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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一年来，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强化主

动服务的意识，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继

续拓展各层次校友联络空间，注重营建校友

活动品牌，提升工作内涵，推动学校各项事

业的发展。

【围绕学校中心主动服务】　１．发掘校友资
源，加强“２０１１计划”创新平台建设。当前
在全国高校推行的“２０１１计划”是推进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创新

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我们主动会同相

关部门推动协同创新中心平台的搭建。

（１）参与省部共建的联络工作。协调学校
党政主要领导拜访农业部和工信部领导。

联合科研院所、行业企业攻克现代农业装备

的关键核心技术，着力解决农业装备领域的

技术瓶颈，推动省部共建、搭建行业产业协

同创新中心等模式；（２）组织高层论坛。积
极推动并策划组织了“现代农业装备及技术

协同创新高层论坛”，确定了我校申报协同

创新中心的主题和建设方向；（３）联络合作
单位。由于协同创新的成员单位众多，我办

精心筛选并联络了行业内的龙头校友企业

作为协同体成员，并多次上门沟通明确合作

方向、合作机制等，目前中国一拖集团、福田

雷沃公司等校友所在企业已经与学校签约

成为协同体。２．成立师范专业校友联谊
会，为招生工作服务。我校师范专业办学悠

久，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毕业生。其中，涌

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特

级教师、教育行政管理干部，以及各级政府

的干部和优秀的企业领导。经过认真研讨

和筹备，我办积极推动成立了师范专业校友

联谊会，并聘请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卫国校友

任会长。

【营建品牌活动，培育校友文化】　校友文

化作为大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作为联结学校

和社会的重要纽带，校友文化对大学文化建

设起到特殊的补充和互动的功能。通过三

年来连续举办毕业纪念活动，校友秩年活动

已经成为校友会的品牌活动。实践证明，秩

年活动对于搜集校友数据、加强校友联络、

宣传学校风貌具有重要的意义。经过半年

多的信息搜集、活动策划、会务筹备等，分别

于劳动节和国庆节假期举办了９２届校友毕
业２０周年和８２届校友毕业３０周年集体返
校活动，来自祖国各地的千余名校友相聚母

校参与活动。特别是８２届校友作为恢复高
考制度后第一届考生，他们在学校期间学习

优异，综合素质高，毕业后在各行业都作出

了杰出贡献，成绩斐然。开展８２届校友纪
念活动对于鼓舞师生，总结办学成果具有重

要的意义。

【拓展工作空间，构建立体网络】　一年来，
我办继续完善校友工作网络，进一步加强母

校与校友的沟通联络，不断夯实校友会工作

基石，努力服务校友和母校事业发展。

１．完善地方校友会网络。地方校友会是我
办开展校友工作的重要载体，我办今年加大

了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中西部地

区省份校友会筹备的力度，提高地方校友会

的覆盖率。经过认真筹备，台湾、印度、四

川、重庆校友会先后召开了成立大会。每个

校友会在筹备过程中有效联络数百位校友。

青年校友是未来的希望，也是校友会的生力

军。做好青年校友工作要保持校友工作的

长效性，就必须关注、关心年轻校友的成长，

培育他们的爱校意识和校友意识。青年分

会是联络空间的拓展，为地方校友会增添活

力，形成生力军．因此，我办今年加强了对各
地方校友青年分会的推动，山东校友会、苏

州校友会青年分会分别成立，为地方校友会

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地生机与活力。其他

各地校友会的青年分会也将陆续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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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构建行业校友会网络。为进一步提高校
友平台的针对性，推动校友联络与合作的同

质化，我们推动成立了管理精英校友俱乐部

和财经分会。其中管理精英俱乐部是我校

校友工作平台的又一创新，目的在于建立公

共、强大、有效的服务体系，通过为会员企业

提供优质的服务，凝聚校友，从而将俱乐部

建设成为会员企业信息发布、营销策划、品

牌推广和融资筹措的平台。３．建设校友工
作会议平台。为充分发挥地方校友会的作

用，统一思路，把校友工作落到实处，我办非

常重视对各地校友会工作的指导与支持。４
月初，年度校友工作会议在常州召开，会议

围绕如何开展校友工作开展了讨论、专题报

告等活动，并广泛听取校友们的意见和建

议，还对校友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评

比、表彰。校友工作会议的召开为各地校友

会搭建了交流经验、共同发展的平台。

【夯实工作基础，提升内涵】　校友信息的
有效搜集与管理是开展校友会工作的基本

前提，我们积极组织各学院广泛宣传建立学

院校友信息库的重要意义，并确定由专人负

责建立学院校友信息库工作。为满足校友

信息管理的需要，提高工作效率和校友联络

的有效率，我办与镇江移动通信公司合作开

发了校友信息管理系统和校友会互动网页，

将于近日正式投入使用。改版后的校友会

网站丰富了网页内容，提高网站的服务质

量，特别是增设了校友互动栏目，实现了校

友在线注册功能。

【发挥政策优势，发挥基金会平台筹资功

能】　１．开拓思路，强化董事会筹资功能。
董事会是社会各界与我校建立全面、紧密、

稳定的合作关系的重要平台，我办严格按照

学校的要求，制定严格规范的入会程序，并

认真执行，积极与社会人士接触，做好董事

入会的联系与审核工作。２．加强基金的管
理运作。为实现基金会资金的保值增值，教

育发展基金会理财委员会，负责基金会资金

在安全规范的前提下进行投资运作。此外，

我办严格按照基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做到入

账及时、流程规范、使用有序，确保了校内与

捐赠使用单位、财务处的准确沟通，确保各

项捐赠资金安全准确入账、规范有效地使

用，同时保持与捐赠人的联系，做好对捐赠

人的服务工作。

２０１２年江苏大学各地校友会成立情况

序号 校友会 成立时间 会长 秘书长

１ 台湾校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９日 林尚毅

２ 印度校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６日 Ｍｕｎｎａｍｇｉ
ＳｒｉＨａｒｓｈａ

３ 四川校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４日 陈次昌 赵　涛

４ 重庆校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５日 邱龙彬 张　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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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校友会第二届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

名誉会长：

李盛霖 交通运输部 部长

江泽林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政府 常委、副省长

陈次昌 四川省政协 副主席

姜澄宇 西北工业大学 校长

名誉副会长：

叶志明 上海大学 副校长

江里程 中共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监察厅 副书记、厅长

许维铭 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张庆生 镇江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李亚龙 贵州天力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束荣桂 云南马龙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肖　奋 深圳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春生 福建东南汽车集团服务部 部长

许建中 美国明尼苏达ｓｅａｇａｔｅ公司 工程师

赵剡水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　华 国务院国资委机关服务管理局 副局长

秦全权 海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郭泰鸿 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局长、党委书记

喜冠南 日本环境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

薛永立 信达北美移民公司 总经理

蔡　东 中国重汽集团 总裁

蔡　超 新加坡高等计算科学研究院 高级研究工程师

会长：

袁寿其 江苏大学 校长

副会长：（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荣生 南通飞马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

田立新 江苏大学 副校长

任汉友 淮安金象减速机公司 董事长

刘安宁 徐州市投资总公司 副总经理

孙玉坤 南京工程学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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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单位 职务

许化溪 江苏大学 副校长

吴俊卿 江苏悦达拖拉机制造公司 总工、副总经理

宋余庆 江苏大学 副校长

李萍萍 南京林业大学 副校长

汪雪麟 苏州市政协 原主任委员

陈　龙 江苏大学 副校长

范　明 江苏大学 党委书记

姚冠新 江苏大学 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徐　缨 常州市委宣传部 部长

徐洪桥 苏宿工业园区管委会 副主任

钱恒荣 一汽解放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厂长

曹友清 江苏大学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程晓农 江苏大学 副校长

葛社清 扬州市级机关工委 书记

潘培时 泰州市科协 主席

秘书长

全力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主任

副秘书长

朱晏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副主任

（撰稿人：陈士林　审稿人：朱　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