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 年 8 月～12 月大事记

八月

8 月 18 日，江苏省政府下发[苏政发(2001)104 号]文，决定将江

苏理工大学、镇江医学院、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江苏大学，同

时撤销原三所学校建制。

8 月 20 日，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组建江苏大学党委，朱正伦同志

任江苏大学党委委员、常委、书记；曹友清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委员、

常委、副书记;唐永泽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陈国

祥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柴顺根同志任江苏大学

党委委员、常委，纪委书记;杨继昌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委员、常委；

范明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宋京章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委

员、常委；许化溪同志任江苏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原江苏理工大学、

镇江医学院、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党委组成人员职务同时免除。

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杨继昌同志任江苏大学校长;曹友清同

志任江苏大学副校长(正厅级)；范明同志任江苏大学副校长;宋京章同

志任江苏大学副校长;赵杰文同志任江苏大学副校长;许化溪同志任江

苏大学副校长;宋余庆同志任江苏大学副校长。原江苏理工大学、镇

江医学院、镇江师范专科学校校长(院长)、副校长(副院长)职务同时

免除。

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袁寿其同志任江苏大学副校长、党委委

员、常委，试用期一年;袁银男同志任江苏大学副校长、党委委员、



常委，试用期一年。

又，学校以江苏理工大学名义下发《关于成立微纳米科学技术研

究中心的决定》[苏工校(2001)199 号]。

8 月 20-22 日，江苏省教育厅举行第一届江苏工科基础力学青年

教师讲课比赛，我校理学院青年教师张晓芳、范旭红分别获理论力学

组一等奖和三等奖。

8 月 22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机械工程专家温诗铸接受了我校

的聘书，正式成为我校微纳米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8 月 24-9 日，我校结合对新教师的岗前培训，举办新教师军事夏

令营。今年共有 68名新教师参加为期一周的军事夏令营。

8 月 26 日，学校以江苏理工大学名义下发《关于左言言等五十

七位同志任职资格的通知》[苏工校(2001)189 号]，其中，一、根据苏

教师[2001]107 号文通知，经校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左言

言、施国洪、孙平、王忠、董英等五位同志已具备教授任职资格；施

卫东同志已具备研究员任职资格，二、根据苏教职称[2001]26号，苏

教职称[2001]73 号文件通知，经江苏省高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委员会评审：周祖城、钱兆华、李明学、刘爱真、王亚伟、李建康、

骆英、刘国海、刘荣桂、马海乐等十位同志已具备教授任职资格，王

瑛已具备教育管理研究员任职资格。另，杨奎先等四十位同志分别具

备副教授、副研究员等任职资格。

又，学校以江苏理工大学名义下发《关于聘温诗铸院士为我校教

授、博士生导师的决定》[苏工校(2001)200 号]。



又，学校以江苏理工大学名义下发《关于微纳米科学技术研究中

心任职的决定》[苏工校 2001)201 号]，决定聘温诗铸院士为微纳米科

学技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聘丁建宁同志为微纳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

8 月 28 日，省委副书记任彦申在江苏理工大学召开的三校干部

大会上，宣布省委、省政府关于组建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组建江苏

大学及有关人事任免的决定，市委书记张卫国代表镇江市委、市政府

对江苏大学的组建表示热烈的祝贺.

8 月 28-30 日，江苏大学校本部组织“两课”和大学英语教师在

镇江碧榆园召开“三个代表”思想和“三进”工作研讨会、基础课教

学研讨会和集体备课会。

九月

9 月 2 日，校本部全体中层干部会议在专家楼召开，会上，校长

杨继昌作了关于三校合并组建江苏大学重要意义的报告，并对下半年

校本部党政主要工作进行了部署

9月 3日，我校 2001-2002 学年第一学期开学。

9月 5 日，下午校本部全体教职工在大礼堂庆祝江苏大学的组建

和新世纪第一个教师节。会上，杨继昌校长就江苏大学组建的过程和

当前的形势及下半年度校本部主要工作作了讲话。校党委书记朱正伦

代表校领导班子表态，要树立好四个形象，即团结的形象、务实的形

象、开拓的形象、亲和的形象，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共同



把江苏大学办好。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田立新及我校 34 名优秀教

师，11名优秀教育工作者在会上受到了表彰。

9月 6 日，学校以镇江医学院名义下发《关于黄锡全等十六位同

志的任职资格的聘任通知》[院人字(2001)90 号]，其中，经江苏省高

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江苏省人事厅审批，从 2001

年 8 月 27 日起，黄锡全、沈铁城两位同志已具备教授任职资格；唐

永泽同志已具备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授任职资格，陈克等十三位

同志分别具备副教授、副研究员、高级实验师任职资格。

又，学校以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名义下发《关于陈东等十五位同志

的任职资格的聘任通知》[镇师专(2001)99号]，其中，陈东、沈廷根、

曹国荣三位同志已具备教授任职资格；陈国祥同志已具备专职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教授任职资格，周龙影等十一位同志分别具备副教授、副

研究员任职资格。

9月 8 日，学校下发《关于合并组建江苏大学并启用新印章的函》

[江苏大校(2001)001 号]。

又，学校下发《关于江苏大学校区命名的决定》 [江苏大校

(2001)002 号]，决定：原江苏理工大学校区为江苏大学校本部；原镇

江医学院校区为江苏大学北固校区；原镇江市师范专科学校校区为江

苏大学梦溪校区；原江苏理工大学第二校区(冶金学院)为江苏大学中

山校区。

9 月 10 日，我校下发《关于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关于组建中共

江苏大学委员会及朱正伦等 9 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等文件的通



知》[江苏大委(2001)01 号]。

又，我校下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建设起步阶段领导小组的通知》

[江苏大委(2001)02 号]，该小组由组长朱正伦、副组长杨继昌、曹友

清，成员唐永泽、陈国祥、范明、宋京章、赵杰文、许化溪、宋余庆、

袁寿其、袁银男、柴顺根等 13人组成。

又，我校下发《江苏大学建设起步阶段党的组织工作暂行规定》

[江苏大委(2001)03 号]。

又，我校下发《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建设起步阶段有关工作管理规

定的通知》[江苏大校(2001)03 号]。

是月，获悉，在第二十九批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申报中，我校博

士后陆建飞副教授申报的“饱和土表面不规则场地及其中桩基础对弹

性波的动力响应”项目获得二等资助金，这是我校设站以来第一位获

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人员。

十月

10月 13日，我校组织工程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本次考试是全

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首次联考。本次考试共有 383 名考生报

考我校，我校将招收工程硕士研究生 150名。

10 月 16-18日，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共镇江市委宣

传部和我校共同主办的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

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



单位的 6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10 月 19 日，我校下发《关于聘任校长助理的通知》[江苏大校

(2001)032 号]，决定聘陈宪祖、杨国祥为校长助理。

10月 25日，我校举行孙家广奖学金签字仪式暨学术报告会。校

长杨继昌到会并作了讲话，对孙家广院士此举表示欢迎和感谢。孙家

广奖学金每年将奖励青年教育工作者 1～2 名，该奖学金是孙院士用

自己的积蓄在计算机学院设立的，他希望以此来激励该院师生攀登科

学技术的高峰。

10月 26日，江苏大学成立大会在校本部隆重举行，部、省、市

有关领导，近二十位院士、知名专家，数十名各界来宾和 12 万名师

生参加了大会。大会由校党委书记朱正伦主持。会上，江苏省副省长

王珉、镇江市市委书记张卫国、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王斌泰先后作了讲

话。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院士代表来宾致贺辞。江苏大学校长杨继昌

作了题为《立足新起点 抢抓新机遇 实现新跨越 开创新局面》的报

告。江苏省副省长王珉、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陆燕逊为江

苏大学揭牌。

又，成立大会结束后，我校举行了江苏省高校体量最大的教学楼

群——江苏大学 2号教学楼竣工典礼。竣工典礼由江苏大学党委书记

朱正伦主持，江苏省副省长王珉、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王斌泰、副厅长

祭彦加、镇江市委书记张卫国、镇江市市长史和平、原江苏理工大学

党委书记张弼、原江苏理工大学校长蔡兰参加了典礼。

又，下午，镇江市市委书记张卫国、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王斌泰，



校党委书记朱正伦、校长杨继昌、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曹友清等分

别到北固校区、梦溪校区、中山校区参加校区挂牌仪式。

又，晚上，校本部举行焰火晚会和文艺晚会，庆祝江苏大学成立。

10月 27日，学校举行授聘仪式，聘中国工程院院士柳百成教授

为我校兼职教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名誉院长。授聘仪式后，柳院

士作了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材料加工技术》的学术报告。

又，学校举行授聘仪式，聘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博士生导

师艾兴教授为我校兼职教授。授聘仪式后，艾兴院士作了题为《发展

先进制造技术，振兴我国机械制造业的学术报告。

又，我校举行授聘仪式，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大

箴先生为我校兼职教授。

又，我校举行授聘仪式，聘德国企业伦理学学会副会长，德国

Kassel 大学企业伦理学教授 Josef·Wieland博士为我校客座教授。授

聘仪式后，Josef·Wieland教授作了题为《德国企业伦理学研究及应

用动态》的讲座。

十一月

11 月 1 日，校党委书记朱正伦，校长杨继昌，副书记、副校长

曹友清，副书记陈国祥等专程到省教育厅就江苏大学成立以来学校的

改革与发展情况向教育厅领导作专题汇报。朱正伦书记主持汇报会，

校长杨继昌代表学校作了详细汇报。出席汇报会的有省教育厅厅长王

斌泰、副厅长祭彦加及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教育厅领导在认真听取



汇报后，表示一定尽全力支持江苏大学的发展，希望学校不辜负江苏

大学这块金字招牌，把江苏大学办成真正的名校。

又，学校下发《关于陶明华等七位同志任职资格的通知》[江苏

大校(2001)48 号]，经评审，陶明华等七位同志已具备副高级职称任

职资格。

11 月 6 日下午，镇江市政协主席周大平、副主席裴祥林一行 6

人来我校进行以“发挥高校优势，促进地方经济建设”为主题的调研

活动。校长杨继昌，副书记唐永泽，副校长赵杰文参加了座谈会。

11 月 7 日上午，江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杨胜利院士“生

物技术学术报告会”在校本部专家楼举行，校长杨继昌，副校长袁银

男，校本部全体中层干部以及部分师生出席了报告会。报告会由副校

长赵杰文主持。

11 月 8 日下午，江苏江大源生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江苏大学校长杨继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赵春

寅共同为该公司揭牌，江苏大学副校长、江苏江大源生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赵杰文主持揭牌仪式。

又，庆祝江苏大学成立书画展在市博物馆开幕。校长杨继昌，镇

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欧阳箐，市教育局、市文联领导参加了开幕式并

为本次画展剪彩，校党委副书记唐永泽主持剪彩仪式。又，江苏省哲

学社会科学项目管理座谈会在我校专家楼召开。

11 月 10-14 日，全国 2002 年硕士研究生报考点报名工作在我校

进行，今年我校报考点报名总人数突破 2200 人，较去年增幅达 60%，



今年仅我校报考点报考我校的考生就超过 800人，与去年相比，增幅

超过 80%。

11月 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苏州大学医学院院长阮长耿先生

来我校北固校区作题为“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的学术报告。

11 月 1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免疫学会执行理事、亚太免

疫学会副主席，中国免疫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陈慰峰先生来

我校北固校区作题为“免疫学进展：回顾与未来”的学术报告。

11 月 14日，学校下发《关于学校内部机构设置的决定》[江苏大

校(2001)51 号]。为推进江苏大学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经党委常委

扩大会议研究，决定设置党委办公室等 55 个学校内部机构。

11月 15日，我校召开中层干部聘任动员大会，全体校领导出席

了会议。本次干部聘任是江苏大学的首次聘任。在学校非选任制中层

干部岗位中实行聘任上岗。校机关中层领导干部岗位采用竞聘方式，

其它岗位采用选聘仪式。聘任按先正处级后副处级的顺序进行，实行

试聘期制。

11月 16日，江苏食品科学与技术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在我校召开。

11 月 18 日，江苏大学 2000-2001 学年优秀青年志愿者表彰大会

暨“爱心助教”签字仪式在成教报告厅举行。会上 4个优秀青志委分

会，7 支优秀青年志愿者小分队和 25 名优秀青年志愿者个人受到了

表彰。

11月 20日下午，校党委召开各校区党总支书记、直属支部书记



和部分党委部门负责人会议。校党委书记朱正伦在会上传达了省第十

次党代会精神，党委副书记唐永泽传达了市委书记张卫国在全市领导

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会议由唐永泽主持。

11月 21日下午，校党委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党外代表人士情

况通报会。会上，校长杨继昌通报了三校合并工作进展情况，校党委

书记朱正伦通报了处级领导干部聘任工作情况，并就进一步做好民主

党派工作，统战工作提出了意见。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唐永泽主持。

11 月 23-24 日，我校中层干部竞聘答辩会在专家楼举行，共 52

人次分两组参加了机关正处级岗位的竞聘答辩。

11月 27日下午，我校召开研究生座谈会，校党委书记朱正伦勉

励研究生奋发成材报效祖国。

又，学校召开开展大学生文明修身工程座谈会，校党委副书记陈

国祥主持了座谈会。

十二月

12 月 5 日，学校下发《关于李战军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江苏

大委(2001014 号]。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聘任：李战军为党委办公

室主任;陈志刚为党委老干部工作部部长;高鸣为党委宣传部部长;郭

礼华为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薛志平为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周阿

伢为党委保卫部部长;杨秀繁为纪委正处级纪律检查员。

又，学校下发《关于朱武江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江苏大委(2001)15

号]。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朱武江任中共北固校区工委书记;尹美



英任中共梦溪校区工委书记;杨兴华任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高翔

任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葛如海任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

总支书记;蒋晓东任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刘凤英任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董英任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党总支书

记;丁琴妹任化学化工学院党总支书记;罗卓洲任医学院党总支书记;

姜学林任医学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徐希明任药学院党总支书记;韩广

才任理学院党总支书记;陈林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总支书记;罗新民

任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陈丽珍任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丁建铭

任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冶金学院)党总支书记;刘晓远任成人教育学院

党总支书记;姚冠新任研究生部党总支书记;张济建任产业党总支书记;

陆朝元任离退休教职工党总支书记;吴明新任机电总厂党总支书记;沈

荣林任后勤服务集团党总支书记;邹介农任基本建设处直属党支部书

记(正处级)；苏益南任团委书记。

又，学校下发《关于沙志平等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校

(2001)67 号]，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聘任：沙志平为校长办公

室主任;李晓波为研究室主任;李文清为人事处处长;王贵成为教务处

处长;程晓农为科学技术处处长;郭礼华为学生工作处处长;许如民为

财务处处长;周阿伢为保卫处处长;刘荣桂为基本建设处处长;陈留平

为审计处处长;高传玉为设备处处长;赵立强为后勤管理处处长;张济

建为产业办公室主任;张仙美为退休教职工管理处处长;宋顺林为图书

馆馆长;许友谊为机电总厂厂长;李宝林为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毛罕

平为研究生部主任;朱冬为北固校区管理委员会主任;邓之光为梦溪校



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萍萍为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蔡忆昔为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院长;杨敏官为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院长;戴起勋为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院长;孙玉坤为电气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鞠时光为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工程学院院长;吴春笃为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谢吉民为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许化溪为医学院院长(兼)；许文荣为医学技术学院

院长;徐希明为药学院院长;田立新为理学院院长;王瑛为人文社会科

学学院院长;罗新民为外国语学院院长;朱正伦为艺术学院院长(兼)；梅

强为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笪远毅为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杨国祥为高等职

业技术学院(冶金学院)院长;辛俊康为成人教育学院院长;陈龙为京江

学院院长(正处级)。

12 月 7日，我校举行 2002 届毕业生供需洽谈会。前来洽谈的用

人单位对计算机类、电气类、机械类、材料类、流体机械类、汽车等

专业的需求量相当大，占全场总需求的 80%以上，专业供需比率为 1∶

10 以上。另外，金融、管理、英语、医学、建筑等专业在洽谈会上

也颇受瞩目。

12月 8 日，我校举行副处级岗位竞聘答辩会。

12月 12日，我校举办首期中层干部培训班，全校正职中层干部

参加学习。

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教育学博士 Ruben·Xing 先生应邀

到我校作“当今 IT 技术的挑战与进展”的报告。

12月 13日，我校举行为贫因生送温暖仪式，校党委副书记陈国

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仪式。又，学校下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



安全工程技术中心的决定》[江苏大校(2001)72 号]和《关于吴春笃等

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校(2001)73 号]。

12月 16日，在江苏省第三届大学生电脑网络大赛上，我校代表

在 7个项目中再获佳绩，分别获一个特等奖、三个一等奖，四个二等

奖，九个三等奖、十个优胜奖，另有三名同学获表演奖，学校以 690

分的总成绩名列全省第五，获最佳组织奖。

又，我校举行“新生十佳歌手大赛”暨第十五届科技文化月和第

二届社团巡礼节闭幕式。

12 月 21日，学校下发《关于赵发荣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江苏大

委(2001)17 号]。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同意，

决定：赵发荣、王有玉任纪委副书记。

又，学校下发《关于陈志刚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委

(2001)18 号]。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决

定聘任陈志刚为党委组织部部长。

又，学校下发《关于成立“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机构的决定》[江苏大校(2001)81 号]。根据学校发展需要，决定成

立“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中心(正处级建制)和“江苏大学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副处级建制)。

又，学校下发《关于确定京江学院行政级别的通知》[江苏大校

(2001)82 号]。经研究，确定京江学院为正处级单位。

又，学校下发《关于王有玉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校

(2001)83 号]。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决



定聘任：王有玉为监察处处长。

12 月 24日，学校下发《关于顾志伟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江苏大

委(2001)19 号]。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顾志伟任机关党总支书

记；刘红光任图书馆党总支书记。

又，学校下发《关于楼书芬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江苏大委(2001)20

号]。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楼书芬任中共北固校区工委副书记;陈

秋莲任中共梦溪校区工委副书记;花银群任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

记;黄鼎友任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施爱平任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刘强任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周

志平任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崔金贵任计算机科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周俊任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刘

同君任医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王大建任医学技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陈

秀兰任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张九如任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石宏伟任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王赛扬任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王平任艺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李洪波任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王恒根任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冶金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樊桂林任成人

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吴麟麟、陈佳赋任京江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庄秀明任机关党总支副书记;景顺荣任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职工医院

直属党支部书记;笪远毅任教师教育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朱立新、杨

志春任团委副书记。

又，学校下发《关于戈国元等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委

(2001)21 号]。经党委常委研究决定，聘任：戈国元为党委办公室副



主任;杨秀繁为纪委办公室主任(兼)；汪肖苹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董德

福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江小惠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新闻中心副主

任;曹广龙、杨福庚、苗芊萍、倪时平为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陈建

玉为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刘军为党委保卫部副部长、人民武

装部副部长;叶伟、王国龙为党委保卫部副部长;陆朝元为党委老干部

部副部长(兼)。

又，学校下发《关于高鸣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委(2001)22

号]。经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聘任：高鸣为新闻中心主任(兼)。

又，学校下发《关于罗新民等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校

(2001)84 号]。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聘任：罗新民兼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处长，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施卫东为流体机械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

又，学校下发《关于薛国荣等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校

(2001)85 号]。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薛国荣、章平为校长

办公室副主任;曹广龙、杨福庚、苗芊萍为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倪时平

为学生工作处副处长兼北固校区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顾志伟为监察

处副处长;卢殿臣为人事处副处长、人才交流中心主任;闵昉为人事处

副处长;蒋国伟为人事处处长助理(副处级)；路正南为教务处副处长、

招生办公室主任;吴向阳为教务处副处长;眭建为教务处副处长兼北固

校区教务办公室主任;朱多林为教务处副处长兼梦溪校区教务办公室

主任;余江南为科学技术处副处长(正处级)；丁建宁为科学技术处副处

长(兼)；路淼为科学技术处副处长;马海乐为产业办公室副主任;赵建平



为财务处副处长;任永平为财务处副处长、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

姚木云为财务处副处长兼梦溪校区财务办公室主任;刘军、叶伟、王

国龙为保卫处副处长;朱华明为基本建设处副处长;杨小平为基本建设

处总工程师(副处级)；蒋氿滨为审计处副处长;朱思银为设备处副处长;

张德勇为后勤管理处副处长;苏宏远为退休教职工管理处副处长;赵峰

为杂志社副社长(正处级，主持工作)；程燮忠、芮月英为杂志社副社

长;刘红光为图书馆副馆长(兼)；刘骥为图书馆副馆长(正处级)；王维

华为图书馆副馆长;葛福才、顾圣祥为机电总厂副厂长;陈锦清为后勤

服务集团副总经理;解幸幸为研究生部副主任;吴浩然为北固校区管委

会副主任;潘志超为北固校区后勤办公室主任(副处级)；陆云松为梦溪

校区管委会副主任;卢章平、张永康、花银群为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

陈昆山、黄鼎友为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副院长;陈汇龙，施爱平为能

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副院长;赵玉涛、刘强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

长;赵德安、刘国海、周志平为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鲍可进、崔

金贵为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陈健美为计算机科学与通

信工程学院计算中心主任(副处级)；姜松、周俊为生物与环境工程学

院副院长;倪良为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郑金旭为医学院副院长(正处

级)；姜平、刘同君为医学院副院长;陈新根为医学院院长助理(副处

级)；肖德生、王大建为医学技术学院副院长;仰榴青、陈秀兰为药学

院副院长;王亚伟、骆英、张九如为理学院副院长;石宏伟为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副院长;张炳生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助理(副处级)；成善

祯、陈红、王赛扬为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王平、徐伟灵为艺术学院副



院长;周绿林为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正处级)；李锦飞、李洪波为工商

管理学院副院长;王长乐、钱秋源为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赵跃生、王

崇宪、王恒根、蒋昭灿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冶金学院)副院长；张立

民、陈志刚、周平、樊桂林为成人教育学院院长;符永宏、吴麟麟为

京江学院副院长;李明学为体育部主任;李晓波为高教研究所所长(兼)；

郑培钢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许晓东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

(副处级)；鲁丹苹为综合档案室主任;谢钢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主任;沈雪妹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副处级)；陈克平为生

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处级)。

12 月 30日，学校下发《关于张有德等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江

苏大委(2001)23 号]。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聘任张有德等五位

同志为调研员。

又，学校下发《关于建议喻骏等同志作为工会副主席候选人的通

知》[江苏大委(2001)24 号]。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建议喻骏作为

工会副主席候选人(正处级);殷荷生、周润生作为工会副主席候选人

(副处级);依照《工会法》，待下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履行相关程序。

又，学校下发《关于窦敖川等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校

(2001)87 号]。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聘任：骆志高等二十五位同

志分别为调研员、助理调研员。

又，学校下发《关于乔忠荣等同志保留、享受待遇的通知》[江

苏大校(2001)88 号]。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乔忠荣等十一位同

志保留、享受正处、副处长待遇。



又，学校下发《关于曹泽民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江苏大校

(2001)96 号]。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聘任：曹泽民为后勤服务

集团副总经理。

又，学校下发《关于李君荣同志保留待遇的通知》[江苏大校

(2001)98 号]。经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李君荣保留副处级待遇。

又，晚上，我校举行迎新年综艺晚会。

12月 26 日，我校举办首届教职工健身节。

12月 28日，我校举行高级人才座谈会。我校近几年引进的高层

次人才和送出去培养回校工作的博士生共 2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又，我校举行 2000-2001 学年校本部优秀班主任表彰暨经验交流

会。

31日晚，我校在教工之家及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迎新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