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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是学校负责对
外合作与交流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通过国

际合作与交流活动的管理、指导、协调与服

务，促进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提升学校的国际知名度。２０１３年度国际合
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实有工作

人员７人。
【合作交流】　加强与国外高校联系，积极
搭建海外交流平台，拓展中外联合办学、合

作办学渠道。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与英国德比
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英国德比大学国际

合作协议》；２月８日与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签署了《江苏大学与帕多瓦大学谅解备忘

录》；３月２５日与印尼万隆天主教大学签署
了《中国江苏大学与印尼万隆天主教大学学

术合作谅解备忘录》；４月１日与印尼万隆
天主教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 ＭＢＡ与万隆
天主教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合作办学协议备

忘录》；４月１９日与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
签署了《中国江苏大学与奥地利格拉茨技术

大学学术与研究谅解备忘录》；５月２７日与
日本山口大学签署了《中国江苏大学国际合

作交流处与日本山口大学工程系基于国际

学生合作的海外培训项目协议》；７月１４日
与德国巴登 －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签署了
《中国江苏大学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双元
制大学学术与研究合作谅解备忘录》；９月３
日与日本山口大学签署了《中国江苏大学与

日本山口大学谅解备忘录》和《中国江苏大

学与日本山口大学交换生协议》；９月６日
与俄罗斯莫尔多瓦国立大学签署了《中国江

苏大学与俄罗斯欧加列夫莫尔多瓦国立大

学合作协议书》；９月１１日与乌克兰哈尔科
夫国立大学签署了《中国江苏大学与乌克兰

哈尔科夫国立大学合作协议书》；９月１８日

与德国马格德堡大学签署了《德国马格德堡

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与中国江苏大学电

气信息工程学院合作协议书》；１０月１９日
与韩国忠南国立大学签署了《中国江苏大学

国际处与韩国忠南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学

术与研究谅解备忘录》；１１月１６日与美国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签署了《中国江苏江苏

大学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交流协

议》；１２月１１日与苏丹喀土穆大学签署了
《中国江苏大学和苏丹谅解备忘录》；１２月
１２日与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签署了《江苏
大学与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合作意向书》；

１２月１２日与马来西亚沙巴大学签署了《江
苏大学与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合作意向书》；

１２月１２日与马来西亚北方大学签署了《江
苏大学与马来西亚北方大学合作意向书》；

１２月１２日与马来西亚吉兰丹大学签署了
《江苏大学与马来西亚吉兰丹大学合作意向

书》；１２月２６日与美国爱达荷大学签署了
《中国江苏江苏大学与美国爱达荷大学合作

协议》。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奥地利格拉茨

技术大学、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

俄罗斯莫尔多瓦国立大学、韩国忠南国立大

学、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美国爱达荷

大学等２０所大学是２０１３年与我校新建的
合作交流高校，其中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奥

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

大学为世界一流大学。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３年，“第二届先进材料国
际会议”“２０１３中韩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国
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３可积系统与数学物理
方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农业可持续发展国

际学术研讨会”“第六届水泵和风机国际学

术会议”“第二届流体机械及工程国际学术

论坛”“２０１３年家蚕二分浓核病毒国际研讨
会”“第一届‘三江知识产权国际论坛’”等

８个国际会议成功召开。８个会议共有来自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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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加拿大、捷克、德国、印度、瑞典、突尼斯、

英国、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

斯、沙特、新加坡、南非、西班牙、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美国、伊朗、爱尔兰、以色列、意

大利、日本、约旦、韩国、马来西亚、埃及、法

国、也门、蒙古、加纳，以及中国、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等 ４０个国家和地区的 ３３１名国
（境）外学者参会。１．“第二届先进材料国
际会议”由江苏大学材料学院主办。会议于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６日—５月１９日在我校召开，
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２７个国家
和地区的百余位学者及国内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代表参加了本次会

议。校长袁寿其研究员、副校长本届会议主

席程晓农教授、先进材料国际学会主席Ａｌａａ
ＡｂｄＥｌＡｚｉｚ教授、副主席 ＳｅｒｇｅｙＡＰｉｌｅｔｓｋｙ
教授一行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英国克兰

菲尔德大学 ＳｅｒｇｅｙＡＰｉｌｅｔｓｋｙ教授、英国布
里斯托大学ＩａｎＭａｎｎｅｒｓ教授分别作了精彩
的大会主题报告。主办方在１０个分会场举
行了２６０余场学术报告。会议期间，召开了
２０１４年第八届国际分子印迹年会（ＭＩＰ）预
备会，举行了中国先进材料学会会志

（ＪＣＡＭＳ）编委会会议，程晓农副校长代表学
校聘任ＪｏａｑｕｉｍＣａｒｎｅｉｒｏ等７位国内外知名
学者担任我校兼职教授。２．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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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专家学者及我校数学学科相关教
师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可

积系统与数学物理方程研究的最新成果进

行了交流与研讨。会议探讨了可积系统与

数学物理方程的研究现状，明确指出研究要

面向国家实际需要，注重交叉学科发展。会

议为我校在相应领域积极参与学科竞争指

明了方向，也为进一步加强团队人才建设打

下了良好基础。３．７月 ２８日，“２０１３年中
韩青少年网瘾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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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中国代表共计６０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开
幕式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周绿林教授主持。

明知大学权一男教授、首尔市仓洞青少年修

炼馆辛敬爱馆长、江北网瘾防治中心金银英

院长、镇江市团校校长赵玲女士、无锡市精

神卫生中心网瘾治疗中心周振和主任医师、

江苏大学应用心理系刘伟教授、管理学院公

共事业管理系代宝珍副教授和陈樱花博士、

海外留学生Ｔｅｖｉｔａ等分别进行了学术汇报。
参会的中韩师生及海外留学生们对中、韩等

亚太地区青少年网瘾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４．４月７—８日，南京农业大学、中国植物保
护学会杂草学分会、江苏省杂草研究会及江

苏省植物学会在南京翰苑宾馆召开了“杂草

科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江苏省杂草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来自中

国、韩国、丹麦、美国和加拿大等杂草科学研

究、植物学教学与杂草防治的学者２００人参
加了会议。５．第６届水泵和风机国际学术
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９日至２２日在京郊龙
城华美达酒店举办。共有１４个国家的１９１
名来自风机、压缩机设备和各大水泵制造企

业的技术人员，各国研究人员、教授及学生

代表参加了会议。９月２０日上午，第６届水
泵和风机国际学术会议正式开幕。开幕式

由清华大学热能系流体机械及工程研究所

所长王正伟教授主持，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

教授、清华大学热能系主任李政教授、德国

亚琛大学Ｄ．Ｂｏｈｎ教授、法国国立高等工程
技术学院Ｇ．Ｂｏｉｓ教授和本次会议主席清华
大学吴玉林教授分别致辞。水泵和风机国

际学术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世界上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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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水泵和风机的国际学术会议。此次会

议的主题为可再生能源工程中水泵和风机

的最新研究进展，还涵盖了风力机、压缩机，

涡轮增压器和ＯＲＣ流体机械。６．９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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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体机械专家应邀参加了此次论坛，校长袁

寿其、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人及流体中

心、能动学院２００余名师生参加了论坛。论
坛期间，法国 ＧｅｒａｒｄＢｏｉｓ教授及美国 Ｓｒｉ
ｎａｔｈＥｋｋａｄ教授分别担任上下午论坛的主
席。来自比利时冯·卡门流体力学研究所

的Ｒｅｎｅ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ａｅｍｂｕｓｓｃｈｅ教授、美国弗
吉尼亚州立大学 ＳｒｉｎａｔｈＥｋｋａｄ教授、德国卡
尔斯鲁厄大学 ＦｒａｎｃｏＭａｇａｇｎａｔｏＢｒｙａｎＫａｒ
ｎｅｙ教授、意大利比萨大学 ＬｕｃａＤＡｇｏｓｔｉｎｏ
教授、韩国首尔延世大学 ＨｙｕｎｇＨｅｅＣｈｏ教
授、法国 ＧｅｒａｒｄＢｏｉｓ教授、意大利帕多瓦大
学ＧｉｏｒｇｉｏＰａｖｅｓｉ教授分别做了专题报告，引
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和热烈讨论。

７．“２０１３年家蚕二分浓核病毒国际研讨会”
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９日—１１月２日举行。法
国、加拿大、中国 １００名学者参加会议。
８．由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支持，江苏大学主
办的第一届“三江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在江

苏省镇江市举行。此届论坛以“知识产权与

创新发展”为主题。江苏大学、中国科学院

大学、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先后致

辞。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有关专家就

“专利导航与产业发展”发表了演讲。上海

市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海自由贸

易区的建设和发展。重庆市知识产权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了重庆的专利信息服务等情况。

【来访接待】　２０１３年接待来自美国、英国、
加拿大、德国、新加坡、韩国、奥地利、日本、

澳大利亚、法国、瑞士、荷兰、西班牙、意大

利、瑞典、丹麦、苏丹、马来西亚等国家，以及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地区的专家

学者１１８批次、２０６人次。其中包括莫尔多
瓦国立大学校长费多温·谢尔盖·米哈伊

洛维奇、澳门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张曙光一

行、韩国群山大学校长罗义均等５人、日本
三重大学内田淳正校长、南苏丹教育代表

团等。

【外专工作】　２０１３年聘请了来自南非、印
度、南非、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爱尔兰、新加坡、新西兰、菲律宾、孟加拉

国等国的４３名外籍教师。获批江苏省教育
厅国际科技合作聘专重点项目１１项，杰出
青年教师培育聘专项目９项。共获得江苏
省聘专经费 ８３．９万元，居江苏省高校第
一位。

【出国（境）工作】　２０１３年派出短期因公出
国（境）团组１１５个，共计２１０人次。这些团
组分别赴英国、奥地利、德国、马来西亚、美

国、丹麦、新加坡、韩国、日本、坦桑尼亚、毛

里求斯、法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加拿大、

赞比亚、俄罗斯、比利时、意大利、乌克兰、

瑞典、澳大利亚、土耳其、以色列、南非，以

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国家和

地区进行校际访问、科技合作、培训进修、

学习和出席国际会议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

合作。

【港澳台工作】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８日，派出科
技处毕勤胜教授等５人等赴香港、澳门参加
第九届苏港力学及其应用论坛，为期６天。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２日，派出管理学院杜建国教
授等４人赴台湾地区参加 ２０１３年台湾长
荣—企业管理暨经营决策学术研讨会，为期

６天。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７日，派出电气学院陈
前老师赴台湾地区参加会议，为期 ３天。
２０１３年６月 ２３日，派出纪委李志红老师
赴香港进行培训，为期５天。２０１３年７月
１日，派出基技学院黄新祥老师等三人赴
香港留学进修，为期６个月。２０１３年８月
１日，派出计算机学院贾雪丹老师等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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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台湾地区交流学习，为期 ７个月。２０１３
年８月１５日，派出文法学院贺建国教授赴
香港主持普通话测试，为期 １５天。２０１３
年８月２０日，派出汽车研究所陈圣松教授
赴台湾地区进行工厂检查，为期 ９天。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６日，派出艺术学院、汽车学
院、财经学院李依莼等３名同学赴台湾地
区交流学习，为期 ４个月。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１７日派出化工学院朱卫华教授等 ２人赴
台湾地区参加会议，为期３天。２０１３年１１

月１８日，派出食品学院姜松教授等二人赴
台湾地区交流学习，为期６天。２０１３年１１
月２０日，派出能动学院刘栋老师赴香港留
学进修，为期 １年。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２９日，
派出材料学院罗新民教授赴台湾地区参加

会议，为期 ７天。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２３日，派
出计算机学院朱利平老师赴香港参加培

训，为期３天。

（撰稿人：董　婷　核稿人：江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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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短期公派出国（境）情况
序号 姓名 部门／单位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１ 骆　英 土力学院 友好访问 英国 ３月１９日—３月３０日

２ 刘荣桂 土力学院 友好访问 英国 ３月１９日—３月３０日

３ 赵国旗 土力学院 友好访问 英国 ３月１９日—３月３０日

４ 顾建祖 土力学院 友好访问 英国 ３月１９日—３月３０日

５ 吕　彬 图书馆 培训 奥地利 ３月２５日—９月２４日

６ 王　平 能动学院 会议 德国 ４月９日—４月１９日

７ 潘中永 流体中心 留学进修 美国 ４月１５日—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４日

８ 邹时建 海外教育学院 教育 马来西亚 ４月１８日—４月２５日

９ 朱建国 土力学院 会议 美国 ４月２８日—５月４日

１０ 生秀梅 基技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４月２９日—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９日

１１ 宋雪桦 计算机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４月３０日—２０１４年４月３０日

１２ 杨敬江 科技处 留学进修 美国 ５月１日—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

１３ 孟献丰 材料学院 留学进修 丹麦 ５月１０日—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０日

１４ 马志强 管理学院 培训 新加坡 ５月１２日—５月１６日

１５ 何　娣 管理学院 培训 新加坡 ５月１２日—５月１６日

１６ 周绿林 管理学院 培训 美国 ５月１７日—５月２８日

１７ 李小华 汽车学院 会议 韩国 ５月１９日—５月２５日

１８ 王保田 外国语学院 友好访问 日本 ５月２１日—５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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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部门／单位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１９ 冯　军 教务处 友好访问 日本 ５月２１日—５月２６日

２０ 高　静 海外教育学院 招生宣传 坦桑尼亚、毛里求斯 ５月２１日—６月１日

２１ 刘厚林 流体中心 技术交流 日本 ５月２２日—５月２６日

２２ 赵文祥 电气学院 留学进修 英国 ５月２５日—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４日

２３ 吉敬华 电气学院 留学进修 英国 ５月２５日—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４日

２４ 程晓农 江苏大学 友好访问 英国、法国 ５月２８日—６月６日

２５ 赵德安 电气学院 友好访问 英国、法国 ５月２８日—６月６日

２６ 陈　红 外国语学院 友好访问 英国、法国 ５月２８日—６月６日

２７ 石宏伟 设备处 友好访问 英国、法国 ５月２８日—６月６日

２８ 耿国庆 汽车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５月３０日—８月２７日

２９ 李长生 材料学院 会议 美国 ６月１日—６月８日

３０ 唐　华 材料学院 会议 美国 ６月１日—６月８日

３１ 严学华 材料学院 会议 美国 ６月１日—６月８日

３２ 郑为人 艺术学院 教育 奥地利 ６月３日—６月１４日

３３ 常　明 附院 培训 德国 ６月５日—８月２９日

３４ 孙　梅 理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６月２９日—９月２４日

３５ 蒋书敏 理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６月２９日—９月２４日

３６ 杨宏林 理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６月２９日—９月２４日

３７ 陈旭梅 理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６月２９日—９月２４日

３８ 徐传海 理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６月２９日—９月２４日

３９ 周存山 食品学院 留学进修 日本 ７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

４０ 费小明 附院 交流学习 美国 ７月１日—９月３０日

４１ 李新朝 海外教育学院 友好访问 印度尼西亚 ７月２日—７月７日

４２ 李国昊 管理学院 友好访问 印度尼西亚 ７月２日—７月７日

４３ 高　波 能动学院 会议 美国 ７月５日—７月１１日

４４ 杨　娟 材料学院 教育 印度 ７月６日—７月１２日

４５ 丁金彦 海外教育学院 教育 印度 ７月６日—７月１２日

４６ 袁寿其 江苏大学 会议 美国 ７月６日—７月１３日

４７ 彭光杰 流体中心 会议 美国 ７月６日—７月１３日

４８ 张德胜 流体中心 会议 美国 ７月６日—７月１３日

４９ 李遇梅 附院 科学技术 美国 ７月６日—７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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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部门／单位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５０ 张红印 食品学院 会议 美国 ７月１０日—７月１７日

５１ 董　英 食品学院 会议 美国 ７月１０日—７月１７日

５２ 吴胜利 计算机学院 友好访问 英国 ７月１２日—７月１８日

５３ 陈忠安 土力学院 会议 法国 ７月１２日—７月２０日

５４ 刘国海 电气学院 会议 美国 ７月１３日—７月２１日

５５ 李正盛
汽车摩托车

研究所
工厂检查 美国 ７月１４日—７月２８日

５６ 鄢　军 财经学院 培训 英国 ７月１８日—１０月１８日

５７ 陈永清 财经学院 考察 美国 ７月１９日—８月２日

５８ 麦维军 生科院 留学进修 新加坡 ７月２０日—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９日

５９ 高国琴 电气学院 会议 美国 ７月２０日—７月２８日

６０ 黄永红 电气学院 会议 美国 ７月２０日—７月２８日

６１ 刘星桥 电气学院 会议 美国 ７月２０日—７月２８日

６２ 王明松 材料学院 科学技术 韩国 ７月２０日—８月１７日

６３ 马　瑞 基技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８月１日—１０月３１日

６４ 梅　琳 食品学院 科学技术 日本 ８月１日—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

６５ 夏利猛 理学院 留学进修 加拿大 ８月１日—２０１４年２月１日

６６ 王武年 体育部 留学进修 美国 ８月１日—２０１４年２月１日

６７ 王佳佳 教师教育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８月１日—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１日

６８ 眭　建 临床医学院 科学技术 赞比亚 ８月５日—８月１４日

６９ 徐　兴 汽车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８月１０日—２０１４年８月９日

７０ 徐　斌 食品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８月１５日—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４日

７１ 马海乐 食品学院 科学技术 俄罗斯、比利时 ８月１６日—８月２５日

７２ 杜道林 环境学院 会议 英国 ８月１８日—８月２４日

７３ 潘天红 电气学院 教育 日本 ８月１８日—８月３１日

７４ 朱　轶 计算机学院 教育 日本 ８月１８日—８月３１日

７５ 李文元 管理学院 留学进修 加拿大 ８月２０日—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９日

７６ 朱建国 土力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８月２０日—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９日

７７ 夏　圣 基技学院 会议 意大利 ８月２０日—８月２７日

７８ 王胜军 基技学院 会议 意大利 ８月２０日—８月２７日

７９ 许化溪 江苏大学 会议 意大利 ８月２１日—８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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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部门／单位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８０ 苏兆亮 医技学院 会议 意大利 ８月２１日—８月２８日

８１ 吴向阳 环安学院 会议 韩国 ８月２５日—８月３１日

８２ 储金宇 环安学院 会议 韩国 ８月２５日—８月３１日

８３ 杜道林 环安学院 会议 韩国 ８月２５日—８月３１日

８４ 张　祯 环安学院 会议 韩国 ８月２５日—８月３１日

８５ 赵不贿 电气学院 专项考察 美国 ８月２６日—９月６日

８６ 廖志凌 电气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９月１日—２０１４年８月３０日

８７ 戴海浪 理学院 培训 美国 ９月２日—１１月１日

８８ 范　明 江苏大学 友好访问 俄罗斯、乌克兰 ９月４日—９月１２日

８９ 闵　窻 监察处 友好访问 俄罗斯、乌克兰 ９月４日—９月１２日

９０ 戈国元 党委 友好访问 俄罗斯、乌克兰 ９月４日—９月１２日

９１ 李新朝 海外教育学院 友好访问 俄罗斯、乌克兰 ９月４日—９月１２日

９２ 蒋银花 化工学院 留学进修 英国 ９月６日—２０１４年９月５日

９３ 邱立鹏 生科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９月８日—２０１４年９月７日

９４ 刘朝华 管理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９月１０日—２０１４年９月９日

９５ 李芳林 财经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９月１０日—２０１４年９月９日

９６ 卜广庆 教师教育学院 培训 加拿大 ９月１０日—９月３０日

９７ 程晓农 江苏大学 友好访问 丹麦 ９月１１日—９月１６日

９８ 林　琳 食品学院 友好访问 丹麦 ９月１１日—９月１６日

９９ 张　弘 理学院 科学技术 瑞典 ９月１１日—９月２４日

１００ 高　静 海外教育学院 会议 美国 ９月１４日—９月２１日

１０１ 吴庆宏 外国语学院 会议 美国 ９月１４日—９月２１日

１０２ 程　千 附院 培训 德国 ９月１５日—１１月２９日

１０３ 苏　波 土力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９月１５日—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５日

１０４ 张秀丽 土力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９月１５日—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５日

１０５ 许文荣 教务处 友好访问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９月２０日—９月２８日

１０６ 吴沿友
农业工程

研究院
会议 澳大利亚 ９月２１日—９月２９日

１０７ 陈汇龙 能动学院 会议 印度尼西亚 ９月２３日—９月２８日

１０８ 杨敏官 能动学院 会议 印度尼西亚 ９月２３日—９月２８日

１０９ 袁建平 流体中心 会议 印度尼西亚 ９月２３日—９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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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高　波 能动学院 会议 印度尼西亚 ９月２３日—９月２８日

１１１ 赵斌娟 能动学院 会议 印度尼西亚 ９月２３日—９月２８日

１１２ 刘　栋 能动学院 会议 印度尼西亚 ９月２３日—９月２８日

１１３ 李　忠 能动学院 会议 印度尼西亚 ９月２３日—９月２８日

１１４ 田　飞 能动学院 会议 印度尼西亚 ９月２３日—９月２８日

１１５ 钱粉红 附院 培训 意大利 ９月２４日—１２月２０日

１１６ 王芳群 电气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９月２５日—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４日

１１７ 李　红 流体中心 会议 土耳其、以色列 ９月２８日—１０月９日

１１８ 朱兴业 流体中心 会议 土耳其、以色列 ９月２８日—１０月９日

１１９ 蔡　涛 计算机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９月３０日—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９日

１２０ 牛德姣 计算机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９月３０日—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９日

１２１ 张　弘 理学院 留学进修 南非 １０月１日—１２月２０日

１２２ 冯　军 教务处 培训 美国 １０月７日—１０月２７日

１２３ 文学舟 管理学院 留学进修 英国 １０月１０日—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２日

１２４ 江浩斌
汽车工程

研究院
会议 日本 １０月１３日—１０月２０日

１２５ 梁　军 汽车工程

研究院
会议 日本 １０月１３日—１０月２０日

１２６ 韩　荣 艺术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１０月１４日—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

１２７ 周绿林 工商学院 会议 韩国 １０月２４日—１０月３０日

１２８ 张　多 电气学院 会议 韩国 １０月２５日—１０月３１日

１２９ 梅　强 江苏大学 友好访问 奥地利、意大利 １０月２７日—１１月４日

１３０ 李　红 流体中心 友好访问 奥地利、意大利 １０月２７日—１１月４日

１３１ 任晓霏 国际处 友好访问 奥地利、意大利 １０月２７日—１１月４日

１３２ 杜建国 管理学院 友好访问 奥地利、意大利 １０月２７日—１１月４日

１３３ 刘佳宁 艺术学院 友好访问 奥地利、意大利 １０月２７日—１１月４日

１３４ 袁寿其 江苏大学 会议 日本 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３日

１３５ 李仲兴 国际处 会议 日本 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３日

１３６ 吴向阳 环安学院 会议 日本 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３日

１３７ 孙建中 环安学院 会议 日本 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３日

１３８ 陈树人 农工院 会议 日本 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３日

１３９ 吴庆宏 外国语学院 会议 日本 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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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 石　祥 能动学院 会议 日本 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３日

１４１ 刘晓松 管理学院 会议 日本 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３日

１４２ 易中懿 江苏大学 友好访问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１０月２９日—１１月５日

１４３ 薛志平 基技学院 友好访问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１０月２９日—１１月５日

１４４ 解幸幸 研究生院 友好访问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１０月２９日—１１月５日

１４５ 李耀明 农工院 友好访问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１０月２９日—１１月５日

１４６ 黄　婷 国际处 友好访问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１０月２９日—１１月５日

１４７ 刘　军 环境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１０月３０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

１４８ 汤　建 药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１１月１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１日

１４９ 沈彩霞 理学院 留学进修 加拿大 １１月１日—２０１４年５月１日

１５０ 王新忠 农工院 友好访问 德国 １１月７日—１１月１８日

１５１ 陈志刚 京江学院 友好访问 德国 １１月７日—１１月１８日

１５２ 陈树人 农工院 友好访问 德国 １１月７日—１１月１８日

１５３ 贾卫东 农工院 友好访问 德国 １１月７日—１１月１８日

１５４ 李耀明 农工院 友好访问 德国 １１月８日—１１月１９日

１５５ 徐立章 农工院 友好访问 德国 １１月８日—１１月１９日

１５６ 尹建军 农工院 友好访问 德国 １１月８日—１１月１９日

１５７ 赵　湛 农工院 友好访问 德国 １１月８日—１１月１９日

１５８ 黄文岳 农工院 友好访问 德国 １１月８日—１１月１９日

１５９ 向忠平 农工院 友好访问 德国 １１月８日—１１月１９日

１６０ 汤　跃 流体中心 会议 德国 １１月１０日—１１月１６日

１６１ 裴　吉 流体中心 会议 德国 １１月１０日—１１月１６日

１６２ 黄　萍 流体中心 会议 德国 １１月１０日—１１月１６日

１６３ 刘厚林 流体中心 研修 美国 １１月１１日—１１月２９日

１６４ 杨　平 机械学院 会议 美国 １１月１３日—１１月２３日

１６５ 嵇小辅 电气学院 留学进修 澳大利亚 １１月２０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１６６ 吴胜利 计算机学院 会议 英国 １１月２５日—１１月２９日

１６７ 高瑞昌 食品学院 会议 印度尼西亚 １１月２６日—１１月２９日

１６８ 申红星 基技学院 留学进修 加拿大 １２月１日—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０日

１６９ 何志霞 能动学院 会议 英国 １２月７日—１２月１３日

１７０ 王钟羡 土力学院 会议 新加坡 １２月８日—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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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部门／单位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１７１ 张忠强 机械学院 会议 新加坡 １２月１０日—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５日

１７２ 马海乐 食品学院 科学技术 日本 １２月１４日—１２月２０日

１７３ 王振斌 食品学院 科学技术 日本 １２月１４日—１２月２０日

１７４ 骆　琳 食品学院 科学技术 日本 １２月１４日—１２月２０日

１７５ 潘天红 电气学院 会议 印度 １２月１５日—１２月１９日

１７６ 刘东明 附院 培训 美国 １２月１５日—１２月２２日

１７７ 陈德玉 附院 培训 美国 １２月１５日—１２月２２日

１７８ 王冬青 附院 培训 美国 １２月１５日—１２月２２日

１７９ 游　涛 附院 培训 美国 １２月１５日—１２月２２日

１８０ 苏文佳 能动学院 留学进修 法国 １２月１５日—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

１８１ 何志霞 能动学院 会议 日本 １２月１７日—１２月２２日

１８２ 杨小飞 材料学院 留学进修 德国 １２月２０日—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９日

��d'�gJ,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聘请长期外国文教专家、教师情况

序号
姓名

英文 中文
国籍 合同有效期 备注

１ ＳＨＡＵＮＬＥＳＬＩＥＭＩＬＬＥＲ 肖恩 南非 ２０１２．９．１—２０１４．７．１５

２ ＳＩＢＡＰＲＡＳＡＤＢＯＲＡＨ 茨坝 印度 ２０１２．９．１—２０１４．７．１５

３ ＭＩＫＡＹＡＭＡＳＡＫＩ 山崎美佳 日本 ２０１２．９．１—２０１４．７．１５

４ ＪＡＳＯＮＰＡＵＬＭＯＷＢＲＡＹ 杰森 英国 ２０１２．９．１—２０１４．７．１５

５ ＶＩＫＴＯＲＣＡＲＲＯＬＬＰＲＡＴＥＲ 维克特 美国 ２０１２．３．１—２０１４．１．１７

６ ＰＡＵ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保罗 加拿大 ２０１２．３．１—２０１３．１．１８

７
ＡＭＡＮＵＥＬＨＡＢＴＥ
ＧＥＢＲＥＳＥＬＡＳＳＩＥ

阿莫牛 美国 ２０１２．２．１３—２０１３．１．１８

８ ＶＡＬＥＲＩＥＥＬＬＥＮＢＬＵＭ 薇乐莉 美国 ２０１２．２．１６—２０１４．７．１５

９ ＳＥＩＪＩＦＵＲＵＮＯ 古野晴治 日本 ２０１２．２．１３—２０１３．１．１８

１０ ＨＩＲＯＭＩＳＡＳＡＫＩ 佐佐木 日本 ２０１２．９．１—２０１４．７．１５

１１ ＫＡＳＵＭＩＨＩＷＡＴＡＳＨＩ 鷇渡佳寿美 日本 ２０１２．９．１—２０１３．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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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英文 中文
国籍 合同有效期 备注

１２ ＤＡＶＩＤＥＡＲＬＭＡＤＳＥＮ 大卫·

马德森
美国 ２０１２．９．１—２０１３．７．１５

１３ ＤＡＶＩＤ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ＷＩＴＴＭＵＮＤＤＩＢＥＬＬＡ 大卫·贝拉 美国 ２０１２．９．１７—２０１３．７．１５

１４ ＹＡＲＩＶＳＨＭＵＥＬＰＯＭＥＲＡＮＺ 亚瑞夫 美国 ２０１２．９．１—２０１３．７．１５

１５ ＧＲＥＧＯＲＹＯＮＥＩＬＴＥＤＤＥＲ 格雷戈里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２．９．１—２０１３．１．１８

１６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ＡＮＮＥＴＥＤＤＥＲ 派翠西亚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２．９．１—２０１３．１．１８

１７ ＲＯＢＥＲＴＲＡＮＧＥＬＯＲＴＥＧＡ 罗伯特 美国 ２０１２．９．１—２０１４．７．１５

１８ ＴＩＭＯＴＨＹＦＬＯＯＤＲＩＮＡＬＤＩ 蒂莫西 美国 ２０１２．９．１—２０１３．７．１５

１９ ＥＤＷＡ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ＩＬＳＯＮ 爱德华 爱尔兰 ２０１２．９．１—２０１３．７．１５

２０ ＫＵＲＴ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ＯＥＳＴＥＲ 克里斯多夫 美国 ２０１２．９．１７—２０１４．１．１７

２１ ＴＩＡＭＡＹＶＡＮ 梅 美国 ２０１２．９．１７—２０１３．７．１５

２２ ＮＩＣＯＬＥＭＡＲＩＥＫＥＮＤＲＩＣＫ 妮可 美国 ２０１２．９．１７—２０１３．７．１５

２３ ＷＡＮＪＵＮＭＥＩ 万峻梅 新加坡 ２０１２．９．１—２０１４．１．１７

２４ ＪＡＳＯＮＭＡＲＫＳＣＯＴＴ 杰森·

斯科特
英国 ２０１３．２．２５—２０１４．１．３１

２５ ＭＡＲＣＵＳＥＤＷＡＲＤＦＩＴＺＳＩＭＯＮＳ 马克思 爱尔兰 ２０１３．２．２５—２０１４．１．１７

２６ ＫＡＭＥＬＡＨＪＡＵＭＩＮＦＬＵＫＥＲ 卡米拉 美国 ２０１３．２．２５—２０１３．７．１５

２７ ＭＡＵＲＩＣＥＴＯＵＩＬＩ 莫里斯 美国 ２０１３．２．２５—２０１４．１．１７

２８ ＴＯＳＨＩＡＫＩＯＧＩＮＯ 荻野俊明 日本 ２０１３．２．２５—２０１４．１．１７

２９ ＤＡＩＳＵＫＥ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 松本大辅 日本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４．７．１５

３０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ＬＹＡＬＬＪＯＨＮ 本杰明 新西兰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４．７．１５

３１ ＰＥＴＥＲＳＥＩＮＨＬＡＩＮＧ 皮特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４．１．１９

３２ ＨＵＮＴＥＲＡＬＬＥ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穆勒 美国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４．７．１５

３３ ＢＲＡＤＬＥＹＲＡＹＳＨＵＬＴＳ 布拉德利 美国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４．７．１５

３４ ＴＲＡＶＩＳＪＡＢＥＺＤＥＡＮ 迪恩 美国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４．１．３１

３５ ＴＩＭＯＴＨＹＪＯＨＮＳＴＲＩＮＧＥＲ 提姆 英国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４．７．１５

３６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ＥＲＩＣＧＥＯＲＧＥＦＡＢＲＥ 艾瑞克 英国 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０１４．７．１５

３７ ＭＡＲＫＲＩＴＣＨＩＥＣＥＬＣＩＵＳ
ＣＵＥＮＴＯＪＵＡＣＨＯＮ 马克 菲律宾 ２０１３．１０．８—２０１４．７．１５

３８ ＤＲ．ＡＢＵＬＭＯＮＳＵＲ
ＳＨＯＷＫＨＯＳＳＡＩＮ 阿布 孟加拉国 ２０１３．６．２６—２０１４．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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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英文 中文
国籍 合同有效期 备注

３９ ＷＥＩＬＡＮＳＨＡＯ 邵蔚蓝 美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４

４０ ＱＩＯＮＧＬＩＮ 林琼 美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４

４１ Ｃ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ＷＡＮＧ 王成原 加拿大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４

４２ Ｚ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ＨＩ 施忠良 加拿大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５

４３ ＹＡＮＧＦＥＩ 费扬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５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短期外国专家来校讲学、访问情况

序号 姓名／名称 性别 国家／地区 事由 日期 备注

１ 谢可平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日—
２０１３年１月４日

２ 丁玉龙 男 英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６日

３ ＡｒｉｃＫｒａｕｓｅ（４人）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６日—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６日 团

４ ＦｕｈＧｗｏＹｕａｎ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６日—
２０１３年３月５日

５ Ｍｒ．ＥｒｉｃＰｅｌｌｅｔｉｅｒ 加拿大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７日—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７日

６ 袁福国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７日—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０日

７ Ｗｕｎｄｅｒｌｉｃｈ 男 德国 考察访问
２０１３年３月５日—
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

８ Ｍａｘｙｅｎ（２人） 男 美国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
２０１３年３月８日 团

９ 贺极苍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６日—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６日

１０ 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ｏｌｌｅｙ 男 英国 学术座谈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２日—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３日

１１ ＧǖｎｔｅｒＥｌｓｂｅｔｔ 男 德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１２ 徐兴旺 男 新加坡 学术报告／交流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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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名称 性别 国家／地区 事由 日期 备注

１３ 李大熙 男 韩国 顺访
２０１３年４月８日—
２０１３年４月８日

１４ ＮＥＵＰ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ａ 奥地利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４月９日—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０日

１５ 山口外见（４人） 日本 学术报告／交流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０日—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１日 团

１６ ＪａｎＴｕｒｏｗｓｋｉ 男 德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１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

１７ 赵玉津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１８ 李元林 男 加拿大 报告交流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１９ ＹＯＮＧＩＬＬＬＥＥ 男 韩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８日

２０ ＭｉｋｅＭｏｒｇａｎ 男 英国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３年５月６日—
２０１３年５月９日

２１ 张农 男 澳大利亚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５月７日—
２０１３年５月９日

２２ 傅晓怡 女 法国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０日—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０日

２３ Ｓ．Ｋ．Ａｇｇａｒｗａｌ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０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日

２４ 伊藤 省吾 男 日本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２５ ＰｒａｍｏｄＲａｓｔｏｇｉ（２人） 瑞士 学术交流／报告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３日—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 团

２６ ＥｄｉｔｈＨａｍｅｌ（２人） 加拿大
学术报告／
参观／座谈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５日 团

２７ 白益东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４日—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５日

２８ 江钟伟 男 日本 交流访问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５日—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９日

２９ ＲＥＩＴＭＥＩＥ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男 德国 交流讲座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６日—

５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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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名称 性别 国家／地区 事由 日期 备注

３０ ＺｈａｏｓｈｅｎｇＦｅｎｇ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７日—

５月２８日

３１ ＩｎｇｏＷｉｔｔ 男 德国 学术报告／交流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８日—
５月２９日

３２ 史永成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６月５日—

６月５日

３３ 文鹏程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６月５日—

６月６日

３４ ＪｏｈｎＬ．Ｂｅａｒ 男 美国 访问会谈
２０１３年６月８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８日

３５ 赵玉津 美国
２０１３年６月８日—

６月１２日

３６ ＡＢＤＥＳＳＡＤＥＫ（３人）
ＬＡＣＨＧＡＲ 男 美国 学术交流／报告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５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１日 团

３７ ＷａｎｇＸｉｋｕｎ（王希坤） 男 新加坡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５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９日

３８ 何卓琼

Ｃｈｏｎｇ（Ｚｈｕｏｑｉｏｎｇ）Ｈｅ 女 美国 座谈、交流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

３９ 孙东初ＤｏｎｇｃｈｕＳｕｎ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

４０ 草深茂 男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

４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Ｗｈｉｔｍａｎ 男 美国 学术交流／报告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４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５日

４２ ＦｕｈＧｗｏＹｕａｎ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７日—
２０１３年７月８日

４３ ＴｅｒｒｙＳｔｕｒｔｅｖａｎｔ 男 加拿大
学术报告、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日

４４ 何巍 女 荷兰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７月４日—
２０１３年７月４日

４５ ＧｅｒａｒｄＣｈａｌａｎｔ 男 法国 访问会谈
２０１３年７月４日—
２０１３年７月４日

４６ ＧｅｏｒｇＨａｎｓＮＡＧＬＥＲ 男 德国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０日—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１日

４７ ＪｏｈｎＢｅｌｌ（４人） 澳大利亚 访问交流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３日—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４日 团

４８ ＧｅｙｏｎｇＭｉｎ 男 英国 访问交流
２０１３年８月６日—
２０１３年８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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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名称 性别 国家／地区 事由 日期 备注

４９ ＫｉｍＨｙｏｕｎｇＢｕｎ（２人） 男 韩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８月８日—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０日 团

５０ Ｐｒｏｆ．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男 美国 学术报告／交流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５１ 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Ｓｎｙｄｅｒ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８日—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５２ ＧｕｙＦｉｐｐｓ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８日—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１日

５３ ＭａｈｅｎｄｒａＣｈｏｒｄｉａ（２人）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２日—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３日 团

５４ ＭａｒｔｉｎＢｈｌｅ 男 德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２日—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４日

５５ 薛宏 男 美国 开题、座谈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６日—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７日

５６ 半田美永（３人） 日本 合作交流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７日—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０日 团

５７ Ｐｒｏｆ．Ｄｒ．Ｉｎｇ．ｈａｂｉｌ．
ＪｅｎｓＳｔｒａｃｋｅｌｊａｎ（３人） 男 德国 合作交流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７日—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９日 团

５８ 森吉 泰生（２人）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０日—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１日 团

５９ ＦｕｈＧｗｏＹｕａｎ 男 美国 合作交流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０日—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６０ 大冢丰 男 日本 学术报告／交流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１日—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

６１ ＧｅｒａｒｄＢＯＩＳ（７人） 法国 国际论坛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２日—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 团

６２ 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Ｗｉｌｓｏｎ（３人） 美国
学术报告／
讨论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７日 团

６３ 马德新 男 德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７日—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９日

６４ ＭｉｇｕｅｌＣáｍａｒａ 男 西班牙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９日—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２日

６５ 龚伟 女 美国 学术报告／交流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０日—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３日

６６ 顾军 男 美国
教师交流／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３日—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６日

６７ ＪａｎＴｕｒｏｗｓｋｉ 男 德国 学术沙龙／交流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３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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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名称 性别 国家／地区 事由 日期 备注

６８ 程宏达 男 美国 学术讲座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７日—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８日

６９ 吴根烨（３人） 男 韩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７日—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０日 团

７０ ＢｒｉａｎＪ．Ｅｄｗａｒｄｓ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０日—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３日

７１ 赵玉津 男 美国
论文指导／
合作商讨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４日

７２ ＤｏｎａｔｏＧｉｒｏｌａｍｏ 男 意大利 讲学、研讨、会议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４日—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８日

７３ Ｓｔｅｖｅ（２人） 男 美国 见面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 团

７４ ＰｅｔｅｒＴｉｊｓｓｅｎ（４人） 加拿大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７日—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日 团

７５ ＥｒｗｉｎＯＨ 男 澳大利亚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９日—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９日

７６ ＪｏｒａｍＦｅｌｄｏｎ 男 瑞士 学术会议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日—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日

７７ ＬｉｓｅＬｏｔｔｅＮｉｌｓｓｏｎ（２人） 女 瑞典 合作交流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４日—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４日 团

７８ ＧüｎｔｅｒＥｌｓｂｅｔｔ（２人） 男 德国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４日—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６日 团

７９ ＦａｂｒｉｚｉｏＶａｌｅｎｚａ 男 意大利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１日—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３日

８０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Ｂｒｉｘ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男 丹麦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３日

８１ ＦｕｈＧｗｏＹｕａｎ 男 美国 课题合作、讲学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７日

８２ ＲｕｄｏｌｆＭａｎｄｏｒｆｅｒ（２人） 奥地利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７日—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９日 团

８３ 朱宁 男 日本 项目宣讲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２日

８４ 郑东升 男 澳大利亚 学术讲座、交流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

８５ 奥地利代表团（２４人） 奥地利
江苏大学ＭＢＡ
中心座谈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３日 团

８６ ｗａｌｔｅｒｐａｒｋ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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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名称 性别 国家／地区 事由 日期 备注

８７ ＪＯＨＮＺＨＡＮＨＵＧＵＯ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

８８ ＦｕｈＧｕｏＹｕａｎ 男 美国 课题合作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８９ Ｍａｓａｈｉｒｏ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男 日本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９０ ＭｏｈｓｉｎＨａｓｓａｎ
ＡｂｄａｌｌａＨａｓｈｉｍ（２人） 苏丹 签约仪式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团

９１ ＭＲ．ＹＵＳＯＦＦ
ＭＵＳＡ（２３人）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高教论坛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团

９２ ＪｏｈｎＭａｃｋ 男 加拿大、英国 学术报告、交流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８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

９３ 依田熹家 男 日本 演讲、交流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８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

９４ 李健 男 澳大利亚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

９５ ＺｈａｏｈｕａＰＥＮＧ 男 美国 学术报告／座谈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４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O����L��J,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与国（境）外高校合作交流签署协议情况
序号 签署时间 境外合作单位 签署协议情况

１ ２０１３．１．１ 英国德比大学 江苏大学与英国德比大学国际合作协议

２ ２０１３．２．８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江苏大学与帕多瓦大学谅解备忘录

３ ２０１３．３．２５ 印尼万隆天主教大学
中国江苏大学与印尼万隆天主教大学学术合作

谅解备忘录

４ ２０１３．４．１ 印尼万隆天主教大学
江苏大学ＭＢＡ与万隆天主教大学社会科学硕士
合作办学协议备忘录

５ ２０１３．４．１９ 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
中国江苏大学与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学术与

研究谅解备忘录

６ ２０１３．５．２７ 日本山口大学
中国江苏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与日本山口大学

工程系基于国际学生合作的海外培训项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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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签署时间 境外合作单位 签署协议情况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４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 中国江苏大学与德国巴登 －符腾堡州双元制大
学学术与研究合作谅解备忘录

８ ２０１３．９．３ 日本山口大学 中国江苏大学与日本山口大学谅解备忘录

９ ２０１３．９．３ 日本山口大学 中国江苏大学与日本山口大学交换生协议

１０ ２０１３．９．６ 俄罗斯莫尔多瓦国立大学
中国江苏大学与俄罗斯欧加列夫莫尔多瓦国立

大学合作协议书

１１ ２０１３．９．１１ 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大学
中国江苏大学与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大学合作

协议书

１２ ２０１３．９．１８ 德国马格德堡大学
德国马格德堡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与中国江

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合作协议书

１３ ２０１３．１０．１９ 韩国忠南国立大学
中国江苏大学国际处与韩国忠南国际大学经济

管理学学术与研究谅解备忘录

１４ ２０１３．１１．１６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中国江苏江苏大学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交流协议

１５ ２０１３．１２．１１ 苏丹喀土穆大学 中国江苏大学和苏丹谅解备忘录

１６ ２０１３．１２．１２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 江苏大学与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合作意向书

１７ ２０１３．１２．１２ 马来西亚沙巴大学 江苏大学与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合作意向书

１８ ２０１３．１２．１２ 马来西亚北方大学 江苏大学与马来西亚北方大学合作意向书

１９ ２０１３．１２．１２ 马来西亚吉兰丹大学 江苏大学与马来西亚吉兰丹大学合作意向书

２０ ２０１３．１２．２６ 美国爱达荷大学 中国江苏江苏大学与美国爱达荷大学合作协议

�va���J,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举办（承办）国际会议情况
会议名称 举办时间 参会人数 国别

第二届先进材料国际会议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６日—

５月１９日
４７７

（外宾１７７人）

３６国家和地区：阿尔及利亚、澳
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

加拿大、捷克、德国、印度、瑞典、

突尼斯、英国、荷兰、波兰、葡萄

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新

加坡、南非、西班牙、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美国、伊朗、爱尔

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

韩国、马来西亚、埃及、法国、也

门，以及中国、中国香港、中国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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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会议名称 举办时间 参会人数 国别

２０１３可积系统与数学物理
方程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７日—
６月２９日

５０
（外宾９人） ３国：中国、美国、德国

２０１３中韩青少年网络成瘾
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７日—
７月２９日

１１０
（外宾３０人） ２国：中国、韩国

农业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

讨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８月２０日

６５
（外宾１１人） ４国：中国、荷兰、美国、日本

第六届水泵和风机国际学术

会议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９日—
９月２２日

４００
（外宾７８人） ４国：中国、美国、英国、德国

第二届流体机械及工程国际

学术论坛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３日—
９月２４日

３００
（外宾７人）

５国：中国、比利时、美国、意大
利、韩国

２０１３年家蚕二分浓核病毒
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９日—
１１月２日

１００
（外宾４人） ３国：法国、加拿大、中国

第一届“三江知识产权国际

论坛”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９日 ２６０

（外宾１５人）
５国：中国、美国、韩国、蒙古、
加纳

���=L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短期公派情况
序号 姓名 单位／部门 出访事由 地区 出访时间

１ 毕勤胜 科技处 会议 香港、澳门 ３月１８日—３月２４日

２ 张正娣 理学院 会议 香港、澳门 ３月１８日—３月２４日

３ 陆建飞 土力学院 会议 香港、澳门 ３月１８日—３月２４日

４ 朱玉萍 土力学院 会议 香港、澳门 ３月１８日—３月２４日

５ 韩同伟 土力学院 会议 香港、澳门 ３月１８日—３月２４日

６ 杜建国 管理学院 会议 台湾 ５月２２日—５月２８日

７ 李国昊 管理学院 会议 台湾 ５月２２日—５月２８日

８ 程发新 管理学院 会议 台湾 ５月２２日—５月２８日

９ 罗建强 管理学院 会议 台湾 ５月２２日—５月２８日

１０ 陈　前 电气学院 会议 台湾 ５月２７日—６月１日

１１ 李志红 纪委 培训 香港 ６月２３日—６月２８日

１２ 黄新祥 基技学院 留学进修 香港 ７月１日—１２月３０日

１３ 李君荣 基技学院 留学进修 香港 ７月１日—１２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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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部门 出访事由 地区 出访时间

１４ 徐顺高 基技学院 留学进修 香港 ７月１日—１２月３０日

１５ 贾雪丹 计算机学院 交流学习 台湾 ８月１日—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７日

１６ 张加鹏 计算机学院 交流学习 台湾 ８月１日—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７日

１７ 贺建国 文法学院 主持普通话测试 香港 ８月１５日—８月３１日

１８ 陈圣松 汽车研究所 工厂检查 台湾 ８月２０日—８月２９日

１９ 李依莼 艺术学院 交流学习 台湾 ９月１６日—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

２０ 汪嘉琪 汽车学院 交流学习 台湾 ９月１６日—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

２１ 李　莹 财经学院 交流学习 台湾 ９月１６日—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

２２ 朱卫华 化工学院 会议 台湾 １１月１７日—１１月２０日

２３ 欧忠平 化工学院 会议 台湾 １１月１７日—１１月２１日

２４ 姜　松 食品学院 交流学习 台湾 １１月１８日—１１月２４日

２５ 董　英 食品学院 交流学习 台湾 １１月１８日—１１月２４日

２６ 刘　栋 能动学院 留学进修 香港 １１月２０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２７ 罗新民 材料学院 会议 台湾 １１月２９日—１２月６日

２８ 朱利平 计算机学院 培训 香港 １２月２３日—１２月２６日

（撰稿人：董　婷　核稿人：江永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