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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５年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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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５日与美国伊利
诺伊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伊利诺伊大学

合作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４日与泰
国梅州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梅州大学合

作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６日与泰国
梅州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梅州大学合作

交流协议》；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１日与美国内华
达大学里诺校区签署了《江苏大学与内华达

大学里诺校区合作协议》；２０１５年５月４日
与韩国国立济州大学签署了《中国江苏大学

与韩国国立济州大学学术交流协议书》；

２０１５年５月８日与韩国国立济州大学签署
了《中国江苏大学与韩国国立济州大学学生

交换协议书》；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８日与美国爱
达荷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爱达荷大学合

作备忘录》；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８日与美国爱达
荷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爱达荷大学合作

协议》；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６日与美国爱达荷大
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爱达荷大学学术与研

究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０日与美国
德拉瓦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德拉瓦大学

合作协议》；２０１５年７月７日与加拿大劳瑞
尔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劳瑞尔大学合作

协议》；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５日与捷克实验植物
学研究所签署了《江苏大学与实验植物学研

究所学术与研究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５年７月

２８日与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签署了《江苏
大学与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学术合作谅解

备忘录》；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８日与泰国公立大
学之农业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泰国公立

大学之农业大学学术与研究合作谅解备忘

录》；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９日与泰国清迈实验室
签署了《江苏大学与清迈实验室关于能源和

创新领域的中泰联合实验室》；２０１５年１１
月２日与英国斯旺西大学之威尔士斯旺西
国际学院签署了《江苏大学与斯旺西大学之

威尔士斯旺西国际学院谅解备忘录》；２０１５
年１１月１０日与英国利兹大学签署了《江苏
大学与利兹大学联合实验室协议》；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１１日与英国莱斯特大学签署了《江苏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与莱斯特大学化

学院生物技术研究组合作协议》；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１７日与韩国忠南国立大学签署了《江
苏大学与忠南国立大学学生交流谅解备忘

录》；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０日与美国北伊利诺伊
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北伊利诺伊大学谅

解备忘录》；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０日与高雄第一
科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云林科技大学、北

京科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湖南大学、深圳大学签署了《缔结两岸创新

创业大学联盟合作备忘录（９校）》；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２日与澳门城市大学签署了《江苏大
学与澳门城市大学学术交流协议》；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１０日与韩国国立昌原大学签署了《江
苏大学与韩国国立昌原大学学术交流协议

书》；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９日与美国伊利诺伊香
槟分校签署了《江苏大学与伊利诺伊香槟分

校学生交流协议》。

【国际会议】 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共举办了１０
场国际会议，分别是“中美新能源汽车与智

能交通”国际学术论坛、可积系统与非线性

数学物理方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九届江苏

省生物数学年会暨国际生物数学研讨会、

２０１５赛珍珠国际学术研讨会、第２２届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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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德“高效、可靠叶片

泵基础理论及应用”双边学术研讨会、中日

韩医疗保障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三届三江知

识产权国际论坛、中加农业食品与生物制品

优先领域工作交流会、第三届中日韩创新应

用研究教育国际会议暨创新工程设计竞赛，

外籍参会代表合计 ２５１人，来自 ９个国家
（共同体），具体有美国、日本、泰国、印尼、

韩国、俄罗斯、德国、欧盟、加拿大。１．２０１５
年５月１８日，江苏大学与美国韦恩州立大
学共同举办的“中美新能源汽车与智能交

通”国际学术论坛暨“中美新能源汽车与智

能交通系统国际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在学

校举行。论坛上，美国韦恩州立大学、重庆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研究总院、江苏

润和软件公司及学校相关学科研究人员围

绕会议主题分别做了精彩的报告，并与现场

师生互动交流。２．２０１５年６月５日—７日，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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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由中

科院郭柏灵院士发起，南京师范大学田立新

副校长筹划，江苏大学理学院主办。参加本

次研讨会的代表有多位美国教授、多位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优青”获得者，多

位大学校长及来自国内外３０余所高校和研
究机构的６０多位专家学者。本次研讨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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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１５年
６月１３日—１４日，第九届江苏省生物数学
学会年会暨国际生物数学研讨会在学校成

功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江苏省生物数学学

会会议组委会和江苏省生物数学学会主办，

江苏大学理学院承办。美国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东华大

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

等多所高校近 ６０名教师和研究生汇聚镇
江，参加了为期两天的有关“生物数学问题

与研究方法”的学术讨论和交流活动。本次

会议进一步扩大了学校与其他高校的学术

交流，对学校生物数学学科的发展、学生的

成长和提升学校的学术影响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４．２０１５年９月７日，２０１５赛珍珠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学校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

行，１８０余人参加会议。镇江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张洪水与袁寿其校长为江苏大学

国际赛珍珠文献资源中心揭牌。开幕式后，

在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姚君伟教授的主持下进行了专

家报告会。来自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北京

鲁迅博物馆的１１位国内外赛珍珠研究学者
做了精彩的大会交流。９月８日，２１位与会
专家应邀参加了学校图书馆组织的国际赛

珍珠文献资源中心建设研讨会。各位专家

围绕中心资源完整性、国际化、专业化建设

等方面展开讨论，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与建

议，并表示将与江苏大学通力合作，探索学

术成果与文献保藏的新空间、新形式，造福

全世界的赛珍珠研究者。５．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１９日—２２日，第２２届“三国三校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江苏大学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来

自中国、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韩

国等６个国家１０所高校的１１８名代表参加
了这一盛会。作为开幕式系列活动，组委会

还举行了中泰可再生能源联合实验室揭牌

仪式和代表团团长会议。会议主题为“人

口、粮食、能源、环境、高等教育国际化”。会

议期间，各国代表除围绕大会主题开展学术

交流外，还将进行一系列活动，包括多元文

化工作坊、感受中国文化行、才艺表演等丰

富多彩的内容。“三国三校国际学术研讨

会”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专家学者、青年才俊

提供了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升科学研究

水平的良好平台。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１—２６
日，中德“高效、可靠叶片泵基础理论及应

用”双边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大学顺利召开，

这是学校首次获得中德科学中心资助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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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德国、法国和意

大利的３０余名学者代表应邀出席了研讨
会，２７位国内外专家在研讨会做了学术报
告。本次研讨会紧紧围绕高效、可靠泵基础

理论及应用的主题，从理论分析、实验测量

和数值模拟等多个角度，全面展示了近阶段

中德泵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中德双

方专家针对多个前沿领域的科学问题进行

了激烈的讨论，达到了交流学术、激发创新

的目的。此外，会议还讨论了进一步推进中

德泵研究双边合作的议题，拟定了课题合作

层次的学术交流计划。７．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５
日，第三届江苏省公共管理院长论坛暨中日

韩医疗保障改革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会议中

心隆重举行。３０余所高校的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部分国内高校相关学院院长，以及日

本、韩国及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医疗保险

专业校友代表２００余人参加了论坛。论坛
上，欧名豪、金太军、段鑫星等教授就公共管

理学科建设、政府治理、积极信任等主题做

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在中日韩三国医疗保

障改革学术研讨会上，陈宁姗副司长、陈励

阳副厅长、林闽钢教授、周绿林教授，以及来

自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的专家就本国、本

地区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医疗服务体系

建设等专题做学术报告和交流研讨。

８．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由江苏大学、中国知
识产权运营联盟主办的“２０１５年第三届三
江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在江苏镇江召开。来

自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的３００余名
产、学、研、政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专利

运营与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论坛上，ＷＩＰＯ中
国办事处吕国良副主任就“ＷＩＰＯ———实现
知识产权的作用，让创新和创造惠及每一个

人”做主题演讲。本届论坛创设了“专利运

营ＣＥＯ对话”“专利运营与产业竞争力”
“互联网时代下知识产权运营的挑战与机

遇”３个分论坛。与会的产、学、研、政代表

聚焦专利运营的最新理论与重大实践，分享

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成功经验。９．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１３日，为深化中加两国在农业科技创
新领域的务实合作，落实《中加科技创新行

动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重点工作，中国—加
拿大科技合作联委会农业食品与生物制品

优先领域联合工作交流会在江苏大学召开。

双方高度评价了中加农业科技创新领域的

双边合作，并表示将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双方

的合作共识事项。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完

善中加联委会农业领域联合工作组的长效

合作机制，在掌握各子领域动态的基础上，

完成双方的年度工作总结和下一步工作计

划；依托两国的合作计划提出符合两国优

先发展方向且操作性强的合作项目建议书；

加强双向人才交流，特别是开展一线科研人

员、企业间的中长期交流、联合研究活动。

双方还就２０１６年合作设想、农业科技领域
前沿技术等交换了意见，会议取得了显著实

效，对推动中加农业食品与生物制品的务实

合作具有深远意义。１０．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２０
日—２２日，第三届中日韩创新应用研究教
育国际会议暨创新工程设计竞赛在我校成

功举办。共有来自日本的４所高校、来自韩
国的８所高校和国内１３所高校共计２５所
高校参加了本次会议和竞赛。大会共收到

学术论文３７篇、学生创新作品６８件，参赛
师生达到２６０余人，规模创历届新高。经过
ＰＰＴ汇报、现场演示、专家问辩等环节，最终
评选出金奖 ８项、银奖 １６项、铜奖 ２４项。
我校学子在 ＣＥＤＣ２０１５中展现了杰出的创
新能力和优秀的团队协作精神，一举获得了

金奖２项、银奖 １项和铜奖 ３项。借此次
ＩＣＩＡＲＥ与 ＣＥＤＣ２０１５项目开展的契机，江
苏大学工业中心、日本山口大学创新中心及

韩国群山大学创新中心初步达成一致，拟定

在明年签署协议，建立中日韩联合工业创新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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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接待】 ２０１５年接待来自美国、英国、
加拿大、德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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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等国家和中

国台湾、香港、澳门的专家学者 １５４批次，
４２８人次。其中包括欧盟代表团、美国密西
西比州立大学代表团、古巴高教部国际司司

长代表团等。

【外专工作】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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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名外籍教师；获得国家外国专家局文教
类“高端外国专家项目”４项，国家外国专家
局“２０１５年度教科文卫重点引智项目”
２项。
【出国（境）工作】 ２０１５年派出短期因公出
国（境）团组１６５个，共计２８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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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意大利、瑞典、澳大利

亚等国家和中国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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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０日与高雄
第一科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云林科技大

学、北京科技大学共同签署了《两岸创新创

业大学联盟合作备忘录》；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２日与澳门城市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澳
门城市大学合作交流协议》。２０１５年 １月
２日，派出土力学院周烨欣老师赴香港科技
交流，为期３个月；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３日，派出
医学院倪斌老师赴台湾地区留学进修，为期

９个月；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３日，派出机械学院任
旭东副院长赴香港地区留学进修，为期一

年；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７日，派出机械学院周建
忠书记等３人赴台湾地区参加国际会议，为
期７天；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６日，派出施卫东副
校长赴香港地区参加培训，为期 １０天；

２０１５年５月７日，派出陈龙副校长等４人赴
台湾地区参加国际会议，为期４天；２０１５年
６月２日，派出计算机学院詹永照院长赴台
湾地区参加国际会议，为期 ５天；２０１５年
６月４日，派出学工处谭成副处长赴台湾地
区访问，为期６天；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３日，派出
图书馆沙振江赴台湾地区参加国际会议，为

期７天；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２日，派出化工学院
沈小平等３人赴香港地区参加国际会议，为
期７天；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２日，派出能动学院
王谦院长等 １４人赴台湾地区参加国际会
议，为期７天；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９日，派出管理
学院周以林老师带学生赴台湾地区交流，为

期１３天；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２日，派出管理学院
贡文伟老师带学生赴台湾地区交流，为期

１４天；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０日，派出能动学院刘
杨先老师赴香港地区留学进修，为期一年；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１日，派出机械学院许桢英老
师赴台湾地区参加国际会议，为期 ９天；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８日，派出理学院王俊老师赴
台湾地区短期合作交流，为期３个月；２０１５
年１１月１日，派出食品学院闫景坤老师赴
香港地区留学进修，为期一年；２０１５年 １１
月３日，派出机械学院陈明阳老师赴香港地
区参加国际会议，为期５天；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４日，派出国际处任晓霏副处长赴澳门地区
参加国际会议，为期６天；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１
日，派出环安学院雍阳春老师赴台湾地区参

加国际会议，为期 ４天；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１６
日，派出机械学院任乃飞院长等３人赴香港
地区和新加坡进行人才招聘，为期 ８天；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１９日，派出宋余庆副校长等
２人赴台湾地区参加校庆及教育研讨，为期
２天；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日，派出理学院孙梅副
院长等３人赴香港地区参加国际会议，为期
６天。

（撰稿人：皮香格　核稿人：黄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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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短期公派出国（境）情况
序号 姓名 部门／单位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１ 乔冠军 材料学院 会议 尼泊尔 ２０１５．０１．１１—２０１５．０１．１７

２ 刘桂武 材料学院 会议 尼泊尔 ２０１５．０１．１１—２０１５．０１．１７

３ 李洪波 江苏大学 培训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１．１１—２０１５．０１．２５

４ 施爱平 农装院 科技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２０１５．０２．２８

５ 徐立章 农装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２０１６．１．３０

６ 陈志刚 京江学院 科技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２０１５．０２．１４

７ 贾卫东 农装院 科技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２０１５．０２．１４

８ 胡永光 农装院 科技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２．０８—２０１５．０２．１５

９ 韩同伟 土力学院 留学进修 英国 ２０１５．０２．１０—２０１６．０２．１０

１０ 王贵成 机械学院 科技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２．１５—２０１５．０３．０１

１１ 邹小波 研究生院 科技 英国 ２０１５．０２．２０—２０１５．０５．２０

１２ 谢桂华 土力学院 留学进修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５．０２．２４—２０１５．０５．２４

１３ 杨利霞 计算机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２．２８—２０１６．０２．２７

１４ 杨利霞 计算机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２．２８—２０１６．０２．２７

１５ 杨　娟 材料学院 国际会议 西班牙 ２０１５．０３．０８—２０１５．０３．１５

１６ 张启华 流体中心 留学进修 荷兰 ２０１５．０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３．０８

１７ 李文超 财经学院 国际会议 阿联酋（迪拜） ２０１５．０３．２７—２０１５．０４．０１

１８ 赵喜仓 国资处 国际会议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２０１５．０４．０５

１９ 查寄芬 财经学院 国际会议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２０１５．０４．０５

２０ 李芳林 财经学院 国际会议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２０１５．０４．０５

２１ 许　刚 理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２０１５．０６．３０

２２ 范　明 江苏大学 洽谈合作 加拿大、古巴 ２０１５．０４．２２—２０１５．０４．３０

２３ 孔玉生 财经学院 洽谈合作 加拿大、古巴 ２０１５．０４．２２—２０１５．０４．３０

２４ 董德福 马克思学院 洽谈合作 加拿大、古巴 ２０１５．０４．２２—２０１５．０４．３０

２５ 李仲兴 国际处 洽谈合作 加拿大、古巴 ２０１５．０４．２２—２０１５．０４．３０

２６ 杜建国 管理学院 科技交流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４．２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６

２７ 程发新 管理学院 科技交流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４．２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６

２８ 江心英 管理学院 科技交流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４．２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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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部门／单位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２９ 龙兴乐 知识产权中心 科技交流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４．２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６

３０ 金　帅 管理学院 科技交流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４．２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６

３１ 赵喜仓 国资处 留学进修 法国 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２０１５．０８．０１

３２ 李国昊 管理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５．０１—２０１６．０４．３０

３３ 陈　谦 医学院 留学进修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０５．１０—２０１５．０８．１０

３４ 金　华 计算机学院 留学进修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０５．１９—２０１５．０８．１９

３５ 吴　鹏 外国语学院 国际会议 荷兰王国 ２０１５．０５．２０—２０１５．０５．２７

３６ 叶丽华 汽车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５．２０—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３７ 薛兆历 化工学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５．２４—２０１５．０５．２８

３８ 刘金兴 土力学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５．２４—２０１５．０５．３１

３９ 高　静 海外教育学院 教育展览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５．２４—２０１５．０５．３１

４０ 骆　英 土力学院 合作科研、洽谈合作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５．２４—２０１５．０６．０７

４１ 朱建国 土力学院 合作科研、洽谈合作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５．２４—２０１５．０６．０７

４２ 陆春华 土力学院 合作科研、洽谈合作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５．２４—２０１５．０６．０７

４３ 王保田 外国语学院 教育交流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５．２５—２０１５．０５．２９

４４ 夏建如 外国语学院 教育交流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５．２５—２０１５．０５．２９

４５ 施爱平 农装院 国际会议 俄罗斯 ２０１５．０５．２５—２０１５．０５．３０

４６ 陈志刚 京江学院 国际会议 俄罗斯 ２０１５．０５．２５—２０１５．０５．３０

４７ 魏新华 农装院 国际会议 俄罗斯 ２０１５．０５．２５—２０１５．０５．３０

４８ 贾卫东 农装院 国际会议 俄罗斯 ２０１５．０５．２５—２０１５．０５．３０

４９ 付为国 农装院 国际会议 俄罗斯 ２０１５．０５．２５—２０１５．０５．３０

５０ 路正南 京江学院 洽谈合作办学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５．２６—２０１５．０５．３０

５１ 陈卫平 京江学院 洽谈合作办学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５．２６—２０１５．０５．３０

５２ 王绍娟 京江学院 洽谈合作办学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５．２６—２０１５．０５．３０

５３ 孙　国 京江学院 洽谈合作办学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５．２６—２０１５．０５．３０

５４ 陈德玉 附属医院 培训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６．０２—２０１５．０６．１２

５５ 张红印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 意大利 ２０１５．０６．０６—２０１５．０６．１６

５６ 王　云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 意大利 ２０１５．０６．０６—２０１５．０６．１６

５７ 屠志刚 生科院
国际会议和

交流合作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６．０６—２０１５．０６．２０

５８ 李正明 电气学院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０６．０７—２０１５．０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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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部门／单位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５９ 潘天红 电气学院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０６．０７—２０１５．０６．１５

６０ 陈全胜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０６．１３—２０１５．０６．２０

６１ 程　宇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０６．１３—２０１５．０６．２０

６２ 黄星奕 食品学院 科技交流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０６．１５—２０１５．０６．２１

６３ 成科扬 计算机学院 留学进修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０６．２０—２０１５．０９．２０

６４ 袁　润 图书馆 培训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６．２２—２０１５．０７．２０

６５ 徐小阳 财经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６．２３—２０１５．１２．２２

６６ 袁寿其 江苏大学 校际访问 波兰、捷克 ２０１５．０６．２５—２０１５．０７．０２

６７ 李仲兴 国际处 校际访问 波兰、捷克 ２０１５．０６．２５—２０１５．０７．０２

６８ 吴向阳 环境学院 校际访问 波兰、捷克 ２０１５．０６．２５—２０１５．０７．０２

６９ 邹小波 研究生院 校际访问 波兰、捷克 ２０１５．０６．２５—２０１５．０７．０２

７０ 徐紫巍 材料学院 国际会议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６．２８—２０１５．０７．０３

７１ 陈兵海 附属医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６．３０—２０１５．０９．２９

７２ 王　政 生科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６．３０—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７３ 徐　东 材料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６．３０—２０１６．０６．２９

７４ 丁丹平 理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２０１５．０９．２８

７５ 陈文霞 理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２０１５．０９．２８

７６ 傅　敏 理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２０１５．０９．２８

７７ 张平正 理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２０１５．０９．２８

７８ 聂文惠 计算机学院 留学进修 英国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２０１５．０９．３０

７９ 刘　哲 计算机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８０ 赵秀丽 管理学院 留学进修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２０１６．１０．０１

８１ 谭小力 生科院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０７．０３—２０１５．０７．１１

８２ 朱乃平 财经学院 留学进修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０７．０３—２０１５．１０．０３

８３ 何秀华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０５—２０１５．０７．１０

８４ 彭琬昕 医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０５———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８５ 李康吉 电气学院 国际会议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７．０６—２０１５．０７．１２

８６ 崔恒林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１０—２０１５．０７．２４

８７ 董　英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１０—２０１５．０７．２４

８８ 徐　斌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１０—２０１５．０７．２４

８９ 毛罕平 农装院 国际会议 以色列 ２０１５．０７．１１—２０１５．０７．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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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部门／单位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９０ 左志宇 农装院 国际会议 以色列 ２０１５．０７．１１—２０１５．０７．１７

９１ 王军锋 科技处 学术访问 英国 ２０１５．０７．１１—２０１５．０７．２５

９２ 王树林 机械学院 科技交流 德国、丹麦 ２０１５．０７．１２—２０１５．０７．２６

９３ 邓晓燕 理学院 留学进修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０７．１２—２０１５．１０．１２

９４ 叶云霞 机械学院 留学进修 英国 ２０１５．０７．１５—２０１６．０７．１４

９５ 朱建国 土力学院 科技交流 英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０—２０１５．０８．１５

９６ 周建再 财经学院 合作科研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０—２０１５．０８．１９

９７ 康　灿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５—２０１５．０７．３１

９８ 张德胜 流体中心 国际会议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５—２０１５．０８．０１

９９ 司乔瑞 流体中心 国际会议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５—２０１５．０８．０１

１００ 周　岭 流体中心 国际会议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５—２０１５．０８．０１

１０１ 骆　寅 流体中心 国际会议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５—２０１５．０８．０１

１０２ 詹天明 计算机学院 国际会议 意大利 ２０１５．０７．２５—２０１５．０８．０２

１０３ 胡建平 农装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５—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１０４ 尹建军 农装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５—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１０５ 唐　忠 农装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５—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１０６ 韩绿化 农装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５—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１０７ 沈　跃 电气学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６—２０１５．０７．３１

１０８ 陈汇龙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６—２０１５．０７．３１

１０９ 赵斌娟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６—２０１５．０７．３１

１１０ 李　红 科技处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６—２０１５．０８．０１

１１１ 周　俊 食品学院 合作科研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７．２６—２０１５．０８．２７

１１２ 杨敏官 能动学院 学术访问 瑞典、荷兰 ２０１５．０８．０１—２０１５．０８．０８

１１３ 高　波 能动学院 学术访问 瑞典、荷兰 ２０１５．０８．０１—２０１５．０８．０８

１１４ 王良君 计算机学院 留学进修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０８．０１—２０１５．１０．２９

１１５ 杜道林 环安学院 国际会议 捷克 ２０１５．０８．０２—２０１５．０８．０９

１１６ 乔冠军 材料学院 国际会议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２０１５．０８．１１

１１７ 刘桂武 材料学院 国际会议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２０１５．０８．１１

１１８ 吴向阳 环安学院 国际会议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２０１５．０８．１１

１１９ 吴智仁 环安学院 国际会议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２０１５．０８．１１

１２０ 张　波 环安学院 国际会议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２０１５．０８．１１



��T�O

５１１　　

续表

序号 姓名 部门／单位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１２１ 付　强 流体中心 留学进修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５．０８．０５—２０１６．０５．０４

１２２ 朱　轶 计算机学院 国际教学合作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８．１５—２０１５．０８．２９

１２３ 潘天红 电气学院 国际教学合作 韩国 ２０１５．０８．１５—２０１５．０８．２９

１２４ 高　静 海外教育学院 培训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５．０８．１５—２０１５．０８．３１

１２５ 孙丽琴 汽车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８．１５—２０１６．０２．１４

１２６ 耿国庆 汽车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８．１５—２０１６．０２．１４

１２７ 王　蓓 理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８．２０—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１２８ 孙　梅 理学院 国际会议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８．２１—２０１５．０８．２５

１２９ 范兴华 理学院 国际会议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８．２１—２０１５．０８．２５

１３０ 陈盛霞 医学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１３１ 吴　亮 医学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１３２ 宋　娟 材料学院 国际会议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２０１５．０９．０５

１３３ 王晓英 能动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８．３１—２０１６．０２．２９

１３４ 侯永涛 机械学院 留学进修 德国 ２０１５．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２．２９

１３５ 张慧卿 马克思学院 留学进修 英国 ２０１５．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８．３１

１３６ 杨敏官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９．０６—２０１５．０９．１１

１３７ 高　波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９．０６—２０１５．０９．１１

１３８ 贾卫东 农装院 国际会议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９．０６—２０１５．０９．１１

１３９ 许化溪 江苏大学 合作洽谈 新加坡、澳大利亚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５．０９．１７

１４０ 马志强 人事处 合作洽谈 新加坡、澳大利亚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５．０９．１７

１４１ 王　谦 能动学院 合作洽谈 新加坡、澳大利亚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５．０９．１７

１４２ 封　云 国际处 合作洽谈 新加坡、澳大利亚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５．０９．１７

１４３ 许化溪 江苏大学 合作洽谈 澳大利亚、新西兰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５．０９．２０

１４４ 马志强 人事处 合作洽谈 澳大利亚、新西兰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５．０９．２０

１４５ 王　谦 能动学院 合作洽谈 澳大利亚、新西兰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５．０９．２０

１４６ 封　云 国际处 合作洽谈 澳大利亚、新西兰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５．０９．２０

１４７ 王　志 机械学院 留学进修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５．０９．１５—２０１６．０３．１４

１４８ 李　红 科技处 学术访问 法国、丹麦 ２０１５．０９．１６—２０１５．０９．２５

１４９ 吴继英 财经学院 留学进修 英国 ２０１５．０９．２０—２０１６．０９．１９

１５０ 刘杨先 能动学院 留学进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０９．２０—２０１６．０９．１９

１５１ 万雪梅 外国语学院 国际会议 韩国 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２０１５．１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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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部门／单位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１５２ 吴庆宏 外国语学院 留学进修 英国 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２０１６．０３．３１

１５３ 冯瑞贞 外国语学院 留学进修 英国 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２０１６．０３．３１

１５４ 仪爱松 外国语学院 留学进修 英国 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２０１６．０３．３１

１５５ 左志宇 农装院 留学进修 丹麦 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２０１６．０３．３１

１５６ 王　权 机械学院 国际会议 土耳其 ２０１５．１０．０６—２０１５．１０．１０

１５７ 梅　强 江苏大学 洽谈合作 日本、韩国 ２０１５．１０．０８—２０１５．１０．１５

１５８ 路正南 京江学院 洽谈合作 日本、韩国 ２０１５．１０．０８—２０１５．１０．１５

１５９ 刘国海 电气学院 洽谈合作 日本、韩国 ２０１５．１０．０８—２０１５．１０．１５

１６０ 黄　婷 国际处 洽谈合作 日本、韩国 ２０１５．１０．０８—２０１５．１０．１５

１６１ 杨顺华 财经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１０．０８—２０１５．１０．１５

１６２ 陆　勇 汽车摩托车研究所

有限公司
工厂检查 意大利 ２０１５．１０．１３—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１６３ 李文超 汽车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１０．１３—２０１６．０４．１２

１６４ 林　颢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１０．１６—２０１５．１０．２２

１６５ 赵文祥 电气学院 国际会议 泰国 ２０１５．１０．２４—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１６６ 施　凯 电气学院 国际会议 泰国 ２０１５．１０．２４—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１６７ 杜　怿 电气学院 国际会议 泰国 ２０１５．１０．２４—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１６８ 马海乐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１０．２４—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１６９ 何荣海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１０．２４—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１７０ 任晓锋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１０．２４—２０１５．１０．３０

１７１ 徐希明 药学院 人才招聘 美国、英国 ２０１５．１０．２５—２０１５．１１．０１

１７２ 陈克平 药学院 人才招聘 美国、英国 ２０１５．１０．２５—２０１５．１１．０１

１７３ 张德胜 药学院 人才招聘 美国、英国 ２０１５．１０．２５—２０１５．１１．０１

１７４ 朱　晏 药学院 人才招聘 美国、英国 ２０１５．１０．２５—２０１５．１１．０１

１７５ 熊书明 计算机学院 留学进修 英国 ２０１５．１０．２８—２０１６．０７．２８

１７６ 赵德安 电气学院 国际会议 德国 ２０１５．１１．０８—２０１５．１１．１４

１７７ 朱伟兴 电气学院 国际会议 德国 ２０１５．１１．０８—２０１５．１１．１４

１７８ 刘星桥 电气学院 国际会议 德国 ２０１５．１１．０８—２０１５．１１．１４

１７９ 朱兴业 流体中心 国际会议 美国 ２０１５．１１．０８—２０１５．１１．１４

１８０ 袁寿其 江苏大学 国际会议 英国 ２０１５．１１．０９—２０１５．１１．１３

１８１ 邹小波 研究生院 国际会议 英国 ２０１５．１１．０９—２０１５．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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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部门／单位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１８２ 李松军 材料学院 科技交流 英国 ２０１５．１１．０９—２０１５．１１．１４

１８３ 任旭东 机械学院 科技交流 英国 ２０１５．１１．０９—２０１５．１１．１４

１８４ 苏文佳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比利时 ２０１５．１１．１３—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１８５ 陈全胜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 马来西亚 ２０１５．１１．１５—２０１５．１１．１９

１８６ 杜道林 环安学院 访问交流 日本 ２０１５．１１．１５—２０１５．１１．１９

１８７ 王启唐
汽车摩托车研究所

有限公司
工厂检查 美国 ２０１５．１１．１５—２０１５．１１．２９

１８８ 缪子梅 江苏大学 洽谈合作 南苏丹、赞比亚 ２０１５．１１．２３—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１８９ 徐希明 药学院 洽谈合作 南苏丹、赞比亚 ２０１５．１１．２３—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１９０ 毛罕平 农装院 洽谈合作 南苏丹、赞比亚 ２０１５．１１．２３—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１９１ 丁金彦 海外教育学院 洽谈合作 南苏丹、赞比亚 ２０１５．１１．２３—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１９２ 代宝珍 管理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２０１６．０８．３０

１９３ 唐　恒 知识产权中心 国际会议 韩国 ２０１５．１２．０２—２０１５．１２．０７

１９４ 龙兴乐 知识产权中心 国际会议 韩国 ２０１５．１２．０２—２０１５．１２．０７

１９５ 袁建平 流体中心 国际会议 瑞士 ２０１５．１２．０５—２０１５．１２．１１

１９６ 潘中永 流体中心 国际会议 瑞士 ２０１５．１２．０５—２０１５．１２．１１

１９７ 裴　吉 流体中心 国际会议 瑞士 ２０１５．１２．０５—２０１５．１２．１１

１９８ 王丽敏 海外教育学院 培训 德国 ２０１５．１２．０６—２０１５．１２．２０

１９９ 马海乐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 新加坡 ２０１５．１２．０８—２０１５．１２．１２

２００ 周存山 食品学院 国际会议 新加坡 ２０１５．１２．０８—２０１５．１２．１２

２０１ 王亚伟 理学院 国际会议 新加坡 ２０１５．１２．１０—２０１５．１２．１４

２０２ 季　颖 理学院 国际会议 新加坡 ２０１５．１２．１０—２０１５．１２．１４

２０３ 吕翠红 理学院 国际会议 新加坡 ２０１５．１２．１０—２０１５．１２．１４

２０４ 徐婉珍 环安学院 留学进修 德国 ２０１５．１２．１０—２０１６．０９．０９

２０５ 白　雪 电气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１２．１５—２０１６．０３．１５

２０６ 王　
#

化工学院 留学进修 新加坡 ２０１５．１２．１５—２０１６．０６．１４

２０７ 徐小阳 财经学院 留学进修 美国 ２０１５．１２．２３—２０１６．０６．２２

２０８ 戴晓晖 化工学院 留学进修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２０１６．１２．３０

（撰稿人：皮香格　核稿人：黄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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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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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０２．２４—２０１６．０１．３１

２ ＭａｒｃｕｓＥｄｗａｒｄＦｉｔｚｓｉｍｏｎｓ 马库斯 爱尔兰 ２０１４．０２．２４—２０１５．０１．３１

３ ＭａｕｒｉｃｅＴｏｕｉｌｉ 莫里斯 美国 ２０１４．０２．２４—２０１６．０１．３１

４ ＶａｌｅｒｉｅＥｌｌｅｎＢｌｕｍ 薇乐莉 美国 ２０１３．０９．０１—２０１５．０７．２０

５ Ｋｕｒｔ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ｏｅｓｔｅｒ 克里斯多夫 美国 ２０１４．０２．２４—２０１６．０１．３１

６ ＳｈａｕｎＬｅｓｌｉｅＭｉｌｌｅｒ 肖恩 南非 ２０１３．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７ ＨｉｒｏｍｉＳａｓａｋｉ 佐佐木 日本 ２０１３．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８ Ｍｉｋａ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 松本美佳 日本 ２０１３．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９ ＪａｓｏｎＰａｕｌＭｏｗｂｒａｙ 杰森 英国 ２０１３．０９．０１—２０１５．０７．２０

１０ Ｄａｉｓｕｋｅ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 松本大辅 日本 ２０１３．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１１ ＴｒａｖｉｓＪａｂｅｚＤｅａｎ 催维斯·迪恩 美国 ２０１４．０２．２４—２０１５．０１．３１

１２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ＥｒｉｃＧｅｏｒｇｅＦａｂｒｅ 史密森 英国 ２０１３．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７．１５

１３ ＶｉｋｔｏｒＣａｒｒｏｌｌＰｒａｔｅｒ 维克多 美国 ２０１４．０２．２４—２０１６．０１．３１

１４ ＴｉｍｏｔｈｙＪｏｈｎＳｔｒｉｎｇｅｒ 提姆 英国 ２０１３．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１５ ＳｕｚａｎｎｅＷａｌｔｅｒｓＱｕａｎ 苏珊娜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４．０２．２４—２０１６．０１．３１

１６ ＰａｙａｍＡｌａｍｂｅｉｇｉ 帕亚姆 伊朗 ２０１４．０２．２４—２０１６．０１．３１

１７ ＭａｒｋＲｉｔｃｈｉｅＣｅｌｃｉｕｓＣｕｅｎｔｏＪｕａｃｈｏｎ 马克 菲律宾 ２０１３．１０．０８—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１８ ＥｓｍａｒｉＶａｎＴｏｎｄｅｒ 通德 南非 ２０１４．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１９ ＵｎｏＫｏｊｉ 宇野浩司 日本 ２０１４．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２０ ＪｏｅＰｈｅｔｖｉｌａｉＨｏｍｓｏｍｂａｔｈ 乔伊 美国 ２０１４．０９．０１—２０１５．０７．２０

２１ ＲａｌｐｈＢＳｈｉｎｅ 拉尔夫 美国 ２０１４．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２２ ＣｌａｒａＬｏｒｒａｉｎｅＭａｉｒＢｒｉｄｇｅ 克莱拉 英国 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２０１６．０１．３１

２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ＪａｍｅｓＤｏｒｍａｎ 多曼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２０１６．０１．３１

２４ ＥｍｍａＡｃｋｒｏｙｄ 爱玛 英国 ２０１５．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２５ ＫｅｖｉｎＡｒｔｈｕｒＭａｃｃｏｍｉｓｈ 凯文 加拿大 ２０１５．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２６ 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ｒｉｃＢａａｈ 查尔斯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２７ ＭａｓａｍｉＦｕｋｉｔｏ 吹户 日本 ２０１５．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２８ Ｄａｖｉｄ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Ａｌｌａｂａｎｄ 大卫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２９ ＰｅｔｅｒＫａｕｆｆｎｅｒ 皮特 美国 ２０１５．０９．０１—２０１６．０１．３１

（撰稿人：章　敏　核稿人：黄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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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短期外国专家来校讲学、访问情况
序号 姓名／名称 国家／地区 来访目的 起止时间 备注

１ ＫＡＮＧ，ＨＹＥＫＥＵＮ 韩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１．２１—２０１５．０１．２３ 团

２ ＣｈｏｉＹＯＯＮＪＵＮＧ 韩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１．２１—２０１５．０１．２３

３ ＫＩＭＹＯＵＮＧＷＨＡ 韩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１．２１—２０１５．０１．２３

４ ＷＵＣＨＡＯ 中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１．２１—２０１５．０１．２３

５ ＦｕｈＧｗｏＹｕａｎ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１．１７—２０１５．０１．２７

６ 植田浩史 日本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２ 团

７ 三
(

恒平 日本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２

８ 李茂贞 中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４

９ 陈增涛 加拿大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３．２５—２０１５．０３．２６

１０ 江钟伟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３．２２—２０１５．０３．２４ 团

１１ ＴａｅｊｉｎＣｈｕｎｇ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３．２２—２０１５．０３．２４

１２ ＴａｅＨｙｕｎＢＡＥＫ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３．２２—２０１５．０３．２４

１３ 冈本敏雄 日本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３．１８

１４ ＦｕｈＧｗｏＹｕａｎ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３．９—２０１５．０３．１６

１５ ＫａｔｅＡｋｙｕｚ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３．０８—２０１５．０４．０８

１６ 汪上晓 中国台湾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３．０５ 团

１７ 姚远 中国台湾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３．０５

１８ ＩｒｅｎｅＣａｌｌｉａｒｉ 意大利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２０１５．０３．０７ 团

１９ ＧｉｏｒｇｉｏＰａｖｅｓｉ 意大利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２０１５．０３．０７

２０ ＭａｒｋＯｕｅｌｌｅｔｔｅ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３．０８—２０１５．０４．０８

２１ 蔡源互 韩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４．１９—２０１５．０４．２３ 团

２２ 安相伦 韩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４．１９—２０１５．０４．２３

２３ ＳｈｉｎＷａｎｓｏｏ 韩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４．１９—２０１５．０４．２３

２４ ＷｏｎＣｈｏｏｎｇｕｎ 韩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４．１９—２０１５．０４．２３

２５ Ｇａｒｙ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英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４．１８

２６ 阵山鹏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４．０７—２０１５．０４．０８ 团

２７ 王庆华 中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４．０７—２０１５．０４．０８

２８ 杨震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４．０７

２９ 董明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４．２９—２０１５．０５．０４

３０ ＨａｓｓａｎＡｓｈｋｔｏｒａｂ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４．２６—２０１５．０４．３０

３１ 杜岚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４．２８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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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名称 国家／地区 来访目的 起止时间 备注

３２ 刘冠峰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４．２８

３３ 潘胜 印度 友好访问 ２０１５．０４．２８ 团

３４ Ｔｏｎｙ 印度 友好访问 ２０１５．０４．２８

３５ ＲａｆｆａｅｌｌｏＣａｓｔｏｒｉａ 意大利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２０１５．０５．０２

３６ 刘师琦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２１—２０１５．０５．２２ 团

３７ ＬＩＵＲＥＮＹＯ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２１—２０１５．０５．２２

３８ ＨＳＵＦＲＡＮＫＣＨＩＨＩ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２１—２０１５．０５．２２

３９ ＨＳＵＬＥＳＬＩＥＩ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２１—２０１５．０５．２２

４０ ＪｏｓｅｐｈＬｕｎｅｃ 英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２１—２０１５．０５．２６

４１ 阿西姆·比西瓦斯 加拿大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２０—２０１５．０５．２１

４２ 古政荣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１７—２０１５．０５．２０ 团

４３ 王晓敏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１７—２０１５．０５．２０

４４ Ｔａｍ，ＪｉｍｍｙＰｉｎｇＫｗａｎ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１８—２０１５．０５．２１ 团

４５ Ｔａｍ，ＳｙｌｖａｉｎｅＳｅＭａｎ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１８—２０１５．０５．２１

４６ ＨｓｉａｏＨｗａＣｈｅｎ 中国台湾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１８—２０１５．０５．２２

４７ 陈志坚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１７—２０１５．０５．２３

４８ 郭木星 比利时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１４—２０１５．０５．１５

４９ 林资雄 中国台湾 友好访问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５０ 龚伟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１０—２０１５．０５．１２

５１ ＨｅｉｎｚＷｉｌｈｅｉｍＳｉｅｓｌｅｒ 德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１０—２０１５．０５．１２ 团

５２ 袁洪福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１０—２０１５．０５．１２

５３ 刘慧颖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１０—２０１５．０５．１２

５４ ＬｕＺｈｏｕ 中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５．０９—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团

５５ 卢翔 中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５．０９—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５６ 杨卫东 中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５．０９—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５７ 侯天恒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５．０７—２０１５．０５．０８ 团

５８ ＴＳＯＮＥＩＮＣＨＩＮＧ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５．０７—２０１５．０５．０８

５９ ＨＯＵＳＨＡＲＯＮＳＨＩＮＪＩＵＡＮ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５．０７—２０１５．０５．０８

６０ 永井和 日本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０６—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团

６１ 永井麻里 日本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０６—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６２ 朱伟东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０３—２０１５．０５．０６

６３ 赵玉津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２０１５．０６．０４

６４ 王希坤 新加坡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６．０７—２０１５．０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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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名称 国家／地区 来访目的 起止时间 备注

６５ ＳｉｖａＰａｒａｍｅｓｗａｒａｎ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１５—２０１５．０６．２０

６６ ＭａｒｋＢｅｎｄｅｒ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６．０８—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团

６７ 田北元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６．０８—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６８ 程鹏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６．０８—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６９ 肖莉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６．０６—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７０ 鶨岛岳夫 日本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２０１５．０６．０５ 团

７１ 范秦寅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２０１５．０６．０５

７２ 高木洋平 日本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２０１５．０６．０５

７３ ＴｈｉｅｒｒｙＰＥＮＡＲＤ 法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２８—２０１５．０６．０８ 团

７４ ＴｈｏｍａｓＬＥＴＥＸＩＥＲ 法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２８—２０１５．０６．０８

７５ 袁福国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２３—２０１５．０５．２７

７６ ＪｅｎｎＴｅｒｎｇＧａｕ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５．２７—２０１５．０５．２９

７７ ＨｅｎｎｉｎｇＢｏｃｋｈｏｒｎ 德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２４—２０１５．０５．２７ 团

７８ 张飞驰 中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５．２４—２０１５．０５．２７

７９ 叶晓非 美国 讲座、课题交流 ２０１５．０７．０７—２０１５．０７．１２

８０ ＡｍｉｒＫｈａｊｅｐｏｕｒ 加拿大 报告、交流 ２０１５．０７．１４—２０１５．０７．１５

８１ ＫＥＮＧＲＡＮＴ 英国、加拿大 报告、讲课 ２０１５．０６．３０—２０１５．０７．０４

８２ 李飞飞 中国 报告 ２０１５．０７．０２—２０１５．０７．０５

８３ 林峰 美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６．２５—２０１５．０６．２６

８４ 郑东生 澳大利亚 授课、讲座 ２０１５．０６．１５—２０１５．０６．２５

８５ 近藤直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６．２４—２０１５．０６．２５

８６ 梁俊峰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６．２４—２０１５．０６．２６

８７ ＭＡＵＲＯＰＯＺＺＡＮＡ 意大利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５．０６．２５ 团

８８ 杨 中国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５．０６．２５

８９ 杨晓翠 中国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５．０６．２５

９０ 史永成 美国 授课、讲座 ２０１５．０５．２５—２０１５．０７．０５ 团

９１ ＬＥＩＧＯＮＧ 美国 授课、讲座 ２０１５．０５．２５—２０１５．０７．０５

９２ ＧＡＲＹＳＨＩ 美国 授课、讲座 ２０１５．０５．２５—２０１５．０７．０５

９３ ＣｈｒｉｓＥＢｒｅｎｎｅｎ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８．０１—２０１５．０８．０５

９４ ＪａｍｅｓＹａｎｇ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２０１５．０８．０５

９５ 安立南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８．１０—２０１５．０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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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名称 国家／地区 来访目的 起止时间 备注

９６ 袁福国 美国 合作科研 ２０１５．０７．１３—２０１５．０７．１８

９７ 赵玉津 美国 合作科研 ２０１５．０８．１０—２０１５．０８．１５

９８ 森际康友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９．２２—２０１５．０９．２３

９９ 江钟伟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９．２０—２０１５．０９．２３ 团

１００ 袁福国 美国 合作科研 ２０１５．０９．１８—２０１５．０９．２２

１０１ ＦｕｌａｉＬｉｕ 中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９．２３

１０２ ＹｏｕｎｇＳｅｏｋＣｈｏｉ 韩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１０．１６—２０１５．１０．１７

１０３ ＧｅｒａｒｄＢＯＩＳ 法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０９．１６—２０１５．１１．１５

１０４ ＹｉｕＷｉｎｇＭａｉ 澳大利亚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０９．２３

１０５ ＭａｔｔｅｏＴｏｎｅｚｚｅｒ 意大利 报告、教学 ２０１５．１０．０１—２０１５．１１．１０

１０６ ＬａｎＰａｃｋ 英国 合作洽谈 ２０１５．１０．１９

１０７ 赵丹 新加坡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１０．１０—２０１５．１０．１１

１０８ ＦｒａｎｃｏＭａｇａｇｎａｔｏ 德国 授课、交流 ２０１５．１０．１１—２０１５．１１．１０

１０９ ＦｒａｎｓＨｅｎｄｒｉｋｖａｎＥｅｍｅｒｅｎ 荷兰 讲座 ２０１５．１０．１１—２０１５．１０．２０

１１０ 林资雄 中国台湾
项目合作、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１０．１３

１１１ ＭａｒｋｋｕＯｉｖｏ 芬兰 座谈、项目洽谈 ２０１５．１０．１５

１１２ ＪａｎＴｕｒｏｗｓｋｉ 德国 交流、授课 ２０１５．１０．１７—２０１５．１２．１９

１１３ ＴｈｉｅｒｒｙＤｕｆｆａｒ 法国 报告、交流 ２０１５．１１．０９—２０１５．１１．１０

１１４ Ｍａｒｋｕｓ 德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２０１５．１２．０３ 团

１１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ａｕｌＦｕｌｌｅｒ 英国

学术交流、

科研合作、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团

１１６ 高明 中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１１．１２—２０１５．１１．１４

１１７ ＤａｌｖａＭａｒｉａｄａＳｉｌｖａＭａｔｏｓ 巴西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１１．１１—２０１５．１１．１２

１１８ 吴根烨 韩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１１．１２—２０１５．１１．１５ 团

１１９ Ｂ．Ｊ．Ｅｄｗａｒｄｓ 美国
合作研究、

报告、授课
２０１５．１１．０４—２０１５．１１．２４

１２０ ＭａｘＹｅｎ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１０．２７—２０１５．１０．２８

１２１ 马院长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１１．０２

１２２ ＮｅｉｌＬｕｃａｓ 英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１１．０２ 团

１２３ ＳｔｅｐｈｅｎＲ．Ｄｒｏｗｎ 美国 合作项目 ２０１５．１０．２２—２０１５．１０．２４ 团

１２４ 卢成皆 中国香港 讲座 ２０１５．１２．０２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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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名称 国家／地区 来访目的 起止时间 备注

１２５ 马越雪夫 日本 报告 ２０１５．１１．０２

１２６ 尾西康充 日本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１２．１９—２０１５．１２．２３

１２７ 胡振兴 中国香港 讲座 ２０１５．１２．０２—２０１５．１２．０３

１２８ 金井辉子 日本
学术报告，

兼职教授
２０１５．１２．０９—２０１５．１２．１０ 团

１２９ 周云申 美国 课题指导交流 ２０１５．１２．０２—２０１５．１２．１０

１３０ 李茂贞 中国台湾
学术交流、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１２．２２—２０１５．１２．２４ 团

１３１ 唐凯 挪威 受聘、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１２．２６—２０１５．１２．２８

１３２ 高振腾 美国
讨论联合培养、

受聘
２０１５．１２．２８—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１３３ 李琳 英国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１２．２７—２０１５．１２．２９ 团

１３４ 曹延昭 美国
学术交流、

学术报告
２０１５．１２．２７—２０１５．１２．２９

１３５ ＦａｒｓｈａｄＦｏｔｏｕｈｉ 美国 访问 ２０１５．０３．２７—２０１５．０３．２８ 团

１３６ ｍａｓａｎａｏ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日本、韩国 中日韩暑期项目 ２０１５．１２．２１—２０１５．１２．２３ 团

１３７ ＹｏｓｈｉｈｉｒｏＫｏｍａｄａ 日本、韩国、

泰国、俄罗斯

三国三校国际

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１１．１８—２０１５．１１．２３ 团

１３８ ＨａｎｓｃｏｍＳｍｉｔｈ 美国 校级接待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团

１３９ Ｍａｒｉａ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Ｖｉｌｌａｖｉｃｅｎｃｉｏ 古巴 校级接待 ２０１５．０４．１７—２０１５．０４．１８ 团

１４０ ＧｒｅｇｏｒｙＢｏｈａｃｈ 美国 校级接待 ２０１５．０５．１４ 团

１４１ ＨａｒａｌｄＫＡＩＮＺ 奥地利 校级接待 ２０１５．０５．２０ 团

１４２ ＰｕｔｔａｃｈａｔＰｏｔｉｂａｌ 泰国 校级接待 ２０１５．０６．１８ 团

１４３ 陈宜民 中国台湾 校级接待 ２０１５．１１．１６ 团

１４４ 张曙光 中国澳门 校级接待 ２０１５．１２．０２ 团

１４５ 崔海范 韩国 校级接待 ２０１５．１２．１０—１２．１１ 团

１４６ ＰｅｔｅｒＭａｓｃｈｅｒ 加拿大 校级接待 ２０１５．１１．０３—２０１５．１１．０７ 团

１４７ ＳｔｕａｒｔＣｒｉｓｐｉｎ 澳大利亚
学生交流

项目宣传
２０１５．０３．２３ 团

１４８ 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Ｇｅｉｌｓｄｒｆｅｒ 德国
拓展校际

合作项目
２０１５．０４．２１ 团

１４９ ＭａｒｅｋＷａｒｔａｋ 加拿大
洽谈学生

交流项目
２０１５．０７．０７

１５０ ＰｅｔｅｒＲｉｃｋｅｔｔｓ 加拿大
拓展校际

合作项目
２０１５．１１．０４ 团

１５１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Ｌｉｕ 美国
学生交流

项目宣传
２０１５．１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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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名称 国家／地区 来访目的 起止时间 备注

１５２ ＣａｓｉｍｉｒｄＡｎｇｅｌｏ 英国
学生交流

项目宣传
２０１５．１１．１８

１５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Ｎａｓｔ 奥地利 中学生夏令营 ２０１５．０７ 团

１５４ ＨａｎｓＧｏｔｔｓｂｅｒｇｅｒ 奥地利施泰

尔马克州

中学校长团

校级访问
２０１５．０８ 团

（撰稿人：皮香格　核稿人：黄　婷）

R����O��M,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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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０１．１５ 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 江苏大学与伊利诺伊大学合作交流备忘录

２ ２０１５．０１．２４ 泰国 梅州大学
江苏大学与梅州大学学术交流校际框架性

合作交流备忘录

３ ２０１５．０２．２６ 泰国 梅州大学
江苏大学与梅州大学学术交流校际框架性

合作交流备忘录

４ ２０１５．０３．１１ 美国 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
江苏大学与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签署联合

培养———２＋２协议

５ ２０１５．０５．０４ 韩国 韩国国立济州大学
江苏大学与韩国国立济州大学学术交流协

议书

６ ２０１５．０５．０８ 韩国 韩国国立济州大学
江苏大学与韩国国立济州大学学术交流协

议书

７ ２０１５．０５．１８ 美国 爱达荷大学
江苏大学与爱达荷大学学术交流合作项目

交流协议

８ ２０１５．０５．１８ 美国 爱达荷大学
江苏大学与爱达荷大学学生交流合作项目

交流协议

９ ２０１５．０５．２６ 美国 爱达荷大学
江苏大学与与爱达荷大学学术与研究谅解

备忘录

１０ ２０１５．０６．２０ 美国 德拉瓦大学 江苏大学与德拉瓦大学学术合作

１１ ２０１５．０７．０７ 加拿大 劳瑞尔大学
江苏大学与劳瑞尔大学签署联合培养———

２＋２协议

１２ ２０１５．０７．１５ 捷克 实验植物学研究所
江苏大学与实验植物学研究所学术与研究

谅解备忘录

１３ ２０１５．０７．２８ 爱尔兰 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 江苏大学与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学术合作

１４ 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泰国 泰国公立大学之农业大学
江苏大学与泰国公立大学之农业大学学术

与科研合作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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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签署时间 国家／地区 境外合作单位 签署协议情况

１５ ２０１５．１０．１９ 泰国 泰国清迈实验室 江苏大学与泰国清迈实验室交换项目

１６ ２０１５．１１．０２ 英国
斯旺西大学之威尔士

斯旺西国际学院

江苏大学与斯旺西大学之威尔士斯旺西国

际学院校际框架合作交流备忘录

１７ ２０１５．１１．１０ 英国 利兹大学 江苏大学与利兹大学联合实验室交流协议

１８ ２０１５．１１．１１ 英国 莱斯特大学
江苏大学与莱斯特大学联合实验室合作

协议

１９ ２０１５．１１．１７ 韩国 忠南国立大学
江苏大学与忠南国立大学学生交流合作项

目交流协议

２０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美国 北伊利诺伊大学
江苏大学与北伊利诺伊大学校际框架合作

交流备忘录

２１ ２０１５．１２．１０ 韩国 韩国国立昌原大学
江苏大学与韩国国立昌原大学合作交流备

忘录

２２ ２０１５．１２．２９ 美国 伊利诺伊香槟分校
江苏大学与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合作交流

协议

（撰稿人：戴　研　核稿人：黄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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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举办（承办）国际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中文名称 会议英文名称 举办部门 举办时间
参会人数

（外宾）
参会国家

１
“中美新能源汽车与

智能交通”国际学术

论坛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ｙｎｅ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Ｊｏｉｎ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
ＮｅｗＥｎｅｒｇｙ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汽车学院 ２０１５．０５．１８ ５０（８） 中国、美国

２
可积系统与非线性数

学物理方程国际学术

研讨会

２０１５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ｉｎ
ｔｅｇｒａ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
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

理学院
２０１５．０６．０５－
０６．０７ ７０（３） 中国、美国

３
第九届江苏省生物数

学年会暨国际生物数

学研讨会

Ｔｈｅ ９ｔｈ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
ｍａｔｈｐｒｏｓｅｍｉｎａｒ

理学院
２０１５．０６．１２－
０６．１４ ６０（５） 中国、美国

４ ２０１５赛珍珠国际学
术研讨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
ｕｍｏｎＰｅａｒｌＳ．Ｂｕｃｋ，
２０１５　

图书馆 ２０１５．０９．０７ １８０（１０） 中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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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续表

序号 会议中文名称 会议英文名称 举办部门 举办时间
参会人数

（外宾）
参会国家

５ 第２２届三国三校国
际学术研讨会

ｔｈｅ２２ｎｄＴｒｉＵ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Ｓｅｍｉｎａｒ
ａｎｄ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国际处
２０１５．１０．１９－
１０．２２ １１７（８１）

中国、日本、

泰国、印尼、

韩国、俄罗斯

６
中德“高效、可靠叶

片泵基础理论及应

用”双边学术研讨会

ＨＥＨＲ
Ｐｕｍｐｓ２０１５／ＧＺ１２４１ 流体中心

２０１５．１０．２１－
１０．２６ １００（１２） 中国、德国

７ 中日韩医疗保障改革

学术研讨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
ｕｍ 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ｒｅ
ｆｏｒｍ ｏ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ｎ
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

管理学院 ２０１５．１０．２５ １５６（５） 中国、日本、韩国

８ 第三届三江知识产权

国际论坛

Ｔｈｅ３ｒｄ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Ｉｎ
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１５　

管理学院／
知产中心

２０１５．１１．１３ ３５０（２１）
中国、美国、

日本、韩国、

德国和欧盟

９
中加农业食品与生物

制品优先领域工作交

流会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ａｎｄａ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Ｆｏｏ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２０１５）

食品学院 ２０１５．１１．１３ ３０（６） 中国、加拿大

１０
第三届中日韩创新应

用研究教育国际会议

暨创新工程设计竞赛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ｅ
ａｔｉｖ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
ｓｉｇ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机械学院
２０１５．１２．２０－

２２ ２７０（１００）中国、日本、韩国

（撰稿人：皮香格　核稿人：黄　婷）

� ¡@O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与台湾、澳门地区高校签署协议情况
序号 签署时间 国家／地区 境外合作单位 签署协议情况

１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中国台湾
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台北科

技大学、云林科技大学

江苏大学与北京科技大学、江苏大

学、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湖南大学、深圳大学及高雄第一科

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云林科技

大学缔结两岸创新创业大学联盟

合作备忘录

２ ２０１５．１２．０２ 中国澳门 澳门城市大学
江苏大学与澳门城市大学合作交

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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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短期公派情况
序号 姓名 单位／部门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１ 周烨欣 土力学院 科技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０１．０２—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２ 潘　晶 管理学院（学生） 留学进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２．２３—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３ 缪亚文 管理学院（学生） 留学进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２．２３—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４ 余云鹤 管理学院（学生） 留学进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２．２３—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５ 高　聪 管理学院（学生） 留学进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２．２３—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６ 石萍萍 管理学院（学生） 留学进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２．２３—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７ 刘　蒙 管理学院（学生） 留学进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２．２３—２０１５．０７．０１

８ 倪　斌 医学院 留学进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２．２３—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９ 任旭东 机械学院 留学进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０３．０９—２０１６．０３．０８

１０ 周建忠 机械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３．２７—２０１５．０４．０２

１１ 鲁金忠 机械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３．２７—２０１５．０４．０２

１２ 盛　杰 杂志社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３．２７—２０１５．０４．０２

１３ 冯　旭 理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３．２７—２０１５．０４．０２

１４ 孟宪凯 机械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３．２７—２０１５．０４．０２

１５ 施卫东 江苏大学 培训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０４．１６—２０１５．０４．２５

１６ 陈　龙 江苏大学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５．０７—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１７ 马国建 管理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５．０７—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１８ 赵观兵 管理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５．０７—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１９ 金　帅 管理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５．０７—２０１５．０５．１０

２０ 詹永照 计算机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６．０２—２０１５．０６．０６

２１ 谭　成 学工处 访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６．０４—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２２ 沙振江 图书馆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６．２３—２０１５．０６．２９

２３ 沈小平 化工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０７．１２—２０１５．０７．１８

２４ 周红波 化工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０７．１２—２０１５．０７．１８

２５ 陈秋云 化工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０７．１２—２０１５．０７．１８

２６ 刘芹芹 材料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澳门 ２０１５．０８．０２—２０１５．０８．０６

２７ 王　谦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２８ 王军锋 科技处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２９ 何志霞 能源研究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３０ 左子文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３１ 张　亮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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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单位／部门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３２ 范亚骏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３３ 孙成仁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３４ 高志胜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３５ 郭根苗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３６ 陈驭航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３７ 陶希成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３８ 戴礼明 能动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３９ 魏胜利 汽车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４０ 俞升浩 汽车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２—２０１５．０８．２８

４１ 周以林 管理学院学工办 学生交流带队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２０１５．０９．１０

４２ 刘汉坊 管理学院物流管理１４０３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２０１６．０１．１０

４３ 李贤亮 管理学院物流管理１４０３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２０１６．０１．１０

４４ 王翊君 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１４０１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２０１６．０１．１０

４５ 成　果 管理学院工商管理１４０１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２０１６．０１．１０

４６ 张绎如 管理学院工商管理１４０１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２０１６．０１．１０

４７ 吴琳敏 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１４０２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２０１６．０１．１０

４８ 李思佳 管理学院市场营销１４０１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２０１６．０１．１０

４９ 谭宇静 管理学院工商管理１４０１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２０１６．０１．１０

５０ 潘健怡 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１３０１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２０１６．０１．１０

５１ 任小星 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１４０１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２０１６．０１．１０

５２ 张　敏 计算机学院物联网工程１３０１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２０１６．０１．１０

５３ 沈艳培 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１４０１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８．２９—２０１６．０１．１０

５４ 张铃铃 管理学院工业１３０２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５５ 秦　洁 管理学院工业１３０２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５６ 代　铭 管理学院工业１３０１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５７ 陆　佳 管理学院物流管理１３０１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５８ 白文彬 管理学院工业１３０２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５９ 王安琪 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１４０１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６０ 孙秋吉 管理学院工业１３０２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６１ 周浩然 管理学院工业１３０１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６２ 崔　澍 管理学院工业１３０２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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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单位／部门 出访事由 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６３ 辛依林 管理学院工业１３０１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６４ 郭海望 管理学院工业１３０２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６５ 赵　冬 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１３０１ 交流学习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９．１０—２０１６．０１．１９

６６ 贡文伟 管理学院 学生交流带队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９．１２—２０１５．０９．２５

６７ 刘杨先 能动学院 留学进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０９．２０—２０１６．０９．１９

６８ 许桢英 机械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０９．２１—２０１５．０９．２９

６９ 王　俊 理学院 短期合作交流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１０．２８—２０１６．０１．２７

７０ 闫景坤 食品学院 留学进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１１．０１—２０１６．１０．３１

７１ 陈明阳 机械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１１．０３—２０１５．１１．０７

７２ 任晓霏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国际会议 中国澳门 ２０１５．１１．０４—２０１５．１１．０９

７３ 雍阳春 环安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１１．１１—２０１５．１１．１４

７４ 任乃飞 机械学院 人才招聘
新加坡、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１１．１６—２０１５．１１．２３

７５ 李华明 能源研究院 人才招聘
新加坡、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１１．１６—２０１５．１１．２３

７６ 张德胜 人事处 人才招聘
新加坡、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１１．１６—２０１５．１１．２３

７７ 宋余庆 江苏大学
参加校庆及

教育研讨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１１．１９—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７８ 杨志春 学工处
参加校庆及

教育研讨
中国台湾 ２０１５．１１．１９—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７９ 孙　梅 理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２０１５．１２．０６

８０ 贾　强 理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２０１５．１２．０６

８１ 蔡水明 理学院 国际会议 中国香港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２０１５．１２．０６

（撰稿人：皮香格　核稿人：黄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