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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发展办在校党委、校行政的
正确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及学校第三次

党代会精神，按照“高水平、有特色、国际

化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围绕中心谋

发展，集聚资源促合作，品牌活动聚人气，

真心服务唤真情，超前谋划，高位运行，加

压奋进，为学校整体实力的新提升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

【合理利用校友资源，构筑学校发展平台】

校友是学校最宝贵的财富和资源，校友工作

是学校开展对外联络、推动校企合作、服务

学校事业发展的基础和依托。一年来，发展

办以校友为本，多方面收集校友信息，多渠

道建立校友网络，多角度整合校友资源，以

感情联络为纽带，以活动开展为载体，以全

面合作为导向，集聚校友资源，促进学校发

展。１．集聚校友资源，助推产学研平台合
作，促进学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２０１４年，
发展办积极走访校友所在企业，推动大、中

型企业与学校开展对接和合作。上半年，主

动贴近国家能源发展战略需求，立足我校流

体机械学科优势，汇聚行业校友力量，与校

流体中心共同牵头组织了江苏大学核电用

泵高峰论坛。通过本次论坛，建立了核电用

泵领域的协同创新机制，推进了核电泵装备

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下半年，推动学校与

校友企业西安泵阀总厂合作成立江苏大学

泵阀技术研究所，与机械工程学院联合举办

从“制造”到“智造”校友主题论坛，提升学

校科研实力的同时，也为如何整合校友资源

服务学校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活动范本。２．
集聚校友资源，助力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

推进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发挥好海

内外校友在学校实施“高端、青年、国际化”

人才工程中的作用和优势，整合、用好海内

外校友资源，广泛宣传学校相关政策，为学

校拔尖人才“走出去”“引进来”服务。在发

展办的组织推动下，美国校友会、加拿大校

友会等海外校友会分别组团返校访问，多名

海外校友成功受聘为我校兼职教授，与学校

洽谈科研合作事宜，组建学科人才梯队，为

学校的高水平研究型建设注入国际化的新

鲜血液。同时，海外校友会也为学校选派拔

尖人才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深造做好联

络、接待等服务工作。２０１４年上半年，在发
展办的大力推动下，安信伟光（上海）木材

有限公司在我校设立了“江苏大学———安信

地板来华留学教育基金”，这是继我校设立

“优秀学生海外学习奖励基金”后的又一重

大基金项目，本基金面向我校优秀留学生，

将推动我校国际化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２０１４年暑假，发展办充分利用地方校友资
源，和党办、组织部一起，为江苏大学正处职

干部延安培训班的顺利举办做好服务工作，

使每位学员都充分感受到了地方校友的热

情。３．集聚校友资源，服务创新型人才培
育，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首先，发挥榜

样感召的力量。继续开展“杰出校友寻访”

活动，让在校生从校友创业打拼的精神中获

得正能量。其次，注重年轻校友的力量。

２０１４年与校团委合作举办了“青年校友自
主创业论坛”，邀请数位创业成功的年轻校

友用自身经历与同学们分享创业路上艰辛

与收获，帮助学生提升了规划未来的能力，

进一步增强应届毕业校友对母校的感情。

再次，借助行业校友的力量，协助做好专业

认证工作。利用校友企业资源，回收企业调

查问卷１００余份，校友个人调查问卷２００余
份，协助完成２０１３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的教学捐赠部分，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

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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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做大做强做实校友联络服务平

台】　学校现有校友２０多万人，在江苏大学
合并组建之前主要由工学院、医学院和师专

三大板块校友组成，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

如何团结和凝聚不同板块、不同专业和不同

届级的校友，把他们凝聚在江苏大学的旗帜

下，着力整合、凝聚人心、加强融合，始终是

发展办工作的重心。１．以品牌特色活动为
载体，搭建事业合作平台。发展办不断开创

校友活动的新思路，大力打造“三心服务”，

即“用心”思考、“诚心”做事、“贴心”服务，

统筹考虑、精心组织，开展高层次的校友工

作，使活动有亮点、有特色、有意义。一是校

友毕业值年返校活动。国庆期间隆重举办

了校友毕业３０周年和２０周年秩年返校活
动，通过一部 ＶＣＲ、一本纪念专刊、一台联
谊会、一次爱校餐、一份爱心捐赠的“五个

一”工程，奉献了精神大餐，联络了校友感

情，凝聚了校友力量，得到了校友们的热情

响应和积极参与。目前，秩年返校活动已成

为每年校友的盛大节日，对于搜集校友信

息、加强校友联络、促进校友互动合作具有

重要的意义。二是各地校友联谊活动。各

地校友会每年都要举办不同形式、不同规模

的校友联谊活动，使校友们在活动中增进了

友谊，促进了融合。学校积极支持、指导整

个活动的筹备和举办，将学校对校友的牵挂

和问候实实在在地转达给校友们，这样不仅

有效地凝聚了校友力量，还增强了我校校友

工作的整体生命力。例如校友会管理精英

俱乐部实施了创业创新培训计划，北京校友

会开展了政府报告解读和互联网经济主题

讲座，南京校友会举办“登顶紫金山，共叙江

大情”户外交流活动，镇江校友会与工商银

行镇江市分行合作推出了首批校友卡，山东

校友会青年分会前往鲁南山区贫困小学进

行爱心捐助活动，镇江市青年分会举办了

“镇江青年校友创业论坛”，等等。２．积极

运用新媒体，提升校友会综合服务能力。发

展办紧跟时代步伐，借助信息化的力量，不

断扩大传播范围，提升综合服务能力。首

先，打造了校友专属网络平台———“江苏大

学校友网”，开设了众多实效性专栏，创立了

校友交往虚拟社区，分享了高质量的访谈、

讲座、值年活动视频。其次，开通了新浪微

博、腾讯微信、ＱＱ群、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开
辟母校信息传递新通道。目前，微博、微信

关注人数已超１万人次。再次，以时代性、
前瞻性和服务性为宗旨，做好《校友通讯》。

２０１４年，《校友通讯》杂志成功申请江苏省
连续性内部出版物刊号，通过编辑印刷寄送

每年三期的江苏大学《校友通讯》杂志，及

时向广大校友报道和宣传学校最新的改革

发展情况、学校校友会和地方校友会活动的

开展情况，传递校友心声，宣传校友业绩。

３．构建多层次立体化校友组织，提供深层
次多样化服务。首先，在横向上不断扩大校

友组织覆盖面，在纵向上，推动成立青年校

友分会、行业校友会等，努力把各地校友工

作做细、做实。２０１４年，安徽校友会、南京
校友会青年分会和镇江校友会青年分会相

继成立，标志着我校在东部地区实现了省级

校友会的全覆盖，健全了校友组织，完善了

校友网络，使深层次、多样化的校友服务成

为可能。其次，建立校友工作会议平台。为

充分发挥地方校友会的作用，统一思路，把

校友工作落到实处，发展办非常重视对各地

校友会工作的指导与支持。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中旬，本年度校友工作会议在合肥召开，会

议在总结回顾的基础上，对今后工作进行了

展望，将地方校友会的特色做法进行了推

荐，为各地校友会搭建了交流经验、共同发

展的平台。再次，建立应届毕业校友联络长

效机制，夯实校友组织基础，营造校友文化。

在校友毕业前夕，经过认真组织，推荐、选

拔、聘任了数百位热心同学作为毕业后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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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校友工作联络员，建立了校友联络员 ＱＱ
群，并做好地方校友会和新校友的对接推荐

工作，帮助他们顺利融入社会，为校友信息

搜集、更新，校友组织建设、发展夯实了基

础。同时，大力营造校友文化，联合学工处

开展“播下希望，种植梦想”主题捐赠活动，

组织在校生与老校友携手植树感恩母校，让

在校生亲身体验到校友会大家庭的温暖，增

强在校生对母校的感情。４．以“真心”换
“真情”，认真做好校友返校常规接待服务。

２０１４年全年共接待常规返校校友约 １２００
人次，时间跨度从５８级到０４级。坚持以校
友为本，虽然校友们返校聚会时间绝大部分

选择在周末或节假日，但发展办始终以饱满

的热情为校友们提供全天候的服务，让他们

回到母校留下愉快和深刻的回忆。同时，认

真为校友做好档案查询、证明开具、招聘寻

人、进修咨询等个性化服务，以“真心”换取

“真情”。校友们也以各种形式感恩母校，

例如，７９级校友发起了感恩母校植树活
动，９０级校友捐资修缮了读书雕塑，电气
７７级校友捐建励志亭，等等。
【以基金会评估为契机，规范基金会工作】

２０１４年，我校基金会首次申请参加了由省
民政厅组织的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在走访、

学习苏州大学、南京大学、江南大学等兄弟

高校的基础上，基金会以 ５Ａ级为目标，对
照评比体系查漏补缺，以评促建，动员各方

力量积极参与，进一步规范了基金会工作，

有力地支撑了学校事业发展。１．规章制度
健全完善，财务管理严格规范。发展办一直

将制度建设作为内部治理的基础和根本保

证。２０１４年，在已有的１１项规章制度的基
础上，又对《江苏大学接受社会捐赠管理办

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不断完备资金划拨

的各个环节，实施全过程管理，使每一笔捐

赠都入账有协议、立项有预算、使用有审批、

报销有凭证、结项有归档、经办有记录。

２．项目开发务实创新，项目运作公开透明。
发展办于２０１４年年初拟定了本年度捐赠项
目，并在校友会网站、《校友通讯》杂志等平

台上发布，接受广大校友及社会各界的捐

赠，同时积极与重点校友及大型企业联系，

争取获得大额捐赠。在积极筹款的基础上，

以凝聚校友感情、建设人文校园为目标，除

了常规的奖助学金以外，还举办感恩母校植

树活动，修建了励志亭，翻新了读书雕塑，在

美化校园的同时又增添了人文气息，既教育

了在校生，又为校友返校增添了新的景观，

为建设人文江大贡献了力量。２０１４年上半
年，还组织“常柴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参观

了常柴集团，帮助获奖学生增强企业认同感，

强化感恩奉献意识，在获奖的同时，为今后走

向企业、回馈社会打好思想基础。１１月底，
为感谢各界人士对江苏大学学子的关爱和支

持，展示受奖励、资助学生的精神面貌，发展

办联合学工处共同举办了“２０１４年度江苏大
学校级社会奖助学金颁奖典礼”，这是我校首

次组织大规模奖助学金集中颁奖仪式。会

上，各设奖单位嘉宾分别为获奖学生代表颁

奖，校领导向设奖单位嘉宾赠送感谢牌。

（撰稿人：陆　蓉　核稿人：朱　晏）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各地校友会成立情况

序号 校友会 成立时间 会长 秘书长

１ 安徽校友会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日 陈文正 李德峰

２ 镇江校友会青年分会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８日 郑　伟 石海啸

（撰稿人：杨　博　核稿人：朱　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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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校友会第三届

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名誉会长

李盛霖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委员

江泽林　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党组副
书记

会长

袁寿其　江苏大学校长
副会长：（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　昀　天津市档案局局长
王　民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王圣杰　江苏悦达家纺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志明　上海大学副校长
江里程　江苏省建设厅党组书记、副厅长
许化溪　江苏大学副校长
仲　琨　连云港市政协主席
朱建国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电气学院院长
宋余庆　江苏大学副校长
张庆生　镇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济建　江苏大学副校长
李亚龙　贵州天力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李洪波　江苏大学副校长
任汉友　江苏金象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束荣桂　云南马龙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汪雪麟　苏州市政协原主任委员
肖　奋　深圳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

杨志远　国际开放银行广西北海市北固湾
开发银行副行长

陈　龙　江苏大学副校长
林志敏　福建三尚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ＣＥＯ

林尚毅　台湾林尚毅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
筑师

芮宏华　陕西英华润迅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

邱龙彬　重庆燃油喷射系统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

范　明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
罗东海　中共湖南省衡阳市人民政府常委、

副市长

施卫东　江苏大学副校长
赵剡水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　华　国务院国际委机关服务管理局巡

视员

徐　缨　常州市委宣传部部长
徐洪桥　苏宿工业园区管委会原副主任
徐洪庆　美国校友会会长
秦全权　海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泰鸿　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副局长
钱恒荣　一汽解放公司无锡柴油机厂厂长
梅　强　江苏大学副校长
程晓农　江苏大学副校长
温珍才　青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
葛社清　扬州市级机关工委书记
缪子梅　江苏大学副校长
蔡　东　中国重汽集团总裁
蔡　超　新加坡高等计算科学研究院高级

研究工程师

潘培时　泰州市科协主席
薛永立　加拿大金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秘书长

朱　晏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主任

副秘书长

王　鹏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副主任

（撰稿人：杨　博　核稿人：朱　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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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第三届理事会、监事会组成人员名单

理事会

理事长（法定代表人）：

陈　龙　江苏大学副校长
副理事长（２名）：
梅　强　江苏大学副校长
李洪波　江苏大学副校长
理事（１６名）：
范　明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
袁寿其　江苏大学校长
易中懿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宋余庆　江苏大学副校长
程晓农　江苏大学副校长
陈　龙　江苏大学副校长
施卫东　江苏大学副校长
梅　强　江苏大学副校长
张济建　江苏大学副校长

缪子梅　江苏大学副校长
李战军　江苏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
李洪波　江苏大学副校长
尹志国　江苏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全　力　江苏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姚木云　江苏大学附属江滨医院总会计师
朱　晏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主任

秘书长：

朱　晏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主任

监事会

监事（３名）：
许化溪　江苏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闵　窻　江苏大学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
许如民　江苏大学审计处正处级调研员

（撰稿人：陆　蓉　核稿人：朱　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