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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１月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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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９日　学校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王成原、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贺照明、

新材料研究院董明东、药学院郑卫平和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李松军５位教授成功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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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目前，学校已有７人入选“双创计划”。
１月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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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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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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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学校创

新研究团队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１月１１日　学校荣获“江苏省服务离
退休干部示范社区”称号，是江苏省唯一一

个校园、社区相融合的特色示范社区。

１月１１日　中共镇江市委党建考核组
对学校２０１２年度基层党建工作“三级联述
联评联考”和争创“党建工作先进单位”活

动进行检查考核。考核组对学校党委高度

重视党建工作，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

学化给予了较高评价。

１月１４日　中国扶贫基金会对学校在
“善行１００”活动中的突出贡献致函表示感
谢。这是学校第二次受到中国扶贫基金会

的表彰。２０１２年，学校共筹得善款１３４３００
元，在全国１００所参与高校中排名第１８位。
此外，１人获“优秀指导老师”称号，１人获
“优秀组织者”称号，１５２名学生被评为“善
行１００星级志愿者”。
１月２３日　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江苏省出席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学校袁寿其

校长光荣当选。

二月

２月４日　江苏省教育厅朱卫国副厅
长一行来学校看望慰问寒假留校学生。

２月２２日　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
南京召开。学校荣获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３
项、三等奖１项，全省仅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和江苏大学获得两项一等奖。学校赵杰文

团队主持完成的“食品质量智能化评判和数

据处理研究”、朱誯秋团队主持完成的“无

轴承永磁同步电机及其驱动控制技术”两项

成果获一等奖；程晓农团队主持完成的“高

端装备用管不锈钢新材料与核心制造技术

研究开发”、王谦团队主持完成的“柴油机

燃油喷射与燃烧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应

用”、袁建平团队主持完成的“低比速离心

泵优化水力设计与系统节能技术及应用”三

项成果获二等奖；杨平团队主持完成的“轮

系机械智能进化机制与设计策略研究”获三

等奖。此外，学校附属医院、附属人民医院

主持完成的项目共获得３项三等奖。
２月２３日　学校召开三届二次教职工

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全校干部教师大会。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校长工作报告、工会

工作报告，听取了学校财务工作报告、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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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报告、工会经费审查报告。会议审议并

原则通过了教代会实施办法。

２月２５日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公布了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根据

《关于反馈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的函》（学

位中心〔２０１３〕７号）文件，学校农业工程、动
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食品科学与工程和机

械工程等４个学科得分位次进入前 ３０％，
其中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２个学科得
分位次进入前２０％。农业工程列全国第５
位（前进了 ２位），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列全国第１２位（前进了５位），食品科学与
工程列全国第８位（前进了３位）。学校同
时参加第二轮和第三轮学科评估的１０个学
科本次相对排名或绝对排名位次显著前移。

此外，学校首次参评的其他１５个学科也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力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数学、化学工程与技术、统计学、基

础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在排名上

均处于同等学位授权级别学科的前列，甚至

要高于部分一级博士点学科。

２月 ２６日　为备战 ２０１３年 ６月 ２９
日—７月６日在韩国仁川举行的亚洲室内
五人制足球女子比赛，中国五人制足球女子

国家队首次组队，目前在四川成都集训。学

校管理学院谢钰佳、杨凤嫱和许效博３名同
学入选五人制足球国家女队。此前，学校女

足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连续两次进入全国比赛
前三名。

２月２６日　首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
奖颁奖大会在南京召开。学校出版社出版

的图书《先进激光制造技术》（作者张永康

等）获出版物奖中的图书奖（科技类）；《灾

难医学》（作者王一镗）获出版物奖中的图

书奖提名奖（科技类），在全省高校出版社

中名列前茅。

２月２７日　以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
副总领事兼高级商务专员裘恩瑞（ＥｒｉｃＰｅｌ

ｌｅｔｉｅｒ）先生为团长的加拿大教育代表团一
行，对学校进行了考察访问。双方希望在已

有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宣传推广，拓展

合作平台，在“２＋２”联合培养、学生交流、
教师互访及在校生毕业后深造等方面加大

合作力度。此外，来访的加拿大艾伯塔、安

大略和魁北克三省的教育官员，以及麦吉尔

大学、女王大学、圣玛丽大学、皇家大学、多

伦多百年理工学院和汤姆逊大学等６所高
校的代表，也分别介绍了各自院校的强势学

科和已有的国际合作项目，希望会后进一步

联系，细化合作项目，强强合作，以期达成

共赢。

２月２８日　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发
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江苏大学发明
专利授权量为３８７件，居全国高校第１６位，
较２０１１年前进２５位；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为８０１件，居全国高校第３５位，较２０１１年
前进５位。
２月２８日　在召开的江苏省高校共青

团工作会议上，团省委通报了２０１２年度全
省高校共青团工作年终考核结果，学校团委

和京江学院团委双双获评“优秀”。

三月

３月１日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
长冯刚来学校调研。希望学校继续探索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进一

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

３月２日　全国高校团委书记电视电
话培训会召开，学校作为全国６所发言高校
（江苏省仅一所）之一，应邀在本次培训会

上交流工作经验。校团委书记陈文娟赴宁

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做了题为《强基固本　
开拓创新　努力推进学校共青团事业科学
发展》的交流发言。

３月７日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大会表决通过了十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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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名单。学校李盛霖校友当选为财

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盛霖校友于

１９６５年７月—１９７０年８月在镇江农业机械
学院（学校前身）农机系农机专业学习。另

悉，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学校陈刚

校友当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陈刚校友，于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９８２年７月在
镇江农业机械学院（学校前身）农业机械化

系农业机械修造专业学习。陈刚校友此前

任柳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党

的十八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３月７日　全省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
在南京召开，学校材料学院赵玉涛教授被授

予江苏省第五届“十大杰出专利发明人”荣

誉称号，这是学校首次获此殊荣。

３月１１日　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获悉，每两年开展１次的优秀出版物奖
（图书奖、教材奖）评审结果已经揭晓，学校

副校长梅强教授主编的教材《管理学—创业

视角》荣获２０１２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出
版物奖（教材奖）二等奖。

３月１１日　江苏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
４９８个项目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学校 ２项成果获二等奖，１１
项成果获三等奖，另有２项合作成果分获一
等奖和二等奖。获奖总数和二等奖数目均

创历史新高。梅强教授团队“中小企业安全

生产管制研究———基于生命价值理论视角”

（著作）、赵喜仓教授团队“中国 Ｒ＆Ｄ统计
理论、方法及应用研究”（著作）荣获二等

奖，《江苏大学志》等１１项成果获三等奖。
３月１１日　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学校袁寿其校长结合财政

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完善研

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提交了“凸显

研究生教育战略地位，加大研究生资助力

度”的建议。截至目前，《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新华日报》《中国教育报》《经济日

报》等主流媒体纷纷聚焦这一建议，均在重

要版面和显著位置对这一建议予以报道，中

国江苏网则对袁寿其校长进行了视频专访。

《人民日报》在３月９日第１０版的两会
特刊文章《文化教育：传承民族血脉》一文

中援引了袁寿其校长的观点：这几年，很多

有意深造且具一定学术潜力的学生由于家

庭不富裕、研究生补助较低，不得已匆匆踏

上工作岗位，还有一些到奖学金更高的国外

深造，造成优秀研究生生源流失。在国家取

消公费研究生后，这一问题将更加凸显。在

渴求创新型人才的阶段，袁寿其建议加大对

研究生的资助力度，如根据发达地区和欠发

达地区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确定相应的资

助标准；完善研究生教育“奖、助、补、免”等

多元资助体系，确保不让一名优秀学生因经

济困难放弃深造；将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覆盖

面从在校生总数的５％提高到２０％～３０％。
《新华日报》在３月９日第 Ａ０４版，以

《加大研究生资助力度让困难学子安心读

书》为题介绍了袁寿其校长这一建议的背景

及内容，报道援引袁寿其校长的观点：研究

生较高的学业和生活开支与偏低的资助标

准之间的矛盾，将导致部分一流学生因经济

困难而不得不放弃考研，或选择申请国外优

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因此，国家取消公费

研究生后，要鼓励各高校设立学校层面的奖

学金，加大对经济困难优秀学生的资助力

度，提高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覆盖比例。此

外，要明确规定导师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经

费用于研究生科研津贴，对这笔经费单列账

户、专款专用，切实增加研究生的经济来源。

《中国教育报》在３月６日的报道中阐
述了袁寿其校长的观点：国家和社会应形成

正确的导向，研究生教育不是大众化高等教

育的扩展，而是精英教育的上移，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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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应该是一种荣誉，而不是面对就业压

力的无奈选择。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端创

新型人才的主体，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加强

重视，加大研究生资助力度。《经济日报》

围绕这一话题，以《不能让人才因为穷放弃

深造》为题配发了相关报道。

除此以外，袁校长还就科技创新等其他

话题接受媒体采访，发表见解。《光明日

报》在３月６日《学习是政治勇气和智慧的
源泉———江苏代表团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一

文中，刊载了袁寿其校长的一段原话。袁寿

其说，时下学习之风大兴，让人能真切感受

到一股向上的力量。在党和人民的事业实

现大发展大进步的今天，再提学习的重要

性，让大家有不断学习的欲望，为自身带来

本领和自信。古人说“后治而先学”，就是

先学习而后从事管理，学习好才能管理好、

服务好。很多代表表示，“八项规定”出台

后，学习的时间更多了，要抓住机会学个够，

学得好。

袁校长在“两会”期间积极履职建言，

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除了上述媒体给予

报道外，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人大网、凤

凰网、中国经济网、教育部门户网站、江苏教

育等多家媒体转载刊发了相关报道。３月８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同出席十二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的江苏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

作报告。审议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和袁寿

其校长握手，并亲切交谈。

３月１３日　教育部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傅国亮一行，在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

葛高林陪同下来学校进行调研，并召开了高

校关工委工作座谈会。

３月１５日　镇江市委书记张敬华一行
来校视察篆刻艺术推广工作，深入了解学校

篆刻艺术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和初步成效。

学校师生共创作了５０余方十八大报告关键

词印章、江大校园文化景点印章、江大人物

春秋印章、江大校史足迹印章、十二生肖创

意作品等专题篆刻作品。

３月１６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发展
论坛开幕式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学４０
周年建院２０周年庆典举行。
３月２１—２２日　国家留学基金委来华

部副主任李婷婷一行５人考察学校，听取学
校关于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汇报，并进行相

关指导。

３月２３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校友工作
会议暨湖南校友会成立大会在湖南省衡阳

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校友会的４０余位负
责人及湖南部分校友代表参加了会议。

３月２４日　江苏省高校后勤工作先进
集体检查组一行６人来到学校，对学校申报
省后勤工作先进集体进行实地检查。

３月２８日　学校再次荣获“２０１２年度
江苏省教育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四月

４月２日　中央电视台、《新华日报》等
主流媒体报道邵仲义生前感人事迹。继前

日有关媒体发表报道后，中央电视台、《新华

日报》等主流媒体继续跟进、深度报道这一

事件。４月１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共
同关注”栏目以《江苏镇江：江苏大学“爱心

老人”裸捐辞世》为题，４月 ２日，《新华日
报》以《追思会上“揭秘”一位老人缕缕爱

心》为题，多角度、长篇幅地报道了邵老生前

默默无闻、无私帮助贫困大学生的感人

事迹。

４月２日　由江苏大学承担、江苏沃得
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和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

限公司共建的“江苏省农业装备与智能化高

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项目通过验收。

４月３日　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司长陈
传宏、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李奇一行来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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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研究工作。

４月３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继前
一天“共同关注”栏目播出之后，在“新闻直

播间”再次以《爱心老人邵仲义“裸捐”离

世》为题播发了专题报道。４月２日晚中国
教育电视台以《“百万善翁”教师最后的“裸

捐”》为题，播发了长达４分３０秒的长篇报
道。此外，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江苏教育电

视台等多家电视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集中

报道。

４月４日　《中国教育报》在头版头条
位置，以《“当代武训”邵仲义感动社会》为

题大篇幅报道了邵仲义的爱心事迹。当日，

《光明日报》也发表文章《一辈子资助学生

的“爱心爷爷”》，记述了邵仲义一生默默关

爱学生的感人事迹。

４月７日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发
出《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关工委搭建工作平台

经验的通知》（苏教关委〔２０１３〕３号），要求
全省各高校关工委向江苏大学关工委学习，

推动关心下一代的工作水平再上台阶。

４月８日　省教育厅公布了２０１３年全
省高校辅导员示范培训项目评审结果，学校

“大学生创业教育指导与服务”与“高校院

（系）党委（总支）副书记学生事务管理能力

提升”两个项目入选。全省共９个项目被确
定为示范项目。

４月９日　根据教育部下发的《教育部
关于成立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
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教高函〔２０１３〕４
号），学校袁寿其、梅强、许文荣、毛罕平、刘

贤兴、吕保和、刘会霞、顾寄南等８位教授名
列其中。其中，袁寿其校长为能源动力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他教授为

相应专业和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学

校此次入选教育部高校教指委人数居省属

高校前列。

４月９日　市长朱晓明，市政协副主

席、公安局长夏新平带领市卫生、商务、农

委、工商等部门主要负责人，来到学校附属

医院，实地检查了解 Ｈ７Ｎ９禽流感疫情防控
工作，并亲切慰问了奋战在防控一线的医务

人员。

４月１０日　由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
司主办的“全国农机化科技创新战略咨询专

家组会议”在学校召开。农业部农业机械化

管理司刘恒新副司长、中国工程院罗锡文院

士和农机化科技创新战略咨询专家组成员

参加了会议，袁寿其校长出席会议并致辞。

会议研讨交流了土壤耕作机械化等１１个专
业组组建方案及２０１３年度工作计划。
４月１０日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校长诺

伊珀（ＣｈｒｉｓｔａＮｅｕｐｅｒ）女士、格拉茨大学副校
长波勒席克（ＰＯＬＡＳＣＨＥＫＭａｒｔｉｎ）博士、副
校长席德勒（ＲＩＥＤＬＥＲＰｅｔｅｒ）博士等访问学
校。校党委书记范明、校长袁寿其、副校长

梅强等分别会见了来访嘉宾。双方回顾了

两校在孔子学院建设、汉语国际推广方面卓

有成效的合作，对共建“汉德语言文化中

心”表示热烈祝贺。诺伊珀校长对双方在孔

子学院方面的合作表示非常满意。

４月１１日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大田
作物机械化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

启动会在学校召开。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

刘恒新副司长、农机化技术推广总站李安宁

副站长出席启动会。来自农业部南京农业

机械化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

学院、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

８０多位课题主要成员参加了会议。
４月１１日　由学校牵头组建的“现代

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在江苏大学

举行了２０１３年工作会议暨项目启动仪式。
根据行业需求，以企业为投入的主体，中心

重点选择了７个课题作为２０１３年立项项目
予以启动，项目总经费３４００万元。
４月１３日　江苏大学第十二届“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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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春”大学生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暨“声随情

动，乐由心生———江苏六大男高音讲坛音乐

会”在学校大礼堂成功举办。

４月１６日　由商务印书馆、海天出版
社联合出版的《中国设计全集》（共２０卷）
在京首发。该书系统梳理记录了我国设计

产业与设计教育的发展历程，被认为是国内

第一部体系完整、容量大、学术性强的中国

设计史专著。学校艺术学院王强和崔晋、陈

见东、韩荣和张力丽分别牵头负责其中３卷
的编撰工作。该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图书项目、中

国出版集团公司“十二五”重点图书项目，

由国内设计学研究领域数百位知名专家历

时８年完成，其出版受到学术界和中央电视
台、人民网、《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

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

４月 １７日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
“高性能数控刀具性能测试与检测技术平台

的研究”的启动及相关标准规范（草案）讨

论会在学校举行。与会专家集中讨论了课

题中涉及的３１项国家（行业）标准规范（草
案），学校王贵成、王树林、冯爱新、樊曙天、

裴宏杰、沈春根、朱云明和王志等负责起草

的１１项机械行业标准规范（草案）提交到
会议讨论。校科技处处长赵玉涛、机械学院

院长任乃飞及校“高效精密加工技术团队”

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该课题由成都工具

所牵头，上海交大、江苏大学、株洲钻石和汉

江工具共同承担，学校王贵成教授任课题组

副组长。

４月１７—１８日　由中国公路学会主办
的“第六届中国公路科技创新高层论坛”在

北京举行，学校副校长陈龙教授主持完成的

“乘用车电动助力转向控制及关键零部件技

术研究与应用”项目成果荣获一等奖，课题

组代表江浩斌教授参加了颁奖仪式。

４月１８—１９日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主办的“汽车先进

技术基础研究中青年学者论坛”在清华大学

举行，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单位的近 １５０
名中青年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学校副校

长陈龙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作《汽车先进底

盘复杂机电系统动力学研究的新课题》专题

报告。

４月１９日　中国内燃机学会七届五次
常务理事会在镇江召开。会议由中国内燃

机学会主办、江苏大学和江苏省内燃机学会

联合承办。

４月２０日　“东南大学、江南大学、南
京工业大学、江苏大学四校学科建设与研究

生教育工作研讨会”在学校召开，校长袁寿

其、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处长杨晓江、东

南大学副校长沈炯、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巩

建鸣及四校研究生院领导等出席了会议。

４月２２—２３日　江苏省教育体制改革
调研检查组一行４人莅临学校，对学校承担
的部分江苏省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进行

调研和检查。学校作为江苏省８所国家教
育体制改革试点高校，自２０１１年起承担了７
个项目的改革试点工作。本次接受检查的

是“高校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加强大学生

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深化高校产学研合

作，增强高校社会服务能力”和“扩大留学

生规模”３个试点项目。
４月２３日　江苏大学邵仲义助学基金

正式成立。仪式上，邵仲义老师的侄女邵勤

女士将助学基金款６００３２６．０２元正式移交
江苏大学，并向到会的３名曾受到邵老资助
的学生发放了２０１３年资助款。
４月２６日　学校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

组在校会议中心召开江苏大学预防职务犯

罪联席会议，校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及其

办公室成员出席了会议，镇江市检察院预防

职务犯罪处处长李立云、镇江京口区检察院

徐开宏副检察长等应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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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５月２日　据学校新闻５月２日公布，
根据美国 ＥＳＩ（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公布的最新排位结果，

学校临床医学和化学两个学科（领域）在

ＥＳＩ学科排名中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
的前１％。本次 ＥＳＩ数据统计区间为 ２００３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学校临床
医学学科发表的 ＳＣＩ论文总被引次数为
１６３７次，在所有进入 ＥＳＩ临床医学学科前
１％的３７３４个科研机构中，排名第 ３５３３
位；化学学科发表的ＳＣＩ论文总被引次数为
３５７３次，在所有进入ＥＳＩ化学学科前１％的
１０６８个科研机构中，排名第１０２７位。此
外，学校原来进入 ＥＳＩ全球前１％的工程学
和材料科学这２个学科排名又有较大提升。
至此，学校共有工程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

和化学 ４个学科（领域）进入 ＥＳＩ全球前
１％学科，在全省高校中处于前列。

５月２日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
主办的“中国好人榜”５月份入围名单揭晓，
学校邵仲义同志入选“助人为乐好人”候选

人。邵仲义同志生前系江苏大学退休教职

工，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不幸离世，享年８１
岁。该同志一生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乐于

助人。２００７年，他曾一次性捐资 ５０万元、
设立“爱生助学金”，用于资助江苏大学贫

困大学生。去世前，邵仲义同志立下遗愿，

将遗体捐献给镇江市红十字会用于祖国医

学事业，近６０万元存款捐赠给学校用于资
助贫困大学生。邵仲义“裸捐”的感人事迹

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也被誉为

“当代武训”“爱心老人”“百万善翁”。

５月２日　第４届（２０１３）全国高等院
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暨第１２届（２０１３）全国
ＭＢＡ培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在南昌航
空大学落下帷幕。在“２０１３年全国高等院

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中，学校企业竞争模

拟协会勇夺团体优胜奖，“世奇”团队获得

特等奖第二名成绩，“春暖花开”团队获得

比赛一等奖。在第１２届（２０１３）全国 ＭＢＡ
培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中，学校

“ＦＭ９７４”“梨子的神话”和“青萍之末”团队
取得３个一等奖，参赛成绩位列江苏省参赛
高校榜首。

５月３日　校团委荣获 ２０１２年度“全
国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这是继２００４年
以来第二次获得这项荣誉。学校是江苏省

获此荣誉的唯一本科院校。

５月６日　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
地介绍泵内部空化理论的中文著作《泵空化

基础》由江苏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

书由学校流体中心潘中永副研究员、袁寿其

研究员编著完成，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水力机械的空化特性及对策”资

助。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前副校长 Ｃｈｒｉｓｔｏ
ｐｈｅｒＥａｒｌｓＢｒｅｎｎｅｎ教授为该书作序，并推荐
本行业科技工作者阅读。

５月６日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网站公
布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５３批面上资助
人员名单，学校在本次申报中共获批一等资

助９项，位列全国高校第８位、江苏省第１
位；二等资助２０项，位列全国高校第２６位、
江苏省并列第２位。
５月 ６日　“２０１２中国大学生年度人

物”评选日前揭晓。校汽车学院０７级博士
生崔勇从全国３０００万大学生中脱颖而出，
名列前３０位，荣获“２０１２中国大学生年度
人物”提名奖。

５月７—８日　省委宣传部组织《新华
日报》、省人民广播电台、省电视台、《扬子

晚报》等１０多家新闻媒体记者来到学校，集
中采访“裸捐老人”邵仲义的感人事迹。副

校长缪子梅致辞；党委宣传部部长金丽馥从

“捐资助学、裸捐离世、克勤克俭、积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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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等４个方面介绍了邵仲义同志的事迹。
５月８日　国际癌症研究领域顶级期

刊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最新影响因子２６．５６６）在线
全文发表了学校药学院郑卫平教授课题组

与美国Ｃａｓ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ｓｅｒｖｅ大学医学院综
合癌症研究中心ＺｈｅｎｇｈｅＷａｎｇ教授课题组
合作的题为“Ｇａｉ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ＲＳ１ｂｙ
ｐ１１０ａＨｅｌｉｃ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ＭｕｔａｎｔｓＩｓＣｒｕｃｉａｌ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Ｏｎｃｏｇｅｎ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的研究论文，报
道了研究人员在癌症研究方面的最新研究

成果。郑卫平教授为该篇论文的共同通讯

作者，江苏大学为通讯作者单位之一。

５月８日　江苏省副省长毛伟明一行
到学校附属江滨医院调研医改工作。镇江

市副市长胡宗元、江苏大学副校长施卫东等

陪同调研。

５月８日　学校教育部科技查新站被
授予江苏省科教系统“五一巾帼标兵岗”。

５月１０日　学校获“２０１２年度江苏高
校团干部到县级团委挂职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选派的两位团干部、京江学院张文娟老

师和食品学院许雷老师均获“２０１２年度江
苏高校团干部到县级团委挂职工作先进个

人”称号。

５月１０日　镇江市委书记杨省世一行
来校视察调研。校党委书记范明，副书记、

副校长易中懿陪同视察。

５月１４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度“伯藜
助学金”签约仪式在校会议中心举行。根据

协议安排，２０１３年，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
将资助学校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学生各８０名，
资助总金额达６４万元人民币。
５月１６日　校化学化工学院青年教师

施伟东博士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顶级刊

物Ｃｈｅｍ．Ｓｏｃ．Ｒｅｖ．（最新影响因子为２８．７６）
发表题为“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的综述论文，系统介绍了当前无机半导体纳

米材料的水热合成方法策略、形成机理及相

关性能的研究进展。

５月１６日　《新华日报》、《扬子晚报》、
江苏卫视、江苏卫视教育频道、《现代快

报》、《江苏教育报》、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等

多家媒体跟踪报道学校“爱心老人”邵仲义

先进事迹。其中，《新华日报》在二版头条

位置，《江苏教育报》以头版头条重要位置

等刊发了长篇报道，江苏卫视“江苏新时

空”栏目播出新闻配发短评，再次掀起了邵

仲义爱心事迹宣传的新高潮。

５月１６—１９日　第二届先进材料国际
会议（ＡＭ２０１３）在学校成功召开。来自美
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全球２７个国家和
地区的百余位学者，以及国内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代表参加了本次

会议。此次先进材料国际会议（ＡＭ２０１３）受
中国先进材料学会和国际先进材料联合会

的委托，由江苏大学等 ５所院校（实验室）
共同组织，江苏大学材料学院承办。会议得

到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无机和有机金属聚
合物学报）等 １０个国际学术刊物的支持。
此次国际会议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

《科技日报》、江苏卫视教育频道、《江苏经

济报》等诸多媒体的报道。

５月１７日　教育部高教司下发《关于
公布地方所属高校“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

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的通知》（教高

司函〔２０１３〕４８号），学校申报的“江苏大
学—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

中心”获批成为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建设项目。

５月２０日　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
工作委员会通报表彰了江苏省高校图书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先进集体和优秀馆长，学
校图书馆获得“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卢章

平馆长获得“优秀馆长”荣誉称号。这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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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首次获得这两项荣誉。

５月２１日　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江泽林等校友回到母校，党委书记范明、

校长袁寿其陪同参观校园。

５月２１日上午　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
才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学校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唐恒主任作为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应邀参会，并以《做个务实的知识产权人》

为题进行了１５分钟的主题发言，介绍了学
校在培育知识产权特色、创造人才发展平台

等方面的经验。

５月２２—２４日　２０１３年江苏省高校辅
导员示范培训项目———大学生创业教育指

导与服务专题培训班在学校成功举办。来

自全省５０余所高校的１４５名辅导员参加了
此次培训。

５月２３日　据校新闻报道，由共青团
中央、全国学联主办，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

校传媒联盟承办，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协办

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揭晓。学校财经

学院涂径同学凭借坚强的意志克服身体残

疾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奋发向上，直面困境，

经组委会审定，荣获２０１２年度寻访“中国大
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

５月２３日　学校节约型校园节能监管
平台顺利通过住建部验收。

５月２３日　学校男排获２０１２—２０１３中
国大学生排球联赛甲级赛冠军。顺利进入

下一年ＣＵＶＡ中国大学生排球超级联赛。
５月２３日　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

于成立第四届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

作指导委员会的通知》（教高函〔２０１３〕７
号），学校图书馆馆长卢章平教授入选为第

四届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

员会委员。这是学校首次进入教育部高校

图工委，也是本届图工委中唯一新进入的江

苏高校。

５月２４日　学校数字化校园（一期）主

要建设项目通过验收，验收项目包括：数字

化校园（一期）软件开发项目、“校园一卡

通”（一期）建设项目和校网络主机房建设

项目。

５月２６日　第十三届“挑战杯”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江苏省选拔赛决赛

在常州大学举行，副省长曹卫星来到比赛现

场，参观指导了学校同学的科技创新作品。

最终，学校３件由省赛入围的作品和３件学
校直报作品将代表学校参加今年１０月份在
苏州大学举办的全国“挑战杯”决赛。

５月２９日　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学会在南京成立，施卫东副校长当选为江苏

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首届理事会副

会长。

５月３０日　美国全球教育联盟主席、
西北理工大学校长谢佐齐博士（Ｄｒ．Ｈｓｉｅｈ，
Ｇｅｏｒｇｅ）等一行６人访问学校。

六月

６月４日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２０１２
年全省高校科技工作为江苏服务的情况，统

计结果显示，我校在全省４６所本科院校中
的排名位居前列，新增科技项目、科技基地、

科技成果转化及科技项目验收等７个方面
的指标有６项位居前５位。
６月４日　我校眭建教授主持申报的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项目“临床

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被

教育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立

项。这标志着我校成为国家“卓越医生培养

计划”中第一批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改革

试点高校。

６月６日　全省高校后勤管理工作会
议在盐城工学院召开。我校被评为“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度江苏省高校后勤工作先进集体”。

６月７日　我校徐希明教授课题组在
诱导多能干细胞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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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杂志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先
进功能材料》当前影响因子：１０．１７９）以江
苏大学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唯一单

位，在线全文发表了我校徐希明教授课题组

的研究论文 Ｎｏｎｖｉｒａｌｃｏ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
Ｙａｍａｎａｋａ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ｖｉａｃａｌｃｉｕｍ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ｅｎａｎ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基于 Ｙａｍａｎａ
ｋａ因子非病毒纳米传递的人源诱导多能干
细胞研究）。

６月８日　农业部在全国农机化科技
创新战略咨询专家组基础上，成立了土壤耕

作机械化等１１个农机化科技创新专业组。
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易中懿研究员当选

为技术集成与区域规划组组长，农工院院长

毛罕平教授当选为设施园艺工程组组长。

我校马海乐教授、李红研究员、李耀明教授

分别当选为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组、田间管

理机械化组、收获机械化组成员。

６月９日　由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文
明网承办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

动揭晓２０１３年５月“中国好人榜”名单，我
校邵仲义同志入选助人为乐好人。

６月１３日　“２０１２江苏省大学生年度
人物暨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我校能动学院辅导

员李宏刚老师被表彰为“２０１２江苏高校辅
导员年度人物”（全省１０名），京江学院骆
焱小分队获评“２０１２江苏省大学生年度人
物”提名奖。

６月１７日　第二十届三国三校国际学
术研讨会组团会议在校会议中心召开。校

长袁寿其、副校长陈龙出席了会议。

６月１７—２０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校郭

辉同学作为江苏省唯一一名大学生代表参

加了此次盛会。

６月１８日　我校主持的４项江苏省高

等教育教改重点课题通过验收。

６月１８日　２０１３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
赛颁奖典礼暨设计高峰论坛在浙江落下帷

幕。由学校艺术学院戴雪梅老师指导的学

生包装设计作品共获得一等奖３项、二等奖
８项、三等奖１６项、优秀奖１２项，戴雪梅老
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艺术学院获得院

校组织优秀奖。

６月２０日　江苏省首届工业设计大赛
获奖名单揭晓。我校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系

孙宁娜、胡卫、胡欣怡的创意设计作品“家用

全自动煎药机”榜上有名，喜获银奖。

６月２０日　由我校汽车工程研究院承
担的交通运输部信息化技术研究项目“道路

交通事故链阻断方法及主动安全集成控制

系统关键技术研究”顺利通过可行性评审，

这标志着学校在交通运输部科研项目立项

实现了零的突破。

６月２３日　２０１３年全国高校校报好新
闻奖揭晓，学校３件作品在全国高校校报报
送的２７９３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奖数量及
层次位居前列。其中，《基层，有最美的风

景》（张明平）获言论类一等奖，《我校首个

“双推直选”党支部在食品学院诞生》（薛

萍、李红艳）获消息类二等奖，《江大英语系

一学生“跨界”出版哲学书　立志要做有深
度的“９０”后》（吴奕）获通讯类三等奖。
６月 ２４日　镇江市校地共青团组织

“结对促发展、共筑中国梦”活动推进会在

学校举行。校党委书记范明致辞，并对高校

如何落实好校地共建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要

高度重视，精心谋划；二是要强化落实，注重

实效；三是要加强学习，改进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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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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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等来自国内外的３０多名专家学者以及我
校数学学科相关教师参加了会议。

６月 ２８日　由镇江市文明办主办的
“道德讲堂”总堂第一讲，在镇江市档案馆

开讲。我校邵仲义事迹宣讲团受邀向与会

的２００多名公务员和市民代表讲述邵老的
爱心事迹，传递社会正能量。这是邵仲义爱

心事迹第二次走进“道德讲堂”。

６月２９日　《光明日报》在第 ７版以
《高尚信仰成就多彩青春———江苏大学大学

生党员素质工程纪实》为题，《中国教育报》

在头版头条以《让信仰与青春同行———江苏

大学实施大学生党员素质工程纪实》为题，

报道了我校实施大学生党员素质工程的

情况。

６月３０日　我校第三次学科建设与研
究生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袁寿其校长做了

题为《坚持走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发展之

路，全面开创我校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工

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省教育厅殷翔文副

厅长作了讲话，充分肯定了我校学科建设与

研究生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

七月

７月１日　学校被评为镇江市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党建工作先进单位。

７月３日　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广告
艺术节学院奖颁奖典礼在中央电视台梅地

亚中心隆重举行。由学校艺术学院王宏奇

老师指导、吴月华同学创作的《魅力人生，

“颈项”之选》荣获苏丝丝绸命题项平面类

金奖，王宏奇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此

外，学校还荣获优秀组织院校奖，以及优秀

奖７项、入围奖２３项。
７月６日　第２７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在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城市喀山举行，学校

女子沙排队代表中国征战第２７届世界大运
会获第七名。这也是学校高水平代表队首

次独立组队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并取得优秀成绩。

７月７—１１日　２０１３年美国机械工程
师学会流体工程夏季大会在美国内华达州

召开，校长袁寿其研究员率领流体机械学科

代表团参加了本次大会，并作为协办单位组

织了本次大会的第２５届流体机械论坛。录
用学校流体机械及工程学科相关论文

１０篇。
７月８—１９日　江苏大学—奥地利格

拉兹大学孔子学院中学生“汉语桥”夏令营

举办。２０名奥地利中学生和１名带队教师
来到中国，以汉语为桥梁，感受了中国文化

的独特魅力。

７月 ９日　江苏省教育厅（苏教社政
〔２０１３〕８号文）公布了首批江苏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评审结果，由学校梅强

教授领衔申报的“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研究”

团队名列其中，这是学校获批的首个江苏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是学校繁荣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进程中在团队建设方面

的新突破。

７月 １０日　德国巴符州双元制大学
（曼海姆）校长格奥尔格·汉斯·那格勒

（ＧｅｏｒｇＨａｎｓＮａｇｌｅｒ）教授应邀来学校访问。
双方进行了友好会谈。会谈中，双方一致同

意从校际交流尤其是学生互换开展两校合

作，并就学生交流涉及的专业、学费、住宿、

学分互认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洽谈。会谈后，

那格勒校长参观了学校的校史馆，对学校的

办学历史、发展历程和现状有了更为直观的

了解。

７月１２日　２０１３年暑假开始。
７月１２日　全省高校档案工作会议在

南京召开。会上，江苏省档案局、江苏省教

育厅联合发文并表彰了全省高校档案工作

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学校档案馆荣获“江

苏省高校档案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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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沈芳荣获“江苏省高校档案工作先进个

人”称号。这是学校首次获得这二项荣誉。

此次评选先进活动，是省档案局、省教育厅

联合对近几年来全省１３０多所高校涌现出
的３５个先进集体与４３名先进个人给予的
表彰。

７月１６日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正式
候选人公布，共３１８人，学校邵仲义老师正
式入选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７月１６日　《光明日报》在头版以《为
经济腾飞插上思想之翼》为题对江苏哲学社

会研究直面现实和服务社会情况进行了集

中报道，其中对江苏大学鲜明的办学特色、

江苏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基地日渐彰显的

特色与优势进行了关注和报道。

７月１６日　国家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
准推行工作启动会议暨江苏省第三期《企业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业务培训班在

江苏大学举办。来自全省１３个地市的知识
产权管理机构、知识产权中介机构、部分企

业代表共２６０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７月２０日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首次对

高校干部远程培训工作表现突出高校进行

表彰，学校被授予“２０１２年高校干部远程培
训工作优秀单位”，首批获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表彰的共有３８所高校。
７月２７日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领导小组批准，学校文法学院李金坤教授申

报的“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项目，获批

２０１３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实现
了学校在此类项目上零的突破。

７月２８日　２０１３年中韩青少年网瘾问
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校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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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国代表共计６０余人
参加了本次会议。

７月２９日　镇江市召开“军地互办实

事２０周年表彰暨‘八一’军政座谈会”，会
上，学校被表彰为“镇江市军地互办实事先

进单位”。这是学校继２００２年后，再次获此
荣誉。

八月

８月５日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新
力来校调研考察，就共青团组织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听取基层团员青年的

意见和建议。

８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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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

在上海交通大学拉开帷幕，我校环境学院解

清杰老师指导的“光磁耦合污水处理装置的

开发与效能研究”获得大赛一等奖；外国语

学院张芬老师指导的“高校低碳绿色实验室

模式构建研究———以江苏大学为例”、能动

学院王军锋老师指导的“基于高压静电技术

的荷电细水雾空气净化系统”获三等奖，学

校获得优秀组织奖。

８月８日　我校“天翼与你同行，信息
点燃梦想”实践团获评２０１３年大中专学生
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全国重点团队。此次评审，全省共６
支团队入选。

８月１６—１７日　全国首届大学生农业
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相关专业创新设计竞

赛在我校举行，竞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

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主

办，江苏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承办。来自

２０所大学的３１支本科生队伍和１７支研究
生队伍计２００余人参加了竞赛。我校４支
研究生参赛队分别获得研究生组一等奖 ２
项。二等奖２项。
８月 １９日　由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主

办、江苏大学承办的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２０１３年学术年会（ＣＳＡＥ２０１３）开幕式在学
校举行，会议收到了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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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祝贺和对代表的问候。江苏大学校

长袁寿其致欢迎词，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理事

长朱明致开幕词，美国农业与生物工程师学

会（ＡＳＡＢＥ）执行总裁ＤａｒｒｉｎＤｒｏｌｌｉｎｇｅｒ和加
拿大生物工程学会（ＣＳＢＥ）主席张强分别致
贺词，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巡视员丁翔文讲

话。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４３２篇，有１５７位
代表宣读了论文，评选出１８篇青年学生优
秀论文。

８月２０日　在第九届全国周培源大学
生力学竞赛暨“矿大杯”第八届江苏省大学

生力学竞赛中，我校学子喜获佳绩。管志云

等８位同学获得省级一等奖，孙登辉等 ３２
位同学获得二等奖，江苏大学获得江苏省团

体一等奖和优秀组织奖。另外，在第八届江

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基础力学实验赛中，由

金逸、管志云、曹文超３位同学组成的江苏
大学代表队再创佳绩，金逸同学荣获个人特

等奖，管志云同学荣获个人一等奖，曹文超

同学荣获个人二等奖。

８月２１日　江苏省高校２０１３年新聘辅
导员上岗培训班开班典礼在我校举行。江

苏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出席开班典礼并

作专题讲座。来自无锡、常州、镇江地区部

分高校的８２名新聘辅导员参加了培训。
８月２２日　我校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全面部署我校教育实

践活动。省委第十八督导组组长、南京审计

学院原党委书记熊仁民，校党委书记范明分

别讲话。校长袁寿其主持会议。

８月２４日　由中国化学会催化委员会
主办、江苏大学承办的第八届全国环境催化

与环境材料学术会议在镇江成功召开，４６０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８月２５日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飞思
卡尔”智能汽车竞赛全国总决赛在哈尔滨工

业大学落下帷幕，来自国内外１１０所高校的
１６７支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我校工业中

心教师指导的创意组“御龙队”荣获全国二

等奖。

８月２７日　镇江市政府与我校正式签
订京江学院迁建协议。市委书记杨省世出

席签约仪式并讲话。我校党委书记范明、校

长袁寿其、副校长张济建，以及京江学院主

要负责人等出席了签约仪式。签约仪式由

市长朱晓明主持。

８月２９日　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曹苏
民率队来我校，专题调研国家水泵及系统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和运行情况，为筹建省

产业技术研究院专业性研究所做准备。

８月２９日　江苏省教育厅发布了《关
于公布２０１３年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
名单的通知》（苏教高〔２０１３〕１５号），我校
梅强教授编著的《创业基础》等８部教材获
评省重点教材立项建设项目，其中，５部为
修订教材，３部为新编教材。此次我校限额
申报的８部教材全部获批立项，立项率达
１００％，居全省高校前列。

８月３０日　江苏大学和昆山市人民政
府在昆山召开了“卓越工程师计划”校企联

盟研讨会。我校副校长梅强、昆山市副市长

党建兵出席会议。会上，我校与第一批四家

企业签订了共建卓越计划校企联盟的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人才培养体系、实践基

地、教材课程、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

合作。

８月３１日　我校“首届创新工程设计
暑期项目”代表队归来。电气学院潘天红教

授、计算机学院朱轶副教授带领的“创新工

程设计暑期项目”代表队一行１８人，参加了
在日本山口大学举行的为期２周的“头脑风
暴（ｂ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ｉｎｇ）”工业创新设计，圆满完成
各项任务凯旋。在各组设计中，我校代表队

成员表现活跃，积极思考，提出观点，并参与

完成创新作品，充分展现了学校学生的学术

水平。我校将在２０１４年承办“第二届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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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暑期项目”。

九月

９月１—２日　美国校友会代表团姜启
青、刘本林校友一行专程返回母校，洽谈与

学校相关合作事宜。校党委书记范明、副校

长程晓农分别会见了代表团一行。

９月２日　新学期开学。
９月２—６日　由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司主办，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承办

的“教育部高校继续教育专题研讨班”在清

华大学举办，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席研讨班

座谈会并讲话。我校副校长宋余庆、继续教

育学院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本次研讨班学习

与研讨活动。江苏省仅有两所省属高校应

邀参会。

９月３日　据全球领先的学术研究和
引文数据资源 Ｗｅｂ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网站的最
新检索显示，江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陈克

平、姚勤研究员在家蚕病毒研究领域分别发

表了２６篇和２５篇ＳＣＩ论文，在全球该领域
发表ＳＣＩ论文的３５０名学者中，排名世界第
一和第三，标志着江苏大学在家蚕病毒研究

领域已经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９月５—６日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教育部高
等学校能源与动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成立大会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我校校长袁

寿其应邀出席会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领

导、能源动力学科５位资深院士以及来自全
国３０多名教指委委员和特邀代表出席了本
次会议。

９月６—８日　学校２０１３级１０２５７名
新生（其中包括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培养

学生２５０名）接待工作结束。录取人数再创
历史新高。

９月７日　首届“豪丰杯”全国十佳农
机教师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我校农业工程

研究院李耀明教授荣获首届“豪丰杯”全国

十佳农机教师称号。全国仅有１０名教师获
此荣誉。

９月７日　２０１３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
计竞赛结束，校电气学院胡智扬、焦源松、曹

圆圆组成的团队获得全国总决赛一等奖，龚

在刚团队、丁连喜团队、李浩然团队荣获全

国总决赛二等奖。

９月１０日　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省
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等一行专程来到学校，

亲切慰问一线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广

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福，并出席了学校庆祝

第２９个教师节座谈会。
９月１０日　科技部农村司基层处处长

张洪刚、省科技厅副巡视员周贡生等一行来

校，专题调研我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和

申报筹备工作情况。会后，张洪刚处长一行

在程晓农副校长陪同下，现场考察了我校流

体中心、农工院和食品学院相关实验室，以

及与镇江新区共建的江苏大学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示范基地———新型社区“平昌新城社

区”、江苏大学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成果转化基地———工程化农业示范

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

９月 １０日　学校举办赛珍珠研究论
坛。校长袁寿其出席了论坛开幕典礼并致

开幕词。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希拉里·斯波

林（ＨｉｌａｒｙＳｐｕｒｌｉｎｇ）、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研究员斯蒂芬·拉赫曼（ＳｔｅｐｈｅｎＲａｃｈ
ｍａ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姚君伟、美国赛珍
珠国际基金会总裁珍妮特·明泽（ＪａｎｅｔＬ．
Ｍｉｎｔｚｅｒ）、美国坦佩市国际姐妹城协会基金
会主席理查德·纽海塞（ＲｉｃｈａｒｄＧ．Ｎｅｕ
ｈｅｉｓｅｌ）等国内外嘉宾２００多人出席了论坛。
９月１３日　欧洲著名流体机械专家、

德国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机械学院教学副

院长ＭａｒｔｉｎＢｏｅｈｌｅ教授应邀来我校，做了题
为“Ｌａｔｔｉｃｅ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ｌｏｗｓ
ｉｎｓｉｄｅＳｉｄ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Ｐｕｍｐｓ（用离散格子玻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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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曼方法模拟侧槽泵内部流动）”的学术

报告。

９月１４日　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主办
的２０１３第五届中国汽车造型设计大赛降下
帷幕。在“汽车设计创意竞赛”单元的角逐

中，我校艺术学院洪德宝同学的作品“Ｆｌｙ
ｆｉｓｈ”、陈凯同学的作品“Ｓｅｒｐｅｎｔ”包揽“圆点
奖”一等奖，并分获最佳模型制作奖、最佳渲

染效果奖。艺术学院沙强老师获优秀辅导

教师奖。

９月１７日　全球战略分析公司总裁沃
尔特·克里斯特曼博士等一行来我校进行

考察访问。校长袁寿其接待了来宾并出席

了洽谈会。双方就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和江

苏大学合作事宜，尤其是在现代农业和新材

料等学科方面的合作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９月１７—１８日　德国马格德堡大学校
长斯特拉克扬等一行应邀来我校进行友好

访问。校长袁寿其、副校长陈龙会见了来宾

一行。其间，双方举行了合作协议签署仪

式，袁寿其校长和斯特拉克扬校长共同签署

了电气工程及相关专业合作培养的协议。

双方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在电气工程及相

关专业合作培养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９月１８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２年度最受
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表彰大会暨常柴奖教

金颁发仪式”在会议中心成功举行。这十位

教师分别是：华建业、李君荣、邱健、谷俊侠、

陈永昌、周德军、赵观兵、凌智勇、蒋书敏、程

悦玲。袁寿其校长和吕伟民书记为受表彰

的“十佳教师”颁发了荣誉证书、常柴奖教

金和百年常柴优秀员工荣誉勋章，

９月２１日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
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陇德率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筛查与防治

工程委员会部分专家，来我校附属医院考评

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医院申报工作。

９月２３日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易

中懿带队赴苏州大学、南京工业大学进行专

题调研。调研中，我校调研团分别与两校人

员就涉及协同创新机制改革中的人事聘任

考核、科研奖励、成果归属，以及申报材料撰

写、现场答辩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调研团一行还参观了江苏省过程强化与新

能源装备技术重点实验室、材料化学工程国

家重点实验室及南京高层次人才创业驿

站等。

９月２３—２４日　第二届流体机械及工
程国际学术论坛在学校举行。来自多个国

家的国际知名流体机械专家及本校２００余
名师生参加了论坛。袁寿其校长致辞。

９月２４日　据９月２４日学校要闻报
道，我校出版社图书出版工作又取得新的突

破。董德福、史云波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创

新的自觉：历史与现实》一书被列为２０１３年
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物规划增补项目；

梅强的《中国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体系建设

的理论与实践》、许晓静的《等通道转角大

应变技术的原理及产业化应用》等４种图书
被列为２０１３年江苏省“十二五”重点出版物
规划增补项目；邵启祥主编的《医学检验实

验系列教程》等４种图书被列为２０１３年江
苏省高等学校重点立项建设的教材。

９月２６日　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解
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

全国妇联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

仪式在北京举行。学校邵仲义同志被授予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９月２７日　在南京举行的第四届江苏
省道德模范座谈会上，江苏大学邵仲义同志

被评选为“第四届江苏省助人为乐模范”。

同时，邵仲义事迹走进江苏城市频道“德行

天下”栏目。

９月２９日　江苏省卓越工程师（机械
动力类）教育联盟成员大会暨校企合作推进

会在镇江举行。本次会议由江苏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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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办，江苏大学

承办。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理工处处长吴爱

华、省经信委副主任周毅彪、省教育厅副厅

长丁晓昌出席会议并讲话。

十月

１０月５日　江苏大学 ９３届校友毕业
２０周年联谊会在校举行。千余名校友参加
了联谊会。学校已连续四年举办毕业２０周
年校友集体返校活动。

１０月６日　江苏大学附属学校建校５０
周年庆祝大会在学校举行。

１０月１１日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在山
东开幕。学校艺术学院美术系教师荚立刚

的油画作品《天台向东是大海———纪念浙江

历代出海传法高僧》入选参展。

１０月１５日　教育部来华留学生医学
本科教育（英语授课，ＭＢＢＳ项目）检查组对
学校ＭＢＢＳ工作进行了专项检查和评估，校
长袁寿其、副校长梅强出席汇报会。专家组

一行还实地考察了学校附属人民医院、海外

公寓、图书馆等场所。

１０月 １７—２０日　韩国忠南国立大学
经管学院院长吴根烨教授等一行应邀来校

进行友好访问。两校签署合作交流备忘录。

１０月１８日　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在苏州落下

帷幕，学校以总分３１０分、分值排名全国高
校第７、总排名全国第 １３的佳绩再次捧得
“优胜杯”。这是学校连续第四次获得“优

胜杯”，也是学校历史上的第五座“优胜

杯”。

１０月１９—２０日　首届“交通杯”全国
博士后网球大赛决赛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

江苏大学联队荣获冠军。

１０月１９—２１日　“水力机械学科发展
战略研讨会暨第六届全国水力机械及其系

统学术会议”在杭州召开。学校校长袁寿

其、副校长施卫东出席了会议并致辞，流体

中心５０余名师生赴会参加学术交流汇报。
会议录用学校流体机械及工程学科相关论

文８篇，中心主任刘厚林做了题为《离心泵
四面体网格生成及优化》的学术报告。此

外，学校还有 ８名师生在会上做了交流
发言。

１０月２４日　学校梅强教授主讲的“创
业管理”和马海乐教授主讲的“食品加工机

械与设备”２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在中
国视频公开课网站———爱课程网正式上线。

截至目前，学校共有“创业人生”“创业管

理”“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３门国家级精品
开放课程正式上线。

１０月２５日　学校材料学院李松军教
授及其团队在研究中获得重要进展，所撰写

的评论性文章“尺度问题：印迹大分子的挑

战（ＳｉｚｅＭａｔｔｅｒ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在著名刊物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Ｆ２６．３８３）上发表（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ｊ．ｐｒｏｇｐｏｌｙｍｓｃｉ．２０１３．１０．００２），标
志着学校在分子印迹聚合物研究中迈上了

新的台阶。

１０月 ２５日　美国阿卡迪亚副校长
ＳｔｅｖｅＯ．Ｍｉｃｈａｅｌ等一行应邀来学校进行友
好交流访问。

１０月 ２５—２７日　江苏省力学学会主
办，江苏大学、镇江市力学学会承办的“江苏

省力学学会２０１３年学术大会暨２０１３年江
苏省力学学会青年论坛”在镇江召开。１２０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１０月２６日　学校机电总厂建厂５０周
年庆祝大会在校举行。

１０月２８—１１月３日　梅强副校长率学
校代表团访问了奥地利格拉兹大学及孔子

学院、格拉兹技术大学、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奥地利中小企业政府机构（ＩＣＳ）和创意产
业集团（ＣＩＳ），在博士生联合培养、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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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研究等方面商定了具体实施办法。

１０月 ２９—３０日　全国高校关工委工
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学校党委书记

范明在会上做了题为《深耕绿叶工程　助力
光彩事业　竭尽所能为关心下一代工作汇
聚正能量》交流发言。

１０月２９日—１１月５日　校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易中懿教授率代表团赴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３所大学考察访问，在教师科研
合作、本科生交流学习、硕士研究生联合培

养、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科研交流等方面取

得了丰硕成果。

十一月

１１月２日　袁寿其校长率领的由校８
名教师和１７名学生组成的“第２０届三国三
校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队载誉归来。本届

研讨会在日本三重大学举行，共有来自９个
国家、２０所大学的 １２０余名师生参加。在
本届研讨会上，学校校长袁寿其获三国三校

杰出贡献奖，另有２位同学获最佳论文奖。
１１月２—３日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成

立５０周年纪念大会暨２０１３学术研讨会在
北京举行，江苏大学获评“中国农业机械学

会突出贡献会员单位”。此外，校高良润教

授获“中国农业机械发展终身荣誉奖”。学

校１９篇论文入选中国农业机械５０年百篇
优秀论文，按第一作者单位统计，江苏大学

排名第一。

１１月５日　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卫国一
行三人来到学校，蹲点基层班级，体验“校园

一日”，了解普通在校大学生的思想、学习和

生活动态，并与大学生开展面对面交流。校

党委书记范明、校长袁寿其等陪同参加有关

活动。

１１月６日　２０１３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
学技术奖颁奖大会在合肥举行。学校马海

乐教授主持的项目“农产品加工多模式超声

波系列设备创制及其应用研究”获得２０１３
年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１１月１３日　沿江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区域联盟首次成员会议在学校举行。省

教育厅副厅长朱卫国，学校党委副书记、副

校长易中懿，省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镇

江、扬州、泰州、南通４市２６所高校校领导
及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江苏省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区域联盟”由江苏省教

育厅倡导建立，目前全省共组建了 ７个联
盟，其中沿江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区域联盟

涵盖镇江、扬州、泰州、南通４市所有高校。
此次会议是全省首个联盟成员会议，标志着

沿江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区域联盟工作正

式拉开帷幕。

１１月１４—１６日　“２０１３全国高校新媒
体发展论坛”在东南大学举行。学校团委喜

获“全国高校团委系统新媒体应用先锋

奖”。据悉，全国仅有５所高校团委及３个
省级团委学校部入选，江苏大学是江苏唯一

获此表彰的高校。

１１月１５日　中德“环境、冲突与合作”
巡展江苏大学站开幕仪式在学校举行，“环

境、冲突与合作”巡展是在德国外交部的倡

议和支持下，由德国 Ａｄｅｌｐｈｉ研究院与中国
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中国有色金属学会联合

举办。本次活动由学校环境与安全工程学

院承办。

１１月１８日　斯太尔动力欧洲总裁Ｒｕ
ｄｏｌｆＭａｎｄｏｒｆｅｒ先生、奥地利驻上海总领事馆
总领事 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ｅｉｎｚ先生、商务领事 Ｒａｙ
ｍｕｎｄＧｒａｄｔ先生、斯太尔动力有限公司中国
总裁吴晓白先生、学校兼职教授 ＫａｒｌＡｎｔｏｎ
Ｓｋｒｉｖａｎｅｋ教授一行５人来校访问。
１１月１９日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

创始人陶欣伯先生一行访问学校。并向学

校捐赠了２０万元善款。
１１月 ２０—２２日　由中国前外交官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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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会组织的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第四次大会

在海南省万宁市举行。江苏大学作为唯一

中国大学的代表受邀参会。

１１月２０—２７日　２０１３年中国大学生
排球联赛（南区）比赛在昆明理工大学举

行。学校男子排球队在决赛中以３：２力克
海南师范大学队，获得冠军。

１１月２３日　江大附校“天使教师”李
爽离世，爱心事迹引发广泛反响，１１月 ２５
日至今，《扬子晚报》、《现代快报》、江苏教

育频道、《金陵晚报》、《镇江日报》和《京江

晚报》均以大幅版面报道了这一事件，凤凰

网、人民网等知名网站转载百余次。江大附

校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纪念活动，学习李爽老

师的先进事迹。

１１月２４日　由江苏大学、南京医科大
学、徐州医学院共同承担的“江苏省医学类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课题研讨会

在学校召开。东南大学、苏州大学等８所医
学类研究生培养单位的２８名代表参加了研
讨会。

１１月 ２５日　据 １１月 ２５日“学校要
闻”报道，学校梅强教授赴北京，在教育部全

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北京主播教室，作

为首位主讲专家，为教育部“大学生创业基

础的教育与教学”全国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高级研修班学员做了题为《解读创业教育教

学基本要求》的讲座。

１１月２５日　《中国教育报》深度报道
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在６版、８版的头条位
置，分别以《让未来工程师仰望星空脚踏实

地———江苏大学探索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

培养模式》《理性与激情同在的最美师爱》

为题，聚焦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大篇幅报道

了学校推进“卓越工程师计划”和“最受学

生喜爱的十佳教师”评选活动。这也是《中

国教育报》继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７日７版头条位
置刊发《让“工程”名至实归———江苏大学

“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探索之路》之后，再次

深度报道学校卓越人才培养工作。

１１月２５—２９日　江苏大学“第三届中
外研究生学术论坛”成功举办。

１１月２７日　学校举行“ＡＣＣＡ镇江考
点”揭牌仪式暨学习培训会。

１１月２８日　据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组委会公布，在２０１３年全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中，学校潘昌云小组、浦志强小

组荣获全国一等奖，另有２组选手获得全国
二等奖，９组选手分获江苏省一、二、三
等奖。

１１月２８日　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
和靖江市人民医院正式挂牌“江苏大学教学

医院”，标志着学校医学临床实践教学工作

在省内外又添新基地。

１１月２８—３０日　在“２０１３年度脑卒中
筛查与防治工作会议暨苏州国际临床（技

术）论坛”上，学校附属医院被授予“国家卫

生计生委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称号，成

为镇江地区唯一的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

授牌单位。

１１月２９日　“全国机械行业工程教育
与创新人才培训基地”在学校正式成立。

１１月２９日　由江苏大学主办的首届
“三江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在镇江举行。来

自美国、韩国、欧盟、蒙古、加纳和中国等

２００余名产学政代表参加了开幕式。
１１月２９日　由省文明办、团省委、省

通讯管理局和省青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

２０１３年江苏好青年百人榜揭榜典礼举行。
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２０１２级本科生佘
梅溪同学成功入选２０１３年“江苏好青年”百
人榜之“最善创新奖”，全省仅１７人。

十二月

１２月１日　《光明日报》一版刊发长篇
文章，以《江苏大学五年跨越三台阶》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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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回顾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以来学校学科

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方面

取得的突出成绩。

１２月２日　生命科学院侯永忠教授课
题组全部以江苏大学名义并作为唯一通讯

作者，在国际著名期刊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ＩＦ：７．３５，
ＩＳＩ，一区）在线发表研究论文 ＰＰＡＲγＥ３
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ｌｉｇａｓ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ＭＵＣ１Ｃｏｎｃ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ＰＡＲγＥ３泛素连接酶调节 ＭＵＣ１
Ｃ癌蛋白稳定性）。
１２月３日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２０１３

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学校申报的

６个项目榜上有名，其中特等奖１项、一等
奖２项、二等奖３项，获奖率在全省同类高
校中位居前列。获得特等奖的教学成果为

梅强教授主持完成的“‘塔式’立体化中小

企业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获得

一等奖的两项成果分别为许文荣教授主持

完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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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赵

德安教授主持完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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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厅将择

优推荐特等奖和一等奖获奖项目申报国家

教学成果奖。

１２月９日　据１２月９日的“学校要闻”
报道，学校生物质能源研究所雍阳春教授在

能源与环境生物技术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

展。今年已连续在 ＳＣＩ一区杂志发表高水
平论文 ４篇，其中 ３篇发表于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该杂志在农业工程领域排名第
一），１篇发表于 Ｂｉｏｅｔ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生物工程领域公认国际顶级期刊），
提出了微生物燃料电池分子育种一系列新

思路。

１２月１０日　镇江市委教育工作委员
会和市教育局联合发出通知，在全市教育系

统广泛开展学习江苏大学附属学校小学教

师李爽先进事迹的活动，进一步掀起向李爽

学习的热潮，提升教学质量，办人民满意的

教育。

１２月１０日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政
府党组成员徐南平院士一行到学校专题调

研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和运行情况。

１２月１１日　马来西亚６所高校校长团
一行２２人在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教育参赞
ＬｉｍＹｏｕｒａｎｇ和京口区副区长张爱国的陪同
下来学校访问。

１２月 １１日　苏丹喀土穆大学校长
ＭｏｈｓｉｎＨａｓｓａｎＡｂｄａｌｌａＨａｓｈｉｍ教授等一行
应邀来学校进行友好访问。副校长陈龙会

见了来宾，双方签订了两校合作交流备忘

录，并确定了先期合作领域。

１２月１３日　“江苏大学与大型企业科
技创新全面战略合作”洽谈会在学校举行。

校长袁寿其、副校长程晓农，以及校科技处、

各相关学院负责人及专家、２２家大型企业
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程晓农副校长主

持。程晓农副校长代表学校和企业签订了

《江苏大学与大型企业科技创新全面合作协

议》，与会的１３个学院负责人和企业签订了
《校企重大项目与重大成果培育协议》。

１２月 １４—１５日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
会高校实验室研究会在南京大学召开全省

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会上，学校实验室与

设备管理处被评为“江苏省高校实验室工作

先进集体”，学校２位实验老师被评为先进
个人。这是江苏省首次评选高校实验室工

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１２月１７日　学校举行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学习报告会。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教育厅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沈健同志

来学校作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专题辅导报告。报告会由校党委书记范

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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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８日　《新华日报》以一版头题
转五版头条的形式发表文章《江大：“顶天

立地”激发产学研》，深度解析和报道学校

近五年来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产学研工作卓

有成效。《新华日报》一版的“今日推荐”中

写道：高校的“产学研”，向上要瞄准国家发

展战略，向下要接地气。江苏大学党委书记

范明认为，一流的人才队伍，才能创造出一

流的科技成果，才能培养出一流的毕业生

人才。

１２月１８日　据学校１２月１８日的“学
校要闻”报道，世界著名出版社———英国皇

家化学协会出版社（ＲＳ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正式出
版了由学校孙建中教授主编的英文学术专

著（第一主编）：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Ｂｉｏ
ｍａｓｓｆｏｒＦｕｅｌ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生物质的高
效生物转化与生物燃料和大宗化学品生产：

自然生物转化系统的仿生利用与实现途

径）。该书是英国皇家化学协会出版社近年

来连续出版的《能源与环境科学》大型学术

研究系列丛书的第十本（ＲＳＣ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ｅｒｉｅｓ），具有极好的国际影
响力。

１２月１９日　《人民日报》教改一线专
栏刊登文章《种下一颗子，收获一树果》，重

点报道江苏大学系统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并催生了一系列创新成果。

１２月１９日　据学校１２月１９日的“学
校要闻”报道，学校申报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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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２０１３年度
全省共青团工作创新创优成果奖一等奖，全

省仅１０个项目获得一等奖，其中高校３项。
１２月１９日　２０１３年江苏共青团运用

新媒体和文化载体引导青年创新案例评选

活动结果公布。学校选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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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荣获一等奖

（全省１０项，高校３项），这也是学校连续第
三年荣获一等奖（全省高校唯一）。

１２月２０日　江苏省档案文化建设精
品评选结果揭晓，学校档案馆编纂的《江苏

大学年鉴（２０１１）》《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２）》
荣获“江苏省档案文化建设精品”二等奖。

本次活动共评出特等奖２项、一等奖１５项、
二等奖３０项、三等奖６５项。本次评选只有
５所高校入围奖项，学校是首次获得此
奖项。

１２月２３日　据学校１２月２３日的“学
校要闻”报道，智能控制领域专家、学校电气

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国海教授入选

２０１３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予
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

号。２０１３年省属高校仅５人入选。
１２月２３日　据学校１２月２３日的“学

校要闻”报道，学校有６位从海内外引进的
高层次人才成功入选２０１３年度“江苏省高
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重点学科、重

点实验室创新人才。他们分别是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院长乔冠军教授，基础医学与医

学技术学院林琼教授、郑其平教授，计算机

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刘路教授，科学研究院

黄智鹏研究员以及附属医院郑允文博士。

学校获批数量位居全省高校第三，年度入选

人数再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学校已共有

１３人入选“双创计划”。
１２月２５日　学校机械学院机械电子

工程系杨平教授主持完成的一项成果“极端

恶劣振动冲击环境电子信息装备加固机理

研究”，获得２０１３年度“中国电子学会电子
信息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二等奖”。

１２月２７日　学校被评为“２０１３年江苏
省外国文教专家工作先进集体”。

１２月３０日　《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
以《做足特色 长处更长———江苏大学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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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快速发展纪实》为题，报道学校作为一

所转制高校，发挥依托行业和立足地方的双

重优势，瞄准高端目标，坚持特色发展，转制

地方后走出了一条具有江大特色的发展

之路。

１２月３０日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协同
创新暨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推进会在科技部

召开，会上公布了科技部、教育部联合下文

批准成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第二批２９所
高校名单，江苏大学位列其中，成功跻身高

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国家队。截至目

前，全国共有３９所高校获科技部、教育部批
准成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