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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管理奖项

２０１２年学校、单位（部门）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以授奖时间排序）

获奖单位／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度“党员进万
家”结对帮扶工作先进集体

中共镇江市委组织部、中共镇

江市委市级机关工委、镇江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镇江

市民政局、镇江市总工会

２０１２．０１

九三学社江苏大学委

员会

２０１１年度社会服务工作先进
集体

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 ２０１２．０１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全省脱贫攻
坚工作先进单位

江苏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２０１２．０２

江苏大学保卫处 集体二等功 江苏省公安厅 ２０１２．０２

江苏大学 双拥六创三等功单位
中共镇江市委镇江市人民政

府、镇江军分区
２０１２．０３

江苏大学高等教育研

究所

第三届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

机构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 ２０１２．０３．０１

江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工程系

ＭＢＡ教育中心
镇江市巾帼文明岗

镇江市妇女联合会、镇江市城

镇妇女“巾帼建功”活动领导

小组

２０１２．０３．０８

江苏大学 优秀组织奖
２０１２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机
械创新设计大赛（慧鱼组）

２０１２．０４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２年度江苏省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０５．２５

管理学院党委 江苏省创先争优先进集体 江苏省教育工委 ２０１２．０６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０１１年度江苏大学生志愿服
务苏北计划优秀组织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志愿

者协会、省项目办管理办公室
２０１２．０７

京江学院

教育部首届全国民办高校党的

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

评选一等奖

全国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

民办高校分会
２０１２．０７

江苏大学团委

“凯盛开能杯”第五届全国大

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

竞赛“优秀组织奖”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等学校

能源动力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２０１２．０８

江苏大学“四点钟学

校”
镇江市巾帼志愿服务特色项目 镇江市妇女联合会 ２０１２．０９



%&'()*

（２０１３）

６１４　　

续表

获奖单位／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第八届江苏省大学生文化艺术

节“中国国际杯”２０１２年江苏
省大学生模拟联合国际大会

“最佳组织奖”

第八届江苏省大学生文化艺术

节组委会
２０１２．１０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教学工作先进
高校名单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１０．１６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１世纪青年创业挑战赛“优秀
组织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经信

委、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科技

厅、江苏省工商联

２０１２．１１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１世纪青年创业挑战赛“金种
子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经信

委、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科技

厅、江苏省工商联

２０１２．１１

江苏大学团委

第八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高校优秀组织

奖”

第八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组委会
２０１２．１１

江苏大学
“天翼杯”江苏省首届信息安

全技能竞赛“优秀组织奖”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１１

江苏大学课题组

（曹友清　闵　窻
蒋俊明　顾志伟
李志红）

２０１２年度全国机械行业纪检
监察工作优秀论文一等奖

中国监察学会机械分会 ２０１２．１１

江苏大学

“华新”杯江苏省第二届大学

生就（创）业知识竞赛优秀组

织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１１．１０

京江学院

“华新”杯江苏省第二届大学

生就（创）业知识竞赛优秀组

织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１１．１０

《江苏大学志》编撰委

员会

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三等奖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１１．２３

江苏大学大学生创业孵

化基地

首批江苏省大学生创业示范

基地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１１．２７

九三学社江苏大学委

员会

２０１２年度组织建设工作先进
集体

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 ２０１２．１２

江苏大学
第四届（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江
苏省科技工作先进高校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１２．１２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教育人才工作
先进单位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１２．２６

江苏大学
江苏省首届大学生安全知识竞

赛优秀组织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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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首届江苏高校“中国文字创意

设计大赛”组织奖

江苏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民进江苏大学支部
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先进集体
民进中央委员会 ２０１２

农工党江苏大学委员会

一支部　农工党江苏大
学委员会二支部

全市宣传和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中国农工民主党、镇江市委

员会
２０１２

京江学院 江苏省高校共青团工作优秀奖 团省委 ２０１２

民盟江苏大学六支部
组织发展先进集体（２０１２年
度）

民盟镇江市委 ２０１３．０１

民盟江苏大学四支部　
民盟江苏大学六支部

宣传信息先进集体（２０１２年
度）

民盟镇江市委 ２０１３．０１

民盟江苏大学六支部
社会服务先进集体（２０１２年
度）

民盟镇江市委 ２０１３．０１

２０１２年学校单位（部门）
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１．获奖名称：２０１１年度学校机关作风建设
考评先进单位

党群部门（３个）
党委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　党委宣传部
行政部门（６个）
校长办公室　科学技术与产业处
研究生处　人事处　教务处　财务处
党政合署部门（２个）
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获奖时间：２０１２．０２．２１

２．获奖名称：２０１２年度学校机关作风建设
考评先进单位

党群部门（４个）
党委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　党委宣传部　
团委

行政部门（６个）
校长办公室　科学技术与产业处　人事处

财务处　教务处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党政合署部门（２个）
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党委学工部（学生工作处）

学院（１２个）
京江学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管理学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临床医学院
药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财经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获奖时间：２０１３．０３．０５

３．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１２年度先进单位
获奖单位：（共７个，排名不分先后）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学院　管理学院　京江学院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图书馆　机电总厂
获奖时间：２０１３．０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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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获奖名称：江苏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先
进集体

获奖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机械工程学院关工委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关工委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关工委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关工委

化学化工学院关工委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关工委

京江学院关工委

附属学校关工委

校关工委助困工作服务组

校关工委关爱超市服务组

校关工委健康服务组

校关工委节能工作服务组

校关工委教学工作调研组

校关工委京江学院课程重修服务组

校关工委社区工作服务组

获奖时间：２０１２．１２．２６

５．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实
验室管理先进集体

获奖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实验室管理先进集体（５个）
电气工程实验中心、化学化工实验中心、物

理实验中心、材料科学与工程中心实验室、

药学中心实验室

大型仪器设备优秀服务机组（１０个）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气体分析仪
孙　平
分析测试中心　超导核磁共振波谱仪
嵇学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Ｘ射线衍射仪
李冬升

机械工程学院　扫描探针显微镜　程广贵
分析测试中心　ＣＣＤ单晶 Ｘ射线衍射仪　
张金方

分析测试中心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陈康敏

分析测试中心　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李　军
分析测试中心　热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潘　励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质谱联用仪
孙宗保

化学化工学院　等离子光谱仪　荆俊杰
获奖时间：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教学成果奖项

２０１２年度江苏大学校级
教学成果奖

１．获奖名称：江苏大学第五届优秀教学质
量奖一等奖

（按姓氏笔画排序）：

毛翠云　王保田　孙保苍　周德军
茅海燕　胡玉芹　康　灿　曹国荣
傅海军　鲍可进

２．获奖名称：江苏大学第五届优秀教学质
量奖二等奖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若平　王春林　白　雪　刘伟民
刘　宏　刘秋生　孙宁娜　孙志祥
孙智权　宋晓平　李永金　李伯全
陈　欣　陈海波　季　莹　金丽馥
胡嘉波　贺建国　赵观兵　赵念强
赵康英　闻建龙　贾志宏　高　平
梁爱民　阎　静　黄永红　黄　娟
程一军　蔡国梁　戴雪梅　魏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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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获奖名称：江苏大学第五届优秀教学质
量奖三等奖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伟　于忠海　马风华　马汉达
马耀鹏　孔令璇　王正明　王宏奇
王宏明　王振宇　王　莹　卢立中
刘红光　刘国海　刘　恂　刘树英
孙　俊　孙晓春　江心英　何华刚
何灿群　吴玉海　吴继英　吴媛媛
宋恒茂　张力丽　张红印　张西良
张利远　张海方　李凤祥　李加军

李金坤　李炳烁　李靠队　杜家益
杨泽斌　肖　文　肖素萍　邹圣强
陆继远　陈忠安　陈锦富　周志平
周　越　孟献丰　季丽臖　封　云
赵文祥　徐惠珍　徐慧霞　崔恒武
黄雅丹　解清杰　熊书明　蔡东升
蔡朝辉　潘雨青　戴祝君
获奖时间：２０１２．０２．２２

（撰稿人：沈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