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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学校大事记

一月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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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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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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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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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１４日　寒假开始。

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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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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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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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Ｐｕｍｐｓ》）一书
的翻译授权。

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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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ｌｌ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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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Ｐｏｌｙｍ（ＩＦ：３．４６３）等国际知名杂
志，平均影响因子４．８９／篇。
２月９日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赵冲久

司长一行来校考察。

２月１０—１１日　江苏大学三届一次教
职工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全校干部教师

大会在大礼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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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１１日　新学期开学。
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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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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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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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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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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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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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月 ２７日　学校召开信息公开工作
会议。

２月２８日　袁寿其校长代表学校与美
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校长签订了两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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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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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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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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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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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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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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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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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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９日　学校召开江苏大学本科培
养计划修订工作推进会。

３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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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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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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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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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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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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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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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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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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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合作与交流

事宜。

３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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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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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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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可接收每个专业１０名江苏大学学生赴
台湾交流学习。

３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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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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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５日　学校“新东方托福讲堂·耶
鲁学堂”开班典礼举行。

４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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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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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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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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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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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２０日　学校召开２０１２年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会议。

４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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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２１日　由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
水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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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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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２３日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普渡
大学韦恩堡分校（ＩＰＦＷ）Ｄ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ａｒｔｅｌｌ
校长一行５人来学校进行友好访问，袁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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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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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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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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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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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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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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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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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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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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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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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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下一代工作。

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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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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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１１日　国家“９７３”计划项目首席
科学家魏贤勇教授访问学校。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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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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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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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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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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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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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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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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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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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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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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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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成员、波兰 Ｗｒｏｃｌａ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的ＭａｒｅｋＳａｍｏｃ教授专程来学校中澳中心
进行学术访问。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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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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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金额达１５９万。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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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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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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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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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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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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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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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６日　江苏大学无锡机电学院揭
牌仪式在无锡举行。

６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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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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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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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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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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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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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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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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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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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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１８日　江苏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
验中心揭牌仪式举行。

６月１８日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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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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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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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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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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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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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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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月２日　暑假开始。
７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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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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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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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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月２０日　２０１２年“中国江苏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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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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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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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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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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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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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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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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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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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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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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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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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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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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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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博士后基金获批项目数在全省设站

高校位列前茅。

８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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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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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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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１日　新学期开学。
９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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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 ７— ９日　１０００３名新生顺利入
学，２０１２级新生接待工作圆满结束。
９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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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１１日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
校长ＡｌａａＡｄｂＥｌＡｚｉ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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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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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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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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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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 １３日　２０１２级新生开学典礼
举行。

９月１３日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中
期总结推进会在学校召开。

９月１５日　学校召开“江苏大学２０１２
版本科培养计划答辩会”。

９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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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臖老师的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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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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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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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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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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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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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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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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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

１０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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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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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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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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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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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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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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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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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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２２日　学校召开安全稳定工作
会议。

１０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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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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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２５日　江苏大学篆刻协会成立
大会举行。

１０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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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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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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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ｅｎｇｉｎｅ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ｂｏ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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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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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２９日　江苏大学“第二届中外研
究生学术论坛”开幕。

１０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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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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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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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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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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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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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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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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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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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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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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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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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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１４日　据１１月１４日的校新闻报
道：根据美国 ＥＳＩ（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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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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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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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予以关注报道。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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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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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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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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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学院朱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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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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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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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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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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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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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宣讲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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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留学基金委规划发展部高级主管江毅

一同出席。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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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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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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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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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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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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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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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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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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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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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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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７—８日　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发
展论坛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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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８日　学校举行“江苏省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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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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１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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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Ｇｒａｚ）和丹麦奥尔胡斯大学（Ａａｒｈｕｓ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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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ｌｍＮｉ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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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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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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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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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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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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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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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１８日　“江大—众森源”产学研
基地签约仪式暨吴炯教授报告会在会议中

心举行。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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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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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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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等方面开展实质性的合作。

１２月２１日　“江苏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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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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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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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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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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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２６日　江苏大学篆刻艺术研究
会成立。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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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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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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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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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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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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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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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以及学校师生代表共计２６０余人参加
了表彰会。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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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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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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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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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人：沈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