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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

【学院概况】 机械工程学院是江苏大学办

学历史最悠久、综合实力最雄厚的学院之

一。现设有机械制造工程系、机械设计工程

系、机械电子工程系、仪器科学与工程系、光

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系和工业中心、先进制造

与现代装备技术工程研究院。学院现有教

职工１７０余人，其中博士生导师２０余人、教
授４０余人、副教授及其他副高职称 ５０余
人，具有硕士、博士学位人员占专任教师的

比例在 ９０％以上。全日制在校学生共计
２２９０余人，其中本科生１５８０余人、硕士研
究生６１０余人、博士研究生９０余人、留学生
２０余人。学院设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械电子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光电信

息科学与工程等４个本科专业，均为江苏省
“十二五”重点建设专业，其中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是江苏省品牌专业、国家

级特色专业、首批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并入选江苏高校品牌专

业建设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测控技术与仪

器是江苏省特色专业。机械制造系列课程

教学团队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面向“长

三角”国际制造中心机械专业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模式实验区为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实验区。机械工程中心实验室是江苏省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其为主体组建的江苏

大学工程训练中心（工业中心）为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高等工程教育开放型工

程训练体系的研究与实践”项目获国家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学院拥有机械工程一级学

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机械制造及其自

动化、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电子工程３个
二级学科博士点，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

术、光学工程３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机械制
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电子

工程、精密仪器及机械、测试计量技术及仪

器、光学工程６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机械工
程、仪器仪表工程、光学工程３个工程硕士
授权领域。学院建有“光子制造科学与技

术”“材料摩擦学”２个江苏省重点实验室和
“激光冲击波加工技术”机械工业重点实验

室，拥有激光技术研究所、微纳米科学技术

研究中心等２０多个研究所（中心）。“十二
五”期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及各类省部级项目等１３０余项，获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各１项、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３项、各类省部级科技奖１０
余项。发表三大检索论文 ８００余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论文３１０余篇。申请发明专利８４０
余件、ＰＣＴ专利２０余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５３０余件。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全面加强干部
队伍建设。一是加强学院领导班子的思想

建设。认真制订院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计

划，坚持每月一次的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

度。在中层领导干部中开展“全国干部学习

培训教材”自学活动，借阅教材有登记，有

１篇论文获学校中层干部优秀调研成果鼓
励奖。二是加强领导班子组织建设。坚持

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党政共同讨论决定重大

事项，较好地贯彻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

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三是加强领

导班子作风建设。领导班子成员坚持组织

生活制度，坚持联系专业系制度，坚持与民

主党派及党外人士联系制度。四是强化干

部管理监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意

识，认真落实“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坚持

“两手抓”，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与

单位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

提高履行“一岗双责”的意识和能力。加强

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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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以来廉政新规定。１１月份在学院自查
的基础上向学校汇报了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落实情况。五是做好人才队伍建设工

作。积极配合校党委组织部，组织开展省第

九批科技镇长团成员推荐工作，推荐优秀教

师外出挂职２名。２．扎实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按照中央和省委决定，在全院党

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

党员”学习教育。学院召开“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开展了“书记课堂”，为党

员教师主讲专题党课。组织党员观看了动

漫电教片《尺度》和践行“四讲四有”先进事

迹报告会录像视频。在工作中，学院党委对

党支部进行全覆盖、全过程指导，帮助党支

部制订学习教育计划，院领导参加联系单位

的党支部活动，支部开展了３次专题讨论，
基层党支部开展了评星定级活动，有５个支
部被推荐为“四星党支部”、１个支部被推荐
为“五星党支部”。省委组织部到学校进行

“两学一做”开展情况检查，仪器系教工党

支部接受了现场检查。组织参加全国高校

“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活动，获工作案

例三等奖和支部风采展示三等奖２项。学
院党委１９６名党员和９名非党员志愿为灾
区同胞们祈福、爱心募捐，共捐款１５５２４．００
元。展示了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积极

投身抗灾救灾、践行“四讲四有”的动人风

采。３．根据党组织关系排查工作实施方
案，认真做好整改规范工作。规范党组织关

系，稳妥处理“失联”党员。按自行脱党处

理党员９名，报学校党委组织部处理出国境
党员５名。４．加强教职工的政治理论学习
和师德师风建设。认真制订教职工政治理

论学习计划和基层党组织生活安排，定期对

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和基层组织生活进行

监督和检查。组织全院教职工观看了“辉煌

一课”视频，１人获得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
“十佳”教师称号，１人入选第三届“感动江

大”人物。５．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一是确保发展党员质量。

组织发展对象参加学校组织的发展前培训

班，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执行“三投票三公示

一答辩”制度，严把质量关。发展党员

４７名，其中教工１名、本科生３６名、研究生
１０名。二是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按
照“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要求，教育引导

党员自觉按照党员标准规范言行，增强“四

个意识”，强化宗旨观念，切实把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全体党员参加了校纪委组织开展

的党纪党规知识在线测试答题，组织毕业生

预备党员参加学校举办的毕业生入党宣誓

活动，学院在毕业生离校前开展文明离校活

动，并组织毕业生党员进行重温入党宣誓活

动。三是以“王龙英烈凭吊周”系列活动为

契机，开展党建带团建系列活动———“缅怀

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活动，荣获校共青

团重点工作创新试点优秀项目三等奖和“党

建带团建”先进单位。四是拓宽党员服务渠

道。党员领导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系、中心工

作，在坚持开展大学生“三个一”工程等基

础上，健全党员干部联系班级制度，拓展大

学生党员志愿服务内涵，提升党员服务能力

水平，申报优秀党员志愿服务队１个。五是
支部活动丰富多彩。仪器系教工党支部以

“关爱民族生”为主题开展党日活动，机制

系、机电系教工党支部以“缅怀先烈的革命

传统教育”为主题开展党日活动等，不断增

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学院的党建

工作取得了好成绩，党建论文获三等奖 １
项，最佳党日活动获二等奖、三等奖和鼓励

奖等３项；党建工作创新创优获得十佳“提
名奖”，获校优秀党员志愿者服务队１个。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紧紧围绕人才

培养根本任务，牢牢抓住“本科教学质量名

校建设”主线，坚决贯彻“以人为本”教育思

想，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本科教学审核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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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为抓手，全面提高学院整体教学水平和人

才培养质量。１．日常教学管理工作。保证
了本科教学工作的正常顺利进行，完成了本

科教学期中评价、教学专项检查、教学资料

规范归档、青年教师助理教学评估、教学竞

赛等工作，完成了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

培养情况调查、免试硕士研究生的选拔工

作。２．测控专业认证。开展了“测控技术
与仪器”专业的工程教育认证申请工作，目

前已被正式受理。３．本科教学审核评估。
开展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的试卷、毕业
设计等教学文档检查，进行了各专业建设情

况统计，圆满完成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报告

撰写和专家现场考查接待工作。４．省重点
和品牌专业建设。机械类省重点专业、仪器

类省重点专业建设进展顺利，目前已完成验

收总结。“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江苏

高校品牌专业正按照预期目标任务有序建

设。５．省优秀毕业设计。荣获省优秀毕业
设计二等奖和三等奖各１项。６．卓越工程
师计划。继续加强昆山、江阴等校外卓越计

划实践基地建设，２０１２级机械卓越班学生
顺利毕业，２０１３级机械卓越工程师培养计
划已经开始实施。７．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公差与检测技术”“工程图学”“机械制造

技术基础”“液压与气压传动”等４门课程
获批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其中“公差

与检测技术”“工程图学”“机械制造技术基

础”等３门课程已获批申报省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８．教学改革研究成果。发表教改论
文７篇。９．教师教学竞赛。组织开展了
２０１６年度教学竞赛的预赛和复赛，在学校
决赛中荣获三等奖 ２名。１０．本科教学质
量。２０１６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为８８．４３％，
ＣＥＴ－６通过率为 ４８．０７％，计算机考试通
过率为２６．５１％。１１．学生创新活动。获批
校级大创项目６项，获批省大学生实践创新
训练计划项目１０项，其中省重点项目２项、

一般项目１项、指导项目１项、校企合作项
目６项；荣获第六届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
计大赛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荣获第十
一届全国大学生“恩智浦”杯智能汽车竞赛

二等奖１项、华东赛区一等奖１项，二等奖
２项；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慧鱼赛区二等奖３项；成功承办第三届省
虚拟仪器竞赛，荣获一等奖 ４项、二等奖
１项和三等奖１项。１２．国际化办学。机械
工程专业 ２０１５级留学本科生项目运转
良好。

【科研与学术交流】 以省优势学科、创新

团队建设为契机，以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服

务机械行业发展能力为重点，紧密围绕国家

产业政策，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

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标志性成果与平台、三大检索论文取得新突

破，进一步加大了国际 ＰＣＴ发明专利的申
请力度。１．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４
项（其中面上项目９项、青年基金４项、国际
合作与交流项目１项），申报项目数与获批
项目数均列全校二级单位第１位；获批省
成果转化项目（合作）３项、省自然基金８项
（包括省“杰青”１项、省重点新产品研发项
目１项、面上项目１项、青年基金５项）、省
产学研前瞻项目２项、省高校自然基金４项
（其中重大项目１项、面上项目３项）、横向
课题４５项、开放课题３项，获批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２项。２．发表 ＳＣＩ、ＥＩ论文１０６篇，
其中ＳＣＩ收录５８篇，ＥＩ收录４８篇。授权发
明专利１５８件，申请国际ＰＣＴ专利１５件，其
中授权２件。３．集中资源，加大对高水平
成果与平台的培育。荣获第十八届中国专

利优秀奖３项（全校仅有３项）；荣获教育
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２项、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２项；
荣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

三等奖１项、科技进步三等奖１项；荣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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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农业科技进步三等奖１项；制定国家行
业标准３项（２项以江苏大学为第一单位，
１项为合作）。４．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各级各
类学术交流活动，组织教师参加全国科学技

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九届全国流体传动与

控制学术会议、第一届激光复合制造协同创

新国际论坛（暨第十一届全国高能密度热处

理学术会议）等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５．充分依靠省优势学科和国家重点培育学
科办学实力和优势，积极开展对外合作，服

务经济主战场。学院与中船动力有限公司、

南通市石港镇、昆山市科技局等进行产学研

交流活动，与省内外２０余家企业建立了产
学研合作关系，产学研效益逐步显现，新增

一批产学研平台，积极组织教师参加了镇江

“千名专家进千企”等产学研活动。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认真组织、
积极协调，顺利完成３个一级学科的教育部
第四轮学科评估各项材料填报工作。２．招
收机械工程博士后２４名，其中校企联合培
养博士后９名，博士后出站１３名；获批省
博士后基金４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
资助１３项、特别资助２项。３．按照学校提
出“第一志愿考生自足”的要求，结合学院

实际，制定了招生宣传方案，由院长和分管

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分别带队到省内相关

高校进行了招生宣传，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２０５名，其中推免生
１１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９０人，专业型硕
士研究生１１５人；招收博士研究生 １４人，
其中推免生９人，全脱产博士研究生比例达
到８５．７％；招收机械工程专业工程硕士４５
人。４．加强对研究生培养环节的考核与管
理，对２０１５级博士生进行了学科综合考核，
对２０１５级硕士研究生进行了学科集中开
题，研究生课堂教学质量抽查合格率

１００％；毕业博士９人、学术型硕士１０６人、
专业型硕士９５人、工程硕士６９人，学位论

文抽查合格率１００％；获省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１篇，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２篇，校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３篇。５．研究生创新工程项
目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新增７家省企业研
究生工作站，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规模达到

１１６家，为保证专业型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
了保障。新增省产业教授２人，省优秀企业
研究生工作站１家；获批省学术型研究生
创新计划立项２项，省专业型研究生创新计
划立项２项；荣获工程硕士实习实践优秀
成果二等奖１项。６．对《机械工程学科外
国留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机械工程

学科外国留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做了进

一步的修订，完善了《机械工程学院硕士研

究生师生互选基本原则》，出台了机械工程

学院研究生工作室及公共机房有关纪律规

定。７．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
开展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不断强化导师的

职业道德教育和指导功能，积极引导研究生

自觉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形成良好的

学术道德氛围；开展就业指导讲座３次，认
真组织校第六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

共提交论文摘要 ２０９篇；积极组织参加全
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有３４位同学参与
竞赛，荣获一等奖３人、二等奖３人、三等奖
７人。
【师资队伍建设】 １．学院持续高度重视高
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对应聘人员集中组织院

领导和学科（方向）带头人（负责人）、专业

所在系主任、支部书记、研究所所长、骨干教

师等参加面试考核，积极做好引进人才的后

勤保障服务工作，并在校第五次师资队伍建

设工作会议上做了交流发言。２．顺利完成
学院教师第三轮岗位考核与聘用工作；新

增省“六大人才高峰”资助人选 ２名，获批
省“３３３工程”人才第二层次 ３人，获批省
“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１人、优秀
青年骨干教师１人；新增副高８人；外聘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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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授３人；签约海外高层次人才３人；有
７位教师在国（境）外高校学习访问交流；
组织面试考核（１８＋８）名优秀人才，新增１０
名教师，其中博士专任教师７名、实验教师
１名、辅导员２名。
【学生工作】 １．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
创新教育形式，丰富教育内涵。精心组织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习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争做六有大学生”等系

列主题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３０余次；开展
“我的青春故事报告会”、英语四六级、保

研、出国交流、就业指导等各类讲座和宣传

活动２０余次；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通过
网站、微博、微信、橱窗等多形式、立体化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１名学生获评省三
好，１名学生获评省优干，１名学生获评省级
实践先进个人，２名学生被录用为省选调
生；学院获评１项省级志愿服务项目，获评
“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校学生体育先进

集体”。２．加强学业规划指导，推进学风建
设。认真开展优秀学业导师评比工作，全年

举办７场“学业指导教授大讲堂”。重视学
风班风建设工作，１２个班级获评校先进班
级，学院获“学风建设月活动”优秀组织奖。

３．扎实开展资助育人、就业指导、心理辅导
和社区安全工作。全年共计５８５人次获得
各类资助１６７．６万元；３０１人成功申请国家
助学贷款２３８．３７３万元；本科生年终就业
率达９９．７４％，其中协议就业率达９７．１８％，
研究生年终就业率和协议就业率均为

９８．１７％；积极组织开展“３·２０”“５·２５”
“９·２０”和“１２·５”等系列心理健康教育活
动，学院获评校心灵手语操一等奖，心理协

会获评校优秀心理协会；学生社区安全稳

定，２名学生获评校明星寝室长，１名学生获
评校心理委员标兵，１０个宿舍获评校百佳
寝室，学院 ９４．８％宿舍获评校文明寝室。
４．营造国际化氛围，推进海外学习与交流。

学院用省品牌专业建设经费资助学生参加

英语雅思培训班，积极开展“出国交流”指

导讲座，参加出国类外语考试人数增至 ３７
人；１４名本科生、７名研究生赴海外学习交
流。５．以提升工作技能为目的，加强辅导
员队伍职业化建设。积极组织辅导员参加

校职业培训和辅导员职业技能大赛，鼓励辅

导员参与申报专项课题、撰写工作案例、发

表思政类文章等。１人获党建论文评比三
等奖，１人获工作案例评比三等奖，２人获得
职业指导师资格，发表论文 １篇，１项团中
央课题顺利结题。

（撰稿人：潘红军　核稿人：周建忠）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学院概况】 现有４个本科专业：车辆工
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及自动

化）、交通工程、交通运输。教职工１５４人，
其中博士生导师２１人，教授３２人，副教授
４７人，具有博士学位８５人，留学回国人员
１５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１名，江
苏特聘教授１名，江苏省“３３３工程”培养对
象３人，江苏省“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
１个，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培养对象 ２１
人，江苏省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１人，镇江
市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１人。在读本科学
生１５００余名，在读博士后、博士研究生 ９０
余名，硕士研究生４７０余名。混合动力车辆
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江苏省汽

车工程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动力机械清洁能

源与应用重点实验室、江苏省道路载运工具

新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江苏省中小功率内

燃机工程研究中心、江苏省生物柴油动力机

械应用工程中心、江苏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五星级平台）、江苏省内燃机学会等

科研和学术机构均设在本学院。学院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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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汽车集团、中国重汽集团、徐工集团、奇瑞

汽车、中国一汽集团、昆山好孩子集团等大

型企业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与美

国、德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

知名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逐步

开展了国际学生交换、交流学习、研修及联

合培养等合作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院党委利用党委

中心组学习、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大学生

形势与政策教育等形式积极开展理论学习

活动，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三严三实”要求，“十

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

院师生以实际行动推动学校“高水平、有特

色、国际化研究型大学”建设。新成立４个
硕士研究生党支部，并对学生党支部书记进

行了培训。认真开展组织关系排查工作。

对组织关系在院党委的全体党员进行摸查，

重点对流动、“空挂”、“失联”、出国（境）党

员进行排查。现有教工党员１０６名，占教工
总数的６７．５２％，设立６个教工党支部；学
生党员２６９名，占学生总数的１３．０６％，共设
有１７个学生党支部。本科生党员６８人，占
本科生总数的４．４２％；研究生党员２０１人，
占研究生总数的 ３８．５１％。全年发展党员
４６名。院分工会被评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
“模范教职工小家”“先进基层工会组织”；

葛慧敏等２名同志获得“优秀工会工作者”
荣誉称号，武秋等１４名同志获得“工会活动
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

【编制学院“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 “十

三五”事业发展规划编制的科学与否关系到

学院未来事业发展的成败。为切实做好学

院“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学

院对国内兄弟院校进行了广泛调研，多次召

开院党政联席会议、各单位负责人会议、教

师代表会议、退休教师会议等，多渠道、全方

位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经院教授委员会

和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形成了学院的“十三

五”事业发展规划。

【教学工作】 １．加强教学质量建设，切实
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共建有“８４２Ｔ”课程１２
门；建设网络课程４门；２门校精品课程、
１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通过验收；１部教材
获批江苏大学重点教材建设项目；校教改

项目立项 ３项、省级重点教改项目立项
１项；获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１项、二等
奖１项。车辆工程和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获批江苏省品牌专业（Ａ类资助）；获批国
家级“车辆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和

江苏省“车辆工程学科综合训练中心”。

２．以实践教学为抓手，加强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组织申报“２０１５年大学生实践创新
训练计划”６项，获批省级５项、校级４项。
获批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８项，沈峥楠同
学的“基于指纹识别技术的车辆防盗系统研

究”获江苏省优秀毕业设计三等奖。３．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效果。通过“青

年教师助理教学工作”、教学法活动、教师讲

课比赛，以及相关教学文件的出台，有力地

规范了教学行为，提高了教学水平，强化了

教学团队建设，教学水平显著提高。２０１５
年度学生评教结果优良率优秀率 ８４．７％。
４．工程专业国际认证和本科教学审核评估
工作。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实施专业认证工

作，学院成立“专业认证领导小组和工作小

组”，组织９人次赴青岛和汕头进行专业认
证培训工作，成立专业认证办公室。５．实
验教学。在推进学院科研实验室中心化的

基础上，制定了《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科研

实验室中心化实施方案》《汽车与交通工程

学院中心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中心化管理

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中心实验室集

中办公区域改造完成并投入使用，完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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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内燃机实验楼的整改出新和内燃机实

验室货梯的安装调试工作。参与车辆工程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和车辆工程综合训

练中心的建设工作。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学科建设。
顺利完成“十二五”省重点学科“交通运输

工程”的评估考核，考核结果为“优”（全省

共６个优秀，我校唯一的一个优秀）。按期
提交“江苏省新能源汽车优势学科”的中期

考核报告。２．研究生招生。共招收博士研
究生１４人，博士后进站１２人，硕士研究生
１６４人，优秀生源率４２．６８％；修订了２０１６
年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共有 ５１２
人报考学院２０１６级硕士研究生。共接收２２
名免试硕士研究生，共招收６名推免博士研
究生。３．研究生培养。出台了《关于加强
和改进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若干补充规定（试

行）》。共有４名博士研究生和１５３名硕士
研究生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学位。

获校优秀硕士论文 ３篇，校优秀博士论文
１篇，省优秀博士论文１篇。新增企业研究
生工作站７家；获批省优秀企业研究生工
作站１家；新增校外实践指导老师４３人。
３人入选江苏省产业教授。共申报１８项江
苏省研究生创新工程项目，获批４项。
【科研工作】 １．科研经费。科研总经费
６２０２．２万元，其中，学科建设经费１０００多
万元，科研平台经费１０００多万元，新增纵
向科研经费２２４８．７万元，新增横向科研合
同金额２７２０．２万元，新到账金额１９５３．５
万元。２．科技项目。纵向科研项目立项４４
项，其中：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

项目 ４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３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汽车联合基金”
项目１项；获批江苏省成果转化项目３项；
获批江苏省新能源汽车战略新兴产业重大

研发项目１项；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１项、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项目２项；江苏省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３项；省“六大人才高峰”项
目８项；江苏省高校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１项，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２项；
其他项目９项。３．论文、专利及获奖成果。
发表科技论文２８４篇；检索论文１２０篇，其
中：ＳＣＩ收录 ３８篇，ＥＩ收录 ９６篇，ＩＳＴＰ收
录３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７７项，申请实
用新型专利 １５项；授权发明专利 ７２项，
１项ＰＣＴ专利获得美国授权，软件著作权授
权２项。“纯电动汽车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
件研究与应用”获江苏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高效清洁非道路柴油机关键技术”项目获

江苏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力与位移耦合控

制的新型汽车动力转向系统关键技术及应

用”获江苏省科学技术二等奖；“中国内燃

机工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获中国机械工业

科技进步二等奖；“汽车辅助制动系统研究

与开发”项目获商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

奖。４．科研提升工程。微媒体交流平台构
建：组建微信讨论组、ＱＱ讨论群与飞信等
新兴微媒体交流平台，形成多视角、全方位

的学院科研信息发布渠道。活跃学术氛围：

制定并实施《汽车学院青年教师学术交流经

费资助办法》。定期举办学院青年教师学术

沙龙；建立“每周一讲”院内学术交流制度，

鼓励学院教师内部交流。成立院级专职科

研机构３所，一般科研机构６所。５．国内
外学术交流。主办了中美新能源汽车与智

能交通学术论坛和内燃机节能减排学术论

坛。参加了中国内燃机学会油品与清洁燃

料分会学术年会、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燃烧

学学术会议等。邀请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日

本国立三重大学、德国 ＯＴＨＡｍｂｅｒｇＷｅｉｄｅｎ
技术大学等专家学者来校访问，并做特邀报

告。６．车辆产品实验室及汽车摩托车研究
所有限公司。共完成“３Ｃ认证”“ＣＱＣ产品
认证”等各类别检测２０００多个批次，总收
入１０６７万元。已开展认证检测及委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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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３０余批次。驾校累计完成 １２期近 ６００
多名学员的培训，收入２４０多万元。
【人事和师资工作】 共引进人才 １２人。
获批“江苏产业教授”３人，新增江苏省“六
大人才高峰”项目资助对象８人；１人晋升
教授，１３人晋升副教授；新增硕导 １１人；
新增校青年拔尖人才造就对象１人，青年学
术带头人培育对象３人；２人获校级公派留
学资格；获批“江苏省双创博士”２人。
【学生工作】 通过年级大会、主题班会、课

外拓展活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加强

与学生沟通，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和学习生活

情况。在班级生中发展心理委员，制定《汽

车学院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预案》。与能动学

院共同建设“心语轩”二级心理辅导站。与

学业导师、院关工委委员和家长共同关注，

建立心理危机干预的立体网络。共发放各

类助学金 １５类，总额 １４３．７５万元，５１５人
次；发放助困保暖内衣４０套。院设“长江”
“先锋汽车”“ＧＲＣ”奖助学金，更增强了资
助的效果。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及生源地助

学贷款合计２３０人，获贷总额１６９万多元。
以２００９级贫困生益西卓嘎为原型创作的
《助梦江大　忆情高原》微电影剧本被学校
选送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大学生资助成效微电
影作品。在历次学校卫生普查中成绩均名

列前茅，文明宿舍率达到９６％。２０１５年两
次“安全文明建设月”、迎新氛围营造社区

橱窗评比中连续三次荣获二等奖。开展

９次海外学习交流会，营造国际化氛围；深
入解读校院海外学习项目和资助政策；选

派８名学生赴埃斯林根应用技术大学交流
学习。共有３９位学生参加了出国类外语考
试，２６人通过；共有４３名学生赴海外学习。
２０１５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９６．２３％，硕士研
究生就业率为９９％。本科生有７９人顺利考
上研究生（包括推免生），多人考取浙江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等国

内一流高校。本年度共组织就业指导讲座

６场。每周召开学工例会，工作标准量化。
２人获得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２人获得职
业指导师资格，２人参加 ２０１５年江苏高校
辅导员示范性培训项目。１人获得优秀军
训辅导员称号，２人获得校社会实践优秀指
导教师称号；多名辅导员参与了学业规划

课的教学；１人在学校党建与思政论文评选
中获得三等奖，３人获得优秀奖。
【宣传工作】 在市级以上媒体刊发稿件３０
篇，其中国家级８篇、省级８篇、市级１４篇；
江帆网上学院的新闻报导３０７篇，用稿量稳
居全校前列。学院连续５年被评为江苏大
学“对外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国际合作与交流】 联合美国韦恩州立大

学举办“中美新能源汽车与智能交通”国际

学术论坛，两校正式签署了《江苏大学—韦

恩州立大学博士奖学金项目合作协议》和

《江苏大学—韦恩州立大学共建国际联合实

验室谅解备忘录》。共有８名老师出国访学
和交流。招收海外留学生２名，攻读工学博
士学位。国内学生中，共有３９位学生参加
了出国类外语考试，４３位学生有海外学习
交流经历。４人参加“三国三校”国际学术
会议，３人获得最佳论文奖；１６人赴美国田
纳西大学等国外高校攻读硕士学位；２８人
赴伯明翰大学等名校文化交流和短期访学。

【制度建设】 １．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严格
执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学院重要事项由

党政班子共同研究，集体决策；定期举行扩

大会议，增强学院各单位之间的交流沟通，

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２．学院教授委
员会制度：按照《江苏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

章程》成立学院教授委员会，重点审议学院

事业发展规划和学科、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等有关事项；审议学院本科生培养方案；评

价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人员及各级人才的学

术水平；评价专业技术岗位拟聘人员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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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评议和处理学术纠纷和学术失范

行为；对学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等方面开展调研。３．健全和完善管理制
度：制定了《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领导联

系青年教师制度（试行）》《交通运输工程学

科关于鼓励科研创新的经费补贴细则》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新能源汽车）建设工

程专项资金使用实施细则》《关于加强和

改进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若干补充规定（试

行）》《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科研实验室中

心化实施方案》《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中

心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中心化管理办法

（试行）》《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研究生国

家奖学金评选办法》《汽车与交通工程学

院科研机构申报认定工作》《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科研机构实施细则（试行）》等规

章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学院工作，提升了管

理水平。

【汽车工程研究院工作】 新增纵向课题１８
项，立项经费 １６８２万元；新增横向课题
７项，合同经费１５７万元。全年新增科研总
经费１８３９万元。申报纵向课题 ２７项，其
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项，部省级项目
１０项，厅级项目 ６项。获批 １８项，总经费
１６８２万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３项，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重点
项目１项，江苏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专项
１项，江苏省成果转化项目１项，省高校自
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１项，省重点研发项
目—竞争类项目１项，国家博士后基金特别
资助１项，国家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１项，
省教育厅高校自然基金１项，省“六大人才
高峰”项目５项，全国统计科学项目１项，镇
江市重点研发计划１项。新增横向课题合
同４项，合同总经费１５７万元。申请专利：
１０８件，其中发明专利９２件；授权专利：５８

件，其中发明专利４２件。１件国际发明专
利授权。发表论文 ８０余篇。检索论文 ３２
篇，其中 ＳＣＩ检索１７篇（二区５篇，三区３
篇，四区９篇），ＥＩ检索１５篇。“纯电动汽
车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研究与应用”获得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与新大洋共同

申报的“城市微行电动汽车‘知豆’系列产

品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获中国汽车工业

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引进山东大学、西北工

业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

大学、奇瑞汽车的７名博士。新增副教授６
名，新增硕导３名。１名教师论文获省“优
博”，５名教师获得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项目资助，２名教师被遴选为校青年骨干教
师，１名教师获省公派出国基金项目资助。
１名青年教师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
山分校读博后研修深造，２名青年教师国外
研修期满回校。完成交通运输工程省重点

学科的评估考核，考核结果为“优”。完成

“江苏省新能源汽车优势学科”的中期考

核。与江苏嘉钰联合申报“江苏省电动汽车

快速智能充放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完成

“汽车动力电池实验室”的改造和搬迁工

作。建设新能源汽车硬件在环仿真与测试

实验室。从不同的层次加强对外学术交流，

寻求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发展空间。积

极参加 ２０１５中国汽车工程年会、ＩＥＥＥ
Ｃｙｂｅｒ国际会议并做分会场报告，共计４０余
人次。加拿大安大略省校长团、美国 ＤＥＬ
ＷＡＲＥ（特拉华）大学工学院院长 Ｂａｂａｔｕｎｄｅ
Ａ．Ｏｇｕｎｎａｉｋｅ教授、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王乐
一教授、镇江市委书记夏锦文等专家领导莅

临学院考察指导和学术交流，并做报告 １０
余场。

（撰稿人：杨　建　核稿人：江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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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学院概况】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现设有

能源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

制）、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

工程和新能源科学与工程４个本科专业及
方向。拥有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含自主增设的清洁能源

与环境保护二级学科点）和流体力学硕士学

位授权点，并设有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其中流体机械及工程为国

家重点学科，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

科为江苏省重点学科、优势学科。学院下设

流体机械工程系、工程热物理系、热能工程

系、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系、新能源工程系、

流体力学教研室、学院实验中心和学院计算

中心。学院现有教职工８２人，其中教授１５
人（博士生导师 ７人）、副教授（高级工程
师）２９人。教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的５６
人。现有在校本科生１４０５人，博士、硕士
研究生（含工程硕士）２８３人。学院中心实
验室面积 ７０００平方米，实验设备总值约
３８５７万元。学院党委设有１５个党支部，其
中教工支部６个、研究生支部４个、本科生
支部５个；截至２０１５年年底，共有党员２１９
名，其中正式党员１８２名、教工党员６２名。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按照校党委的统

一部署，在学院领导班子中深入开展了“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制订并实施了专题

学习研讨计划和个人学习计划，班子成员提

高了认识，明确了努力方向。学院班子的专

题学习调研报告荣获校一等奖。按时做好

党支部成立、换届、撤销等工作，加强新任党

支部书记的工作指导并组织参加校党校培

训。学院“三微四全”工作案例被学校推荐

为镇江市远程教育学用转化成果。学院党

委特邀请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战军研

究员为学院党员做了题为“《新要求、新举

措、新常态》———新《准则》、《条例》解读专

题报告”，对党员进行了严格的党纪党规教

育。组织了２０１５年度“党建论文”和“最佳
党日活动”方案的申报工作，获鼓励奖论文

１篇，“最佳党日活动”方案三等奖２个、鼓
励奖１个。学院开展了新生入党启蒙教育
讲座；举办了学院２０１５年（总第９期）入党
积极分子培训班，共培训了１４４名入党积极
分子，全年共发展学生党员３４名，转正预备
党员３４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１名。认真
落实党组织关系排查工作，制定了《能源与

动力工程学院关于开展党员组织关系排查

工作的实施方案》，先后提交了《能动学院

党员组织关系排查工作进展情况报告》《能

动学院党员组织关系排查自查报告》，以及

相关表格。全年学院党委共发文１１份，收
缴党费１０９２０．２０元，组织为外国语学院教
师患病子女“爱心捐款”６８５０元。承办了
题为“努力学习·豁达宽容·快乐生活”的

五棵松讲坛活动，进一步浓郁学院人文教育

氛围。开展了“三育人先进个人”的推选、

评比、申报工作。１名教师被评为校新长征
突击手，１支团队获得校“青年文明号”荣誉
称号。申报并荣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

新案例校二、三等奖各１项。完成省级以上
报道１２篇、市级报道８篇；校内媒体报道
２７６篇；报道党委重要活动１６次。召开了
三届一次教职工大会；分工会开展丰富的

教职工业余生活，荣获校“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７０周年”师生大合唱二等奖，荣获校第十
四届校运会团体第５名，申报并获批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度校“模范教职工小家”“先进基层
工会组织”，３名老师被评为校“优秀工会工
作者”，８名老师被评为校“工会活动积极
分子”。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能源与动力工

程专业获批江苏高校品牌专业 Ａ类建设项
目，建设期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建设总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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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０万元。能源与动力工程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成功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这是学校第二个国家级实体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为学校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实验中

心建设工作又添了圆满的一笔。继续推进

实践基地建设，与新界泵业（上市公司）和

南方泵业（上市公司）达成了人才联合培养

的初步意向。学院获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

奖１项、二等奖２项，同时获得校教学改革
与研究重点项目１项。所承担的江苏省教
学改革与研究“重中之重”课题顺利通过鉴

定。学院３门校级精品在线课程通过验收。
成功获批江苏省重点教材立项１部，新增校
重点教材立项 １部。新增 ２门双语课程。
全院教师出版本科生教材２部，发表教学改
革论文１１篇。教师的微课作品获江苏省三
等奖。２名教师被评为校本科教学工作先
进个人。全院教学资料归档率１００％；督导
评教优良率达 ９２％，学生评教优良率达
９０％。毕业设计抽评优良率为９１．７％。专
业主干课程的教授主讲比率为 １００％。学
院毕业设计获江苏省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三等奖１项，７名学生的毕业设计被评为校
２０１５届本科生优秀毕业设计。２０１５届本科
生的学位授予率达９４．９７％。
【科研工作】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０
项（面上４项、青年６项），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１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４项，省
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项。全年纵、横向
课题新增合同总经费１１５１．５万元。其中
纵向课题立项数目为３２项，纵向经费总额
为７４２万元，横向合同总额４０９．５万元，到
账经费２２６．６７万元，基本完成学校年初下
达的纵向科研经费指标，为研究型学院的建

立奠定了良好基础。全院发表三大检索论

文７３篇，其中ＳＣＩ检索３７篇（一区４篇，二
区７篇，三区８篇，四区１８篇），比２０１４年
增长４２％，且论文质量和学术水平有了大

幅度提高；申请专利７９项，其中发明专利
４７项；授权专利 ５０项，其中发明专利 ４７
项。获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４项，其中江苏
省科学进步三等奖１项、中国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二等奖１项、中国石油化工自动化协会
二等奖１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
技进步三等奖１项。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江苏省优势学科二期建设顺利实

施。进一步推进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

科的建设，２０１５年本学科所在的工程学科
ＥＳＩ排名提升了３３位。２０１５年录取硕士研
究生６３名、博士研究生６名，毕业硕士研究
生４７人、工程硕士１０人、博士３人。邀请
国内外专家来校讲学及举行学术报告 １３
次，成功举办２０１５能动学院研究生学术论
坛报告会；顺利完成２０１４级硕士研究生集
体开题工作。获批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１篇，校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３篇。获批省研
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１项、省立校助创新
计划项目５项、省研究生改革课程１项。组
织申报并获批江苏省企业工作站２个。学
院负责牵头实施的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博士、硕士（学术型、专业型）培养方案的修

订，获得校新一轮培养方案修订一等奖。

【师资队伍建设】 引进博士９名。晋升正
高职称１人、副高职称４人，新增博士生导
师１人、学术型硕士生导师６人、专业型硕
士生导师 ２人。青年教师获得博士学位
２人，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人数占比达到
８５％。１人入选“六大人才高峰”培养对象，
２人入选校拔尖人才培养对象，３人入选校
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６人出国
访学。

【学生工作】 采用结对帮扶、征文、演讲、

公益活动等方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教育和践行活动，完善学生成长的平台。

辅导员发表思政核心论文５篇，２人通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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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三级职业规划师考试，３人被评为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继续推进班

级团队管理模式。抓好新生早操、课堂、晚

自习管理，早操工作获评学校一等奖。充分

发挥学业导师和关工委老师的作用，做好大

学生专业思想教育、学业规划和科研创新等

工作。做好生源地贷款和国家助学贷款工

作，对已贷款的同学进行贷后管理和还款提

醒，确保进一步降低违约率。新增南京贝瑟

尼奖助学金。重视大学生的感恩教育和励

志教育。加强社区文化建设，积极组织“社

区才艺大比拼”“学习身边的榜样”等活动，

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宿舍卫生普查优秀宿

舍率首次突破５０％。２０１５届本科生、研究
生总就业率均超过９８％。２０１４级新生心理
普查率为 １００％。对一甲和一类学生进行
重点干预，做到干预率为 １００％。选拔、培
训本科生和研究生心理委员，做好学生心理

预警工作。做好学警生的素质拓展训练、团

体心理交流和学业帮扶工作。对有心理困

难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完善贫困生心理

档案，鼓励学生自立、自强。积极开展团学

创新工作。获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竞赛特

等奖１项。获校节能减排竞赛特等奖２项，
一等奖２项。获校“星光杯”创业大赛优胜
杯（总分第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被《中

国教育报》《科技日报》等媒体报道，“爱暖

西吉”支教团队获评江苏省暑期社会实践优

秀团队。在校第十四届田径运动会中取得

总分第三名的好成绩。

（撰稿人：刘　庆　核稿人：陈汇龙）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在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材料学
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的“十

八大”精神为指导，践行科学发展观、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重要思想，贯彻学校第三次党

代会提出的建设研究型大学的任务纲领，坚

持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师

资队伍建设为核心，紧抓“创建质量名校”

工程，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加强实验平台建设，推进国际化进程，构

建实践育人新体系，进一步解放思想、总结

经验、凝心聚力、谋划未来，加强学院的内涵

建设，促进学院发展，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和办学水平，初步实现向“面向国际前沿、

服务国家需求、争创国内一流”的高水平研

究型学院转型目标。２０１５年是总结“十二
五”规划期间经验与成果，酝酿制定“十三

五”规划发展目标的关键一年。学院上下齐

心协力，为贯彻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以

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学院为目标，完成了基层

学术组织的调整。坚持“提升内涵，强化特

色”，努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

和社会服务能力。２０１５年，材料学院在科
学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等

方面取得显著进步：（１）金属材料工程入
选江苏省品牌专业建设计划，获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１１项，发表 ＳＣＩ收录论文１６０篇，
授权发明专利１１４件，授权 ＰＣＴ专利１件。
ＥＳＩ排名在１％基础上前移４８位。（２）李松
军、乔冠军、刘桂武团队获批江苏省双创团

队，肖浦入选“青年千人计划”（通过专家评

审），糜建立入选江苏特聘教授，宋浩杰、杨

小飞获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

项目资助，刘云建获得“全国高校冶金院长

提名奖”。（３）与英国莱斯特大学化学系共
建中英联合实验室并签订全面合作协议；

与地方政府企业合作建立江苏省双创计划

团队产学研基地，并获得省双创协会授牌。

【科学制定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 根据

学校总体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全面总结“十

二五”期间材料学院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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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训，促进材料学院向高水平研究型学院

转变，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科学制定

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

【调整运行机制，优化资源配置】 学院结

合学校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和“所

管科研、系管教学”的政策，根据学院现状，

以科研方向相近为原则，以学科梳理结果为

主要参照，制定并实施了《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教学科研机构调整方案》，对原有系和

教研室进行调整优化，成立了高端金属材料

及冶金研究所、特种合金及复合材料研究

所、无机材料与器件研究所、材料成型和加

工技术研究所及高分子材料研究所等５个
研究所，与原有的新材料研究院、实验中心

形成“五所、一院、一中心”的学院基本架

构。随着材料南楼和实践楼一楼的建成和

改造到位，制定了《材料学院资源配置总体

方案》，对学院现有资源进行重新调配，力求

资源使用的效益最大化，以解决向高水平研

究型学院转型中需要优先解决的核心问题。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以国家方针政

策和学校教学工作发展与改革思路为指导，

依据学校办学定位，重点建设具有行业优

势、学科特色的专业，成立了品牌专业申报

工作小组，积极推进，成功获批江苏省品牌

专业建设项目。以深化教学改革为抓手，以

创建本科教学质量名校为动力，做好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工作，按照学院总体安排，金属

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积极提交专

业认证申请材料。扎实开展审核性评估工

作，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制定了教

学资料归档实施细则，教学资料归档率

１００％。积极组织教改项目、教学成果奖申
报和教材的编写。“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

过程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实践”获得 ２０１５年
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重中之

重项目；“基于 ＣＤＩＯ理念的无机非金属材
料工程专业实践体系的构建与应用”获批校

级教改研究课题重点项目；“金属材料工程

专业本科生产实习教学模式的改革与探索”

“强化工程教育理念，优化材料成型专业跨

学科课程体系”获得校级教改研究课题一般

项目。“金属材料工程全素质链人才培养模

式构建与实践”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特等

奖，“面向新材料产业，构建‘２＋３’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获得校级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材料成型工艺”“材料

物理性能”“传输原理”“复合材料原理”４
门课程通过校“８４２”建设课程的验收；“材
料成型原理”“金属基复合材料”通过江苏

大学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期检查；“金属材

料液态成型工艺”“金属基复合材料”获得

校重点教材建设项目。通过规范院、系教研

活动，量化教研活动内涵考核，鼓励教师积

极参加教研教改活动等手段，有计划地培育

教学名师，组织学院公开课活动。同时，结

合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全方位地帮助青年

教师尽快适应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遴选

５名教师参加校级及省级的微课竞赛，其中
袁志钟的微课“材料科学与工程四面体”荣

获省级一等奖；选拔、推荐优秀教师参加校

双语及全英语教学竞赛。梳理２０１２级本科
生的创新学分，督促相关学生在毕业前获满

２学分的创新学分。２０１５届本科学位授予
率达９０％，ＣＥＴ－４通过率９０．５３％，ＣＥＴ－６
通过率３５．９３％，计算机通过率 ２７．８９％。
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积极组织参加第

六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获得团

体三等奖二组；第一届中国大学生材料热

处理创新大赛中荣获团队特等奖一名；第

四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中获得三等

奖二名。２０１５年获批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
新训练计划项目８项，其中省级重点项目４
项、一般项目１项、指导项目１项和校企合
作项目 ２项。２０１５年，作为际授权焊接工
程师培训合作基地，获得国际授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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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培训与资格认证委员会（ＣＡＮＢ）创新
成果一等奖。

【进一步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２０１５年司乃
潮获中国机械联合会科技进步三等奖１项，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１项，其中吉海燕、
刘磊、潘建梅、姚山山、朱强等获青年项目５
项，王君礼、乔冠军、杨娟、徐东、刘磊、刘桂

武等获面上项目６项。发表 ＳＣＩ收录论文
１６０篇，ＥＩ收录４０篇；李松军等撰写专著１
部，授权发明专利１１４件，程晓农等获授权
ＰＣＴ专利１件。
【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工作】 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重点突破为目标，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凝练学科方向，突出优

势特色，汇聚人才队伍，促进学科交叉，优化

结构布局，完善管理机制，提升学科内涵。

从材料学科本身要求出发，紧紧围绕具有国

家发展战略特征的领域及具有国家发展时

代特征的领域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ＥＳＩ
材料学科国际排名保持全球顶尖１％单位，
提升４８位。２０１５年授予硕士学位１４４人，
博士学位１４人。招收硕士生１４０人，博士
生１４人。２０１５年邹联力（指导教师沈湘黔）
的论文《Ｌａ－Ｆｅ－Ｏ基多孔纤维的制备及其
炭烟催化和染料降解应用研究》获省优秀硕

士学位论文；季振源（指导教师：沈小平）

的论文《石墨烯基无机纳米复合材料的可控

合成及性能研究》获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秦洁玲（指导教师：杨小飞）的论文《石墨烯

基功能纳米复合材料的可控制备及应用》、

陈琳（指导教师：李长生）的论文《共掺锐钛

矿相二氧化钛的电子结构及光学性质的第

一性原理研究》、马鹏飞（指导教师：周志

平）的论文《磺胺嘧啶分子印迹聚合物的计

算机模拟、制备及性能研究》、聂鹏（指导教

师：闵春英）的论文《聚酰亚胺／碳基纳米复
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张颖（指导

教师：曹顺生）的论文《碳掺杂二氧化钛的

设计、合成与应用》、徐杨（指导教师：罗驹

华）的论文《石墨烯—磁性粒子—聚苯胺复

合材料的制备和吸波性能的研究》获得

２０１５校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蔡杰（指导教
师：关庆丰）的论文《强流脉冲电子束作用

下热障涂层热生长氧化物生长行为与应力

状态》、冯永海（指导教师：殷恒波）的论文

《Ａｕ、Ａｇ、Ｐｄ、Ｃｕ、Ｎｉ纳米催化剂设计构筑及
其催化应用研究》、黄立静（指导教师：黄立

静）的论文《金属复合双层／多层透明导电
薄膜的制备及其光电性能研究》、刘婧（指

导教师：程晓农）的论文《ＹＡＧ透明陶瓷的
材料设计与制备工艺优化》、焦雷（指导教

师：赵玉涛）的论文《原位颗粒增强铝基复

合材料的塑性变形行为与性能研究》获得

２０１５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批省研究生
创新基金１２项，申报省研究生工作站７个，
申报校外导师 １５人。２０１５年推荐免试及
导师自主招收博士８人。开设研究生课程
５０门。全面修订了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培
养方案及材料和冶金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

培养方案，并从２０１５级开始正式实施。王
雷刚教授负责的张家港海陆环形锻件有限

公司和程晓农教授负责的江苏银环精密钢

管股份有限公司获２０１５年度省优秀研究生
工作站。

【加快高层次拔尖人才的引进培养】 以

“凝炼学科方向，汇聚人才队伍”为指导思

想，围绕学科重点和特色研究方向，突出“高

端、青年、国际化”战略主题，牢固树立“第

一资源、人才优先、以用为本、服务发展”的

理念，做好规划，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共引进

高层次人才５名，其中２人具有海外经历。
２０１５年，李松军、乔冠军、刘桂武团队获批
江苏省双创团队，糜建立入选江苏特聘教

授，宋浩杰、杨小飞入选“六大人才高峰”，

新增教授３人（刘桂武、陈彩凤、李桂荣）、
副教授３人（焦雷、徐紫巍、朱脉勇）、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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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２人（姚山山、杨进）。刘桂武、刘磊２
人被选拔为校青年拔尖人才造就对象；郭

顺、姚山山、聂仪晶３人被选拔为校青年骨
干教师培养工程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培养

对象。

【加快推进实验室平台建设】 做好江苏省

优势学科优质资源建设、中央财政支持地方

高校发展项目建设、江苏省高端结构材料重

点实验室建设等学科平台建设工作，上述平

台购置的设备陆续到位，安装、培训等工作

进展顺利。协助学院进行实验室模块化调

整方案的制定和论证工作，具体承担了实验

室改造和搬迁的实施工作，经过全院上下的

共同努力，该项工作基本完成。进行了科研

中心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在材料楼新楼建

成了科研实验室公共平台，完成了相关规章

制度的制定和环境的优化，建立了高效稳定

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提高了测试分析和对外

服务能力，为广大教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科

研实验环境。认真做好常规教学实验及教

学实验管理工作，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创

造条件改善教学实验条件。在做好为教学

服务的同时，对照工程专业国际认证的要

求，提出本科实验教学改进思路及本科教学

公共平台的建设构想，并进行本科教学公共

平台的资源建设工作和实验室改造的准备

工作。实验室库房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危险

化学品和固体废弃物的管理工作按照学校

的要求逐步到位。老旧固定资产的整理和

报废工作有序推进，提高了实验室的使用效

率。做好实验室安全教育与检查工作，消除

安全隐患。

【提升学生工作科学化水平】 ２０１５年，学
院学生工作坚持“以人为本，人人是才、人人

能成才”理念，努力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综

合能力和人格魅力，努力促进学生成长成

才。高分子１２０１班获评省先进班集体，张
明锁获评省优秀学生干部，何晗、李晓英获

评省三好学生，何恺、李杨、王筱、王静静获

校长奖学金，卫潇、王会琴、杨新春、何恺、王

起亮、张明锁、杨糰、吴肖、尤胜胜、唐豪、范

春亚、刘帅、房媛媛、刘灿、李杨、王筱、王静

静、李俊楠、刘超获国家评奖学金，何恺、李

杨、王筱、王静静、李俊楠、刘超获校标兵。

金属材料工程冶金工程本科生党支部、复合

材料工程本科生党支部荣获校先进基层党

组织。杨坤、王研、李晓英获校优秀党员。

围绕学生工作重点，以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为引领，开展“中国梦 我的梦”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教育活

动。公平、公正、公开地开展各类评奖评优

工作，扩大先进模范的引领示范作用。全院

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满意度９０％以
上。开展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教育、优

良班风建设系列活动，举办学业指导教授大

讲堂４次。２０１５届本科毕业生毕业率达到
９５．１６％，学位授予率达到９０．６％，研究生录
取率达２４．８６％。深入本科生学业规划、研
究生职业规划。大力推进学业导师制，２０１５
年新聘学业导师１３人，考核８２人，１２人获
评优秀。开展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教

育活动。主动深入兄弟学院调研海外推进

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加强对素质教育类课

程学生上课的考勤与管理。强化新媒体等

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运用。大力营造海外

学习的氛围，举办留学信息发布会、海外经

验分享会等一系列发布、分享活动。２０１５
年有２４名学生赴海外学习，１１人得到出国
类外语考试报名费报销资格。全年审核发

放各类奖助学金和临时困难补助６７８人次、
超１００万元，审核发放毕业生求职补贴１人
次。全年受理国家贷款申请１７份、省生源
地贷款２５０份，学院年终学生欠费率控制在
２．２６％。第１６届研究生学术论文大赛中，
学院获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１名、三等奖２
名，优秀墙报奖１名。第１３批科研立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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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３１项；第１４批科研立项申报１１８项，获
批５０项；１项作品在第十四届“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得一等

奖。２０１５届本硕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
９９．１７％、９８．４７％，其中初次就业率分别为
９３．６５％、９１．３３％，协议就业率分别为
９０．３３％、９８．４７％。审核发放毕业生求职补
贴６９人次。开办 ＳＹＢ培训班４期，参加培
训学员达１４０余人，获２０１５伯藜创业大赛
决赛二等奖及优胜奖各一项，２名陶学子入
选新加坡管理大学乡村创业课程免费学习

项目（全校共４名）。组织３１名学生参加江
苏大学第七、第八期励志素质拓展训练营，

继续推进学院“一诺千金”成长俱乐部，对

积欠学分的同学进行后期跟踪帮扶。结合

学院实际开展了“５·２５心灵手语操比赛”、
“擦亮心灵之窗———生命教育电影展播”、

“第二届生活大剧透之消费维权”、“悦动青

春，感悟生命”素质拓展、“就爱您”新生服

务周、“爱我有多深”心理知识竞赛、“要爱

我”团体心理辅导、“疲劳压力测试”等特色

活动。２０１５级新生心理普查建档率、一类
学生干预率（２０名研究生、１０９名本科生）
均达１００％；成功处理一起心理危机事件，
保障了学生的安全稳定。开展第八届“材华

横溢”社区文化节及第三届“防火灾，学自

救”为主题的防火演练活动。获批本科生

“文明宿舍”５７７间次、“百佳宿舍”８间次，
研究生“文明宿舍”１４６间次，学生社区迎新
橱窗评比二等奖。第二课堂活动精彩纷呈，

开展了“材料风暴”、“材料侠，奔跑吧”、科

研立项经验交流会、实验室的一天等活动，

“金绳杯”拔河比赛、材料学院新生杯篮球

和足球赛、江大 ｒｕｎｎｉｎｇｍａｎ第三季、“荧光
摇曳”“午后阳光”素质拓展、爱暖重阳—夕

阳无限好、新生迷彩情—军训服回收、爱心

助飞义务辅导、“以物换物　乐享生活”、材
料学院“新生杯”辩论赛、材料演说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演讲比赛、大冰百

城百校唱聊会、晓月老板民谣歌友会、班徽

班规设计大赛、优秀学子经验交流会、韶华

征程四院联合迎新晚会等活动。组织 ４８支
基础团队、２４支加分团队参加大学生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获得江大“新生

杯”篮球赛亚军，江大杯篮球赛亚军，江大杯

足球赛第七，第十三届校运动会全校第七，第

十四届校运会体育道德风尚奖。江苏大学第

十四届“无偿献血杯”大学生辩论赛中荣获

第三名；校级创新试点项目“三走活动”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和践行活动分获校一

等奖和二等奖。学院荣获第五届“党建带团

建”先进单位；１名学生到西藏参加西部计划。
【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５年，学院协
助承办了第二届中国国际复合材料大会。

以承办的３次大型国际会议为契机，学院深
层次推进与海内外高校及企业深层次、多领

域、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与美国内华达州

立大学签订“２＋２”联合培养协议；与英国莱
斯特大学化学系签订中英联合实验室协议；

举行中丹联合实验室发展规划专题研讨会，

切实推进科学研究国际化进程。加强对教师

和学生的国际化指导，根据学校统一部署，积

极推动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优秀本科生国

际交流项目、校际交流项目及大学生暑期海

外研修项目，拓宽国际化渠道，大力加强双语

课程建设，整体提升学院的人才培养质量。

２０１５年，共有８名教师赴国外高水平学校开
展合作研究，２４名学生赴国外高校学习。
【加强党群建设工作】 重视思想建设。制

订学院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严格执行

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认真组织学生参

加“形势与政策课”，落实“三会一课”制度，

紧紧围绕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高水

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学”战略目标，

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师生员工学

习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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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系列讲话精神。组织全院党员认真学习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在学院领导班子中扎实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学习研讨活动，举办专题研讨６次，
１４人次进行了重点发言。学院党委深入开
展调研，形成调研成果并获江苏大学 ２０１５
年中层干部优秀调研成果二等奖。重视组

织建设。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

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江苏大

学基层党组织选举工作暂行规定》，结合学

院实际，学院上届党委高度重视，精心筹备，

发扬民主，规范程序，圆满完成了学院党委

换届工作。落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优化党支部设置。

２０１５年４月调整教工、研究生党支部设置，
将教工、研究生党支部设置在专业、所（研究

院、中心）上，最终形成了教工、研究生、本科

生党支部在专业、研究所上一一对应的格

局。加强党支部建设，出台《关于加强党支

部建设的意见》（材党委〔２０１５〕１０号）。注
重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选送新任党支部书

记和委员参加学校、学院举办的党支部书记

培训班，不断提升基层党务工作者能力。认

真开展党员组织关系排查工作。对全院２０
个党支部、３２３名党员进行了梳理和排查，
经排查取得联系的党员 ９人，无“失联”党
员。做好党员发展工作。按照党员发展的

总体要求和工作规定，制订发展党员年度计

划，执行“三投票三公示一答辩”等工作程

序，确保发展党员质量。注意改善党员结

构，注重在低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和优秀青

年教师、学术骨干中发展党员。２０１５年共
发展党员３９名，其中本科生３０名、研究生９
名，转正预备党员４４名，其中本科生３１名、
研究生１２名、教师１名。坚持把发展党员
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培养

　　　

教育上，早教育、早发现、早培养。２０１５年
召开三场新生入党启蒙教育，培训４８０余人
次。认真组织学院分党校工作，举办１期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培训学员９７人。组织
新生党员参加新生党员培训班。重视党组

织活动。积极组织全员党员师生开展党建

研究工作、最佳党日活动。院金属材料工

程、冶金工程本科生党支部、高端金属材料

及冶金研究所研究生党支部共同举办的“铭

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共谋发展”获

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最佳党日活动”三等奖；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本科生党支部举办的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７０周年”，无机材料与器件研究所教
工党支部举办的“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

抗战精神”获最佳党日活动鼓励奖。学院刘

光磊老师的《“９０”后大学生党员理想信念
教育现状分析及对策探讨》荣获２０１５年度
江苏大学党建论文一等奖；王亚平老师的

《高校基层党组织对研究型大学建设的作用

研究》，王安东老师的《高校与地方产学研

协同创新发展的新思考》获党建论文三等

奖；刘慧、顾守曦的《高校先进党支部建设

研究》，王凤芹、姜奎的《高校学生党支部建

设研究》，孟献丰、朱亚军的《基层党组织建

设思考》，赵钧的《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探索》，朱琳王亚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获党建论文鼓励奖。认真做好党内

评奖评优工作，注意树立党员先进典型。刘

军、孙昊荣获２０１５年度“江苏大学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王凤芹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称

号，杨糰、王研、李晓英荣获“江苏大学优秀

学生共产党员”称号，新材料研究院教工党

支部、金属材料工程冶金工程本科生党支

部、复合材料工程本科生党支部荣获 ２０１５
年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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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学院概况】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
职工１５４人，专任教师１２５人，其中博士生
导师２０人，教授２８人，具有副教授等高级
职称的教师５６人，博士６３人。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的教师２人，国家级新世纪“百千
万人才”人选１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１人，全国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１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１人，全国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提名奖２人；江苏省教学名师１
人，江苏省劳动模范１人，江苏省中青年突
出贡献专家２人，江苏省“３３３工程”领军人
才２人，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２人，江苏
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５人、优
秀骨干教师 ３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资助获得者８人，多位国内外院士、专家学
者受聘担任学院的名誉教授、兼职教授和客

座教授，形成了一支梯队合理、学术水平高、

创新能力强的教学科研队伍。目前共有在

院学生 ２１００余人，其中博士生和硕士生
４００多人，本科生近１７００人。学院涵盖：农
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国家级重点学科；控制

科学与工程和电气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予点，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和电

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两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予点；电气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

点；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农业电气化与自

动化、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信号与信息

处理、生物医学工程，以及微电子学与固体

电子学等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新能

源汽车”和“农业工程”两个省高校优势学

科；电气工程和控制工程两个工程硕士授

予领域。学院设有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生物医学工程、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等６个
本科专业，含有国家级特色专业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且为学校卓越工程师计划实施专

业），两个省级品牌特色专业自动化（且为

江苏省卓越工程师计划实施专业）和电子信

息工程。设有电气工程系、自动化系、电子

信息工程系、生物医学工程系、电工电子教

研室和一个校级中心实验室。设有“电动车

辆驱动与智能控制”“新能源车辆驱动电机

与控制”“机械工业设施农业测控技术与装

备”３个省级重点实验室，“江苏大学—大全
集团电气工程”省级实践教育中心、江苏省

“电工电子”教学示范中心，以及自动化研

究所、智能化电气设备研究所、农业电气化

与自动化研究所、生物与控制工程研究所等

４个研究所。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落实《关于加
强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的意

见》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按

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

用”的总要求，切实提高发展学生党员的质

量。２０１５年发展新党员４２名，预备党员转
正５４名。２．继续推进党员素质工程建设，
深入开展党建“三个一工程”“党建带团建”

“三结对一创争”活动，发挥党员示范岗、党

员责任区、党员义工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２０１５年开展党内评优，共有一个教工党支
部、两个学生党支部获得“先进基层党组

织”称号，２名教工和４名学生党员获得“优
秀党员”称号，１名教工获得“优秀党务工作
者”称号。３．根据校党委的统一步骤，完成
学院“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实施方案，并严

格组织实施，按期完成６次集体研讨和１次
民主生活会，每次都有发言提纲，并按照要

求完成了学习内容、调研报告；组织了由校

党委书记范明亲自执讲、三个单位党员干部

联合参加的“三严三实”党课，完成了由学

院党委书记亲自授课的关于“三严三实”的

书记讲堂；《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十三五”实

验室建设规划调研报告》荣获２０１５年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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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干部调研成果三等奖。４．顺利通过由校
纪委牵头的、对学院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等工作落实情况的检查。在听取汇报后，校

领导充分肯定了学院这几年的发展，认为学

院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导班子团

结、和谐，尤其是在青年教师培养方面很有

成效，做法值得推广。５．全院党支部开展
有特色的“最佳党日”活动征集评选工作，

推荐多个“最佳党日”活动到学校，并获得３
个校级三等奖。６．做好党员的日常管理工
作，完成党内各种报表的统计工作和党费收

缴工作，及时维护党务系统数据，顺利完成

毕业生党员和新入学党员的党组织关系转

递工作。７．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１
期，培训合格９８人，所有党员领导干部为院
党委分党校上党课。８．认真配合校党委组
织部的“党员发展工作专项调研”，落实相

关工作。认真落实省、市党员组织关系排查

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在学院开展党员组织关

系排查工作，严格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监督，

经过努力，联系上了失联多年的多名党员，

并按照规定进行了相应的处理。９．顺利通
过校关工委对“二级学院关工委工作常态

化”的考核，并获得２０１５年度校“先进关工
委”称号。３名关工委老师被评为“先进个
人”。１０．做好江苏大学“三育人”“师德标
兵”的推荐、评选工作。各有１名老师入选
２０１５年“师德标兵”和“三育人”先进个人。
１１．完成学院二届三次教代会，领导院分工
会在２０１５年的纪念抗战胜利７０周年大合
唱、乒乓球等比赛中荣获佳绩。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１．以专业认证
和审核评估工作为抓手，通过严格落实学校

各项管理制度，并逐步完善学院和专业层面

的教学管理办法，进一步提升了学院的本科

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深入推进专业认证

工作，学院电气专业的专业认证申请再次由

教育部评估中心电气信息分委员会重点推

荐到教育部评估中心。２．开展丰富多彩的
教学活动，由学院邀请清华大学于歆杰教授

来校做慕课专题报告，邀请天津大学李刚教

授到学院交流教学改革经验。另外，学院成

功组织“公开课”和“教学沙龙”各１次，在
我院创造了热爱教学工作、关注并积极投身

教育教学改革和研究的良好氛围。３．通过
积极组织各种教学申报、评比和竞赛活动，

展示了学院教师队伍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教

学能力。２０１５年，学院获评校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１项、二等奖１项；获批校教改项目
立项８项，其中１项列为校“重中之重”项目
并获得省教改项目立项，３项列为校重点教
改项目；获批校重点教材建设立项教材 ３
部，其中２部获批江苏省重点教材建设立
项；获批江苏大学“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重

点建设项目立项课程１门，并通过了中期检
查；在“８４２Ｔ”精品课程验收中，３门课程获
评优秀；１名教授荣获江苏大学教学名师，３
名教师荣获江苏大学本科教学先进个人，２
个系室荣获江苏大学本科教学先进集体。

学院摘得全国高校青年教师电路课程教学

竞赛一等奖１项，全国高校青年教师电工学
课程教学竞赛二等奖１项，荣获江苏省高校
微课教学比赛本科组二等奖１项，在校第二
届双语及全英语教学竞赛中荣获二等奖

１项。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１．针对学院党代会提
出的建设“研究型学院”的号召，积极引导

和动员广大教师转变思想观念，积极申报各

类项目。在召开自然基金动员会的基础上

并邀请学院有经验的教师对部分申报自然

基金的老师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２０１５年
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批数量继续保持

高位，共获得８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其中５项为面上项目。此外，获批江苏省自
然基金项目５项，国家博士后基金３项，省
“六大人才高峰”１项。２．在科研成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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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２０１５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１项，
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７项（其中一等奖３
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３项）；获授权的国
家发明专利７３项；ＳＣＩ收录４０篇（４篇为
一区期刊），ＥＩ期刊收录论文 ５４篇，发表
ＳＣＩ源刊论文４０篇；出版学术专著１部。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学科建设方
面，２０１５年“控制科学与工程”参加了江苏
省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评估，以“良

好”的成绩顺利通过了评估。在学科队伍建

设方面，针对学院多学科相融的客观现实和

特点，注重内涵建设，围绕“新能源汽车”

“农业工程”两个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继

续做好优势学科的各项建设工作。２．在研
究生培养方面，进一步完善和修订研究生日

常管理条例，首次引入了现代化的考勤制度

和手段之后，２０１５年考勤制度常态化管理
成效显著。在第十六届研究生学术论文大

赛中，学院上报参赛学术论文１５９篇，获一
等奖３篇、二等奖１８篇、三等奖２４篇，学院
荣获优秀组织奖；在第五届中外研究生学

术论坛活动中，学院有３４名研究生参加，１
人获优秀口头报告奖，１人获最佳墙报奖，
学院获得优秀组织奖；２０１５年学院还首次
选派３支研究生队伍参加了第十届中国研
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分别获得国家二等奖１
项，华东赛区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创造
了所有参赛队伍全部获奖的优异成绩。

２０１５年，学院获得省优秀硕士论文１篇，校
优秀硕士论文９篇，校优秀博士论文１篇；
江苏省学位论文抽查合格率为 １００％。此
外，学院获批研究生省创新工程项目５项，
获批研究生工作站２个。研究生招生依然
保持良好态势，硕士招生数达到１５５人，博
士招生数１１人，进站博士后５人。新增硕
士生导师５名，博士生导师３名。
【师资队伍建设】 １．统筹推进人才引进工
作。学院充分依托学科优势，进一步加大人

才引进造就力度，把人才引进放在提高学院

师资队伍质量、优化学缘结构、促进学院发

展的中心位置。学院２０１５年联系应聘博士
５０余人，面试１０人，其中具有海外学历的２
人，并已成功引进博士 ４人。２．为教师成
长发展和脱颖而出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学

院教师职称学历全面提高。目前学院现有

专任教师１２５人，其中教授２８人，副教授６０
人，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已占到专任教师的

７０．４％，有博士及以上学历的６７人，占教师
人数的５３．６％。３．积极培育引导教师申报
高端人才项目。２０１５年申报高端人才项目
４项：其中申报“长江学者”１人，申报“六大
人才高峰”３人。４．进一步提升青年教师
培养力度，把有潜力的年轻老师送到国内外

知名高校进修深造。全年选拔青年骨干教

师４人，选拔派送青年教师去海外留学
６人。
【国际交流与合作】 １．国际化工作，继续
稳步推进，成效显著。在２０１５年度美国农
业及生物工程师学会年会上，学院刘慧、沈

跃两位教授参与的项目获得２０１５年度美国
农业工程学会“雨鸟最佳工程概念奖”。该

奖项为美国农业及生物工程领域新技术、新

发明的最高奖项。自１９７４年该奖项设立以
来，首次由我国科研单位及个人获此殊荣。

该荣誉的获得是学院深入、全面开展国际化

工作以来又一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国际合作

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学院在农业工程学科的

国际地位。此外，２０１５年中日韩创新工程
设计竞赛和创新应用研究教育国际会议在

江苏大学成功举行，学院自动化系主任潘天

红教授作为该组织的联合奠基人之一，担任

大会主席；我院学子的创新设计作品斩获

ＣＥＤＣ２０１５大会金奖；１名同学的学术论文
荣获 ＩＣＩＡＲＥ２０１５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
２．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２０１５年成功组织
了１个团、７人次到境外参加学术会议，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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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到境外高校进修；组织了本科生、研究

生共１９人次到境外交流。此外，还先后邀
请了谢菲尔德大学的汪佳斌教授、丹麦奥尔

堡大学的陆凯源教授、悉尼科技大学郭有光

教授、台湾成功大学的蔡明琪教授等１９位
国内外知名学者来学院进行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年，新增入学留学博士研究生３名，位
居全校前列。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方面，学

院先后与日本三口大学、美国普渡大学的相

关学科和专业进行了沟通和互访，并就电气

工程等相关专业的“２＋２”培养模式达成了
初步意向。

【学生工作】 １．学生日常管理成绩显著。
２０１５年辅导员进宿舍 ４７０余次，进行安全
检查７０余次，安全卫生普查６次；学院获
批“文明宿舍”６４１间，“百佳宿舍”９间。对
２０１５级１５４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３８０名
本科生新生进行了心理普查，测试率连续达

到了１００％。给予 ２３４名学生办理助学贷
款，全年共评审发放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

助学金４１３人次共计１３９．７万元，校阳光助
学金９．６万元。２．学风建设狠抓不懈。学
院全年累计举办“学业指导教授大讲堂”讲

座１５场。全年报考出国类外语考试的学生
１９人，赴海外交流的学生１９人。学院２０１５
年早操综合评比荣获校一等奖，１２个班级
获校先进班集体荣誉称号。在“学风建设

月”活动评比、第十六届研究生学术论文大

赛和第五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中，学院表

现出色，全部荣获优秀组织奖。此外学院在

第１４届运动会新生广播操比赛中获得第二
名，第四届大学生安全知识竞赛中荣获优胜

队三等奖，２０１５级新生军训歌咏比赛中荣
获二等奖，军训简报评比中荣获第四名。

３．考研就业招生持续攀升。２０１２级学生
１６８人报考研究生，报考率达４４％；２０１５届
本科毕业生，总就业率达 ９９．４６％，研究生
总就业率达９８．７７％，其中本科生继续攻读

研究生７８人，硕士研究生继续读博的有３
人，总计升学录取率达２２％，就业质量得到
大幅提高。４．科技活动再创佳绩。２０１５年
全国电子设计竞赛中学院荣获省赛一等奖

７项、二等奖４项。其中获评全国一等奖２
项，全国二等奖４项，江苏赛区优秀组织奖
１项。参加首届“东方红杯”全国大学生智
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获特等奖４项、一等
奖２项、二等奖４项、优秀奖１项。在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大学生电子设计—ＦＰＧＡ应用系
统设计邀请赛（英威腾杯）中获得二等奖１
项、三等奖 ２项。２０１５年共申报科研立项
１０１项，获批 ６８项，完成 ２０１４年立项结题
３３项。申报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 ３４
项，获批２６项，其中省级重点项目５项、省
级一般项目２项，省级指导项目５项。申报
江苏大学工业中心大学生创新实践基金项

目２８项，获批２０项；申报“星光杯”４组，并
获江苏大学“星光杯”优秀组织奖。５．社会
实践成果丰硕。２０１５年学院新建２个大学
生社会实践基地，组建了１２１支社会实践队
伍。在暑期社会实践十佳评比活动中，获得

校优秀实践方案１项、良好实践方案２项；
荣获“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调研报告

１项，相关活动得到了《人民日报》、教育部
网站、中新网、光明网等等社会媒体的广泛

关注。另外，有 ８支团队获得校“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称号，有２位老师获
评校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指

导教师称号，１位同学获评校“十佳使者”称
号，６９名同学获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先进个人称号。在校团委２０１５年四类十佳
项目评比中，学院一共取得４项十佳。在重
点工作创新试点项目评审中，学院获得学校

创新试点项目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学
院７个团支部获得校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４３人被评为校优秀共青团干部，４５人被评
为校优秀共青团员，２个班级活动被评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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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主题团日活动。６．优秀学生脱颖而
出。２０１５届毕业生中获评校级优秀毕业本
科生 １５人，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 ５人。
２０１５年本科生共２７７人获奖学金，１３３人荣
获校级先进；研究生２０２人获奖学金，１６人
被评为校级优秀。５名本科生和１４名研究
生荣获国家奖学金，其中３名学生荣获校长
奖学金；５名本科生被评为校“三好标兵”，
１名研究生被评为校优秀研究生标兵。１名
研究生和３名本科生被评为校优秀学生共
产党员。２名同学荣获省“三好学生”称号，
其中１人还获得第十一届“江苏大学十佳青
年学生提名奖”。此外，有５名学生光荣入
伍参军。学院还联系多部门共同资助新疆

籍学生麦麦提敏出版诗集一部。

【宣传工作】 １．学院严格执行院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认真完成２０１５年中
心组理论学习计划。认真完成了２０１５年党
员组织生活学习计划和教职工理论学习计

划，要求各支部严格执行两周一次的理论学

习制度。加强领导力度，组织好“理论学

堂”“书记讲堂”，创新学习形式，聘请专家

进行“五棵松”论坛讲座，对新入学大学生

进行指导，效果显著。认真组织学生参加

“形势与政策课”学习，强化课程教学组织

与管理。２．学院各党支部继续开展“党建
带团建”和学生党建“三个一”工程活动，进

一步推进师德建设工程，结合校园廉政文化

活动，在教师和学生中广泛开展学术道德的

规范教育活动。３．学院在宣传工作方面硕
果累累。先后在教育部、中新网、《人民日

报》、光明网等国家级媒体发表报道１４篇，
在《现代快报》《扬子晚报》等省级发表报道

７篇，在《镇江日报》《京江晚报》和金山网
等市级发表报道１３篇。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２４日，江帆网投稿数学院以 ２４８篇排名第
八。４．全面改版学院网站，积极参加二级
中文网站的评比活动。新媒体平台也取得

突破性进展。学院官方微信关注人数从

２０１４年的１００多人，增长至４６００余人。在
江苏大学团委各学院微信影响力评比中，学

院位列前茅，多篇文章阅读量位居前列。目

前，学院微信公众平台累计发表文章 １２２
篇，累计阅读量达到１５１１３，平均每篇文章
阅读量达 １２３，平均每日阅读量为 １９１。
５．积极参加宣传部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寻
找最美江大人”和“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等

活动中，积极申报、组织材料，充分挖掘基层

教师中的闪光点，树立榜样，号召大家学习。

（撰稿人：王　伟　核稿人：刘国海）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学院概况】　１９８６年获批“农产品加工工
程”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３年获批全国首个
“农产品加工工程”博士点，１９９８年获批全
国首批“食品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是原机械部重点

学科，江苏省“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

学科，江苏省“十一五”国家重点学科培育

点。“食品科学与工程”２０１２年获批江苏省
“十二五”一级重点学科，２０１４年获批江苏
省优势学科 Ａ类资助计划。学科梯队两次
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学科梯队。目前，我国有

２７０余所大学设有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在
２０１２年教育部组织的全国学科评估中，江
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整体水平位居

全国第 ８（在参评学科中位次百分位为
１５．７％），其中“科学研究水平”位居全国第
４。２０１５年全国博士后流动站综合评估获
得优秀等级。本学科支撑的学校农业科学、

工程学、材料科学和化学等 ４个学科进入
ＥＳＩ排名全球前１％。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１８
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０２人。在９９位专任教
师中，正高２９人，副高４２人；具有博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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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教师 ９３人，具有海外经历教师的 ４２
人；博导２４人，硕导６９人。江苏省“３３３高
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３人和第三层
次７人、江苏省普通高校“青蓝工程”学术
带头人４人、优秀骨干教师３人，江苏省“六
大人才高峰”各类人才４人。何梁何利科技
创新奖获得者 １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１人，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１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１人，教育部
新世纪人才１人，江苏省特聘教授３人，江
苏省教学名师１人。“食品物理加工技术与
装备团队”２０１５年获批江苏省高等学校优
秀科技创新团队。

【党建和思想工作】 学院党委制定了党委

中心组、党员和教职工学习活动的系列文

件。院中心组定期按计划学习６次，认真组
织学习“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等文件精神。举办了食品学院第九期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２０１５年共发展党员
１９人，预备党员转正２１人。２０１５年５月以
来，学院积极响应学校关于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的通知精神。组织领导班子成

员、系主任、教工党支部书记等人员聆听陈

龙副校长的党课，按时完成学校“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的规定任务。学院党政领导班子

成员自觉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做到清正

廉洁、勤政廉洁。

【本科生教育】 １．专业建设工作。（１）食
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提交专业认证申请，并获

受理；（２）生物工程专业通过学士学位评
审；（３）完成 ４个专业教学质量报告；
（４）完成４＋１个专业培养计划的修订工作
（审核评估需要）；（５）开展了学院、专业层
面的提升“毕业生专业教学满意度”的研讨

会，２０１５届毕业生教学满意度评价结果全
校排名第２；（６）积极参加江苏省品牌专业
学校遴选申报工作。２．课程建设工作。
（１）积极组织参加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程

教学比赛，６位教师参加学校的遴选，３位教
师获推荐，１位教师获省二等奖；（２）积极
申报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项目，申报学校

２部，获批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 １部；
（３）２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完成更
新和总结工作；（４）双语及全英语教学竞
赛，学院复赛６人参加，张迪获校二等奖（第
１个）；（５）本科实验室建设梳理，获批学校
建设费１６０万元。３．培养工作。（１）获批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省重点项

目２项、一般项目１项、指导项目１项，校级
立项项目 ８项，校企合作基金项目 １项；
（２）２０１４届 １人获省优秀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二等奖 １人、三等奖（京江食品）
１人，２０１５届获校优秀本科毕业设计（论
文）４人，被推荐参评省２人；（３）２０１５届
毕业生１８２人，学位授予率９６．１５％，毕业率
９８．９％；（４）２０１５届 ＣＥＴ６通过率为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届计算机考试通过率为
４０．５６％；（５）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３人
获奖。

【研究生教育】 １．研究生招生工作。２０１５
年共招收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４３人，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３４人；招收博
士研究生１５人；１名自主招生；８名硕士免
试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后入站２１人。２．研
究生培养创新工程。２０１５年学院研究生在
多项全国性创新活动中取得佳绩：第十四

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一等奖 １项，“东方红”杯首届全国大
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 Ａ类作品研究
生组二等奖和优胜奖各１项。获批省立校
助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３项。
３．研究生毕业及学位授予工作。２０１５年
６４人获授硕士学位，１３人获授博士学位。
２０１５年获省“优博”１篇、省“优硕”１篇；校
“优博”３篇、校“优硕”５篇。
【学科及科研工作】 １．学科建设。（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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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建设工作。博士后流动站评估获得“全国

优秀”；在武书连２０１５年的大学排行榜中，
食品学科被评为学校唯一的Ａ＋学科，在全
国１００个受评价的食品学科中排名第 ４。
２．科研工作。（１）２０１５年度学院省部级奖
项获得可喜成绩：陈全胜教授主持的“农产

（食）品品质安全智能评价和快速检测理论

基础研究”，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陈全胜教授主持的“茶叶加工过程在

线监控及茶叶质量快速检测技术开发”，获

得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

江苏省轻工业协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邹

小波教授主持的“一种高光谱成像的光源系

统”获得第十七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第九

届江苏省专利奖优秀奖；获批“江苏省食品

智能制造装备工程实验室”；与英国利兹大

学联合建立“中英农产品品种快速无损检测

联合实验室”。（２）科研工作从指南立项抓
起。２０１５年是“十二五”收官、“十三五”开
启之年，对于项目立项、申报都非常关键。

学院２０１５年获批国家自然基金９项，其中
青年项目５项；省自然基金青年项目９项。
学院教师在博士后科研项目方面获特别资

助１项，面上科研项目 ６项，省科研项目
５项。（３）科研成果奖励。２０１５年学院教
师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江苏省

轻工业协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各１项；获
得第十七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第九届江苏

省专利奖优秀奖各１项。另有１项与外单
位合作项目获得省部级奖励。（４）科研工
作全面进步。科研论文取得更大成绩，全院

教师发表的论文被 ＳＣＩ、ＥＩ检索１１７篇，另
补检２０１４年的２４篇。在本学科Ⅰ区期刊
上发表论文１６篇，论文质量实现质的飞跃。
获授权发明专利５１项；申请国际ＰＣＴ专利

２件。
【学生工作】 结合专业特点，发挥学科优

势，深入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学院在２０１４年的优良平台上积极
申请市级优秀，２０１５年上半年荣获“镇江市
五四红旗团委”称号，下半年团委工作再接

再厉，新媒体工作独树一帜，基层团建获得

先进称号。２２个学院竞争４０个“十佳横向
项目”，我院获得３个，２０１５年荣获５个“十
佳”。积极营造浓郁的考研氛围，２０１６届毕
业生考研率４９．６５％，考本校率２７．６６％，远
超学校要求指标。积极搭建具有专业特点

的学院课外创新学分项目平台，学院张艳艳

博士获“挑战杯”省赛一等奖及全国赛一等

奖；陈全胜老师带领的张东亮等人的硕士

团队荣获“第一届东方红杯全国农业装备大

赛”二等奖，黄星奕副院长带领的韩方凯等

人的硕博团队荣获优胜奖；陈玉等本科生

团队荣获“第二届甘其食杯中国传统食品创

新大赛”优胜奖。２０１５年校科研立项结题
１４项，远超学校要求指标。

（撰稿人：王　彦　核稿人：周　俊）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学院概况】 江苏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

院下设环境工程研究院、安全工程技术中

心、生物质能源研究所、海洋资源与环境研

究所、环境与健康研究所、环境生态研究所、

环境科学系、环境工程系、安全工程系，以及

安全与环境工程中心实验室。学院有环境

工程、安全工程和环保设备工程３个本科专
业，其中环境工程专业为江苏省特色专业，

环境工程和环保设备工程为江苏省环境重

点建设专业。学院拥有环境科学与工程一

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环

境科学与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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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环境工程、安全工

程和矿业工程 ３个领域工程硕士授予权。
学院具有国家甲级安全评价资质和二级安

全培训资质。学院实验室面积６０００多平
方米，实验仪器设备近２０００万元。学院现
有教职工９８人，其中特聘中国工程院院士
１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１人，博士生导
师２１人、硕士生导师５１人，其中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１人，江苏省“创新创业人才计划”、“３３３
工程”学术带头人和“六大人才高峰”各类

人才９人，校特聘教授３人；拥有江苏省科
技创新团队 １个，形成了一支学术水平较
高、层次合理的以中青年为主的师资队伍。

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比达 ８７．０６％。
截至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学院有全日制研究生
（硕、博）１７６人、本科生５５７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５年，学院举
办了１期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共培训入党
积极分子２１名，全年发展学生党员１５人，
１４名预备党员按期转为正式党员。截至
２０１５年年底，学院共有教工党员 ４０人、学
生党员 １０５人（含预备党员 ２４人）。２０１５
年，学院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

精神为重点，引导全体党员深入学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切实增强基层组织在学校

转型发展中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学院

班子建设，不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学

院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组织参与学校党的建设研究会的各项工作，

提交党的建设论文６篇，申报了最佳党日活
动１项，其中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２０１３级
研究生党支部申报的“牢记历史，感恩老兵，

精神永驻”———向抗战老兵致敬主题党日活

动获得二等奖。积极组织参加校工会和分

工会组织的各类文体活动，通过一系列活动

增加教师之间的相互了解，取得良好效果。

耐心细致地做好有关人际关系的协调工作，

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和发展，力所能及地帮

助青年教师解决困难，看望慰问生病住院的

教师和退休老教师，举办退休老教师茶话

会。为了更好地对外宣传，学院编印了学院

中英文宣传手册，并已全面更新中英文网

页。２０１５年在地市级以上媒体发稿 ２３篇
次，其中国家级１２篇次、省级８篇次、市级
３篇次；学院获２０１５年度“对外宣传工作先
进单位”称号。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２０１５年，实现
了主讲教师岗位资格符合率１００％，教授上
本科讲台比例１００％，副教授上本科讲台比
例１００％；日常教学工作运行良好，无教学
事故，教师调课率显著降低。狠抓毕业设计

（论文）质量，２０１５届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总体良好，获 ２０１５年校优秀毕业设计（论
文）２篇，获评江苏省优秀毕业论文三等奖
１项。环境工程专业积极开展工程专业认
证申请工作，环保设备工程专业以优秀成绩

通过了学士学位授予权评审，２０１５年首次
在全国高校环境类专业课程报告会上做交

流发言。为满足工程专业认证和审核性评

估标准要求，对培养方案再次进行修订。

“环保设备”“安全管理”顺利通过“８４２Ｔ”课
程建设项目验收，“环境微生物学”以优秀

成绩顺利通过江苏大学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中期检查。《水污染控制工程及设备》获评

江苏省重点教材。申报获批江苏省环境科

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２０１５年度实验室
建设工作进展顺利；实验室管理安全、高

效、规范，实验仪器设备完好率 ９０％以上。
学生积极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２０１５
年申报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 １９
项，获批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

项目５项，其中重点项目２项；获批校级大
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１１项。获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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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三

等奖 １项，获评江苏省本科毕业设计（论
文）三等奖１项。获批江苏大学教学研究项
目３项，其中重点项目１项。获校教学成果
特等奖１项。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年，新增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６项（其中面上基金３项），
省部级科研基金８项；全年科研总经费达
７５２．３万元，其中纵向经费 ５０９．３万元，横
向合同经费２４３万元，到账经费２０８万元。
２０１５年三大论文检索共６４篇，其中 ＳＣＩ检
索收录论文５７篇（１区８篇，２区１０篇），申
请发明专利４０项，获授权发明专利１７项，
出版专著４本。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圆满完成硕士

研究生招生计划，招收硕士生５３人、博士生
６人；培养硕士生毕业４９名、博士生毕业５
名（含留学生 １人），获评省优秀硕士学位
论文１篇，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３篇，校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２篇。积极实施研究生教
育创新工程，获评２０１５年首届全国给排水
相关专业在校生研究成果展示会最佳专利

银奖１项，获批江苏省创新工程资助项目８
项，获批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１个，累
计获批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１３个，获
评省级评估优秀企业研究生工作站１个，获
批产业教授１名，获批校研究生实践基地２
个。省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 １００％。博士
生发表两大检索学术论文１６篇。
【师资队伍建设】 继续按团队大力引进人

才，进一步加强科研团队建设。２０１５年引
进高层次人才９人，其中海外博士１人。教
师晋升高级职称５人，其中教授１人，研究
员１人。学院共有正高职称教师１６人，占
教师比例为１７．６％，副高职称教师３１人，占
教师比例为３６．５％；新增博士生导师１人，
硕士生导师３人；教师中博士学位比例已
达８７．０６％；２人获批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

工程”。　
【学生工作】 继续推进本科生双导师制度

的实施，双导师制覆盖了全院本科生二、三、

四年级本科生，满足了学院优秀学生个性化

指导的需要。完善辅导员工作周例会、学业

导师工作月例会等常态化学生工作会议制

度。以具体活动促进教师与本科学生的融

合，学院２０１５年分别召开了３场２０１５届本
科毕业生座谈会及３场２０１６届本科毕业生
座谈会，单独举办了２０１５级迎新师生联欢
会，师生同台参加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７０周年红歌会活动。制定或修订
了《环安学院学风建设实施意见》《环安学

院辅导员工作条例》《环安学院学业导师工

作条例》《环安学院党员、发展对象学风建

设量化考核方案》《环安学院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评审条例》等制度，细化了学风建设实

施方案和细则，确保了学风建设各项措施顺

利开展。学院学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截

至１２月，本科生总就业率为９９．２％，其中协
议就业率为８６．４％，初次就业率为８１．１％；
学生欠费率为 １．２４％；早操出勤率为
９９％；优秀宿舍比例为５７％；本科学生科
研立项２３项，本科学生科研立项结题７项。
研究生总就业率 １００％，协议就业率（含升
学、出国）１００％，初次就业率９２．３１％；研究
生报考率为２６％，报考本校研究生比例为
７％，考研达线率为６．１％；具有海外学习经
历的学生９人，通过出国类外语考试６人。
学院获校学风建设月优秀学院称号，１个团
队获节能减排国赛三等奖、１个团队获国赛
专利银奖，１个团队获中日韩创新大赛铜
奖，１人被评为省优干；辅导员２人通过国
家三级职业规划师考试，１人被评为省级大
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环保协

会获省十佳公益社团，学生６人被评为省级
社会实践先进个人，１人获省科技创新奖并
入围第四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１人获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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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标兵。

（撰稿人：彭立伟　核稿人：吴向阳）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学院概况】 ２０１５年是深入学习贯彻校第
三次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完成

“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深化

改革、科学谋划“十三五”事业发展的关键

之年。在校党政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学院领

导班子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改革创新，在建

设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学的道

路上不断探索。在学院广大教职工的共同

努力下，学院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喜人的

成绩。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５年，学院党
委认真做好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校第

三次党代会精神学习贯彻工作，构建多层

次、多渠道的党员经常性学习教育体系，突

出学习重点，健全学习机制。认真组织开展

好廉洁文化宣传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主题、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棵松

讲坛”、寻找“最美江大人”新闻行动等活

动。其中，校园廉政文化作品征集共上报廉

政文化作品１５件，获二等奖２名，学院获组
织奖；“‘计小码’与‘我’的代言日记”获校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案例

二等奖。学院党委继续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提出的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

设要求，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根据学

生党员队伍构成的实际情况，对本科生党支

部设置方式进行了调整，把原先按年级设置

党支部的方式改为按专业纵向设置；以支

部为单位对全体党员的组织关系进行了全

面梳理和排查，圆满完成任务；举办了１期

学生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培训班、入党积

极分子培训班，协助校党委组织部举办了学

生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在２０１５年度“最佳
党日活动”评选中，２０１３级本科生党支部的
“让历史的思考启迪我们的心灵”获二等

奖。在２０１５年度党建论文评选中，共上报
论文１５篇，获二等奖１篇、三等奖３篇、鼓
励奖２篇。１个教工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基
层党支部，２名教师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１
名教师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２名教师被
评为“三育人”先进个人，２个学生党支部被
评为先进学生党支部，３名学生被评为优秀
学生共产党员。全年共发展党员４１名，３３
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及时更新学院中英

文网站信息，经常在校内外媒体、网络报道

学院教学、科研、学生工作动态，发表省级以

上报道２４篇（国家级报道１６篇），荣获“对
外宣传工作先进单位”。此外，在校工会指

导下，院分工会认真做好各项工作，组织教

职工参加学校各项活动。在“四有好老师”

演讲比赛活动中，１名教师荣获校级二等
奖，学院获优秀组织奖。在“抗战胜利暨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师生大合唱比赛
中荣获第一名，连续第十次获得江苏大学教

职工乒乓球团体赛冠军，并参加了“锐捷

杯”江苏省高校计算机学科第三届教职工乒

乓球团体赛，获得第四名的佳绩。有５位老
师被评为优秀工会工作者，有１６位老师被
评为工会活动积极分子；院分工会被评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２０１５年，学院
在高质量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推进教

学建设与改革，教学水平和教学成果稳步提

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申请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获得受理；省级教材申报与立项

１部，校级重点教材建设项目３部；大学生
实践创新项目获省级立项 ３项，校级立项
９项。２０１５届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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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篇被推荐为省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８４２Ｔ”网络课程验收３门全部合格，２门留
学生课程获批２０１５年校国际化专业英语授
课精品课程；新增学生实习基地１个，新增
联合实验室１个；发表核心教研教改论文２
篇。物联网工程系获本科教学工作先进集

体，２位教师获本科教学工作先进个人，１位
教师获校双语、全英语教学竞赛二等奖，１
位教师获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科组三

等奖；获江苏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１项、
二等奖２项。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年是科研丰收的
一年，学院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

破：获批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批
项目数量和资助总额均达到历史新高；第

一次以学院为牵头单位获批１００万元以上
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省内科研项目上，

获批２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４项自然科学
青年基金项目、３项省高校自然科学项目，
这三个科研项目的获批项目数量及资助总

额均为学院历史最高；在成果转化项目、经

信委项目、横向合作项目等方面也获得丰

收，纵向项目立项数目、获得项目资助的教

师数目、获得项目资助的经费总额均创历史

新高，纵向科研经费８１７．２４万，顺利达成年
初制定的８００万的目标。教师发明专利申
请积极性较高，授权发明专利２７项，顺利达
成并超出年初制定的２０项的目标。同时，
在科研常规工作方面，学院层面也做了大量

具体有效的工作，切实为学院教师在科研成

长方面建立了团队，提供了平台、指导与服

务。在科研平台上，学院和江苏天创科技有

限公司合作，申请成了“信息安全云服务”，

为学院新增了一个省级科研平台；成立了

物联网工程研究所、软件系统研究所、电子

与通信技术研究所三个院级专职科研机构，

其中物联网工程研究所通过了学校的校级

专职科研机构论证，“物联网工程研究院”

挂牌在即。在学术交流上，邀请了包括

ＩＥＥＥＦｅｌｌｏｗ、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美国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总统奖”获得者、“长江学

者”、国家杰出基金获得者、中科院“百人计

划”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

获得者等２０多位专家学者莅临学校做科研
指导工作，加强了交流，提升了学术眼界。

举办系列调研活动，多次举行面对面调研形

式的座谈会，了解广大青年教师和科研骨干

教师的成长需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

经验，全面引导；承办了第二届江苏省网络

与云计算学术会议和江苏省高校计算机学

院院长高峰论坛，省内高校计算机学院的院

长、系主任等云集我校，扩大了我校计算机

学科在省内、国内的知名度。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５年，学院
组织了网络空间安全学科建设的研讨会，积

极整合资源并申报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予权；积极配合电气学院做好

控制科学与工程省一级重点学科建设的验

收评估工作，获得良好成绩；认真组织软件

工程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硕士点学

科的省学科评估工作，以良好的成绩通过评

估。与江苏天创科技有限公司联合获批省

经信委的信息安全云服务联合研发创新中

心，省部级学科平台建设实现新增长。８位
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其中一位为企业联合

培养博士后。２０１５级研究生优秀生源比例
首次成为学校第一名；２０１５级研究生达线
１１９人（含９名保送生），近５年来首次上线
人数超过录取人数；２０１５级研究生保送人
数和接受人数比为１∶１，保送生接受比例
连续两年居全校并列第一名；朱轶老师带

领的“移动终端开发”团队项目获得国家一

等奖（位于全国２０个一等奖的第二名），这
是学院历史上研究生科研竞赛方面的第一

个一等奖；３位校外企业合作导师被聘为
“江苏省产业教授”，这是学院校外企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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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首次获得该项荣誉；３篇硕士论文获得校
级优秀硕士论文，获批校级优秀硕士论文的

数量创历史新高；加强和企业合作，新增了

５个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是新增研究生工作
站数目并列最多的一年；研究生任课教师

积极探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共申报了７门
研究生 Ａ类课程，申报数并列全校第一。
此外，学院紧跟学校研究生工作改革的步

伐，很多方面走在学校的前列：率先在学院

层面将导师的研究生名额分配和绩效挂钩，

引导优质生源向科研项目倾斜；率先实现

所有学术型硕士论文全部通过国家平台送

审；率先（第一批）实行了按照科研团队组

织研究生开题，并第一次试行不低于 １０％
比例的暂缓通过率；在完善研究生导师指

标分配规定的基础上，完成了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条例的修订，完成了研究生论文答辩送

审要求等规定，进一步引导优秀硕士完成更

加优秀的科研成果。在研究生管理的常规

工作方面，完成了新一轮研究生培养计划的

修订，涉及５个一级学科、９个类型的学术
型和专业型硕博士培养方案；学院严格审

查学生培养环节完成情况、专业实践计划

等，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未出现学校通报的
不合格现象，获批省研究生创新项目８项。
【师资队伍建设】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

是学院事业发展的根基，学院注重采取引进

人才和培养人才并重的策略。２０１５年，组
织申报青年“千人计划”项目１人，１名教师
入选省“六大人才高峰”项目计划，１０名教
师赴美国、英国等著名大学深造，７名教师
学成回院工作。引进博士３人，其中有海外
经历２人；晋升正高３人、副高７人，进一步
优化了师资队伍。

【学生工作】 学院依据“以生为本，个性发

展”的理念，继续完善大学生分类引导体系，

深化学风建设，深入实施“大学生学业规划

工程”，优化“学业导师制和兼职辅导员

制”，加强创新创业指导，不断提升服务能力

和服务水平，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１支
学生科研团队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家二等奖，１个项目
获得２０１５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评选铜奖，
１个项目获得２０１５年度“中华之梦”创业大
赛第二赛季优胜奖，１支研究生团队获得
“麦芒杯”第一届全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用

设计创新大赛一等奖，１支团队获得全国数
学建模竞赛二等奖，２支团队获得 ２０１５年
第８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二等奖，
１支社会实践团队获得团中央立项并获批
省级“十佳团队”，１个项目获得江苏省
“２０１５年伯藜创业大赛”二等奖，１支团队
获得省信息安全技能竞赛一等奖，１支团队
获得省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１个班级获得
江苏省先进班集体，１支团队被评为 ２０１４
年暑期社会实践省级重点团队，１个项目获
评江苏省青年公益项目大赛优秀奖。学生

个人参加学科及文体竞赛，获国家级奖励４
人次，省级奖励１８人次。学院荣获省大学
生就业知识竞赛校级优秀组织奖、校“星光

杯”比赛优胜杯、２０１５年暑期社会实践先进
单位、校“大学生安全知识竞赛”优胜团队

二等奖、“江大杯”篮球赛冠军、健美操比赛

团体冠军、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五名等。

（撰稿人：陈洪香 核稿人：詹永照）

理学院

【学院概况】 江苏大学理学院组建于２００１
年，２０１１年将力学与土木工程两个系从理
学院分出。２０１４年 ９月，学院根据发展需
要将数学系和物理学系调整为大学数学教

学部、数学与应用数学系、金融数学系、信息

与计算科学系、大学物理教学部、物理系和

物理实验中心７个单位。学院设有大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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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验中心和数学建模中心实验室，其中大

学物理实验中心为江苏省实验示范中心。

设有控制科学与工程１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系统工程博士点（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以及基础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

学、计算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系统工程、

物理电子学、光学工程、微电子学与固体电

子学等９个硕士点。设有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中外合作办学）、物理学

（师范）等５个本科专业。２０１１年与美国阿
卡迪亚大学合作，招收数学与应用数学（中

外合作办学），启动了与美国阿卡迪亚大学

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学

院除了承担本院５个本科专业的学生培养
外，还面向全校开设数学、物理类的理论和

实验全部课程，其中“高等数学”和“大学物

理”为学校课程建设“８４２工程”中的校级核
心课程，占校级核心课程的１／４。学院设有
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战略研究中心、非线性

科学研究中心、数学研究所、应用物理研究

所、虚拟光学研发中心、应用概率统计研究

所、计算数学研究所、运筹控制研究所、系统

工程研究所、超声检测研究所等１０个科研
机构。其中，“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战略研

究中心”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主办《数学教育研究》和《非线性科

学学报》杂志。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６２人，其
中特聘院士１人，博士生导师１１人，教授２３
人，副高职称５８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１人，国家级优秀青年骨干
教师１人，江苏省“３３３工程”２层次人选１
人，江苏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３人、优
秀青年骨干教师１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
峰”资助７人，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１人，
江苏大学拔尖人才１名，江苏大学优秀骨干
２名，江苏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１０
人。江苏大学创新团队１个。现有本科生

８４６人，硕、博研究生１８７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理学院党委下设

１２个党支部。其中，教师按系设 ７个党支
部，本科生设２个党支部，研究生设３个党
支部。学院现有党员２１４人，其中教师党员
９５人。２０１５年，全年共转正学生党员 １４
人，发展学生预备党员１６人。学院党委制
订了理学院中心组、基层党支部和教职工政

治学习计划。组织学习“三严三实”专题党

课；开展了“寻访江大百位老党员老教授”

活动。邀请到“全国十大孝子”———王凯老

师莅临演讲《带着父母去旅行———孝的长征

进行到底》。举办了“抗战记忆———纪念抗

日战争胜利 ７０周年”报告会等纪念活动。
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案例二等奖 １
项。２人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师德
标兵和“三育人”先进个人，１人获镇江市师
德先进个人。物理实验中心教工党支部获

先进基层党支部称号，２人获学校优秀共产
党员。长跑运动俱乐部积极开展群众性体

育活动，组织参加了扬州国际半程马拉松等

长跑活动，获镇江市教工委先进俱乐部。出

台了江苏大学理学院教授委员会实施细则，

成立了理学院教授委员会。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２０１５年，由学
院教师指导的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再次取

得佳绩，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家二

等奖１项、省级奖７项；研究生获国家二、
三奖等各１项。全年共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１０篇，获学校教改项目重点３项、一般３项，
获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１项。积极参加各
类教学大赛，２人获江苏省高校第四届数学
基础课青年教师授课竞赛一等奖，二等奖１
人；获江苏省大学物理讲课比赛二、三等奖

各１人；获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
比赛华东赛区一、二等奖各１项，获江苏省
微课程比赛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１项。成功
举办了理学院青年教师上讲台过教学关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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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活动和首届师范生说课大赛；成功举办

了理学院第二届双语及全英文教学大赛，学

校双语及全英文教学大赛中二等奖、三等奖

各１人。组织了本科审核评估和微课程的
设计与翻转课堂教学等报告。积极组织本

科生招生宣传工作，获学校招生宣传工作先

进集体称号。江苏大学本科教学先进个人

３人、先进集体２个、“十佳教师”１人。获得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奖。大学生实践

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６项，获批２０１５
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省级５项，其
中重点项目２项；获批校级５项。江苏省
第四届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三等奖２人。
承办第三届“江苏大学物理实验创新大

赛”，学院指导的江苏省高校第十二届大学

生物理及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７项作品
分别荣获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２
项。举办江苏大学第三届数学建模大赛。

学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２篇。毕业生一
次性学位授予率为９２．１３％。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年，获批国家自
然基金１３项、中国博士后基金２项、江苏省
自然基金面上１项、江苏省高校自然基金３
项，项目总经费再次突破 ５００万元。２０１５
年三大检索论文８０篇，其中 Ｎａｔｕｒｅ系列期
刊１篇，ＳＣＩ检索７１篇（一区１０篇），ＥＩ检
索８篇，ＣＳＳＣＩ检索１篇。发明专利获得授
权７项。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一等奖 １项。
成功主办了第九届江苏省生物数学年会暨

国际生物数学研讨会、２０１５可积系统与非
线性数学物理方程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５
年全国奇异摄动理论和应用学术研讨会。

组团参加第六届能源经济与管理学术年会

暨第九届中国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战略学术

研讨会；先后邀请了３０多名国内外专家、
学者来学院做学术报告；举办了多次研究

生导师、青年教师学术研讨会。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学科建设是龙

头。学院以进一步提升系统工程博士点的

水平、建成数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物理学一

级学科硕士点为目标。在梳理学科重点建

设方向的基础上，组建科研创新团队，促进

教师高效地开展科研活动，提升学科的整体

水平。制定科研团队评价指标体系，加强科

研团队管理。制定学科建设经费管理办法，

明确每个团队的建设任务。要求研究生开

题、中期检查、论文答辩等都要以团队为小

组开展工作。系统工程学科参加江苏省评

估取得了良好成绩，校重点学科数学学科自

评为优秀。修订理学院研究生培养方案，根

据全校工科研究生对基础数学需求分析，增

设１５门面向全校不同专业的工科数学选修
课程，受到广大师生好评。为提高研究生生

源质量，面对全国有报考意向的本科生举办

了暑期夏令营，并为营员提供食宿。将研究

生的每个培养环节落到实处，从管理上保证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招收博士后２人、博士
生３人、硕士生５０人；获博士学位的１人，
获硕士学位的５０人；获江苏省研究生科研
创新计划 ３项，获江苏省优秀硕士论文 １
篇、江苏大学优秀硕士论文４篇、江苏大学
优秀博士论文１篇。海外联合培养博士生
１人。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１５年共接受博士应聘
材料４００多份，组织了９次集中面试。已有
６名博士报到，４人具有海外经历，其中外籍
博士１人、海外博士１人。３人通过了学校
审批正在办理有关手续，学院与多位海外博

士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学科梳理，使青年教

师进一步明确科研方向，主动加入到现有的

科研团队和教学团队中。鼓励青年教师根

据学科建设的需要访名校、拜名师，在职攻

读博士学位、做博士后。为了进一步提高青

年教师的科研能力，聘请金融数学知名专

家、原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叶中行教授

来校为理学院青年教师讲授“金融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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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随机分析”课程，并开设了“金融数

学”研讨班；聘请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评专家、浙江师范大学李继彬教授来校讲

学，为理学院年青教师开设了“非线性行波

方程动力系统研究方法”研讨班。选派１３
名教师到美国、德国、加拿大、瑞典等国家和

地区进行交流访问和学习，有１０多人在博
士后流动站开展研究，有２０多人在职攻读
博士学位。获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培养

人选 １人，获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
程”３人。破格晋升博导 ２人、晋升教授 ２
人，副教授 ４人，教师中博士学位比例达
５５．９％。
【学生工作】 ２０１５年，理学院学工办坚持
“以生为本，个性发展”的工作理念，围绕学

校建设“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

学”目标，不断完善教育引导和服务管理机

制，做到“一点四面”三育人、服务学生“五

元化”、就业创业形式多样化、国际教育全年

化的工作要求，不断服务学生成长成才。共

有２２６名同学获得学校学习优秀奖学金，
２１１名同学获评为学校和学院先进个人。２
人获得校长奖学金，７人获得国家奖学金，２
人获得学校优秀研究生标兵称号，２人获得
学校三好生标兵称号。１人获学校“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２０１５届毕业考研录取率为
１６％，３０多名学生被中央财经大学、南京大
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录取；就业

率达到 ９４％，其中本科生 ９１％，研究生
９７％。有２名同学赴海外学校读研，８名同
学赴阿卡迪亚大学学习，１名同学赴 ＦＬＳ
ＣｉｔｒｕｓＣｏｌｌｅｇｅ暑期游学。另有 １名博士生
赴纽约城市大学学习，１名博士生赴德克萨
斯大学河谷分校访学交流。有３１名同学报
考出国外语类考试，７名同学顺利通过了托
福、雅思和ＩＴＥＰ考试。２０１２级共１０３人报
考研究生（达５４．４％），其中报考江苏大学
３８人。９名同学获得推免资格。６名师范

生入选江苏省“硕师”计划。“重走镇江抗

战路　手绘镇江抗战地图”社会实践团队资
料入选国家级和省级社会实践重点团队“五

个一”成果，同时入选团省委暑期实践专项。

获江苏省优秀实践团队２项，学校优秀团队
１项。获江苏大学社会实践“十佳团队”、
“十佳使者”和优秀调研报告 ３个单项奖。
“与党同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
团学“十佳项目”评比理想信念类全校第１
名。数学建模团支部获黄竞西团支部称号，

同时获评江苏大学“十佳社团”。入选２０１５
江苏大学团建创新试点项目２项。获江苏
大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

案例评比二等奖１项。获纪念抗战胜利七
十周年大合唱二等奖。２人获学校研究生
职业生涯规划二等奖，物理师范１２０１班获
标兵团支部评比全校第 １名。１人获江苏
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标兵。１人获镇江市
优秀志愿者。社区迎新生橱窗和安全教育

月橱窗评比均获江苏大学二等奖。

（撰稿人：刑亚林　核稿人：卢殿臣）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学院概况】 江苏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

院设有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力学３个
本科专业，并面向海外招收留学生，毕业生

可进入力学学科（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培育

点）及土木工程学科中的结构工程、防灾减

灾及防护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攻读硕士学

位，进而在固体力学、交通运输工程、管理科

学与工程学科攻读博士学位，优秀博士毕业

后可进入学院力学博士后流动站开展科研

工作。２０１５年学院现有各类在校生 ９３９
人，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１６１人，外国留学
生（包括研究生）１５３人。学院拥有部级重
点实验室———机械工业机械结构损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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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技术实验室、江苏省力学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江苏省机械及工程结构损伤诊断与管

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土木工程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培育点；设立有服务社会的

土木工程技术研究院、土木工程研究所、工

程力学研究所。学院现有教职工８０人，其
中博士生导师８名，教授、副教授４０人，具
有博士学位的教师５５人，具有海外研学经
历的教师２２人，聘有１０多位国内外院士及
著名专家作为学院兼职教授。拥有全国及

省优秀教师、教育部跨世纪、省“六大人才高

峰”、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省“双创人

才”、省“特聘教授”、省“博士计划”、省高校

科技人员创新创优先进个人、校级科研创新

团队等一批优秀人才及团队。学院重视国

际化人才培养，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英国

邓迪大学等１７所国外知名高校建立了长期
合作关系，并与其中的部分高校建立了博、

硕、本学生交换留学机制。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以学习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契机，扎

实开展领导班子“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

及多种形式党性党风党纪廉政教育，并把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纳入学院事业发展总体布

局中。加强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实师

生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常规化、制度化。举办

分党校第六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培训

４３名入党积极分子，举办团校２期，组织形
势政策报告会 ９场、学业指导教授大讲堂
１０场。发展新党员１７名（其中本科生党员
１２名，研究生党员４名，教工党员１名），转
正１３名。学院有１个教工党支部和２个学
生党支部获先进基层党支部称号，４位同志
获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在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７０周年为主题系列活动中，学院获
大合唱比赛一等奖，获最佳党日活动一等奖

和三等奖各１项。获江苏大学“十佳项目”
６项、校优秀主题团日活动６项；获全国示
范团支部１个（全校２个），江苏省魅力团支
书１名（全校１名）；院团委获江苏省五四
红旗团委创建单位、镇江市五四红旗团委。

院分工会获校先进基层工会组织，院关工委

也获校先进基层组织称号。学院中／英文网
站双双获得校十佳网站，学院荣获对外宣传

工作先进集体。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学院全力做好

迎接２０１６年土木工程专业认证及本科教学
审核性评估相关准备工作，成立了专门工作

小组，完成相关材料的收集、梳理、统计工

作。在２０１５年江苏高校土木工程青年教师
讲课竞赛中获一、二、三等奖各１项；在江
苏高校工程管理专业“工程项目管理／工程
合同管理”课程组的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１人；获校级教改课题２项，其中校重点课
题１项，８名青年教师全部通过了助理教学
考核。１人在校全英语和双语讲课竞赛中
获三等奖。全年学院教师共发表教学改革

论文９篇，获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
１项；１人获江苏大学“教学先进个人”称
号，土木系荣获校本科教学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工程管理教研室获得“江苏大学

青年文明号”称号。学院获江苏大学国际化

专业英语授课精品课程１项，精品课程培育
项目１项。“土木工程导论”获批江苏大学
２０１５年重点教材建设项目及江苏省重点教
材立项建设项目。１项“８４２Ｔ”课程“工程项
目管理Ｉ”以优秀的结果通过验收。在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大学生土木工程结构创新竞赛”

中获得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在第三届
江苏省“大学生工程管理创新、创业与实践

竞赛”中获得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５项、三等
奖３项，并获优胜奖３项和最佳组织奖，入
围决赛的作品数量列第一位。获大学生实

践创新训练计划省级项目 １项，校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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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项。结题省重点 １项，省指导 １项，校级
２项；１人在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初赛中获
校级一等奖。获批校２０１５届本科生优秀毕
业设计（论文）３篇。在第十届“全国周培源
力学竞赛暨江苏省力学竞赛”中，获国家三

等奖５人，国家优秀奖９人，江苏省一等奖
１４人。学院首届留学本科生 １２人顺利毕
业。继续推进青年教师进实验室工作，全年

共有１３名青年博士在实验室学习和科研。
学院编制了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土木工程专业实
验室仪器设备购置计划，完成了相关的仪器

设备及软件购置、维修与验收工作。构建了

“极光多谱勒效应”测试系统、结构特性参

数热成像仪、剪切散斑干涉系统和绿色建筑

科研平台系统等高端科研实验设备。编制

完成结构实验分室（学工处北楼）加层改造

方案和老图书馆五楼北侧土木实验用房增

加方案，调整和完善了实验室用房布局和功

能，以满足土木工程专业认证（评估）标准

中的实验条件要求。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年全院教师共申
报各类基金达４６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２４
项，其他省级及以上项目２２项。获批国家
自然基金 ８项（重大国际合作 １项，面上
２项，青年５项），其中骆英教授主持的国际
（地区）合作与交流重点项目是学校首次获

批的国际重点合作项目。获批国家科技支

撑重点１项，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产业前
瞻与共性关键技术）１项，国家博士后基金１
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５项，江苏省社科
１项，省博士后基金１项等，总纵向经费达
９００万元。２０１５年土木工程技术研究院完
成到账金额１４４４万元，横向项目合同到账
金额土木系１７１．４万元，力学系３７０万元，
总计１９８５．４万元。教师公开发表 ＳＣＩ、ＥＩ
源期刊科研论文３７篇（其中ＳＣＩ２６篇）；出
版外文专著 １部，合著 ３部；申请专利 １５
项，其中发明专利９项，实用新型专利６项；

授权专利６项，其中发明专利１项，实用新
型专利５项；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三等奖１
项。学院承办了江苏省力学学会教育科普

工作委员会、基础力学实验分委员会 ２０１５
年会，邀请了５０余名国内知名力学专家来
开展学术交流和访问。在第二届中国国际

复合材料科技大会上，骆英院长应邀担任分

会场主席。组织教师参加“中国力学大会”

“第十四届全国实验力学学术大会”“全国

实验力学新技术新方法应用研讨会”等各类

国内高端学术会议７０余人次；邀请了来自
国际知名大学的袁福国教授、朱伟东教授、

刘师琦博士、陈增涛教授等来学院讲学 ２０
余人次。５名青年教师赴境外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１名硕士研究生和 ５名本科生暑
假赴美参加文化交流。举办了院庆学术沙

龙活动月，开展学术报告会共１０场；建立
“致远”学术沙龙制度，共开展青年教师学

术沙龙４期。由院长带队，在省内多所重点
中学开展“教授进中学———身边的力学”科

普讲座，反响热烈。学院骆英院长带队，应

邀访问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乔治亚理工大学、芝加哥伊利诺依理

工大学香槟分校、密西根大学、威斯康星大

学、西北大学等，商谈科研平台合作、学生交

流、老师互访等，取得意向性成果。学院有

１０名教师出国（境）交流访学，５人获批
２０１５年公派出国研修。３名本科应届毕业
生赴国外攻读硕士学位，１人攻读博士
学位。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５年，完成
江苏大学力学一级学科省重点（培育）学科

总结并提交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期间的学科建
设成果，接受了“十二五”省重点学科考核

验评估收。与此同时，完成江苏省硕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点评估。２０１５年恢复工程力
学本科专业的招生，顺利招收了工程力学专

业３０名学生，录取均分达３３７．５分，高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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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线２７．５分，第一志愿满足率１００％。２０１５
年共招收硕士研究生４７名（含２名海外留
学研究生），其中土木工程２６人（专业学位
１７人）、力学１９人；招生力学博士生５人。
２０１５届全日制研究生顺利答辩４１人，其中
授予博士学位３人，授予硕士学位３５人（其
中专业学位 １１人）；工程硕士毕业 ９人。
２０１５年省研究生创新工程共获批 ７项，其
中省立校助博士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３项，省立校助硕士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
目４项。共申报省企业工作站１个，研究生
校外实践指导教师４人；１名硕士研究生赴
海外交流实习。完成了研究生（含留学生）

培养方案（中英文）的修订工作。组织开展

了“江苏大学第十六期研究生学术论文大

赛”评选活动，获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７项、
三等奖１０项，学院获优秀组织单位；主持了
第五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工程ＩＩ类会场，
获最佳口头报告２人、优秀口头报告２人、最
佳墙报奖１１人，学院获优秀组织单位。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１５年学院高端人才引
进继续呈良好态势，年初学院在《科学网》

和《力学文摘》等媒体上发布人才招聘广

告。全年引进博士１２人，其中海归博士及
博士后各１人，清华博士及博士后各１人，１
人按江苏大学青年资格教授引进。续聘海

外教授１人、讲座教授１人。学院获批省双
创博士计划１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１
人。晋升副教授３人，获批硕导５人（力学
１人，土木工程１人）、留学研究生指导教师
１４人，其中具有留学研究生博导招生资格
的教师６人。学院有１名辅导员获江苏省
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全校１名），１名辅
导员获江苏省辅导员技能大赛三等奖（全校

１名），１名教师获江苏省社会实践先进工作
者（全校５名）。学院现有全国学会理事１
人、全国各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３人、省级学
会副理事长２人、省级专业委员会委员８人。

【学生工作】 学院开展了首届“致远班级”

建设评比活动，２个班级获学院“致远班
级”，５个班级获校先进班集体，１个班级获
江苏省先进班集体，１名同学获省优秀学生
干部。２０１５年有８人通过出国外语考试，１
名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特等奖（全

校５名），获国家奖学金６人（研究生４人）、
校长奖学金１人、三好生标兵２人。对重点
学生进行一对一心理干预４０余人次，４个
宿舍被评为校百佳宿舍。２０１１级学生毕业
率达９８．０４％，学位授予率达９５．１％。２０１５
届本科生总就业率９４．７％，协议就业率为
８８．０８％，首次就业率达８０．０１％，研究生总
就业率１００％，协议就业率９７．９２％，首次就
业率为７９．１７％。２０１２级学生研究生报考
人数４３人，报考率达３２．３３％。校级优秀毕
业生１４名，院级优秀毕业生２８名；全年共
发放奖助学金４８多万元，受资助学生 １８２
人次。获全国首届“协鑫杯”大学生绿色能

源科技创新大赛优秀奖１项，获批１４批校
大学生科技立项本科３６项、研究生３项，１３
批校科研立项结题１１项；获第七届节能减
排大赛三等奖 ３项，“星光杯”获优秀奖 ２
项、铜奖２项。学院获全国暑期社会实践优
秀团队、江苏大学学生工作先进集体、江苏

大学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单

位、校学风建设月优秀单位、科学道德和学

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优秀组织单位等荣誉；

首次获得了江苏大学第十四届“无偿献血

杯”大学生辩论赛冠军，同时获得了江苏大

学“求是杯”新生辩论赛冠军、江苏大学大

学生安全知识竞赛优胜队一等奖，并在校早

操评比中荣获二等奖。学业导师工作《中国

教育报》报道，全年学生工作被《中国科学

报》、中新网、中青网、江苏新闻网等省级以

上媒体报道３６次。

（撰稿人：倪荣臻　核稿人：骆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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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

【学院概况】 化学化工学院设有化工、化

学、应用化学３个系，１个大学化学教学部、
１个留学生教学部、１个校级化学化工实验
中心、１个校级江苏大学危化品管理中心，
同时设置有绿色化学与化工技术研究院、应

用化学研究所、化学生物与技术研究所３个
研究机构。设有学校自主设置的清洁能源

与环境保护博士点，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

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涵盖无机化学、有机

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应

用化学、工业催化、化学工程、化工工艺、生

物化工等１０个二级学科，１个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化学工程授权领域。有化学工程与

工艺、应用化学、化学３个本科专业。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为江苏大学校级特色

专业。在校本科生４９４人，硕士研究生３１８
人，博士研究生２０人。

学院有教职工１２４人（含博士后进站人
员１７人），其中教授２１人，副教授３３人，高
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等副高职称人员

７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９６人，博士生导师
１７人，硕士生导师３９名；有国家优秀青年
基金获得者１人，江苏省“双创人才”１人，
江苏省“双创博士”２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１人，霍英东基金会基础课题获得者
１人，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１人，江
苏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人选 １人，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 ５人，
江苏省产业教授７人。此外，特聘诺贝尔奖
获得者、两院院士等国内外知名学者２８人
为学院名誉教授或兼职教授。学院实验室

面积１４０００平方米，实验设备总值２５６２万
元，拥有一批大型仪器设备。学院党委设有

１５个党支部，其中教工支部４个、本科生支
部３个、研究生支部 ８个。共有党员 ２２４
名，其中教工党员６９名。

【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 根据学校部

署，学院党委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

动，完成了６次专题学习研讨，通过对自我
的客观剖析找出问题，通过班子民主生活会

等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保“三严三

实”活动的成效。按照学校部署，完成党员

组织关系排查的相关工作。坚持学院中心

组理论学习制度，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组织

专题学习。组织“书记讲堂”，推荐报送了

１０篇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其中
２篇获校鼓励奖。学院党委获学校“先进基
层党组织”称号，２个党支部获校“先进学生
党支部”称号，３名党员获得校“优秀学生共
产党员”称号。２０１５年按计划发展预备党
员１８人，其中本科生１０人、研究生８人，预
备党员转正３０人。举办了１期入党积极分
子培训班，全年共培训入党积极分子３１人，
通过率达８６％。学院党委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评议制、收入和

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学院的重大事项由党政

联席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学院领导杜绝公款

消费。对外宣传工作，学院利用宣传板报、

网页、微信、微博、报刊等多新闻种媒体，多

角度、多层次的开展宣传工作，《中国教育

报》《中国科学报》《江苏经济报》《江苏教育

报》等媒体多次报道学院特色工作。学院获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度“对外宣传工作先进单
位”称号。学院教职工乒乓球队获学校第

六名。

【教学工作】 按学校要求，完成了迎接高

校本科审核性评估的阶段性工作；完成了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的新一轮申报工作并获得了认证协会的受

理。学院专业满意度由２０１４年的７５．６分
上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８４．９分，位列全校理工类
第一名。学院教学工作运行良好，无教学事

故发生，学院平均停调课率小于 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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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和学生对学院教师教学的评价优良率

１００％。获江苏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１项，
有３位教授获江苏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先进
个人称号。学院参加江苏省首届“微课”大

赛的教师全部获奖，其中一等奖１项。学院
组织师生申报“大学生科技创新训练”项

目，获批国家级立项 ４项、省级 ６项、校级
１７项。获批江苏大学重中之重的教改课题
１项，同时该课题也获得江苏省教改课题立
项。获批江苏省留学生全英文精品课程

１项。学院教师发表教改论文 ６篇。按照
院本科生创新学分实施细则，学院对 ２０１５
届全体毕业生的创新学分进行了全面认定。

２０１５届学士学位授予率达 ９２．０６％。青年
教师助理教学通过率１００％，双语教学授课
达到６门，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率达 １００％。
学院师生参加华东区高校化学化工实验技

能大赛，参赛的６名同学全部获奖，分别获
得２个特等奖、２个一等奖和２个二等奖。
【科研工作】 组织申报各级各类科研课

题。纵向课题方面：申报国家级课题 ５３
项，获批２５项，立项经费１２２２．９万；省部
级课题申报３０多项，获批１８项，立项经费
２０７万；市级项目申报２０余项，获批１９项，
立项经费１７２．８５万元。横向课题方面：和
企业合作、专利转让等新增课题７项，到账
１２２．５万元。全院教师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２５０篇，其中ＳＣＩ收录２４５篇，ＥＩ收录５篇；
全年学院教师共发表论文 ２８０多篇，其中
ＳＣＩ源期刊论文 ２４０余篇。完成专利申请
１１５项，授权１２５项。组织学院教师申报各
类成果奖项近１０项，获批１０项（省部级行
业奖５项，市厅级奖５项）。学院与江苏金
聚合金材料有限公司等签订产学研合作协

议。组织国内外学者来校交流讲学２７场。
学院按照学校第三次科技工作会议精神，成

立了专职科研机构“绿色化学与化工技术研

究院”。目前，已到岗专职科研人员５人，引

进博士４人；办公用房、实验室和研究生工
作间等均已安排到位。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化学学科继续

保持 ＥＳＩ全球排名前 １％，且排名位次从
２０１４年末的８２０位前移到２０１５年末的６９４
位。化学学科在我校ＥＳＩ全球排名前１％的
４个学科中，论文被引总数达到 １１６８０次
（２０１４年同期为８２２８次），单篇平均被引用
６．８３次，位居第一。学院对“化学”和“化学
工程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近５年来的学科
状态数据进行了汇总与统计，并完成了在线

提交。其中“化学工程与技术”作为江苏省

抽评学科，顺利通过评估。学院按照研究生

院的要求，完成了两个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

方案的修订。学院新增研究生生源基地

２个，２０１５年共招收硕士研究生９８人（含外
校推免生３人），招收博士生７人。学院学
位论文双盲送审合格率９７％，毕业研究生
申请学位发表论文合格率９５．７％。有３篇
硕士论文获得“省优”，有 １篇博士论文、
７篇硕士论文获得“校优”。博士后进站２０
人，其中外籍人士２人、企业博士后２人，脱
产８人、在职８人。获批国家博士后基金，３
人特别基金（第八批特助）、６人一等（国家
面上）、７人二等（国家面上）；省博士后基
金２项 Ａ、５项 Ｂ、１项 Ｃ。获批省研究生科
研创新计划项目（校助）６项，获批省研究生
实践创新计划（省助）１项（硕士）；获批省
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校

助）１项。获批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５家。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１５年度引进博士 １０
人，其中海外博士 ３人。新增博士生导师
３人，硕士生导师 ８人。获批江苏省“双创
博士”２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１人；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入选

３人。学校拔尖人才培养对象１人，青年骨
干教师培养对象３人。选派青年教师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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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和进修，公派赴国外进修５人，３人已
学成回国。学院有３人晋升正高职称，３人
晋升副高职称。１名产业教授被推荐为省
优秀产业教授（兼职）；６人获批江苏省第
三批产业教授（兼职）。学院师资工作评分

为１３３分，位列学校第３名。
【国际交流与合作】 教师赴境外参加国际

学术会议４人次，其中１人出访美国，３人
出访香港地区；邀请海外专家来校讲学交

流１０场。学院获批１项“高端外国专家项
目”，聘请美国田纳西大学 ＢｒｉａｎＪ．Ｅｄｗａｒｄｓ
教授进行科学合作研究与研究生教学工

作。有外籍教师１人，担任本科留学生专
业基础课程教学工作。学生海外经历人数

３人，其中１人为本科生，赴美国进行暑期
游学；另外２名为研究生，１名赴美国进行
短期文化交流，１名毕业后赴日本留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２０１５年招收外国本
科生（含非学历生）１１名，其中 ２０１５年春
季２名，２０１５年秋季 ９名（含 １名交流
生）。现有本科留学生２８人。面向海外招
生的化学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已通过校专

家答辩。

【实验室与危化品中心工作】 学院结合学

科与专业发展的要求，制订了中央与地方共

建项目的采购计划并进行实施。为了迎接

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学院对化工实验室

进行全面改造，主要涉及水、电、通风等安全

环保设施。学院定期进行安全卫生检查，消

除安全隐患，发现违规违章现象及时进行处

理，全年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校危化品中

心完成了《江苏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

法》《江苏大学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管理办

法》的制定。组织危化中心和全校危化品专

管员进行剧毒和易制爆化学品知识培训，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危化中心全年共计处理

有害废弃物３０．５８吨。同时危化中心严格
　　　

规范化学品的申报、采购、发放、保管、库存，

以及废液、废渣的回收、处理。按照公安、消

防等部门的要求，完善了监控、报警设备和

装置。

【学生工作】 围绕十八届四中全会议精

神，开展“青春逐梦，信仰领航”“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你我谈”“中国梦”红色主题系

列活动，以演讲征文比赛、主题图片展、专家

学者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开展教育活动，激

发提升学生爱国情感和主人翁意识。组织

大学生素质拓展活动，开展“化工人风采”

科技文化节和“素质推展月”活动。每周举

办寓教于乐、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社团活

动、心理健康教育。２０１５年第十四批科研
项目共申报８５项。做好就业、助困和资助
工作，加强职业规划和就业能力提升教育。

全年发布就业信息１００余条，组织宣讲招聘
会１０余场，联系接洽 ２０多家企业来院招
聘，本科总就业率 ９９．２３％，研究生总就业
率１００％。学院共有１０人申请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学年江苏省生源地助学贷款，８６人申请外
省生源地助学贷款，累计总额超过７１．７２万
元。完成了２０１５届毕业生以奖还贷、还贷
确认书、还贷诚信教育等工作。２０１６届本
科生考研率为５３．４９％，２０１５届本科生研究
生达线率为４４．５％，报考本校２７．１３％。１
人获“省级优秀学生干部”称号，１人获“江
苏大学十佳青年”荣誉称号。３个团支部被
评为“江苏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２５名同
学获校级优秀团干和优秀团员，４个主题团
日活动获“校优秀主题团日奖”。此外，学

院还荣获“江苏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单

位”、校辩论赛第四名、校运动会总分第六并

获体育道德风尚奖、江苏大学第十六届研究

生学术论文一等奖、江苏大学第五届中外研

究生学术论坛学院“优秀组织奖”、校２０１５
年度“关工委工作先进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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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学院概况】 管理学院始建于１９８２年１１
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２日更为此名。目前学院
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管理科学与

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３个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权点，另有ＭＢＡ和ＭＰＡ学位授权
点，以及工业工程、物流工程、项目管理３个
工程硕士学位授权领域，拥有工商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工业工程、公共事业管理、物流

管理等８个本科专业。其中，“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科被评为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

科，“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分别

被遴选为江苏省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学

院设有工商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电子

商务、工业工程、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等７个系，设有中小企业发展研究
中心、管理工程研究所、战略管理研究所、医

疗保险与医院管理研究所、创业与区域发展

研究所、管理与伦理研究所、电子商务与信

息化发展研究所、江苏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

验中心、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江苏大学大数

据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江苏大学脑科学

与行为科学实验研究中心等 １１个研究机
构。江苏大学ＭＢＡ教育中心及全国唯一一
所中小企业学院———江苏大学中小企业学

院也挂靠本学院，原国家经贸委中小企业司

授予学院为“中国中小企业项目研究培训基

地”。学院现有教职员工１３６人，其中博士
生导师、硕士生导师６０余人，教授、副教授
８６人，江苏省“３３３工程”培养对象２人，江
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１人，江苏省高
校“青蓝工程”新世纪学术带头人和青年骨

干教师６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项目２
人，霍英东基金会第九届高校青年教师奖１
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梯队于２００２年

被评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省级优秀学科

梯队”。“江苏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

心”于２００８年被授予“江苏省中小企业发展
研究基地”。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认真组织十八
届三、四、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在全院范围

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活

动。开展廉政风险点检查工作，努力构建廉

政风险防范长效机制。２．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完成管理学院第二

届党委委员改选工作。完善基层党支部设

置并进行支部委员改选。举办２期入党积
极分子培训班，接收新党员 ４０名，４１名预
备党员转正。３．积极开展党建创新工作，
开展丰富多彩的党日活动。１名教师获评
校优秀党务工作者，２名教师获评校优秀党
员，学院党委及工商管理系教师党支部分获

校先进基层党组织。获校“最佳党日活动”

三等奖１项、鼓励奖２项，获校党建论文一
等奖１篇、三等奖２篇。４．重视教授治学
与民主管理建设。学院教授委员会在教学

科研、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学院召开了二届四次教代会，

院分工会获评校“模范小家”。５．狠抓对外
宣传工作。荣获校对外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称号。

【教学工作】 １．工商管理专业成功获批江
苏省品牌专业。高标准完成江苏省教学实

验示范中心“管理与创业实验中心”的建设

工作。２．获批江苏省商务厅授予的“电子
商务人才培训基地”、镇江市跨境电商协会

授予的“跨境电商人才培训基地”。３．为迎
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召开了专门会

议部署工作。４．获批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
计划项目省级重点项目 １项、一般项目 １
项、省级指导性项目 １项，７项获批校级立
项。５．赵观兵获评镇江市“十佳教师”。在
校第三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梅强获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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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名师，赵观兵、郭龙建、周辉、冯缨获评

校本科教学先进个人，工商管理系获评校本

科教学先进集体。６．获校优秀教学成果一
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获批校教改项目重
点项目立项２项、一般项目立项３项。教师
发表教学教改核心以上级别论文 ５篇。
７．２本教材获批省级重点教材建设项目。
由学校周绿林教授牵头并担任总主编的全

国高校医疗保险专业第一轮规划教材由科

学出版社全部出版。８．由全国高等医药教
材建设研究会与北京大学主办、江苏大学承

办的全国“卫生经济学”教学师资培训与教

材研讨会 ８月 １７日至 １８日在学校举行。
全国近 ３０所高校的 ５０余名代表参会。
９．２门课程获批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２项
在线课程获得国家精品在线课程培育项目。

１０．罗建强获评江苏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
十佳教师”。１１．获评江苏省优秀本科毕业
论文１篇。２０１５届本科生 ＣＥＴ４通过率
９８．０２％，学位授予率为９５％。１２．成功举
办了院双语及全英语讲课竞赛，获胜的２名
教师参加校级比赛荣获二等奖。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１．精心组织教师申报
各项科研项目，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５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４项，获批教
育部项目１项，获批省自科基金项目２项、
省社科基金项目１项，获批省教育厅重点项
目１项、一般项目６项。２．“中小企业创业
研究———基于产业集群视角”获第六届蒋一

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奖。获江苏省

第十二届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１
项。３．发表 ＳＣＩ检索论文２篇，ＳＳＣＩ检索
论文４篇，ＣＳＳＣＩ检索论文９２篇，ＥＩ检索期
刊论文 ９篇。出版著作 ９部、教材 ３部。
４．杜建国一行应邀参加第四届中韩国际研
讨会，并访问韩国高丽大学、庆熙大学、忠南

大学、济州大学，开展学术交流与洽谈合作。

５．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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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会议中心举行。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

司副司长陈宁姗、江苏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厅副厅长陈励阳和南京大学等３０余所高
校的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以及日本、韩国和

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２００余人参加了论坛。
６．１２月４日，承办了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
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省社科

第九届学术大会“管理与经济学”专场，来

自省内兄弟院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企

事业单位的 １５０余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７．学院邀请美国杜克大学、加拿大瑞尔森
大学、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法国雷恩第一大

学、韩国加图力大学、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香

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

等国内外学者来学院开展学术报告２６场。
８．成立了“江苏大学大数据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江苏大学脑科学与行为科学实

验研究中心”两个研究机构。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顺利完成了
管理科学与工程江苏省重点学科的评估验

收工作，获评良好。２．认真做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建设“管理科学
与工程重点学科二期建设项目”。３．获批
江苏省研究生企业工作站４项，获批江苏省
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

目省立省助７项，获批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省立省助２项、省立
校助１项。４．组织了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
工作，其中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获评校一等

奖，工商管理、公共管理获评校三等奖。

５．获批２０１５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
会课题面上项目 ３项，自选项目 ４项。
６．董文波的学位论文获评省优秀硕士论
文，５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获评校优秀硕士
论文。

【师资队伍建设】 １．引进及签约博士 ４
名。１名教师获得博士学位，２名教师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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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２．新增教授２人，新增副教
授６人。新增博导 ２人，新增硕导 ５人。
３．１名教师获评校新长征突击手，１名教师
获评校“三育人”先进个人，１名教师获评校
“师德标兵”。３名教师获评校“青年骨干教
师培养工程”青年学术带头人培育人选。

４．８名教师赴国外研修交流３个月以上，９
人次出国参加会议并做会议汇报。聘请 ２
位外专。

【学生工作】 １．思想教育成效显著。获评
全国高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团

支部”１个，“百佳团支书”１人。获评“江苏
大学十佳青年学生”称号和提名奖各１名。
２．学风建设扎实有效。１个班级荣获“省
先进班集体”称号，３位同学荣获“省优秀学
生干部”或“省三好学生”称号，１４名同学获
评国家奖学金，５名同学获评校长奖学金，７
名同学获评校优秀研究生标兵与校三好学

生标兵称号，１名同学获评茅以升家乡教育
奖，７名同学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三
等奖。２０１５届本科生毕业生毕业率９８％，
学位授予率９５％。３．素质拓展丰富多彩。
１名同学获全国节能减排大赛三等奖。１名
同学获海峡两岸青年（高校）创意创新创业

邀请赛优胜奖。１名同学获校“大学生创新
创业先进典型”称号。３个团队获“学创杯”
２０１５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江苏省
省赛二等奖。以第一名的成绩捧得江苏大

学星光杯。获校第１４批大学生科研课题立
项９３项，其中资助项目８１项、一般项目１２
项，立项数居全校前列。４．海外学习扎实
推进。新增国立济洲大学、长庚大学和台北

科技大学合作项目３项。５３名同学参加了
赴欧美、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等各类海

外学习交流项目，２名同学获得韩国教育部
“优秀海外留学生奖学金”。２１名同学参加
了雅思、托福等各类出国类外语考试，其中

１３人合格，获校留学交流经费资助 ２０余

万元。

（撰稿人：许　龙　核稿人：周绿林）

财经学院

【学院概况】 财经学院成立于 ２００６年 ４
月，目前设有会计、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

易、金融和统计５个系，拥有经济系统分析
与管理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应用经

济学和统计学２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拥有会计学、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

及金融学 ４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拥有会计和国际商务２个专业硕士学位授
权点；拥有统计学、金融学、财政学、保险

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财务管理、能

源经济８个本科专业；下设财务与会计研
究所、经贸研究所、统计应用科学研究所和

保险研究所４个院级研究所，以及财经中心
实验室和经管资料图书室；江苏大学

ＭＰＡｃｃ教育中心挂靠学院。学院现有教职
工１０６人，其中教授１２人，副教授３９人；有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新世纪学术带头人

２人、青年骨干教师１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扎实开展“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认真制订“三严三实”学

习研讨计划，组织６次专题学习研讨会，查
找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落实整改措施，开

展了谈心谈话活动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召开

了专题民主生活会。２．推进学习型党组织
建设。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

精神为重点，组织了１０次学院中心组学习，
撰写班子调研报告１篇。２０１５年发展新党
员５８名，预备党员转正４７名，举办１期党
校，１５６人参加了培训，１３２人结业。深入开
展“文明镇江·法治引航”主题培训周活

动，２２个党支部组织了集中学习６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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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内容，并撰写学习心得和体会。３．推
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围绕学校、学院中心

工作，拓宽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渠道。切实

发挥党委和基层支部在学科建设、教学工作

和学生管理中的保障作用。坚持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申报最佳党日活动１０项，上报学
校３项，１项获得二等奖。认真落实组织关
系排查工作。４．推进创新型党组织建设。
积极开展党建创新创优活动，组织开展党的

建设研究，积极参与党的建设研究会各分会

组织的活动，报送党建思政论文４篇，其中
２篇获得三等奖，２篇获得鼓励奖。５．加强
民主集中制建设，贯彻落实学院党政共同负

责制。完成了学院“十三五”规划的起草工

作；领导班子集中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向校党委做了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专题

汇报；认真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十八大以

来廉政新规定，贯彻省纪委、省教育纪工委

规定，以及学校《关于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

的意见》。６．积极做好宣传工作。利用各
种平台宣传报道学院教学、科研、国际化、学

生工作等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

省级以上媒体报道 ２２篇，地市级报道 １６
篇，深度报道４篇，学院获得江苏大学２０１５
年度对外宣传先进单位。加强学院中英文

网站建设和管理。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１．严格常规性
教学管理，确保教学运行的规范有序。２位
教师分获“江苏省微课大赛”二等奖、三等

奖；国际经济与贸易系被评为“江苏大学本

科教学先进集体”，３名教师被评为“江苏
大学本科教学先进个人”；１名教师被评为
“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３名教师入
选校首批“ＭＯＯＣ课程助理教学教师”；２
名教师分获校“第二届双语及全英语教学竞

赛”一等奖、三等奖。２．积极开展教学建设
与改革。组织会计学专业申报江苏省高校

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能源经济专业顺利

通过学士学位授权评审，“经济与贸易类”

江苏省重点专业建设（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和能源经济专业）扎实推进；３门校“８４２Ｔ”
精品课程顺利通过验收，１门校精品在线课
程建设获批立项并通过中期检查，４门课程
列入校ＭＯＯＣ课程建设，５门课程获批校混
合式教学改革项目，全年开设全英语课程８
门，双语课程１４门；获批江苏省重点教材
建设项目１项、校重点建设教材项目３项，
主编修订教材 ２部。３．注重培养质量提
高。获批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

４项，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５项；获
得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１人、二等奖
７人、三等奖５人；获得校本科生优秀毕业
论文１２篇，推荐江苏省本科生优秀毕业论
文３篇；２０１５届学生英语四级通过率９９％，
英语六级通过率７２％；２０１５届毕业生学士
学位授予率９８．０４％。４．有序推进本科教
学审核评估工作。完成了评估所需支撑材

料的整理和自评报告的撰写工作；组织教

师按照学校要求完成了试卷和毕业论文的

专项整改工作。５．加强图书资料室、实验
室建设。学院图书资料室全天候开放，通过

展览、购置新书，完善管理的软硬件设备继

续为教学科研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认真

落实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

实验室建设项目的实施工作，实验室建设取

得长足进展。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１．组织国内外知名学
者学术报告会１０余次；学院教师参加各类
国内学术论坛２０余人次；参与组织了江苏
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九届学术大会“管理与

经济学”专场。２．获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

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在内的各级各类课

题４８项。２０１５年科研总经费近２５０万，其
中纵向经费近１６０万、横向到账经费９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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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获２０１５年商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１项，２０１５“中国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理
论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１项，江苏省保险学
会应用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１项，“十二
五”期间江苏保险优秀理论成果三等奖 ３
项，镇江市软科学研究计划绩效评价优秀项

目１项。发表论文 ６４篇，其中 ＳＣＩ２篇、
ＣＳＳＣＩ１３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１篇；出版
专著６部。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撤销了资产评

估和应用统计２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增
列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完成了

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获批

江苏省２０１５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实践创新
计划项目２项；获评江苏省优秀硕士专业
学位论文１篇，校优秀学术学位硕士学位论
文３篇。２０１５年招收硕士研究生１３７人，博
士研究生２人。
【国际交流与合作】 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

学ＮａｎｄａＲａｎｇａｎ博士、美国内华达大学经
济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宋顺锋博士、

美国克里夫兰州立大学周海刚教授等国外

专家来校讲学交流；与美国弗吉尼亚联邦

大学共建的ＭＡＣ项目顺利实施；７名同学
赴美攻读硕士学位；“中德师生互换项目”

赴德交流学生２名，接收德国交换生４名；
２０１５年度学生海外经历 ５７人。获批省级
外国留学生英文授课精品课程１门；获批
江苏大学国际化专业英文授课精品课程、培

育课程各２门；完成教育部来华留学教育
质量认证自评报告１份；完成国际经济与
贸易专业招生宣传手册的制定。国际经济

与贸易和会计学２个本科专业为校成建制
外国留学生本科教育项目；目前在校外国

本科生１０１人、外国留学研究生１８人。
【师资队伍建设】 制定了《财经学院“十三

五”人才规划》，引进具有海外经历的高层

次人才２名。４名教师晋升副教授职称；新

增硕士研究生导师４人；１人入选校“青年
骨干教师培养工程”青年学术带头人培育人

选；１名教师考取外校博士；９名教师赴国
外大学进修访学。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比

例达到 ４２％，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比例达
到５４％。
【学生工作】 １．加强就业指导和服务。本
科生总就业率为 ９４．１８％，协议就业率为
８２％，研究生总就业率为９７．９７％。２．加强
日常管理。早操出勤率达９９．３８％；学校文
明宿舍５７５间、百佳宿舍１２间；发放国家
励志奖学金３２．５万、国家助学金８３．１万、
校内助学金９．８万，基本实现资助１００％全
覆盖；１１３名同学获得“学习进步奖”，４人
获得校长奖学金，１４人获得国家奖学金，１
人获校优秀研究生标兵称号，６人获校标兵
称号；１位同学获得江苏大学“十佳青年学
生”称号，２位同学被评为“江苏省三好学
生”，１位同学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学生干
部”；１４个班级被评为校优秀班级。３．加
强共青团工作，围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体育、科技创新、志愿者服务等开展团

学活动，共青团工作在全校位居前列。１个
大学生科技立项申报２０７项，立项９８项；３
名同学荣获第二届“大智慧杯”全国大学生

金融精英挑战赛三等奖；获校研究生职业

生涯规划大赛特等奖１名、一等奖２名、二
等奖２名；荣获第八届“星光杯”江苏大学
大学生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１个志愿
服务项目荣获２０１５年江苏省高校红十字会
“博爱青春”暑期志愿服务优秀项目奖（全

省共１０个），并荣获２０１５年江苏省青年公
益项目大赛一等奖（全省高校共１０个）。４
个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项目荣获校团委“十佳

项目”，学院荣获江苏大学暑期社会实践

“先进单位”。６个团日活动荣获“优秀主题
团日活动”。会计１３０２团支部获得“江苏
大学五四标兵团支部”荣誉称号，另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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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个团支部被评为校级红旗团支部。４．加
强辅导员队伍建设。获批江苏省“十二

五”规划课题重点项目２项，发表思政论文
２篇。专职辅导员中，有心理咨询师和职
业规划师各 ４名，分占辅导员人数的 ６６．
６７％。１人获“２０１４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
人物”提名奖，１人获评“２０１０—２０１４江苏
大学辅导员标兵”。学工办被评为江苏大

学青年文明号”，１人获评“江苏大学新长
征突击手”。　

（撰稿人：王海军　核稿人：孔玉生）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院概况】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２０１１
年５月，是直属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独立
二级教学科研机构。学院设有思想政治教

育（师范）本科专业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等４个二级学科和马克思
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２０１５年马克思
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获批江苏省省级重点学

科。学院承担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和相应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

等工作，现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及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等５个教
研室。学院现有教职工５５人，其中教授１１
人，副教授 ２５人，博士及在读博士 ２６人。
学生２３５人，其中本科生１２７人，硕士研究
生１０８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加强领导班子
建设。坚持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坚持党政

共同负责制。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

动，召开民主生活会。学院撰写的调研报告

荣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中层干部优秀调研成

果二等奖。２．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
和完善党支部生活制度和教职工政治理论

学习制度。荣获校最佳党日活动二等奖 １
项、鼓励奖２项。创新支部建设模式，一教
研室党支部荣获“先进基层党组织”，王征

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３．做好
党员的培养发展和队伍建设工作。举办学

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１期，培训 ３６人；
发展教工党员１名，学生党员８名，转正预
备党员６名。“微积分·正能量”党员经常
性教育活动荣获江苏省高校党建创新一等

奖。４．开展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教
师思想动态调研，认真听取广大教师意见。

学院青年博士团队荣获“江苏大学青年文明

号创建单位”。有序安排教师参加教育部、

教育厅培训。５．做好党建研究会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研究分会工作。收到投稿论文３１
篇，其中院内投稿量比 ２０１４年翻了一番。
邀请全院教师和研究生参加研讨会，６位教
师向大会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分享了研

究心得。６．认真做好内宣、外宣工作。
２０１５年在校新闻中心发稿１５６篇（列全校
第１３位），校电视台播发新闻６条。开通了
学院官微，推送各类图文动态、信息４８条。
在《中国教育报》等发稿 ３篇，在人民网等
发稿５篇，在《镇江日报》发稿２篇。学院连
续第五年获评校“招生宣传工作先进单

位”，董德福、王祥、陈悦 ３位同志获评校
“招生宣传工作先进个人”。７．做好分工会
和关工委工作。组织教师参加校工会组织

的篮球比赛、“四有”好教师演讲比赛等各

项活动，荣获大合唱比赛二等奖。２０１５年
慰问教职工１２人次。学院获评校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单位。８．廉政建设常抓不懈。
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加强廉政、廉

教、廉洁教育，顺利接受学校对各学院党委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况检查。学

院连续第三次被评为校“机关作风建设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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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单位”。

【本科教学】 １．做好本科培养计划修订、
调研工作。对２０１２版培养计划部分课程设
置进行了调整，对２０１６版培养计划修订进
行了前期调研。召开了“英语课教学心得交

流会”教学沙龙，完成了历史专业的评估准

备工作。２．规范完成本科毕业论文工作。
结合本科审核评估，利用传统方式和毕设系

统，在选题、安排指导教师、论文写作、修改、

答辩等每个环节都严格要求，保证了毕业论

文的质量和水平。３．课程建设和教研室建
设取得新进展。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网

络建设，两门课程获批江苏大学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其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为重点项目，并出

版了实践教学教材。召开江苏大学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研讨会，研讨学习学校第三次

教学工作会议精神，审核评估的指标体系和

评估标准，探讨课堂教学新模式。规范开展

教研室教研活动，谋划课程建设的良策。

４．教学质量继续保持上升态势。１名教师
获得长三角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竞赛二等

奖。获批校教改项目４项，获评江苏省教育
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１项、校优秀教学成果
二等奖１项。发表教学研究论文１３篇，其
中ＣＳＳＣＩ论文２篇。学院重视学生学习和
科研能力培养，获批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

划项目１０项，其中省级重点项目２项、一般
项目１项，指导项目１项；１名学生获江苏
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三等奖，１名学生
获学校师范生教学大赛二等奖。５．严格贯
彻执行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学院对引

进的新教师在备课、授课、教学方式方法和

技巧等方面严格要求，认真指导，并鼓励青

年教师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新教师能独立

授课，学生评教成绩优异。６．做好本科审
核评估的准备及工程专业认证的相关工作。

系统梳理档案材料，结合审核评估的指标，

认真部署，合理安排，撰写自评报告。配合

有关学院的专业认证工作，完成了专业认证

所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数据状态的

整理、整合工作。

【科研工作】 认真组织教师申报各级各类

项目，科研工作积极推进。获批教育部社会

科学基金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１项，获批江
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１项、一般项目 １
项，获批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７
项，获批横向课题２项。出台《马克思主义
学院科研绩效管理办法》，加大对科研成果

的奖励引导力度，２０１５年发表学术论文５５
篇，其中ＣＳＳＣＩ论文１８篇，《新华文摘》全文
转载论文 １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１２篇。
出版学术专著８部。获批江苏省“省社科应
用研究精品工程”二等奖１项。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学科建设取
得突破性进展。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及其实践创新研究等４个研究方向，整合全
校资源，申报江苏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重

点学科并成功获批，实现了学校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省级重点学科零的突破。认真准备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省级评估工作，并

成功通过省级评估。２．研究生教育工作稳
步开展。顺利完成了２０１５级硕士研究生招
生、２０１２级硕士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工作。
更新研究生培养理念，完成了２０１５版研究
生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研究生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荣获江苏省优

秀研究生教学成果三等奖。１名研究生撰
写的文章获评“全国百篇大学生优秀理论成

果文章”，１名研究生获创新工程省立省助
项目１项。
【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一定

成效。分别有１名教师晋升教授，１名教师
晋升副教授。分别选派１名教师参加教育
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培训和江苏省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培训班活动，２名教师参加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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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想政治理论课培训。１名教师入围教
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择优资

助计划人才。邀请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孟建伟教授、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姚润皋教

授来院为全体师生讲学。近２０人次教师参
加各级各类学术会议，扩大了学院的影响。

学院教师作为镇江市宣讲团成员多次赴各

地，围绕“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新修订的两

项党内法规等进行宣讲，协助组建博士团宣

讲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６名博士
教师承担西方社会思潮剖析任务，帮助认清

西方社会思潮的本质，提高辨明是非的

能力。

【国际化工作】 １．聘专家来院授课和交流
延续良好势头。继续邀请韩籍学者朴柄久

博士和德籍学者漾·图洛夫斯基博士分别

为２０１３级本科生和２０１５级研究生授课，并
开展课外研讨交流。２．师生海外学习交流
形成可持续局面。１名教师公派赴英国伯
明翰大学政府与社会学院研修 １年。１名
学生暑期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修，２名
学生参加暑期赴美带薪实习和文化交流。

３．营造国际化工作氛围拿出自觉行动。学
院开设了“西方公民教育”等３门全英语课
程。举办海外学习动员暨专题报告会，及时

发布国际化工作最新信息。

【学生工作】 １．德育为先，着力推进思政
教育。推进党建带团建“三结对一创争”活

动、“三纵四横五协同”团建项目化体系。

获评校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

案例二等奖。获校“我心中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知识竞赛一等奖４个、校共青团重
点工作创新试点项目一等奖１个、“十佳活
动项目”２个、优秀主题团日６个、校首届研
究生团支部风采展示大赛三等奖 １个、校
“十佳”标兵团支部１个。２．学业为重，着
力夯实学风建设。学院获评校“学生科学道

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优秀组织单

位，并再获校“学风建设月”十佳优秀组织

奖。获校研究生学术论文大赛一等奖１个、
二等奖２个、三等奖３个。研、本毕业生学
位授予率 １００％。本科毕业班 ＣＥＴ６通过
率超 ７０％，研究生报考率 ２６％，深造率超
１８％。３．素质为要，着力打造校园文化。
入选省大学生年度人物１人（全省１０名）、
校五星级社团１个。再度入围校辩论赛“四
强”。获批校科研立项研究生项目７项、本
科生项目１３项，２０１４年本科生项目全部结
题。入选暑期社会实践省级重点团队１支。
“循习总书记足迹，学‘四个全面’精神”赴

世业镇小分队活动被《中国教育报》、人民

网等主流媒体报道。４．服务为本，着力创
优教育管理。新晋国家二级职业指导师 １
人。研、本毕业班总就业率分别为 ９２．３％
和１００％，入选省委组织部选调生１人。获
校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一等奖１个（全校仅
１个），优秀指导教师１人，再获省大学生职
业规划大赛二等奖１个。获校研究生职业
规划大赛二等奖２个、三等奖２个。５．稳
定为基，着力强化日常管控。认真做好学生

日常心理状态摸排和辅导干预工作，一学生

获评校“优秀心理委员”。加强大学生日常

安全教育，关注大学生中的好人好事、实际

困难、心理困惑等“三大事”，密切关注、严

密防范、稳妥处置各类苗头性事件。２０１５
届毕业班实现安全、文明、有序离校。

（撰稿人：徐青儿　核稿人：董德福）

文法学院

【学院概况】 江苏大学文法学院设有法

学、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学 ３个专业；
学院党委下设５个教工党支部与４个学生
党支部；拥有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和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授权点；建有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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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廉政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副处级建

置）、江苏漫修法务研究所（江苏省司法厅

主管）、镇江市反腐倡廉建设研究中心、镇江

市民政实务培训基地等多个研究与培训机

构。学院现有学生１１００余人，教职员工８０
余人，其中教授１０人，副教授２８人，博士４３
人（在读１１人）。“质量立院、科研兴院、人
才强院、学科领院”是学院发展规划的基本

理念。２０１５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学校第三次
党代会精神、全面推进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开

局之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

之年，也是科学谋划“十三五”事业发展的

关键之年。文法学院认真落实学校科技工

作会议、国际化推进会议、本科教学工作会

议和学生工作会议的各项部署，不断把学校

第三次党代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引向深入。

学院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为目

标，以学生就业为导向，以社会服务为支撑，

保证了学院整体工作和谐有序进行。文法

学院紧紧围绕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充分

认识到“十三五”规划的科学编制是决定学

院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学院高度重视，精

心谋划，成立领导小组和相关专门机构，学

院多次召开党政班子联席会议，学院党政班

子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就规划的结构、指导

思想、原则与理念等一一讨论，四易其稿。

对照学校工作目标，精心制定了学院的目

标，形成学院“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汇报

稿，等待学校的验收。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认真落

实上级党委践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

的精神，院党委制订了“领导班子三严三实

专题学习研讨安排计划”，为党政领导班子

成员摘录了“三严三实”必修课之外的最新

读本和视频资料；党政主要领导召开各种

类型的座谈会，班子成员深入教学、科研、管

理和学科建设一线，广泛听取了党员、民主

党派、师生代表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按

照规定动作，认真开好党政领导干部“三严

三实”三个主题、六个方面问题排查与整改

措施的交流研讨会；根据《江苏大学二级党

组织“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实施方

案》的精神，院党委结合学院工作实际，组织

召开了“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党政

领导班子本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事业心，真挚

诚恳地查摆问题清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

评，营造了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根据“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

相结合，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党政领导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党委多次召开

党政联席扩大会议，专题研讨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对学院廉政风险点进行全面分析

研究，排查出一些可能出现的风险点并制定

了相关的防范措施。学院顺利通过学校党

委“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等工作”的调研

检查。完成廉政文化活动，提交参赛作品３
幅；布置并完成学校周转房清理专项工作；

按照学校组织部要求完成文法学院“双型”

先进党支部建设工作专题调研工作相关内

容；２０１５年上半年共发展预备党员２４名，
预备党员转正１７名；完成党员思想状况万
人问卷调查活动；协助学校组织部完成毕

业班预备党员培训工作。学院“青年教师发

展中心”荣获校 ２０１５年“青年文明号”；１
名教师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三育
人”先进个人；１名教师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度师德标兵，同时荣获 ２０１５年“镇
江市师德先进个人”称号；１名教师获校优
秀党员、１名教师获校优秀党务工作者、汉
语言文学教工党支部获校优秀党支部荣誉

称号。在学校举办的“四有好老师”演讲比

赛中，囊括 ２个一等奖并荣获“优秀组织
奖”；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的大合唱比赛中，荣
获校二等奖；学院分工会喜获学校２０１５年
度“先进基层工会组织”殊荣。学院“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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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在学校第一次审核验收

中，荣获校“常态化建设合格单位”（全校仅

９家）；学院宣传工作成绩喜人，在学校江
帆网上的报道已达３００余篇。２０１５年报道
学院工作的市级媒体报道达３２篇，省级以
上媒体报道达２５篇，其中有９篇为分别在
《中国教育报》《新华日报》《中国科学报》中

国青年在线、新华网和中国新闻图片网等网

络、报刊发表的国家级媒体报道，大大提升

了学院各项工作在省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影

响。学院作为江苏大学招生宣传单位，主要

负责扬州市区和宝应县的招生宣传工作。

学院高度重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认真学

习招生宣传工作内容，组织了精兵强将参与

招生宣传。成功在学校生源基地———江苏

省宝应中学挂牌“江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

基地”。

【教学工作】 ２０１５年学院认真落实听课制
度、教学奖励制度、系主任例会制度等规章

制度，做到各个教研室每学期都有活动计

划，学期结束有总结。学院按计划随时检查

运行情况，加强指导，确保教研活动不走过

场。学院重视教学管理，促进了教风、考风、

学风的良性发展。每个班级分别遴选了 ３
名教学信息员，填写“教学信息员信息反馈

表”，全面了解教学过程中教、学、管三方面

的状况；３个系均按计划有效组织教研活动
和教学信息反馈会议１０余次；每位学院领
导都深入课堂听课、评教。２０１５年全院老
师相互听课次数在２００余次。各系分别召
开期中教学自查分析会、听课情况座谈反馈

会议，有效整改教学中问题。年终顺利召开

文法学院教学专题工作会议。教学秩序良

好，全年无教学事故，大院、京江等教学秩序

井然；成功开设双语或英语课程７门；有效
组织完成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法学三个

专业２０１５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指导、答辩
工作，获得校优秀论文５篇，推荐省级优秀

１篇；２０１１级 ＣＥＴ４通过率 ９８．７５％，３人
不通过；有１７６名学生通过了 ＣＥＴ６，通过
率为７３．３％；绝大多数学生通过了省级或
国家级计算机考试；一次性学士学位授予

率为９７％。根据教务处统一安排，２０１５年
下半年正式启动 ２０１６版培养方案修订工
作。目前已经开始在师生中进行广泛调研，

征求广大师生对于２０１２版培养方案在使用
过程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系统的校外调

研也将有序展开。学院积极推广网络课程

建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计算机犯罪通

论”中期验收通过。积极申报 ＭＯＯＣ课程
建设好混合式教学课程设计及助理教学教

师成功举办学院第 ２届公开示范课活动；
汉语言文学专业举办了一届教学沙龙活动；

成功举办校师范生讲课比赛选拔赛，在校级

比赛中分别获得了一等奖（第１名）和三等
奖的好成绩。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高等教育教
改研究课题中学院有４项获得立项，其中重
点项目１项，一般项目３项；贯彻实施《助
理教学制度》，为青年教师指定指导教师，同

时加强助理教学、观摩，加强授课、设计、实

习、考试、监考等各个教学环节的监督，全面

提高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质量。２０１５年引进
新教师１名，２０１４年引进的１名教师助理教
学工作验收合格。继续强化毕业生创新学

分管理，２０１５届全体毕业生均获得了相应
的创新学分；成功举办了文法学院２０１５年
教师双语讲课大赛，并积极参加校级比赛，

获得校级三等奖一项。加强实践环节教学。

２０１５年组织文秘、法学、对外汉语专业学生
深入各单位接受专业实习；组织师范生、部

分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到教育实习基地进行

专业实习，并向学校推荐校级优秀师范实习

生１６名。成功推荐２０１２级免试攻读硕士
学位学生７名；推荐１名师范学生进入“农
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新生转专

业工作中，有 ７名同学成功转入，８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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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转出。国际化工作继续推进，多名同学

参加赴海外暑期交流实习及国际交流学习；

２０１５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引入２名外国留
学生学习。成建制英文授课专业招收外国

留学生 １名。学院学生积极申报大“２０１５
年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

目”，共有１９项获得立项，其中省重点项目
４项、省级一般项目 １项、省级指导项目 ３
项、省级校企合作项目１项、校级１２项。推
荐省级毕业设计论文１篇，获得校级优秀毕
业论文奖５篇。２０１５年校教学成果奖学院
获得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在第三届全
国微课优质资源展示会上学院荣获二等奖、

三等奖各１项等。在中国外国文学教学研
究会 ２０１５年微课教学竞赛中获二等奖 １
项。江苏省师范生讲课技能大赛中获得省

级三等奖１项；“２０１５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
赛”初赛中１名同学获得二等奖，３名学生
获得三等奖。开展教研活动考核与评优工

作，２名教师获得江苏大学本科教学先进个
人称号。法学系获得本科教学先进集体称

号。２０１５年是教学审核评估的关键一年，
学院开展了系列工作，进行大量的数据整

理、收集，同时撰写自评报告、规划报告等，

先后开展了３次大规模集中对近三年试卷
和毕业论文从内容到形式的自查和整改工

作，同时进行了近３个学期的教案的撰写工
作。在全院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教学审核性

评估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科研工作】 ２０１５年在全院教师的共同努
力下，学院科研取得喜人成绩，主要表现为：

共获批各级各类基金项目１０项，其中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２项，省部级项目６项，教育
厅项目２项。出版学术专著、教材５部，译
著１部。发表Ｃ刊论文２０篇。实现纵向经
费６１万元，横向经费１４０万元。完成或超
额完成学校下达到学院的几项重要科研指

标。青年教师学术沙龙顺利开展，有主题，

有驳难，学术氛围浓厚，教师反映优良，值得

今后坚持与完善。学术交流范围进一步扩

大。一方面邀请高校专家学者给学院教师

和学生做学术报告，强调理论前沿问题；另

一方面邀请实务部门的行家里手就法律实

务给学生做讲座，强调实务技能的运用，从

而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

合。同时还有多位教师到其他高校开展学

术交流，参加高层次的学术会议。这些学术

交流活动对扩大学院影响、提高教师的学术

水平，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加强与实务部

门的合作交流，实现互利双赢。主要是和润

州区人民检察院、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等部

门，就有关法学学生实践教学、课题研究及

人员交流培训等开展合作，为法律硕士实习

基地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科建设】 学院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任

务，围绕学科梯队、科学研究、科研团队、学

术交流、经费保障等诸方面加强建设，带动

与推进学院的整体进步。目前，学院基本形

成了法学和汉语国际教育两个学科建设方

向。在专业学位建设方面再次取得突破性

进展，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完成招生，第一届

学生已经入学，研究生教育从教学到管理，

运转顺畅、良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硕

士授予权顺利获批。

【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充分认识到学科高

地首先表现为人才高地，学校确定的“高端、

青年、国际化”战略主题，既是队伍建设的中

心任务，更是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的核心

内涵，师资队伍建设是学院发展的关键性力

量。２０１５年晋升副高职称 ２人，引进名校
博士１人。
【学生工作】 ２０１５年学院学生工作紧密契
合校第三次党代会和校第三次学生工作会

议的精神，积极开展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学院结合各专业实际情况，制定实

施了《文法学院学院学业导师管理条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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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组织实施了“我的学院我的家”等

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定期组织召开专兼职

辅导员、院主席团成员和主要学生干部工作

会议，及时传达和布署学校、学院各项要求。

本学年学院共有 ８个宿舍被评为“百佳宿
舍”，“文明宿舍”达标率在７５％以上；本年
度学生早操和晚自习出勤率均达到学校考

核要求，学生早操获得校早操评比三等奖的

好成绩。成功举办了“不做迷茫的一代”

“进学致和，行方思远”“与法同行———系列

普法活动”“师恩如山，反哺为报”“以爱筑

梦，文法一家———我的学院我的家大型党团

日活动”“古韵韶华，青春礼赞———十八岁

成人礼”“博学慎思，明辨笃实———三字一

话专业技能大赛”等系列校园文化活动，扩

大了学院的正面影响力，为学生的自身发

展、创新能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多

名同学或班级获校级以上荣誉，２人获江苏
省优秀团干部称号，汉语言文学师范 １３０１
班荣获江苏省先进班集体，法学１３０１团支
部获２０１４年江苏大学“五四”标兵团支部，１
人获评“江苏省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

人”，１人获校“暑期社会实践十佳使者”荣
誉称号。学院辩论队获得江苏大学“求是

杯”新生辩论赛四强和校“无偿献血杯”辩

论赛亚军。学院获评江苏大学暑期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学院团委

获得“镇江市五四红旗团委”称号，并成功

获得“江苏省五四红旗创建单位”称号。学

院与镇江市三国演义研究会共同组织开展

的镇江市第四次“三国论坛”和“鲁迅研究”

等课堂、课外实践活动取得良好效果，获得

多家媒体的宣传报道。挂靠文法学院的江

苏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为了更好地开展法律

援助工作，从２０１５年上半年开始对外开设
了江苏大学法援中心微信公众平台，在校内

外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此外，根据学院

专业特色，邀请国内外及校内外专家开设了

面向全校师生的学业教授大讲堂。本年度

共邀请专家累计达５人次，深受广大师生的
欢迎，在院内外形成较好反响。顺利完成学

院新一届学生组织的改选工作，同时，还积

极向校学生组织推荐优秀学生干部任职，目

前已有４名同学当选新一届校级学生组织
主席团职务。学院采取多种方式促进毕业

年级学生的就业工作，毕业学生的创业就业

成绩喜人。学院 ２０１５届毕业生总就业率
９７．１３％，协议就业率９５．０８％，初次就业率
达９１％，考研率为 ４０％，研究生录取率达
１２．３％，升学出国率达１３．５２％。多名毕业
生录取为国家或省市公务员；目前汉语言

文学（师范）专业５２名同学中除３名学生未
考取教师编制外，其余４９名学生均被省内
各中、小学校录用；有３０名学生考取了中
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

政法大学等名校的研究生。

【国际化工作】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世界高

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潮流，在学校党政的

领导和部署下，学院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工作方针，以观念转变为

先导，以提高办学水平为目标，不断推进学院

国际化工作的步伐。学院英文网站全面改

版。重视学生出国交流留学工作，目前有２２
人出国进修，已超额完成学校全年１５人的任
务要求；１名老师赴美国进行访问学习。对
外交流项目１２人，其中５人获江苏省政府境
外学习奖学金项目。出国（境）攻读研究生８
人，多名学生被全球百强院校美国宾夕法尼

亚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世界名校录取。

【江苏大学廉政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工作】

廉评中心２０１５年承接了镇江市纪委的８项
课题，包括年度重点课题———“廉政状况第

三方评估的实践与探索———以镇江市基础

教育系统廉政评估为试点”和 ７项一般课
题，即“依规治党，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研

究”、“为官不为、慵懒散拖”等作风效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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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策研究、“履职监察”的探索与思考、推

动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有效落实路径

探析等课题，做了课题的研究计划、督促课

题负责人研究进程等工作。目前，这８项课
题除“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有效

落实路径探析”在修改调研报告之外，均已

完成课题要求，向市纪委提交或发表了课题

成果。在与镇江市人大的合作方面，２０１５
年中心根据镇江市人大２０１５年工作重点，
承接人大基地３项课题，包括镇江市地方立
法权实施规划研究、镇江市人大代表履职平

台创新研究、镇江市基层人大代表教育培训

体系研究，并且在镇江市人大内部刊物《民

主建设》上开设专栏“基地视角”，每月提供

稿件一篇。２０１５年４月、６月，课题组成员
赴广东、上海等地进行实地调研。所有课题

均顺利结项。在与镇江市民政局的合作中，

２０１５年中心承接民政局 ９项课题，课题涵
盖了养老、社区建设、救助、社会工作小微项

目、社工领军人物培育等，９项课题均顺利
结题。其中，中心主任于晓琪教授领衔的小

微项目领军人物培育项目，通过多次培训和

实训工作，不仅培养了领军人才，也为学校

的独居空巢老人、酒海社区的残疾人的增能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于晓琪教授也因民政

工作的贡献，被镇江市推荐为江苏省社会工

作领军人物。此外，２０１５年中心还与润州区
检察院合作，开展“外来务工子女城市融入计

划———普法小天使联盟”项目，率领江苏大学

法律援助中心的教师、学生志愿者通过多次

活动，为预防润州区青少年犯罪贡献力量。

（撰稿人：何　铭　核稿人：刘同君）

外国语学院

【学院概况】 外国语学院下设英语系、日

语系、大学外语教学一部、大学外语教学二

部、研究生外语教学部、外语学习中心（校级

实验室），以及党政群和教辅机构；设有外

语教育教学研究所、英语文学研究所、应用

语言学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日本学研究

所、文化话语研究中心、语用学理论与应用

研究所、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心 ８个学术团
队。学院现有英语和日语２个本科专业，１
个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点。拥有１个图书资料室，图书数
量１００２３册，期刊１６６２４册、期刊１３８种；
２０个多功能语言实验室、１个影视赏析中
心、１个自主学习中心。学院有教职工１７７
人，专任教师１５８人，其中教授６人，副教授
４２人，硕士生导师２２人，行政人员１０人，教
辅人员９人；全日制本科生６３２人，硕士研
究生７８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认真开展“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院党委认真制订计

划，严格按照“三严三实”教育的要求进行

学习、研讨，积极开展调研活动，认真组织参

加专题党课，认真组织观看《文明镇江法治

引航》等；结合学院青年教师多的特点，认

真开展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调研，有针对

性地关心青年教师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关

心青年教师的全面成长。２．进一步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结合“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不断强化班子成员的责任意识和服务

意识，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及时纠正工作中

的偏差，把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与学院

的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认真履行好基层党组

织的主体责任。在学校组织的校园廉洁文

化作品比赛中，１人获一等奖，５人获三等
奖，学院获优秀组织奖。３．强化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２个党支部被评为校先进党支部，
１名党员被评为校优秀党务工作者，４名党
员被评为校优秀共产党员；评选表彰学院

“先进党支部”４个，“优秀共产党员”２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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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７０周年的大合唱比赛中，学院荣
获二等奖；院工会被评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
先进基层工会组织”；小语种教学部团队获

评校第五届“江苏大学青年文明号创建单

位”；１名党员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十
佳教师”，２名教师被评为校“三育人”先进
个人。４．重视开展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认真组织撰写党建、思政、纪检等论文，

１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获三等奖，１篇
党建论文获鼓励奖，１篇统战论文获鼓励
奖。１项中层干部优秀调研成果获三等奖。
５．继续深入开展党建带团建“三个一”活
动。６．认真做好党校培训和组织发展工
作。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１期，培训学
员２５名；新生启蒙党校１期。以“坚持标
准、严格程序”为原则，２０１５年共发展党员
１５名，其中研究生党员２名，本科生党员１３
名；２３名学生党员按期转正。７．高度重视
宣传教育工作，在做好二级网站日常管理和

建设的同时，积极向校内外媒体投稿，及时

报道学院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动态，扩大

学院影响，激发师生干劲。在校内媒体共发

表新闻报道１３５篇，校外媒体宣传报导 ２７
篇，其中国家级 １１篇、省级 ３篇、市级 １３
篇，在校级微信平台和院级网络平台共发稿

４０２篇。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本科教学：

１．继续推进“教学质量名院”工程。３门
“８４２Ｔ”课程，均被评为优秀等级。学位授
予率９７．２２％；英语专业四级考试一次通过
率８８．１％，超过全国平均通过率３６．３１个百
分点；英语专业八级考试一次通过率

７２．３％，超过全国平均通过率３２．４５个百分
点。严格按照审核评估要求组织撰写自评

报告并完成相关文档的整理；１个系获
“２０１４年度教研活动优秀系”荣誉称号，２

个系获“本科教学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２．大力推进“翻转课堂”“微课”“幕课”等
教学组织形式。３．加强教师教学能力建
设。（１）２名教师获第六届“外教社杯”全
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江苏赛区二等奖；２名
教师分获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二
等奖、三等奖；２名教师分获２０１５“外研社”
教学之星大赛复赛特等奖、一等奖；１名教
师连续两次获评江苏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

十佳教师”；３名教师获评“本科教学先进
个人”；２个团队分获２０１５江苏大学教学成
果一等奖、二等奖；７名教师的教学案例获
评江苏大学“优秀教学改革案例”；３名教
师论文获评江苏大学“优秀教研论文”。

（２）获批江苏大学教改项目立项重点项目
１项，Ａ类一般项目 ２项，Ｂ类一般项目 １
项。４．开拓培养创新人才途径。（１）继续
推进国际化合作办学的进程。１名同学赴
三重大学留学深造，并获得由日本文部省提

供的国费奖学金；４名学生赴九州教学实习
基地完成毕业论文。（２）全面提升学生的
创新能力和个人素养。在大学生实践创新

训练计划项目中，１项获省重点项目，１项获
省一般项目，４项获校级项目。１名学生获
２０１５江苏省师范生技能大赛三等奖；在
２０１５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Ｂ类大赛中，１
名同学获一等奖，４名同学获二等奖，７名同
学获三等奖；４名同学的论文获评２０１５界
校优秀毕业论文。实验室建设：优化学生

上机管理，满足在线学习需求；完成 ２０１４
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地方教育１３０万元项目，
建成了国际考试中心和各类英语考试试题

库；组织培训教师使用考试平台和试题库；

维护学院网站，确保网站畅通；为学院学术

讲座提供技术和场地服务。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１．发表 ＳＳＣＩ源期刊
论文１篇、Ａ＆ＣＨＩ源期刊论文 １篇、ＣＳＳＣＩ
源期刊论文１２篇（其中扩展版４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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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４部（其中英文专著１部）、译著２部，
参译３部；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１
项、省哲社基金３项、省社科应用研究研究
精品工程项目１项、省社科联课题１项、市
社科联课题３项；获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五
届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 １
项。２．与浙江大学、国际论辩研究中心和
国际论辩学会合作创立“国际语用论辩学研

究中心”；与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及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共

同主办“首届中荷语用论辩学术研讨会”。

１名教师受邀担任国际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ｇｕ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ｔｅｘｔ专刊特邀主编；２名教
师分别被选为“中国语用学研究会”与“中

国话语研究会”理事。３．邀请国内外著名
教授举办学术讲座１８人次（其中外国专家
讲座９人次）；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１５
人次（其中国际学术会议 ４人次），担任国
际学术会议主持１人、会议专题沙龙主持１
人。国际会议大会主旨发言２人次，大会发
言２人。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外国语言
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在中国科学评价研究

中心（ＲＣＣＳＥ）２０１５年公布的全国１７４所高
校“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排名中

位列第３２，是全国获评“Ａ＋”与“Ａ”等级的
３４所高校之一，也是江苏省获评“Ａ＋”与
“Ａ”等级的４所高校之一（其他３所为南京
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与东南大学）。２．招收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２４名，优质生源比达
３６％。３．培养环节抽检合格率、申请学位
学术论文抽检合格率、省学位论文抽检合格

率均为 １００％；２篇论文获校优秀硕士论
文；１名毕业生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录取为
博士研究生。４．获批江苏省普通高校学术
学位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省立省助）３项，
名列全校前列；举办研究生学术沙龙４次；
１１人参加“第十届江苏高校外语专业研究

生学术论坛”，其中７人递交论文，１人获大
会一等奖，１人获三等奖，３人获优胜奖；３
人参加“三国三校”学术会议，其中 １人获
最佳论文奖，１人获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二等奖；４人
参加首届“中荷语用论辩学术研讨会”；３
人参加“２０１５年评价理论国际学术研讨
会”；１人参加“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育
国际论坛２０１５学术年会”；１人参加“全国
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专题研讨会”并作

大会发言；１人参加“江苏省外国语学会第
三届年会暨第七届江苏省外国语言学学术

论坛”并做汇报。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荣获

江苏省２０１５年度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成果
一等奖；研究生英语教学由１２位中方教师
和８位外教承担，共同完成各类硕博研究生
多种目标层次的英语教学任务；组织研究

生英语学习名家讲座、第十一届研究生模拟

国际学术会议和学术海报评选、第十二届研

究生英语演讲比赛等。

【师资队伍建设】 １．国际化教学能力进一
步提升。中外教师合作教学模式进一步优

化，构建中方教师与外籍教师、外籍教师与

外教志愿者等多维交流合作的路径。２．境
外深造、访学及任教。７名教师分别赴法国
和香港、澳门等地的大学攻读博士；３名教
师受国家汉办委托赴孔子学院任教，其中１
人担任中方副院长；４名教师到英国、美国、
日本等高校做高访学者。３．教师学历、职
称层次不断提升。学院拥有博士学位的教

师１８人，在读博士７人；２名教师晋升为教
授，５名晋升为副教授。４．聘请２０多名外
国专家或外籍教师，承担全校博士、硕士和

本科生公共外语（英、日、德、俄、等）部分教

学工作。

【学生工作】 学生工作紧紧围绕人才培

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一是抓学风，努

力提高学生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二是关

心、帮助困难学生，三是做好学生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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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海外学习人数２１人，第十二批学生科
研立项结题１４项，第十三批科研立项获批
２１项。继续深造学生２６人（国内研究生２２
人，海外研究生４人）。做好“三困”学生的
帮扶工作，关注心理健康教育，督促学习困

难学生，资助贫困学生。严格执行“三投票

三公示一答辩”，确保党员发展质量。学生

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工作受到新华社、《光

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多家媒体的关注

和报道，其中国家级媒体报道５篇，省级３
篇。第二课堂丰富多彩，举办品牌系列活

动，如魅力外语文化节、跨文化交际中外礼

仪、英文舞台剧、外语模拟招聘会等。学院

“格桑花支教团”被评为校暑期社会实践十

佳团队，“邵仲义支教团”等４支队伍获“三
下乡”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等多项集体荣誉；

团员青年个人获得省、市级以上荣誉６４项，
校级荣誉４２９项。

（撰稿人：朱　文　核稿人：陈　红）

艺术学院

【学院概况】 江苏大学艺术学院由原江苏

理工大学艺术设计系、工业设计系和原镇江

师专美术系于２００２年１月合并组建而成。
学院设有工业设计系、动画系、环境艺术系、

视觉传达系、装饰艺术设计系、美术系、公共

基础教学部等７个系部，设有设计艺术中心
实验室和专业图书资料室。学院拥有美术

学硕士点；设有工业设计、产品设计、视觉

传达设计、美术学、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

术、动画、公共艺术设计８个本科专业。学
院现有教职工９２人。其中教授５人，副教
授２１人，专任教师７５人。专任教师高级职
称比例达２８％，博士比例达１８．５％。全日
制在校学生１１９２人，其中本科生１１０４人，
研究生８８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根据《江苏大学

关于在全校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

结合学院实际，积极开展“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活动，制定艺术学院领导班子“三严三

实”专题学习研讨安排，组织学院相关老师

认真听取梅强副校长的专题党课和相关专

题录像片。学院领导班子带头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带头学习提高，带头查摆解决

问题，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以坚定的信心、

决心和行动树标杆、作示范。按要求开展好

“三严三实”民主生活会。同时要求各系室

负责同志也要立足本职岗位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真正从思想、工作和作风上严

起来、实起来，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履

职尽责、做人做事的方方面面。加强青年教

师思想政治工作。为贯彻落实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

的具体要求，针对当前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

治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学院党委通过强

化理论学习，注重实践引导；实施师德建

设，完善职业规范；开展结对帮扶，解决思

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的相结合等形式，业

务上严格要求，思想上生活上主动关心，积

极引导青年教师深入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学院党委为每位青年教师配

备了一名院领导作为指导老师，开展结对帮

扶，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

来。学院还专门召开青年教师发展规划研

讨座谈会，学院全体院领导参加，院主要负

责人从学历、教学和科研等方面详细分析了

学院青年教师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学

院的“十三五”规划对青年教师提出了具体

的发展要求，希望全体青年教师要跟上时代

的步伐，按照学校和学院发展的要求，进一

步明确目标，厘清思路，克服困难，把个人发

展与学校和学院的发展结合起来，认真做好

个人的发展规划，努力在学历职称、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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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能力等方面有较大的提升。案例《发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青年教师思想

政治工作中的作用》获江苏大学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案例三等奖。高

度重视组织发展工作与分党校工作，严格执

行党员发展程序和“三公开一答辩”制度，

确保发展质量。２０１５年上半年学院举办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一期，培训入党积极分子

９２人；严格规范，全年按计划发展学生党员
２６人，转正１５人，发展党员质量不断提升。
积极开展“党员发展工作专项调研”活动，

进一步规范学院的党员发展、教育、管理等

各项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学院各支部党员发

展记录、支部党建活动等各项材料。积极开

展党建研讨和党日活动，获校党建论文三等

奖和最佳党日活动三等奖各一项。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根据学校、学

院的统一部署，在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

努力完成审核性评估各项材料的收集整理。

通过审核性评估工作，重点做好三方面工

作：第一，对标找差，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重点检查了试卷、毕业设计、教案等教学

文件的规范性和完整性，并对发现的问题进

行了整改。第二，进一步规范教学工作，按

照艺术、设计教学规律建章立制，确保教学

日常工作的平稳、有序。如针对艺术学院专

业课特色，对考查课试卷、课程论文、课程作

业、课程设计、作品（光盘）索引、实验报告

等进行了规范；同时加强过程考核的痕迹

管理。第三，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

强化学院强调创新实践的特色。重视课程

建设，通过全体教师共同努力，积极探索，不

断推进“８４２Ｔ”课程、微课、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混合式教学课程、慕课、翻转课堂、双语

课程等的建设，并在学院和人事处的支持

下，组织了相关课程负责人进行教学改革、

课程建设等对外交流和培训。获得校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３项，省教学成

果奖培育项目１项；校教改项目立项重点
项目１项、一般项目３项；出版教材２部，发
表教改论文８篇，获省级大创项目重点项目
１项、指导项目２项，校级大创项目５项；２
门“８４２Ｔ”课程通过验收，１门优秀。在课程
建设中获得全国性微课竞赛二、三等奖各１
项，省微课竞赛一、二等奖各１项；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培育项目１项，预计２０１６年上
半年上线成为慕课课程；２０％以上专业教
师申报了混合式教学课程建设；６位教师成
为学校首批 ＭＯＯＣ助理教学教师。同时开
展翻转课堂建设试点，２０１５年学院有 ３位
老师获江苏大学本科教学先进个人，１个系
获江苏大学本科教学先进集体。进一步完

善学院实验室设备使用的规章制度，制定了

实验室低值易耗品购置和管理、使用的若干

规定，实验室设备使用的若干相关规定和安

全规章制度，明确各个实验室的安全员。新

建漆画工作室。对实验室进行了改建，建设

了符合漆画课程要求的实验室条件。设备

管理方面，清查固定资产，报废固定资产

２００余万元。新设备的招标采购方面，完成
了虚拟设备５０万元的前期调研、参数选择、
招投标文件的书写，完成了招投标；完成了

油泥模型实验室的建设。完成了３Ｄ打印机
参数文件，即将招投标。完成木工设备参数

文件，即将招投标。实验智能管理系统试运

行，在系统中填报设备信息、实验课程信息

等大量资料，对于完善管理，建立基础数据，

起到了促进作用。

【科研与学术交流】 认真落实第三次科技

工作会议精神，开展调研活动，根据学校科

研工作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完善《艺术学院

教师科研工作实施办法》，积极鼓励教职工

在科研、教学、职称、学历、对外艺术交流与

合作的全面提升，鼓励师生举办、参加多种

形式的画展、设计展和创作竞赛活动，积极

组织师生参观高水平的书画和设计展，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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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与艺术实践工作的组织与管理，努力提

高教师的科研与艺术实践水平；针对国家、

部省级及校级人文社科课题的申报，加大科

研指导和科研管理力度，组织发动教师积极

申报项目，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申报的积极

性，逐步建立以学科、专业、系部为根本，以

学科背景为依托，以教授牵头领衔，年龄结

构合理、职称高中低结合的专业科研团队。

鼓励和激励教师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在

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源期刊和核心杂志发表论文
数量上同比上升。科研总经费完成１９．８万
元，其中纵向经费０．８万元，横向经费１９万
元。科研成果：人文社科 ＣＳＳＣＩ收录６篇，
出版学术专著 ６部，核心期刊检索 １４篇，
ＳＣＤ检索３篇，ＥＩ检索 １篇。课题完成情
况：市厅级立项２项，校级立项２项，教育
部人文社科结项１项。发明专利１项、外观
专利（合作形式）２６项；软件权著作登记２
项。成功举办了２０１５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设
计作品展、第二届“金秋意韵”美术作品展、

第四届“双城双校”研究生美术作品交流

展、“一书一画艺术界”———刘佳宁、朱正伦

书画作品展、江苏省第三届动画及媒体专业

学生优秀作品联展等，郑为人老师在全国政

协礼堂举办了个人书画作品展；组织师生

赴中国美院、清华美院、南京艺术学院、扬州

大学等兄弟高校参观交流，通过举办毕业设

计作品展、习作观摩等专业性展览，增进教

师和学生对专业的学习与投入。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根据学院学科

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家研究生教育政策

的变化，经过多次研讨和论证，学科建设强

化工作思路，确立了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

建设相结合的发展策略。组织完成了学科

自评、梳理等工作，明确美术学和设计艺术

学两个学科的年度任务。重新调整招生结

构和培养目标，主动申请撤销设计艺术学二

级学科点，完成了艺术硕士的增列申请相关

的各项工作，已经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

式比准。学科标志性成果：２０１５年３幅作
品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主办单位：文化

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获１项江苏省文
化厅课题立项，获软件著作权２项（中国版
权保护中心），获发明专利１项；发表ＣＳＳＣＩ
论文３篇。研究生教育管理方面，从体系和
方法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了研究生教育管

理。完成学科调整、招生结构重新布局。学

院学术型研究生包括美术学的３个方向，即
美术史论及美术考古研究、中国书画研究、

西方绘画研究，以及设计艺术学一个方向。

工业设计工程专业学位招收４个方向的研
究生，即工业设计、数字化艺术设计、公共环

境设计及理论研究、展示设计。２０１７年起，
美术学方向将招收美术史论及美术考古研

究、造型艺术应用研究两个方向的学术型研

究生，将从艺术硕士和工程硕士两个类别招

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艺术硕士中，美术

专业领域研究方向包括艺术品鉴藏与市场

研究、绘画与书法研究，艺术设计专业领域

包括视觉与信息设计、环境与公共艺术设

计。工业设计工程专业领域包括工业设计

和数字化艺术设计两个方向。初步完成

２０１７年招生目录的制定工作。修订完成了
２０１５年研究生培养方案，完善了教学大纲。
严格执行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环节，执行结

果全部有据可查。同时为了有利于新旧培

养方案过渡阶段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制

订２０１５年艺术学院研究生实践性环节计
划，目前为止已经实施的环节包括：“２０１５
扬州大学—江苏大学双城双校师生作品联

展”、春季写生、春季展览观摩、２０１５届研究
生毕业展等。积极推进工作室制度，已经完

成工作室需求调研及改造经费预算。积极

联系建立研究生写生基地和实习基地，申报

校外导师，为培养结构变化早做准备。积极

组织推荐具有优秀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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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担任硕士生导师，２０１５年校内５名，校
外２名申报学院硕士生导师。做好研究生
毕业离校和学位相关工作。在论文送审、答

辩等环节严格把关，提升导师和学生的质量

意识。

【师资队伍建设】 按照有理想信念、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

有”要求，促进教师树立以生为本、依法治

教、以德治教的理念，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努力打造一支“爱岗敬业、关爱

学生，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奋发进取”的

高素质教师队伍。积极采取外部引进和内

部培养并举的方式，加大艺术类高层次人

才引进和培养力度，积极鼓励学院教师学

习深造，切实提高学院教师队伍的学历层

次和专业水平。２０１５年引进博士、硕士各
一名。另外选派１２名教师到北京清华美
院、江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和上海等地进

行课程培训。

【学生工作】 围绕“教育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的工作理念，求真务实、大胆创

新，积极开展学生工作。加强思想教育和日

常管理相互渗透，共同发挥作用。不断加强

规章制度建设，保证学生管理工作规范化和

科学化。优化学生成长环境，加强宿舍管

理，完善了社区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社区文

化建设也不断得到加强，保证了社区的安全

稳定。大力推进学风建设，促进良好院风的

形成。加强学生上课出勤管理力度，消除旷

课和迟到现象，提高上课与晚自习出勤率。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构建心理危机防御体系。

做好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帮扶和助学贷款

工作。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开展就业

指导讲座，广泛开拓就业渠道。加强社会实

践基地建设，与镇江船艇学院二大队五队继

续加强军地关系，军地共建，共促成长。以

品牌建设为导向，整合资源优势，积极开展

多种丰富多彩的团学活动。结合学校国际

化合作与交流的工作指标，强抓发展机遇，

充分发挥现有国际合作平台，细化推进举

措，做实学院国际化交流与合作工作，提高学

院教师国际化交流合作的水平与层次。聘请

海外专家美国爱达荷大学 ＳｔｅｐｈｅｎＲ．Ｄｒｏｗｎ
教授来校讲学交流。申报聘请外国专家合

作研究项目 １项（美国爱达荷大学 Ｇａｒｙ
Ａｕｓｔｉｎ教授）。合作办学或联合办学 １项，
２０１５年上半年与爱达荷大学双方签署了３
加１和３＋２．５项目合作备忘录，下半年双
方学分互认项目（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３＋２．５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ｄａｈｏａｎｄ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获批
校级特色短期合作项目１项。

（撰稿人：陈恺恺　核稿人：朱立新）

教师教育学院

【学院概况】 教师教育学院设有教育系、

教育技术系、现代教育技术实验中心、教育

科学研究所、教育政策研究所、高等工程教

育研究所、教师培训中心等教学、科研、培训

机构，主要承担学校教育学、心理学、现代教

育技术、教师口语等教师教育类专业课程，

以及相关校级选修课程的教学任务，具有融

教师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职后培训为一体

的办学特色。学院拥有一支素质好、水平高

的师资队伍，教职工４０人，其中教授７人、
副教授１５人、讲师１８人，博士１５人。设有
教育学（师范）、教育技术学２个本科专业，
具有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设高

等教育学、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师

教育４个方向。有硕士生导师２２名，其中
院内１１名，外聘１１名。学院是省教育厅确
定的中小学骨干教师、基础教育新课程改

革、中小学校长省级培训基地，负责培训全

省基础教育各类师资与中小学校长，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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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培训学院２５８０人，培训项目有特级教师
后备人才高级研修、中小学校长培训、中小

学骨干教师提高培训、初中课程网络培训

等，被江苏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江苏省

教师培训中心评为教师（校长）培训先进单

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５年举办入党
积极分子培训班 １期，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３０名；按计划发展党员，程序透明公开，
２０１５年共发展学生党员６名（其中，本科生
４名，研究生 ２名），审核预备党员转正 １
名。“九九重阳日、浓浓敬老情”支部活动

获江苏大学鼓励奖；《高校师德战略及路径

研究》获江苏大学思政论文一等奖；《心理

咨询影响技巧在高校学生工作中的应用探

讨》获思政论文鼓励奖；学院中层干部调研

报告获得江苏大学鼓励奖。省级以上媒体

发稿７篇，深度报道１篇。校内新闻报道稿
件８９篇。中英文网站改版，分别有专人负
责，保证信息传播的安全与及时。

【教学工作】 教育学系和教育技术学系分

别按照年度计划，组织教师开展多种形式的

教研活动达 １０多次。获批“大创项目”７
个，其中国家级项目１个、省级项目１个、校
级项目５个。获批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
５项，其中重中之重和重点项目各１个；完
成“８４２Ｔ”课程结项验收１门，建设中的２门
精品在线课程完成了中期验收，１门课程进
行了混合式教学改革试验；获得江苏省“微

课”教学比赛一等奖１名，国家“微课”比赛
优秀奖１名，江苏大学全英语（双语）教学
比赛三等奖２个。参加江苏省师范生教学
基本功大赛的两名选手，分获省二等奖和三

等奖。学院利用中央支持地方专项财政和

学校实验教学专项经费，先后投入４２．５万
和３０万，用于改善教育技术学专业基本实
践条件，初步建立起“知行创新工作室”。

学院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比例达到

１００％；学生教学信息员对学院教师课堂教
学的满意度达到９８％以上；学院教学管理
更加规范、成熟，初步形成了以学生、教师同

行、督导和学院领导参与评课的立体、多元

的教学评价体系；本年度没有发生一起教

学事故，教学文档归档率１００％。
【科研与学科工作】 ＣＳＳＣＩ论文发表及论
著出版的学院奖励额度比去 ２０１４提高了
１００％，对权威期刊论文发表和中文核心期
刊论文发表的奖励额度也分别提高了７０％
以上。同时，学科建设经费也适当提高了对

权威期刊、ＣＳＳＣＩ源刊论文及专著的配套奖
励。共获批省部级项目１６个，市厅级项目４
个，其他课题（含教改课题）７个，获批项目
经费１６．３万元，包含学校配套经费在内，共
计３９．６万元。其中，部分项目刷新历史记
录，如省级教改项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学会课题等，均在数量上实现了新的突

破。发表ＣＳＳＣＩ源刊论文１６篇，其中学科
权威期刊１篇，实现了权威期刊发表３年连
续不断档；２０１５年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４０篇，出版专著７部。教育学一级学科参
加了江苏省教育评估院的评估工作。各方

向带头人认真梳理近三年来的相关数据，认

真准备迎评材料，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

经省教育评估院组织评估，我院教育学一级

学科获得了８６分的良好成绩。
【国际化】 积极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

作，先后邀请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盖

瑞、日本京都情报大学教授冈本敏雄、英国

吉赛尔教育国际懂事长宋俊芳博士来院讲

学。与韩国忠南大学、教员大学建立了联

系，与韩国大科学发明高等学校共建协力

中心，努力为学院的转型发展集聚力量。

【学生工作】 研究生入学教育开展１１讲，
本科生入学教育开展１２讲。第十四届“无
偿献血杯”大学生辩论赛中学院辩论队获第

四名；院团委开展的创新试点项目“讲话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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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进支部，践行核心价值观”荣获校级评比

一等奖，“德艺双馨，意创生活”项目活动获

江苏大学共青团综合能力类“十佳活动项

目”；关爱留守儿童社会实践小分队等５个
团队荣获２０１５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优秀团队；教育学（师范）１３０１班
荣获省级先进班集体称号，教育技术学（师

范）１４０１班荣获江苏大学先进班集体称号；
教育学（师范）１３０１团支部获江苏大学“五
四标兵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２０１４级教育
学研究生团支部在首届研究生团支部风采

大赛中荣获三等奖；１名同学获江苏大学优
秀学生共产党员荣誉称号；１名研究生获国
家奖学金、校优秀研究生标兵、一等奖学金

和“校优秀研究生”称号等。第十四批本科

学生科研立项获批１４项（其中资助项目６
项，一般项目８项），第十三批课题成功结题
６项（结题指标２项）。２０１５届本科毕业生
总就业率为９５．７％，协议就业率为９５．７％；
硕士研究生总就业率为８２．３５％，协议就业
率８２．３５％。共计１８名同学获国家助学金
资助，５名同学获校内助学金，３名同学获社
会助学金，４名同学获国家励志奖学金，４名
同学获伯藜助学金。实现了贫困生资助全

覆盖，目前全院学生欠费率为零。

（撰稿人：郑可春　核稿人：李晓波）

医学院

【学院概况】 医学院于２０１４年５月由原江
苏大学临床医学院和江苏大学基础医学与

医学技术学院两所学院合并而成。医学院

开设有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

技术、护理学和卫生检验与检疫５个本科专
业；其中，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为国家特色专

业和江苏省品牌专业，２０１１年以来连续名
列武书连专业排行榜全国前三名（２０１４年

位列第一名）。临床医学专业为江苏省品牌

特色专业。医学技术类（含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和卫生检验与检疫）为江苏省

“十二五”高等学校重点专业。学院现有教

职工１８８人，其中博士生导师１４人，硕士生
导师７０余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１
人，江苏省特聘教授３人，江苏省医学领军
人才３人，江苏省“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
程”二层次培养人选５人、三层次培养人选
１６人，江苏省“青蓝工程”学科带头人选 ５
人，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１０人，江苏省医学重点人才 ６人。学院拥
有临床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和博士

点各一个，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两个一级学

科硕士点。其中，临床医学（以临床检验诊

断学为主体）学科为江苏省“十二五”重点

学科培育学科，２０１３年起在ＥＳＩ学科排名中
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 １％。临床
检验诊断学为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学科和

江苏省优势学科重要组成之一。学院还拥

有江苏省重点学科、江苏省重点实验室和江

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各１个。学院与美
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以

及香港和台湾等地区的高校或研究机构开

展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效果显著。毕业生

深受用人单位好评，就业率达９８％以上。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５年学院围绕
建设“团结和谐、实干创新、廉洁高效、群众

满意”的班子建设目标，抓好中心组的政治

学习，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政

联席会制度，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的落实，通过“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

班子成员全方位自我审视，查找不足，整改

提高。班子成员分工明确，实干进取，团结

协作，共同维护班子的良好形象。２０１５年
学院围绕打造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支

部的基层党建工作思路，制定并落实好学院

支部建设工作目标。学院教工第四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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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选参评市“双型”党支部建设五星级党

支部。各支部围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积极开展
党日活动，加强党员教育，获校最佳党日活

动三等奖、鼓励奖各１项。同时做好党员发
展工作，本学年共发展学生党员６６名，同时
引导优秀教师靠拢党组织，以在教学第一线

中青年骨干教师为发展党员的重点，发展党

员２名。２０１５年学院建立健全了党政工学
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着力推进师德师风建

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开办名

人讲座，举办二级团校、党校，举办爱心捐献

活动，指导团学活动，全面提高全院师生的

政治理论素养和道德水平。学院关工委被

评为校先进单位，招生宣传工作获先进单位

二等奖。２０１５年学院还加强对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的落实和教育；规范管理，用党政联

席工作例会制、院级评议评审实行票决制、

述职述廉和民主评议制度来保证学院党风

廉政建设常态化；通过对行政经费使用、学

院低质易耗品的采购、学生组织发展、学生

升学面试、人才引进等风险点的排查做好整

改和防范工作。学院认真做好安全教育，及

时把握师生的思想动态，解决师生的心理困

惑和思想困惑，全年未发生责任事故。本年

度学院完成外媒宣传发稿１５篇，其中省级
以上报道８篇。
【本科教学】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６日在南宁召
开的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检验专业第十九次

校际协作会议暨全国医学检验教育研讨会

上，学校当选为全国医学检验校际协作理事

会和中华医学检验教育分会理事会理事长

单位。２０１５年医学院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获批江苏省品牌专业一期工程建设项目并

进入实施建设阶段。本年度学院承办国家

教育部医学技术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和

国家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论证委员会专业

标准定稿会。获批江苏省高职高专护理专

业骨干教师培训项目１个。“医学检验技术
专业人才培养及教学改革的举措与成效”获

批校教学成果一等奖１项，三门“８４２”课程
通过验收，其中 １门优秀，１门在线课程通
过合格验收。获校全英语和双语比赛一等

奖和二等奖各 １项。获批校级微课项目 ５
个，并获国家微课比赛三等奖１项，省级一、
二等奖各一项。２０１５年学院共获批校重点
建设教材２部。获批校教学名师１名，校优
秀个人７人，先进集体１个。获批国家教育
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改革项目５项，其中
重点项目１项。获江苏省教改项目１项，校
级教改课题４项，其中重中之重１项，重点
项目１项，一般项目２项。以第一主编单位
出版规划教材１部。合作完成的国家视频
公开课“医学检验技术导论”正式上线。

２０１５年学院参与了教育部医学检验技术专
业的国家标准的制定；主要承担和参加教

指委医学教改课题立项和参与医学检验技

能大赛的筹备工作。积极筹备医学检验技

术专业的全国大学生技能竞赛。本年度开

展审核性评估前期工作，完成校本部试卷整

改工作、专业质量报告和学院教学质量自评

报告。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年医学院共获批
国家基金面上项目 ５项，国家青年基金 ３
项。获批省重大研究计划社会发展项目 １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１项，省青年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２项，省高等教育自然科学研究基
金１项。获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１项，
获省重点实验重点课题１项。总经费约６００
万元。２０１５年医学院全院教师发表 ＳＣＩ检
索论文６３篇，其中一区论文３篇、二区论文
１７篇。申报专利 １５项，受理 ＰＣＴ专利 １
项。本年度学院有２人次赴海外参加学术
会议，８人次赴海外进修。本年度共组织国
内外专家来学院开展３０多项学术交流（其
中国外专家１２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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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５年学校临
床医学专业 ＥＳＩ排名位于前球前１％，排名
前移了３６８位，前移数位于学校第一。临床
医学２０１４年度获批博士后流动站后，本年
度共有１４名博士后进站，特别是有１名脱
产博士后加盟学院。获得国家博士后基金

３项，获得省博士后基金３项，合计获批经
费２４万元。本年度学院完成了省检验医学
重点实验室的开放课题申报和评审工作；

学院也完成了省优势学科和重点实验室硬

件经费的规范使用并完成相关仪器的招投

标工作。２０１５年学院获批省优硕 ２篇，省
“优博”１篇；校“优博”３篇，校“优硕”２篇；
新增省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和实践创新项

目各３项。申报并获批江苏省２０１５年度研
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成果三等奖（本硕博联动

机制培养模式建立提升临床检验诊断学研

究生创新实践能力）。２０１５年全国医学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启动了对学

校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

医学院组织整理了系列材料，并于２０１５年６
月２８日召开了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专家论
证会，结合专家建议，完成了自我评估报告

和相关资料的汇总，并以优良成绩通过评

估。２０１５年学院新增硕士研究生 １８８人，
博士研究生１６人。全年完成１２名博士研
究生、１７０名全日制硕士、６９名同等学力硕
士、９名留学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送审和学位
授予前期工作，最终１５名博士研究生、１６８
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获得学位。本年度学

院还完成了５５名２０１３级临床医学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的临床能力综合考核工作。

本年度学院共申报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

科研创新计划项目１７项，获批３项；申报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７项，获批３项。学院组织了一系列的招生
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学校研究生招生优惠政

策，展示学校研究生培养成果。成功吸引了

１名“９８５”高校研究生加盟学校，第一志愿
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较２０１４年增幅４２．６％
（８９４人）。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１５年医学院获批江苏
省特聘教授（一层次）１人，已经面试考核博
士５人。全年共正式到岗博士４人，其中２
人具有１年以上海外背景。２０１５年学院获
批正高职称４人，副高职称７人；新增博士
生导师５人，硕士生导师５０人；获批校“青
年骨干教师培养人选”青年学术带头人

３人。
【留学生教育】 ２０１５年学院获批省级精品
课程１门、校级精品课程２门，聘请专业外
教２人，编写英文教材２部。２０１５年学院招
收ＭＢＢＳ本科留学生９１人，招收博士、硕士
留学研究生８人，目前在校生规模位居全校
第一。

【学生工作】 ２０１５年医学院应届生考研率
１９．６３％，就业率本科生 ９４．５８％，研究生
９６．３３％，英语六级通过率６５％；海外学习、
游学经历人员 ４３人。２０１５年学院获得全
国大学生“挑战杯”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１
项，为学校连续五届获得优胜杯做出了重要

贡献。获校“星光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

大赛二等奖２个、三等奖３个。本年度学院
在大学生英语竞赛（全国初赛）中５人获三
等奖；养生协会、急救协会、普医之家三个

学生社团分别获得校“十佳社团”称号。

２０１５年学院共有大学生科研立项结题 ３１
项；学生研究论文中文核心发表２篇。

药学院

【学院概况】 药学院设有药学、药物制剂、

制药工程３个本科专业，拥有药学、中药学
２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制药工程
工程硕士授权领域，其中药学一级学科为校

重点学科。药学院牵头，联合医学院、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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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获批江苏省优势学科———生物技术

及其医药转化。学院下设中药学与药学系、

药剂学系、制药工程系和药学中心实验室。

学院在校本科生 ６６１人，硕士研究生 １４１
人。现有教职工６２人，其中专任教师中博
士生导师７人，硕士生导师 ３１人，教授 １０
人，副教授２１人，江苏省“３３３高层次人才
培养工程”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１人，“江
苏特聘教授”２人，“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
人才引进计划”（双创计划）２人，江苏高校
“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１人，优秀
青年骨干教师 １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
峰”４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１
人。学院近年来承担国家“十一五”“十二

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８６３”项
目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

科学基金、江苏省科技支撑项目等各级各类

课题，近５年总经费达３０００余万元。获省
市科技进步奖１３项，其中获教育部科技进
步一等奖１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技术发明）二等奖２项；申请发
明专利１００余项，其中国际 ＰＣＴ专利３项，
授权 ４８项，作为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Ｆ：１０．１７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ｌｌ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Ｆ：９．６５０）等国
际权威杂志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目前共

建了江苏省名方制剂开发与中试研究科技

服务平台、江苏省超临界萃取天然药物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水飞蓟深度开发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与江苏索普兴大药业联合成立了合

成药物研发中心，已逐步形成了纳米药物传

递与干细胞组织工程、脂筏色谱与中药筛

选、生物活性化合物合成筛选、药物设计及

其作用机理、中药物质基础及药理机制、道

地药材品质评价、天然活性成分高效分离与

产品开发、中药新制剂与质量评价、药用新

材料等特色研究方向。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领导班子分

工明确，团结协作；坚持党政联席会议制度，

党政共同研究决定学院工作的重大问题；认

真组织开展了领导干部“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活动及干部读书活动。配合学校完成药学

院行政领导班子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完

成药学院“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起草工作。

加强党支部组织建设，发展教师入党积极分

子１名，发展学生党员１５名；转正党员１７
名，分党校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入党启

蒙教育培训班各１期，培训学员２１５名。药
剂系教工支部获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药剂

系教工支部获“最佳党日活动”三等奖，党建

研究成果获鼓励奖，论文分别获三等奖１项、
鼓励奖两项；２名学生党员获“优秀学生党
员”称号。坚持学院中心组学习制度和教职

工时政学习制度。全年校内报道２２１篇；校
外媒体发稿６篇，其中中国江苏网报道了《江
苏大学百草社获评首届海峡两岸高校“儒风

雅社”社团》，《大学生》杂志报道了被评为最

有特色大学生暑期作业的《寻药记》。在

２０１５年度校园廉洁文化作品评选中，１位教
师荣获二等奖，１位同学获三等奖。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教学运行稳定

有序，全年教学资料归档率 １００％，教授为
本科生授课比例为１００％；学院平均调课率
１．４８％（年度目标值≤５％）。学生评教优
秀率为９８．８６％（超年度目标５．８６个百分
点），学生评教优良率１００％，督导评教优良
率１００％，毕业论文抽评优良率达 １００％。
２０１５届学士学位授予率达９６％（超年度目
标４个百分点），学业警告率下降６１％。药
剂学系获评“本科教学工作先进集体”。申

请“８４２Ｔ”网络共享课程建设１门，建设网
上视频教学课程１门，ＭＯＯＣ课程建设课程
１门，混合式教学课程建设２门。校级教改
项目立项２项，其中重点项目１项。发表教
改论文４篇，全国核心及以上教研教改论文
１篇。参编“十二五”规划教材４部。新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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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９项，其中省级
３项（年度目标值３项）校级６项。教师指
导大学生科研立项结题２６项。省级以上大
学生竞赛获奖２项（年度目标值１项）。新
增扬子江药业为校外实习基地。获批实验

室改造专项经费 １５０万元，启动实验室改
造。完善实验室开放制度。药学专业新招

收留学本科生 ７人，在校本科生达 ５７人。
积极准备本科专业审核性评估，提交了制药

工程专业认证申请。

【科研与学术交流】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７项，纵向科研经费（软件费）３４８．６４
万元，横向合同经费２２９．１万元（到账３３万
元）。与医学院、生科院联合的江苏省优势

学科年度专项建设经费１０００万元。完成
学科标志性成果２项。作为第一完成人和
完成单位，“中药制剂与质量创新关键技术

研究及其应用”获批中国商业联合会科技进

步特等奖，实现省部级行业协会特等奖零的

突破。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单位发表 ＳＣＩ检
索论文４４篇，其中影响因子 ＩＦ＞５论文５
篇。郑卫平教授课题组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发表论文（最新影响因子 ３３．３８３，
分属１区）。“药理毒理学”ＥＳＩ比２０１４年
提高１２％，约占ＥＳＩ基线数据的４１％，成为
学校ＥＳＩ进步最快的学科之一。获美国授
权发明专利 ２项，获中国授权发明专利 １１
项。邀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日本京都大

学等４位境外专家来校做学术报告。继续
与日本熊本大学、京都大学、美国西部保留

地大学进行合作研究。与美国南加州大学、

美国麻省总医院疫苗与免疫治疗中心、哈佛

大学医学院、日本武库川女子大学、熊本大

学等学校进行了进一步的联系，达成人才培

养、科研合作意向。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江苏高校优势

学科建设工程（生物技术及其医药转化）平

稳进行。８人获批新导师。共招收全日制

硕士４９人，招收非全日制工程硕士 ８人。
顺利完成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３个学科
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新开设２
门基础理论课、３门核心专业学位课，并对
专业选修课进行优化整合，于２０１５级新生
实施，培养环节抽检合格率１００％。２０１５年
获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项目１项，江苏省学术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
项目２项，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实践计划１
项。获批江苏省第三批产业教授（兼职）１
人。申报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１个，新
增江苏大学校外工程硕士实践指导教师 ６
人。２０１５届毕业全日制研究生４５人，授予
硕士学位４５人。推荐３篇硕士学位论文参
加校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全部获批。组织申

报江苏省优秀学位论文１篇。
【师资队伍建设】 引进博士５人，其中２人
为留学回国人员。２位教师晋升正高职称，
７位教师晋升副高职称；１人在职取得博士
学位，６人博士在读，教师博士学位拥有率
达８８．７％；公派留学新增３人，目前有６位
教师在境外留学。徐希明教授成功入选国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同时被授予国家“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实现了学

校医药板块国家级人才零的突破。新增省

“六大人才高峰”人选１人（Ｂ类资助），４人
申报并全部入选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

程”青年学术带头人培育人选。与江苏大学

附属医院共建江苏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

团队１个（干细胞组织工程与肿瘤医学转
化），获批经费３０万元。
【学生工作】 学生工作坚持“抓重点，保特

色，勇创新，重实效”工作理念。依托多种思

想政治教育载体，以学生党建为龙头，加强

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通过“宿舍美化大

赛”、社区橱窗更新、海报墙设置等建设营造

优美的社区环境，文明宿舍率１００％。发放
各类奖助学金７２．６万元，资助学生２３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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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２０１５级本、研新生心理普查建档率及
一类以上学生干预率１００％，药学１４０１班在
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心理手语操大赛中荣获二
等奖。１名学生参加出国类外语考试并顺
利通过，３名本科生、７名研究生参加了海
外学习项目。构架了立体化《药学院学生学

业规划指导方案》，制定了《江苏大学药学

院学风建设实施意见》，以学业规划教授大

讲堂等形式推进药学院学风建设工作。获

江苏大学“学风建设月”优秀组织单位。校

第１６届研究生学术论文大赛中，学院参赛
９３篇，列全校第三，参赛率提升 ５９个百分
点；２７篇获奖，学院获“优秀组织奖”。学
校“第五届中外研究生论坛”活动中 １３人
获奖，学院获“优秀组织奖”。本科生研究

生报考率 ５６．３８％，报考本校研究生比例
２２．１５％，研究生达线率２６．８０％。总就业率
９２．２１％，协议就业率８７．６６％，初次就业率
７０．１３％；研究生总就业率９７．８７％，协议就
业率 ９５．７５％，初次就业率 ９１．４９％。学院
“百草社”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等举办的首

届海峡两岸高校“儒风雅社”社团评选“优

秀组织奖”，药剂学系团队获评第五届“江

苏大学青年文明号”，１人获“江苏大学新长
征突击手”称号。３个团支部获评“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１９名
同学获评“江苏大学优秀团干”，１９名同学
获评“江苏大学优秀团员”。在大学生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５个团队获评
“优秀团队”，２名老师被评为“优秀指导教
师”；２２名学生被评为“先进个人”。

（撰稿人：万伟忠　核稿人：冯春来）

海外教育学院

【学院概况】 海外教育学院于２０１１年由国
际教育交流学院更名，独立建制，负责外国

留学生的招生、教学和日常管理，组织实施

汉语国际教育。学院目前有正式职工 １８
人，聘用人员２人，其中院领导５人、院长助
理１人；下设行政办公室、招生工作办公
室、教学管理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等 ４
个科室。留学生规模达到１６８０人，列全省
第４。乘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之东风，借学校
国际化工作推进会之力，学院在发展过程

中，严格遵循“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

量、规范管理、打造特色”的思路，发展来华

留学生教育；制定了留学生发展规划，构建

了“三推进”“三激励”“三保障”的工作机

制，强化了留学生教育与学校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学科建设和师资培养的有机结合，

希望进一步通过推进“一把手工程”，整合

全校资源，形成合力，建设留学中国的快乐

家园，创建外国留学生留学中国重要目标高

校和江苏教育对外开放先进高校，实现中外

共赢。

【招生工作】 招生工作规范化、信息化。全

年招收学历生和非学历生共７０５（３０５／４００）
人，超额完成年度工作目标 ６５０（３５０／３００）
人。１．统筹规划，制定招生工作方案。在
年初制定的招生工作方案中，围绕建设“高

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学”的目标，

继续扩大留学生总体招生规模。在组织保

障、人员安排、绩效考核和经费保障等几个

方面做了精密部署。２．优化工作，切实做
好招生各个环节的工作。一是优化招生团

队，拓展招生渠道（亮点）。鼓励各招收来

华留学生的各单位学院／研究生／中心成立
“来华留学生招生宣传工作小组”，主要负

责人担任组长，负责本单位学院的招生宣传

和协调工作，学院外事秘书或研究生教育秘

书负责具体工作实施。选聘优秀中外学生

组建留学生招生宣传团队（２８人），围绕招
生工作需要，以学生为本，重建中、英文（拓

展至韩语、德语）学院网页、资料，利用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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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加大境外宣传力度。积极通过
境外教育展，拓展与国内、外教育咨询公司、

机构的联系。二是优化生源国，提升生源质

量（重点工作）。拓展德国、加拿大、韩国、

俄罗斯、波兰、美国等国的语言生、短期生项

目，加强对非洲各生源国教育制度及高考政

策的研究，重点审核申请材料的主干课目成

绩、语言能力水平等，严格入学标准。组织

本科新生学业水平测评，对考试成绩不符合

入学标准的，要求参加基本文化课程补习。

三是优化学历结构，扩大留学研究生招生规

模（重点工作）。利用学校外事例会等加大

宣传研究生招生优惠政策及 ＣＳＣ、茉莉花、
校长奖学金等奖学金政策。发挥二级学院

在研究生招生中的主体作用，加大宣传力

度，优化在线审核，限时处理。年终考核时，

加大奖励力度。进一步完善招生工作网站

及留学生在线申请支付平台。四是提升业

务能力，强化服务意识。加强跨文化交流及

外事政策的学习，积极与兄弟院校交流，强

化大局意识、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在细

微处服务学生。成功承办以“共商、共促、共

建、共赢”为主题的“２０１５年第二届国际学
生管理服务平台培训及研讨会”，受到与会

院校的好评。

【教学工作】 教学工作制度化、精细化。

１．评建结合，以评促建。启动了教育部来
华留学生教育项目质量认证迎评工作。各

学院自评，积极修订课程教学大纲，汇总教

学日历，对本学院所存在的留学生教学问题

进行分析总结，找出解决对策。海外教育学

院全体领导及教学管理负责人到各相关学

院听取自查汇报，并对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

整改建议。２．认真执行留学生教学管理规
定，保证日常教学工作有序进行。组织教学

自查，提高任课教师管理留学生的主动性，

提高教学运行质量和水平。通过多渠道促

进留学生自主学习，教考结合，以考促教。

组织留学生期中教学评价工作，要求各学院

对各教学环节进行检查，并提交检查报告。

注重实践，“主题汉语”教学有特色，构建了

各类体现镇江地域特色的文化实践活动，惠

及镇江市友好城市的俄罗斯师生，来自美国

和加拿大的游学、交换留学生，奥地利中学

生夏令营，北语、华师留学生代表团等。留

学研究生英文授课培养计划修／制订工作基
本完成，中外学生同堂授课开始试行。推进

留学研究生助理教学工作，组织选拔 ２０１５
年研究生英语课程助教１１名，留学本科生
入学前基础课程教师８名。制定留学研究
生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推动留学研究生教

学工作量纳入全校人事分配体系。审查通

过４０名教师具有新增指导资格。留学研究
生弹性学制正式启动。３．不断完善全英文
留学生教务管理系统，提高工作效率；进一

步推进智能交互反馈系统，提高了留学生的

出勤率和教学的互动性。建立留学研究生

助教资源库。本科教学质量稳步提升，４门
获批江苏省英语授课精品课程，新增１０门
江苏大学留学生英文授课精品课程和４门
培育课程。注重留学生任课教师培养，３名
留学生任课教师获批教育部资助赴加拿大

进修项目，１３名留学生任课教师获学校资
助赴海外进行教学法进修。陈永昌老师第

三次当选年度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获

评江苏大学“教学名师”称号。４．教学活动
卓有成效。成功举办了“汉语桥”汉语大

赛，医学留学本科生学术研讨会等。２０１５
年共组织了５次ＨＳＫ考试。２０１２年以来共
有１４７人参加了考试，２级通过率达９９％，４
级、５级、６级的通过率也达８０％以上，留学
生参加“同乐江苏”汉语演讲大赛，获得苏

州赛区冠军、总决赛二等奖。天乐（泰国）

等５名留学生获邀赴联合国发表汉语演讲，
在那里向世界发出了来自江苏大学的声音：

“你们好！我是来自江苏大学的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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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优异表现获得联合国网站报道，扩大

了学校的影响与知名度。学位论文水平整

体评价较高，硕士和博士论文都在国家平台

按１００％的比例外审。共毕业留学研究生
３３名，其中博士毕业生８名，硕士毕业生２４
名。协调１名往届已毕业博士研究生、１名
会计硕士生提前送审论文，２名延期毕业硕
士生申请学位并获得成功。１名博士的学
位论文被评为校优秀博士论文。１名博士、
１名硕士获校优秀毕业生称号。１名留学博
士生参加美国高水平国际会议并提供论文、

发表演讲。１名留学博士生获欧盟 Ｅｒａｓｍｕｓ
Ｍｕｎｄｕｓ奖学金资助参加欧盟短期研究生教
育项目。６名留学研究生组队获第十二届
中外研究生模拟国际学术会议大赛第一名，

成功资助１名管理学院留学博士参加美国
高水平国际会议并提供论文、发表演讲、参

与研讨。３名留学生参与研究生英文演讲
大赛，获一、二等奖，１人获世界聊吧一等
奖。成功举办第五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

共分６个分论坛，收集到中外研究生８７７篇
论文摘要，３３名留学生和学校“外专千人计
划教授”在内的２５名专家参加了论坛。规
模再创新高，进一步促进中外研究生融合。

４项课题获得“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高等教育
教改研究课题立项建设项目”，１名教师获
“江苏大学第二届双语及全英语教学竞赛”

二等奖。获批江苏大学国际化专业英语授

课精品课程１项、“江苏大学来华短期特色
项目”２项。
【学生工作】 不断追求学生工作规范化、

人性化。１．完善规章制度。邀请市公安
局、学府路派出所等工作人员对留学生开展

各类法律法规的宣讲学习，了解中国政策法

规、出入境管理的相关规定、校外住宿等制

度及安全常识。加强校纪、校规教育。修

订、印刷２０１５版《留学生学生手册》和《留
学生公寓住宿管理规定》，依法依规推进学

生缴费、奖惩，整理、修订学工条线其他奖学

金评定等相关制度文件。积极推进学风建

设。留学生学习基础相对较差，与学院教务

管理密切合作、配合，开展入学考试、期中考

试、期末考试等，以考促学，以考促进。奖惩

分明，全年共处分学生２０余人。公平、公正
做好各类奖学金、助学金评定工作，奖励学

生近２００余人次。做好新生开学典礼等各
类仪式教育。６月，４３名留学生毕业，包括
３名博士生，１９名硕士生。其中，计算机、土
木工程专业首次有留学生毕业。２０１５年９
月，学院迎来了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等个国

家的新生，分为语言生、交流生、本科生、研

究生等 ６个类别。２．使用信息化管理。
２０１５年引入在线管理系统，导入并完善了
所有学生的数据信息，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和准确率，给留学生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服

务。同时利用学院微信平台、ＷｈａｔｓＡｐｐ群
等现代通讯方式，介绍国家、城市、学校、学

院、生活、学习等各方面各类信息，给留学生

提供相关的指导和帮助。３．重视心理健康
教育。完成所有新生的心理健康普查，开设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加以日常的心理咨询辅

导和心理健康活动，及时发现和解决留学生

心理健康问题，搭建释放平台，构建互信空

间。４．加强校外联动。积极创新工作机
制，完善工作流程，协调市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处、京口区公安局、学府路派出所及校内

各相关部门，保证留学生居留许可办理工作

规范、有序。建立居留许可到期提醒制度，

很好地预防了学生居留许可超期的可能性。

５．引导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积极引
导留学生参加各类校内校外活动，鼓励中外

学生交流融合。尊重留学生的文化差异，加

强对各留学生协会的管理与引导，鼓励和指

导。一年来，留学生体育协会（ＩＳＳＡ）、工科
留学生协会（ＡＩＥＳ）、管理留学生协会（ＩＢ
ＳＡ）及国际学生联合会（ＩＳＵ－ＪＵ）等相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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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

大大加强。班长俱乐部、牵手走世界协会继

续发挥引导作用，为新生入学教育、校园参

观等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６．后勤工作
不断优化。加强公寓管理和应急事件处理，

建立监控机制，密切关注，开展不定期检查，

基本杜绝了违规电器和安全隐患，做到全年

无安全事故。７．开展丰富多彩的留学生活
动。２０１５年学院组织了春节联欢会、金鸡
湖龙舟赛、端午文化赏析活动、国际文化节、

中秋文化赏析、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等各级

各类活动；参与组织了“同乐金陵”“同乐江

苏”等省级活动；组织参加了校运会、篮球

赛、羽毛球赛、足球赛等校级体育比赛。鼓

励中外学生共同开展耶鲁学堂、世界聊吧、

汉语角、英语角等各类活动。３名留学生赴
联合国本部演讲，多名留学生到镇江广播电

台分享音乐和文化。平等、包容、多元的国

际化氛围不断营造，留学生自我服务、自我

管理的能力不断增强，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留学生自发组织了国际医学生协会、国际商

科学生协会、国际工科学生协会、留学生社

团联合会、留学生体育协会、国际女生协会

等，自发邀请中外学生组织了 ＬＩＦＥＢＵＩＬＤ
Ｅ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生理学竞赛等各类交流
活动，主动与医院、企业对接，社会认同度明

显提高。８．加强队伍建设。一支强有力的
专职辅导员队伍是开展留学生日常管理工

作的基本保障。目前学院共有３名专职辅
导员和来自各二级学院的 １７名兼职辅导
员。通过联合学工处、保卫处等部门不断对

专兼职辅导员进行业务培训，开好每月一次

的专兼职辅导员例会，满足目前留学生管理

的基本需求。同时，选拔优秀留学博士生和

硕士生担任班级和宿舍助管，成为学院学工

队伍的有力支撑和补充。注重留管干部培

训：１位老师参加教育部留管干部德国培
训，７位参加来华留学管理干部培训，１位参

加中国—欧盟高等教育论坛，１位参加全国
职业指导人员职业资格培训，１位参加省留
管年会，２位赴上海调研等。通过交流、培
训、调研，拓展了视野，明确了工作思路；能

立足本校实际，开创性地开展各项工作，使

日常工作更加规范、有序。

【外宣工作】 外宣工作彰显特色。围绕“全

媒体、立体化、有特色”的思路，使外宣工作

与招生、教学、学工并重，以内涵建设为本，

积极将留学生打造为“城市名片，文化人

桥”。获得了由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省

广播电视总台联合颁发的“同乐江苏———外

国人演讲比赛”优秀组织奖和“同乐江

苏———外国人歌唱才艺大赛”优秀组织奖；

《江苏大学巴基斯坦籍留学生热议习近平主

席访巴》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教育部

网站、光明网、中新网、人民网、江苏教育新

闻网、《中国文化报》、搜狐教育等国内重要

媒体广泛转载。全面覆盖长三角地区的国

内多语种 Ｍａｐ杂志推出专访，以“大学之
道———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江苏大学”为题

报道了江苏大学“中外求索、辐射全国”的

来华留学教育。留学生在镇江市文广集团

“乐游全球”担任广播节目主持人。３名留
学生参加江苏卫视，浙江卫视《世界青年

节》《世界青年说》录制，与霍启刚等世界各

国杰出青年共话未来，引起关注。６名留学
生畅谈新年计划，于１月２日登上《京江晚
报》头版；组织并撰写对留学生的个人专访

（共计 １００００字）３次（天乐、保罗、刘大
花）；４名留学生与教工记者获邀参加《京
江晚报》特色周刊１００期创刊座谈会，并发
表演讲。在江帆网和《江苏大学报》发表新

闻２９篇。组织留学生参加校宣传部牵头的
《江苏大学》宣传片拍摄；录制公开课。１
人获得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度“优秀教职工记
者”称号，学院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度“对外
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学院网站全面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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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获评２０１５年度江苏大学“十佳”二级中
文网站，１人获校“优秀二级网站管理员”
称号。

【其他工作】 １．协助校工程中心成功组织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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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山口大学、韩

国群山国立大学等１２所日韩高校，以及大
连理工大学、江苏大学等１３所国内高校师
生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和竞赛。１０１名日、
韩师生参加了本次短期创新活动，已经成为

学校短期特色项目的典范之一。二级学院

主体作用初现端倪。２．利用教育部来华留
学补充经费，成功组织了“江苏大学来华短

期特色项目”的申报，１０个学院的１３个项
目获批。３．１００万元“江苏大学安信地板来
华留学教育基金”成功运行。２０１５年镇江
金港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海外学院签

订了建设留学生创业园的协议，并拟定了合

作框架协议。安徽天长天康集团等也洽谈

了联合拓展国外市场，培养本土化人才的意

向。企业的订单式人才培养将成为我校留

学生人才培养的特色之一。互惠互利吸引

企业关注。

（撰稿人：尹　璐　核稿人：高　静）

京江学院

【学院概况】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创建于

１９９９年３月，是江苏省首批公有民办二级
学院，２００５年５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为“独
立学院”，由江苏大学和江苏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共同举办，全部为四年制本科层次。

２０１２年学院获批为事业单位法人，成为江
苏省１０所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试点独立学院
之一。学院设置 ４１个专业（方向），涵盖
理、工、文、经、管、医等六大学科门类。拥有

各类建筑面积３０余万平方米，教学用计算

机１０００台，多媒体教室８６００座，语音实验
室７００座。学院设置办公室、人力资源办公
室、评估建设办公室、计划与学籍管理办公

室、素质教育与教学质量办公室、教务办公

室、实践教学办公室、第一学工办、第二学工

办、第三学工办、第四学工办等１１个科室，
现有教职工１２８人、全日制本科生９６００余
人，已累计培养 １３届 １７０００多名本科毕
业生。

【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２０１５年学院
党委举办了２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培训
学员５１５名，结业４２２人，共发展学生党员
１９２人、教师党员２名，并举办了预备党员
转正答辩会。党支部由原来的２０个调整为
１７个（其中２个教工党支部，１５个学生党支
部）。注重政治理论学习，提升领导干部和

广大党员的思想道德素养，组织全体党员、

干部认真学习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党的十

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认真开

展“三严三实”专题学习，围绕三个专题进

行了６次学习研讨。紧扣“实”字，强化中
心组学习的深层与务实；紧扣“活”字，注重

理论学习的形式与影响；紧扣“新”字，确保

学习内容的丰富与时效。加强学院领导班

子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

助推学院事业发展。２０１５年，学院党委被
评为江苏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江苏大学

京江学院转型发展调研报告》荣获江苏大学

２０１５年中层干部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党
建成果《独立学院党建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

与实践》获第三届全国民办高校党建工作优

秀论文一等奖；德育成果《独立学院推进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探析》获第十一届全

国民办高校德育工作优秀论文二等奖。在

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党的建设研究论文评选中
获评一等奖２篇、二等奖２篇、三等２篇、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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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奖９篇。学院网站再次被评“江苏大学十
佳二级中文网站”。学院２０１５年累计在省、
市及以上媒体发表宣传报道３２篇，在校内
媒体发表报道３０８篇，获江苏大学“对外宣
传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教学工作】 １．教学改革深入推进。根据
原方案分两批完成了２０１４级１０５名学生的
转专业工作，覆盖３０多个不同专业的学生，
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动力。为使

得自主选择专业政策能够惠及更多同学，学

院认真总结分析原有实施办法的优缺点，充

分听取专家、师生意见，经过多次专题研讨，

对自主选择专业实施办法进一步修改完善。

根据新办法，优秀新生有机会在一年后免试

转入任一专业，各专业接收转入比例提高到

２０％；二年级时仍有自主选择专业机会；大
学英语四级考试代替原转专业英语考试。

新办法覆盖专业更广，受众比例更大，导向

作用更加明显。２．搭建平台，管理创新。
举办学院第三届高等数学竞赛和首届大学

生英语竞赛，辅导学生积极备战江苏省和国

家高等数学、大学生英语竞赛。积极组织参

加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全国周培源大学

生力学竞赛、国际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等

省、国家级学科竞赛，聘请相关专家对其进

行强化辅导。２０１５年，共计 ２０多人获奖，
包括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国际青少年创

新设计大赛中国区复赛（创业类）”一等奖，

“东方红杯”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

大赛二等奖等。２０１５年学生科研立项获批
１３０余项，学生在省级以上期刊独立发表科
研论文５３篇。为２０１３级１３１位优秀学生
聘任了２２位导师。成立本科学习中心，聘
请２４位教师值班，全年指导学生１０００多人
次。全年采集学生评教数据１４０００多条，教
研室主任评教数据１５００多条，教学监控委
员会评教数据２５００多条。３．优化专业结
构，拓展学位授予权。进行了电子商务、人

力资源管理、质量管理工程３个新专业的申
报，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合理。根据省教

育厅对独立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的要求，

进行了认真总结，自查整改，冶金工程专业

顺利通过学士学位授予权实地评审。２０１５
年新增财务管理专业，积极申报质量管理专

业。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充分挖

掘。４．推进国际合作，扩大办学视野。与
韩国牧园大学就“２＋１＋２”合作办学模式、
双向互派交换生、互派教师交流学习、轮流

举办两国四校国际会议、两校学生双向游学

等合作项目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合作办

学协议。成立中韩交流中心，为学生赴韩国

学习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积极准

备与美国印第安纳理工学院能源与动力专

业本科教育的合作办学项目。与奥地利欧

中教育产业合作总部代表就合作举办“中奥

应用科技学院”进行了两轮洽谈，双方初步

达成合作意向，拟向教育部申报成立“江苏

大学京江学院中奥应用科技学院”。２０１５
年，海外学习项目人数实现历史性飞跃，达

到１２０余人次，其中境外省政府奖学金项目
７人，境外调研实践项目１２人，毕业生赴境
外名校１３人，短期境外校园文化交流 １００
余人。

【新校区和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新校区建

设顺利推进。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新校区开工奠
基以来，已开工建筑面积１３．６９万平方米。
其中，５号教学楼、１９号体育馆、１１及１６号
学生公寓已结构封顶，６号实验楼春节前有
望封顶。图文信息中心总体设计规划方案

基本成型，管道迁移工作将在２０１５年年底
施工。为保证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学院在

项目建设的过程中进行全面跟踪管理、协

调，为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提供组织保障。

６月１９日镇江市委书记夏锦文视察学院新
校区建设情况，对新校区建设标准、建设质

量、建设进度给予充分肯定。进一步加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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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队伍建设，为转型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全

年共完成招聘院编教师３２名，２０１５年年底
院编教师总数已达８８人，其中专任教师４５
名。对１１名专任教师进行岗前培训课堂教
学实践考核。进一步规范实施青年教师助

理教学制度，为青年教师聘任了１２位教学
经验丰富的资深导师，给予精心指导和“传、

帮、带”。派遣新招聘的图书馆、实验室储备

教师到江苏大学图书馆、相关专业实验室培

训锻炼。鼓励青年教职工继续深造，共有

１０人申请进修。调整了院编职工的薪酬结
构，适度提高了人事代理制职工的住房公积

金缴纳额度，改善青年教师生活保障水平。

与江苏大学人事处协调，完成了高校教师信

息采集工作，采集校编和院编教职工共１２８
人信息，并借此进行了江苏大学校内教师划

转招聘意向摸底，为将要进行的校内教师划

转打下良好基础。

【学生工作】 ２０１５年，根据贫困生的手机
消费情况，对在库的非毕业班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进行了再审核和认定，确保贫困生认定

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２０１５年为５３２名
学生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共３９５万元。经
过反复沟通，争取到镇江市福彩助学金９万
元。２０１５年度共发放国家奖学金 ２．４万
元、励志奖学金 ７１．５万元、国家助学金
２２９．０５万元。积极开展“助学·筑梦·铸
人”主题征文活动，培养学生感恩意识，传递

正能量。在２０１４年度学生资助绩效评价工
作中，学院圆满完成各项任务，获评“良好”

等级，并获得省资助中心１０万元资助。启
动“青蓝彩虹桥　领航京江梦”工程，聘请
院领导担任２０１４级部分班级的“特别班主
任”，着力推进学业规划在班风、学风建设中

的引擎作用。开展优良班风评比工作，挖掘

典型做法并予以广泛推广，实现以评促改，

以改促建。２０１５年，在学校相关部门、学院
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４３２１”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构建基本完
成。在这一体系指引下，学院的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精彩纷呈，成效着实有力。学院积极

为培养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辅导员创造

平台、拓展渠道。２０１５年，１人考取南京师
范大学辅导员专项博士，１人取得博士学
位。截至目前，１４人获国家心理咨询师资
格，其中４人为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１５人
获国家职业指导师资格，１人获“ＢＢＣ国际
生涯教练”资质，２人获“ＫＡＢ培训讲师”资
质；１人分获“第十一届全国民办高校德育
论坛”二等奖和“第十六届全国高校青年德

育工作者论坛”二等奖，１人获“江苏省第三
届大学生安全知识竞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２０１５年，学院辅导员在中文核心期刊、省级
刊物发表思政论文１３篇，出版专著１部，２
名辅导员获批校思政课题重点项目、一般项

目各１项。学生对辅导员的满意率达９１％。
学院第二学工办被评为江苏大学“青年文明

号”集体。２０１５年，学院以“学术育人、信念
培养、实践养成”为指导思想，以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开展了主题丰富、独

具特色的第二课堂活动。通过“文化艺术

节”“科技创新节”“传统文化节”的４０余个
子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新

华社、中新社、《光明日报》、《新华日报》、

《中国社会报》等主流媒体相继报道学院青

年志愿活动。

【招生与就业工作】 始终把招生宣传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招生

宣传工作。６至７月份，学院领导分头带领
教职工冒着酷暑分赴全省各市参加招生咨

询会４０余场，协调、组织各学院招生宣传队
伍深入到中学进行招生宣传。在《扬子晚

报》等媒体上大力宣传学院的特色亮点，发

布招生信息。在校招办和各学院的支持下，

在全院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２０１５年京江
学院共录取２５００名新生，理科录取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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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１分，超省控线 １３分；文科录取分数线
３０１分，超省控线 １３分，招生规模扩大，生
源质量稳步提高。组织多场“考研经验交流

会”“就业经验交流会”“考研动员与规划讲

座”“公务员备考讲座”“海外学习及出国指

导讲座”，提高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同时

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地区、艰苦行业及人才短

缺的行业就业，调整好毕业生的择业定位。

２０１５届毕业生考研达线率达到４４．４３％，考
取研究生 ２６０多人，２０１５届本科毕业生就
业率为９１．３５％，其中协议就业率７８．８６％，
升学率９．２８％。

（撰稿人：王　蒙　核稿人：陈志刚）

继续教育学院

【学院概况】 江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目前

有正式职工１６人，聘用人员１９人。其中院
领导７人（含３名副调研员），下设办公室、
学历教育办公室、招生学籍办公室、远程教

育与技术服务办公室、继续教育办公室、服

务外包办公室、南京教学部７个部门。成人
高等教育专业涵盖了工学、理学、医学、管理

学、经济学、法学、文学、教育学、艺术学等九

大学科门类，专业设置齐全，具有业余、函授

等形式的专科、本科、专科升本科成人学历

教育办学体系。学历教育在籍学生规模为

１７０００余人，在江苏、江西、云南、山西、海
南、广西等省（自治区）设有 ３０余个函授
站、教学点。非学历教育培训取得突破性进

展，培训达到９５７０人次。学院建有机械工
业教育发展中心授予的“全国机械行业工程

教育与创新人才培训基地”和江苏省农机局

授予的“江苏省农机化人才远程教育培训中

心”。学院办学在充分依托学校雄厚师资队

伍和教学科研实验设备的同时，还专门建立

了教学计算机房、多媒体教室、网络课程录

播编辑室等教学设施，建立了远程网络教学

与管理信息化平台和数字化网络课程资源

库，成为教育部继续教育数字化资源共享与

开放联盟高校。学院以教学为中心，创新教

学模式，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手段推进“混

合式”教学模式改革，依托学校学科专业优

势，开创继续教育办学特色，３０多年来为行
业和相关省市培养了一大批适用型人才，连

续多年被原机械工业部、江苏省、镇江市评

为自学考试教育先进单位、成人教育优良学

校、再就业培训先进单位和教学评估优良单

位，２０１５年度被学校评为机关作风先进单
位、先进工作单位。学院在未来的发展中，

将稳定学历教育的办学规模，强化内涵建

设，大力拓展非学历教育培训，打造品牌特

色，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２０１５年学院
高度重视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认真

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对照“三严三

实”要求，学院领导班子认真查摆“不严不

实”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明确了今后

努力的方向和整改措施。扎实推进学习型、

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认真组织学习

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不断提升

党员的理论素养和党性修养。以“三服务”

为主题，以“三提升”为目标，以“三推进”为

抓手，切实推进服务型、创新型党支部建设。

顺利完成了党员组织关系排查工作。积极

开展党日活动，“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活动

获评学校最佳党日活动鼓励奖。切实加强

思想政治建设，坚持教职工理论学习制度。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全院教职工服务意识

和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呈现出积极向上的

精神状态，１人获评“三育人”先进个人。
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及时报道学院最

新工作动态，积极向学校新闻中心、官方微

信、“三严三实”专栏等投稿，在校内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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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稿５０余篇。加强网站建设，全新改版
的学院门户网站成功上线，首次被评为学

校２０１５年度“十佳”中文网站。高度重视
党风廉政建设。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认真落实直属党支部主体责任和领导

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责任。高度重视校

园安全稳定工作。

【学历继续教育工作】 ２０１５年学院加快学
历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稳定办学规模，加强

教学研究，积极推进“混合式”教学模式改

革，全面促进函授教育教学现代化。进一步

规范教学管理，建立健全继续教育管理规章

制度。学院全面梳理了自２００２年以来成人
高等教育管理的相关制度、文件，修订了招

生、学籍、教学、档案管理等４个方面９项制
度，编印了《江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管理制

度汇编》，整理完善了招生学籍管理和教学

管理用表。办学规模继续保持稳定，加大艰

苦行业、校企合作招生改革试点项目，申报

９个专业试行自主招生，在全省生源明显下
滑的形势下，保持学校成人高等教育规模稳

定。共组织校企合作生源２８８０，择优录取
２５１３人。加强基地建设服务，主动撤销了
２个站点，利用校企合作的契机，培育了 ２
个有发展潜力的站点，拟于２０１６年申报备
案成功１～２个新增站点。申报新增专业１
个。２０１５年省教育厅下达给学校招生计划
为６５００人（本科６４４８人，专科５２人），省
控线上人数为７５１４人，经积极申请追加了
９６０名本科计划指标，共录取７４９２人（本科
７４３２人，专科６０人）。推进收费模式改革，
降低办学风险，办学净收入１５０９万元，增
长１２％，２０１５级新生达到零欠费预期目标。
加强学籍管理，进一步加强在籍学生的资格

审核、清理工作，严格按规定办理转学、转专

业、休学、复学等学籍变动手续；全面完成

在籍学生清理核查工作（目前成考学历教育

在籍生数为１６９４４人，“专接本”在校生３５８

人）；完成新生学籍注册７５４１人，春、夏季
毕业生电子注册６５４９人。做到了新生注
册、学籍档案管理、毕业审核及毕业生电子

注册、证书发放等每个环节无差错。学院

克服办学形式多、办学层次多、办学地点分

散的困难，坚持将以教学为中心，注重过程

控制，提升内涵，提高教学质量。完成

２０１５级教学计划汇编；组织完成１个高起
本专业和艰苦行业、校企合作自主招生 ９
个专业培养计划的修订；组织５２５３名考
生分别在省内６个分考点、省外 １个分考
点参加学位外语考试；完成学位申报、初

审工作，２０１５春、夏季毕业生中２６２３人被
授予学士学位，总学位授予率达３９．１６％。
加强教材建设与推广，２０１５年组织完成成
人高等教育特色教材《工程数学》编写；加

大推进函授站点使用学院组织自编的成人

高等教育系列教材力度。组织召开主题为

“提升内涵　规范管理　共促成人教育事
业健康发展”的２０１５年函授站工作年会，
通过对新一轮站点教学水平评估的总结、

反馈、表彰，再次强调了江苏大学函授站管

理的要求。加强教育研究，学院代表学校

撰写的《运用技术手段，推进函授教育现

代化》案例被收录省教育厅《２０１５江苏省
高等学校继续教育改革发展推进会交流材

料》（全省高校共 ２４篇入选）。获批江苏
省高校成人教育研究会 ２０１５年度重点立
项、一般立项课题各１项，分别是“新形势
下成人高等教育质量监控体系研究”“微

课程开发与应用对成人教育混合式学习的

影响研究”。

【非学历教育培训工作】 ２０１５年按照学校
对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要求，主动参与学习

型社会建设，整合优质教育培训资源，搭建

终身学习服务平台，广泛开展多类型、多层

次、开放便捷的继续教育。首次组织学校各

学院挖掘特色鲜明的继续教育培训项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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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成《江苏大学继续教育培训项目指南》。

做实江苏省高职师资培训工作，２０１５年共
有５个培训项目［机电设备（含材料、能
源）、汽车维修、护理、工商管理类骨干教师

培训以及制造大类专业负责人培训］在学校

开设，２０２名高职专业教师参加了培训，其
中“汽车运用与检测维修技术”骨干教师培

训获评“２０１５年全省高职院校教师培训优
秀培训项目”。２０１６年省高职师培中心对
省高职培训项目实行招投标政策，学院作为

牵头部门主动与学校相关学院联系，制定培

训方案，积极参加投标，共投标工商管理创

业创新研修班等六个培训项目，中标４个项
目。中标的泰州市政府“企业质量管理专

业技术人才高研班”和“化工企业专业技

术人才研修班”两个项目，圆满完成１０４人
的培训工作。圆满完成海安教育局基础教

育和幼儿园教育管理者１５１名学员的培训
任务。与江苏宏观经济研究院联合，举办

了“江苏索普煤化工综合高效节能减排技

术培训”。建设农机省级培训基地，制定

“江苏省农机化人才远程教育培训中心”

年度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获批２０１５年省
级农机化专项基金４万元，完善“江苏省农
机化人才远程教育培训中心”网站。暑期

对其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１３５名
新员工实施入职培训，为公司“人才兴企”

的理念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镇江思博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优特力科技服务公

司两个培训机构合作，已开展“中小企业

主管理研修班”和“卫生系统后备干部培

训”等项目共三期，培训２０９人。与北京弘
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推出“会计双

证”在线辅导课程。工程硕士管理规范有

序，做好在校生 １７８人（其中吴江教学点
１１人，江阴教学点 ９３人，丹阳教学点 ２
人，常熟教学点４３人，无锡教学点 ２０人，
海安教学点９人）的成绩管理、毕业生论文

送审、答辩、档案管理等日常管理工作。培

训管理逐步加强，作为全校的非在校生非

学历教育归口管理部门，做好协调、管理、

统计等服务工作，协调好与政府、承办学院

及学员的关系。２０１５年全校非在校生非
学历教育培训总计 ９５７０人次（其中学院
组织培训１０１８人次），增长５２．４％。全校
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收入 １０２４万元（其
中学院完成２２６万元，增长６６％）。另外，
工程硕士到账经费我院为７１万元。
【教育技术工作】 ２０１５年学院教育技术
工作取得实质性发展。长线专业网络课程

建设任务基本完成。２０１５年通过自录、互
换、链接编辑共享课程资源等多种形式加

快网络课程建设，完成８门互换课程的编
辑工作，完成 ２０门自录课程编辑上传工
作，链接编辑６１门共享资源课程资源。探
索多种新型网络课程建设模式，组织并编

辑制作２７件微课作品参加由中国教育学
会主办的“２０１５第三届全国微课程大赛”
及由江苏省高教学会成教研究会主办的

“２０１５江苏省继续教育微课资源大赛”，学
校同时获得全国“优秀组织奖”（江苏省只

有两所高校获此殊荣）和江苏省“优秀组

织奖”（江苏省 １０家获奖单位）。参赛作
品分别获得全国个人作品二等奖 １项、三
等奖４项；江苏省个人作品二等奖 １项、
优秀奖２项。大力推进网络课程与教学管
理平台的改进完善，全年共完成大小改进

任务４０余项。首次实现了２０１５级学生远
程网银支付缴费注册和 ２０１５年学位外语
考试网上报名、应届毕业生学位申报在线

审核工作。实现了从招生录取、收费管理、

学籍管理、教务管理、在线学习、成绩管理、

毕业审核、学位申报和档案管理的全部过

程管理信息化。

（撰稿人：左国荣　核稿人：许友谊）



%&'()*

（２０１６）

６６２　　

体育部

【概况】 体育部承担一、二年级本科生、研

究生（含海外留学生）的体育教学、全校群

众体育活动、全校本科生的《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测试、校体育代表队训练与竞赛、

体育场馆管理等教学和行政职能工作，下设

办公室、教学研究室、群体竞赛室、体质健康

研究室、场馆管理中心、校体育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目前体育部在国内同类学校中，具

有较高水平。现有教职工６４名，其中教授
２人，副教授３２人，硕士生导师２人，具有博
士学位２人，国际级裁判１人，国家级裁判６
名，大学生男子排球、女子足球、女子沙滩排

球项目均列全国前茅地位。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党总支重视党员

队伍，认真组织全体教职工学习时事政治。

制订体育部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教职工学

习及活动计划、党员学习及活动计划。认真

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

将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工作部署上；

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提

高制度执行力。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

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学习贯彻第二十三次全国、

全省高校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全省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讲话

和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学校

三届四次“两代会”会议精神；等等。建议

部行政对体育教学、群体活动等方面的工作

重点作出及时的调整，巩固和提高体育工作

在学校工作中的地位。积极开展最佳党日

活动等党建创新活动。积极开展最佳党日

活动，上报最佳党日活动方案一个，报送党

建论文１篇。经过学校评比，最佳党日获得
鼓励奖。加强体育部网站建设，完成体育部

网页改版工作。及时更新网站信息，更新各

项信息７０多项次。体育部网页新增学生体
育理论学习与在线测试系统及与学生互动

环节，管理员及时答复学生所提出的问题。

在对外宣传方面，共组织撰写１９篇新闻稿
件发布在学校网页上，２２篇发布在体育部
网站上，其中１篇登载在校外媒体上；及时
报道体育部各项工作的动态，扩大了体育部

在校内外的影响。

【教学工作】 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紧紧

围绕如何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通过改进

课堂教学内容与评价办法，努力促进学生身

体素质的提高。学校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大

学生身体健康工作，２０１５年对全校本科生
（含京江学院）进行了体质健康测试，编写

了《２０１５江苏大学体质健康测试》蓝皮书，
共输入、处理近３０万个数据。教育厅来校
组织对２０１５级６７９名江苏籍学生进行身体
素质测试，受教育厅委托对镇江市８所中小
学进行了体质监测。完成镇江市体育科研

所委托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率测

试》，年龄涵盖了６～６９岁，共１０００余人。
【师资队伍建设】 体育部一直重视青年教

师的培养，鼓励青年教师在做好教学工作的

同时，努力开展科研工作。成立科研团队，

要求４０岁以下青年教师必须参加到团队中
去。修订《体育部教学、科研奖励办法》。

２０１５年有２位教师晋升副教授，１位教师晋
升教授。注重体育教师业务技能的保持与

提高，每学期结束，都要集中安排一周的业

务学习及技能比赛。２０１５年学校体育教师
参加了苏南分会体育教师乒乓球比赛，再次

蝉联团体冠军。对教练员队伍进行教育引

导，鼓励他们进行科学的训练，为学校高水

平运动队建设做出新贡献。

【群体竞赛工作】 深入开展阳光体育运动，

全面完成第十三届运动会各项比赛，共计有

６０００余人次参加了校运会 ９个项目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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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成功举行江苏大学第十四届运动会开

幕式暨田径比赛。着力推进“３２１体育俱乐
部建设”，出台相关管理办法与激励措施，初

步形成１０个高水平体育俱乐部、２０个校精
品俱乐部、敦促各学院成立院级体育俱乐

部，并加强建设。１０个高水平俱乐部中的
健美操、健美、羽毛球俱乐部分别参加了江

苏省大学生体协组织的竞赛，均获得了较好

成绩。坚持早操制度，组织学生课外体育锻

炼活动。积极配合和支持校工会、团委、各

学院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高水平运

动队建设方面成绩保持稳定，男子排球队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中国大学生排球总决赛中敢打
敢拼，一路闯进决赛，最终学校男排憾负中

国人民大学屈居亚军，央视体育赛事频道对

决赛进行了直播。男排两名队员暑期代表

中国参加了在韩国举行的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校男子沙滩排球队获得了第十一

届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高水平组）

冠军。校女子足球队、男子足球队分别获得

江苏省“省长杯”大学生足球赛第二、第三

名，教育厅授予学校青少年校园足球一等

奖。２支高水平运动队经过多年的建设，水
平保持前列，在全国高校中具备了一定的影

响力。但是目前也遇到了很多困难，诸如学

校政策的支持力度等问题。

【科研工作】 积极组织和鼓励教师开展科

研，体育部教师获批２０１５年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项目 １项，获批镇江市体育局课题 ７
项，校教改课题 ４项，其中重点项目 １项。
２０１５年获批纵向经费近 ２４万元。教师发
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１篇、省级期刊论文５
篇、１篇论文被 ＣＳＳＣＩ检索，１篇论文被 ＥＩ
检索。教师出版专著１部，主编教材１部，
参编教材１部。组织教师积极参加江苏省
３０届高校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共报送论
文１４篇，其中２篇论文获二等奖，１２篇获三
等奖。

【场馆建设与管理】 规范管理，进一步强

化服务意识。在保证体育教学训练的情况

下，体育馆每天上午向离退休老同志免费开

放，下午向教职工体育协会开放，场馆利用

率高，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积极承办

“全国机器人大赛”“首届全国大学生农业

机械创新大赛”“江苏省高校计算机协会教

职工乒乓球比赛”等大型活动。为校毕业典

礼、纪念抗战胜利７０周年师生大合唱比赛、
毕业生招聘会等大型活动提供场馆服务及

相关保障。

（撰稿人：李宗堂　核稿人：章　平）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学院概况】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成立于

２０１４年６月，与２００５年３月成立的农业工
程研究院（２００６年５月成立生物机电工程
研究院）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体制。

学院设有１个行政办公室、７个研究所、１个
中心实验室和１个教学系。农业机械设计
与制造学科１９８１年首批获得博士点，为我
国农机事业培养了第一届本科生、第一届硕

士生和第一位博士。受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和亚太地区经社会的委托，共举办了 １３
期农机培训班，为３０多个国家培训了高级
农机管理人员和专家。２０１５年，学院教职
工５８人，其中博士生导师１１人，正高职称
１８人，副高职称１５人，团队中国务院学科
评议组成员、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

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者、江苏省“３３３工
程”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中青年科学技术

带头人等高层次人才２８人次。拥有机械设
计及理论、农业机械化工程、农业生物环境

与能源工程、农业水土工程、农业电气化与

自动化、生物机电工程６个博士点和生态学
硕士点。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学科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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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学科，农业工程一级学科是江苏省优势

学科、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

设有农业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建有现代农

业装备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协

同创新中心、江苏省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

点、江苏省农业装备与智能化高技术研究重

点实验室。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以党建工作

为龙头引领教师成长、学生成才，精心谋划

“十三五”规划，确定了“把农业装备工程学

院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有影响、高水平、

有特色的研究型学院”的发展定位。政治学

习做到有计划、有组织、有制度、有实效，认

真开展“三严三实”教育活动。全年收到递

交的入党申请书３４份，分党校培训１０人，
发展学生党员８名、教工党员１名，转正６
名，完成了党员组织关系排查工作。做好科

级非领导干部定岗及选聘工作，完成学院二

级机构负责人的考核任命工作。制定《学院

教授委员会实施细则》，产生了学院首届教

授委员会。建立了党支部书记例会制、支部

书记年度考核制；完善了领导干部联系基

层、联系师生等制度。加强机关作风建设。

学院领导班子及个人认真学习贯彻落实新

《准则》和《条例》，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十项规定”

和学校“九项规定”，无违法违纪情况。学

院领导班子接受任期审计，校党委书记范明

带队到学院检查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认

为“最充分、最好、最满意”。扎实推进学院

宣传工作，制定了《学院宣传工作办法（试

行）》，新华网、教育部网、《科技日报》、《中

国教育报》、《新华日报》、《中国农机化导

报》、《农民日报》、江苏卫视等媒体报道了

学院有关工作。学院工会 ２０１５年 １月换
届，并举办了首届农装院教职工迎新联欢

会。教职工排舞大赛获团体一等奖，羽毛球

比赛获全校第三名（学院第一），“纪念抗日

战争胜利７０周年”师生大合唱比赛获三等
奖，“四有好老师”主题演讲比赛获三等奖，

校运会获女子４００米季军。学院关工委成
为第三批二级学院关工委工作常态化建设

合格单位。学院教工第三党支部与离退休

党工委机械党支部进行结对共建。学院师

生为附小患病小朋友捐款１０１５５元。学院
党政与民主党派人士加强联系沟通。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学院对２０１２版
培养计划进行调整和完善，提高了创新实践

环节的比重。建立本科生农业装备创新实

验模块，筹建农业装备虚拟实验平台。新建

本科生实习基地２个。制定了《学院本科生
课外创新学分认定与管理实施办法（试

行）》。２０１５届本科毕业生的英语四级通过
率１００％，英语六级通过率５２％，计算机二
级通过率７１％，学位授予率１００％。做好本
科专业招生工作，２０１５年招收４５人。规范
教学管理，全年未发生一起教学事故。完成

学院审核评估自评报告；完成２０１５级培养
方案修订，举办“如何打造农机专业的亮点

与特色”主题教学沙龙活动，承办江苏大学

公开课活动；获批校２０１５年高等教育教改
研究课题１项；省级大创项目１项，发表教
学教改论文１篇。获江苏省优秀毕业论文
１篇、团队优秀毕业设计 １项，推荐江苏省
团队优秀毕业设计 １个。出版国家“十二
五”规划教材１部。本科生参加“东方红”
杯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

赛决赛，获二等奖３项、优秀奖２项；在学
校第一届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中

获奖１０项；在第六届江苏省大学生机器人
大赛中获一等奖１项。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５年获批国家级、
省市级各类项目３２项，新增纵向合同经费
７７７万元、横向经费合同额２２８９．５万元，横
向到账软件费２６５．２万元。申请国际 ＰＣＴ
专利１２件，申请发明专利１０４件，授权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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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１０１件。ＳＣＩ检索论文２８篇，ＥＩ检索
论文３３篇。出版专著２部、译著１部，省部
级科研成果鉴定２项，课题验收５项。新增
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中国专利优秀
奖１项、第１７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创新
金奖１项。形成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议
方案，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申报工作，完成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网站建设。学院制定了

《大型仪器设备绩效考核实施方案》《大型

仪器设备对外共享管理与使用办法》，修订

完善了《关于大型仪器设备采购和验收工作

的若干规定》。制定《学院公用房管理条例

（试行）》；积极开展仪器设备日常维护工

作，１０万及以上大型设备入网６０台（套），
大型设备开放服务收入１４４６２元。目前在
账设备有 ２７００件，总值 ５１１３．２万元。
２０１５年办理固定资产１６５（台）件，合计金额
６８５．６万元。毛罕平教授牵头组织专家组
代表江苏省科技厅起草了“十三五”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智能农机装备领域建议征集稿、

江苏种养智能设施装备领域产业创新链规

划，论证了农业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优先启动重点研发任务建议“种植业农

业机械化薄弱环节技术装备研发与集成示

范”。学院承办了全国农机化科技创新研讨

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耕作机械分会第八届

委员会成立大会，毛罕平当选主任委员，同

期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农机标委会耕种和施

肥机械分会成立大会暨标准审查会、全国农

机标委会植保与清洗机械分会２０１５年会暨
标准审查会、２０１５农业装备智能化技术研
讨会、种养智能设施装备技术研讨会、“十三

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农机装备领域建

议征集研讨会。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

分校进一步落实“中美农业装备智能化研究

所”协议，签署本科生交流合作协议；与德

州农工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签署本科联合

或进修培养协议；日本京都大学近藤直教

授、三重大学陈三朋教授来校商讨协同合作

项目。院长毛罕平代表学校赴赞比亚、南苏

丹访问，就科研合作、师生交流、教师培养等

方面达成合作意向。２名教师出国访问一
年，出国（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１２人次，先
后邀请国外专家来访交流讲学８人次，海外
经历学生４名，１名本科生获江苏省教育厅
全额资助赴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学院拟在“十

三五”期间把农业工程打造成学科高峰，坚

持特色发展战略，着力打造新兴交叉研究方

向，力争将农业工程学科建设成为国内领

先、国际有影响、有特色的学科。２０１５年谋
划并启动教育部组织的第四轮学科评估和

“一流学科”建设工作。对照江苏省优势学

科二期项目《项目任务书》，加强优势学科

优质资源建设；完成《江苏高校优势学科二

期项目立项学科中期报告书》。做好农业工

程优势学科宣传工作，撰写《抢占学术制高

点　解决行业难题　推动农业装备产业结
构升级》通讯稿上报省教育厅。加强优势学

科专项资金规范管理，修订了《农业工程江

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专项资金使用细

则》。学校对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资金进

行审计。完成“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中央财政支
持地方高校发展项目———农业工程”经费的

验收工作。完成“２０１３—２０１５中央财政支
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农业电气化

与自动化”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建设进展自查

报告。完成农业工程博士后流动站综合评

估总结工作，结果良好。全面梳理农业工程

和生态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的近５年
发展状况。规范执行研究生招生、培养、学

位授予各环节的工作。２０１５年毕业硕士４５
人、博士３人、博士后出站３人，招收硕士生
５７名、博士生１０名、外国留学博士和硕士
研究生各１名，进站埃及博士后１人。硕士
第一志愿报考生源９５人，博士招生推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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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招生比例６０％，录取非定向人员比例
５０％。２０１６年度自主招收博士研究生 １
名、推免博士研究生４名，制定发布了２０１６
年研究生招生优秀生源奖励方案。重新修

订博士生、硕士生培养方案。获评校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 １篇，校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１
篇。获批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９家、省优秀
研究生工作站 １家、省第三批产业教授 １
人、省高校研究生创新工程项目５项。
【师资队伍建设】 引进全国首批“优青”由

天艳教授，博士８人（海外经历２人）。重点
打造和培养现有的优秀青年学术骨干，制订

《学院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设立“青年

骨干教师培养计划”资助专项经费，首期遴

选４人，资助 ２５万。获批江苏省“双创博
士”人才１人、省“六大人才高峰”第十二批
高层次人才２人、校“青年拔尖人才造就对
象”２人、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青年
学术带头人培育人选３人。获批２０１５年度
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１人，校级公派留学奖
学金项目人选１人。晋升正高职称５名、副
高职称７人。新增博导１人、硕导６人，获
批留学生博导３人、硕导１人；３人出国访
学。推荐申报“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１
人、江苏特聘教授１人、“豪丰杯”十佳农机
优秀教师１人。毛罕平教授荣获“镇江市人
民奖章”，李耀明获“镇江市劳动模范”荣誉

称号、２０１５年江苏省十大优秀专利发明人，
高建民教授入选“２０１４年度中国科技论文
在线优秀评审专家”，杨启志获评江苏大学

教学工作先进个人；选派挂职干部１名。
【学生工作】 学院狠抓学风建设，研究生

报考率５３％，报考学校研究生比例２２％，考
研达线率１８．５％，本科生平均绩点增长率
３．３％，位列全校第八。获评江苏省“三好学
生”１人、国家奖学金 ６人、校长奖学金 １
人。５人通过出国类外语考试，学生海外交
流学习５人次。举办就业指导讲座７期，就

业率达到１００％。开展４次心理健康教育活
动。１人取得国家创业咨询师三级资质。
学院团委以专业素养和科技活动为抓手，联

合承办校青年共产主义学校第６９期培训班
１期。获校共青团“十佳”活动项目专业素
养组“十佳”项目 １项、校优秀主题团日活
动１个、“五四红旗”团支部 １个。第八届
“星光杯”江苏大学大学生创业大赛获银奖

１项，学院团委捧得“优胜杯”。参加校“研
究生职业规划设计大赛”１０人获奖，在校
“第五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中 ２人获
奖。１４个参赛作品参加“东方红”杯第一届
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决赛，获

特等奖２个、一等奖１个、二等奖７个，江苏
大学喜捧大赛高校“优胜杯”。组织９支暑
期社会实践小分队，获评优秀团队２支、先
进个人２４人、优秀指导教师１人。申报第
十四批大学生科研立项课题３２项，获批资
助项目１０项，一般项目２项。实质推进协
同创新中心建设，深入实施六大科研项目，

征集２０１５年度立项指南。形成调查总结和
协同创新建设发展建议上报江苏省教育厅。

制定《协同创新科研任务实施与管理人员费

用支出办法》《协同创新科研任务实施与管

理人员费用支出办法补充细则》。派学生赴

上海世达尔现代农机有限公司实习。企业

注入资金共计９６万元，确立中心财务实时
登记报销制度。中心启动校内第一届大学

生农业装备创新大赛。发起全国首届大学

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３１所高校、３９个
学院的２９１件作品，约７００余人参赛队员，
２０家行业骨干企业观摩，教育部、新华网等
重要网站和报纸大量宣传报道了本次大赛

情况。江苏大学在全国大赛中获特等奖 ６
项、一等奖４项、二等奖１４项，以总分第一
名的好成绩荣获高校“优胜杯”。

（撰稿人：周　军　核稿人：黄文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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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１５年是流体中心“十二五”规划收官
之年和“十三五”规划谋划之年，在校党委

和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市科技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在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指导

下，在学校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关心和帮助

下，流体中心深入贯彻落实学校第三次党代

会精神，全面总结“十二五”事业发展成就，

科学谋划“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始终把

加快内涵发展、提升综合实力作为工作的重

点，团结协作，对标找差，争先创优。在领导

班子建设、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创新平台建

设、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生培养、国际化等方

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开发】　科学研究是
学校的中心工作之一，是学科建设的基础，

更是流体中心的主要职责。中心始终坚持

科研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大方向，不断促进科

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１．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１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创新团队奖１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１项、二等奖６项、三等奖５项。授权国
家发明５６项、实用新型专利３４项。出版英
文专著１部、专著２部，编著２部；制定国家
标准３项、行业标准６项，出版３项。发表
ＳＣＩ检索收录的论文２９篇、ＥＩ检索收录的
论文４７篇。２．纵向科研项目立项 ４２项，
立项总经费１６９０余万元，到账１２６７．８万
元。３．积极参加横向科研工作，先后为７０
余家企业开发设计了斜流泵、混流泵、磁力

泵、螺杆泵、长轴液货泵、矿用潜水泵、深井

泵、纸浆泵、化工泵、智能闸阀、消防泵、渣浆

泵、音乐喷泉等２０几个品种的新产品和新
装置。２０１５年新增横向合同６４项，合同经

费１４４２．５３万元，累计到账四技经费１２１４
余万元。检测站收入１０６万。４．４月开始
启动国家水泵工程中心实验室建设推进每

周例会制，全力推进实验室建设。５．按计
划完成了国家水泵工程中心承担的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项目，顺利通过科技部组织的

验收。

【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是学校各项工作的
龙头，是一项长期的根本性战略任务。脚踏

实地，孜孜以求推动学科建设，打造一流学

科是流体中心永不更改的核心目标。１．为
适应学科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在综合学科成

员对国内外多所院校调研取得的大量资料

的基础上，经过学科会议讨论研究和多次修

改，协助形成了新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课程

修订方案，增设５门外教课程，把一些专业
课合并为系统性的项目制课程。２．３月，由
中心牵头，按照江苏省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评估要求，组织汽车学院和能动学院按照

学术方向收集材料，进行网上填报，并同时

填报了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学位点。３．作为
牵头单位，科学编写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

工程项目２０１５年总体收支规划表、优势学
科支出预算表和季度预算报表等。做好“动

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优势学科日常报销和

登记工作。配合学校科学编制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优势学科建设经费使用管理办

法等相关文件。４．９月，填报了江苏省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绩效评估申请书，按要求准备

了附件材料。填报了国家水泵工程中心及

省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各项数据

及报表。５．配合财务处、设备处，执行完成
了２０１２年中央特色专项资金（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项目，督促学科成员

合理使用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中央特色专项资
金及优势学科二期经费。保证按时高效使

用，总结汇报了中央特色专项资金使用情

况。６．根据学校统一安排，开展了动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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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

师招收资格和招生专业的调整工作，以及优

秀研究生导师的推选工作。７．根据研究生
院的要求填写了研究生工作站、研究生教育

情况及学科相关数据的报送。组织申报全

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

地。８．根据《省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苏
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组织汽车学院、能动学院、能源研究院和生

物质研究所等单位填写了江苏高校优势学

科二期项目立项学科省重点序列学科中期

报告书。９．圆满完成镇江市科技局对国家
水泵工程中心镇江市配套项目财务验收。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流体工程装备技术

研究所建设】　１．根据江苏省产业技术研
究院预备研究所改革建设推进工作方案的

要求，结合学校全面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完

善了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流体工程装备

技术研究所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建设

目标（总体目标、阶段目标）、关键要素界定

（在册人员、运行经费、固定资产）、体制机

制（组织管理体制、人员管理、考评及激励机

制、财务管理、科研管理、衍生企业）。力争

在２０１６年年初正式转正成为省产业研究院
的正式加盟单位。２．江苏大学同意成立事
业法人：江苏大学镇江流体工程装备技术

研究院，出资２００万元现金，并以技术和成
果等无形资产作为独立法人的注册资金和

投资。３．１２月４日召开了江苏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流体工程装备技术研究所第一届理

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一届理事会组成

人员，推举了袁寿其为理事长，李世收、郭建

和周必松为副理事长，程晓农、施卫东、杨菊

兰、周谦莉、庄韦、袁建平、李红、朱荣生为理

事，黄萍为秘书。原则上通过了《江苏省产

业技术研究院流体工程装备技术研究所理

事会章程》和《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流体

工程装备技术研究所章程》。通过了江苏省

产业技术研究院流体工程装备技术研究所

领导班子组成人员，袁寿其兼任所长，袁建

平为常务副所长，施卫东、杨敬江、练敏、李

伟、张金凤为副所长，黄萍为办公室主任。

４．与镇江新区多次调研、洽谈地方政府支
持政策。５．瞄准国家和江苏省重大需求开
展战略研究，完成战略研究报告一份。

６．推荐申报了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产业技术研
究院技术转移十大优秀案例《万吨级海水淡

化高压泵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充分发动

师生微信投票。７．完成研究所日常管理
（各类对接会议、培训等）、统计报表数据采

集工作（承担省辖市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汇

总表、企业委托的合同科研项目汇总表、发

明专利申请、专利授权等），填报完毕并在系

统中提交。８．张金凤副主任代表流体工程
装备技术研究所出席在日本京都召开的世

界工程师大会，大会的主题是“工程：创新

与社会”。杨敬江、李伟、张金凤等赴江苏省

产业技术研究所先进激光技术研究所和数

字制造装备与技术研究所调研。９．应江苏
省科技厅、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邀请，７
人赴南京参加由省政府举办的第五届中国

江苏产学研合作成果展示洽谈会暨江苏省

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转移对接会，在战略合

作及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上，流体工程装备技

术研究所与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

学院成功进行了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约。组

织中心老师参加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交

易市场揭牌暨首届科技成果交易会。组织

中心老师参观省产业技术研究院。１０．陈
超、彭光杰参加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技术经

纪人培训，并顺利结业。

【师资队伍建设】　１．施卫东、袁寿其、李伟
获２０１５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创新
团队。施卫东再次当选中国通用机械工业

协会泵业分会副理事长。２．流体中心被推
荐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候选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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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袁建平被聘为江苏省特聘教授。４．褚琳
琳、刘俊萍、王凯、骆寅、董亮５人晋升副高
职称。朱兴业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司乔

瑞、杨孙圣、肖梦华、周岭、彭光杰、赵睿杰、

褚琳琳、荆腾被遴选为硕士生导师。５．张
金凤、张启华获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第

十一批高层次人才项目资助。６．司乔瑞、
王秀礼、骆寅获２０１５年度校“青年骨干教师
培养工程”青年学术带头人培育工程资助。

７．引进加拿大博士１人（赵睿杰），引进本
校博士（王川），引进本校硕士 ２人（陈刻
强、印刚）。８．蒋小平圆满完成宝应县挂
职，骆寅、向清江８月分别赴常州新北区、淮
安涟水县挂职。９．王秀礼、肖梦华、曹卫
东、卢展雄、黄俊和杨孙圣获２０１５年高校教
师资格证。１０．郎涛获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度“三育人”先进个人称号，潘中永
获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１１．王勇、董亮和张启华获国家留学基金委
项目资助；付强获江苏省留学基金委项目

资助，目前在国外进修。向清江副研究员５
月圆满完成在韩国韩国仁荷大学进行为期

一年的合作研究；目前境外研修博士生 ５
人（张帆、王文杰、卢加兴、周邦伦、顾哲），

硕士生３人（葛钦钦、杨勇飞、梁其宏）。
【国际化及行业工作】　（一）国际化工作
和对外交流。１．３月１日，江苏大学与意大
利Ｐａｄｕａ大学双博士学位联合培养项目的
首位博士研究生阳君顺利通过外方答辩，获

得意大利Ｐａｄｕａ大学工学博士学位。２．流
体中心６名研究生获批国家建设高水平大
学公派留学奖学金项目，获批率达到了

１００％，这是中心连续三年在此方面取得突
出成绩，获批量占全校总量的一半以上。

３．５月 ２７日，美国德州理工大学 ＳｉｖａＰａ
ｒａｍｅｓｗａｒａｎ受聘为江苏大学兼职教授并做
学术报告，同时在学校开设《ＣＦＤ基础理
论》课程。４．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王希坤

教授开设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
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课程，在中心讲学一周。
５．７月２６日—２９日，一年一度的美国农业
与生物工程师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学术会
议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举行。

李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蒋跃、邹晨海、汤攀

参加会议并做报告。６．７月２６日—３１日，
第二届ＡＳＭＥＪＭＳＥＫＭＳＥ联合流体工程会
议（ＡＪＫＪｏｉｎｔＦｌｕｉ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在韩国首尔召开。教师代表张德胜、
周岭、司乔瑞，硕士研究生李维强、韩亚文受

邀参加本次大会，并就各自论文进行了现场

汇报与交流。７．８月２日，美国加州理工学
院前副校长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ＥａｒｌｓＢｒｅｎｎｅｎ教授
做了题为“ＴｈｅＡｍａｚｉｎｇ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ｂｂｌｅ：
ｆｒｏｍＳｈｉｐ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ｓｔ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ｕｐｅｒｔｏｏｌｓ”的
学术报告。８．８月２３日—２４日，国际水利
与环境工程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Ｈｙｄ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简称 ＩＡＨＲ）水力机械及系统亚洲分
会启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校长袁寿其研

究员、流体中心主任袁建平研究员及裴吉博

士受邀参加。会议确定了亚洲分会的组织

形式，其中袁寿其研究员担任学术委员会委

员，袁建平研究员担任分会秘书长及学术委

员会委员。９．９月７日—１０日，第１３届亚
洲流体机械国际会议 ＡＩＣＦＭ（Ａｓｉ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Ｆｌｕｉ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在日本
东京早稻田大学召开。中心研究生陈佳、王

业芳、朱尧华、黄茜受邀参加本次大会，并就

各自论文进行了现场汇报与交流。１０．９月
１５日—１１月１４日，法国国立高等工程技术
大学的 ＧéｒａｒｄＢｏｉｓ获国家高端外专项目
“离心泵气液两相下内部流动特性研究”资

助，合作开展科研两个月；开设“泵内部流

动”课程，并辅导研究生搭建实验台。

１１．１０月１７日，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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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ＹｏｕｎｇＳｅｏｋＣｈｏｉ博士与日本九州工
业大学 ＴｏｓｈｉａｋｉＫａｎｅｍｏｔｏ教授等一行６人
应邀访问中心。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

ＹｏｕｎｇＳｅｏｋＣｈｏｉ博士做了题为“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ａｎｄＣＦ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
ＫＩＴＥＣＨ”的报告，介绍了韩国生产技术研究
院旋转机械与ＣＦＤ实验室的基本情况及主
要研究方向。双方就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

合作展开了深入细致的交流。１２．１０月１８
日—２１日，第七届泵与风机国际会议（Ｔｈｅ
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ｕｍｐｓａｎｄ
Ｆａｎｓ）在杭州召开。校长袁寿其研究员，流
体中心教师李红、杨敬江、袁建平、张德胜、

张金凤、赵睿杰，以及１０余名研究生受邀参
加了本次大会，并就各自研究进行了现场汇

报与交流。１３．中德“高效、可靠叶片泵基
础理论及应用”双边学术研讨会于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２１—２６日在学校顺利召开，这是学校
首次获得中德科学中心资助举办的学术研

讨会。会议由江苏大学国家水泵及系统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裴吉博士和德国凯泽斯劳

滕工业大学ＭａｒｔｉｎＢｈｌｅ教授共同发起和组
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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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校

长袁寿其研究员、副校长施卫东研究员、科

学技术处处长李红研究员等出席了研讨会。

１４．１１月 ４日，中心接待加拿大校长团来
访，完成和张贴了中心实验室中英文展板。

１５．１２月７日—１０日，第９届国际空化学术
会议（ＣＡＶ２０１５：Ｔｈｅ９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
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在瑞士洛桑召开，教师
代表袁建平、潘中永、裴吉，博士研究生张

帆、卢加兴参加了本次会议。袁建平就学校

即将主办的２０１６年空化及多相流国际学术
会议（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ｓ，ＩＳＣＭ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亚洲流体机械会议及２０１８年第８届泵与风
机国际学术会议（Ｔｈｅ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ｕｍｐｓａｎｄＦａｎｓ，ＩＣＰＦ２０１７）在大
会期间进行了介绍，并向各位专家学者发出

了邀请，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广泛响应。

１６．１０月１１日—３０日，德国卡尔斯鲁厄理
工学院的ＦｒａｎｃｏＭａｇａｇｎａｔｏ教授给研究生教
授了“ＣＦＤ在流体机械中的应用”课程。
１７．中心获批聘请长期专业外教３人次（南
洋理工大学的王希坤、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

ＭａｇａｇｎａｔｏＦｒａｎｃｏ和法国国立高等工程技术
大学校ＧｅｒａｒｄＢｏｉｓ教授）。１８．启动第二届
国际空化及多相流会议 ＩＳＣＭ２０１６工作，目
前已经完成网站建设和第一轮的 Ｃａｌｌｆｏｒ
ｐａｐｅｒｓ通知工作。（二）行业工作。１．３月
开设第５７届水泵设计、第４３届水泵试验技
术培训班，招收学员２４人。１０月开设第５８
届水泵设计、第４４届水泵试验技术培训班，
招收学员１８人，收入１６．６２万。２．６月２６
日，李伟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通用机械

工业协会泵业分会行业会议。３．７月 １４
日—１６日，中心师生一行１２人对江都水利
枢纽、宝应泵站、淮安泵站和江苏航天水力

设备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４．７月
１７日—１８日，全国农机工业技术改造工作
会议暨“农机工业十三五规划”研讨会在河

北省石家庄召开，李伟应邀参会并做研讨。

５．８月５日—７日，中国农业工程学会２０１５
年会（ＣＳＡＥ２０１５）在东北农业大学召开。校
长袁寿其研究员及王新坤研究员、朱兴业副

研究员、闫浩芳副研究员，以及１０余名研究
生受邀参加本次大会。６．８月 １１日—１３
日，第九次全国微灌大会在赤峰市召开，李

红研究员、王新坤研究员、闫浩芳副研究员，

以及 ７名研究生参加了会议并做汇报。
７．９月１８日—２０日，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
会泵业分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在湖南长

沙隆重召开，副校长施卫东研究员、流体中

心副主任李伟副研究员应邀参加了大会，施

卫东副校长再次当选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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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泵业分会副理事长。８．１０月１４日，中国
水利学会泵及泵站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５年学术
年会在宁夏银川举行，张德胜副研究员应邀

参加会议并做学术报告。９．１１月６日—８
日，水力机械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暨第八届

全国水力机械及其系统学术会议在西安理

工大学召开。中心１７位老师及２６名研究
生参加了本次大会并进行了交流。１０．１１
月２１日—２２日，我国节水灌溉战略联盟企
业与高校专家交流会在学校召开。节水灌

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大禹节水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等一行９人访问学校。学校作
为节水灌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盟员单

位。１１．１２月７日—９日，李伟参加了在深
圳召开的２０１５年全国农机工业工作会议暨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五届五次理事会会

议。１２．１２月２８日—２９日，２０１５中国科协
会员日暨２０１５年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工作研
讨会在天津召开，李伟参会并进行了交流研

讨。１３．１２月３０日，袁建平研究员受邀参
加了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流体工程分会会议，

会议关于学会换届及《流体机械》杂志编委

换届等事宜展开了讨论。上述学术交流与

行业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扩大了中心在全国

及行业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提高了学术

地位。

【实验室与检测工作】（一）实验室建设。

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工作由江苏大学流体

中心统筹规划，统一安排，中心积极改革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职

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流体中心实验室

可持续发展。起草了流体中心实验室管理

办法及实施细则、科研实验室中心化实施方

案、大型仪器设备共享运行管理办法等规章

制度（讨论稿），进一步规范实验室科学管

理，推进实验室中心化建设。实验室人员全

面参与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实验系统的建设工作，主要包括高温高压泵

试验系统、水力机械系统的建设，以及一些

中小型泵试验系统的建设、改造、搬迁与维

护等工作。１．高温高压泵试验系统复杂而
繁琐，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已完成以下
工作：（１）待测试平台的安装与调整，符合
待测试泵的安装与固定要求；解决试验系

统的电缆沟与排水沟的盖板承重问题等。

（２）与中石化建（安装施工单位）、江大设
计院（土建设计单位）沟通讨论，及时解决

试验台机械管路部分的施工图设计过程中

所遇到问题，包括相关标准不统一、设备接

管受力计算校核等，确定最终试验台机械管

路安装施工图。（３）完成机械管路、管件、
三通、紧固件、焊接材料、支撑件、保温材料

等的厂家的前期调研，招标文件和招标公告

的起草，已完成招标工作并公示。（４）完成
调节阀及其他阀门的招标采购工作。

（５）仪器仪表设备进入招标阶段（已于
２０１６年１月４日完成招标工作）。（６）经
过多次与设计院等单位沟通，完成电气控制

系统、测试系统及与其相关的预留接口衔接

控制方案，确定最终试验台用电设备供电设

计方案、控制设计方案、测试系统设计方案

的原理图、安装施工图。准备起草招标文件

等工作。２．水力机械四象限系统截至２０１５
年１２月３１日已完成了以下工作：（１）完成
机械管路、压力容器等设备的招标采购工

作，系统安装工作基本完成。（２）完成相关
仪表设备的招标采购工作。（３）完成配电
系统、控制系统、测试系统的招标采购工作。

（４）待采购设备到货后，即可进行试验系统
的调试工作。（二）实验室质量管理工作。

根据质检机构计量认证和机构认可的要求，

在工作过程中，按照质量手册的要求组织体

系的运行，并按有关规定对体系进行审核、

评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及时组织全体员

工认真学习国家的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及

有关检测工作的守则。追踪标准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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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进行标准更新工作，在检验工作中，能

严格按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执行。在检测、

审查与判定工作中，能严格执行有关标准，

遇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请示汇报。按时

做好实验室内审及管理评审工作。２０１５年
７月，通过了国家认可委组织的实验室认可
监督评审的现场考核。进一步完善试验系

统，４月至７月间先后对检测用仪器设备进
行检定和校准，平时注意对实验室设备设施

维护保养，保持试验设备设施完好，从而保

证了系统的测试精度及稳定性，为科研、检

测等各类试验做好准备工作。积极做好中

心固定资产的登记、管理工作，全年新增设

备 ６２０台套，新增资产 １１５５．５万元。
（三）检测工作。１．泵类产品生产许可证
样机的检验任务。根据江苏省生产许可证

办公室的安排，参加了泵类产品生产许可证

样机的检验工作。２０１５年共承担了 ２０家
企业泵类生产许可证样机的检测工作，共检

测各类水泵１１８台。２．泵类产品的委托检
验工作。受社会各界的委托，本年度共承担

了４２批次的产品委托检验工作，检测各类
水泵１０５台，及时、准确、公正地为客户提供
了各类产品的检验结果。３．科研及研究生
试验工作。为中心核电站用模型泵、军工用

高速磁力泵等各类科研项目进行了８８次试
验，认真、及时完成了大量流体中心工程技

术人员的科研试验和部分研究生的试验研

究工作。全年出具科研检测报告８８份；出
具各类检验报告２５２份，没有出现判断结论
失误的报告，也未发现有一般性文字错误的

报告，报告的一般性差错率为零。在用检测

仪器设备全部完好，主要在用仪器设备的完

好率为１００％。２０１５年收集客户调查表１５
份，客户满意率为１００％，没有客户的投诉。
全年检测经费到款７１万元。（四）行业工
作。１．马新华、施卫东、郎涛（１个企业）参
加了１１家企业江苏省泵生产企业许可证生

产条件实地核查工作。２．马新华、施卫东、
郎涛（４个企业）参加了９家企业节水产品
认证现场审查工作。３．郎涛参加了沈阳水
泵研究所等３家实验室的评审工作。（五）
实验室队伍建设。本年度派有关人员参加

了业务知识的学习、培训工作。作为中国认

证认可协会（ＣＣＡＡ）的注册审查员，马新
华、施卫东、郎涛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完成了检
查员年度培训工作。郎涛、魏洋洋参加了由

镇江市检验检测协会举办的新版实验室资

质认定评审准则宣贯学习活动。此外，组织

有关人员进行了法律法规和检验知识的学

习。本年度新进２名应届硕士研究生，充实
了实验室人员队伍。

【研究生培养与教育】　流体中心目前共有
硕士研究生１５９人，博士研究生３８人，共计
１９７人。２０１５年，中心坚持以“学生为本”
和“从严管理”的工作理念，以促进学生发

展与成才为工作主线，以学风建设为中心，

选派新入职的青年教师作为研究生新生的

班主任，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生管理，在各

方面取得了新成效。（一）学风学术道德建

设。为引导研究生树立科学道德，践行科学

精神，尊重科学伦理，遵守科学规范，根据学

校《关于在研究生中开展科学道德与学风建

设宣讲教育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中心积

极开展了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

作。先后邀请袁寿其校长为流体中心全体

研究生举行学术学风建设讲座；邀请科技

处李红处长为研究生开设了“学术道德建

设”为主题的沙龙；邀请金树德书记为２０１５
级研究生新生讲述流体中心的发展历程；

开设了以“ＣＦＤ在流体机械中的应用”为主
题的学术沙龙；召开了全体２０１４级硕士研
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评议会。２０１５年流体中
心在“江苏大学学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

讲教育活动”中，获评优秀组织单位。本学

年流体中心对所有硕博士学位论文全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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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学位论文

送审平台”评审，并一次性通过。（二）完善

中心科研设施，营造良好科研条件。中心为

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科研条件，导师

也从学习和生活给予研究生全方位的指导

与关心。中心多方联系并邀请国内外学者

来中心做学术报告，资助１１名研究生参加
了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优良的科研条件

与中心导师的辛勤教育下，流体中心研究生

在研究生科技活动中展现了良好的创新精

神和实践动手能力，并取得了系列成果。

１．研２０１３班获省先进班集体称号；获评校
优秀毕业生 １人、院优秀毕业生 ６人。
２．周岭的论文获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博士
论文；司乔瑞、阳君的论文获江苏大学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邓鑫、王海宇的论文获江苏

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３．周邦伦等６人
获批国家留学基金。４．王文杰获校长奖学
金，并获评江苏大学研究生标兵；王文杰等

７人获国家奖学金。５．高雄发等获得第十
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一等奖。６．顾延东等获第八届全国
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

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７．
汤攀等５人获批江苏省２０１５年度普通高校
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８．４０人获江苏
大学第１３批学生科研课题立项。９．刘思
晗等获“东方红”杯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智能

农业装备创新大赛二等奖 ２项。１０．顾哲
等获江苏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学术论文大

赛二等奖，三等奖 ２名、优秀墙报奖 １名。
１１．ＤａｒｋｏＲａｎｓｆｏｒｄＯｐｏｋｕ等 获 江 苏 大 学
“第五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最佳口头报

告奖１项，优秀口头报告奖１项。１２．刘思
晗等获江苏大学第八届“星光杯”大学生创

业大赛铜奖。（三）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

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１．中心继
续开展研究生深入企业的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选派多余名同学赴省内外多家泵及相关

生产企业进行为期不少于３个月的生产实
践活动。２．流体中心２０１５级研究生党支
部组织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作为志愿者参

加了由镇江市特教中心、镇江市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组织的“小城大爱、助残义卖”帮助

残疾学生的义卖活动。中心的暑期社会实

践方案被评为江苏大学暑期社会实践良好

方案。中心的研究生服务企业团队获校社

会实践先进团队称号。（四）特困生的帮扶

工作与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密切关注特困

生的成长和学习，深入、细致地做好特困生

工作。中心行政办公室设置６个勤工助学
岗位，并多次联系校内外勤工助学岗位，切

实解决特困生的生活困难。同时，中心导师

也给予贫困同学关注，并以身作则在生活上

给予补贴。（五）招生就业工作。２０１５年
共录取博士研究生 １６人、硕士研究生 ５６
人，招生人数稳步增长，圆满完成了招生计

划。２０１５年共毕业博士生９人、硕士生４５
人，全部获得学位。（六）心理健康教育。

及时了解并掌握学生们的心理情况，定期向

校心理中心进行汇报，并有针对性进行心理

辅导。组织研究生新生参加 “释放压力，放

飞梦想”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培养研究生

勇于承受压力的能力和乐观积极的生活

态度。

（撰稿人：张金凤　核稿人：李　伟）

生命科学研究院

【概况】 生命科学研究院是江苏大学２００１
年３月创建的一个研究与教学机构，主要培
养硕、博士研究生。现有教职工４４人，其中
院士１人，教授９人，副教授１３人，中级职
称２２人；博导７人，硕导２５人，具有博士学
位３６人，硕士学位６人（在职博士２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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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博士后１９人。研究院有江苏省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３３３工程”第二、第
三层次，江苏省“双创人才”及“六大人才高

峰”人才，具有博士学位人员占专职教师及

研究人员比例为 ９４．７％，省级各类人才 ６
人。党总支书记、院长陈克平，党总支副书

记兼副院长朱玲萍，副院长施海峰，办公室

主任张春霞。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一）党务工作。

在校党委统一部署和院领导班子的坚强领

导下，生科院党总支认真学习和贯彻第三次

党代会精神，在党员发展管理、创先争优等

活动中认真组织，圆满完成了校党委的各项

任务，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１．落实《江苏
大学学生党员发展工作“三投票三公示一答

辩”实施办法》，全年发展新党员３名，预备
党员转正２名。转入教师党员３名（顾杰、
李承军、朱菲菲），转入学生党员４名，转出
学生党员 ３０名。完成组织部双月报表 ２
次，半年统计报表２次。２．进一步更新维
护了学院的党员信息管理系统———镇江基

层党建工作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严格依照管

理系统的数据来生成各项报表。全院党费

收缴及时、账目清楚，２０１５年共收缴党费
７７１６元，其中教师党员党费５４００元，学生
党费 ２９．６元，流动党员党费 ２２８６．４元。
３．完成发展党员工作自查及全院党员情况
梳理工作。对２０１３年以来在发展党员过程
中留下的资料进行整理，并对照《中国共产

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进行查漏补缺；进一

步梳理学院党员情况，排查和联系长期失联

的流动党员。４．推荐和选举优秀共产党员
及先进党支部。生命科学研究院教工党支

部获“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生命科学研

究院第一党支部获“先进学生党支部”称

号；王以一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于萌涵

获“优秀学生共产党员”称号。５．党员管理

及培训方面。完成新生入党资料审核归档、

毕业班党员信息校对、入党材料归档工作；

组织４名党支部书记参加校党支部书记培
训班；组织６名毕业生党员参加“重温入党
誓词”活动；与流体中心党总支联合成立流

体生科联合分党校，于２０１５年１月主办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班。６．配合学校做好常规
工作，如选调生、“双型”先进党支部建设工

程调研、订阅共产党员微信、镇江先锋平台

微信等。举办“五棵松讲坛”一次。７．积极
配合学校落实纪检、宣传工作，继续做好二

级网站建设，信息及时更新，落实安全运行

和管理措施。８．根据学校二级网站管理及
考核相关文件，积极做好考核工作；根据学

校考核意见，落实院网站的整改措施。本年

度中英文网站分别更新信息 １３３／５１条。
９．积极向校园网提供本单位的报道线索和
素材，及时报道本单位教学、科研、学生工作

动态，积极向网络、电视、校报、广播等校内

媒体投稿，向学校投稿６篇（其中重要新闻
１篇）。积极向校外媒体投稿，省级以上媒
体发稿１０篇，其中深度报道７篇。２０１５年
度获批江苏大学“对外宣传工作先进单

位”。（二）分工会工作。生科院分工会配

合校工会开展各项活动，立足于“科研立院、

人才兴院、创新强院”，因地制宜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这些活动赢得了人心，团结了人

心，温暖了人心，和谐了氛围，促进了发展。

１．组织参加“江苏大学第十四届运动会”。
２．参加“常用急救技术”专家讲座、“关注女
性健康”专家讲座、迎新年游艺等活动。

３．参加２０１４年度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
金个人申请补助和教职工市民卡信息统计

办理工作。４．开展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三育人”先进个人和师德标兵评选表

彰活动，杨艳华老师被评为“师德标兵”。

５．开展评选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模范教职工
小家”“先进基层工会组织”“优秀工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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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工会活动积极分子”活动，王以一、

胡朝阳、吕鹏、马上上被评为工会积极分子，

马晓珂被评为优秀工会工作者。６．利用周
三下午组织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学院领导

十分重视，经常在百忙之中参加活动，也常

和其他学院老师一起活动。这些活动增进

了教师之间的感情，也增强了团队精神、集

体意识，同时加强了与其他学院的交流。７．
组织教职工参加年度体检及“已婚育龄妇女

体检”活动。８．和农装院组队参加江苏大
学第十届乒乓球比赛。９．参加教职工２０１５
年江苏大学教职工春季长跑健身、“孔雀城

杯”南山绿道快走等活动。（三）分团委工

作。２０１５年生命科学研究院团总支积极配
合校团委工作部署，在校团委和院党政领导

的关心和帮助下，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在学生科技活动、实践育人等方面取得了较

为突出的成绩。在江苏大学首届研究生团

支部风采展示大赛中，荣获校一等奖、总分

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１．顺利组建新生团
支部，选举团干部；选举新一届分研会干

部；选举尤梦丽参加菁英学校第二十二期

培训班，选举周冲参加校研究生代表大会，

团费收缴及时，账目清楚。２．做好团员推
优、选优工作。举办团内推优两次；认真做

好团员青年的“五四评议”和“五四评优”工

作，选举张竹易、尤梦丽为“江苏大学优秀共

青团干部”，选举杨丹枫、朱培冉为“江苏大

学优秀共青团员”。３．做好科技类活动的
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申报２０１５年大学
生科研立项 ３１项，立项 １５项，资助总额
１８０００元。４．组织好社会实践活动。组织
寒假社会实践 １项，暑期社会实践 ２项。
“研究生助力“三农”，校企再谱新篇章”被

评为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暑期社会实践良好方
案。实践团队被评为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暑期
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王以一被评为江苏大学

２０１５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尤梦

丽、杨扬、陈盛被评为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暑期
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５．举办丰富多彩
的团日活动、研究生沙龙活动。“弘扬爱国

精神，奏响青春赞歌”获优秀主题团日活动

表彰。６．积极申报校共青团重点工作创新
试点项目。“以‘研究生成长小组’为依托

　打造活力研究生团支部”获江苏大学共青
团重点工作创新试点项目三等奖；“研究生

成长小组”助成长系列活动获２０１５年下半
年共青团“十佳活动项目”。

【科研与学术交流】 （一）申请各类科研

项目３９项，成功获批１４项。１．申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项、“杰青”１项、
“优青”１项。２．ＡｂｄｅｌｌｉＮｏｕａｒａ获批江苏大
学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

研究基金。（二）在研项目。１．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２１项，下达经费 １０３９万元；
２．中国博士后资助项目 １６项，７５万元；
３．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８项，１０４万
元；４．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教育部留
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长三角科技联合

攻关项目（合作）、省科技支撑（农业）项目

及省级博士后等 ２８项 ３００万元；合计 ７６
项、１６３３万余元。（三）科研成果。１．发
表学术论文８５篇，其中 ＳＣＩ源期刊论文５３
篇（一区３篇、二区１０篇），核心及以上期刊
论文３２篇。２．完成８８万字《模式生物家
蚕》专著一本，２０１５年１月出版，获华东地
区８家地方科技出版社联合主办的第２８届
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评选中荣获一等奖。

３．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９项；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３个。（四）学术交流。１．学术研讨。
本年度继续保持生科院的良好学风，各课题

组坚持每周举行全英文和双语学术讨论会。

２．学术交流。２０１５年８批８人次来学校进
行学术交流活动，分别为：（１）４月９日南
京大学医学院韩晓冬教授来校学术交流访

问，并做题为“调控 Ｗｎｔ信号通路对肺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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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生发展影响的研究”的报告。（２）４月
１７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百人计划”研
究员王艳丽研究员来校学术交流访问，并做

题为“ＲＮＡ介导的基因沉默的作用机理”的
报告。（３）４月２８日美国霍华德大学 Ｈａｓ
ｓａｎＡｓｈｋｔｏｒａｂ教授来校学术交流访问，并做
题为“直肠癌变：后基因组测序时代的开

端”（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ＥｎｄｉｎＧｅｎｏｍｉｃ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ｉｎｇ）的报告。（４）４月２８日Ｚｙｍｏ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ｒｐ，ＩｒｖｉｎｅＣＡ（美国加州）孙雪光来
校学术交流访问，并做题为“镜像亚硫酸盐

测序———一种全新的单碱基分辨率的羟甲

基胞嘧啶基因组检测方法”［ＭｉｒｒｏｒＢｉｓｕｌｆｉｔ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ＭｉｒｒｏｒＳｅｑ）：Ａｎｏｖｅｌｓｅｑｕｅｎ
ｃ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ｏｆ
５ｈｍＣ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ｂａｓ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的报告。
（５）６月２４日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终身
教授梁俊峰来校学术交流访问，并做题为

“生物医学材料的研究与应用”（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ｗａｒｄｓ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的 报 告。
（６）１１月１３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陈
义华研究员来校学术交流访问，并做题为

“链丝菌素中Ｄ－古洛糖胺的生物合成机制
研究”的报告。（７）１１月２３日，复旦大学
基础医学院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系研究员党

永军教授来校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并做了

题为“以翻译起始因子ｅＩＦ４Ａ为靶标寻找新
药物”的报告。（８）１１月２５日，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李军伟博士后来校学术交流访

问，并做题为“以病毒出芽为靶向设计抗病

毒药物”（ＶｉｒａｌＢｕｄｄｉｎｇＩｓａ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ａ
ｐｅｕｔｉｃＴａｒｇｅｔ）的报告。３．４月２８—３０日江
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举办“２０１５年霍华
德大学、Ｚｙｍ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ｒｐ和江苏大学国
际研讨会”。４．参加国际会议：（１）６月６
日—２０日，屠志刚研究员参加在美国威斯
达研究所召开的国际代谢与癌症会议。

（２）７月５日—９日谭小力参加在加拿大萨
斯卡通举办的第十四届国际油菜大会（Ｔｈｅ
１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Ｃｏｎｇｒｅｓｓ）。谭小
力在分组会议上做题为“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ＢｎＬＡＣＳ９Ｕｐｇｒａｄｅｓｔｈｅ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Ｃｈｌｏ
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ｎｄＳｅｅｄｓＯｉｌｉｎ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ｎａｐｕｓ”的报
告。（３）１０月 ２３日—２５日，胡朝阳、张晓
龙参加在武汉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病毒学

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武汉现代病毒学国际

研讨会“Ｔｈｅ１１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Ｖｉ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６ｔｈＷｕ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Ｖｉｒｏｌｏｇｙ”，参编
会议论文，主题为“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
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ｉｌｋｗｏｒｍｌａｒｖａｅ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ｂｏｍｂｙｘ ｍｏｒｉｂｉｄｅｎｓｏｖｉｒｕｓ”。
５．项目申报。获批国家高端外专项目 １
个；申报外国专家来访项目８项；申报江苏
省外专百人项目１个；因公出国计划申报５
项。６．获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获欧盟玛丽居
里国际高级人才交流奖（刘晓光）。

【师资队伍建设】 （一）人才引进：１．２０１５
年生科院共引进博士及以上高级人才３人
（海归学者，已到岗２人，１人正办理报到手
续），增加１名全职博士后。２．聘任２名著
名外国专家为校兼职教授：美国霍华德大

学ＨａｓｓａｎＡｓｈｋｔｏｒａｂ教授、中国科学院生物
物理所“百人计划”研究员王艳丽研究员。

３．院长陈克平参加去海外招聘工作一次。
（二）人才培养。１．唐琦、王强获批硕士生
导师资格；２．申报“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
程”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对象选拔３个，即唐
琦、王强、丁丽娜；３．曹军、陈慧卿晋升副高
职称；４．邱旭华被推荐为科级干部，于泗洪
现挂职；５．２０１５年出国深造人员回国３人
（于峰、徐庆刚、黄国平），出国留学２人（高
力、王政），另有 １人获批公派留学待出国
（李国辉）。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一）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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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组织制定 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生命科学研
究院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目标；

２．组织完成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点评估相关工作：３．完成０７１０生
物学一级学科年报表、自评表、基本状态数

据表等材料；４．获批２０１５年中央财政支持
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并制定详细支

出预算表；５．组织制定江苏高校优势学科
建设工程专项资金 ２０１５年支出预算表；
６．组织成立生物学一级学科培养方案修改
领导小组及方案修改工作小组，改革方案获

得学校批准，并获评研究生培养方案答辩评

审二等奖；７．制定２０１５年生命科学研究院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工作考核方案；

８．ＥＳＩ排名。根据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检索结
果，学校微生物学和动植物科学两个领域在

ＥＳＩ中的排名较为接近全球前１％，其中微
生物学领域文章数量已完成 ９０％，动植物
科学领域的引用量已完成超过５０％。生命
科学研究院对学校这两个学科领域做出最

为突出的贡献。２０１５年我院检索到的文章
中，有 １５篇文章属于这两个学科领域。
（二）研究生培养和招生。１．新招硕士研
究生２６人，毕业２３人，如期授学位１００％。
现有在校硕士生 ８９人。２．新增博士研究
生３人，目前在校博士８人。３．在２０１５年
学校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中，学院领导

及方向带头人经过广泛调研，瞄准国内外学

科前沿，精心制定了新的生物学研究生培养

方案，并在全校评比中荣获二等奖，获得全

校硕士培养方案得分第一名。４．２０１５年度
研究生教学秩序规范，无私自停、调课现象，

培养环节检查合格率１００％。５．试卷管理
规范，教学档案齐全。６．授学位率为
１００％，省学位论文抽检１００％合格。７．研
究生第一作者可检索到的 ＳＣＩ论文２６篇，
中文核心２３篇。８．获评江苏大学优秀硕
士论文２人（王旭骅、张智）；申报江苏省优

秀硕士论文１人（刘阿克）。９．尤梦丽和李
娆琪两人获２０１５年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
工程资助项目。（三）国际化招生工作。

１．修订了生物学一级硕士点国际化招生培
养方案；２．动员全院教师，开设了１３门全
英语授课课程。３．招收硕士留学生 Ｋｉｆａｙａｔ
Ｕｌｌａｈ（巴基斯坦）１人。
【学生工作】 （一）学风建设工作。１．组
织新生入学教育、指导新生学习《研究生手

册》，了解规章制度。２．做好职业规划工
作。新生职业规划测评率１００％，邀请指导
教师为新生讲授职业规划书撰写知识１次。
３．做好“毕业星语”、“优秀毕业研究生”、
评奖评优、国家奖学金的评选工作，充分挖

掘学生典型，彰显榜样力量。李翔、高家

明、李琴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尤梦丽被

评为校优秀研究生标兵；方和娣、张智、康

志琼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

４．进行研究生的科学道德教育，制作专题
橱窗参加“江苏大学研究生‘科学道德教育

活动’成果橱窗展”。５．生科硕生物 １３０１
班被评为２０１５年江苏省先进班集体，高家
明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二）学生

科研工作。１．３０名研究生参加校第十六届
研究生学术论文大赛，张晓龙获一等奖，刘

晓亭、李翔、许慧敏获二等奖，尚东胜、王梅

子、袁舒平、尤梦丽、于萌涵获三等奖。

２．主办第五届中外研究生论坛生物医药分
论坛，学院获最佳组织奖。高家明、Ａｂｄｅｌｌｉ
Ｎｏｕａｒａ获最佳口头报告奖、张天喜、李琴获
优秀口头报告奖；王杰利、张茜、郭小娟、李

翔、尤梦丽、董现云、陈盛、袁舒平、陈婷获最

佳墙报奖。（三）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

１．召开２０１５届毕业生就业推进会、就业指
导４次；利用网络分享就业相关资料；坚持
跟踪每一位毕业生的就业进展，进行有针对

性的就业指导；坚持汇总各类就业信息，及

时公布在学院网站上并通过飞信、ＱＱ群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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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每位学生；配合相关企业，做好校园招聘

工作。２０１５年年底，总就业率 ９６．４３％。
２．做好研一、研二学生信息报送、求职观摩
等工作；邀请优秀研三代表，介绍外企、国

企、研究院所招聘流程，求职经验和考博经

验。３．组织先声药业校园招聘会１次，组
织多名学生赴泰州医药城参加洽谈会，为学

生顺利就业创造条件。（四）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１．组织 ２５名新生进行心理健康普
查，测试率达 １００％，对一类学生进行心理
干预，并将情况及时上报给心理中心、学院

领导和相应导师，帮助其进一步调整好心

态。２．召开心理委员交流会４次、学生心
理座谈２次，及时了解把握学生心理动态。
３．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喜闻乐见的心理活
动，如团体辅导、心理讲座、春游秋游、研究

生毕业晚会等。（五）学生国际化工作。利

用每一次班会宣传学校国际化相关政策，鼓

励大家积极报考出国类外语考试、积极参与

导师与国际学者的交流活动，对于有出国可

能的学生进行一对一重点动员；及时通过

飞信、ＱＱ平台发布学校有关国际化和出国
类外语考试的相关政策，动员学生报名。组

织全体同学学习海外学习项目手册１次；２
名学生赴新加坡参加文化交流活动；３名学
生报名参加出国类外语考试，两名同学成绩

达标。（六）学生资助工作。１．建立贫困
生库。２．配合资助科，认真审核，完成了
２０００元校内助学金的分配，１名学生获得
新生临时补助，１名学生获得物资资助，１名
学生获得保暖内衣。３．从生活费、路费、疾
病意外补助等多方面予以学生及时必要的

帮助，２０１５年补助患病学生１名，补助４名
家庭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共８００元。４．加
强对贫困生的心理关怀，促进贫困生综合能

力提升；袁舒平获“励志优秀学生”称号。

（撰稿人：张春霞　核稿人：朱玲萍）

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概况】 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以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为指南，全面落实江苏省知识

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结合学校建设研

究型大学的整体规划，以提升我国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为宗旨，积极构

建助力产业发展的产、学、研、用一体化的运

行平台，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专利培育与运营工作】 江苏大学作为全

国第一批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试点高校，在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的支持下，总结江

苏大学知识产权的工作基础，对照国家标

准，结合学校自身特点，成立知识产权管理

委员会，从专利质量的控制、专利运营机制

的设计、制度文件的制定、管理流程文件的

完善等方面对标找差，健全了学校的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全面推进江苏大学知识产权管

理的标准化。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的专利工作
在发明专利授权量、国外发明专利授权、专

利奖等方面取得了多项突破。２０１５年共申
请专利１５２１件，其中发明１０６１件；ＰＣＴ申
请２７件，ＰＣＴ申请进入国家４件，进入美国
发明授权４件；授权专利１１５５件，其中发
明７９４件。获中国专利奖优秀奖２项，江苏
省专利项目奖金奖１项、优秀奖２项，为学
校综合实力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机

制创新推动专利培育与运营工作，目前初步

创建了从创造培育到实施应用的全链条的

高校专利转移服务模式，策划组建了镇江市

专利收储平台，为中国商飞、伊利集团等全

国２０多家企业提供了知识产权战略咨询，
面向江苏农机、石墨烯等产业输出了专利价

值分析与预警服务。与常州、南通、无锡、南

京等１０多家企业签署服务协议；加强知识
产权战略推进项目的开拓，与南通醋酸纤

维、中船等４家企业新签署战略推进服务项
目；拓展分析服务，完成石墨烯等６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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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告；开拓贯标认证业务，新增４名审
核员，并联合中规开展浙江、宁波、山东等多

家企业的知识产权贯标认证服务。依托江

苏大学的技术优势，面向产业需要的优质专

利的筛选和培育模式已得到了国家和省知

识产权局的充分肯定，获得了江苏省专利实

施项目资金支持，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列为全

国专利运营试点机构，获得国家财政股权投

资１０００万元的支持，较好地扩大了学校知
识产权工作在全国高校的探索示范效应。

江苏大学培育与运营中心获得了镇江高新

区的苏南专利展示交易平台项目，并作为

２０１６年市重大项目推进，联合申请了镇江、
南通和常州三个知识产权联盟，以及南通的

知识产权运营示范区。２０１５年上线了智产
汇平台，并实现 ２００多个创新项目、１７５件
收储专利和１００多名注册用户的数量，同时
支持了“东方红”农机创新大赛的进行。设

立了种子基金，完成了５个项目的试点，并
联合盛知华、高智开展了专利分析和重点项

目筛查工作，完成了１００多件项目的筛选和
５个项目的签约。积极与溧水、丹徒、江都、
溧阳等地的沟通和合作工作，推进与学校挂

职教师的对接。

【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工作】 国家知识

产权培训基地以特色培训为抓手，以培训影

响为目标，积极探索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

的江大特色，相关工作得到了国家知识产权

局的高度评价。２０１５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十二五人才培训工作总结”中，先后 ４次
提及江苏大学基地的特色工作。２０１５年根
据各类培训项目的需求，自主开展课程设

计，完成了企业知识产权贯标培训、企业知

识产权总监培训、专利价值分析精英班培

训、全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培训、国家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高管培训项目的课程设

计，并对课程内容进行反复推敲，组织研讨

论证。不少课程模式都获得了委托方和培

训对象的好评，培训模式还成功推广到陕西

等地的其他培训班。２０１５年，在江苏省内，
获得江苏省政府招标的全省知识产权总监

培训项目，为全省１３个省辖市９００多名学
员提供了１３次培训活动；同时受省知识产
权局委托，实现了省内全覆盖的企业知识产

权管理贯标培训，为江苏省建设知识产权强

省的重点工作“培育企业知识产权人才”提

供了有力支撑。承担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委

托的５项重点培训工作，为２０多个全国性
培训提供专题授课；开发了全国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的人才培训体系，设计了全国高校

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培训课程体系，编写了

相关的培训教程，探索了面向专利运营的专

利价值分析实训体系。２０１５年为全国累计
培训１万余人次，较好地在全国扩大了学校
的社会影响。

【科研与学术交流工作】 中心围绕产、学、

研、用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以知识产权政策

与对策研究为重点，积极培育研究特色，在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专利价值分析”“知

识产权管理标准化”三大特色研究方向基

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以课题研究为

切入点，联合国内名校和业界实力机构，探

索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提升学校研究实力。

联合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经

济、管理、法律学科专家组建研究团队，承

担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重点研究项目，为新

形势下优化国家知识产权政策、促进产业

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同时，联合中国

农机协会、江苏省农机局及山东雷沃等一

批国内农机知名企业，围绕“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的农机重点工程建设，开展了农机
行业的“十三五”规划中的知识产权专题

研究，完成了相关政策建议稿。２０１５年，
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等相关部门

的纵向课题１４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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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项、政策咨询类横向课题发表论文 １３
项，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发

表高水平论文２篇；组织完成了《产业专
利饱和度研究》国家知识产权重点研究报

告１份。作为江苏省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秘书处，建立了委员会的全套工作

体系，组织召开了年度会议，编制了 ２０１６
年全省本领域的标准立项指南。结合学校

的国际化发展目标，积极推进学校知识产

权国际化进程，以学术交流、国际课题合

作、三江知识产权国际论坛、海外访问学

者、共同发表学术论文或出版专著为载体，

推动知识产权学科建设，借鉴欧美等智力

提升专利的转化与运用，深化知识产权交

流平台的国际影响。２０１５年，访问韩国忠
南国立大学参加第四届中韩国际研讨会，

主持分会议并做学术报告；中心参加在韩

国忠北国立大学举办的第十三届亚洲经济

与管理合作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学术报告。

在江苏省知识产权局的大力支持下，成功

举办了２０１５年第三届“三江知识产权国际
论坛”。本届论坛结合我国创新驱动的重

点任务，确定主题为“专利运营与中国制

造２０２５”。来自世界各地３００余名产学研
政代表出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

处副主任吕国良出席论坛并做主题演讲，

镇江市委书记夏锦文、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局长支苏平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来自

飞利浦公司，美国高通公司，以及国内中兴

通讯、三一重工、上海商飞等一批国内外制

造业参会代表都对论坛给予充分肯定。各

类媒体都给予较全面的报道，累计发稿２０
多篇，《中国知识产权报》头版头条予以了

全面报道，全面展示了学校在知识产权管

理、经济、情报等方面的研究实力，进一步

扩大了江苏大学在国内外的影响。

（撰稿人：王　浩　核稿人：唐　恒）

分析测试中心

【概况】 江苏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以下简

称“中心”）成立于 ２００７年 ４月，２００９年 ３
月学校明确中心为副处级建制单位，挂靠科

学研究院、独立运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

处协管。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发展，２０１１年
中心正式挂靠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中心

以“提高科研水平，建设共享服务平台”思

想为指导，坚持以科研为主体、教学为辅助，

以构建完善的科研硬件平台，以提高学校的

科研实力为主线，建设成为省经济建设服务

和科学研究的现代化大型设备仪器开放共

享中心。中心现有专职测试人员１１人，其
中副高职称２人，中级职称７人，初级职称２
人；中共党员 ８名，占中心人员的 ７０％
以上。

【实验室平台建设】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

校发展项目的执行情况：落实仪器安装场

所并进行规划布局，经后勤处安排设计，预

算单位进行测算，后经校长办公会议决定，

落实改造经费，目前自动化部分完成招标，

土建改造部分预计放假前招标结束。计量

认证工作方面：由于江苏省质量监督局要

求申请计量认证的单位必须是独立法人单

位，因此目前此项工作暂时停止。中心联合

其他高校测试中心提请江苏省生产力促进

中心与省质量监督局进行协调，等有结果后

再进行申报。管理制度方面：运行模式日

趋完善。中心坚持实行每周一次的会务制

度，由中心正、副主任与业务室主任参加，讨

论决定中心的工作计划与安排。在处里不

做统一安排时，中心坚持周三下午的业务学

习。中心人员团结协作，保证每台仪器正常

运行。

【队伍建设及学术交流】 本年度中心组织

人员对新岗位人员进行了严格的技术培训，

并将培训笔记备份后集中保存，使他们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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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掌握了两台以上仪器设备的操作、维护。

通过外派参加高级培训，进一步开发了仪器

的功能，共派出２８人次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与会议。另外，中心首次组团参加江苏省

Ｎ＋１分析测试技术与分析测试管理研讨
会，并为２０１６年会议承办单位。２０１５年接
待包括来自美国、日本在内的国内外专家学

者参观来访 １５批次。新增长期合作单位
８个。
【教学科研服务】 ２０１５年面向校内外各级
各类纵、横向课题测试样品量、机时数较

２０１４年有较大增加，同时帮助测试对象分
析测试结果，尽最大可能用好测试数据。为

学校３００余篇ＳＣＩ和ＥＩ类论文提供测试数
据，支撑国家级的研究项目近百项，为学校

的教学和科研发展做出了强有力的贡献。

中心重点支撑的材料、化学学科稳居全球

ＥＳＩ前１％。中心利用先进的仪器设备，为
化学化工学院、材料学院、药学院、食品学院

的本、硕博士学生开设实验课６个项目，受
益学生１５００余人次。此外，针对硕士生和
博士生开设了大型仪器的操作培训４批次，
有３０余人获得独立上机操作资格，提高了
学校毕业生的科研水平和实际操作动手能

力。中心人员在完成各项工作的同时，发表

各类科研论文８篇。
【社会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团结协作，在

保证每台仪器正常运行下，放弃了寒、暑假

休息，利用假期为师生提供测试服务。通过

对外联系，中心与江苏苏亚迪炭材有限公

司、亚世科（镇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江

苏索普化工有限公司、银峰铸造（芜湖）有

限公司、天奈（镇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近

２０家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同时也为省
内外兄弟院校及周边各类科研单位提供大量

的测试帮助，有效地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撰稿人：李　莉　核稿人：嵇学林）

工业中心

【概况】 江苏大学工业中心组建于 ２００３
年，是以“大工程教育”思想为指导，坚持以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提高学生工程

实践能力和综合工程素质为主线，坚持传授

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协调发展，着力培

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

校级实验教学中心。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中心分
别获批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称号，实现了学

校“国字头”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零”的突

破。２０１２年１２月顺利通过“十一五”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实地验

收。中心设有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

会。现有教学及行政人员３１人，其中教授１
人，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１１人，副高及
以上职称人员占全体人员的３８．７％。中心
现有设备总值３８９０万元。工业中心党支
部隶属于机械学院党委，设有支部书记 １
人，委员２人。支部下设２个党小组，各设
党小组长１人。２０１５年中心有正式党员１８
人，占全体人员的 ５８．１％。自支部成立以
来，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八大

精神，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员素质，为中心工

作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和组织

行动保证。

【党建工作】 ２０１５年度，工业中心党支部
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对学校、学院政策的学

习，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实

际工作能力，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１．加强学习，提高党员队伍政治素质。贯
彻落实“江苏大学三届四次教职工工会会员

代表大会及全校干部教师大会”精神，紧紧

围绕年度工作目标，为深化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内涵建设献计献策。开展“三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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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专题教育活动，组织中心领导干部，全体

教职员工认真学习范明书记《自觉践行“三

严三实”，扎实推进研究型大学建设》的讲

话精神，深刻认识“三严三实”的重大意义

和丰富内涵，充分认清“不严不实”的表现

及危害，坚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以严的作

风律己，以实的作风干事把专题教育中激发

出的工作热情、进取意识和担当精神，转化

为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强大动力，努力为中心

和学校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２．规范
管理，促进工作成效。（１）开展党日活动，
组织工业中心党支部全体党员和教职员工

参观茅山新四军纪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２）开展党员组织关系自查等相应工作。
党支部对照党员名册及党费缴纳情况、参加

组织生活、转接组织关系情况等，逐人比对

核查，每位党员均按要求填写了“党员基本

情况登记表”，制作好本支部党员名册，并形

成本支部《党员组织关系自查情况报告》。

（３）坚持看望慰问制度，对中心教师结婚、
生育、住院等给予关心，对退休教师年终给

予慰问，体现党组织大家庭的温暖。（４）积
极做好宣传工作，充分利用校园网、校报校

刊、广播电视、中心网站等宣传媒体，大力宣

传工业中心在学习、教学、科研工作中的活

动情况和成果。

【教学工作与实验室建设】 １．严格按照专
业认证标准，提升实验教学质量。在 ２０１５
年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认证工作

中，中心主要负责自评报告第七部分———支

持条件，以及第五部分———课程体系中实践

教学部分的撰写。中心高度重视机械专业

认证工作，明确将其作为本年度教学工作的

中心工作。２０１５年，中心成立了实验教学
督导组，根据仪器设备台套数，严格制定了

实验指导批次数，根据认证版和修订版培养

计划，全面修订了《工业中心课内实验成绩

评定办法》、中心实验教学资料归档要求等

各项实验教学管理制度，围绕培养目标和毕

业要求重新修订了由中心教师承担的实验

教学大纲及实验指导书，明确了各实践环节

的考核与成绩评定方式及资料归档要求，自

查、自纠了实验教学规范性（包括仪器设备

台套数及状态、实验记录、实验指导批次数、

实验报告批改质量、实验教学资料归档等）

及实验室安全等，确保日常实验教学质量。

在专家组的实验室现场考核环节，中心的实

验教学、设备配置及环境氛围等获得了专家

组成员的高度评价。２．创新教学成效显
著。（１）工业中心大学生创新实践基金项
目、创新课程稳步实施。２０１５年度新一轮
项目立项评审已完成，来自机械、材料、汽

车、化工、管理等学院的近５００人申报自主
创新实践项目１６５项，经过评审获批９５项，
资助经费１２．６万元，重点资助立意新颖、成
果明确的创新项目；来自机械、电气、计算

机等学院的９００余人选修四大类１１门课外
创新实践课程，学生受益面进一步扩大。

２０１４年度创新基金完成结题３３项，结题率
达到７０％，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份共发表论文
８篇，申报专利１２项，完成各类实物１０件。
（２）创新社团深受学生喜爱，创新活动丰富
多彩，成效显著。除智能车创新社团和慧鱼

创新社团外，中心新增机器人创新社团，３
个社团成员已达１５０余人，依托创新社团自
主开展系列创新活动。智能车创新社团成

员在第十届全国大学生“飞思卡尔杯”智能

汽车竞赛中荣获国赛二等奖１项，华东赛区
二等奖３项、优胜奖４项；荣获２０１５第三届
全国虚拟仪器大赛中二等奖１项。新成立
的机器人创新社团在首次参加江苏省机器

人大赛中荣获鼓励奖１项。２０１５年５月与
江苏科技大学联合举办了“飞思卡尔”智能

车竞赛，并荣获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１项、优
胜奖３项。（３）加强交流，承办比赛，为学
生创新活动提供平台。工业中心完成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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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校、省、国家

三级比赛。２０１５年 １月，中心组织举办了
“第三届江苏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

赛校级选拔赛”，共有机械学院、京江学院的

１９支队伍５７名学生报名参赛，经过比赛共
决出“Ｓ”组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三等奖
４项、“８”字组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１项，并
选拔了５支参赛队参加江苏省大学生工程
训练综合能力竞赛。３月２０日—２２日，由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

能力竞赛组委会主办，工业中心和基础工程

训练中心具体承办的“德西数控杯”第三届

江苏省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在学

校举行。本届竞赛共有来自东南大学、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苏州大学等

２４所省内高校４００余人参赛。学校选手在
本次大赛上表现出色，取得了“Ｓ”组和“８”
组两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并

获得“Ｓ”组和“８”组挑战赛第二名和第三名
的好成绩，同时江苏大学荣获大赛优秀组织

奖。２支获得一等奖的队伍代表江苏省参
加了在合肥工业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大

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的全国决赛，最

终荣获国赛三等奖２项。
【实验室及师资队伍建设】 １．国有资产管
理规范，大型仪器设备开放运行。结合机械

专业认证，重新修订了实验室安全防范管理

守则、实验指导教师守则、学生实验守则、大

型仪器设备操作规范、实验室易燃易爆等危

险品管理等规章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实验室

安全管理，确保实验室运行规范，无安全事

故。根据《江苏大学实验室管理绩效考核暂

行办法》和《工业中心仪器设备管理工作量

考核和分配办法》，中心每学期定期组织各

实验室开展综合效能、技术开发及社会服务

和实验室综合管理等各项工作的自查工作，

并使考核结果与各室管理绩效挂钩，形成有

效的激励机制。２．有力支撑机械学院教学

和学科建设。按照机械专业认证的要求，认

真做好２０１６年审核性评估的相关工作。按
照教务处进度计划完成各类实验大纲、指导

书、实验报告、实验成绩等教学资料的整理

和归档工作，完成江苏省示范中心（机械工

程实验中心）年度报告和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工程训练中心）年度报告、数据报

表及相应的附件材料。３．实验室建设项目
进展顺利。完成了机械专业认证实验室建

设４００万设备项目的购置和相关维修改造
工作。本次实验室建设工作时间紧、任务

重，建设完成后，中心目前所有实验项目能

够达到大型仪器设备７～１１人一组、普通实
验设备１～４人一组。机械专业认证专家组
的实验室现场考察环节，获得了专家组的一

致好评。４．开展实验室安全大检查，排除
安全隐患。结合专业认证，对中心教师进行

了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实验室安全管理知识

测试，对工业中心所属各实验室的安全状况

进行了全面检查，设立了安全管理员及安全

责任人，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进行整改，避

免安全事故的发生。５．有步骤地实施青年
教师培养计划。２０１５年中心引进１名具有
副高职称和博士学位的教师到岗，新进具有

硕士学位的青年教师１人。中心根据教务
处最新发布的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要求

制订了培养计划，各个培养环节正有序进

行。中心累计派出２０余人次教师参加各种
学术交流、培训、调研和竞赛。

【科研、社会服务及对外交流】 １．教学研
究与科学研究氛围正在形成。在配合学院

做好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作的同时，结

合中心已有设备，建立数字化设计制造、精

密与特种加工、激光加工、运动控制、机器视

觉等教学科研平台，鼓励中心教师积极参与

教学研究与科学研究。中心现有专职教师

３１人。２０１５年１名青年教师获批江苏省自
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１项；已结题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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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基金项目１项、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
金１项；主持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２项，
纵向到账经费 １０万元；承接横向课题 ７
项，江苏省师资培训２项，横向及培训经费
到账９７．３６万元。２０１５年中心教师发表第
一作者论文１１篇，其中ＳＣＩ收录８篇，发表
ＥＩ论文３篇；第一申请人申请国家发明专
利６项，申请实用新型专利２项，授权发明
专利１４项。荣获２０１５年度高等学校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排名第
四），荣获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科技进
步奖三等奖１项（排名第三）。获批２０１５年
度江苏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青年

学术带头人培育人选１人。在研省级教改
项目３项。主编并出版教材２部。２．产学
研工作稳步推进，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得到锻

炼。在做好苏美达联合技术中心和金飞达

联合技术中心的科技服务工作及研究生工

作站相关工作的同时，新增校企合作平台１
个（吴江市创源电子有限公司），为教师的

校企合作提供桥梁。２０１５年与苏美达集团
开展多项科技服务项目，所有项目进展顺利，

得到了苏美达集团的高度评价。３．国际化
合作教学顺利实施。２０１５中、日、韩三国暑期
工程创新设计国际教学项目（ＳＰＩＥＤ２０１５）于
暑假期间在韩国举办，工业中心积极配合国

际处、海外教育学院做好参加ＳＰＩＥＤ项目的
学员选拔等各项工作。１２月２０日—２２日，
由工业中心具体承办的第三届中日韩创新

应用研究教育国际会议（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ＣＩＡＲＥ２０１５）暨创新工程设
计竞赛（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ｍｐｅ
ｔｉｔｉｏｎＣＥＤＣ２０１５）在学校成功举办。日本山
口大学、韩国国立群山大学等１２所日、韩高
校，以及大连理工大学、江苏大学等１３所国
内高校师生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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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日、韩
师生１０３人，规模创历届新高。学校学子一
举获得了金奖２项、银奖１项和铜奖３项。
活动得到了新华网、中新网、江苏教育频道、

镇江新闻频道、镇江民生频道等媒体的关

注。４．扩大中心的示范辐射作用。２０１５年
８月，中心配合教学处、管理学院共同申报
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并顺利获

批，学校是江苏省唯一一所获批入选的省属

院校。积极参加江苏省及全国工程训练学

科组各类交流会议，５月，创客教育基地联
盟成立大会暨创客教育生态系统构建高端

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工业中心作为联盟发

起单位之一参加了此次大会。６月，参加了
在深圳举行的创客教育基地联盟第一届理

事会暨创客教育基地联盟深圳高峰论坛，并

当选为创客教育基地联盟常务理事单位。

１１月参加了江苏省金工研究会会议，并受
邀做题为“工业中心创新训练及国际化创新

项目实践”大会报告，进一步发挥了工业中

心的示范辐射作用。成功举办了“机电设

备、材料、能源类专业骨干教师培训”“制造

大类专业负责人研训”２个江苏省高职院校
教师省级培训项目，共培训教师７３名，得到
学员一致好评。接待学校两办、各职能部门

和各兄弟学院安排的参观交流的国内外专

家学者、同行６０多批次，１４００余人。作为
镇江市科普基地，接待了全市３００余人的参
观学习，接待镇江市科协组织的师生参观、

讲座、实践１２０余人。进一步发挥了中心示
范辐射作用。

（撰稿人：王富良　核稿人：刘会霞）

卓越学院

　　学校以实施“卓越计划”为突破口，秉
承“追求卓越是根本任务，深化改革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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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协同培养是重要机制，优化体系是有

效保证，持续改进是战略举措”的教育理念，

以卓越学院和卓越计划试点专业为改革实

践平台，持续强化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促进

学校工程教育改革和创新，积极探索“面向

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等工程教

育改革新路径，全面提高学校工程教育人才

培养质量，培养一大批“创新创业人才、卓越

人才、精英人才、国际化人才”。江苏大学有

４个本科专业的部分学生实施卓越计划，即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车辆工程、热能与动力

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及自

动化专业于２０１５年通过工程教育认证，工
程教育认证标准为卓越计划试点专业建设

提供了底线要求，工程教育认证的开展促进

了卓越计划试点专业“ＯＢＥ”理念的贯彻。
学校４个卓越计划试点专业将“以学生为中

心、目标导向、持续改进”的核心理念融入教

学环节和管理过程，深度推进专业建设，有

效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学生情况】 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卓越
学院４个专业学生共有８４７人。２０１５届卓
越计划专业毕业生有１８６名，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专业 ３７名，车辆工程专业 ５２
名，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

化）５４名，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４３名。２０１５
年学校继续组织２８００名本科生参与清华
大学组织的全国大学本科生学情评价，并根

据调查数据，通过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分析及与
全国大学生各类学情常模比较，形成学校

《大学生学习投入情况总报告》和各学院、

专业的分报告，在全校范围进行反馈，要求

各学院、专业根据学生学习投入情况及学习

效果制定改进措施并付诸实施。

江苏大学卓越学院四大专业间五大可比指标均值年度比较

学院／指标
学业挑战度 学习主动合作性 师生互动 教育经验丰富度 教育环境支持度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江苏大学 ４３．６７ ４２．７ ５０．４３ ５１．９２ ３４．７３ ３７．７４ ４０．４６ ３９．７６ ６２．９９ ６３．９８

电气 ４３．８５ ４３．０６ ５１．８２ ５１．３７ ３５．５３ ３８．１２ ４０．６３ ３７．９９ ６２．４１ ６３．２３

机械 ４２．５３ ４２．０２ ４８．０９ ５１．０６ ３３．５９ ３６．７５ ３９．３９ ４０．０８ ６０．５８ ６３．０５

能动 ４４．６９ ４３．２９ ５３．５０ ５２．６８ ３７．４２ ３８．７５ ４１．９８ ３８．８５ ６４．４２ ６３．９３

汽车 ４４．３７ ４５．２６ ５０．４４ ５８．８３ ３６．５３ ４４．９７ ３９．５７ ４１．９３ ６２．６４ ６６．５２

　　２０１５年调查数据显示：五大可比指标
江苏大学总均值领先全国５３％ ～７５％的高
校。其中，“学业挑战度”指标，学校学生得

分领先全国５３％的高校；“主动合作学习”
指标，学校学生得分领先全国６８％的高校；
“师生互动”指标，学校学生得分领先全国

６０％的高校；“教育经验丰富度”指标，学校
学生得分领先全国７３％的高校；“校园环境
支持度”指标，学校学生得分领先全国７５％

的高校。与其他院校比，在总体上五大可比

指标学校学生略高于“９８５”院校学生，显著
好于学“２１１”、大学本科院校学生。“学习
主动合作性”“师生互动”“校园环境支持

度”，学校学生均显著好于“９８５”“２１１”及本
科院校；“学业挑战度”好于本科院校学生，

略低于“２１１”院校，与“９８５”院校学生有差
距；“教育经历丰富度”，显著低于“９８５”院
校，略高于“２１１”院校学生，明显高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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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学生。这４个专业４项指标多数
高于学校均值，在本校各专业中处于领先水

平。年度间，“学业挑战度”指标，汽车２０１５
年好于２０１４年；“学习主动合作性”“教育
经历丰富度”指标，机械、汽车有提升；“师

生互动”“校园环境支持度”指标，４个专业
均有提升。用人单位对卓越班毕业生的评

价可圈可点，据学工处就业办公室近期的用

人单位问卷调查和校友返校反馈的情况，与

非卓越计划毕业生相比，卓越计划毕业生的

综合素质更具优势，主要反映为：工程基础

扎实，工程实践能力强，团队合作意识好，对

新技术接受快，遇事灵活处理，等等。麦可

思公司对学校２０１５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进
行跟踪调查，出具《江苏大学迎接毕业生培

养质量跟踪评价报告》，报告显示校友专业

推荐度和校友专业满意度如下表所示，卓越

班毕业生月收入高于同专业非卓越班毕

业生。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校友推荐度和校友专业满意度

专业
校友推荐度 校友满意度

卓越班 普通班 卓越班 普通班

车辆工程 ６９％ ６５％ ９４％ ９６％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７６％ ６７％ １００％ １００％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样本数不足 ５８％ ９４％ １００％

机械设计及自动化 ３０％ ５２％ ８８％ ９５％

【培养机制改革】 ２０１５年，学校召开了第
三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卓越

工程师计划实施过程中的三大原则：第一，

引领性原则。改革“重在新，贵在先”。卓

越学院和实施“卓越计划”相关专业要努力

争当排头兵。由于多方面原因，一时难以在

全校普遍实施的改革事项可以先在卓越学

院试行，取得经验且条件成熟后再加以推

广。第二，探索性原则。关于培养思路与标

准、课程体系与内涵、教学模式与方法等各

方面的改革设想、方案和举措都可以先行先

试、边行边思，要勇于探索、勤于实践、善于

总结。第三，持续性原则。时代对高等工程

教育的要求和社会对高级工程人才的需求

都在不断提升之中，改则进，不改则退。实

施卓越计划教育教学改革必须在实践中持

续推进，努力保持在高等工程教育改革进程

中的领先地位和示范作用。先后出台并落

实了《关于实施“卓越计划”过程中打造“教

学改革特区”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推

进校企合作实施卓越计划的方案》《关于实

验室深度参与卓越计划实施方案》《关于开

展工程型教授、副教授评聘工作的通知》

《关于加强专业青年教师实践工程能力的通

知》《关于进一步做好卓越学院学生管理工

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制度。

【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从政策上引导一部

分实践能力强的教师投入卓越计划。在工

作量计算、教学津贴等方面进行调整，鼓励

教师参与“卓越计划”专业教学时推行教学

方法改革，推行小班式授课、研究型教学；

通过选聘机制及评选卓越奖教金等措施营

造氛围，不断优化卓越计划专职师资队伍。

落实卓越计划试点专业青年教师过工程实

践教学能力关的各项措施，同时要求青年专

业教师与卓越班学生同步进企业，通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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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强化教师的工程实践经历，逐年提高专

业课师资队伍中具备工程经历教师的比例。

大力推进“访名校、拜名师”计划，实施科学

的人才引进政策，落实有效的学历提升机

制，专任教师整体学历及学位层次明显提

升。按照“按需派遣、择优推荐，保证质量，

学用一致”的原则推进出国研修工程，积极

实施教师留学项目，拓展在职教师国际视

野。学校积极聘请一批外聘企事业单位兼

职教师，承担课堂教学、课程实习、毕业实

习、毕业设计等教学任务，已初步形成以校

内专业核心教学团队、跨学科跨专业教学团

队和企业工程实践教学团队相结合的校企

联合创新教学队伍，为人才培养提供强有力

的师资保障。２０１５年，在卓越学院承担课
堂教学的国内外外聘教师达３３人，承担课
时达２００余学时。通过建立实施卓越计划
专业教师深入实验室、到专业对口的企事业

单位、科研院所顶岗工作等制度，引导教师

全面了解和掌握行业当前的发展状况、先进

生产工艺与流程、先进设备与技术水平等，

强化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在教师系

列职称评聘中增设工程型教授类别，切实改

变工科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缺乏工程

经历和工程背景，工程实践能力、教学能力

和创新能力不够这一瓶颈性问题，努力形成

更加重视教学、更加重视实践、更加重视科

研反哺教学的氛围，进一步提升学校人才培

养的开放性、科学研究的有效性和社会服务

的针对性。

【校企深度合作】 在校企合作上，学校立

足卓越专业的学科优势，瞄准行业前沿，建

立校企（行业）合作新机制，打破人力资源、

知识产权、科研成果转化的壁垒，为教学科

研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学校先后与４２６家
企事业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实践教学基

地，还先后在４５家企业建立“卓越工程师”
培养实践教学基地。学校围绕卓越工程师

计划的实施，确立了校外联合培养基地建设

“两手抓”的思路。一方面与一汽解放、无

锡柴油机厂、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大全集团

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了８个国家级工
程实践教育中心、１个国家级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２个省级实践教育中心。２０１５年 ５
月，学校还与国内五大汽车企业之一的北汽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建立了江苏大学

北汽集团人才培养合作基地。另一方面，针

对卓越计划校外实习基地创建与运行过程

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学校充分调动县区、乡

镇两级地方基层政府积极性，着力打造若干

能实现卓越工程师培养目标的高科技型地

方中小企业集群。如学校与江阴市云亭街

道开启了“政企校———以基层政府为主导、

以中小企业集群为主体、校方指导教师深度

参与”的卓越工程师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新模

式。这些举措最大限度地集聚了各方面的

积极因素，从机制上保证了校企将培养目标

统一在联合培养卓越工程师的定位上，顺应

了卓越工程师校企联合培养的具体现实和

一般规律，可较好地突破目前卓越工程师在

企业培养阶段所遇到的瓶颈问题。

（撰稿人：吕　翔　核稿人：冯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