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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４年，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
台事务办公室）实有工作人员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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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交流】 加强与国外（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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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学
校与法国兰斯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法国

兰斯大学学术与研究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４年
４月１６日与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签署了
《江苏大学与与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合作

协议》；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８日与美国德克萨斯
理工大学签署了《德克萨斯理工大学与江苏

大学教育与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４年
５月２２日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签署了《江苏
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暨中国文化大学文

学系学术合作与交流协议书》；２０１４年６月
１６日与韩国群山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
韩国群山大学学术与研究谅解备忘录》；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４日与韩国首尔市立大学校工
科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首尔市立大学校

工科大学友好合作协议》《江苏大学与首尔

市立大学校工科大学学生交流项目协议》

《江苏大学与首尔市立大学校工科大学教学

研究及教师项目协议》；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与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国际

处与阿姆斯特丹大学人文学院协议书》；

２０１４年９月４日与加纳海岸角大学签署了
《江苏大学与海岸角大学学术与研究谅解备

忘录》；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３日与美国德州农工
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农装学院协同创新中

心与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生物农业工程学院

交换生项目协议》；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７日与印
度古吉拉特邦科技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

古吉拉特邦科技大学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４年
９月２４日与加拿大温莎大学签署了《江苏
大学与温莎大学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４年１０
月１４日与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签署了
《江苏大学与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谅解备忘

录》；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与欧盟研究创新伙
伴签署了《中国研究创新伙伴（江苏大学代

表）与欧盟研究创新伙伴谅解备忘录》；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４日与德国安贝格—魏登应
用技术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安贝格—魏

登应用技术大学合作协议》；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２５日与南苏丹教育科技部签署了《江苏大
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苏丹教育科技部

（南苏丹共和国）学术与研究谅解备忘录》，

与南苏丹约翰加朗纪念科技大学签署了《江

苏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约翰加朗纪念

科技大学（南苏丹共和国）谅解备忘录》，与

南苏丹伦拜克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中华

人民共和国）与伦拜克大学（南苏丹共和

国）谅解备忘录》，与南苏丹上尼罗大学签

署了《江苏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上尼

罗大学（南苏丹共和国）谅解备忘录》，与南

苏丹加札勒河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中华

人民共和国）与加札勒河大学（南苏丹共和

国）谅解备忘录》，与南苏丹朱巴大学签署

了《江苏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朱巴大

学（南苏丹共和国）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２８日与韩国忠南国立大学签署了《中
国江苏大学与韩国忠南国立大学学生交流

项目谅解备忘录》《江苏大学知识产权中心

与忠南国立大学知识产权中心学术与研究

谅解备忘录》和《江苏大学管理学院与忠南

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术与研究谅解备

忘录》；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９日与波兰格但斯克
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格但斯克大学学术

与研究谅解备忘录》。法国兰斯大学、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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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德克萨斯理工大学、中

国文化大学、韩国群山大学、首尔市立大学

校、海岸角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美国德州

农工大学、温莎大学、古吉拉特邦科技大学、

安贝格—魏登应用技术大学、约翰加朗纪念

科技大学、伦拜克大学、上尼罗大学、加札勒

河大学、朱巴大学、忠南国立大学、格但斯克

大学、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等 １９所大学是
２０１４年与学校新建的合作交流高校。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４年，“第八届分子印迹国
际会议”“２０１４复杂网络理论与应用学术研
讨会”“２０１４可积系统与非线性数学物理方
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三江知识产权

国际论坛”等４个国际会议成功召开。４个
会议共有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智

利、埃及、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印度、意大

利、日本、阿曼、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

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美国、英国、加拿大、

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加纳

等２８个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
１１４名国（境）外学者参会。１．２０１４年９月
１８—２１日，第八届分子印迹国际会议
（ＭＩＰ２０１４）受国际分子印迹学会和中国先
进材料学会的委托由江苏大学承办，２１个
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智

利、埃及、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印度、意大

利、日本、阿曼、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

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美国、英国、中国）共

１７０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２．２０１４复杂
网络理论与应用学术研讨会于２０１４年６月
３—４日在江苏大学举行。该研讨会集中讨
论与复杂网络有关的理论知识与应用，包括

复杂网络的结构与模型、复杂网络上多智能

体的控制与一致性问题，以及人类行为学、

社会学等。３．２０１４年６月６—７日，２０１４年
可积系统与非线性数学物理方程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江苏大学召开，多位美国教授、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大学校长，以及来

自国内外３０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６０多
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的主旨

是研究成果交流、相关领域的非线性问题介

绍及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通过会议交流，

进一步扩大了我校与其他国内外高校的学

术联系，对学校数学学科的发展、青年教师及

学生的成长，以及提升学校的学术影响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４．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８—２９日，
由江苏大学主办、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承办的第二届“三江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在

镇江市碧榆园国际会议厅举行。本届论坛的

主题是“知识产权与自主创新”。来自美国、

加拿大、欧盟、印度、韩国与中国等２００余名
产学政代表探讨了专利运营、知识产权密集

型产业、创新统计与信息管理、中小知识产权

管理、知识产权与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本届论坛致力于聚焦知识产权最新理论与重

大实践，为期２天，各位专家学者也进行了分
组讨论，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成功经验，为

加强产权国际交流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换、碰

撞的良好平台，对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和全

球经济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促进知识产权的

国际化进程，从而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推

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来访接待】　２０１４年接待来自美国、英国、
加拿大、德国、中国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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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国台湾和澳门地区的专家学者

１１７批次、３１１人次。其中包括韩国群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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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聘请了来自南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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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名外籍教师；获批江苏省“外专百人计
划”项目１项。
【出国（境）工作】　２０１４年学校派出短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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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出国（境）团组１４３个，共计２２１人次。这
些团组赴英国、奥地利、德国、马来西亚、美

国、丹麦、新加坡、韩国、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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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等国家，

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进行校际访

问、科技合作、培训进修、学习、出席国际会

议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港澳台工作】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学校与
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

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合作协议》；２０１４年
５月２２日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签署了《江
苏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暨中国文化大学

文学系学术合作与交流协议书》；２０１４年２
月５日，派出计算机学院刘怡良老师赴台湾
地区留学进修，为期６个月；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２
日，派出管理学院马国建副书记赴台湾地区

交流访问，为期２０天；２０１４年５月３０日，
派出能动学院潘剑锋等２人赴台湾地区参
加会议，为期９天；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１日，派出

国际处任晓霏副处长赴香港地区参加会议，

为期６天；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２日，派出材料学
院李长生老师等２人赴台湾地区进行科技
交流，为期６天；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派出机
械学院陈明阳赴香港地区留学进修，为期１
年；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０日，派出医技学院陈盛霞
老师等２人赴台湾地区参加国际会议，为期７
天；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５日，派出文法学院贺建国
老师赴香港大学主持测试；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６
日，派出电气学院薛文平老师赴台湾地区参

加会议，为期８天；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０日，派出
京江学院朱伟兴副调研员赴香港地区参加国

际会议，为期５天；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８日，派出
理学院殷久利老师赴香港地区留学进修，为

期１年；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７日，派出环境与安
全工程学院吴向阳院长等３人赴香港地区参
加国际会议，为期５天；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日，
派出管理学院马国建副书记赴澳门地区参加

国际会议，为期６天。
（撰稿人：董　婷　核稿人：江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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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短期公派出国（境）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部门
出访国家

或地区
任务性质 出访时间

１ 吴卫国 男 副教授 土力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５—２０１４．７．５

２ 杨超君 女 教授 机械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５—２０１５．１．４

３ 邹小波 男 教授 研究生院 美国 科学技术 ２０１４．１．６—２０１４．２．５

４ 夏昌坤 男 副教授 化工学院 英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６—２０１４．７．５

５ 樊茗癑 女 讲师 管理学院 新加坡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８—２０１４．１．１２

６ 陈银飞 女 副教授 财经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２５—２０１４．７．２４

７ 陈海波 男 副教授 财经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２５—２０１４．７．２４

８ 刘怡良 男 学生 计算机学院 中国台湾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２．５—２０１４．８．１

９ 程广贵 男 副教授 机械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２．１０—２０１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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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部门
出访国家

或地区
任务性质 出访时间

１０ 马国建 男 副书记／教授 管理学院 中国台湾 交流访问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３．３

１１ 翟鸣鸣 男 学生 管理学院 中国台湾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１２ 胡梦璐 女 学生 管理学院 中国台湾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１３ 王啸洁 女 学生 管理学院 中国台湾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１４ 徐蔚然 女 学生 管理学院 中国台湾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１５ 陶民生 男 学生 管理学院 中国台湾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１６ 周沁怡 女 学生 管理学院 中国台湾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１７ 田柏琳 女 学生 管理学院 中国台湾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１８ 邵海军 男 学生 管理学院 中国台湾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１９ 李导宁 男 学生 管理学院 中国台湾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２０ 赵方起 男 学生 管理学院 中国台湾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２１ 杜　乐 女 学生 财经学院 中国台湾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２２ 高泽昊 男 学生 管理学院 中国台湾 交流学习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２３ 许　潇 女 讲师 基技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２４ 马金麟 男 副教授 汽车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２５ 李文元 男 副教授 管理学院 加拿大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２６ 向清江 男 助理研究员 流体中心 韩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２７ 江心英 女 教授 管理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２８ 任晓霏 女 副处长／教授 国际处 中国香港 会议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２９ 孙建中 男 副院长 环安学院 比利时、奥地利 科研合作 ２０１４．３．２０—２０１４．３．２６

３０ 李炳烁 男 副教授 文法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４．１—２０１５．３．３１

３１ 宋余庆 男 副校长 江苏大学 美国、加拿大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４．１６—２０１４．４．２３

３２ 任乃飞 男 院长 机械学院 美国、加拿大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４．１６—２０１４．４．２３

３３ 骆　英 男 院长 土力学院 美国、加拿大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４．１６—２０１４．４．２３

３４ 江浩斌 男 副院长 汽车学院 美国、加拿大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４．１６—２０１４．４．２３

３５ 李仲兴 男 处长 国际处 美国、加拿大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４．１６—２０１４．４．２３

３６ 钱　晖 男 教授 基技学院 荷兰 会议 ２０１４．４．２９—２０１４．５．６

３７ 张　徐 男 讲师 基技学院 荷兰 会议 ２０１４．４．２９—２０１４．５．６

３８ 周存山 男 副教授 食品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４．３０—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３９ 刘国海 男 院长 电气学院 德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５．３—２０１４．５．１０



��Q�L

４６７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部门
出访国家

或地区
任务性质 出访时间

４０ 刘星桥 男 教授 电气学院 西班牙 会议 ２０１４．５．１９—２０１４．５．２５

４１ 高瑞昌 男 副教授 食品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５．２０—２０１５．４．１９

４２ 潘剑锋 男 教授 能动学院 中国台湾 会议 ２０１４．５．３０—２０１４．６．８

４３ 邬　迪 女 研究生 能动学院 中国台湾 会议 ２０１４．５．３０—２０１４．６．８

４４ 张济建 男 副校长 江苏大学 日本、韩国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６．１７—２０１４．６．２４

４５ 尹志国 男 主任 江苏大学校办 日本、韩国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６．１７—２０１４．６．２４

４６ 郑培钢 男 总经理 后勤集团 日本、韩国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６．１７—２０１４．６．２４

４７ 刘会霞 女 主任 工业中心 日本、韩国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６．１７—２０１４．６．２４

４８ 任晓霏 女 副处长 国际处 日本、韩国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６．１７—２０１４．６．２４

４９ 陈全胜 男 教授 食品学院 美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６．２０—２０１４．６．２７

５０ 朱卫华 男 副院长 化工学院 土耳其 会议 ２０１４．６．２１—２０１４．６．２８

５１ 欧忠平 男 教授 化工学院 土耳其 会议 ２０１４．６．２１—２０１４．６．２８

５２ 薛兆历 男 副教授 化工学院 土耳其 会议 ２０１４．６．２１—２０１４．６．２８

５３ 姚　勤 女 研究员
生命科学

研究院
法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６．２１—２０１４．６．２７

５４ 胡朝阳 男 助研
生命科学

研究院
法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６．２１—２０１４．６．２７

５５ 李长生 男 教授 材料学院 中国台湾 科技 ２０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４．６．２７

５６ 严学华 男 教授 材料学院 中国台湾 科技 ２０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４．６．２７

５７ 张晓阳 男 副馆长 图书馆 美国 培训 ２０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４．７．２０

５８ 陈明阳 男 副教授 机械学院 中国香港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６．２５—２０１５．６．２４

５９ 丁金彦 女 副主任 海外教育学院 印度 教育 ２０１４．６．２６—２０１４．７．２

６０ 崔　勇 男 科员 海外教育学院 印度 教育 ２０１４．６．２６—２０１４．７．３

６１ 周晓红 女 副教授 环安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７．１—２０１５．６．３０

６２ 樊茗癑 女 讲师 管理学院 英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７．２—２０１５．１．２

６３ 孙　梅 女 教授 理学院 西班牙 会议、访问 ２０１４．７．５—２０１４．７．１６

６４ 王学弟 男 教授 理学院 西班牙 会议、访问 ２０１４．７．５—２０１４．７．１６

６５ 丁占文 男 教授 理学院 西班牙 会议、访问 ２０１４．７．５—２０１４．７．１６

６６ 杨宏林 男 教授 理学院 西班牙 会议、访问 ２０１４．７．５—２０１４．７．１６

６７ 余丽琴 女 副教授 理学院 西班牙 会议、访问 ２０１４．７．５—２０１４．７．１６

６８ 蒋书敏 女 副教授 理学院 西班牙 会议、访问 ２０１４．７．５—２０１４．７．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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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４６８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部门
出访国家

或地区
任务性质 出访时间

６９ 吴胜利 男 教授 计算机学院 澳大利亚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６—２０１４．７．１２

７０ 王　勇 男 助理研究员 流体中心 意大利 科技 ２０１４．７．６—２０１４．７．１３

７１ 袁建平 男 副主任 流体中心 德国 科技 ２０１４．７．７—２０１４．７．１３

７２ 付　强 男 副研究员 流体中心 德国 科技 ２０１４．７．７—２０１４．７．１３

７３ 裴　吉 男 助理研究员 流体中心 德国 科技 ２０１４．７．７—２０１４．７．１３

７４ 骆　寅 男 助理研究员 流体中心 德国 科技 ２０１４．７．７—２０１４．７．１３

７５ 王秀礼 男 助理研究员 流体中心 德国 科技 ２０１４．７．７—２０１４．７．１３

７６ 黄星奕 女 副院长 食品学院 加拿大 会议、访问 ２０１４．７．１１—２０１４．８．５

７７ 胡永光 男 副教授 农工院 加拿大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１３—２０１４．７．２０

７８ 李青林 男 讲师 农工院 加拿大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１３—２０１４．７．２０

７９ 倪纪恒 男 助理研究员 农工院 加拿大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１３—２０１４．７．２０

８０ 王纪章 男 助理研究员 农工院 加拿大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１３—２０１４．７．２０

８１ 周　静 女 实验师 农工院 加拿大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１３—２０１４．７．２０

８２ 董晓娅 女 助理研究员 农工院 加拿大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１３—２０１４．７．２０

８３ 王新坤 男 研究员 流体中心 加拿大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１３—２０１４．７．２０

８４ 闫浩芳 女 助理研究员 流体中心 加拿大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１３—２０１４．７．２０

８５ 肖梦华 女 助理研究员 流体中心 加拿大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１３—２０１４．７．２０

８６ 徐云峰 男 主任 杂志社 加拿大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１３—２０１４．７．２０

８７ 陈　超 男 助理研究员 流体中心 加拿大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１３—２０１４．７．２０

８８ 孙建中 男 副院长 环安学院 美国
会议、合

作洽谈
２０１４．７．１７—２０１４．８．１

８９ 王钟羡 女 教授 土力学院 美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１８—２０１４．７．２７

９０ 王明松 男 副教授 材料学院 韩国 科学技术 ２０１４．７．２１—２０１４．８．１２

９１ 袁寿其 男 校长 江苏大学 赞比亚、加纳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４．７．２１—２０１４．７．３０

９２ 眭　建 男 院长 临床医学院 赞比亚、加纳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４．７．２１—２０１４．７．３０

９３ 崔恒武 男 副教授 临床医学院 赞比亚、加纳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４．７．２１—２０１４．７．３０

９４ 李仲兴 男 处长 国际处 赞比亚、加纳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４．７．２１—２０１４．７．３０

９５ 王明松 男 副教授 材料学院 韩国 科学技术 ２０１４．７．２１—２０１４．８．１２

９６ 毕勤胜 男 副处长 科技处 德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７．２５—２０１４．１０．２５

９７ 张正娣 女 教授 理学院 德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７．２５—２０１４．１０．２５

９８ 张晓芳 女 副教授 土力学院 德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７．２５—２０１４．１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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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９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部门
出访国家

或地区
任务性质 出访时间

９９ 季　颖 女 副教授 理学院 德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７．２５—２０１４．１０．２５

１００ 韩修静 男 副教授 土力学院 德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７．２５—２０１４．１０．２５

１０１ 陈章耀 男 副教授 土力学院 德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７．２５—２０１４．１０．２６

１０２ 冯春来 男 副院长 药学院 日本 会议、科技 ２０１４．７．２５—２０１４．８．６

１０３ 陈银飞 男 副教授 财经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７．２６—２０１５．１．２４

１０４ 陈海波 男 副教授 财经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７．２６—２０１５．１．２６

１０５ 何秀华 女 教授 能动学院 法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２７—２０１４．８．１

１０６ 孙建中 男 副调研员 环安学院 英国、爱尔兰 合作研究 ２０１４．７．２７—２０１４．８．３

１０７ 高　静 女 院长 海外教育学院 马来西亚 教育交流 ２０１４．７．３０—２０１４．８．５

１０８ 邹时建 男 招生办副主任 海外教育学院 马来西亚 教育交流 ２０１４．７．３０—２０１４．８．５

１０９ 陈盛霞 女 教授 医技学院 中国台湾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３０—２０１４．８．６

１１０ 吴　亮 男 讲师 医技学院 中国台湾 会议 ２０１４．７．３０—２０１４．８．６

１１１ 戚雪勇 男 教授 药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８．１—２０１４．１１．１

１１２ 周从华 男 副教授 计算机学院 新加坡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８．１—２０１５．４．３０

１１３ 何秀华 女 教授 能动学院 美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８．２—２０１４．８．８

１１４ 刘建瑞 男 研究员 流体中心 美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８．２—２０１４．８．８

１１５ 骆　寅 男 助理研究员 流体中心 美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８．２—２０１４．８．８

１１６ 王　洋 男 研究员 流体中心 美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８．２—２０１４．８．９

１１７ 徐　东 男 副研究员 材料学院 新加坡 会议 ２０１４．８．３—２０１４．８．１０

１１８ 仲敏波 女 讲师 能动学院 日本 会议、实验 ２０１４．８．７—２０１４．８．２０

１１９ 王军锋 男 副院长 能动学院 捷克 会议 ２０１４．８．９—２０１４．８．１４

１２０ 贺建国 男 副教授 文法学院 中国香港 文化 ２０１４．８．１５—２０１４．８．２６

１２１ 杨志贤 男 讲师 机械学院 澳大利亚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８．１５—２０１５．２．１４

１２２ 姬　伟 男 副教授 电气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８．１５—２０１５．２．１４

１２３ 孔繁余 男 教授 流体中心 荷兰 科技 ２０１４．８．１６—２０１４．８．２３

１２４ 汪家琼 女 助理研究员 流体中心 荷兰 科技 ２０１４．８．１６—２０１４．８．２３

１２５ 肖梦华 女 助理研究员 流体中心 荷兰 科技 ２０１４．８．１６—２０１４．８．２３

１２６ 曹卫东 男 副研究员 流体中心 荷兰 科技 ２０１４．８．１６—２０１４．８．２３

１２７ 李　伟 男 助理研究员 流体中心 荷兰 科技 ２０１４．８．１６—２０１４．８．２３

１２８ 蒋小平 男 副研究员 流体中心 荷兰 科技 ２０１４．８．１６—２０１４．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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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４７０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部门
出访国家

或地区
任务性质 出访时间

１２９ 薛文平 男 讲师 电气学院 中国台湾 会议 ２０１４．８．１６—２０１４．８．２４

１３０ 叶丽华 女 副教授 汽车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８．２０—２０１５．５．２０

１３１ 王军锋 男 副处长 科技处 泰国 科技交流 ２０１４．８．２４—２０１４．８．２９

１３２ 邵世和 女 教授 医技学院 韩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８．２４—２０１４．８．３０

１３３ 王晓春 女 讲师 医技学院 韩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８．２４—２０１４．８．３１

１３４ 周　荣 女 讲师 外国语学院 日本 教育 ２０１４．８．２７—２０１４．９．２

１３５ 严学华 男 教授 材料学院 德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８．３１—２０１４．９．７

１３６ 胡桂兰 女 副教授 管理学院 加拿大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９．１—２０１４．１１．３０

１３７ 杨泽斌 男 副教授 电气学院 澳大利亚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９．１—２０１５．２．２８

１３８ 孙晓东 男 讲师 汽车学院 澳大利亚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９．１—２０１５．２．２８

１３９ 刘　辉 男 副教授 电气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９．１—２０１５．５．３１

１４０ 唐　华 男 副教授 材料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９．１—２０１５．８．３０

１４１ 吴秀琳 女 讲师 计算机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９．１０—２０１４．１２．１１

１４２ 殷　杰 男 讲师 土力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９．１０—２０１５．９．９

１４３ 吴秀琳 女 讲师 计算机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９．１０—２０１４．１２．１１

１４４ 王钱钱 男 助理研究员 环安学院 奥地利、匈牙利 会议 ２０１４．９．１３—２０１４．９．２０

１４５ 雍阳春 男 资格教授 环安学院 泰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９．１６—２０１４．９．２０

１４６ 范　明 男 校党委书记 江苏大学 法国、德国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９．１８—２０１４．９．２５

１４７ 许文荣 男 院长 医学院 法国、德国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９．１８—２０１４．９．２５

１４８ 陈汇龙 男 党委书记 能动学院 法国、德国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９．１８—２０１４．９．２５

１４９ 朱誯秋 男 党委书记 电气学院 法国、德国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９．１８—２０１４．９．２５

１５０ 魏　渊 男 党委书记 药学院 法国、德国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９．１８—２０１４．９．２５

１５１ 朱伟兴 男 教授 京江学院 中国香港 会议 ２０１４．９．２０—２０１４．９．２５

１５２ 李加军 男 副教授 外国语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９．２０—２０１５．９．１９

１５３ 梁　军 男 副教授
汽车工程

研究院
日本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９．２６—２０１５．３．２５

１５４ 刘金兴 男 教授 土力学院 西班牙 会议 ２０１４．９．２９—２０１４．１０．６

１５５ 孙　梅 女 副院长 理学院 新加坡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０．１—２０１４．１０．７

１５６ 宋寿鹏 男 教授 机械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０．１—２０１５．９．３０

１５７ 王旭青 男 主任医师 附属医院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１０．６—２０１４．１０．１２

１５８ 支素珍 女 副主任护师 附属医院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１０．６—２０１４．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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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１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部门
出访国家

或地区
任务性质 出访时间

１５９ 周筱琴 女 副主任护师 附属医院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１０．６—２０１４．１０．１２

１６０ 范　昕 男 副主任医师 附属医院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１０．６—２０１４．１０．１２

１６１ 尹　卫 男 副主任护师 附属医院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１０．６—２０１４．１０．１２

１６２ 殷久利 男 副教授 理学院 中国香港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０．８—２０１５．１０．８

１６３ 朱卫华 男 副院长 化工学院 日本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０．１２—２０１４．１０．１７

１６４ 张宜斌 男 副主任 技术转移中心 德国 培训 ２０１４．１０．１７—２０１４．１０．３０

１６５ 周建忠 男 党委书记 机械学院 美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０．１８—２０１５．１０．２５

１６６ 任旭东 男 副院长 机械学院 美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０．１８—２０１５．１０．２５

１６７ 鲁金忠 男 副教授 机械学院 美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０．１８—２０１５．１０．２５

１６８ 魏　渊 男 党委书记 药学院 美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０．１９—２０１４．１０．２５

１６９ 欧阳臻 女 副院长 药学院 美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０．１９—２０１４．１０．２５

１７０ 姚　明 男 副教授 汽车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０．１９—２０１５．４．１８

１７１ 季　颖 女 副教授 理学院 德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２０１５．７．３０

１７２ 徐正平 男 高级工程师
汽车摩托

车研究所
日本 工厂检查 ２０１４．１０．２６—２０１４．１１．８

１７３ 吴向阳 男 院长 环安学院 中国香港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０．２７—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１７４ 张　祯 男 副教授 环安学院 中国香港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０．２７—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１７５ 许　海 男 讲师 环安学院 中国香港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０．２７—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１７６ 童珊珊 女 副教授 药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０．３０—２０１５．４．２７

１７７ 王丽敏 女 副院长 海外教育学院 泰国、马来西亚 教育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２０１４．１１．８

１７８ 马国建 男 副书记 管理学院 中国澳门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２—２０１４．１１．７

１７９ 施卫东 男 副校长 江苏大学 泰国

参加第２１
届“三国三

校国际学

术研讨会”

２０１４．１１．２—２０１４．１１．８

１８０ 任晓霏 女 副处长 国际处 泰国

参加第２１
届“三国三

校国际学

术研讨会”

２０１４．１１．２—２０１４．１１．８

１８１ 孙建中 男 副调研员 环安学院 泰国

参加第２１
届“三国三

校国际学

术研讨会”

２０１４．１１．２—２０１４．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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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部门
出访国家

或地区
任务性质 出访时间

１８２ 王　祥 男 副书记
马克思

主义学院
泰国

参加第２１
届“三国三

校国际学

术研讨会”

２０１４．１１．２—２０１４．１１．８

１８３ 汤　东 男 教授 汽车学院 泰国

参加第２１
届“三国三

校国际学

术研讨会”

２０１４．１１．２—２０１４．１１．８

１８４ 代宝珍 女 教授 管理学院 泰国

参加第２１
届“三国三

校国际学

术研讨会”

２０１４．１１．２—２０１４．１１．８

１８５ 万雪梅 女 副教授 外国语学院 泰国

参加第２１
届“三国三

校国际学

术研讨会”

２０１４．１１．２—２０１４．１１．８

１８６ 袁建平 男 总工程师 流体中心 英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２—２０１４．１１．８

１８７ 李　忠 男 讲师 能动学院 荷兰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１．３—２０１５．１１．２

１８８ 周绿林 男 书记 管理学院 日本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５—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１８９ 庄晋财 男 副院长 管理学院 日本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５—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１９０ 李　昕 女 副教授 管理学院 日本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５—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１９１ 孔庆红 女 副教授 环安学院 西班牙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１．８—２０１５．５．８

１９２ 胡建平 男 教授 农装院 日本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１９３ 胡永光 男 副教授 农装院 日本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１９４ 左志宇 男 副教授 农装院 日本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１９５ 刘继展 男 副研究员 农装院 日本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１９６ 张　川 男 助理研究员 农装院 日本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１９７ 欧鸣雄 男 助理研究员 农装院 日本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１９８ 全　力 男 常务副院长 研究生院 美国 培训 ２０１４．１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２２

１９９ 王胜军 男 副院长 医学院 美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１３—２０１４．１１．２０

２００ 程晓农 男 副校长 江苏大学 加拿大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１６—２０１４．１１．２０

２０１ 朱伟兴 男 副调研员 京江学院 意大利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１７—２０１４．１１．２３

２０２ 周绿林 男 书记 管理学院 韩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２２

２０３ 陈樱花 女 讲师 管理学院 韩国 会议 ２０１４．１１．１９—２０１４．１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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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部门
出访国家

或地区
任务性质 出访时间

２０４ 陈　龙 男 副校长 江苏大学 英国、奥地利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１１．２６—２０１４．１２．３

２０５ 李战军 男 组织部长 江苏大学 英国、奥地利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１１．２６—２０１４．１２．３

２０６ 乔冠军 男 院长 材料学院 英国、奥地利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１１．２６—２０１４．１２．３

２０７ 黄　婷 女 综合科科长 国际处 英国、奥地利 洽谈合作 ２０１４．１１．２６—２０１４．１２．３

２０８ 朱　轶 男 副教授 电气学院 韩国 国际竞赛 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２０１４．１２．６

２０９ 潘天红 男 教授 电气学院 韩国 国际竞赛 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２０１４．１２．７

２１０ 肖　文 女 讲师 计算机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２．１—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２１１ 陈　山 男 副教授 电气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２．１—２０１５．２．２７

２１２ 王颖泽 男 副教授 能动学院 新加坡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２．５—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２１３ 朱文帅 男 副教授 化工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２１４ 张海晖 男 副教授 食品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２０１５．１２．１４

２１５ 梅从立 男 副教授 电气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２．１５—２０１５．６．１５

２１６ 张春晔 女 高级实验师 化工学院 美国 科技 ２０１４．１２．２０—２０１５．１．１

２１７ 潘天红 男 教授 电气学院 加拿大 科技 ２０１４．１２．２１—２０１５．２．２７

２１８ 刘桂锋 男 副研究馆员 图书馆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０—２０１５．１２．２９

２１９ 代宝珍 女 副教授 管理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０—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２２０ 徐　刚 男 副教授 理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２０１５．３．３０

２２１ 王　艳 女 讲师 管理学院 美国 留学进修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２０１５．３．３０

��d'�gJ,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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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ａｓｏｎＭａｒｋＳｃｏｔｔ 杰森·斯特克 英国 ２０１４．２．２４—２０１５．１．３１

２ ＭａｒｃｕｓＥｄｗａｒｄＦｉｔｚｓｉｍｏｎｓ 马库斯 爱尔兰 ２０１４．２．２４—２０１５．１．３１

３ ＭａｕｒｉｃｅＴｏｕｉｌｉ 莫里斯 美国 ２０１４．２．２４—２０１５．１．３１

４ ＶａｌｅｒｉｅＥｌｌｅｎＢｌｕｍ 薇乐莉 美国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５．７．２０

５ Ｋｕｒｔ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ｏｅｓｔｅｒ 克里斯多夫 美国 ２０１４．２．２４—２０１５．１．３１

６ ＳｈａｕｎＬｅｓｌｉｅＭｉｌｌｅｒ 肖恩 南非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５．７．２０

７ ＨｉｒｏｍｉＳａｓａｋｉ 佐佐木 日本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５．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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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４７４　　

续表

序号
姓名

英文 中文
国籍 合同有效期 备注

８ Ｍｉｋａ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 松本美佳 日本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５．７．２０

９ ＲｏｂｅｒｔＲａｎｇｅｌＯｒｔｅｇａ 罗伯特 美国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４．７．１５

１０ ＪａｓｏｎＰａｕｌＭｏｗｂｒａｙ 杰森 英国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５．７．２０

１１ Ｄａｉｓｕｋｅ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 松本大辅 日本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５．７．２０

１２ ＨｕｎｔｅｒＡｌｌｅ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艾伦 美国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４．７．１５

１３ ＴｒａｖｉｓＪａｂｅｚＤｅａｎ 催维斯·迪恩 美国 ２０１４．２．２４—２０１５．１．３１

１４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ＬｙａｌｌＪｏｈｎ 本杰明 新西兰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５．１．２０

１５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ＥｒｉｃＧｅｏｒｇｅＦａｂｒｅ 史密森 英国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５．７．１５

１６ ＢｒａｄｌｅｙＲａｙＳｈｕｌｔｓ 布拉德利 美国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４．７．１５

１７ ＶｉｋｔｏｒＣａｒｒｏｌｌＰｒａｔｅｒ 维克多 美国 ２０１４．２．２４—２０１５．１．３１

１８ ＴｉｍｏｔｈｙＪｏｈｎＳｔｒｉｎｇｅｒ 提姆 英国 ２０１３．９．１—２０１５．７．２０

１９ ＳｕｚａｎｎｅＷａｌｔｅｒｓ—Ｑｕａｎ 苏珊娜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４．２．２４—２０１５．１．３１

２０ ＡｎｄｒｅｗＣｕｒｚｏｎ 安德鲁 英国 ２０１４．２．２４—２０１４．７．１５

２１ ＰａｙａｍＡｌａｍｂｅｉｇｉ 帕亚姆 伊朗 ２０１４．２．２４—２０１５．１．３１

２２ ＭａｒｋＲｉｔｃｈｉｅＣｅｌｃｉｕｓＣｕｅｎｔｏＪｕａｃｈｏｎ 马克 菲律宾 ２０１３．１０．８—２０１５．７．２０

２３ ＥｓｍａｒｉＶａｎＴｏｎｄｅｒ 通德 南非 ２０１４．９．１—２０１５．７．２０

２４ ＵｎｏＫｏｊｉ 宇野浩司 日本 ２０１４．９．１—２０１５．７．２０

２５ ＪｏｅＰｈｅｔｖｉｌａｉＨｏｍｓｏｍｂａｔｈ 乔伊 美国 ２０１４．９．１—２０１５．７．２０

２６ ＲａｌｐｈＢＳｈｉｎｅ 拉尔夫 美国 ２０１４．９．１—２０１５．７．２０

２７ ＷａｎＪｕｎｍｅｉ 万俊梅 新加坡 ２０１４．２．２４—２０１５．１．３１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短期国（境）外专家及定居国（境）外的中国专家来校讲学、访问情况

序号 姓名／名称 性别 国籍／地区 来访目的 访问时间 备注

１ 让保罗－米歇尔德
教授（７人） 男 法国 交流访问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 团

２ ＫｅｉｙａＮＩＳＨＩＤＡ 男 日本 交流及合作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１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２日

３ 李铭源（２人） 男 中国香港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６日 团

４ ＵｒｓｉｎａＢｏｅｈｍ（２人） 女 德国 师生交流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７日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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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名称 性别 国籍／地区 来访目的 访问时间 备注

５ ＪｏａｃｈｉｍＳｐｒｅｉｔｚｅｒ 男 德国 师生交流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７日

６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ｏｋａｉ（２人） 男 加纳 交流访问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７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７日 团

７ 叶建乔 男 英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５日

８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２人） 男 加纳 交流访问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日 团

９ 江钟伟（２人） 男 日本
交流访问及

研究合作洽谈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８日 团

１０ 曹旭东 男 加拿大 学术报告及交流
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９日

１１ 赵玉津 男 美国 课题合作
２０１４年１月９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３日

１２ ＦｕｈＧｗｏＹｕａｎ教授 男 美国 课题合作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日—
２０１４年３月５日

１３ 赵玉津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０日—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４日

１４ 余艾冰院士（２人） 男 澳大利亚 学术报告及交流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２日—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３日 团

１５ ＴａｒａＭｃＨｕｇｈ（２人） 女 美国 学术报告及交流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３日—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４日 团

１６ Ｗｕｎｄｅｒｌｉｃｈ教授（２人） 男 德国
德国马格德堡

大学项目面试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３日—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５日 团

１７ 张麟声教授 男 日本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３月５日—
２０１４年３月５日

１８ 许孟祥等７人 中国台湾
签约及洽谈

交换生交流计划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７日 团

１９ ＭｉｋｅＭｏｒｇａｎ 男 英国 洽谈合作办学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９日

２０ ＢＩＲＫＩＮ．ＦｒａｎｋＫｅｉｔｈ 男 英国 学术交流及报告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２１ 费多温·谢尔盖 男 俄罗斯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２２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ｉｎ 男 俄罗斯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２３ 冯子侠 男 美国 学术交流及报告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７日

２４ 郑东生 男 澳大利亚 访问交流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７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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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名称 性别 国籍／地区 来访目的 访问时间 备注

２５ 刘柄麟（２人） 男 中国台湾 合作办学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１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１日 团

２６ ＦｕｈＧｗｏＹｕａｎ教授 男 美国 课题合作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１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７日

２７ ＥｒｉｃｈＶｏｇｔ（２人） 男 瑞士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２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２日 团

２８ 赵艳云（２人） 男 美国 学术讲座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４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 团

２９ ＲｏｂｅｒｔＭｃＧｏｒｒｉｎ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４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

３０ 金荣敏（１１人） 韩国 学术讲座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 团

３１ 刘晓辉 男 英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７日

３２ 李晨钟 男 美国 学术交流及报告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４日

３３ ＰＵＮＩＴＳＩＮＧＨ 男 印度 学术交流及报告
２０１４年４月４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４日

３４ 郭宽良 男 美国

国际化课程

建设及国际

合作与交流

２０１４年４月５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１日

３５ Ａｂｄｅｌｍｏｔａｌａｂ
ＦａｄｌｅｌｍｏｌａＫｈｅｉｒａｌｌａ（２人） 苏丹 签订合作协议

２０１４年４月８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０日 团

３６ 张曙光（３人） 中国澳门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４月９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０日 团

３７ ＰｅｔｅｒＳｐｅｎｃｅｒ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１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２日

３８ ＤａｖｉｄＸｉｎＤｉｎｇ 男 美国 合作商谈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４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６日

３９ ＪａｉｍｅＴａｎ 女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

科技硕士招生

考试面试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２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２日

４０ 徐纪芳 女 中国台湾 合作交流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２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３日

４１ ＣｈｕｏｌＤｅｎｇＫｏｒｙｏｍ（６人） 男 南苏丹
国际文化节外

交官座谈报告会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３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４日 团

４２ ＹｏｈａｎｎｅｓＦａｎｔａ 男 埃塞俄比亚
Ｍｅｅｔ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３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４日

４３ ＭａｈａｖｉｒＢｈａｒｄｗａｊ 男 印度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３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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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名称 性别 国籍／地区 来访目的 访问时间 备注

４４ ＭａｈａｖｉｒＢｈａｒｄｗａｊ 男 印度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３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４日

４５ ＹｏｈａｎｎｅｓＦａｎｔａ 男 埃塞俄比亚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３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４日

４６ ＣｈｕｏｌＤｅｎｇＫｏｒｙｏｍ 男 南苏丹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３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５日

４７ 张以恒 男 美国 学术交流、座谈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６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６日

４８ 邓胜梁 男 加拿大 学术报告及交流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８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３１日

４９ Ｍｏｕｔｉｎｈｏ博士 男 英国 学术报告和交流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８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３１日

５０ ＥｌｉｓａＢｅｒｔｉｎｏ 男 美国

参观计算机学院

实验室、学术报

告及座谈

２０１４年５月３０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３１日

５１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ＧｏｍｅｚＲｕｉｚ 男 西班牙
交流访问及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５月３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０日

５２ 朴炳久 男 韩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４日

５３ 江钟伟 男 日本
学术报告、

合作交流

２０１４年５月６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０日

５４ 李元林 男 加拿大
学术报告、

合作交流

２０１４年５月８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２日

５５ ｘｉｎｌｅｉｗａｎｇ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０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５日

５６ ＨｅｉｎｚＷｉｌｈｅｌｍＳｉｅｓｌｅｒ 男 德国 学术交流、报告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１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３日

５７ 张洪伟 男 美国 学术报告、座谈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５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７日

５８ 何　巍 女 荷兰／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

５９ ＴｈｏｍａｓＣ．Ｈｏ（３人） 男 美国 学术交流、会议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８日 团

６０ ＪＯＨＮＺｈａｎｈｕＧｕｏ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７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９日

６１ 宋顺锋 男 美国 学术讲座与交流
２０１４年６月３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５日

６２ 加拿大温莎

大学校长团（２人） 加拿大 洽谈合作与交流
２０１４年６月４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５日 团

６３ 陈万杰 男 奥地利
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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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名称 性别 国籍／地区 来访目的 访问时间 备注

６４ 南苏丹驻华大使

馆代表团（６人） 南苏丹 参观交流
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 团

６５ ＴｉｎｇＹＵ 男 新加坡 学术报告和交流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０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３日

６６ 汉语桥———奥地利格拉茨

大学生暑期夏令营（２１人） 团 奥地利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２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７日 团

６７ ＷｏｏｋＲｙｏｌｈｗａｎｇ 男 韩国 学术报告和交流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３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５日

６８ 包　雷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

６９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Ｍａｒｉｅ
Ｋｏｅｎｉｇ（３人）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４日 团

７０ ＫｉｍＨｙｏｕｎｇＢｕｍ 男 韩国 学术报告、讨论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３日

７１ ＨａｎＳｕｎＹｏｕｎｇ 女 韩国 学术报告、讨论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３日

７２ 吕正荣 男 美国 学术报告、交流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４日

７３ 王财胜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参观实验室

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４日

７４ ＡｓｏｋｅＫ．Ｎａｎｄｉ 男 英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５日

７５ ＡｍａｎｄａＲ．Ｓｔｉｌｅｓ 女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８月３１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日

７６ ＢａｂａｔｕｎｄｅＡｙｏｄｅｊｉ
Ｏｇｕｎｎａｉｋｅ（３人） 男 美国

校际交流、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８月５日—
２０１４年８月６日 团

７７ ＡｎｎａＭａｒｉｅＯｇｕｎｎａｉｋｅ 女 美国
校际交流、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８月５日—
２０１４年８月７日

７８ ＣｈａｏｙｉｎｇＮｉ 男 美国
校际交流、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８月５日—
２０１４年８月８日

７９ 五十岚小优粒 女 日本 学术交流、讲座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１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５日

８０ ＳｔｅｐｈｅｎＷ．Ｓｅａｒｃｙ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２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３日

８１ ＳｔｅｐｈｅｎＷ．Ｓｅａｒｃｙ 男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２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３日

８２ ＪａｎＴｕｒｏｗｓｋｉ 男 德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０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６日

８３ ＬｉｎＬｉ 男 英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４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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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名称 性别 国籍／地区 来访目的 访问时间 备注

８４ ＳｉｖａＰａｒａｍｅｓｗａｒａｎ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４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８日

８５ 朴炳久 男 韩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６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７日

８６ 孙学光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４日

８７ ＬｏｕｉｓＧｏｓｓｅｌｉｎ 男 加拿大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７日

８８ ＧｅｒａｒｄＢＯＩＳ 男 法国 讲座及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４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３日

８９ ＣｈｒｉｓｔｒｉａｎｅＡＮＤＲＥ 女 法国 讲座及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４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４日

９０ ＦｒａｎｃｏＭａｇａｇｎａｔｏ 男 德国 讲座及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２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５日

９１ ＸｉａｏｌｉＬｉｌｌｙＰａｎｇ 女 加拿大 境外专家讲座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２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４日

９２ ＲａｆｆａｅｌｌｏＣａｓｔｏｒｉａ 男 意大利
课程教学、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４日—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３日

９３ ＦｒａｎｓｖａｎＥｅｍｅｒｅｎ 男 荷兰 讲座及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５日

９４ ＳｉｖａＰａｒａｍｅｓｗａｒａｎ 男 美国 报告、座谈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４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８日

９５ ＦｕｈＧｗｏＹｕａｎ 男 美国 课题合作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３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２日

９６ ＦｕｈＧｗｏＹｕａｎ 男 美国 课题合作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３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

９７ ＦｕｈＧｗｏＹｕａｎ 男 美国 课题合作
２０１４年７月８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３日

９８ ＦｕｈＧｗｏＹｕａｎ 男 美国 课题合作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７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７日

９９ 朱怀平 男 加拿大 座谈、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８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

１００ ＲｏｂｅｒｔＣｏｎｔｅ（２人） 男 法国 报告、座谈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６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０日 团

１０１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Ｈｅｌｅｎｅｃｏｎｔｅ 女 法国 报告、座谈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６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０日

１０２ ＭａｒｋＥｌｉｓｏｎ
Ｈｏｖｅｒｓｔｅｎ（４人） 男 美国

签署协议、

拓展合作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２日 团

１０３ ＳｔｅｐｈｅｎＲ．Ｄｒｏｗｎ 男 美国
签署协议、

拓展合作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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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名称 性别 国籍／地区 来访目的 访问时间 备注

１０４ 吴根烨（６人） 男 韩国
签署协议、

拓展合作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日

１０５ ＶＡＮＩＳＨ 男 韩国
签署协议、

拓展合作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日

１０６ 文熙哲 男 韩国
签署协议、

拓展合作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日

１０７ 金泰
'

男 韩国
签署协议、

拓展合作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日

１０８ 韩仁洙 男 韩国
签署协议、

拓展合作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日

１０９ 崔亨久 男 韩国
签署协议、

拓展合作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日

１１０ ｓｅａｎ 男 加拿大 学术交流、讲座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７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日

１１１ ＭＡＵＲＯＰＯＺＺＡＮＡ（３人） 男 意大利 研究生招生项目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０日

１１２ ＩＡＮＡ．ＮＩＣＨＯＬＬＳ 男 瑞典 合作交流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４日—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６日

１１３ 沈　波 男 美国 讲座、合作交流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８日—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０日

１１４ 镇江２０１４国际友好
城市交流大会（１０５人）

日本、马来西亚、

俄罗斯、澳大

利亚、德国

镇江２０１４
国际友好城市

交流大会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１日—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２日 团

１１５ 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
ＡＣＨＩＯ（４人） 男 加纳 校际交流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１日 团

１１６ 王怡静 女 荷兰
学术交流、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２日—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３日

１１７ 张真诚 男 中国台湾
学术交流、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３日—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４日

１１８ ＪＡＭＥＳＲ．ＦＵＸＡ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７日—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６日 团

１１９ ＤＩＡＮＮＭＡＲＩＥＦＵＸＡ 女 美国
学术交流、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７日—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６日

１２０ 杨开平 男 加拿大
学术交流、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６日—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６日

１２１ ＣＨＲＩＳＭＩ（３人）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２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４日 团

１２２ 张山青 男 澳大利亚
学术交流、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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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名称 性别 国籍／地区 来访目的 访问时间 备注

１２３ ＫｅｉｙａＮＩＳＨＩＤＡ 男 日本

学术交流、

学术报告、

兼职教授受聘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７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９日

１２４ 罗义均（５人） 男 韩国 校级接待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７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９日 团

１２５ 熊幼翎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６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７日

１２６ 赵玉津 男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７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２７ ＭＡＳＡＨＩＲＯ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男 日本
学术交流、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０日—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０日

１２８ 曹军毅 男 中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２日

１２９ 李绍平 男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１３０ 董　明 男 中国
学术交流、

报告

２０１４年５月８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８日

１３１ ＷｅｎｙｅＷＡＮＧ 女 中国 学术报告和交流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０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２日

１３２ ＦｅｉｆｅｉＬＩ 男 中国 学术报告和交流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７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２日

１３３ 郝　淼 男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５日

１３４ 李茂贞 男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５日

１３５ 张麟生 男 中国 学术交流、讲座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１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５日

１３６ 胡君平 女 中国 学术交流、讲座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１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５日

１３７ 刘　震 男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５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６日

１３８ 薛　泉 男 中国 专题学术报告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０９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０日

１３９ 丁　路 男 中国
签署协议、

拓展合作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４日

１４０ 刘振宇 男 中国
签署协议、

拓展合作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日—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５日

１４１ 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ＣＵＩ 男 中国 研究生招生项目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０日 团

１４２ 杨　 女 中国 研究生招生项目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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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与国（境）外高校合作交流签署协议情况
序号 签署时间 国家／地区 境外合作单位 签署协议情况

１ ２０１４．１．１５ 法国 兰斯大学
江苏大学与法国兰斯大学学术与研究谅解

备忘录

２ ２０１４．４．１６ 中国台湾 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江苏大学与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合作

协议

３ ２０１４．４．２８ 美国 德克萨斯理工大学
德克萨斯理工大学与江苏大学教育与科技

合作谅解备忘录

４ ２０１４．５．２２ 中国台湾 中国文化大学
江苏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暨中国文化大

学文学系学术合作与交流协议书

５ ２０１４．６．１６ 韩国 群山大学
江苏大学与韩国群山大学学术与研究谅解

备忘录

６ ２０１４．６．２４ 韩国 首尔市立大学校工科大学
江苏大学与首尔市立大学校工科大学友好

合作协议

７ ２０１４．６．２４ 韩国 首尔市立大学校工科大学
江苏大学与首尔市立大学校工科大学学生

交流项目协议

８ ２０１４．６．２４ 韩国 首尔市立大学校工科大学
江苏大学与首尔市立大学校工科大学教学

研究及教师项目协议

９ ２０１４．９．４ 加纳 海岸角大学
江苏大学与海岸角大学学术与研究谅解备

忘录

１０ ２０１４．７．１ 荷兰 阿姆斯特丹大学
江苏大学国际处与阿姆斯特丹大学人文学

院协议书

１１ ２０１４．９．１３ 美国 德州农工大学

江苏大学农装学院协同创新中心与美国德

州农工大学生物农业工程学院交换生项目

协议

１２ ２０１４．９．２４ 加拿大 温莎大学 江苏大学与温莎大学谅解备忘录

１３ ２０１４．９．１７ 印度 古吉拉特邦科技大学
江苏大学与古吉拉特邦科技大学谅解备

忘录

１４ ２０１４．１０．２３ 奥地利 欧盟研究创新伙伴
中国研究创新伙伴（江苏大学代表）与欧盟

研究创新伙伴谅解备忘录

１５ ２０１４．１１．１４ 德国
安贝格—魏登

应用技术大学

江苏大学与安贝格—魏登应用技术大学合

作协议

１６ ２０１４．１１．２５ 南苏丹 南苏丹教育科技部

江苏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苏丹教育

科技部（南苏丹共和国）学术与研究谅解备

忘录

１７ ２０１４．１１．２５ 南苏丹 约翰加朗纪念科技大学
江苏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约翰加朗纪

念科技大学（南苏丹共和国）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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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签署时间 国家／地区 境外合作单位 签署协议情况

１８ ２０１４．１１．２５ 南苏丹 伦拜克大学
江苏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伦拜克大学

（南苏丹共和国）谅解备忘录

１９ ２０１４．１１．２５ 南苏丹 上尼罗大学
江苏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上尼罗大学

（南苏丹共和国）谅解备忘录

２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５ 南苏丹 加札勒河大学
江苏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加札勒河大

学（南苏丹共和国）谅解备忘录

２１ ２０１４．１１．２５ 南苏丹 朱巴大学
江苏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朱巴大学

（南苏丹共和国）谅解备忘录

２２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韩国 忠南国立大学
中国江苏大学与韩国忠南国立大学学生交

流项目谅解备忘录

２３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韩国 忠南国立大学
江苏大学知识产权中心与忠南国立大学知

识产权中心学术与研究谅解备忘录

２４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韩国 忠南国立大学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与忠南国立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学术与研究谅解备忘录

２５ ２０１４．１２．９ 波兰 格但斯克大学
江苏大学与格但斯克大学学术与研究谅解

备忘录

２６ ２０１４．１０．１４ 美国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 江苏大学与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谅解备忘录

�va���J,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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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届分子印迹国际

会议

２０１４．９．１８—
２０１４．９．２１ １７０（含外宾７９人）

２１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奥地利、
比利时、智利、埃及、爱沙尼亚、法国、

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阿曼、巴基

斯坦、波兰、罗马尼亚、新加坡、西班

牙、瑞典、美国、英国、中国

２０１４复杂网络理论
与应用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４．６．３—４ ７５（含外宾２人） ２个国家和地区：美国、中国香港

２０１４可积系统与非
线性数学物理方程国

际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４．６．６—７ ７０（含外宾３人） ２个国家：美国、中国

第二届“三江知识产

权国际论坛”
２０１４．１１．２９—１１．３０ ２６０（含外宾３０人）

１１国家和地区：美国、加拿大、欧盟、
德国、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加纳、中国、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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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与台湾地区高校签署协议情况
序号 签署时间 地区 境外合作单位 签署协议情况

１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中国台湾 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江苏大学与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合作协议

２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２日 中国台湾 中国文化大学
江苏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暨中国文化大学

文学系学术合作与交流协议书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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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怡良 计算机学院 留学进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４．２．５—２０１４．８．１

２ 马国建 管理学院 交流访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３．３

３ 任晓霏 国际处 会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４．２．１２—２０１４．６．２６

４ 潘剑锋 能动学院 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４．５．３０—２０１４．６．８

５ 邬　迪 能动学院 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４．５．３０—２０１４．６．８

６ 李长生 材料学院 科技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４．６．２７

７ 严学华 材料学院 科技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４．６．２７

８ 陈明阳 机械学院 留学进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４．６．２５—２０１５．６．２４

９ 陈盛霞 医技学院 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４．７．３０—２０１４．８．６

１０ 吴　亮 医技学院 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４．７．３０—２０１４．８．６

１１ 贺建国 文法学院 文化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４．８．１５—２０１４．８．２６

１２ 薛文平 电气学院 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４．８．１６—２０１４．８．２４

１３ 朱伟兴 京江学院 会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４．９．２０—２０１４．９．２５

１４ 殷久利 理学院 留学进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４．１０．８—２０１５．１０．８

１５ 吴向阳 环安学院 会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４．１０．２７—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１６ 张　祯 环安学院 会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４．１０．２７—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１７ 许　海 环安学院 会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４．１０．２７—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１８ 马国建 管理学院 会议 中国澳门 ２０１４．１１．２—２０１４．１１．７

（撰稿人：董　婷　核稿人：江永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