、丁连喜团队、李浩然团队荣获

全国总决赛二等奖。此外，我校代表队

还获得江苏省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 项，

在获奖级别和获奖数量上均实现了新的

突破。

10 日 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省教育

厅副厅长丁晓昌等一行专程来到学校，

亲切慰问一线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福，并出席了

学校庆祝第 29 个教师节座谈会。专题调

研考察了我校“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 听取了我校在温室环境

控制、农业电气装备自动化、稻麦油联

合收割机、静电喷雾技术等方面研制情

况的汇报。

10 日 江苏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研究示范中心建设情况调研组一行 6 人

对我校心理健康与研究示范中心进行了

调研。

10 日上午 科技部农村司基层处处长

张洪刚、省科技厅副巡视员周贡生等一

行来校，专题调研我校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建设和申报筹备工作情况。汇报会由

易中懿副书记、副校长主持。会后，张

洪刚处长一行在程晓农副校长陪同下，

现场考察了我校流体中心、农工院和食

品学院相关实验室，以及与镇江新区共

建的江苏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示范基

地——新型社区“平昌新城社区”、江

苏大学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成果转化基地——工程化农业示范基

地“现代农业产业园”。

10 日下午 学校举办赛珍珠研究论

坛。校长袁寿其出席了论坛开幕典礼并

致开幕词。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希拉里·斯

波林 (Hilary Spurling)、美国密歇根州

立大学研究员斯蒂芬·拉赫曼（Stephen 

Rachman）、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姚君伟、

美国赛珍珠国际基金会总裁珍妮特·明

泽 (Janet L.Mintzer)、美国坦佩市国际

姐妹城协会基金会主席理查德·纽海塞

(Richard G.Neuheisel)等国内外嘉宾200

多人出席了论坛。

13 日 欧洲著名流体机械专家、德国

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机械学院教学副院

长 Martin Boehle 教授应邀来我校，作了

题为 “Lattice-Boltzmann Simulations and 

Flows inside Side Channel Pumps（用离

散格子玻尔兹曼方法模拟侧槽泵内部流

动）”的学术报告。

14 日 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主办的

2013 第五届中国汽车造型设计大赛降下

帷幕。在“汽车设计创意竞赛”单元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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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中，我校艺术学院洪德宝同学的作品

《Flyfish》 、陈凯同学的作品《Serpent》

包揽“圆点奖”一等奖，并分获最佳模

型制作奖、最佳渲染效果奖。艺术学院

沙强老师获优秀辅导教师奖。

17 日 全球战略分析公司总裁沃尔

特·克里斯特曼博士等一行，来我校进

行考察访问。校长袁寿其接待了沃尔

特·克里斯特曼等一行，并出席洽谈会。

双方就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和江苏大学合

作事宜，尤其是在现代农业和新材料等

学科方面的合作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17-18 日 德国马格德堡大学校长斯特

拉克扬等一行应邀来我校进行友好访问。

校长袁寿其、副校长陈龙会见了来宾一

行。其间，双方举行了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袁寿其校长和斯特拉克扬校长共同签署

了电气工程及相关专业合作培养的协议。

双方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在电气工程

及相关专业合作培养等方面达成一致意

见。

18 日下午 江苏大学“2012 年度最

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表彰大会暨常柴

奖教金颁发仪式”在会议中心成功举行。

这十位教师分别是：华建业、李君荣、

邱健、谷俊侠、陈永昌、周德军、赵观兵、

凌智勇、蒋书敏、程悦玲。袁寿其校长

和吕伟民书记为受表彰的“十佳教师”

颁发了荣誉证书、常柴奖教金和百年常

柴优秀员工荣誉勋章，

21 日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

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陇德率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筛查与防

治工程委员会部分专家，来我校附属医

院考评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医院申报

工作。

23 日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易中懿

带队赴苏州大学、南京工业大学进行专

题调研。调研中，我校调研团分别与两

校人员就涉及协同创新机制改革中的人

事聘任考核、科研奖励、成果归属，以

及申报材料撰写、现场答辩等关键问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调研团一行还参观了

江苏省过程强化与新能源装备技术重点

实验室、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高层次人才创业驿站等。

23-24 日 第二届流体机械及工程国

际学术论坛在我校举行。来自多个国家

的国际知名流体机械专家以及本校 200

余名师生参加了论坛。袁寿其校长致辞。

24 日 据学校要闻报道，我校出版社

图书出版工作又取得新的突破。由董德

福、史云波著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

的自觉：历史与现实》一书被列为 2013

年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物规划增补

项目；梅强著的《中国中小企业信用再

担保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许晓静

著的《等通道转角大应变技术的原理及

产业化应用》等 4 种图书被列为 2013 年

江苏省“十二五”重点出版物规划增补

项目；邵启祥主编的《医学检验实验系

列教程》等 4 种图书被列为 2013 年江苏

省高等学校重点立项建设的教材。

26 日 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解放

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

和全国妇联开展的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

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学校邵仲义同志

被授予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27 日 在南京举行的第四届江苏省道

德模范座谈会上，江苏大学邵仲义同志

被评选为“第四届江苏省助人为乐模范”。

同时邵仲义事迹走进江苏城市频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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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下”栏目

29 日 江苏省卓越工程师（机械动力

类）教育联盟成员大会暨校企合作推进

会在镇江明都大饭店举行。本次会议由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主办，江苏大学承办。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理工处处长吴爱华、省经信委副

主任周毅彪、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出

席会议并讲话。

十月
5 日 江苏大学 93 届校友毕业 20 周

年联谊会在校举行。千余名校友参加了

联谊会。学校已连续四年举办毕业 20 周

年校友集体返校活动。

6 日 江苏大学附属学校建校 50 周年

庆祝大会在学校举行。

10 日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 Miguel 

Cámara 受聘学校兼职教授。

11 日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在山东开

幕。学校艺术学院美术系教师荚立刚的

油画作品《天台向东是大海——纪念浙

江历代出海传法高僧》入选参展。

12 日 2013 年省教育厅（镇江片区

江大培训点）高校新教师岗前培训班开

班典礼在学校会议中心举行。今年在学

校参加培训的新教师共计 448 名，其中

学校本部教师 163 人，附属医院临床带

教教师 250 人。

12 日 江苏省环境诱变剂学会理事会

会议暨“食品、环境与健康”学术研讨

会在校成功举行。此次会议由学校基础

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承办。

13-19 日 由学校组织部承办的全省

第二十一期高校院（系）党政负责人培

训班成功举办。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潘漫、校党委书记范明出席开班典礼

并讲话。来自全省 102 所高校的 145 名

院（系）党政负责人参加了培训。

15 日 教育部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

育（英语授课，MBBS 项目）检查组对学

校 MBBS 工作进行了专项检查和评估，

校长袁寿其、副校长梅强出席汇报会。

专家组一行还实地考察了学校附属人民

医院、海外公寓、图书馆等场所。

15 日 学校举行学科建设目标责任书

签字仪式。

17-20 日 韩国忠南国立大学经管学

院院长吴根烨教授等一行应邀来校进行

友好访问。两校签署合作交流备忘录。

18 日 为期六天的第十三届“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在苏

州落下帷幕，学校以总分 310 分、分值

排名全国高校第 7、总排名全国第 13 的

佳绩再次捧得“优胜杯”。这是学校连

续第四次获得“优胜杯”，也是学校历

史上的第五座“优胜杯”。

19-20 日 首届“交通杯”全国博士

后网球大赛决赛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

江苏大学联队荣获冠军。

19-21 日 “水力机械学科发展战略

研讨会暨第六届全国水力机械及其系统

学术会议”在杭州召开。学校校长袁寿其、

副校长施卫东出席了会议并致辞，流体

中心 50余名师生赴会参加学术交流汇报。

会议录用学校流体机械及工程学科相关

论文 8 篇，中心主任刘厚林作了题为“离

心泵四面体网格生成及优化”的学术报

告。此外，学校还有 8 名师生在会上作

了交流发言。

24 日 学校梅强教授主讲的《创业管

理》和马海乐教授主讲的《食品加工机

械与设备》两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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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视频公开课网站——爱课程网正

式上线。截至目前，学校共有《创业人生》、

《创业管理》、《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三门国家级精品开放课程正式上线。

25 日 学校材料学院李松军教授及其

团队在研究中获得重要进展，所撰写的评

论性文章 " 尺度问题：印迹大分子的挑

战（Size Matters: Challenges in Imprinting 

Macromolecules）"在著名刊物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 (IF 26.383)上发表(DOI: 

10.1016/j.progpolymsci.2013.10.002)，标

志着学校在分子印迹聚合物研究中迈上

了新的台阶。

25 日 美国阿卡迪亚副校长 Steve O. 

Michael 等一行应邀来学校进行友好交流

访问。

25-27 日 江苏省力学学会主办，江

苏大学、镇江市力学学会承办的“江苏

省力学学会 2013 年学术大会暨 2013 年

江苏省力学学会青年论坛”在镇江成功

召开。12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26 日 学校机电总厂建厂 50 周年庆

祝大会在校举行

28 -11 月 3 日 梅强副校长率学校代

表团访问了奥地利格拉兹大学及孔子学

院、格拉兹技术大学、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奥地利中小企业政府机构（ICS）和创意

产业集团（CIS），在博士生联合培养、

中小企业合作研究等方面商定了具体实

施办法。

29 日 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细小病

毒分会主席、加拿大魁北克大学 Peter 

Tijssen 教授，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细小

病毒分会委员、法国蒙彼利埃二大 Max 

Bergoin 教授受聘学校兼职教授。

29-30 日 全国高校关工委工作经验

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学校党委书记范明

在会上作了题为《深耕绿叶工程助力光

彩事业竭尽所能为关心下一代工作汇聚

正能量》交流发言。

29 -11 月 5 日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

长易中懿教授率代表团赴新加坡、印度

尼西亚三所大学考察访问，在教师科研

合作、本科生交流学习、硕士研究生联

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科研交流

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十一月
2 日 袁寿其校长率领的由校 8 名教

师和 17 名学生组成的“第 20 届三国三

校国际学术研讨会” 代表队载誉归来。

本届研讨会在日本三重大学举行，共有

来自 9 个国家、20 所大学的 120 余名师

生参加。在本届研讨会上，学校校长袁

寿其获三国三校杰出贡献奖，另有两位

同学获最佳论文奖。

2-3 日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成立 50 周

年纪念大会暨 2013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国

家会议中心举行，江苏大学获评“中国

农业机械学会突出贡献会员单位”，袁

寿其代表学校领奖。此外，校高良润教

授获“中国农业机械发展终身荣誉奖”。

学校 19 篇论文入选中国农业机械 50 年

百篇优秀论文，按第一作者单位统计，

江苏大学排名第一。

5 日 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卫国一行三

人来到学校，蹲点基层班级，体验“校

园一日”，了解普通在校大学生的思想、

学习和生活动态，并与大学生开展面对

面交流。校党委书记范明、校长袁寿其

等陪同参加有关活动。

6 日 2013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

术奖颁奖大会在合肥举行。学校马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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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持的项目“农产品加工多模式超

声波系列设备创制及其应用研究”获得

2013 年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13 日 沿江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区域

联盟首次成员会议在学校举行。省教育

厅副厅长朱卫国，学校党委副书记、副

校长易中懿，省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

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四市 26 所高校

校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区域联盟” 

由江苏省教育厅倡导建立，目前全省共

组建了 7 个联盟，其中沿江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区域联盟涵盖镇江、扬州、泰州、

南通四市所有高校，此次会议是全省首

个联盟成员会议，标志着沿江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区域联盟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13-15 日 2013 年江苏省高校辅导员

示范培训项目——高校院 ( 系 ) 党委 ( 总

支 ) 副书记学生事务管理能力提升专题

研修班在学校成功举办。来自全省 74 所

高校的 152 名院 ( 系 ) 党委 ( 总支 ) 副

书记参加了此次研修班。

14-16 日 “2013 全国高校新媒体发

展论坛”在东南大学举行。学校团委喜

获“全国高校团委系统新媒体应用先锋

奖”。据悉，全国仅有 5 所高校团委及

３个省级团委学校部入选，学校是江苏

唯一获此表彰的高校。

15 日 中德“环境、冲突与合作”巡

展江苏大学站开幕仪式在学校举行，“环

境、冲突与合作”巡展是在德国外交部

的倡议和支持下，由德国 Adelphi 研究院

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中国有色金

属学会联合举办。本次活动由学校环境

与安全工程学院承办。

18 日 斯太尔动力欧洲总裁 Rudolf 

Mandorfer、奥地利驻上海总领事馆总

领 事 Michael Heinz 先 生， 商 务 领 事

Raymund Gradt 先生，斯太尔动力有限公

司中国总裁吴晓白先生，学校兼职教授

Karl Anton Skrivanek教授一行5人来校访

问。

19 日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创始人

陶欣伯先生一行访问学校。并向学校捐

赠了 20 万元善款。

20-22 日 由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组

织的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第四次大会在海

南省万宁市举行。江苏大学作为唯一中

国大学的代表受邀参会。

20-27 日 2013 年中国大学生排球联

赛 ( 南区 ) 比赛在昆明理工大学举行。

学校男子排球队在决赛中以 3：2 力克海

南师范大学队，获冠军。

23 日 江大附校“天使教师”李爽离

世，爱心事迹引发广泛反响，11 月 25 日

至今，《扬子晚报》、《现代快报》、

江苏教育频道、《金陵晚报》、《镇江

日报》、《京江晚报》均以大幅版面报

道了这一事件，凤凰网、人民网等知名

网站转载百余次。江大附校开展了多种

多样的纪念活动，学习李爽老师的先进

事迹。

23 日 江苏省现场统计研究会第八次

会员代表大会在学校召开。

24 日 由江苏大学、南京医科大学、

徐州医学院共同承担的“江苏省医学类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课题研

讨会在学校召开。东南大学、苏州大学

等八所医学类研究生培养单位的 28 名代

表参加了研讨会。

25 日 “学校要闻”报道，学校梅强

教授赴北京，在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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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培训中心北京主播教室，作为首位主

讲专家，为教育部“大学生创业基础的

教育与教学”全国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高级研修班学员做了题为“解读《创业

教育教学基本要求》”的讲座。

25 日 《中国教育报》深度报道学校

人才培养工作，在 6版、8版的头条位置，

分别以《让未来工程师仰望星空脚踏实

地——江苏大学探索创新型工程科技人

才培养模式》、《理性与激情同在的最

美师爱》，聚焦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大

篇幅报道了学校推进“卓越工程师计划”

和“最受学生喜爱的十佳教师”评选活动。

这也是《中国教育报》继 2012 年 7 月 17

日 7 版头条位置刊发《让“工程”名至

实归——江苏大学“卓越工程师”培养

的探索之路》之后，再次深度报道学校

卓越人才培养工作。

25-29 日 江苏大学“第三届中外研

究生学术论坛”成功举办。

27 日 学校举行“ACCA 镇江考点”

揭牌仪式暨学习培训会。

28 日 据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

委会公布，在 2013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中，学校潘昌云小组、浦志强小

组荣获全国一等奖，另有 2 组选手获得

全国二等奖，9组选手分获江苏省一、二、

三等奖。

28 日 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和靖江

市人民医院正式挂牌“江苏大学教学医

院”，标志着学校医学临床实践教学工

作在省内外又添新基地。

28-30 日 在“2013 年度脑卒中筛查

与防治工作会议暨苏州国际临床（技术）

论坛”上，学校附属医院被授予“国家

卫生计生委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称

号。成为镇江地区唯一的脑卒中筛查与

防治基地授牌单位，

29 日 “全国机械行业工程教育与创

新人才培训基地”在学校正式成立。

29 日  由江苏大学主办的首届“三

江知识产权国际论坛” 在镇江举行。来

自美国、韩国、欧盟、蒙古、加纳、中

国等 200余名产学政代表参加了开幕式。

29 日 由省文明办、团省委、省通讯

管理局和省青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 2013

年江苏好青年百人榜揭榜典礼举行。学

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 2012 级本科生佘

梅溪同学成功入选 2013年“江苏好青年”

百人榜之“最善创新奖”，全省仅 17 人。

十二月
1 日 《光明日报》一版刊发长篇文章，

以《江苏大学五年跨越三台阶》为题总

结回顾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以来学校学科

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

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

2 日 生 命 科 学 院 侯 永 忠 教 授 课

题组全部以江苏大学名义并作为唯一

通讯作者，在国际著名期刊 Oncogene

（IF: 7.35， ISI， 一区）在线发表研究

论文PPARγE3 ubiquitin ligase regulates 

MUC1-C oncoprotein stability（PPARγ E3 

泛素连接酶调节 MUC1-C 癌蛋白稳定性）。

3 日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3 年江

苏省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学校申报的

6 个项目榜上有名，其中特等奖 1 项，一

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获奖率在全省

同类高校中位居前列。获得特等奖的教

学成果为梅强教授主持完成的《“塔式”

立体化中小企业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与实践》，获得一等奖的两项成果分别

为许文荣教授主持完成的《多维教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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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优化与多元思维模式构建提升医学检

验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和赵德安教授主

持完成的《基于 CDIO 理念的地方院校电

类学生计算机应用和创新能力培养体系

的构建与实践》。江苏省教育厅将择优

推荐特等奖和一等奖获奖项目申报国家

教学成果奖。

5-6 日 江苏省高校图情工委现代技

术委员会 2013 年年会在学校召开。

7-8 日 江苏省高校实验教学与实践教

育中心联席会工程训练、机械、机电学

科组 2013 年工作会议在学校召开。

9 日 据 12 月 9 日 的 校“ 学 校 要

闻”报道，学校生物质能源研究所雍阳

春教授在能源与环境生物技术研究领域

取得重要进展。今年已连续在 SCI 一区

杂志发表高水平论文 4 篇，其中 3 篇发

表在 Bioresource Technology(该杂志在

农业工程领域排名第一 )，1 篇发表在

Bioetchnology and Bioengineering (生物工

程领域公认国际顶级期刊 ))，提出了微

生物燃料电池分子育种一系列新思路。

10 日 镇江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和市

教育局联合发出通知，在全市教育系统

广泛开展学习江苏大学附属学校小学教

师李爽先进事迹的活动，进一步掀起向

李爽学习的热潮，提升教学质量，办人

民满意的教育。

10 日 学校召开 2012~2013 学年学生

表彰大会。

10 日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府党

组成员徐南平院士一行到学校专题调研

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和运行情况。

11 日 马来西亚六所高校校长团一

行 22 人在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教育参赞

Lim Yourang 和京口区副区长张爱国的陪

同下来学校访问。

11 日 苏丹喀土穆大学校长 Mohsin 

Hassan Abdalla Hashim教授等一行应邀来

学校进行友好访问。副校长陈龙会见了

来宾，双方签订了两校合作交流备忘录，

并确定了先期合作领域。

12-14 日 江苏省高校成人教育研究

会 2013 年学术交流会在学校召开。

13 日 “江苏大学与大型企业科技创

新全面战略合作”洽谈会在学校举行。

校长袁寿其、副校长程晓农，校科技处、

各相关学院负责人及专家、22 家大型企

业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程晓农副校

长主持。程晓农副校长代表学校和企业

签订了“江苏大学与大型企业科技创新

全面合作协议”，与会的 13 个学院负责

人和企业签了订“校企重大项目与重大

成果培育协议”。

14 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祝世宁来校，

在校会议中心作了题为“境自远尘皆入

咏，物含妙理总堪寻——从 2011 年诺贝

尔化学奖准晶的发现谈起”的学术报告。

14-15 日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高校

实验室研究会在南京大学召开全省第六

次会员代表大会。会上，学校实验室与

设备管理处被评为江苏省高校实验室工

作先进集体，学校两位实验老师被评为

先进个人。这是江苏省首次评选高校实

验室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17 日 学校举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学习报告会。省委宣讲团成员、省

教育厅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沈健同

志来学校作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专题辅导报告。报告会由校党委

书记范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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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 《新华日报》以一版头题转五

版头条的形式发表文章《江大：“顶天

立地”激发产学研》，深度解析和报道

学校近五年来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产学

研工作卓有成效。在《新华日报》一版

的“今日推荐”中写到：高校的“产学

研”，向上要瞄准国家发展战略，向下

要接地气。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范明认为，

一流的人才队伍，才能创造出一流的科

技成果，才能培养出一流的毕业生人才。

18 日 据 学 校 12 月 18 日 的“ 学

校要闻”报道，世界著名出版社——

英 国 皇 家 化 学 协 会 出 版 社（RSC 

Publishing）正式出版了由学校孙建中教

授主编的英文学术专著（第一主编）：

Biological Conversion of Biomass for Fuels 

and Chemicals: Exploration from Natural 

Utilization Systems（生物质的高效生物转

化与生物燃料和大宗化学品生产：自然

生物转化系统的仿生利用与实现途径），

该书是英国皇家化学协会出版社近年来

连续出版的《能源与环境科学》大型学

术研究系列丛书的第十本（RSC Energy 

and Environment Series），具有极好的国

际影响力。 

19 日 《人民日报》教改一线专栏刊

登文章《种下一颗子，收获一树果》，

重点报道学校系统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并催生了一系列创新成果。

19 日 据学校 12 月 19 日的“学校要

闻”报道，学校申报的项目《推进“三

纵四横五协同”团建项目化体系努力实

现高校基层团组织的有效覆盖》荣获

2013 年度全省共青团工作创新创优成果

奖一等奖，全省仅 10 个项目获得一等奖

（高校 3 项）。

19 日 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

成立大会在学校召开。来自全省高校 170

人参加了成立大会。

19 日 2013 年江苏共青团运用新媒

体和文化载体引导青年创新案例评选活

动结果公布。学校选送的《大学新生“入

学高铁”——江苏大学 < 新生攻略 > 成

为引导新生融入校园的新法宝》案例荣

获一等奖（全省 10 项，高校 3 项），这

也是学校连续第三年荣获一等奖（全省

高校唯一）。

20 日 江苏省档案文化建设精品评选

结果揭晓，学校档案馆编纂的《江苏大

学年鉴（2011）》《江苏大学年鉴（2012）》

荣获“江苏省档案文化建设精品”二等奖。

本次活动的参评作品 347 项，共评出特

等奖 2 项、一等奖 15 项、二等奖 30 项、

三等奖 65 项。本次评选只有 5 所高校档

案馆入围奖项，学校是首次获得此奖项。

23 日 据学校 12 月 23 日的“学校要

闻”报道，智能控制领域专家、学校电

气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国海教授入

选 2013 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

被授予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荣誉称号。2013年省属高校仅 5人入选。

刘国海教授的成功入选，填补了学校电

气工程学科“国字头”人才工程项目的

空白，

23 日 据学校 12 月 23 日的“学校要

闻”报道，学校 6 位从海内外引进的高

层次人才成功入选 2013 年度“江苏省高

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创新人才。他们分别是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乔冠军教授，基础

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林琼教授、郑其平

教授，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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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科学研究院黄智鹏研究员以及附

属医院郑允文博士。学校获批数量位居

全省高校第三，年度入选人数再创历史

新高。截至目前，学校已共有 13人入选“双

创计划”。

24 日 江苏省属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

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学校召开。南京师范

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扬州大学以及学校等 6

所试点院校的相关校领导、招办主任参

加了会议。

25 日 学校机械学院机械电子工程系

杨平教授主持完成的一项成果“极端恶

劣振动冲击环境电子信息装备加固机理

研究 ”获得 2013 年度“中国电子学会

电子信息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二等奖”。

27 日 学校被评为“2013 年江苏省

外国文教专家工作先进集体”。

30 日 《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以《做

足特色 长处更长——江苏大学转制地方

快速发展纪实》为题，报道学校作为一

所转制高校，发挥依托行业和立足地方

的双重优势，瞄准高端目标，坚持特色

发展，转制地方后走出了一条具有江大

特色的发展之路。

30 日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协同创新暨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推进会在科技部召开，

会上公布科技部、教育部联合下文批准

成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第二批 29 所高

校名单，江苏大学位列其中，学校成功

跻身高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国家队。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 39所高校获科技部、

教育部批准成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31 日 江苏大学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

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会议暨能源发

展与环境保护战略学术研讨会在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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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6 日 校党委书记范明、校长袁寿其

率全体校领导及党办、校办、监察处、

国资处、京江学院校区建设办公室和京

江学院主要负责人赴丹徒区十里长山地

区视察京江学院新校区项目工地，并听

取京江学院校区规划设计汇报。

8 日 据 2014 年 1 月 8 日“江苏大

学新闻网学校要闻”报道，由中国管理

科学研究院武书连先生主编的《2014 中

国大学评价》一书的本年度大学综合实

力排行榜中，江苏大学排名第 63 位，比

2008 年的第 79 名上升 16 位。江苏省高

校办学综合实力进入前 100名的有 15所，

江苏大学在省内排名由 2008 的第 13 名

提升至 2014 年的第 9 名。

8 日 中丹联合实验室成立揭牌仪式

暨弗莱明·贝森巴赫院士学术报告会在

校举行。

10 日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学校李耀明教授领衔的“油

菜联合收割机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荣

获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这是学校五

年里新增的第 6 项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也是江苏大学五年来第二次获得国家技

术发明奖。

14 日 江苏大学青年拔尖人才造就对

象、青年学校带头人培育人选颁证仪式

在校会议中心举行。2013 年度“青年拔

尖人才造就对象”、“青年骨干教师培

养工程”青年学术带头人培育人选参加

了颁证仪式。

14 日 学校毛罕平教授入选江苏省第

四期“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

次培养对象。

14 日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

结大会在校召开。省委第十八督导组组

长熊仁民，副组长孟祥林及督导组全体

成员出席了大会。总结大会结束后，参

会人员对学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开展

教育实践活动情况进行了民主评议。

15 日 学校 2013 年外国留学生毕业

典礼在校举行。 5 位博士毕业生、1 名

硕士毕业生、11 名本科毕业生及相关专

业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代表、医学

生（MBBS）参加了毕业典礼。

16 日 教育部下发《关于公布第三批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项目名单及

有关事项的通知》（教高司函 [2013]132 

号）。学校赵杰文教授主讲的《现代食

品检测技术》和陈晓平教授主讲的《电路》

2 门课程获评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

建设。截至目前，学校已有 5 门课程获

评国家级精品开放课程项目。

16 日 学校党委召开二届十一次全委

（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各学院（部）、

有关研究机构、7 个条线部门及附属医院

2013年工作汇报。会议还对学院（部）、

相关研究机构的工作及机关作风进行了

测评，评选了 2013 年学校十件大事。

18 日 寒假开始。

二月
13 日 学校党委再次被省委组织部和

省委宣传部联合表彰为 “第二批全省学

习型党组织、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工作

示范点”。全省共有 30家单位党委（党组）

入选示范点，江苏大学是全省高校中唯

一入选单位。

14 日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与首批

14 家预备研究所签署培育协议，江苏大

学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

式入选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首批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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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22 日 新学期开学。

22 日 学校召开三届三次教职工和工

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全校干部教师大会。

22 日 校党委宣传部常明老师的影视

作品《舞出我人生》获全国“我的中国梦”

作品比赛三等奖。

23 日 寒假期间，校长袁寿其带队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专题调研。

23 日 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指

导，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主办的第六

届全国高校百佳网站评选活动结果揭晓，

由我校党委宣传部和校团委联合申报的

“江大青年”网站获评第六届全国高校

百佳网站。这是我校继“江帆网”获百

佳网站荣誉后，再次获此殊荣。

24 日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 2012-2013

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和谐校园评选结果，

我校喜获“2012-2013 年度江苏省高等学

校和谐校园”称号。

28 日 科技部发文（国科发 [2014]28

号）公布第五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名单，江苏大学技术转移中心获批成为

“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三月
4 日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 14 届高等

院校青年教师基金和教师奖评选结束，

我校机械学院任旭东副教授获青年教师

奖二等奖。农业工程研究院徐立章副研

究员的“潮湿脱出物多风道风选 / 多维

振动筛分方法与技术研究”、化学化工

学院施伟东副研究员的“单晶多元金属

氧化物纳米光催化剂的控制制备及其可

见光分解水制氢性能研究”项目获青年

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资助。

9 日 学校 2014 年自主选拔录取考核

工作开始，来自全省各重点中学近 300

名考生参加。

13 日 在“两会”召开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校长袁寿其经过广泛调查研

究形成的《关于增加地方高校博士学位

授权学科指标以及博士生招生计划的建

议》，受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

国教育报》、《科技日报》、《新华日报》

等多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在京期间，

袁寿其还接受了新华社、《经济日报》、《中

国科学报》、中央广播网、中国经济网、

中国江苏网等的专题采访。

14 日 学校召开 2014 年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会议。

18 日 根据《2013 年江苏省普通高

校本专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选结

果公示》，我校在 2013 年全省高校毕业

设计（论文）评选中获得佳绩。机械学

院由陈炜教授指导的陈泷同学的毕业设

计、管理学院由梅强教授指导的陈雨峰

同学的毕业论文荣获一等奖。此外，我

校还获得了 4 个二等奖、8 个三等奖和 3

个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团队，共计 17

个奖项。我校此次获奖总量全省排名并

列第三，优秀团队奖数量排名并列第一，

一等奖数量排名并列第六。

19 日 教育部科技司王延觉司长在省

教育厅副厅长殷翔文等陪同下，调研指

导学校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建设情况。

19-21 日 由江苏省教育厅主办、江

苏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承办的第三

届江苏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竞赛在我校

成功举行。

20 日 我校关工委喜获教育部第一届

“心中的感动——记教育系统关心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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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优秀人物”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和优

秀征文奖。

27 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公布

了“万人计划”第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等入选名单（组厅字 [2014]12 号），

袁寿其校长入选“万人计划”第一批

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此次全国共有 96

名专家入选该计划，江苏省仅有 4人入选。

27 日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巡视员葛

华一行来校调研后勤工作。张济建着重

从节约型校园构建、食堂管理、平安校

园建设三个方面向调研组作了详细汇报，

并对进一步提升我校后勤工作能力和水

平提出了思考和设想。

四月
1 日 国际顶尖 SCI 期刊《德国应用

化学》(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影响因子 13.7) 发表了我校

生 物 质 能 源 研 究 所 雍 阳 春 教 授 最 新

研究成果“Highly active bidirectional 

electron transfer by a self-assembled 

electroactive reduced-graphene-oxide-

hybridized biofilm,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14, doi: 10.1002/

anie.201400463”。 得到了国际同行的

高度评价。

1 日 我校召开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

修（制）订会议。

10 日 据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教研 [2014]1 号文件《教育部、国务

院关于批准 2013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的决定》，我校张永康教授指导的任

旭东博士的学位论文《基于激光冲击机

理的裂纹面闭合与疲劳性能改善特性研

究》、李耀明教授指导的徐立章博士的

学位论文《水稻脱离损伤力学特性及低

损伤脱离装置研究》荣获 2013 年“全国

优博”提名论文奖。截至目前，我校共

入选 3 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5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

10 日 2014 年美国（国际）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MCM/ICM）结果揭晓。

我校由理学院金鑫、汽车学院浦志强、

电气学院段倩组建的数学建模竞赛团队

获得一等奖。此竞赛自 1985 年开始，每

年举办一次，至今已成功举办 30 届，是

唯一的国际性数学建模竞赛，也是世界

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建模竞赛。

11 日 南京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叶国英一行 8 人来我校，就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调研。

11 日 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在市委书

记杨省世、市长朱晓明、江苏大学党委

书记范明等陪同下，来我校附属医院专

题调研医改工作。罗志军先后参观考察

了医院门诊与远程会诊中心，还就看病

难看病贵、医患矛盾、公立医院改革、

医院财政投入等话题，与大家深入交流。

11 日 “能源与环境材料发展论坛”

暨中国硅酸盐学会特种陶瓷分会 2014 年

理事工作会议在我校召开。此次研讨会

是中国硅酸盐学会特陶分会举办的高层

论坛，重点研讨特种陶瓷学术前沿和国

家重大目标需求。来自中国科学院硅酸

盐所、清华大学、哈工大、西交大、西

工大、北航等全国三十多所知名高校、

研究机构和企业的 60 余名专家参加了此

次会议。

16 日 俄罗斯莫尔多瓦国立大学校长

费多温 • 谢尔盖 • 米哈伊洛维奇等一

行应邀来我校进行友好访问。校党委书

记范明、校长袁寿其会见了来访者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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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希望抓住“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

这一契机，加快两校合作的步伐，尽早

展开实质性合作、交流。

16 日 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常务副

校长许孟祥一行访问我校。双方本着“优

势互补、共同发展、平等互惠”的原则，

就今后在管理领域开展师生交流达成了

初步合作意向，并签署了学生交流项目

协议书。

18 日 全省学校国防教育工作推进会

在淮安召开，会上宣布了江苏省首批 64

所“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名单，其中高

等院校 26 所。江苏大学名列其中。

18-20 日 “第四届全国外语教学与

研究中青年学者论坛”在我校举行。来

自全国 20 多位外语教学与研究专家、外

语期刊杂志主编和近 80 位中青年学者参

加了论坛。

19 日晚 我校首次独立举办大型戏曲

晚会“唱响青春 传承国粹——江苏大学

师生戏曲晚会”。晚会由校党委宣传部、

校团委 、关工委联合主办。 

22 日 省教育厅委派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检查组莅临我校，检查我校 2012、

2013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此检查为两年

一次的全省普查，检查结果将作为评定

“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的重要依据。

24 日 由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和长

安汽车有限公司组成的项目中期检查组

抵校，我校承担的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高效节能低摩擦内燃机零部件

表面激光微织构关键技术的研发与产业

化顺利通过中期检查。

25 日 第十届“镇江市十大杰出青年”

评选结果揭晓。我校能动学院潘剑峰教

授以其“矢志不渝，坚守三尺讲台，在

气液燃料燃烧和微尺度燃烧领域培养出

多位青年人才”的突出事迹获此荣誉。

29 日 科技部公布了 2013 年创新人

才推进计划入选名单（国科发政[2014]71

号），我校材料学院院长乔冠军、研究

生院副院长邹小波成功入选 2013 年中青

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实现我校在该人

才项目上零的突破。我校入选人数在全

省高校中并列第一。

29 日 我校第五届“十佳青年教职工”

评选结果揭晓。电气学院丁世宏、汽车

学院孙晓东、环安学院许晖、流体中心

张德胜、管理学院朱永跃、药学院魏渊、

机械学院秦犹、教师教育学院张萍、机

关吴奕、附属医院徐芳获评我校十佳青

年教职工。同时，化学化工学院王爱丽、

食品学院崔凤杰、能动学院高波、材料

学院唐华、财经学院吴继英、外国语学

院李民、计算机学院王训兵、京江学院

蒋豪、杂志社徐云峰、图书馆罗敏被评

为江苏大学“新长征突击手”。

25-27 日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

新设计大赛慧鱼组（2014）竞赛暨第八

届全国慧鱼工程技术创新设计大赛在北

京理工大学举行。我校代表队参赛作品

分获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

29 日 第五届（2014）全国高等院校

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暨第 13 届（2014）全

国 MBA 培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在湖

北武汉落下帷幕。我校管理学院张怀胜

副教授担任指导老师的参赛团队获得一

等奖。

五月
4 日 镇江市委书记杨省世，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蒋建明，副市长曹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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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来校调研并出席镇江市纪念五四运

动 95 周年暨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

4 日 南苏丹共和国驻华参赞昆巴•

蒙代先生来我校进行友好访问，副校长

缪子梅会见了来宾，双方开展了亲切交

谈。昆巴•蒙代参赞代表南苏丹共和国

感谢学校在培养南苏丹学生方面提供的

支持，希望能加强与我校的交流合作，

促进中国与南苏丹的学生交流。

5 日 《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完成

了 2013 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的统计分析

工作。我校以发表论文数 27 篇的成绩排

名全国第 23 位，江苏省第 4 位。

7 日 从团省委及镇江团市委传来喜

讯，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团委获得 2013 年

度“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 称号，冯琳

老师获得 2013年度“江苏省优秀团干部”

称号；文法学院团委获得 2013 年度“镇

江市五四红旗团委”称号，管理学院工

商 1101 团支部、临床医学院医学 1104

团支部、汽车学院交通 1101 团支部获得

2013 年度“镇江市五四红旗团支部”称

号，叶涛、杜明拴、庄伟楠老师获得“镇

江市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张之悦、

陈静婷、黄琦、杜宏、刘思铖同学获得“镇

江市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7 日 省教育厅媒体采访团聚焦我校

大学生就业工作。省教育厅组织多家媒

体对我校“大学生就业”进行集中采访。

《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新华

网等十余家中央和省级主要媒体 20 余名

记者参加了此次采访。近年来，我校稳

步推进毕业生就业质量提升工程，学生

就业创业层次持续提升，就业率保持高

位稳定。学校连续多年获评“江苏省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获评“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

体”、首批 50 所“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

经验高校”、“江苏省大学生创业教育

示范校”之一，以及“江苏省人才引进

工作优秀协作单位”。2012 年校内创业

孵化基地被认定为首批“江苏省大学生

创业示范基地”，2013 年负责的省教育

体制试点改革项目“加强大学生创业教

育与就业指导”顺利通过中期验收评估。

7 日 全省教育系统学校“关爱超市”

推广工作会议在我校召开，全省 43 所高

校和 13 个省辖市教育局关工委负责人共

100 余人出席了会议。  近十年来，我

校关爱超市向全校师生募集的衣物多达

六万余件，书籍两万余册，受助的学生

总数五千余人次，共免费发放衣服三万

余件、书籍一万五千余册；参与爱心捐

赠的师生近万人次；参与关爱超市服务

的老同志总数也已近百人。江苏大学关

工委工作是江苏高校乃至全国高校的排

头兵。

8 日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江苏

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考核验

收结果二期项目立项学科和省重点序列

学科的通知》（苏政办发 [2014]37 号），

我校二期申报的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农业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食品科学

与工程、新能源汽车和生物技术及其医

药转化六个学科全部获批立项，立项率

列全省第一，立项数全省并列第六位（全

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立项学科

共 137 个）。此外，我校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农业工程和材料科学与工程

（机械工程）三个优势学科一期建设项

目验收结果全部被评为 A 等（验收结果

分为 A、B、C 三等），位居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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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日 “全国能源动力类专业教学

改革研讨会暨优秀示范课观摩会”在我

校召开，本次会议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能

源动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主办，江苏

大学承办。来自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103

所高等院校的 400 余代表参加了会议。

10-11 日 中国共产党江苏大学第三

次代表大会在学校召开。会议认真审议

并通过了党委和纪委工作报告，总结了

五年来学校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与经

验。选举产生了由 25 名委员组成的中共

江苏大学第三届委员会，以及由 11 名委

员组成的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与会

代表建言献策，就江苏大学今后五年的

事业发展提出了良好的意见和建议。 

12 日 我校外国语学院周振宇、海

外教育学院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 Halitov 

Babur、马达加斯加留学生 Sandratrarivo 

Randriamanohisoamalala Minah等 3位同

学在“Many Languages One World （多种

语言，一个世界）”写作大赛中取得优

异成绩。3 位同学将受邀出席于 6 月 25

日至 29 日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

颁奖系列活动，包括参加国际青年论坛，

发表演讲，并将受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先生的接见。

12 日 从 Kinect for Windows 第二

届创新应用开发全国挑战赛组委会传来

喜讯，由我校计算机学院詹永照院长指

导的研究生团队荣获“全国总决赛最佳

创意奖”，该团队由潘新宇、丁泽超、

孔玮婷组成，其参赛作品为：“基于

kinect 的球迷情感分析系统”。 

15 日下午 镇江市副市长雷志强率镇

江市高校园区建设指挥部、市规划局等

部门负责人，赴丹徒区十里长山地区就

京江校区规划设计方案进行现场办公。

张济建副校长参加了本次活动，并结合

雷志强副市长一行的规划调整意见和具

体要求，提出应高度重视新校区规划工

作，统筹安排建筑物及景观布局，进一

步加快工作进度，按照人性化、现代化、

生态化要求，高质量、高水平地制定新

校区规划建设方案。

9 日 “全国高等学校医疗保险专业

第一轮规划教材”组委会在我校召开。

来自全国 20 余所举办医疗保险专业的相

关学院院长、专家学者和科学出版社编

辑参加了会议。

15-18 日 江苏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高校

部田径比赛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 

我校获甲 B 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其中女

子团体总分第一名，男子团体总分第二

名。此外，我校还分获 9 个单项冠军。

16 日 江苏大学 2014 年度“伯藜助

学金”签约仪式举行。李洪波副校长、

连桂芳理事长代表双方签订了江苏大学

2014 年度“伯藜助学金”资助协议。江

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将资助我校 2012-

2014 级学生共 240 名，每人 4000 元，资

助总金额为 96 万元，另按每生 50 元的

标准给予“伯藜学社”活动经费 1.2万元。

16 日 我校成功承办江苏省实验动物

从业人员动物实验操作技能大赛。20 多

家企事业单位 40 多位实验动物从业人员

参加了比赛。我校实验动物中心周洁老

师和殷黎静老师分别荣获一等奖和三等

奖。

18 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记者、《国

际观察》与《高端访问》节目主持人水

均益应邀来校做客“人文大讲堂”。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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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人文大讲堂主题为：“益往直前  筑

梦青春”，以访谈的形式进行。会前，

副校长缪子梅会见了水均益一行。

17 日 我校成功举办核电用泵高峰论

坛。袁寿其校长向大家介绍了我校近几

年在核电用泵领域的研究的进展。代表

江苏大学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就我校核电用泵研究做了详细的报

告。

17 日 我校获批教育部“全国个人教

育规划师认证项目”考点。 首批认证项

目考试点为 27 个，我校和南京师范大学

为江苏省首批 CPEP 认证项目考试点和培

训点，我校成为首个可以采取课程置换

以及自主命题方式进行 CPEP 授权的试点

高校。今后可以为我校师范和非师范专

业提供相关考试认证服务。

17-24 日 副校长宋余庆教授率团赴美

国和加拿大的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

韦恩堡校区、韦恩州立大学、温莎大学

和罗利尔大学考察访问，在科研合作、

师生交流、学位联授、博士研究生联合

培养等方面与对方高校进行了广泛交流、

探讨。

19 日下午 省教育厅第五调研督查组

在我校召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

体系》贯彻执行情况交流座谈会。督察

组查阅了我校贯彻执行《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测评体系》的材料，对我校工作

及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

22 日上午 “镇江人社服务‘五进五

送’江苏大学校园行”活动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包含“镇江市大学生就业创业

指导站揭牌仪式、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

座谈会、考察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举

办江苏大学专场招聘会、法律法规政策

咨询服务、技能大师与大学生面对面”

等环节。“镇江市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工作站”的揭牌成立开启了我校与镇江

市人社局深化合作的新篇章。

22 日 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研讨班

开班仪式在校举行，来自全国 22 个国家

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及其所属省级知识产

权管理部门的 100余名代表参加研讨班。

22-23 日 在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

服务创新案例大赛暨研讨会”上，我校

图书馆申报的“打破资源推广桎梏，以

社会服务促学科发展”案例荣获三等奖。

本次比赛中全国高校图书馆共有 156 个

案例参赛，江苏省仅有三所高校图书馆

案例入围决赛。

24 日 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份爱”（One 

World One Love）为主题的江苏大学第四

届国际文化节正式开幕。来自 70 多个国

家近 2000 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活动。袁寿

其校长会见了来访的嘉宾，双方就进一

步推进与各国高校间教育合作进行了交

流。

26 日  “2013年江苏为农服务大事”

系列评选活动在南京揭晓。我校由李耀

明教授领衔的“油菜联合收割机关键技

术与装备达国际先进水平”这一科研成

果入选“2013年江苏农业十大科技贡献”，

并名列该奖项榜首。

28 日下午 镇江市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张洪水率市高校园区建设指挥部及

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来我校会商推进

京江学院校区建设工作。

30 日 由我校程晓农副校长担纲指导

的《中国热处理与表层改性技术路线图》

中“中国热处理与表层改性专业人才梯

队、培养教育体制状况、发展机制与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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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设计”内容的编制和撰写任务已圆满

完成。该项工作由我校材料学院罗新民

教授、徐桂芳教授担任执笔人。

六月
2 日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李岚清在江苏省副省长许津荣、

文化部原副部长赵维绥，镇江市委书记

杨省世、市长朱晓明等陪同下，第八次

莅临母校江苏大学。李岚清视察我校校

园，同我校师生亲切座谈交流，指导我

校事业发展。

3 日 “创青春”江苏省大学生创业

计划大赛闭幕式在南京邮电大学举行，

我校以总成绩全省第四名的成绩喜捧大

赛“优胜杯”。期间，省长李学勇、南

京市市长缪瑞林、团省委书记万闻华等

领导在我校创新创业成果展台前听取了

我校创新创业团队的汇报，对我校学生

及创新创业成果给予了肯定和高度评价。

3-4 日 2014 年复杂网络理论与应用

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来自国内外 30

余所高校共 7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4 日 全国时代楷模、农业科学家赵

亚夫同志应邀来到我校，作了题为“与

农民永远在一起”的报告。

4 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德科学

中心常务副主任陈乐生教授应邀到我校

访问，就中德国际合作项目申报与我校

相关人员进行了交流与座谈。

5 日 由我校陈丽珍教授主持完成的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的主要成果《推进江

苏大中型网络商城的对策建议》，在江苏

省委宣传部 2014 年第 12 期《成果要报》

上刊发，并由省委宣传部专报江苏省政府

相关领导参阅，受到了副省长史和平、傅

自应的高度重视，分别予以了批示。同时，

鉴于其成果对江苏省领导决策和实际工作

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2014 年 5 月，江苏

省委宣传部规划办公室发来表扬信，对我

校陈丽珍教授及其课题组成员完成的科研

成果给予通报表扬。

6 日 为期三天的“华东固体力学沙

龙暨江苏大学力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

我校召开。来自华东地区固体力学领域

50 余位力学专家代表及我校部分师生参

加了本次研讨会。

6-7 日 2014 年可积系统与非线性数

学物理方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来自国内外 30 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6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10 日 我校海外教育学院留学生范氏

金银（越南）、马光（喀麦隆）参加由

江苏省委宣传部、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主办的“同乐江苏”外国人演讲比赛

并获佳绩。范氏金银获个人二等奖、团

队一等奖；马光获个人二等奖，团队三

等奖。这是我校留学生第二次参加“同

乐江苏”外国人演讲比赛，也是继 2013

年李丽（古巴）获得江苏省第三名后又

一次获得佳绩。

13 日 我校 2014 年毕业赴德国马格

德堡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团组顺利通过

德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

（APS）审核，并获得团组审核证书。我

校与德国马格德堡大学有着长期合作交

流关系。从 2006 年始迄今已有 30 人在

该校学习。

14 日 由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机

插水稻稀植栽培新技术》一书的首发式

在句容举行。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近年来

国内机插水稻稀植栽培技术相关出版物

的空白。该书为“日本现代农业实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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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丛书”的首部作品，该丛书被列入江

苏省“十二五”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和

国家“海智计划”项目。

16 日 我校女足在江苏省第十八届运

动会高校部高水平组足球赛中夺冠。

16 日下午 全国人大代表、省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咏红召集部分在

苏全国人大代表来我校附属医院专题调

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

17 日上午 受省教育厅委派，“江苏

省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中期检查工作组

来我校考察。通过深度交流和全面了解，

检查组认为我校基地建设工作特色鲜明、

理念先进、成效显著，特别是“纵向层级

推进载体建设、横向多元协同创业资源”

的创业实践工作体系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

广泛的影响力和辐射示范作用。

18 日下午 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教

育厅、团省委、省禁毒办联合举办的江

苏省大学生禁毒辩论赛总决赛在南京举

行，学校辩论队获本次辩论赛总决赛的

冠军。

18 日下午 镇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朱

晓明一行来校调研。朱晓明对学校近年

来事业发展和服务镇江所取得的成绩给

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希望学校成为

引领镇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基地、人

才集聚中心和发展服务平台。对于学校

在事业发展中遇到的上述实际问题，朱

晓明现场对市政府相关部门作出指示，

提出要高度重视，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

方案，全面支持江苏大学的事业发展。

18-25 日 张济建副校长应邀率团

访问了日本三重大学、山口大学，韩国

国立群山大学、首尔市立大学等 4 所高

校，取得丰硕成果。日本三重大学校长

内田淳正教授会见了我校代表团，双方

回顾了两校长达 20 多年的友好交往历

史，表达了进一步深化合作的良好愿望。

内田淳正校长建议两校近期可重点推动

“研究生双学位”（Double Degree）即

“1+1”项目。双方在进一步扩大两校师

生互换规模、拓展合作领域等方面达成

共识。在日本山口大学，校长冈正朗教

授会见了代表团，双方交流了对中日韩

高校 SPIDE( 暑期工程创新设计 ) 项目的

想法。两校还就未来开展“研究生双学位” 

(1.5+1.5) 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今年 8

月，山口大学副校长三浦房纪教授还将

带领 25 名山口大学学生代表参加在我校

举办的第二届 SPIDE 项目。访韩期间，

我校同韩国国立群山大学签署了两校全

面合作备忘录，同首尔市立大学校工科

大学签署了学生互换、教师互派和科研

合作协议，开启我校同上述两校国际合

作与交流的新篇章。群山大学校长罗义

筠教授、首尔市立大学副校长林成学教

授代表学校亲切会见代表团，并签署相

关协议。

19 日 学校启动修（制）订留学研究

生培养方案的工作。在前期调研、准备

的基础上，6 月 13 日在会议中心召开了

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答辩会。6 月 16 日

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海外教育学院、

研究生院汇报了培养计划修（制）订工作。

目前，我校已招收留学研究生近 120 人，

2014 年计划招收 100 人，第三次党代会

提出至 2018 年发展目标为 600 人。

19 日 2014 年江苏大学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苏北计划”志愿

者欢送会成功举办， 欢送 14 位参加“西

部计划”、“苏北计划”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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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下午 学校召开 2014 年招生宣

传工作动员暨培训会。回顾了 2013 年学

校招生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分析了取

得突破的原因以及招生宣传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着重介绍了 2014 年招生工作的

整体形势及相关招生政策，强调了招生

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就今年招生宣传

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20 日上午 江苏大学 2014 届毕业生

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校体育馆举

行。2014届 9459名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

20 日 全省教育系统新媒体建设推进

会在南京召开。我校以总评分全省高校

第二名的成绩顺利获评“2013 年度江苏

省教育宣传工作先进单位”，推荐的一

篇作品荣获江苏教育新闻三等奖。自“江

苏省教育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评选以来，

我校连续三年获得这一荣誉。

24 日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发布《关

于公布 2013 年度全省学生资助绩效评价

结果的通知》（苏教助 [2014]4 号），

我校被评为 2013 年度全省学生资助工作

绩效评价优秀单位。这是自 2011 年全省

普通高校学生资助绩效评价工作开展以

来，我校连续第四次获得这一荣誉。

26 日 2013 年度中国高校校报好新闻

评比结果揭晓，我校选送的 5 件新闻作

品有 4 件在评比中获奖，涵盖评比的主

要体裁。其中，《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

的精神》（作者 张明平）获言论类一等

奖，《“裸捐”善翁留下了什么？》（作

者 任建波）获言论类三等奖，《我校学

子科研成果有望应用于“国五”标准中》

（作者薛萍、程宸）获消息类三等奖，《“爱

心老人”邵仲义感动社会》（作者张明平、

吴奕）获通讯类三等奖。

26 日晚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国

际禁毒日]遏制毒品蔓延 荡涤毒品危害”

系列专题节目中，报道了我校大学生辩

论队参加江苏省大学生禁毒辩论赛并荣

获冠军的新闻。此前，江苏城市频道、

江苏网络广播电视台、江苏法制报、南

京日报、光明网、新华网、中国江苏网、

京江晚报、网易新闻中心、新浪新闻都

对此作了报道。

30 日上午 省委召开庆祝建党 93 周

年暨弘扬优良作风、践行群众路线座谈

会。学校党委书记范明作为全省高校唯

一代表在省委庆祝建党 93 周年座谈会上

作交流发言。发言主题《在践行群众路

线中办好人民满意大学》。

30 日 我校外国语学院学生周振

宇、海外教育学院乌兹别克斯坦籍留

学生 Halitov Babur、马达加斯加籍留学

生Sandratrarivo Randriamanohisoamalala 

Minah 三位同学，圆满完成了“多种语

言 一个世界”联合国征文大赛的颁奖系

列活动载誉归来。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

三位同学除了参加颁奖典礼，还参加了 6

月 27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世界青年论

坛，并用各自的参赛语言发表了演讲。

七月
1 日 江苏省教育厅、财政厅发布《关

于公布 2013 年度全省学生资助绩效评价

结果的通知》（苏教助 [2014]4 号），

我校被评为 2013 年度全省学生资助工作

绩效评价优秀单位。这是自 2011 年全省

普通高校学生资助绩效评价工作开展以

来，我校连续第四次获得这一荣誉。

2 日下午 我校召开江苏高校优势学

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建设动员大会。六

个江苏高校优势学科二期项目的学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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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人以及其它人员 600余人参加了会议。

3 日 从团省委获悉，由我校申报的

“井冈情 中国梦”菁英实践团队获团中

央资助立项，全省共 4 个高校获批立项

资助。此外，我校还申请了“农家书屋

普查工程”专项实践项目，并获批立项，

我校将牵头负责扬中市 58 家农家书屋的

建设和运转调研工作。财经学院获评江

苏省“博爱青春”暑期志愿服务项目，

管理学院、马克思学院等 7 个学院获评

镇江市“博爱青春”暑期志愿服务项目。

3 日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4 年我

省高等学校成人教育新增校外教学点和

新增专业（办学形式）名单，我校申请

设置的 2 个校外教学点和申报增设的 2

个专业（办学形式）顺利通过审核，获

得批准。

3 日 江苏省委教育工委下发全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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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文件。我校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党委、环境与安全

工程学院生物质能源研究所教工党支部

获“江苏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刘国海、焦志军、郭龙建获“江苏省高

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闵昉、张红获“江

苏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欧阳

琴获“江苏省优秀大学生共产党员”称号。

3 日 我校举行新增研究生导师培训

会。学校 2012 年、2013 年新增的研究生

导师，各学院研究生教育分管副院长、

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共计 360 余人参加

了培训会。培训会结束后，我校还对

2012、2013 年新增研究生导师以及 2012

年 7 月以后调入我校后认定的研究生导

师进行了培训考核。

4 日 “十二五”863 计划“智能化

农机技术与装备”重大项目课题“茶园

智能化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发”顺利通过

年度检查。

4 日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文件（苏人社发 [2014]178 号）公布

了首批江苏 “外专百人计划”入选名

单。由我校聘请的原瑞士联邦理工大学

（ETH）J. Feldon教授成功入选。本次 “外

专百人计划”共有 27 名专家入选，其中

高校 8 人，我校是唯一一所入选的省属

高校，这是我校继获批首批国家“外专

千人计划”之后，外专工作的又一成果。

4 日 受国家科技部委托，4 位专家来

到我校，对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进行现场验收评估。国家水泵及系统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江苏大学流体机械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1年获科技部批准

立项组建，建设期间，新建国家水泵工程

中心大楼，搭建高温高压（核电泵）试验

台和水力机械四象限试验台等。获省、部

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8 项，1 项成果已通过

2014年国家奖初评答辩，省、部级科技进

步二等奖 21 项、三等奖 8 项，申请 PCT

国际专利 2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43项，

授权发明专利 41 项，获软件著作权登记

23 项，制定、修订国家及行业标准 42 项，

为行业培训工程技术人员 500余名，开发、

孵化、推广拥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

术、新产品、新软件 20 余种，为行业企

业委托开发节能、环保的换代新产品 30

余种。纵向科研项目立项 80 余项，立项

总经费 6966.7 万元，到账经费 4416.34万

元；累计横向委托项目合同经费 5213.96

万元，到账经费 3174.95 万元。4 位专家

形成了独立的专家咨询意见，对中心取得

的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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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下发《关

于首批 12 所省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考核评价情况的通报》（苏教财 [2014]4

号），我校被评为首批省属高校国有资

产规范化管理考核优秀单位。

8 日 以我校袁寿其研究员为带头人

的核电泵研究团队完成的“百万千瓦级

核主泵水力模型研制”项目成果，顺利

通过了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

成果鉴定。鉴定委员会专家对该项研究

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成果总

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我国首个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千瓦级核主泵水

力模型成果。

9 日 校长袁寿其和副市长、市公安

局局长倪兴余在市公安局会议室共同签

署了“共建平安校园合作协议”。

9 日 我校承办“2014 年食品物理加

工及装备座谈会”。 来自国内外食品物

理加工及装备领域的八位专家以及我校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的老师们参加了座

谈会。

10 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关

于下达 2014 年审核增列的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点及撤销的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的

通知》，我校 2014 年申请增列的护理、

公共管理、教育以及申请调整的法律这

四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全部顺利获批，

获批率和获批数均位居全省前列。至此，

我校硕士专业学位类别达到了 10 个，工

程硕士授权领域达到了 26 个，硕士学位

授权点涵盖了全校所有学院。 

10 日下午 我校厅召开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推进会。

15-24 日 学校党委在革命圣地延

安举行了正处职领导干部培训班。此次

培训是我校处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学校

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开展集中轮训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围绕高水平、有特色、

国际化研究型大学建设目标，加强干部

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26-8 月 3 日 袁寿其校长应邀率队

赴赞比亚和加纳进行考察访问。袁寿其

与赞比亚教育与科技部六位高级官员商

讨举办赞比亚 - 江苏大学的可能性，达

成了合作意愿，并确定了双方联络人。

代表团一行还拜访了 Mukuni 酋长国，

Munokala Muchelewa Mukuni 酋长热切希

望赞比亚 - 江苏大学建在 Mukuni 酋长

国，同意首期拿出 50 公顷土地，以发展

当地科技与经济。此外，为扩大留学生

规模，袁寿其又与赞比亚玛丁娜公司商

谈，确定该公司作为我校在赞比亚招收

留学生的代理。代表团在加纳期间，访

问了海岸角大学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袁寿其与该校 Domwini Dabire 

Kuupole 校长就扩大两校合作交流交换了

意见，Kuupole 校长非常感谢我校为他们

培养了 10 多位青年教师。

30 日 受教育部委托，江苏省教育厅

组织专家在我校召开了由中 - 澳功能分子

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张弛教授领衔的

“功能分子材料及非线性光学性能”教育

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结题验收会。专家组

认为，创新团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创

性研究成果，在平台和团队建设、学科建

设、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方面成绩显著，

是一支学术思想活跃、治学态度严谨、富

于开拓创新精神的国际联合研究团队，一

致同意该团队以“优秀”等级通过验收，

并建议给予团队滚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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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5-7 日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

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在昆明举行。

我校共有 10 件作品在决赛中获奖。袁寿

其老师指导科技类作品《核电用高效余

热排出泵关键技术研究》获得一等奖，

陶忠元老师指导的调查类作品《镇江市

公共自行车系统调查研究》获得二等奖，

其余 8 件作品获三等奖，获奖作品数为

历届最多。学校获优秀组织奖。

11-19 日 我校“井冈情 中国梦”菁

英实践团队来到全国青少年井冈山传统

教育基地，参加团中央“井冈情中国梦”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我校以

总分第 2 获评优秀团队，叶涛获评优秀

带队老师，徐涛、陈雨峰、张之悦、尹

金承 4 名同学获评优秀学员。

17 日 教育部高等学校管理科学与工

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4 年全体会

议在我校举行。

17-8 月 30 日 第二届中日韩暑期

创新工程设计国际化项目（The Summer 

Program on Innovative Engineering Design，

简称 SPIED）在我校成功举办。来自日本

山口大学，韩国群山大学、首尔市立大学、

忠北大学，以及国内各大学 70 余名学生

和教授参加了本项目。SPIED 是由我校和

山口大学共同发起、建立的一个国际化

创新教学平台。

20-26 日 由设在我校的江苏省高校

辅导员培训与研修基地组织的江苏省部

分高校 2014 年新任辅导员岗前培训班成

功举行。本次培训班共邀请了 11位专家、

学者开设了专题讲座，4 位省优秀辅导员

年度人物与培训班学员进行了互动交流。

24 日 由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江苏

省电动车辆驱动与智能控制重点实验室”

专家论证会在我校举行。出席此次论证

会的专家共有七人，其中安徽大学副校

长王群京教授担任专家组组长，东南大

学程明教授、山东大学张承慧教授分别

担任副组长。

26 日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

在北京召开第九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专

家评审会议，宣布了全国博士后管委会

第九届专家组成员名单，我校副校长施

卫东研究员再次入选。

26 日 省教育厅在镇江主持召开了江

苏省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培育点建设规划论证会。7 名农业工程

领域著名的专家组一致认为该实验室定

位准确，符合国家现代农业建设和区域

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建设计划进

度和具体考核指标切实可行，一致同意

通过该规划。

28-30 日 首届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电

子创新设计竞赛决赛在东南大学举行，

我校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

业学生郑盼盼、吴振海、刘蕾组成的参

赛团队的参赛作品《低功耗心率检测仪》

荣获命题组全国二等奖。我校选派的其

他三支队伍获三等奖。

30 日 我校召开新学期干部教师大

会，部署下半年主要工作。校党委书记

范明主持会议，校长袁寿其代表学校党

政作工作报告。袁校长强调，下半年乃

至今后一段时期学校事业发展总的基调

是：“解放思想，转型发展”，总体要求是：

真“提标”，严“对表”，抓“落地”。

报告就推进学校事业转型发展，重点从

七个方面详细部署了下半年的工作。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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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记要求，全校师生员工一定要围绕

学校党政确定的工作重点，坚定信心，

团结一致，奋力拼搏，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更加开拓的精神、更加务实的作风，

确保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切实推动

学校事业的转型发展。

30 日 由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江苏

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专家论证会在

我校举行。与会专家认为，该实验室从

临床重大疾病的机制及诊断技术研究出

发，研究早期、快速、敏感的体外诊断

技术、试剂及仪器，符合我国生物与医

药技术中长期战略需求，具有重要的学

术与社会应用价值，一致同意该实验建

设方案通过论证。

九月
3 日 世界大学排名中心 (Center for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CWUR)发布了

2014 年全球大学 TOP1000 的排名。江苏

大学名列全球大学第 941 名，在中国大陆

高校中列第 62 名。CWUR 评价体系涵盖

教学质量、毕业生、教员质量等 8个方面，

对大学教员水平、研究质量以及学生教育

和培养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5-7 日 学校圆满完成 2014 级 10349

名新生入学接待工作。 

9 日 日本三重大学内田淳正校长一

行访问我校。校长袁寿其亲切接见了内

田淳正校长。双方就推进研究生双学位

项目、扩大师生交换规模、加强学术交

流进行了商讨。迄今为止，我校有 50 多

名学生曾在三重大学学习和交流。三重

大学所在地日本津市是镇江市的友好城

市。两校与泰国清迈大学一起，于 1994

年发起的“三国三校国际学术研讨会”

至今已举办 20 届。

9 日 镇江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晓

明，市人大副主任王萍等一行来我校慰

问教师，并与教师代表亲切座谈。

10 日 2013 年度“最受学生欢迎的十

佳教师”表彰大会暨“常柴奖教金”颁

发仪式在校举行。

12 日 教育部下发《关于批准 2014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的决定》

（教师 [2014]8 号）文件，正式公布第

七届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评审结果，我

校梅强教授主持的《“塔式”立体化中

小企业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教学成果喜获二等奖。

12 日 “镇江市人大制度理论与实践

创新研究基地”签约暨揭 16 日，江苏大

学与 ACCA 上海代表处 MPAcc 人才培养

合作备忘录签署。

16 日 在教育部研究生司、全国工程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组办的

“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

培养基地”评选活动中，我校程晓农教

授领衔的“江苏银环精密钢管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大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光荣入选，成为荣获首届“全国示范性

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荣

誉称号的 28 家培养单位之一。

17-18 日 我校与镇江市京口区召开校

地融合发展推进会。裔玉乾书记表示京

口区将努力做好服务工作，在科技成果

转化、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大学生就

业创业等方面与江苏大学进行深度合作，

进一步推进校地融合发展。范明书记指

出，江苏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工科特色

鲜明，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优

势明显，责无旁贷。目前，学校将进一

步建立完善校地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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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服务京口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主动

为辖区企业提供智力、人才支持，实现

校地、校企共同发展。

19 日 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公布

2013 年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第一批出版名

单和 2014 年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

名单的通知》，我校 7 部教材获评 2014

年江苏省“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

项建设项目。其中谢吉民教授主编的《基

础化学（第二版）》、成立教授和王振宇

副教授主编的《数字电子技术（第 2版）》、 

赵德安教授主编的《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第 2 版）》、鲍可进教授主编的《数字

逻辑电路设计（第二版）》和马海乐教授

主编的《食品机械与设备（第二版）》等

5 部教材为修订教材立项建设项目；许文

荣教授主编的《临床基础检验学技术》、

陈炜教授主编的《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

等 2 部教材为新编教材立项建设项目。

19 日 江苏省下发了“关于公布江苏

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 2014 年度入选项

目”的通知，学校研究生创新工程再获

佳绩。推荐的省优秀博士论文 5 篇，全

部获批，获批率居全省第一；获批省优

秀硕士论文 13 篇，省优秀专业学位硕士

论文 1 篇；获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79 项，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38 项，

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 12

项，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2 门；新增江苏

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38 家，至此，我校

研究生工作站总数达 278家，列全省第一。

我校获批研究生创新工程建设经费位居

全省高校榜首。

19-21 日 由国际分子印迹学会主办，

江苏大学承办的第八届分子印迹国际会

议在镇江召开。来自中国、美国、英国、

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 20 个国家 170

余名该领域顶尖学者参会。举办了 7 场

高端特邀报告，安排了 80 余场分会场报

告和墙报展示。此前，国际分子印迹会

议分别在德国马塞、英国卡迪夫、美国

路易斯安那州、法国巴黎等地举办过七

届，此次系首次在中国召开。

23 日 江苏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

公布“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专业建设

情况中期检查结果的通知》（苏教办高

[2014]18 号），我校 13 个省级重点专业

类全部通过中期检查，其中，机械类和工

商管理类获评“优秀”，其余 11 个重点

专业类获评“良好”，优良率为 100%。

24 日 我校计算机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怡良同学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IEEE TVT

上发表了题为《Message Authentication 

Using Proxy Vehicles in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s》（车联网中基于代理的消息认

证方案）的论文。该期刊属于 IEEE 会刊

系列，是车载电子学领域的国际顶级期

刊，在业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25 日晚 江苏大学团委、镇江艺术剧

院联合举办的“向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致敬”江苏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题宣传月文艺演出在江苏大学大礼堂上

演。团中央网站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26 日下午 2014 年“创青春”全国

大学生创业大赛 MBA 专项赛终审决赛在

湖北襄阳落下帷幕。我校申报的作品《江

苏风行泵业科技有限公司》获银奖。此

次比赛全国 273 所高校参与， 101 件作

品进入终审决赛，共决出 16 项金奖、32

项银奖、53 项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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