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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１月６日　校党委书记范明、校长袁寿
其率全体校领导及党办、校办、监察处、国资

处、京江学院校区建设办公室和京江学院主

要负责人赴丹徒区十里长山地区视察京江

学院新校区项目工地，并听取京江学院校区

规划设计汇报。

１月８日　据１月８日“江苏大学新闻
网学校要闻”报道，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武书连主编的《２０１４中国大学评价》一书
中，江苏大学综合实力排名第６３位，比２００８
年的第７９名上升１６位。江苏省高校办学
综合实力进入前１００名的有１５所，江苏大
学在省内排名由 ２００８的第 １３名提升至
２０１４年的第９名。

１月１０日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学校李耀明教授领衔的

“油菜联合收割机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荣

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这是学校５年里新
增的第６项国家级科技成果奖，也是江苏大
学５年来第二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
１月１４日　学校毛罕平教授入选江苏

省第四期“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一
层次培养对象。

１月１４日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总结大会在校召开。省委第十八督导组

组长熊仁民、副组长孟祥林及督导组全体成

员出席了大会。总结大会结束后，参会人员

对学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开展教育实践

活动情况进行了民主评议。

１月１６日　教育部下发《关于公布第
三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项目名单

及有关事项的通知》（教高司函〔２０１３〕１３２
号）。学校赵杰文教授主讲的“现代食品检

测技术”和陈晓平教授主讲的“电路”２门课
程获评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建设。

截至目前，学校已有５门课程获评国家级精
品开放课程项目。

１月１８日　寒假开始。

二月

２月１３日　学校党委再次被省委组织
部和省委宣传部联合表彰为“第二批全省学

习型党组织、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工作示范

点”。全省共有３０家单位党委（党组）入选
示范点，江苏大学是全省高校中唯一入选

单位。

２月１４日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与
首批１４家预备研究所签署培育协议，江苏
大学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

式入选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首批预备研

究所。

２月２２日　新学期开学。
２月２２日　校党委宣传部常明老师的

影视作品《舞出我人生》获全国“我的中国

梦”作品比赛三等奖。

２月２３日　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指导，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主办的第六届

全国高校百佳网站评选活动结果揭晓，由学

校党委宣传部和校团委联合申报的“江大青

年”网站获评第六届全国高校百佳网站。这

是学校继“江帆网”获百佳网站荣誉后，再

次获此殊荣。

２月２４日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和谐校园评选结
果，学校喜获“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江苏省高等
学校和谐校园”称号。

２月 ２８日　科技部发文（国科发
〔２０１４〕２８号）公布第五批“国家技术转移示
范机构”名单，江苏大学技术转移中心获批

成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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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３月４日　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１４届
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和教师奖评选结束，

学校机械学院任旭东副教授获青年教师奖

二等奖。农业工程研究院徐立章副研究员

的“潮湿脱出物多风道风选／多维振动筛分
方法与技术研究”、化学化工学院施伟东副

研究员的“单晶多元金属氧化物纳米光催化

剂的控制制备及其可见光分解水制氢性能

研究”项目获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

资助。

３月１３日　在“两会”召开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校长袁寿其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形

成的《关于增加地方高校博士学位授权学科

指标以及博士生招生计划的建议》，受到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科

技日报》《新华日报》等多家媒体的关注和

报道。在京期间，袁寿其还接受了新华社、

《经济日报》、《中国科学报》、中央人民广播

网、中国经济网、中国江苏网等的专题采访。

３月１４日　学校召开２０１４年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会议。

３月１８日　根据《２０１３年江苏省普通
高校本专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选结果

公示》，学校在 ２０１３年全省高校毕业设计
（论文）评选中获得佳绩。机械学院由陈炜

教授指导的陈泷同学的毕业设计、管理学院

由梅强教授指导的陈雨峰同学的毕业论文

荣获一等奖。此外，学校还获得了４个二等
奖、８个三等奖和３个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团队，共计１７个奖项。学校此次获奖总量
全省排名并列第三，优秀团队奖数量排名并

列第一，一等奖数量排名并列第六。

３月１９日　教育部科技司王延觉司长
在省教育厅副厅长殷翔文等陪同下，调研指

导学校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建设情况。

３月 １９—２１日　由江苏省教育厅主
办、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承办的第

三届江苏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竞赛在学校

成功举行。

３月２０日　学校关工委喜获教育部第
一届“心中的感动———记教育系统关心下一

代优秀人物”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和优秀征

文奖。

３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公
布了“万人计划”第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等入选名单（组厅字
!

２０１４
"

１２号），袁寿
其校长入选“万人计划”第一批百千万工程

领军人才。此次全国共有９６名专家入选该
计划，江苏省仅有４人入选。
３月２７日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巡视

员葛华一行来校调研后勤工作。张济建副

校长着重从节约型校园构建、食堂管理、平

安校园建设三个方面向调研组做了详细汇

报，并对进一步提升学校后勤工作能力和水

平提出了思考和设想。

四月

４月１日　国际顶尖 ＳＣＩ期刊《德国应
用化学》（ＡｎｇｅｗａｎｄｔｅＣｈｅｍｉ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影响因子１３．７）发表了学校生物质
能源研究所雍阳春教授最新研究成果

“Ｈｉｇｈｌｙａｃｔｉｖｅ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ｂｙａ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ｇｒａ
ｐｈｅｎｅｏｘｉｄｅ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ｅｄｂｉｏｆｉｌｍ，Ａｎｇｅｗａｎｄｔｅ
Ｃｈｅｍｉ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４，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２／ａｎｉｅ．２０１４００４６３”，得到了国际同行
的高度评价。

４月１０日　据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教研〔２０１４〕１号文件《教育部、国务院
关于批准２０１３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
决定》，学校张永康教授指导的任旭东博士

的学位论文《基于激光冲击机理的裂纹面闭

合与疲劳性能改善特性研究》、李耀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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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的徐立章博士的学位论文《水稻脱离损

伤力学特性及低损伤脱离装置研究》荣获

２０１３年“全国优博”提名论文奖。截至目
前，学校共入选３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５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
论文”。

４月１０日　２０１４年美国（国际）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ＭＣＭ／ＩＣＭ）结果揭晓。学校
由理学院金鑫、汽车学院浦志强、电气学院

段倩组建的数学建模竞赛团队获得一等奖。

此竞赛自１９８５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至今
已成功举办３０届，是唯一的国际性数学建
模竞赛，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数学

建模竞赛。

４月１１日　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在市
委书记杨省世、市长朱晓明、江苏大学党委

书记范明等陪同下，来学校附属医院专题调

研医改工作。罗志军先后参观考察了医院

门诊与远程会诊中心，还就看病难看病贵、

医患矛盾、公立医院改革、医院财政投入等

话题，与大家深入交流。

４月１１日　“能源与环境材料发展论
坛”暨中国硅酸盐学会特种陶瓷分会２０１４
年理事工作会议在学校召开。此次研讨会

是中国硅酸盐学会特陶分会举办的高层论

坛，重点研讨特种陶瓷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

目标需求。来自中国科学院硅酸盐所、清华

大学、哈工大、西交大、西工大、北航等全国

３０多所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６０余
名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４月１６日　俄罗斯莫尔多瓦国立大学
校长费多温·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等一

行应邀来学校进行友好访问。校党委书记

范明、校长袁寿其会见了来访者一行。双方

希望抓住“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这一契

机，加快两校合作的步伐，尽早展开实质性

合作、交流。

４月１６日　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常

务副校长许孟祥一行访问学校。双方本着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平等互惠”的原则，

就今后在管理领域开展师生交流达成了初

步合作意向，并签署了学生交流项目协

议书。

４月１８日　江苏大学荣获江苏省首批
“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４月１８—２０日　“第四届全国外语教
学与研究中青年学者论坛”在学校举行。来

自全国的２０多位外语教学与研究专家、外
语期刊主编和近 ８０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
论坛。

４月１９日晚　学校首次独立举办大型
戏曲晚会“唱响青春　传承国粹———江苏大
学师生戏曲晚会”。晚会由校党委宣传部、

校团委、关工委联合主办。

４月２２日　省教育厅委派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检查组莅临学校，检查学校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毕业生就业工作。此检查为两年一
次的全省普查，检查结果将作为评定“江苏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的重要

依据。

４月２４日　由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和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组成的项目中期检查

组抵校，学校承担的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高效节能低摩擦内燃机零部件表

面激光微织构关键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顺

利通过中期检查。

４月２５日　第十届“镇江市十大杰出
青年”评选结果揭晓。学校能动学院潘剑峰

教授以其“矢志不渝，坚守三尺讲台，在气液

燃料燃烧和微尺度燃烧领域培养出多位青

年人才”的突出事迹获此荣誉。

４月２９日　科技部公布了２０１３年创新
人才推进计划入选名单（国科发政〔２０１４〕
７１号），学校材料学院院长乔冠军、研究生
院副院长邹小波成功入选２０１３年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实现学校在该人才项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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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的突破。学校入选人数在全省高校中并

列第一。

４月２９日　学校第五届“十佳青年教
职工”评选结果揭晓。电气学院丁世宏、汽

车学院孙晓东、环安学院许晖、流体中心张

德胜、管理学院朱永跃、药学院魏渊、机械学

院秦犹、教师教育学院张萍、机关吴奕、附属

医院徐芳获评学校十佳青年教职工。同时，

化学化工学院王爱丽、食品学院崔凤杰、能

动学院高波、材料学院唐华、财经学院吴继

英、外国语学院李民、计算机学院王训兵、京

江学院蒋豪、杂志社徐云峰、图书馆罗敏被

评为江苏大学“新长征突击手”。

４月２５—２７日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机
械创新设计大赛慧鱼组（２０１４年）竞赛暨第
八届全国慧鱼工程技术创新设计大赛在北

京理工大学举行。学校代表队参赛作品分

获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
４月２９日　第五届（２０１４年）全国高等

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暨第 １３届（２０１４
年）全国ＭＢＡ培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
在湖北武汉落下帷幕。学校管理学院张怀

胜副教授担任指导老师的参赛团队获得一

等奖。

五月

５月４日　镇江市委书记杨省世，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建明，副市长曹丽虹一

行来校调研并出席镇江市纪念五四运动９５
周年暨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会。

５月４日　南苏丹共和国驻华参赞昆
巴·蒙代先生来学校进行友好访问，副校长

缪子梅会见了来宾，双方开展了亲切交谈。

昆巴·蒙代参赞代表南苏丹共和国感谢学

校在培养南苏丹学生方面提供的支持，希望

能加强与学校的交流合作，促进中国与南苏

丹的学生交流。

５月５日　《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完

成了２０１３年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的统计分析
工作。学校以发表论文数２７篇的成绩排名
全国第２３位，江苏省第４位。
５月７日　学校化学化工学院团委获

得２０１３年度“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冯琳老师获得２０１３年度“江苏省优秀团干
部”称号；文法学院团委获得２０１３年度“镇
江市五四红旗团委”称号，管理学院工商

１１０１团支部、临床医学院医学 １１０４团支
部、汽车学院交通１１０１团支部获得２０１３年
度“镇江市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叶涛、杜

明拴、庄伟楠老师获得“镇江市优秀共青团

干部”称号，张之悦、陈静婷、黄琦、杜宏、刘

思铖同学获得“镇江市优秀共青团员”

称号。

５月７日　省教育厅媒体采访团聚焦
我校大学生就业工作。省教育厅组织多家

媒体对学校“大学生就业”进行集中采访。

《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新华网等 １０
余家中央和省级主要媒体２０余名记者参加
了此次采访。近年来，学校稳步推进毕业生

就业质量提升工程，学生就业创业层次持续

提升，就业率保持高位稳定。学校连续多年

获评“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

体”，获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先进集体”、首批５０所“全国毕业生就
业典型经验高校”、“江苏省大学生创业教

育示范校”之一，以及“江苏省人才引进工

作优秀协作单位”。２０１２年校内创业孵化
基地被认定为首批“江苏省大学生创业示范

基地”，２０１３年负责的省教育体制试点改革
项目“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顺

利通过中期验收评估。

５月７日　全省教育系统学校“关爱超
市”推广工作会议在学校召开，全省４３所高
校和１３个省辖市教育局关工委负责人共
１００余人出席了会议。近 １０年来，学校关
爱超市向全校师生募集的衣物多达６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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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书籍２万余册，受助的学生总数５０００余
人次，共免费发放衣服３万余件、书籍１．５
万余册；参与爱心捐赠的师生近万人次；参

与关爱超市服务的老同志总数也已近百人。

江苏大学关工委工作是江苏高校乃至全国

高校的排头兵。

５月８日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江
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考核验

收结果二期项目立项学科和省重点序列学

科的通知》（苏政办发〔２０１４〕３７号），学校
二期申报的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农业工

程、材料科学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新能

源汽车和生物技术及其医药转化６个学科
全部获批立项，立项率列全省第一，立项数

全省并列第六位（全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

期项目立项学科共１３７个）。此外，学校动
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农业工程和材料科学

与工程（机械工程）３个优势学科一期建设
项目验收结果全部被评为 Ａ等（验收结果
分为Ａ、Ｂ、Ｃ三等），位居全省前列。
５月９—１１日　“全国能源动力类专业

教学改革研讨会暨优秀示范课观摩会”在学

校召开，本次会议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能源动

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主办，江苏大学承

办。来自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１０３所高等院校的
４００余代表参加了会议。

５月１０—１１日　中国共产党江苏大学
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学校召开。会议认真审

议并通过了党委和纪委工作报告，总结了５
年来学校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与经验。

选举产生了由２５名委员组成的中共江苏大
学第三届委员会，以及由１１名委员组成的
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与会代表建言献

策，就江苏大学今后５年的事业发展提出了
良好的意见和建议。

５月１２日　学校外国语学院周振宇、
海外教育学院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 Ｈａｌｉｔｏｖ

Ｂａｂｕｒ、马达加斯加留学生ＳａｎｄｒａｔｒａｒｉｖｏＲａｎ
ｄｒｉａｍａｎｏｈｉｓｏａｍａｌａｌａＭｉｎａｈ等 ３位同学在
“Ｍａｎ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ＯｎｅＷｏｒｌｄ（多种语言，一
个世界）”写作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３位
同学受邀出席于６月２５日至２９日在纽约
联合国总部举办的颁奖系列活动，包括参加

国际青年论坛、发表演讲，并将受到联合国

秘书长潘基文先生的接见。

５月１２日　从Ｋｉｎｅｃｔ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第二
届创新应用开发全国挑战赛组委会传来喜

讯，由学校计算机学院詹永照院长指导的研

究生团队荣获“全国总决赛最佳创意奖”。

该团队由潘新宇、丁泽超、孔玮婷组成，其参

赛作品为：“基于 ｋｉｎｅｃｔ的球迷情感分析系
统”。

５月１５日下午　镇江市副市长雷志强
率镇江市高校园区建设指挥部、市规划局等

部门负责人，赴丹徒区十里长山地区就京江

校区规划设计方案进行现场办公。张济建

副校长参加了本次活动，并结合雷志强副市

长一行的规划调整意见和具体要求，提出应

高度重视新校区规划工作，统筹安排建筑物

及景观布局，进一步加快工作进度，按照人

性化、现代化、生态化要求，高质量、高水平

地制定新校区规划建设方案。

５月９日　“全国高等学校医疗保险专
业第一轮规划教材”组委会在学校召开。来

自全国２０余所举办医疗保险专业的相关学
院院长、专家学者和科学出版社编辑参加了

会议。

５月１５—１８日　江苏省第十八届运动
会高校部田径比赛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

行。学校获甲Ｂ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其中女
子团体总分第一名，男子团体总分第二名。

此外，学校还分获９个单项冠军。
５月１６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度“伯藜

助学金”签约仪式举行。李洪波副校长、连

桂芳理事长代表双方签订了江苏大学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６６６　　

年度“伯藜助学金”资助协议。江苏陶欣伯

助学基金会将资助我校２０１２—２０１４级学生
共２４０名，每人４０００元，资助总金额为９６
万元，另按每生 ５０元的标准给予“伯藜学
社”活动经费１．２万元。
５月１６日　学校成功承办江苏省实验

动物从业人员动物实验操作技能大赛。２０
多家企事业单位４０多位实验动物从业人员
参加了比赛。学校实验动物中心周洁老师

和殷黎静老师分别荣获一等奖和三等奖。

５月１７日　学校成功举办核电用泵高
峰论坛。袁寿其校长向大家介绍了学校近

几年在核电用泵领域的研究的进展，代表江

苏大学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就学校核电用泵研究做了详细的报告。

５月１７日　学校获批教育部“全国个
人教育规划师认证项目”考点。首批认证项

目考试点为２７个，江苏大学和南京师范大
学为江苏省首批 ＣＰＥＰ认证项目考试点和
培训点；学校成为首个可以采取课程置换及

自主命题方式进行 ＣＰＥＰ授权的试点高校，
今后可以为学校师范和非师范专业提供相

关考试认证服务。

５月１７日至２４日　副校长宋余庆教授
率团赴美国和加拿大的印第安纳大学·普

渡大学韦恩堡校区、韦恩州立大学、温莎大

学和罗利尔大学考察访问，在科研合作、师

生交流、学位联授、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等

方面与对方高校进行了广泛交流、探讨。

５月 １８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记
者、《国际观察》与《高端访问》节目主持人

水均益应邀来校做客“人文大讲堂”。本次

人文大讲堂主题为“益往直前　筑梦青
春”，以访谈的形式进行。会前，副校长缪子

梅会见了水均益一行。

５月１９日下午　省教育厅第五调研督
查组在学校召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

体系》贯彻执行情况交流座谈会。督察组查

阅了学校贯彻执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

评体系》的材料，对学校工作及取得的成绩

表示充分肯定。

５月２２日上午　“镇江人社服务‘五进
五送’江苏大学校园行”活动成功举办。本

次活动包含“镇江市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站

揭牌仪式、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座谈会、考

察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举办江苏大学专场

招聘会、法律法规政策咨询服务、技能大师

与大学生面对面”等环节。“镇江市大学生

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站”的揭牌成立开启了学

校与镇江市人社局深化合作的新篇章。

５月２２日　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研
讨班开班仪式在校举行，来自全国２２个国
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及其所属省级知识产

权管理部门的１００余名代表参加了研讨班。
５月２２—２３日　在首届“全国高校图

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暨研讨会”上，学校

图书馆申报的“打破资源推广桎梏，以社会

服务促学科发展”案例荣获三等奖。本次比

赛中全国高校图书馆共有１５６个案例参赛，
江苏省仅有３所高校图书馆案例入围决赛。
５月２４日　以“同一个世界同一份爱”

（ＯｎｅＷｏｒｌｄＯｎｅＬｏｖｅ）为主题的江苏大学第
四届国际文化节正式开幕。来自７０多个国
家的近２０００名师生参加了本次活动。袁
寿其校长会见了来访的嘉宾，双方就进一步

推进与各国高校间教育合作进行了交流。

５月２６日　“２０１３年江苏为农服务大
事”系列评选活动在南京揭晓。学校由李耀

明教授领衔的“油菜联合收割机关键技术与

装备达国际先进水平”科研成果入选“２０１３
年江苏农业十大科技贡献”，并名列该奖项

榜首。

５月２８日下午　镇江市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张洪水率市高校园区建设指挥部

及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来学校会商推进

京江学院校区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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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３０日　由学校程晓农副校长担纲
指导的《中国热处理与表层改性技术路线

图》中“中国热处理与表层改性专业人才梯

队、培养教育体制状况、发展机制与架构设

计”内容的编制和撰写任务已圆满完成。该

项工作由学校材料学院罗新民教授、徐桂芳

教授担任执笔人。

六月

６月２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
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在江苏省副省长许津

荣、文化部原副部长赵维绥，镇江市委书记

杨省世、市长朱晓明等陪同下，第八次莅临

母校江苏大学。李岚清视察学校校园，同学

校师生亲切座谈交流，指导学校事业发展。

６月３日　“创青春”江苏省大学生创
业计划大赛闭幕式在南京邮电大学举行，学

校以总成绩全省第四名的成绩喜捧大赛“优

胜杯”。期间，省长李学勇、南京市市长缪瑞

林、团省委书记万闻华等领导在学校创新创

业成果展台前听取了学校创新创业团队的

汇报，对学校学生及创新创业成果给予了肯

定和高度评价。

６月３—４日　２０１４年复杂网络理论与
应用学术研讨会在学校召开。来自国内外

３０余所高校共 ７０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
讨会。

６月４日　全国时代楷模、农业科学家
赵亚夫同志应邀来到学校，做了题为“与农

民永远在一起”的报告。

６月４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德
科学中心常务副主任陈乐生教授应邀到学

校访问，就中德国际合作项目申报与学校相

关人员进行了交流与座谈。

６月５日　由学校陈丽珍教授主持完
成的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的主要成果《推进

江苏大中型网络商城的对策建议》，在江苏

省委宣传部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成果要报》上

刊发，并由省委宣传部专报江苏省政府相关

领导参阅，受到了副省长史和平、傅自应的

高度重视，分别予以了批示。同时，鉴于其

成果对江苏省领导决策和实际工作产生的

重要推动作用，２０１４年５月，江苏省委宣传
部规划办公室发来表扬信，对学校陈丽珍教

授及其课题组成员完成的科研成果给予通

报表扬。

６月６日　为期三天的“华东固体力学
沙龙暨江苏大学力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学

校召开。来自华东地区固体力学领域５０余
位力学专家代表及学校部分师生参加了本

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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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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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１０日　学校海外教育学院留学生
范氏金银（越南）、马光（喀麦隆）参加了由

江苏省委宣传部、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

办的“同乐江苏”外国人演讲比赛并获佳

绩。范氏金银获个人二等奖、团队一等奖；

马光获个人二等奖、团队三等奖。这是学校

留学生第二次参加“同乐江苏”外国人演讲

比赛，也是继２０１３年李丽（古巴）获得江苏
省第三名后又一次获得佳绩。

６月１３日　学校２０１４年毕业赴德国马
格德堡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团组顺利通过

德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

（ＡＰＳ）审核，并获得团组审核证书。学校与
德国马格德堡大学有着长期合作交流关系。

从２００６年始迄今已有３０人在该校学习。
６月１４日　由江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机插水稻稀植栽培新技术》一书的首发式

在句容举行。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近年来国

内机插水稻稀植栽培技术相关出版物的空

白。该书为“日本现代农业实用技术丛书”

的首部作品，该丛书被列入江苏省“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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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和国家“海智计

划”项目。

６月１６日　学校女足在江苏省第十八
届运动会高校部高水平组足球赛中夺冠。

６月１６日下午　全国人大代表、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咏红召集部分

在苏全国人大代表来我校附属医院专题调

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

６月１７日上午　受省教育厅委派，“江
苏省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中期检查工作组

来学校考察。通过深度交流和全面了解，检

查组认为学校基地建设工作特色鲜明、理念

先进、成效显著，特别是“纵向层级推进载体

建设、横向多元协同创业资源”的创业实践

工作体系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广泛的影响

力和辐射示范作用。

６月１８日下午　由江苏省委宣传部、
省教育厅、团省委、省禁毒办联合举办的江

苏省大学生禁毒辩论赛总决赛在南京举行，

学校辩论队获本次辩论赛总决赛的冠军。

６月１８日下午　镇江市委副书记、市
长朱晓明一行来校调研。朱晓明对学校近

年来事业发展和服务镇江所取得的成绩给

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希望学校成为引领

镇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基地、人才集聚中

心和发展服务平台。对于学校在事业发展

中遇到的上述实际问题，朱晓明现场对市政

府相关部门做出指示，提出要高度重视，制

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全面支持江苏大学

的事业发展。

６月１８—２５日　张济建副校长应邀率
团访问日本三重大学、山口大学，韩国国立

群山大学、首尔市立大学等４所高校，取得
丰硕成果。日本三重大学校长内田淳正教

授会见了学校代表团，双方回顾了两校长达

２０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表达了进一步深
化合作的良好愿望。内田淳正校长建议近

期重点推动 “研究生双学位”（Ｄｏｕｂｌｅ

Ｄｅｇｒｅｅ）即“１＋１”项目。双方在进一步扩大
师生互换规模、拓展合作领域等方面达成共

识。在日本山口大学，校长冈正朗教授会见

了学校代表团，双方交流了对中日韩高校

ＳＰＩＤＥ（暑期工程创新设计）项目想法。两
校还就未来开展“研究生双学位”（１．５＋
１．５）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２０１４年 ８月，
山口大学副校长三浦房纪教授带领２５名山
口大学学生代表参加学校举办的第二届

ＳＰＩＤＥ项目。访韩期间，学校同韩国国立群
山大学签署了两校全面合作备忘录，同首尔

市立大学校工科大学签署了学生互换、教师

互派和科研合作协议，开启学校同上述两校

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新篇章。

６月１９日　学校启动修（制）订留学研
究生培养方案的工作。在前期调研、准备的

基础上，６月１３日在会议中心召开了留学
研究生培养方案答辩会。６月１６日召开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海外教育学院、研究生院

汇报了培养计划修（制）订工作。目前，学

校已招收留学研究生近 １２０人，２０１４年计
划招收 １００人，第三次党代会提出至 ２０１８
年发展目标为６００人。
６月１９日　２０１４年江苏大学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苏北计划”志愿者欢送

会成功举办，欢送 １４位参加“西部计划”
“苏北计划”的志愿者。

６月２０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届毕业生毕
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校体育馆举行。

２０１４届９４５９名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
６月２０日　全省教育系统新媒体建设

推进会在南京召开。学校以总评分全省高

校第二名的成绩顺利获评“２０１３年度江苏
省教育宣传工作先进单位”，推荐的一篇作

品荣获江苏教育新闻三等奖。自“江苏省教

育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评选以来，学校连续

三年获得这一荣誉。

６月２４日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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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２０１３年度全省学生资助绩效评
价结果的通知》（苏教助〔２０１４〕４号），学校
被评为２０１３年度全省学生资助工作绩效评
价优秀单位。这是自２０１１年全省普通高校
学生资助绩效评价工作开展以来，学校连续

第四次获得这一荣誉。

６月２６日　２０１３年度中国高校校报好
新闻评比结果揭晓，学校选送的５件新闻作
品有４件在评比中获奖，涵盖评比的主要体
裁。其中，《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

（作者张明平）获言论类一等奖，《“裸捐”善

翁留下了什么？》（作者任建波）获言论类三

等奖，《我校学子科研成果有望应用于“国

五”标准中》（作者薛萍、程宸）获消息类三

等奖，《“爱心老人”邵仲义感动社会》（作者

张明平、吴奕）获通讯类三等奖。

６月２６日晚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
“【国际禁毒日】遏制毒品蔓延荡涤毒品危

害”系列专题节目中，报道了江苏大学大学

生辩论队参加江苏省大学生禁毒辩论赛并

荣获冠军的新闻。此前，江苏城市频道、江

苏网络广播电视台、《江苏法制报》、《南京

日报》、光明网、新华网、中国江苏网、《京江

晚报》、网易新闻中心、新浪新闻都对此做了

报道。

６月３０日上午　省委召开庆祝建党９３
周年暨弘扬优良作风、践行群众路线座谈

会。学校党委书记范明作为全省高校唯一

代表在省委庆祝建党９３周年座谈会上作交
流发言。发言主题《在践行群众路线中办好

人民满意大学》。

６月３０日　学校外国语学院学生周振
宇、海外教育学院乌兹别克斯坦籍留学生

ＨａｌｉｔｏｖＢａｂｕｒ、马达加斯加籍留学生 Ｓａｎｄｒａ
ｔｒａｒｉｖｏＲａｎｄｒｉａｍａｎｏｈｉｓｏａｍａｌａｌａＭｉｎａｈ三位同
学，圆满完成了“多种语言一个世界”联合

国征文大赛的颁奖系列活动载誉归来。在

为期一周的活动中，三位同学除了参加颁奖

典礼，还参加了６月２７日在联合国总部举
行的世界青年论坛，并用各自的参赛语言发

表了演讲。

七月

７月１日　江苏省教育厅、财政厅发布
《关于公布２０１３年度全省学生资助绩效评
价结果的通知》（苏教助〔２０１４〕４号），学校
被评为２０１３年度全省学生资助工作绩效评
价优秀单位。这是自２０１１年全省普通高校
学生资助绩效评价工作开展以来，学校连续

第四次获得这一荣誉。

７月３日　由学校申报的“井冈情　中
国梦”菁英实践团队获团中央资助立项，全

省共４个高校获批立项资助。此外，学校还
申请了“农家书屋普查工程”专项实践项

目，并获批立项，学校将牵头负责扬中市５８
家农家书屋的建设和运转调研工作。财经

学院获评江苏省“博爱青春”暑期志愿服务

项目，管理学院、马克思学院等７个学院获
评镇江市“博爱青春”暑期志愿服务项目。

７月３日　学校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党委、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生物质能源研究

所教工党支部获“江苏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

织”称号，刘国海、焦志军、郭龙建获“江苏

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闵窻、张红获

“江苏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欧阳

琴获“江苏省优秀大学生共产党员”称号。

７月４日　“十二五”“８６３”计划“智能
化农机技术与装备”重大项目课题“茶园智

能化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发”顺利通过年度

检查。

７月４日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文件（苏人社发〔２０１４〕１７８号）公布了
首批江苏“外专百人计划”入选名单。由学

校聘请的原瑞士联邦理工大学（ＥＴＨ）
Ｊ．Ｆｅｌｄｏｎ教授成功入选。本次“外专百人计
划”共有２７名专家入选，其中高校８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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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是唯一一所入选的省属高校，这是学校继

获批首批国家“外专千人计划”之后，外专

工作的又一成果。

７月４日　受国家科技部委托，４位专
家来到学校，对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进行现场验收评估。国家水泵及系

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江苏大学流体机

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０１１年获科技部批
准立项组建，建设期间，新建国家水泵工程

中心大楼，搭建高温高压（核电泵）试验台

和水力机械四象限试验台等。获省、部级科

技进步一等奖８项，１项成果已通过２０１４年
国家奖初评答辩，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

奖２１项、三等奖８项，申请ＰＣＴ国际专利２
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１４３项，授权发明专
利４１项，获软件著作权登记２３项，制定、修
订国家及行业标准４２项，为行业培训工程
技术人员５００余名，开发、孵化、推广拥有国
内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软件

２０余种，为行业企业委托开发节能、环保的
换代新产品３０余种。纵向科研项目立项８０
余项，立项总经费６９６６．７万元，到账经费
４４１６．３４万元；累计横向委托项目合同经费
５２１３．９６万元，到账经费３１７４．９５万元。４
位专家形成了独立的专家咨询意见，对中心

取得的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

７月７日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下发
《关于首批１２所省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考核评价情况的通报》（苏教财〔２０１４〕４
号），我校被评为首批省属高校国有资产规

范化管理考核优秀单位。

７月８日　以学校袁寿其研究员为带
头人的核电泵研究团队完成的“百万千瓦级

核主泵水力模型研制”项目成果，顺利通过

了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

定。鉴定委员会专家对该项研究成果给予

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这是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百万千瓦级核主泵水力模型成果。

７月９日　校长袁寿其和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倪兴余在市公安局会议室共同签

署了“共建平安校园合作协议”。

７月１０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
《关于下达２０１４年审核增列的硕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及撤销的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的

通知》，学校２０１４年申请增列的护理、公共
管理、教育及申请调整的法律这４个硕士专
业学位授权点顺利获批，获批率和获批数均

位居全省前列。至此，学校硕士专业学位类

别达到了１０个，工程硕士授权领域达到了
２６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涵盖了全校所有
学院。

７月１５—２４日　学校党委在革命圣地
延安举行了正处职领导干部培训班。此次

培训是学校处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学校第三次党

代会精神，开展集中轮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围绕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

学建设目标，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

举措。

７月２６日—８月３日　袁寿其校长应
邀率队赴赞比亚和加纳进行考察访问。袁

寿其与赞比亚教育与科技部６位高级官员
商讨举办赞比亚—江苏大学的可能性，达成

了合作意愿，并确定了双方联络人。代表团

一行还拜访了 Ｍｕｋｕｎｉ酋长国，Ｍｕｎｏｋａｌａ
ＭｕｃｈｅｌｅｗａＭｕｋｕｎｉ酋长热切希望赞比亚—
江苏大学建在 Ｍｕｋｕｎｉ酋长国，同意首期拿
出５０公顷土地以发展当地科技与经济。此
外，为扩大留学生规模，袁寿其又与赞比亚

玛丁娜公司商谈，确定该公司作为学校在赞

比亚招收留学生的代理。代表团在加纳期

间，访问了海岸角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ｐｅ
Ｃｏａｓｔ）。袁寿其与该校ＤｏｍｗｉｎｉＤａｂｉｒｅＫｕｕ
ｐｏｌｅ校长就扩大两校合作交流交换了意见，
Ｋｕｕｐｏｌｅ校长非常感谢我校为他们培养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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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青年教师。

７月３０日　受教育部委托，江苏省教
育厅组织专家在学校召开了由中国—澳大

利亚功能分子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张弛

教授领衔的“功能分子材料及非线性光学性

能”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结题验收会。

专家组认为，创新团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

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平台和团队建设、学科

建设、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方面成绩显著，

是一支学术思想活跃、治学态度严谨、富于

开拓创新精神的国际联合研究团队，一致同

意该团队以“优秀”等级通过验收，并建议

给予团队滚动支持。

八月

８月５—７日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节能
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在昆明举行。

学校共有１０件作品在决赛中获奖。袁寿其
老师指导科技类作品《核电用高效余热排出

泵关键技术研究》获得一等奖，陶忠元老师

指导的调查类作品《镇江市公共自行车系统

调查研究》获得二等奖，其余８件作品获三
等奖，获奖作品数为历届最多。学校获优秀

组织奖。

８月１１—１９日　学校“井冈情　中国
梦”菁英实践团队来到全国青少年井冈山传

统教育基地，参加团中央“井冈情中国梦”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学校以总分

第二获评优秀团队，叶涛获评优秀带队老

师，徐涛、陈雨峰、张之悦、尹金承４名同学
获评优秀学员。

８月１７—３０日　第二届中日韩暑期创
新工程设计国际化项目（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Ｐｒｏ
ｇｒａｍ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简称
ＳＰＩＥＤ）在学校成功举办。来自日本山口大
学，韩国群山大学、首尔市立大学、忠北大

学，以及国内各大学７０余名学生和教授参
加了本项目。ＳＰＩＥＤ是由学校和山口大学

共同发起、建立的一个国际化创新教学

平台。

８月２６日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

在北京召开第九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专家

评审会议，宣布了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第九届

专家组成员名单，学校副校长施卫东研究员

再次入选。

８月２６日　省教育厅在镇江主持召开
了江苏省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培育点建设规划论证会。７名农业工
程领域著名的专家组一致认为该实验室定

位准确，符合国家现代农业建设和区域经济

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建设计划进度和具体

考核指标切实可行，一致同意通过该规划。

８月２８—３０日　首届全国大学生生物
医学电子创新设计竞赛决赛在东南大学举

行，学校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

业学生郑盼盼、吴振海、刘蕾组成的参赛团

队的参赛作品《低功耗心率检测仪》荣获命

题组全国二等奖。学校选派的其他三支队

伍获三等奖。

８月３０日　学校召开新学期干部教师
大会。

８月 ３０日　由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
“江苏省检验医学重点实验室”专家论证会

在学校举行。

九月

９月３日　世界大学排名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Ｗｏｒｌ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ＣＷＵＲ）发布
了２０１４年全球大学 ＴＯＰ１０００的排名。江
苏大学名列全球大学第９４１名，在中国大陆
高校中列第６２名。ＣＷＵＲ评价体系涵盖教
学质量、毕业生、教员质量等８个方面，对大
学教员水平、研究质量以及学生教育和培养

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９月５—７日　学校圆满完成 ２０１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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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４９名新生入学接待工作。
９月９日　日本三重大学内田淳正校

长一行访问学校。校长袁寿其亲切接见了

内田淳正校长。双方就推进研究生双学位

项目、扩大师生交换规模、加强学术交流进

行了商讨。迄今为止，学校有５０多名学生
曾在三重大学学习和交流。三重大学所在

地日本津市是镇江市的友好城市。两校与

泰国清迈大学一起，于１９９４年发起的“三国
三校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已举办２０届。
９月９日　镇江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朱

晓明，市人大副主任王萍等一行来我校慰问

教师，并与教师代表亲切座谈。

９月 １２日　教育部下发《关于批准
２０１４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的决
定》（教师［２０１４］８号）文件，正式公布第七
届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评审结果，学校梅强

教授主持的《“塔式”立体化中小企业创业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教学成果喜获二

等奖。

９月１６日　在教育部研究生司、全国
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组办

的“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

养基地”评选活动中，学校程晓农教授领衔

的“江苏银环精密钢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大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光荣入选，成为

荣获首届“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荣誉称号的２８家培养单位
之一。

９月１７—１８日　学校与镇江市京口区
召开校地融合发展推进会。

９月１９日　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公
布２０１３年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第一批出版名
单和２０１４年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名
单的通知》，学校７部教材获评２０１４年江苏
省“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项

目。其中谢吉民教授主编的《基础化学（第

二版）》、成立教授和王振宇副教授主编的

《数字电子技术（第２版）》、赵德安教授主
编的《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第２版）》、鲍可
进教授主编的《数字逻辑电路设计（第二

版）》和马海乐教授主编的《食品机械与设

备（第二版）》等５部教材为修订教材立项
建设项目；许文荣教授主编的《临床基础检

验学技术》、陈炜教授主编的《冲压工艺与

模具设计》等２部教材为新编教材立项建设
项目。

９月１９日　江苏省下发了《关于公布
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入
选项目的通知》，学校研究生创新工程再获

佳绩。推荐的省优秀博士论文５篇，全部获
批，获批率居全省第一；获批省优秀硕士论

文１３篇，省优秀专业学位硕士论文 １篇；
获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７９项，研究生
实践创新计划项目３８项，研究生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１２项，省优秀研究生
课程２门；新增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３８家，至此，学校研究生工作站总数达２７８
家，列全省第一。学校获批研究生创新工程

建设经费位居全省高校榜首。

９月１９—２１日　由国际分子印迹学会
主办，江苏大学承办的第八届分子印迹国际

会议在镇江召开。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

国、德国、澳大利亚等２０个国家１７０余名该
领域顶尖学者参会。举办了７场高端特邀
报告，安排了８０余场分会场报告和墙报展
示。此前，国际分子印迹会议分别在德国马

塞、英国卡迪夫、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法国巴

黎等地举办过 ７届，此次系首次在中国
召开。

９月２３日　江苏省教育厅下发了《关
于公布“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专业建设情

况中期检查结果的通知》（苏教办高〔２０１４〕
１８号），学校１３个省级重点专业类全部通
过中期检查，其中机械类和工商管理类获评

“优秀”，其余 １１个重点专业类获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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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优良率为１００％。
９月２４日　学校计算机学院硕士研究

生刘怡良同学以第一作者身份在ＩＥＥＥＴＶＴ
上发表了题为《Ｍｅｓｓａｇｅ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ｘｙ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ｉｎ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ＡｄＨｏｃ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车联网中基于代理的消息认证方
案）的论文。该期刊属于 ＩＥＥＥ会刊系列，
是车载电子学领域的国际顶级期刊，在业界

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９月２５日晚　江苏大学团委、镇江艺
术剧院联合举办的“向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致敬”江苏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

传月文艺演出在江苏大学大礼堂举办。团

中央网站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９月２６日下午　２０１４年“创青春”全国
大学生创业大赛ＭＢＡ专项赛终审决赛在湖
北襄阳落下帷幕。学校申报的作品《江苏风

行泵业科技有限公司》获银奖。此次比赛全

国有２７３所高校参与，１０１件作品进入终审
决赛，共决出 １６项金奖、３２项银奖、５３项
铜奖。

十月

１０月５日上午　江苏大学８４届和９４
届校友毕业３０与２０周年联谊会在校举行。
１５００余位校友汇集到母校，参加毕业纪念
活动。

１０月９日　据《学校要闻》报道，根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

《关于批准新设辽宁大学哲学等２９１个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的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１４〕６０
号）文件精神，学校新增临床医学、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２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至此，学
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已增至１３个，并实现
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医学领域的新突破。

１０月１０日　江苏大学１９７９级研究生
入学３５周年返校联谊座谈会在校举行。７９
级研究生是学校１９７８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

所招收的第二批研究生。

１０月１１日　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自治区环保厅与江苏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

届西藏自治区环保系统专业技术人才培训

班在学校开班。培训班４０名学员参加了开
班式。

１０月１３日　据《学校要闻》报道：根
据省委组织部《关于同意邱志强等２２８名江
苏省第六批科技镇长团成员考核评为优秀

的通知》（苏组通〔２０１４〕５２号）文件精神，
学校后勤管理处吴麟麟同志（任海安县科技

镇长团团长、副县长），计算机学院张世兵同

志（任扬州市江都区科技镇长团成员、真武

镇党委副书记、人社局副局长），流体中心李

伟同志（任宝应县科技镇长团成员、山阳镇

党委副书记），机械学院王宏宇同志（任江

阴市科技镇长团成员、云亭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生科院周阳同志（任涟水县科技镇长

团成员、涟城镇党委副书记），化工学院朱建

军同志（任南通市通州区科技镇长团成员、

兴东镇党委副书记）在江苏省第六批科技镇

长团成员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等次。

１０月１４日　学校“中国—澳大利亚功
能分子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张弛教授、

黄智鹏研究员课题组围绕电催化剂开发和

复合光阴极的制备和制氢性能开展研究工

作并获得系列新进展。研究团队系列研究

成果：合成磷化镍（Ｎｉ１２Ｐ５）纳米颗粒，合成
磷化钴（Ｃｏ２Ｐ）纳米棒，开发出一种将硫化
钼电催化剂负载到硅纳米线阵列表面的方

法，分别发表于 ＡＣＳＮａｎｏ（２０１４，８，８１２１－
８１２９；影响因子：１２．０３３），Ｎａｎｏ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４，９，３７３－３８２；影响因子：１０．２１１），
Ｎａｎｏ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３，２，１３７７－１３４６；影响因
子：１０．２１１）。此外，黄智鹏研究员还应邀
作为通讯作者为 ＮａｎｏＴｏｄａｙ杂志（影响因
子：１８．４３２）撰写综述论文（２０１４，９，２７１－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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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５日　《中国教育报》在新闻综
合版头条位置刊发了《江苏大学打造校园绿

色交通体系》一文，报道了学校采取“堵、

疏、建”相结合的措施，初步建成了校园绿色

交通体系。随着高校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机

动车辆的激增，处于管理“真空”地带的高

校内部交通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影响着

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近年来，学校与镇江

市有关方面协同合作，以绿色低碳为主题，

通过整治“三无”摩托车和非法营运车辆，

启用校大门门禁管理系统，开通电动交通班

车，引进公共自行车等，多管齐下，初步建成

了校园绿色交通体系，校园交通面貌焕然

一新。

１０月１６日　台湾大学公布了２０１４年
世界大学科研论文质量评比结果（ＮＴＵ
Ｒａｎｋｉｎｇ），江苏大学有１个研究领域和２个
学科门类进入全球前３００强。机械工程学
研究领域世界排名第 ２７５位；材料学学科
世界排名第 ２７０位；工程学学科世界排名
第２９６位。ＮＴＵＲａｎｋｉｎｇ始于２００７年，今年
已是第八次公布世界大学科研论文质量排

名。该排名数据源自加拿大汤森路透集团

所提供的数据。包括综合排名、研究领域排

名和学科排名。其中，综合排名不分领域评

比，每年公布世界前５００名的大学；研究领
域与学科门类排名公布世界前 ３００名的
大学。

１０月１６日　江苏高校知识产权人才
培养基地落户我校。

１０月 １９—２５日　由江苏大学组织部
承办的全省第二十三期高校院（系）党政负

责人培训班在我校举行。来自全省１００多
所高校的１４９名院（系）党政负责人参加了
培训。

１０月２０日　根据《关于公布 ２０１４年
江苏高校省级英文授课精品课程评审结果

的通知》（苏教办外〔２０１４〕２８号），学校共

有８门课程入选，分别是：王昌达教授负责
的“信息安全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陈山副教授负责的“电工电
子学（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刘荣桂教
授负责的“土木工程导论（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
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狄荣科教授负责的“局
部解剖学（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ｔｏｍｙ）”、夏圣副教授
负责的“医学免疫学（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毛朝
明副教授负责的“核医学（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杨丽丽副教授负责的“国际商务策
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蔡莉
副教授负责的“管理学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获评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１０月２３日　教育部直属的北京师范

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１５所高校来学
校交流关工委工作。校关工委主任金树德

介绍了学校关工委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形成

的“一盘棋、二围绕、三走进、十关爱”的长

效工作机制，以及为老同志参与工作搭建

２０多个平台情况。
１０月２３日　欧盟可持续能源发展创

新产学研联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ＥＳＥＩＡ）主席、奥地利格
拉茨技术大学校长 ＨａｒａｌｄＫａｉｎｚ，执行主席
ＢｒｉｇｉｔｔｅＨａｓｅｗｅｎｄ女士一行５人访问学校。
校长袁寿其亲切会见代表团成员，并与代表

团签署了《中欧研究与创新合作伙伴框架

协议》。

１０月２４日下午　团省委党组成员、省
少先队总辅导员姜东、团省委学校部部长陈

文娟、副部长薛保刚一行莅临我校，对学校

共青团工作进行调研和指导，校党委书记范

明、副校长李洪波会见了姜东一行。

１０月２５日　第十届江苏省大学生文
化艺术节之“漫修杯”江苏省大学生法律庭

辩大赛在校开幕。

１０月２５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中国大学
生排球联赛（南方赛区）在湖南师范大学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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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帷幕，江苏大学获得冠军。

１０月２５—２６日　２０１４年中国国际教
育年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职业

发展成就未来”。学校应邀出席并发言。

１０月２８日　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
记杜玉波一行来校考察，省委教育工委书

记、省教育厅厅长沈健陪同来校。

１０月２８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
师团干部培训班”在学校举行。江苏省团省

委统战部部长龚亲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四师团委书记李昆朋、镇江团市委书记贾敬

远、学校副校长李洪波出席开班仪式。开班

仪式由贾敬远主持。

１０月２９日　学校召开领导干部警示
教育报告会，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

组书记茅仲华同志做了《职务犯罪的界限及

其预防》的专题报告；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

警示教育片《铁律无情，警钟长鸣》。

１０月３０日　由北京电影学院主办的
“动画学院奖”在北京开幕。学校艺术学院

动画系学生赵飞的作品《大话悟空》获学院

奖“阿达奖”。

１０月３１日　校梅强教授的著作《中小
企业创业研究———基于产业集群视角》（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荣获江苏省第十三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十一月

１１月１—５日　２０１４年“创青春”全国
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

学校参赛作品《江苏曦锐汽车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创业计划书》荣获２０１４年“创青春”全
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第九届“挑战杯”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金奖，《南京腾图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荣获２０１４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
创业大赛创业实践挑战赛金奖，这是学校作

品在全国创业大赛中第三次同时获得２项
金奖。另外，还有３件作品荣获铜奖，１项

作品荣获ＭＢＡ专项赛银奖。
１１月１—２日　２０１４年江苏省大学生

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交流展示会在南京邮电

大学举办。学校学生获得“优秀论文奖”

１项、“最具潜力创业项目奖”１项、“我最喜
爱的项目”１项。学校荣获“优秀组织奖”。
１１月２—７日　“第 ２１届三国三校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泰国清迈大学举行，副校

长施卫东率领江苏大学代表团一行２６人参
加了会议。举办方设立了１０个“最佳论文
奖”，学校荣获６个。会议期间，施卫东副校
长一行应邀参观访问梅州大学及其可再生

能源学院和清迈大学可再生能源研究中心，

并与泰方达成共识，成立“中泰联合实验

室”，推进学生互换、学者互访、合作申请国

际重大科研项目等国际合作交流工作。

１１月３日　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十
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书

目》，学校共有９种（１０部）教材入选，获评
数量位居全省高校第六名。此次入围的教

材是经学校遴选、省教育厅推荐、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组织专家评审通过的，分别是：梅

强教授等编著的《创业基础》、黄永红教授

等编著的《电气控制与 ＰＬＣ应用技术》、孙
保苍教授等编著的《工程力学基础》、刘国

海教授等编著的《集散控制与现场总线（第

２版）》、许文荣教授等编著的《临床血液学
检验（第５版）》、刘伟民教授等编著的《食
品工程原理》、马海乐教授等编著的《食品

机械与设备（第２版）》、鲍可进教授等编著
的《数字逻辑电路设计（第２版）》、马汉达
教授等编著的《数字逻辑电路设计学习指导

与实验教程》、王令中教授编著的《艺术效

应与视觉心理———艺术视觉心理学》。此

前，学校已有 ６种（７部）教材入选第一批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

材，至此，国家级规划教材总数已达 １５种
（１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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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３日　省政府公布了江苏省第十
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学

校共有８个项目获奖，其中梅强教授主持的
《中小企业创业研究———基于产业集群视

角》（著作）、田立新教授主持的《能源碳排

放系统分析》（著作）、唐恒教授主持的《江

苏省创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示范省研

究》（研究报告）三项成果分别荣获一等奖。

１１月３日　学校管理学院杜建国教授
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研面上项目“基于

计算实验方法的企业环境行为分析与引导

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７１１７１０９９），联合
韩国忠南国立大学吴根烨教授，申请的中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韩国国家研究基金

委国际合作项目“ＦＤＩ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及
环境绩效研究———以在华韩资企业为例”获

得资助（批准号：７１４１１１７０２５０）。
１１月３日　学校 ６位教授成功入选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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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施伟东教授，生

命科学研究院侯永忠教授，生命科学研究院

屠志刚教授，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刘金兴教

授，药学院刘晗青教授和环境与安全工程学

院雍阳春教授。江苏大学获批人数位居全

省高校第三。学校“双创计划”入选人数分

别为：２０１２年５人，２０１３年６人，２０１４年６
人。截至目前，学校共有１９人入选“双创计
划”，连续三年位居全省高校三甲行列。

１１月 ３日　省教育厅发文（苏教学
〔２０１４〕１１号）公布了“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名单，学校榜

上有名。这是自评选活动开展以来，江苏大

学连续第八次获此殊荣。

１１月３日　学校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马海乐教授当选亚洲农业工程学会（Ａｓ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ＡＡＥ）第二十四届执委会副主席（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１１月３日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副司长方军、国际组织处副处长赵磊一行来

到我校，出席“江苏大学来华留学专项工作

汇报会”，并就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进行调

研和指导。

１１月３日　由学校农工院毛罕平教授
主持申报的“设施园艺环境调控配套装备研

制与产业化示范”、食品学院邹小波教授主

持申报的“水产加工产业链全信息溯源与监

管体系”两项课题获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１１月３日　第１６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工博会）在上海开幕，共有６０几家全国
知名高校参加了科研成果的参评。学校组

织了部分科研成果参加了展示。学校施卫

东教授团队的“新型煤矿深井用潜水泵关键

技术研究与产业化”成果在近千家参评单位

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本届工博会银奖。学校

已连续８年参加工博会，此次是学校历年来
参加工博会取得的最好成绩，也是江苏高校

在此次工博会上取得的最高荣誉。在颁奖

大会上，工信部副部长和上海市副市长给予

共同颁奖。

１１月５日　“中国 ＭＢＡ师资开发及办
学能力建设计划”（又称“淡马锡项目”）二

期项目总结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学校 ＭＢＡ
教育中心何娣教授作为项目唯一的国内进

修教师代表发言，介绍了江苏大学 ＭＢＡ的
基本情况，汇报了参与“淡马锡项目”的收

获，并代表国内所有参与院校向教育部、新

加坡淡马锡基金会及全国ＭＢＡ教育指导委
员会等各方表示感谢。

１１月５日　由学校袁寿其研究员领衔
的团队完成的“高效离心泵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及工程应用”项目先后经过网络评审、

专家初评、公示、专家复评等阶段，现已通过

２０１４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奖励
委员会终审。一直以来，袁寿其研究员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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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队坚持自主创新，坚持科研服务国民经

济建设，致力于解决我国离心泵产品在可靠

性、效率及特种用途等方面的技术瓶颈问

题，对离心泵进行了长期、系统、深入的研

究。该项目揭示了离心泵内部非定常流动

规律；解决了核电泵３～５个设计工况的特
殊要求，并使其加权平均效率提高了２个百
分点以上；突破了高空化性能航空燃油泵

和舰船用泵研发的瓶颈问题；摆脱了其无

堵塞和高效率之间的矛盾问题，使其效率平

均提高了３个百分点以上；采用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新型耐磨材料生产了高速磁力泵

导轴承、推力盘，提高了产品的寿命；攻克

了影响国防安全和节能降耗的若干关键技

术难题；建立了基于离心泵系统优化运行

模型，克服了相同配置的泵系统运行效率低

的难题，节能１５％以上。据统计，该项目研
究成果已先后转让、应用和技术辐射了江

苏、浙江、山东、重庆、陕西、上海、辽宁、吉

林、江西、福建等１０多个省市的１００多家企
业。据３３家企业统计，近三年累计新增销
售额６５．１６亿元、利润７．９６亿元、税收５．２３
亿元，创收外汇２．０９亿美元，节支３．３７亿
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也

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在高性能离心泵方面的

国际地位和科技水平。

１１月５日　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
奖颁奖典礼在苏州举办，江苏大学出版社的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近

２０年台湾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潮》荣获著作
类二等奖。

１１月６日　２０１４年“井冈情·中国梦”
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季专项行动总结会在

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召开。学校菁英

实践团队表现突出，荣获“全国优秀课题成

果”和“优秀实践团队”２项荣誉称号。同时
获奖２０１５年全额资助赴团中央井冈山基地
暑期实践团队１支。

１１月７日　学校食品学院马海乐教授
主持的一项成果“功能多肽制备方法创新及

其应用”获得２０１４年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
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１１月８日　江苏大学第三次科技工作
会议召开。校党委书记范明、校长袁寿其等

全体校领导以及专家代表等近８００人参加
了会议。会上，袁寿其校长做了题为“深刻

把握科技工作在研究型大学建设中的任务

和使命”的工作报告。会议表彰了成绩突出

的单位及个人。举行了江苏大学新农村发

展研究院、江苏大学科学技术协会揭牌仪

式。随后，与会人员分２２个小组围绕校长
工作报告、《江苏大学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等文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设

性的意见和建议。

１１月 １０日　阿克拉理工学院（Ａｃｃｒａ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校长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Ａｃｈｉｏ、
注册主管 Ｍｒｓ．ＲｉｔａＫａｉｎｅ，工程学院院长
Ｍｒ．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ｂｕＯｍａｎ等访问学校。代
表团此行目的是在深入交流的前提下探讨

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合作。Ａｃｈｉｏ校长对江苏
大学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与水平深表赞叹，

希望可以联合培养本科生，并推荐优秀教师

到江苏大学进修、深造。

１１月 １０—１２日　学校成功举办中国
镇江２０１４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大会江苏大学
专场活动。此次交流大会是镇江市迄今为

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友城交流盛会，来自

８个国家１１所国际友城的１５５名外宾来镇。
１１月１３日　在中国高校科技期刊年

会上，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公布了第５届中国
高校精品·优秀·特色科技期刊评比结果。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版）》荣获“中国高校

优秀科技期刊奖”，这是第５次获得该奖项。
１１月１３日　江苏大学和镇江新区管

理委员会举行了“百名研究生企业行、仪器

设备共享服务平台”启动仪式，揭开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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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镇江新区政产学研全面合作的新篇章。

会上，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镇江新区管委

会主任郭建共同为“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

台”揭牌，１５家新区企业与３５名研究生成
功牵手，相关企业代表和学生代表进行了现

场签约。

１１月１３—１６日　“第十三届全国机械
工程学院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在学校召

开。本次会议由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承

办，来自全国１７０余所高校的机械工程学院
院长、系主任等４５０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机械工程学科建设与创

新人才培养”。全国机械工程学院院长、系

主任联席会议是汇聚全国机械工程学界力

量的重要平台和桥梁，每年举办一届，本届

大会是历年参会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

一次。

１１月 １５日　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
模”称号的赵亚夫同志受聘为学校兼职教

授。受聘仪式结束后，赵亚夫同志为２１期
菁英学员做了“为人民服务一辈子”的专题

讲座。

１１月１７日　在第２３届大学生数学建
模大赛中，我校学生周嘉禾、王东博和王雅

如三人共同完成的课题荣获全国一等奖；

张俊杰、侍宝玉和张林三人小组与潘程、黄

瑞和李志岗三人小组分别荣获全国二等奖。

１１月１７日　“江苏大学—江阴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与人才引育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校举行。

１１月１８日　学校召开“本科教学工作
推进会暨２０１４届毕业生专业教学满意度发
布会”。会上发布了《２０１４届毕业生专业教
学满意度测评分析报告》；通报了目前学校

本科教学尤其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及本科教

学质量工程的进展情况；分析了专业教学

满意度调查结果所反映出来的一些制约本

科教学质量的关键要素；梳理了目前全校

专业认证推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如

何做好下阶段的专业认证、审核性评估和高

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等工作提出了相应的

思路、原则和任务。

１１月２１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在
镇江主持召开了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会，对由

江苏大学等单位承担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

展计划（“８６３”计划）项目“精确喷灌技术与
产品”中４个研发产品进行鉴定。会议由中
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安桂华处长主持。鉴定

委员会一致认为“外取水射流喷头产品开发

及关键技术研究”和“喷滴灌两用自吸泵产

品开发及关键技术研究”２个项目成果总体
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低压均匀喷洒喷头

产品开发及关键技术研究”和“轻小型喷滴

灌两用灌溉机组”２个项目成果总体上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４个项目顺利通过了中国
机械工业联合会的科技成果鉴定。

１１月２１—２２日　首届“全国节水灌溉
装备与技术战略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本次

会议由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排灌机械分会主

办，江苏大学承办，全国从事节水灌溉装备

与技术研究的知名专家、行业主要生产企业

及用户单位的６０余名代表参会。
１１月 ２２日　“江苏百校联动就业活

动———走进江苏大学”暨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届
毕业生系列综合性供需洽谈会（第一场）成

功举办。本次洽谈会共邀请到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Ａ．Ｏ．史
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等４１０余家大
型企事业单位来校布展招聘，共提供有效岗

位需求１５０００余个，吸引了１００００余名学
校及沿江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区域联盟高

校的毕业生进场应聘。

１１月２２日　由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办的首届全

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会上发布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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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２０１４年）》，学校《江苏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被遴选为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

心期刊，《高校教育管理》被遴选为教育类

核心扩展期刊。本次评价共评出１７种顶级
期刊，４０种权威期刊，４３０种核心期刊和
２４６种扩展期刊。

１１月２５日　南苏丹教育科技部副部
长ＢｏｌＭａｋｕｅｎｇＹｕｏｌ先生率领南苏丹驻华
教育参赞 ＭｏｎｄａｙＳ．Ｋ．Ｋｕｍｂａ先生和 ５所
国立大学校长等一行１１人访问学校。校长
袁寿其代表学校分别与南苏丹教育科技部

和南苏丹５所国立大学签署了合作谅解备
忘录。

１１月２６日　学校主办的《江苏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高校教育管理》在第五

届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上分别被

评为“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全国高校

优秀社会期刊”。学报《江苏大学学报（社

科版）》的“赛珍珠与中美文化交流”栏目在

本届活动中被评为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

栏目”，崔金贵、张向凤获得“优秀主编”“优

秀编辑”荣誉，陈燕、崔金贵撰写的论文《学

术评价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主导成因

及平衡机制》被评为全国高校社科期刊优秀

编辑学论著。

１１月２６日　２０１４年度校级社会奖助
学金颁奖典礼在校举行。全年受校级社会

奖助学金奖励、资助有６９６名学生。
１１月２７日　学校关工委主任金树德

同志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离退休干

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此次表彰，我省高

校系统仅金树德同志一人获此殊荣。

１１月２７日—１２月４日　陈龙副校长
一行４人应邀访问了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李
斯特内燃机及测试设备公司（ＡＶＬ）和英国
德比大学、利兹大学。此次访问期间，召开

了２０１４年度孔子学院理事会，通报孔子学
院运行情况，商议孔子学院的下一步发展方

向；参观了ＡＶＬ公司的实验室及设备，与工
程师们进行了交流与座谈，推动了学校汽车

及内燃机学科与国外著名企业的合作。陈

龙副校长一行与英国德比大学副校长等进

行了亲切会谈，在高层次人才（博士、博士

后）联合培养、科研合作、人才共享等方面取

得了共识。陈龙副校长一行与利兹大学食

品科学与营养学院院长、教授、国际处处长

等进行了座谈，了解了该国际课程实验班的

运行状况，积极探讨实验班的发展空间，并

达成共识：将两校合作领域拓展到环境、化

学、生命科学等学科。此次访问的 ４家单
位，在国际上都具有重要影响力，具有极高

的办学或科研实力，加强同这４家单位的合
作，对加速学校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

型大学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１１月２９日　以“生态文明建设与青年
科学家的使命”为主题的第五届江苏省青年

科学家年会在南京开幕。本届年会由江苏

省科协主办，由包括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在

内的２２所高校共同联办。开幕式上，对第
十四届江苏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第十一届

江苏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学校农

业装备工程学院徐立章副研究员荣获“第十

四届江苏省青年科技奖”；学校农业装备工

程学院李耀明教授、化学化工学院谢吉民教

授荣获“第十一届江苏省优秀科技工作者”

称号。

十二月

１２月１—３日　２０１４年创新应用研究
教育国际会议暨创新工程设计竞赛在韩国

全北国立大学举行。此次竞赛，举办方设立

了１项金奖、２项银奖、３项铜奖。由学校电
气学院潘天红教授、计算机学院朱轶副教授

率领的江苏大学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和竞赛，

共获得１项金奖、１项银奖、１项最佳单项奖
和１项最佳论文奖，充分展示了学校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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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丰硕成果。

１２月２日　学校京江校区建设工程奠
基仪式在镇江高校园区举行。校党委书记

范明、校长袁寿其等全体校领导及相关部门

负责人、代表约２００人参加了奠基仪式。仪
式由张济建副校长主持。此次奠基标志着

京江校区建设工程进入施工建设阶段。根

据规划，京江校区占地约８１０亩，首期总建
筑面积达２６．９７万平方米，同时预留拟建４
万平方米的科研孵化大楼。

１２月４日　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国家宪
法日。为进一步增强全校师生的宪法意识、

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学校开展了“弘扬宪

法精神，建设法治校园”主题教育活动，引发

上级有关部门和媒体关注。团中央官方微

信进行了专题报道，江苏省教育厅、团省委

官方微博、微信和中新网、凤凰网也分别给

予了报道。

１２月４日　李洪波副校长带领校团委
人员一行前往淮安市，先后与淮安周恩来纪

念地管理局、淮阴区民政局开展共建活动，

将周恩来纪念馆和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陵园

纳入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菁英学校实

践教育基地。当日上午，在周恩来纪念馆会

议室举行了文明共建签约仪式。

１２月５日下午　学校与镇江市京口区
人民政府、华夏麒麟国际投资控股集团签订

“校地企合作创新创业园建设”战略合作

协议。

１２月７—８日　缪子梅副校长带领招
办、教师教育学院有关负责同志走访了江苏

省宜兴中学、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宜兴市

官林中学。宜兴市教育局局长蒋志刚参加

会见。学校８３届校友、宜兴市教育局副局
长柳志贤陪同走访。走访过程中，缪子梅副

校长授予三所学校“江苏大学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基地”铜牌。

１２月７—１３日　２０１４“外研社杯”全国

英语演讲大赛决赛在北京举行。学校计算

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周雅湘同学赢得全

国赛二等奖。

１２月８日　韩国忠南国立大学经管学
院院长文熙哲教授等一行访问学校，并代表

该校与学校签订了友好合作交流协议。与

韩国忠南国立大学一同来访的还有：韩国

全南国立大学、印度理工大学、北美高校技

术经理人协会的相关人员。

１２月８日　韩国群山大学校长罗义均
一行访问我校。校长袁寿其会见了代表团

一行，并与对方举行洽谈。双方在前期合作

备忘录基础上，就推进两校产学合作、留学

生教育和合作办学进行了商讨，并达成广泛

共识。

１２月８—１１日　波兰格但斯克大学副
校长 ＪｏｚｅｆＷｌｏｄａｒｓｋｉ教授、中文系主任乌兰
教授访问学校，副校长陈龙会见了来宾一

行。双方于 １２月 ９日签署合作谅解备忘
录，就推进两校合作进行商讨并达成广泛

共识。

１２月９日　学校艺术学院美术系副教
授郑为人书画作品展在江苏省美术馆举行。

本次展出了《冷月无声照西津》《画梅》等

１０９幅书画艺术作品。
１２月１０日　学校党委在会议中心举

行校院两级党委中心组专题报告会。法学

专家、扬州大学党委书记夏锦文教授应邀来

校做了题为“依法治国的重要里程碑”的辅

导报告。校党委书记范明、校长袁寿其等全

体校领导、全体处级领导干部、教师代表等

共２００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１２月１１日　在省委老干部局组织的

“服务离退休干部精品社区”评比中，学校

荣获“江苏省服务离退休干部精品社区”

称号。

１２月１２日　从团中央获悉，２０１４年全
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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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评选揭晓，江苏大学再获佳绩：学校

荣获“全国先进单位”称号，管理学院“掌上

镇江，国韵传承”实践服务团荣获“全国优

秀团队”称号。

１２月１２—１４日　“江苏省第七届计算
机新科技与计算机教育学术会议”在我校召

开。来自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２０余所高校的 １００多位专家代表参加会
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机制８４级陈文正校友
任会长的第一届安徽校友会理事会。程晓

农副校长和陈文正会长共同为安徽校友会

揭牌。

１２月１３日　２０１４年校友工作会议暨
安徽校友会成立大会在安徽合肥举行。副

校长程晓农，来自全球各地的校友会会长、

秘书长、部分安徽校友参加了会议。

１２月１８日　中心主任、校长袁寿其主
持召开江苏省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建设运行推进会，深度推动“２０１１计
划”建设进程。副校长程晓农，科技处、农工

院及中心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１２月１９日　据《学校要闻》报道：由
江苏省委组织部与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牵头组织的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

层次人才项目，公布了评选结果。学校共获

批２７人，首次实现资助领域覆盖六大行业，
在入选人数与获批总经费方面再创历史新

高，均位居全省第一，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据统计，“十二五”以来，学校“六大人才高

峰”项目获批人数已达６６人。
１２月１９日　据《学校要闻》报道：科

技部正式发布《关于２０１４年度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验收结果的通知》。在参与验收

的３４家工程中心中，依托学校组建的国家
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简称“国家

水泵工程中心”）综合排名列第十位，顺利

通过验收。

１２月１９日　学校召开“江苏大学第二

次国际化工作推进会”。会议全面总结首次

国际化工作推进会以来学校国际化工作取

得的成绩和经验，深入分析国际化在研究型

大学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准确地把握

新形势下国际化工作的任务和使命，通过国

际化工作的内涵丰富和能力提升，为学校向

研究型大学的战略转型助力添翼。

１２月２０日　举行“江苏大学———春兰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技术”战略合作协议签

字仪式。

１２月２０日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战略
规划研究组举办“十三五”高校图书馆发展

规划研讨会。学校图书馆馆长卢章平应邀

参加会议，并做了题为《拓展高校图书馆的

知识服务领域———江苏大学图书馆的探索》

的报告。

１２月２１日　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学联联合主办的大学生

“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主题群众

性课外体育锻炼活动（简称“三走”活动）推

进会在北京交通大学举行。会上，共有 １０
个“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标兵寝室获表

彰，学校 Ｂ区１０栋３２９宿舍名列其中。此
次表彰，江苏省高校仅学校获得“中国大学

生百炼之星”标兵寝室殊荣。同时，学校申

报的“三走”案例《“三招”组合拳促“三走”

活动落到实处》也入选团中央“三走”优秀

案例。

１２月２１日　点赞２０１４＠金山网年终
版聚盛典暨江苏大学与镇报业新媒体战略

合作挂牌仪式在学校举行。副校长缪子梅，

镇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曾文

兵，镇江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

长、总编辑王红卫，学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金丽馥及近千名金山网网友、江大师生代

表参加了揭牌仪式。

１２月２２日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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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幕式上，向首届获得“中国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成果奖”的单位进行

了颁奖。其中由学校袁寿其校长主持的“协

同多元优质资源强化创新与工程实践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的动力工程研究生”获得二等

奖。今年颁发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

会研究生教育成果奖”，是我国首次专门为

研究生教育所设立的国家级奖项，现已明确

其为国家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在获

奖的单位中，仅有三所是地方性大学，大部

分为９８５高校。
１２月２５日　以江苏大学为主要拍摄

场地，并由学校师生本色出演的校园微电影

《背面》首映式在校举行。本片由校党委宣

传部牵头制作，西安电影制片厂刘邑川导演

执导。绝大部分场景均在江大校园取景，大

部分角色均由江大师生担纲，影片时长 ２５
分钟，其原型是以无私大爱感动了千千万万

人的“中国好人”、已故江大教工邵仲义。

影片采用倒叙手法、以多次闪回的方式，讲

述了邵仲义老师勤俭克己却无私资助贫困

生，最终将毕生积蓄及遗体全部捐赠的感人

故事，再现了邵老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在首映式上，副校长缪子梅、李洪波，中国移

动镇江分公司副总经理陈苏闽，微电影《背

面》的编剧张晓平共同启动了 ＬＥＤ触摸球，
宣布微电影《背面》正式公映。

１２月２６日下午　校党委在会议中心
召开三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审定

《江苏大学章程（讨论稿）》。委员们提出了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通过党委委员表

决，一致同意通过章程（讨论稿）。章程起

草工作组将根据会议意见进一步完善后，形

成《江苏大学章程（送审稿）》，报送省教育

厅核准。

１２月２６日　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
任、党组副书记张卫国来学校视察调研工

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吕

振霖，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曹远剑，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张庆

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凌苏，镇江市副市

长曹丽虹等一同调研。

１２月２６日　江苏大学海外高层次人
才引进与造就工作研讨会在校举行。校长

袁寿其，副校长程晓农、陈龙出席会议，人事

处、科技处、研究生院、教务处、国际处等职

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及各学院海外青年高层

次人才代表列席参加，会议由陈龙主持。

１２月２８日　江苏大学镇江校友会青
年分会成立。学校副校长程晓农、李洪波、

江苏科技大学副校长许俊华、镇江团市委书

记贾敬远、校发展办全体人员，以及镇江青

年校友代表参加了成立仪式。

１２月３１日　《学校要闻》报道，中国企
业管理研究会２０１４年学术年会在厦门大学
举行，梅强教授当选为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第六届常务副理事长。

１２月３１日　《学校要闻》报道，江苏省
教育厅公布了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特聘教授”人
员名单。学校医学院陈华标教授、汽车与交

通工程学院孙大志教授和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刘磊研究员等三位教授成功入选，获批

人数位居全省前列。截至目前，学校共有

１４名教授入选“江苏特聘教授”。

（撰稿人：沈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