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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及学校各单位（部门）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按照获奖时间排序）

获奖单位／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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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３．１．２５

团委

《无“微”不至———运用微博打

造高校共青团服务引导青年新

阵地》项目获２０１２年度全省共
青团工作创新创优成果奖一

等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３．１

江苏大学

第八届江苏省大学生文化艺术

节———“魅力江苏”传统民居

与现代建筑摄影作品大赛优秀

组织奖

第八届江苏省大学生文化艺术

节组委会
２０１３．３

工业中心／光学扫描照
相测量服务机组

优秀机组二等奖 镇江市科学技术局 ２０１３．３

教育部江苏大学科技查

新工作站

江苏省教育科技系统巾帼标

兵岗
江苏省教育科技工会 ２０１３．３．１２

江苏大学
镇江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先

进单位

镇江市节水型城市创建领导

小组
２０１３．４．１９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江苏省体育
工作先进学校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３．４

图书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江苏省高校
图书馆先进集体”

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

委员会
２０１３．５．２０

团委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共青团中央 ２０１３．５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高校后勤工
作先进集体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３．５．２９

江苏大学
镇江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先

进单位
镇江市 ２０１３．５．２９

男子排球队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中国大学生排球
联赛甲级赛男子组第一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排球分会 ２０１３．５

档案馆 江苏省高校档案工作先进集体 江苏省档案局、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３．７．８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２年高校干部远程培训工
作优秀单位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２０１３．７

江苏大学 镇江市军地互办实事先进单位
中共镇江市委、镇江市人民政

府、镇江军分区
２０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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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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诺瑞特”杯第六届全国大

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

竞赛优秀组织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教育部高等学校能源动

力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２０１３．８

江苏大学
“时代风华———江苏省高校美

术作品展”组织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３．１０．２１

江苏大学
江苏省第二届高校职业指导教

师教学技能比赛优秀组织奖

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

中心
２０１３．１０．２４

江苏大学
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胜杯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

部、全国学联、江苏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１０

江苏大学

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校级

优秀组织奖

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组

委会

２０１３．１０

杂志社
在第五届江苏期刊编辑技能大

赛中获组织银奖
江苏省期刊协会 ２０１３．１０

档案馆

《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荣获江苏省档案文化建设精品

二等奖

江苏省档案局 ２０１３．１１．２８

图书馆
２０１３年度“十佳社科普及示范
基地”

镇江市社科联 ２０１３．１１．２９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３年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
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

文明办、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

新闻出版局、共青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学生联合会

２０１３．１１

京江学院

教育部第二届全国民办高校党

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

果评选优秀奖

全国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

民办高校分会
２０１３．１１

男子排球队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中国大学生排球
联赛南方赛区第一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排球分会 ２０１３．１１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江苏省教育
国际合作与交流先进学校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３．１２．２４

江苏大学女子足球队

２０１３全国“校园足球”女子大
学生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第

五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中国足球

协会
２０１３．１２

后勤服务集团
２０１３年度江苏省高校节能工
作先进院校

江苏省高校后勤管理研究会 ２０１３．１２

后勤服务集团

运输中心服务中心
２０１３年度先进单位 江苏省高校后勤运输专业委

员会
２０１３．１２

江苏大学

第十三届江苏省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高校优秀组

织奖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团江苏省

委、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江苏

省学生联合会

２０１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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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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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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度
全省共青团工作创新创优成果

奖一等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３．１２

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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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度团省委运用新媒体和文化

载体引导青年创新案例获一

等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３．１２

团委

《构 筑 团 员 青 年 的 ＰＵ 之
家———江苏大学依托 ＰＵ平台
提升基层组织建设水平》２０１３
年度团省委运用新媒体和文化

载体引导青年创新案例获二

等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３．１２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镇江市心理学研究与实践工作

先进集体
镇江市心理学会 ２０１３．１２

民盟江苏大学六支部
江苏民盟“活力基层组织建设

年”先进基层组织
民盟江苏省委员会 ２０１３．１２

江苏大学
江苏省第二届大学生安全知识

竞赛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３．１２

江苏大学 首批江苏省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委员会办

公室、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３．１２

江苏大学
省第五届普通高校军事课教师

授课竞赛优秀组织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军区司

令部
２０１３．１２

京江学院 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 江苏省团省委 ２０１３

民革江大一支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民革江苏省委
先进支部

民革江苏省委 ２０１３

民革江大一支
２０１３年度民革镇江市委优秀
支部

民革镇江市委 ２０１３

江苏大学

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

果奖“助人圆梦梦更园———江

苏大学开展‘我的中国梦’主

题教育特色活动”

教育部思想政治司 ２０１３．１２

江苏大学
江苏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先进集体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３

农工党江苏大学基层委

员会三支部
社会服务先进支部 农工民主党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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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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工党江苏大学基层委

员会三支部
宣传工作先进支部 农工民主党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１４．１

农工党江苏大学基层委

员会一支部
信息工作先进支部 农工民主党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１４．１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江苏省高等
学校和谐校园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４．１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３年度江苏省教育宣传工
作先进单位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４．５

（撰稿人：沈　芳）

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各单位（部门）
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１．获奖名称：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度学校先进
单位

获奖单位：（共１０个，排名不分先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管理学院

文法学院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农业工程研究院

图书馆

信息化中心

后勤服务集团

获奖时间：２０１４．２．２８

２．获奖名称：２０１３年度学校机关作风建设
考评先进单位

党群部门（４个）
党委组织部

党委办公室

党委宣传部

团委

行政部门（６个）
校长办公室

人事处

科学技术与产业处

研究生院

财务处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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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财经学院

药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获奖时间：２０１４．２．２８

３．获奖名称：２０１３年先进基层党组织（共
３９个）
党委（党总支）（５个）：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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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党委

化学化工学院党委

京江学院党委

图书馆党总支

基层党支部（３４个）：
机械工程学院测控系党支部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教师交通运输党支部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流体机械教工党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中心党支部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自动化党支部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食品科学工程系党

支部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环境科学系党支部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软件工程系党

支部

化学化工学院应化系党支部

理学院数学系党支部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土木工程系党支部

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党支部

财经学院财务系教工党支部

医学部与临床医学院教工党支部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教工第四党支部

药学院中药学与药学系教工党支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教研室党支部

文法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外国语学院日语与学习中心党支部

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及动画系教工党支部

教师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党支部

继续教育学院教工党支部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工党支部

机关党工委学工处党支部

机关党工委保卫处党支部

机关党工委设备处党支部

离退休党工委第二党支部

离退休党工委机械党支部

离退休党工委第七党支部

附属医院后勤党支部

图书馆第四党支部

机电总厂第三党支部

后勤服务集团场馆管理中心（江大恒昌物

业）党支部

后勤服务集团第一综合党支部

获奖时间：２０１３．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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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

序号 成果名称 项目建设人
奖励

级别
年份

１ 高等工程教育开放型工程训练体

系的研究与实践
杨继昌　蔡　兰　王贵成　卢章平　李萍萍 国家级

二等奖
２００５

２ 地方高校电气类专业主要技术基

础课程改革与实践

孙玉坤　赵不贿　陈晓平　赵德安　成　立
李长杰　周新云　傅海军　殷春芳　秦　云
刘国海　刘贤兴

国家级

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３ 构建复合载体 强化工程能力 培

养创新型工学研究生

李萍萍　施卫东　毛罕平　姚冠新　解幸幸
陆　杰　刘荣桂　沈　晨

国家级

二等奖
２００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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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寿其　杨敏官　陈汇龙　王　谦　何秀华
王春林　施爱平　康　灿　王军锋　罗惕乾

国家级

二等奖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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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省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

序号 成果名称 项目建设人
奖励

级别
年份

１ “塔式”立体化中小企业创业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梅　强　毛翠云　郭龙建　陈文娟　胡桂兰
赵观兵　张怀胜　谭　成　杨道建　徐占东

省级

特等奖
２０１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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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德安　陈晓平　刘国海　鲍可进　朱　娜
高国琴　赵不贿　李正明　秦　云　黄永红
傅海军　赵跃华

省级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３
多维教学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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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文荣　邵启祥　郑铁生　钱　晖　孙晓春
谷俊侠　姜旭淦　胡嘉波　邵世和　朱　伟

省级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４
纵向层级推进 横向多元协同 构

建纵横有道的大学生创业能力培

养体系

姚冠新　董跃进　李洪波　朱卫国　林　伟
任泽中　洪　林　陈桂香　王　飞
刘正华（盐城工学院、江苏大学合作项目）

省级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５ 国际化背景下工科创新人才培养

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陈　红　苏建红　毛卫强　李崇月　姚　琴
张明权　仪爱松　李加军　吴　鹏　李　民

省级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６ 地方高校电气类人才培养“四结

合、四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刘贤兴　朱誯秋　孙玉坤　孙宇新　成　立
全　力　黄永红　贾好来　黄振跃

省级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７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工程能

力的提高与国际化视野拓展
赵杰文　马海乐　邹小波　姜　松　陈　斌 省级

二等奖
２０１３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校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

序号 成果名称 项目建设人
奖励

级别
年份

１ “塔式”立体化中小企业创业人

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梅　强　毛翠云　郭龙建　胡桂兰　赵观兵
张怀胜　谭　成　杨道建　徐占东 特等奖 ２０１３

２
多维教学体系优化与多元思维模

式培养提升医学检验学生创新实

践能力

许文荣　邵启祥　郑铁生　钱　晖　孙晓春
谷俊侠　姜旭淦　胡嘉波　邵世和　朱　伟 特等奖 ２０１３

３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工程能

力的提高与国际化视野拓展
赵杰文　马海乐　邹小波　姜　松　陈　斌 特等奖 ２０１３

４ 运用 ＣＤＩＯ理念，提高电气信息
类学生计算机应用和创新能力

赵德安　陈晓平　刘国海　鲍可进　朱　娜
高国琴　赵不贿　李正明　张荣标　黄永红
秦　云　李天博　傅海军　李长杰

特等奖 ２０１３

５ 基于学生诉求差异的独立学院柔

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路正南、赵跃生、朱伟兴、孙国、张世兵 特等奖 ２０１３

６ 教育专业发展视域下的现代教师

教育理念创新与教学模式改革
张忠华、于忠海、曹辉、王佳佳、王悦芳 特等奖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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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成果名称 项目建设人
奖励

级别
年份

７
个性化教育与全人发展—探究式

大学英语校本课程改革探索与

实践

陈　红　苏建红　李崇月　毛卫强　姚　琴
王月芳　邵元生　李加军　钟兰凤　吴　鹏
李　民

特等奖 ２０１３

８ 地方高校电气类人才培养“四结

合、四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刘贤兴　朱誯秋　孙玉坤　孙宇新　成　立
全　力　黄永红　贾好来　黄振跃 特等奖 ２０１３

９ 仪器类专业“５４３４”工程实践与
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张西良　许桢英　李伯全　孙智权　姚红兵
陈　进　陈明阳　鲍丙豪　潘海彬　宋寿鹏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１０ 人文社科类研究生方法论教育的

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董德福　于忠海　史云波　李晓波　马耀鹏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１１ 基于工程对象的基础工程教育新

型教学模式的创建与实践

戴立玲　袁　浩　卢章平　黄　娟　薛宏丽
陈松玲　侯永涛　姚辉学　潘金彪　杨巧绒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１２ 学分制下的开放型物理实验教学

体系的完善和提升
王国余　王亚伟　许伯强　王纪俊　董荣生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１３ 临床医学“５＋３”临床实践能力
研究

眭　建　狄镇海　孟秀琴　邹圣强　崔恒武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１４ 电气信息大类、机电测控专业 电

子技术配套教材内涵式建设
王振宇　成　立　周晓霞　严雪萍　秦　云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１５ 以双师型教师为依托的环境科学

与工程类学生工程能力培养

刘　宏　吴向阳　解清杰　依成武　储金宇
赵如金　李　潜　杜道林　张　波　李维斌
黄　萍　周晓红　邵晓玲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１６ 企业管理信息化人才培养模式 刘秋生　杜建国　柯　佳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１７ 材料科学综合性课程设计的实践

及研究型学习方式的探索
刘　军　杨　娟　唐丽永　孟献丰　陈彩凤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１８ “三结合、三协同”，ＩＴ大学生创
新创业教学育人的实践与探索

詹永照　朱利平　赵跃华　潘雨青　王良民
马汉达　王训兵　鲍可进　李　峰　周莲英
俞　?　盛　平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１９
构建基础知识与技能训练模块

化，综合能力与基础创新项目化

的基础工程训练新体系

马伟民　曾艳明　刘会霞　马鹏飞　张应龙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２０ 工科数学课程教学的新模式及创

新实践研究
张正娣　李医民　杨宏林　丁丹平　王丽霞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２１ 《财务报表分析》国际化专业英

语课程改革与实践

刘瑞文　张　华　李靠队　朱乃平　谢竹云
石盈芳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２２
构建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训练

平台，提升机械类专业学生的创

新实践能力

周建忠　江　洪　黄　舒　陈寒松　蒯苏苏
陈修祥　杨启志　王　权 一等奖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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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成果名称 项目建设人
奖励

级别
年份

２３ 以发展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为

目标的 研究性教学研究

苏建红、毛卫强、李民、吴鹏、吴庆宏、钟兰凤、

张明权、张杰、史日丽、范琳、马风华、张罗、仲

跻红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２４ 《医疗保险学》（教材） 周绿林　李绍华 一等奖 ２０１３

２５ 信息素质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卢章平　袁　润　刘红光　张晓阳　刘　竟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２６ 架设教育引导大学生的空中走廊 陈文娟　杨道建　冯琳　潘金彪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２７ 构建远程化条件下函授教育教学

质量保障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花银群　宗伯君　汪建国　史建华　邵应清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２８ 《护理学基础》教材与视频教程

一体化建设的教学研究
罗彩凤　吴　皎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２９ 机械原理与设计（教材）

谢　俊　尹小琴　杨启志　鲍培德　吴伟光
杨德勇　马履中　朱长顺　胡建平　杨超君
陈修祥　陈瑞芳　刘继展　尹建军　孙建荣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３０ 基于虚实结合的《汽车构造》教

学网络研发与实践
朱茂桃　耿国庆　徐　兴　张树培　张孝良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３１ 以学生党建为引领的“人才库”

层次发展工作法
李宏刚　石　祥　许孝芳　董晓言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３２ 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培养应用创

新型人才
邵红红　纪嘉明　吴　晶　王　兰　李冬升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３３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无机材料工

艺学课程体系改革
孟献丰　沈湘黔　杨　娟　陈彩凤　高春华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３４ ＰＬＣ原理及应用精品课程建设 黄永红　吉敬华　张新华　杨　东　刁小燕
项倩雯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３５
基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基因工

程及相关课程实验教学的探索与

实践

何华纲　朱姗颖　齐向辉　王　云　蔡梅红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３６ 以创新能力为导向的网络类课程

改革与实践研究
李　峰　熊书明　金　华　曾兰玲　耿　霞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３７ 立体化的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教

学体系

肖铁军　丁　伟　马学文　杨旭东　赵　蕙
邹婷婷　袁晓云　刘　芳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３８ 高校毕业设计环节教育模式及其

管理平台
陈锦富　杨鹤标　沈项军　林　琳　刘志锋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３９ 计算机专业学生编程能力的培养

与提高
潘雨青　李　雷　郑文怡　曹汉清　薛安荣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４０ 立体化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体系的

建设和完善
许伯强　王亚伟　王纪俊　王国余 二等奖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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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成果名称 项目建设人
奖励

级别
年份

４１ 基于“情感教学”理念的教育研

究与实践
汤　养　王学弟　蒋书敏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４２ “８４２工程”（结构力学）课程教
学改革与实践

胡白香　石启印　李传勋　陆建飞　操礼林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４３ 工程力学针对性教学的实践与

探索

孙保苍　张晓芳　朱玉萍　吴卫国　韩同伟
刘红光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４４ 大学化学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朱卫华　张锡凤　贺敏强　李　敏　智陈敏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４５ 运筹学互动式教学改革 张怀胜　王邦兆　路正南　赵观兵　赵兴平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４６ 国际经贸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创新

探索与改革实践
陶忠元　陈海波　杨丽丽　陈丽珍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４７ 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改革与探索 王正明　陈海波　陈银飞　鄢　军　王　欣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４８ 统计调查学课程建设与创新教学

模式研究
吴继英　杨道建　高　峰　王玲玲　王伏虎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４９ 本真追寻与意蕴阐释：马克思主

义原理教学探索
马耀鹏、董德福、吕国忱、李春建、付清松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５０
提高《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

“有效性”改革的探讨

陈永梅　阎　静　颜剑英　张　林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５１ 创新实践教学理念，强化实践育

人成效

魏志祥　周海燕　徐惠红　王　征　陈　悦
王　祥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５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培养研究

生科学精神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　丽　钱兆华　李明宇　文剑英　杭　慧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５３ 大学语文课程与人文精神培养 周　衡　周　渡　张芙蓉　史挥戈　徐美秋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５４ 构建多元化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开拓国际化人才培养新途径
王月芳　陈　红　仪爱松　戴祝君　邵元生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５５ 仿生设计方法在产品设计教学中

的创新与实践
孙宁娜　李明珠　董佳丽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５６ “设计工学”课程建设与实践 张　凯　沙春发　黄黎清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５７ 数字媒体艺术课程建设与实践 韩　涛　沙　强　甘　泉　崔　晋　肖　晨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５８ 病理学数字切片教学 陈　淼　沈　蓉　龙卫国　黄　攀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５９ 制药工程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
刘瑞江　徐希明　张业旺　徐秀泉　于小凤 二等奖 ２０１３

６０ 生药学课程建设 欧阳臻　陈红霞　赵　明　邹艳敏 二等奖 ２０１３

获奖时间：２０１３．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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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度教研活动优秀系（室）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系室名称 系室主任 所在学院

１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陶忠元 财经学院

２ 工商管理系 王邦兆 管理学院

３ 化学系 沈小平 化学化工学院

４ 测控技术与仪器系 张西良 机械工程学院

５ 分子诊断学系 钱　晖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６ 物联网工程系 王良民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７ 教育学系 钟勇为 教师教育学院

８ 物理学系 王纪俊 理学院

９ 急诊医学教研室 张利远 临床医学院

１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研室 魏志祥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１１ 交通运输系 潘公宇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１２ 食品质量与安全系 崔恒林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１３ 英语系 苏建红 外国语学院

１４ 理论法学系 宫宝芝 文法学院

１５ 药剂学系 戈延茹 药学院

１６ 工业设计系 孙宁娜 艺术学院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获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多媒体教学课件名单（苏教办高〔２０１３〕１１号）

课件名称 第一制作人 所属院系 等级

建筑艺术欣赏 承　恺 艺术学院 一类

通信系统原理课件 郑召文 计算机学院 一类

《微生物学》课程双语课件 崔恒林 食品学院 二类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实验） 王春艳 工业中心 二类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优秀多媒体教学课件评选获奖名单

课件名称 第一制作人 所属院系 获奖等级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实验） 王春艳 工业中心 一等奖

《微生物学》课程双语课件 崔恒林 食品学院 一等奖

通信系统原理课件 郑召文 计算机学院 一等奖

师范生高级技能自主训练———演讲 代国兴 理学院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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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名称 第一制作人 所属院系 获奖等级

工业设计概论 孙宁娜 艺术学院 一等奖

建筑艺术欣赏 承　恺 艺术学院 一等奖

机械原理与设计 杨德勇 机械工程学院 二等奖

基因工程 何华纲 食品学院 二等奖

计算机维护技术学习平台 马汉达 计算机学院 二等奖

英文影视口语－跨文化篇 李海岚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设计草图 李明珠 艺术学院 二等奖

电视节目制作系统 赵卫国 信息化中心 二等奖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８４２Ｔ工程”精品课程立项建设名单

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课程负责人

１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工艺 ２ 王雷刚　贾志宏

２ 材料学院 传输原理 ２ 郭长庆

３ 材料学院 复合材料原理 ２ 陈　刚

４ 电气学院 农业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系统 ２ 赵不贿

５ 电气学院 电力工程基础 ２ 孙宇新　刘贤兴

６ 环境学院 环保设备 Ｔ 赵如金

７ 环境学院 安全管理学 ２ 吕保和

８ 机械学院 机电光仪一体化技术 Ｔ 李伯全

９ 计算机学院 网络工程 ２ 曾兰玲

１０ 计算机学院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Ｔ 潘雨青

１１ 汽车学院 道路交通安全工程 Ｔ 刘志强

１２ 汽车学院 交通规划 ２ 常玉林

１３ 财经学院 能源价格理论及应用 Ｔ 王正明

１４ 管理学院 生产管理学 ２ 毛翠云

１５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哲学 Ｔ 于忠海

１６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Ｉ（形态） ２ 孙宁娜

１７ 艺术学院 三维设计软件 ２ 张文莉

１８ 化工学院 化学反应工程 ２ 殷恒波

１９ 理学院 电磁学 ２ 王正岭

２０ 临床医学院 医学导论 Ｔ 眭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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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课程负责人

２１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网络自学课程群的建设 Ｔ 段玉清

２２ 食品学院 遗传学 Ｔ 蔡梅红　刘天磊

２３ 医学基技学院 临床血液学检验 Ｔ 谷俊侠　许文荣

２４ 医学基技学院 病原生物学 Ｔ 邵世和

江苏大学首届双语及

全英语讲课竞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杨丽丽　李治文
二等奖：

许　潇　陈　山　石盈芳　樊茗癑
刘丽群　范　昕
三等奖：

韩　豫　梅德清　曾　宇　王　权
王明松　刘海龙　郑文怡　高若瑜
俞笑竹　林　丽
获奖时间：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江苏大学第六届教师

教学竞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高级组：张正娣

中级组：周　衡
新教师组：武克勤

实验组：王春艳

二等奖：

高级组：李永金　杨丽丽　许　波
中级组：崔青义　潘金彪　陈文霞
新教师组：王林君　吕翠红　邹　航
实验组：杨建新　钱　静　肖　凤
三等奖：

高级组：夏　圣　李彦旭　姚辉学　赵观兵
江心英

中级组：张　鸾　罗建强　郑文怡　孟素慈
李　雷

新教师组：范微微　张忠强　韩　牟
曲玲玲　李治文

实验组：李　静　蔡梅红　陶　燕　徐晨光
徐激波

优秀奖：

高级组：路桂芬　吴春霞　曾兰玲　蔡东升
崔恒林　许桢英　杨　欢

中级组：杨　静　权晓菁　焦　雷　刘跃峰
程一军　张　墨

新教师组：左俊杰　王焕池　闫景坤
徐　甜　王志刚　王　博
江红莉

实验组：葛　勇　潘建明　戴春霞　王　兰
赵文斌　徐　凌

优秀组织奖：

文法学院

理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中心管理学院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

财经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获奖时间：２０１３．２．２６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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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杂志获奖情况
获奖单位（部门）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在《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中被评为“ＲＣＣＳＥ
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委员会

中国科教评价网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４

《江苏大学学报

（医学版）》

在《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中被评为“ＲＣＣＳＥ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委员会

中国科教评价网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４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在《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中被评为“ＲＣＣＳＥ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委员会

中国科教评价网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４

《高校教育管理》

在《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中被评为“ＲＣＣＳＥ
中国核心（扩展版）学术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委员会

中国科教评价网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４

《排灌机械工程

学报》

在《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中被评为“ＲＣＣＳＥ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委员会

中国科教评价网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４

网站获第二届高校科技期刊优秀

网站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２０１３．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