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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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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特步”中国
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江苏

赛区）本科院校普通生组第

三名

江苏省学生体协高校工作委

员会
２０１２．０３（补）

江苏大学
江苏省第九套广播操比赛大专

院校组二等奖
江苏省体育局 ２０１２．０６（补）

江苏大学

第八届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锦

标赛（女子　亚军；男子　第
六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排球分会 ２０１２．０７（补）

江苏大学
第六届世界大学生沙滩排球锦

标赛第七名
世界大学生体育联盟委员会 ２０１２．０９（补）

江苏大学
江苏省第六届学校体育舞蹈锦

标赛　大学组团体总分第四名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体育局
２０１２．１１（补）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２年江苏省“省长杯”大学
生足球总决赛 （男子 　 第
六名）

江苏省学生体协高校工作委

江苏省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２０１２．１１（补）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２年全国“校园足球”女子
大学生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

第三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中国足球协会
２０１２．１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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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０４（补）

江苏大学 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工作先进集体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４．０１

江苏大学
镇江市文明创建志愿服务知识

竞赛活动中获评优秀组织奖

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市文明

办、共青团镇江市委员会、镇江

市志愿者协会

２０１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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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０１．２１．
苏教社政

〔２０１４〕１号

财经学院 镇江市红十字工作先进集体 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４．０２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创新奖”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

２０１４．０２．１３
苏高教会

〔２０１４〕１号

江苏大学
江苏省学联成立６０周年系列
活动最佳组织奖

团省委、省学联 ２０１４．０３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３年善行１００优秀组织单位 中国扶贫基金会 ２０１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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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江大青年网站 全国高校百佳网站（第六届） 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 ２０１４．０５

江苏大学

“创青春”江苏省大学生创业

大赛“优胜杯”“高校优秀组织

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教育

厅、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江苏省科协、江苏省学联

２０１４．０５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年高校节能宣传作品征
集活动优秀组织奖

国管局、教育部、团中央 ２０１４．０６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年江苏禁毒辩论赛冠军
证书

全省大学生禁毒辩论赛组委会 ２０１４．０６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３年度全省学生资助工作
绩效评价优秀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政厅 ２０１４．０６

江苏大学后勤服务集团 镇江市“安全５Ａ级电力用户”
镇江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镇江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网镇江供电公司

２０１４．０７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３年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
苏北计划优秀组织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志愿

者协会、苏北计划项目管理办

公室

２０１４．０７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年“金川”杯第七届全国
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

技竞赛优秀组织奖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

与科技竞赛委员会
２０１４．０８

江苏大学
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季专项行

动第五期培训班优秀团队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管理中心培训处
２０１４．０８．１４

江苏大学
江苏省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声乐展演甲组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４．０８．２６．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４〕１１号

江苏大学
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工作先进

集体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４．１０

江苏大学
镇江市文明创建志愿服务知识

竞赛活动中获评优秀组织奖

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市文明

办、共青团镇江市委员会、镇江

市志愿者协会

２０１４．１０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年江苏省大中专学校“魅
力团支书、活力团支部”风采

展示评选活动优秀组织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学联 ２０１４．１０．２０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年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先进集体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苏教学

〔２０１４〕１１号

财经学院
镇江市“博爱青春”暑期志愿

服务优秀项目
镇江市红十字会 ２０１４．１１

江苏大学

第十届江苏省大学生文化艺术

节之江苏省大学生法律庭辩大

赛第一名

第十届江苏省大学生文化艺术

节组委会
２０１４．１１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年镇江半程马拉松国际
邀请赛服务工作并获评最佳组

织奖

镇江市半程马拉松国际邀请赛

组委会
２０１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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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九三学社江苏大学委

员会
２０１４年先进集体 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 ２０１４．１２

农工党江大一支部
农工党镇江市委会信息工作先

进支部
农工党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１４．１２

江苏大学
江苏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

成果奖评选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４．１２

江苏大学后勤服务集团
江苏省高校２０１４年节能
工作先进单位

江苏省高校后勤管理研究会能

源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４．１２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０１４年江苏共青团十佳理论
学习型团组织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４．１２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０１４年全省大中专学生志愿
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教育

厅、省新闻出版局、团省委、省

学联

２０１４．１２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０１４年“青春之歌和你寻找最
强音”优秀组织奖

团省委、江苏广播电视总台 ２０１４．１２

江苏大学 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单位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

部卫生部

２０１４．１２

江苏大学团委
全国大学生金融创意设计大赛

优秀组织奖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２０１４．１２．１２

民革江大一支 ２０１４年镇江民革优秀支部 民革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教育系统新
媒体宣传综合力十强

江苏省教育厅新闻宣传领导小

组办公室
２０１５．０３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年江苏省教育宣传先进
单位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６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年全市征兵工作先进
单位

镇江市人民政府、镇江军分区 ２０１５．０６．２６

（撰稿人：沈　芳）

２０１４年江苏大学各单位（部门）
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１．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　江大委发〔２０１５〕
３０号（排名不分先后）

（１）党委（党总支）（６个）：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党委

化学化工学院党委

管理学院党委

财经学院党委

京江学院党委

图书馆党总支

（２）基层党支部（３１个）：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电子系教工党支部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汽车工程研究院教工

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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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建环教工党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新材料研究院教工党

支部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实验中心教工党支部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教

工党支部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环境科学系教工党

支部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工程系

教工党支部

理学院物理实验中心教工党支部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机关教工党支部

化学化工学院化工系教工党支部

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教工党支部

财经学院统计系教工党支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概论教研室党支部

文法学院汉语言文学教工党支部

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工党支部

艺术学院环境艺术与视觉传达系教工党

支部

教师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教工党支部

医学院教工第四党支部

药学院药剂系教工党支部

生命科学研究院教工党支部

图书馆教工第三党支部

后勤服务集团公寓管理中心党支部

附属医院门诊党支部

机电总厂第三党支部

团委党支部

人事处党支部

教务处党支部

离退休党工委在职教工党支部

离退休党工委退休第三党支部

离退休党工委梦溪校区离退休第一党支部

获奖时间：２０１５．０６．１８

２．２０１４年机关作风建设考评先进单位　江
大委发〔２０１５〕１３号

（１）党群部门（３个）
党委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

党委宣传部

（２）行政部门（７个）
校长办公室

人事处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审计处

财务处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科学技术处

（３）党政合署部门（３个）
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党委学工部（学生
工作处）

党委老干部部（退休教职工管理处）

（４）学院（１２个）
京江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药学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管理学院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获奖时间：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７日

江苏大学科技工作先进单位、优秀团队和先

进个人表彰名单　江大校〔２０１４〕３１４号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农业工程研究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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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３．江苏大学国际化工作先进单位　江大校
〔２０１４〕３５４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医学院

理学院

教务处

学生工作处

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

４．２０１４年学校考核先进单位　江大委发
〔２０１５〕１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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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教育学院

京江学院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农业工程研究院）

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

图书馆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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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省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

成果名称 项目建设人 奖励级别 年份

我国医疗保险费用控制研究 周绿林 省级二等奖 ２０１４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校级教学
成果奖获奖情况

江苏大学第七届教师教学竞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高级组：冯　伟
中级组：孙宏祥

新教师组：孙　竞
实验与临床教学组：赵丽艳

二等奖：

高级组：殷春芳　周德军　袁志钟
罗建强

中级组：汤　养　邹　航　潘　伟
郑文怡

新教师组：周培培　俞笑竹　聂仪晶
实验与临床教学组：范燕萍　徐激波

徐晨光　常　明
三等奖：

高级组：王　莹　赵文祥　张忠强
陈见东　张会杰　张　敏

中级组：付清松　王　林　何美玲
张　钰　王　博　刘　涛

新教师组：鹿雪莹　王天宝　王　梅
贺　丹　肖　璐

实验与临床教学组：赵　蕙　王　娅
肖　凤　谭　斐
纪学颖　黄　燕

优秀奖：

高级组：潘海彬　吴继英　徐惠红
陈永泰　陈彩凤　周海燕
孙卫红　丁　华　王新宇

中级组：王亚平　成　华　武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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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雷　彭琬昕　马皓晨
曹　进　康　翠　陆道坤

新教师组：孙　莹　吴秋元　周红波
实验与临床教学组：王　胜　蒋小猛

龚舒萍　王　丽
姜　燕

优秀组织奖：

理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财经学院

工业中心

文法学院

材料学院

电气学院

计算机学院

外国语学院

能动学院

食品学院

获奖时间：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０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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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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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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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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优秀教学研究论文获奖名单

序号 学院 第一作者姓名 论文题目 奖项

１ 教师教育学院 于忠海 大学ＰＰＴ教学的异化归因及其规范走向 一等奖

２ 马克思主义学院 董德福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生要注重方法论教育 一等奖

３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金丽馥 马克思主义时代华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性研究 一等奖

４ 外国语学院 李民 英语会话增量现象的界定：问题与建议 一等奖

５ 外国语学院 苏建红
显性／隐性教学与语言分析能力对二语知识学的的交
互作用

一等奖

６ 财经学院 孙华平 基于金字塔式实训平台的中国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二等奖

７ 财经学院 陈卫军 基于上市公司网上资源的《财务分析》实训教学探讨 二等奖

８ 电气学院 成立 高校教学活动之本质属性与过程管理 二等奖

９ 环境学院 吴向阳 环境工程转“水污染控制工程”课程建设 二等奖

１０ 教师教育学院 茅海燕 论汉语国际推广时域下教师的语用能力 二等奖

１１ 教师教育学院 王斌
信息技术教学应用形态的语气比较研究———以江苏

省若干城市为例
二等奖

１２ 教务处 嵇留洋 关于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的思考 二等奖

１３ 理学院 吕翠红 一种分解指数算符的简洁方法 二等奖

１４ 临床医学院 狄镇海 重视介入放射科教学查房工作 二等奖

１５ 临床医学院 张伟
实习前ＳＳＰ综合护理训练队提高护生临床适应能力
的效果

二等奖

１６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海燕 思想理论教师双重角色定位的冲突与化解 二等奖

１７ 图书馆 刘竟 文检科方式研究与改革实践 二等奖

１８ 外国语学院 戴祝君
信息化教育对法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促进作

用———以大学英语教学为例
二等奖

１９ 外国语学院 仪爱松 基于“卓越计划”的高等工程教育国际化研究 二等奖

２０ 外国语学院 周荣 课堂教学管理过程中的教师艺术表现问题研究 二等奖

２１ 艺术学院 孙伟
弘扬戏曲艺术，传承国粹文化———当代大学生“国粹

情节”培养的对策研究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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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院 第一作者姓名 论文题目 奖项

２２ 艺术学院 杨华 浅谈专属艺术设计专业材料与工艺的实践教学 二等奖

２３ 材料学院 李保家 以研促教在“材料科学与方法”教学中应用 三等奖

２４ 电气学院 陈武辉 “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三等奖

２５ 电气学院 陈晓平 “电子线路ＣＡＤ”案例教学法的实践研究 三等奖

２６ 管理学院 孙立成 隐性知识在物流管理教学中的应用 三等奖

２７ 管理学院 杨晶照 产于是教学法在人力资源管理教学中的实践 三等奖

２８ 化工学院 蒋银花 密度泛函方法在物理化学二元相图教学中的应用 三等奖

２９ 化工学院 张敏 浅谈有机化学教学的实践与体会 三等奖

３０ 环境学院 解清杰
环保设备工程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发难构建———以

江苏大学为例
三等奖

３１ 机械学院 张忠强
高校教学科研岗位新教师快速进入角色的体会与

思考
三等奖

３２ 计算机学院 陈向益 物联网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思考 三等奖

３３ 理学院 代国兴 大学数学若干教学手段教学效果分析 三等奖

３４ 理学院 高安娜 新形式下基于穿心人才培养的大学数学发展研究 三等奖

３５ 马克思主义学院 窦凌 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时实效性的两个关键问题 三等奖

３６ 能动学院 刘杨先 量子化学Ｇａｕｓｓｉａｎ软件在“燃烧学”教学中的应用 三等奖

３７ 食品学院 崔恒林 微生物学课程教研活动探索与实践 三等奖

３８ 食品学院 曲文娟
食品专业本科教学中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的

研究
三等奖

３９ 体育部 王武年 高校开展网络研究性体育教学模式的探究 三等奖

４０ 土力学院 蔡东升 土木工程大类专业结构力学教学探究 三等奖

４１ 土力学院 刘荣桂 土木工程大类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三等奖

４２ 文法学院 蒋传红 论基础写作教学的问题拓展 三等奖

４３ 文法学院 王春林 关于美国法学职业教育的考 三等奖

４４ 文法学院 周德军 高校通识教育与穿件新人才培养问题研究 三等奖

４５ 文法学院 周衡 高校大学生公选的选鹅考矛盾与对策 三等奖

４６ 药学院 曹进 增强药学相关专业生物化学教学效果的方法 三等奖

４７ 药学院 刘瑞江 制药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三等奖

４８ 医学基技学院 狄荣科 局部解剖学创新性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三等奖

４９ 医学基技学院 胡嘉波 四年制医学检验本科培养实践 三等奖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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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图书获奖情况

获奖单位 获奖图书名 所获奖项 获奖时间

出版社
《汽车底盘拆装与调整》《医学检验实验系

列教程》《太阳能热利用技术》
江苏省“十二五”规划教材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教育原理与策略》
２０１４年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
项建设名单（修订教材）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全球环境想象：中西生态批评实践》 ２０１３年度苏版好书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我国医疗保险费用控制研究》
第九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二等奖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自觉：历史与现

实》《知识转型与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

第九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三等奖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大众篆刻入门》 首届向全国老年人推荐优秀出版物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镇江历史文化大辞典》《聚焦苏南现代化

示范区建设：镇江发展研究报告》

镇江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一等奖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灵土与窑火的艺术》《文学传统与文学翻

译的互动》《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自觉：

历史与现实》《我国医疗保险费用控制研

究》《思想演变与体制转型：中国教师教育

回眸与展望》《教育学原理》

镇江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二等奖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北固山碑文选》《江河交汇：镇江物质文

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图录》《江山雄北固》

《写意：中国画发展方向》《钢铁制造企业

集成成本管理方法及应用研究》《印记与

重塑：句容鹅毛岗土墩墓发掘报告》

镇江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三等奖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一位退役上校坦克团长的随想录》《罗

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研究》《中国 Ｒ＆Ｄ
投入的绩效评价及其战略思考》

镇江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优秀奖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中国德化：陶瓷文化与作品赏析》 江苏省向社会大众推荐的２０种书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邮情无价》
第八届华东书籍设计双年展封面设计

二等奖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近２０年台湾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潮》 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镇江历史文化大辞典》《基于ＰＬＳＳＥＭ的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满意度测评研究》

江苏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三等奖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太阳雨》

２０１４年今古传奇全国优秀小说年度
作品奖，镇江市首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大众篆刻入门》 第四届南京图书馆陶风奖评选提名奖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平民谈“热点”》
镇江市首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
２０１４年

出版社 《反腐倡廉教育口袋丛书》
镇江市首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
２０１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