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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校友会、董事会、基
金会工作在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对

照“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学”的

奋斗目标，围绕中心抓发展，集聚资源抓合

作，注重细节抓服务，超前谋划，高位运行，

加压奋进，为学校整体实力的新提升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

【集聚资源，服务学校中心工作】 首先，以

湖北校友会成立为契机，依托汽车与装备行

业校友会力量，举办新能源汽车发展校友主

题论坛，凝聚行业校友力量，推动学校机械、

汽车、材料、电气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会议

筹备期间走访联络了大量行业知名校友，激

发了校友感情。会议期间审议通过了江苏

大学汽车与装备行业校友会第二届理事会，

同时安排了９个演讲主题，既有理论探讨又
有前沿应用，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有启发更有

思考。本次会议创新会议形式，紧跟我国新

能源汽车发展趋势，结合我校优势学科发展

需求，分享观点的同时激发校友感情、凝聚

校友力量，形式新颖，内容充实，为今后深入

的校友合作、校企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其次，集聚校友资源，助力高水平师资队伍

建设，推进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办积

极发挥好海外校友在学校实施“高端、青年、

国际化”人才工程中的作用和优势，整合、用

好海外校友资源，一方面，为学校选派拔尖

人才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深造做好联络、

接待等服务工作；另一方面，为学校开展海

外高层次人才招聘牵线搭桥、推荐人选。１２
月中旬，发展办会同药学院和生科院前往美

国和英国举办江苏大学海外高层次人才专

场招聘会。美国校友会倪超英等校友与学

校洽谈科研合作事宜，并成立了校际合作基

金。再次，集聚校友资源，服务创新型人才

培育，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２０１５年新
聘任了９名优秀校友担任江苏大学“创新创
业学校”的“创业导师”，发起成立江苏大学

创新创业基金，落实镇江市与在镇高校联系

会议精神，积极对接“镇江青商会走进江

大”活动，推动大学生创业创新；成功举办

杰出校友访谈活动等。另外，梳理校友和校

友企业信息，协助完成２０１４年度本科教学
质量报告，同时为本科教学审核性评估、专

业认证、学科 ＱＳ星级认证数据采集提供了
大量的一手资料。

【完善校友工作机制，实现校友和母校共同

发展】 １．做大做强品牌活动，拓展校友活
动的新内容和新途径。以品牌特色活动为

载体，搭建事业合作平台。发展办不断开创

校友活动的新思路，大力打造“三心服务”，

即“用心”思考、“诚心”做事、“贴心”服务，

统筹考虑、精心组织，开展高层次的校友工

作，使活动有亮点、有特色、有意义。一是校

友毕业值年返校活动。国庆期间隆重举办

了８５／９５届校友毕业３０周年和２０周年值
年返校活动，为返校校友和在校师生奉献上

一场融合回忆、激励、感恩等各类正能量的

精神大餐和集体盛筵。本次活动以“母校重

逢、携手筑梦”为主题，通过播放纪念专题

片、穿插现场访谈的方式，唤起校友们的集

体记忆，感受母校的巨大成就，展现校友们

的别样风采。校友嘉年华是本次返校聚会

的创新内容，包含“重温金曲”“爱心义卖”

“重穿学位服”三个创意活动。校友们兴致

盎然，参与踊跃，爱心义卖的所有收入都捐

赠给了“邵仲义助学基金”。目前，值年返

校活动已成为每年校友的盛大节日，对于搜

集校友信息、加强校友联络、促进校友互动

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各地校友联谊

活动。各地校友会每年都要举办不同形式、

不同规模的校友联谊活动，使校友们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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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进了友谊，促进了融合。例如镇江青年

分会举办了成立一周年系列活动，包括省内

青年校友篮球邀请赛、孙氏太极进江大等，

并筹划发行校友商联卡，争取将其打造成凝

聚校友力量、支持校友发展、提升地方校友

会运营能力的平台；广东校友会组织召开

了二届三次理事会，投资运作“江苏大学校

友投资基金”，参加了深圳第三届“新市民

心关爱·校友报到日”，帮助来深就业的母

校毕业生们尽快融入社会，实现从学校到社

会的“无缝对接”；美国校友会举办了第四

届联谊会，并选举产生了以高磊为会长的新

一届理事会；海南校友会在“七一”建党节

期间组织党员校友重温入党誓词，并召开了

工作会议。此外，加拿大和上海、南京、常

州、贵州等地校友会也纷纷举办了丰富多彩

的联谊活动。

【加强校友文化培育，发挥校友育人功能】

首先，聘任２０１５届院级校友工作联络员３０
名、班级校友工作联络员３２６名，同时组织
召开了南京、镇江校友会负责人与２０１５届
校友工作联络员座谈会，给即将跨入社会大

门的新校友们上了生动一课，帮助他们把握

校友工作的重点，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与后勤处、学工处共同组织了“播下希

望，种植梦想”２０１５届毕业生植树活动，共
收到爱心捐赠３４０００元，为学子林贡献了
６８名新成员，他们将共同守望校友们的精
神家园，架起校友和母校情感的绿色桥梁。

再次，启动了杰出校友寻访活动，让在校生

近距离接触校友，通过了解校友的社会经历

和成长历程，切身感受校友精神风貌，发挥

杰出校友的示范效应和榜样作用，促进优良

学风的同时培养在校生校友意识。在校友

会的感召和推动下，校友们也纷纷以各种形

式感恩母校。例如电气７７级校友捐建了励
志亭，医疗保险专业校友捐赠设立医疗保险

专业发展基金，外英９１级校友捐赠２０万设

立鹏泰奖学金等，微信在线捐赠中的 ９０％
来自校友。此外，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外英９１级校友吕莉，国内
知名九型人格研究者和培训专家、人力资源

管理２００２级校友邹家峰，德国戴姆勒奔驰
汽车集团工程ＩＴ专家、机电９１级校友李书
涛，南京腾图科技节能有限公司总经理、流

体中心２０１０级研究生校友马正军等先后返
校为师生做报告。不少校友还利用毕业周

年返校聚会的机会，应邀参加了所在学院的

就业指导讲座或专业发展座谈，他们将国内

外的学科前沿动态、先进的管理理念、自己

的学术研究成果、成长的心路历程带回母

校，推动学校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招

生季和就业季也能看到校友的支持：不少

地方校友会大力支持母校在当地的招生宣

传工作，很多校友企业积极支持母校，优先

解决本校毕业生就业。进一步加强校友会

基础工作，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首先，

健全校友会组织架构。２０１５年新成立湖北
校友会，召开了汽车与装备行业校友会

２０１５年年会，重新聘任了全校各二级单位
的校友工作负责人与校友工作联络员。其

次，积极支持地方校友会发展，不仅为活动

开展提供指导和便利条件，还经常走访调

研。例如２０１５年新春来临之际，校领导分
别看望了校友集聚的南京、常州等地部分校

友；下半年，袁寿其校长一行又赴广州看望

部分在穗校友，并赴校友企业调研，将学校

对校友的牵挂和问候实实在在地转达给校

友们，不仅有效地凝聚了校友力量，还增强

了学校校友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再次，

全年出版《校友会／基金会通讯》两期，纪念
专刊一期，邮寄赠阅 ８０００册，现场赠阅
１７５０册，加大了原创稿件的征集，凸显联络
与服务校友的功能，扩大了基金会影响力。

最后，进一步做好校友服务工作。一是协调

各部门力量共同做好校友返校服务。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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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为宗旨，以多样化为原则，推出了校友

返校服务清单，为校友提供菜单式服务，规

划一站式接待方案，重新设计制作纪念徽章

和校友联络卡，帮助校友们解决食、宿、行、

游等各类问题，在此基础上搜集校友信息

库，挖掘优秀校友资源，受到广大校友好评。

２０１５年共接待校友返校３７批２３００余人，
发放纪念徽章７００余套，预约校史馆参观３０
批次，时间跨度从毕业５周年到毕业５０周
年，甚至包括校足球队老队员返校聚会，扩

大了校友会在校内外的品牌影响力，为搜集

校友信息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二是发挥

校友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为校友做好各类档

案查询、证明开具、寻人服务，为学校相关学

科发展提供校友企业信息。三是与学工处

一起，在毕业生中宣传推广地方校友报到日

活动，帮助地方校友会做好新校友的服务对

接工作。四是与校史馆一起，更新杰出校友

事迹展示橱窗。

【以提升筹资能力为目标，进一步规范基金

会工作】 在参加２０１４年江苏省社会组织
评估并获得４Ａ等级的基础上，基金会继续
自加压力、对标找差，争取更大进步。首先，

在制度建设上，修订完善《江苏大学教育发

展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规范基金会

工作机制。其次，广开筹资渠道，科学规划

和实施各类捐赠项目。在筹资渠道上，梳理

更新了基金会的各类筹资项目，编写了捐赠

倡议，同时在校友会网站、《校友通讯》杂志

等平台上发布，在原有银行汇款的基础上开

通了微信捐赠渠道，极大地方便了捐赠人。

开展各类捐赠公益项目５０项，新增了福隆

奖助学金、新天地奖助学金、鹏泰奖助学金，

续签了四川科思奖学金和常柴奖学、奖教

金，筹划成立了江苏大学创新创业基金、江

苏大学北汽教育基金。再次，信息披露准确

及时，认真做好跟踪反馈。在信息披露上，

严格按照基金会章程和社会组织评估要求，

在频率上除定期披露外，重大事项能及时披

露，在载体上做到纸质媒体和新媒体披露相

结合，同时更新改版了基金会网站，设计了

“项目申报系统”和“感恩桥”系统，特色鲜

明，功能强大。在跟踪反馈上，起好桥梁纽

带作用，做好捐赠人和受益人信息搜集工

作，时刻关注项目进展并登记在案，通过短

信、邮件、微信、座谈会等积极向捐赠人做好

反馈。据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最新排名显

示，我校基金会的透明度指标得分为满分，

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基金会并

列第一，２０１４年度捐赠总额位列全国高校
基金会第５５位。２０１５年，基金会还与学工
处一起，组织正昌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参观

了正昌集团，召开文清奖助金及邵仲义助学

金发放仪式、校级社会奖助学金毕业生会议

等，充分发挥基金会的育人功能，强化受益

人感恩奉献意识，在获奖的同时，为其今后

走向企业、回馈社会打好思想基础。最后，

积极参加各类培训，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

２０１５年，基金会相关人员先后参加了江苏
省基金会秘书长培训班、全国高教协会基金

会研究分会第１７次年会，朱晏秘书长获得
了基金会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陆蓉和杨

博老师提交的论文获得三等奖。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各地校友会成立情况

校友会 成立时间 会长 秘书长

湖北校友会 ２０１５．７．４ 杨少杰 高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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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校友会第三届

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名誉会长

李盛霖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委员

江泽林　陕西省委、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常
委、副省长、主任

会长

袁寿其　江苏大学校长
副会长（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昀　天津市档案局局长
王　民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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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长、总经理

李洪波　江苏大学副校长
任汉友　江苏金象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束荣桂　云南马龙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汪雪麟　苏州市政协原主任委员
肖　奋　深圳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

杨志远　国际开放银行广西北海市北固湾
开发银行副行长

陈　龙　江苏大学副校长
林志敏　福建三尚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ＣＥＯ

林尚毅　台湾林尚毅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
筑师

芮宏华　陕西英华润迅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

邱龙彬　重庆燃油喷射系统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

范　明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
罗东海　中共湖南省衡阳市人民政府常委、

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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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员

徐　缨　常州市委宣传部部长
徐洪桥　苏州宿迁工业园区管委会原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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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工程师

潘培时　泰州市科协主席
薛永立　加拿大金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秘书长

朱　晏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主任

副秘书长

王　鹏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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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第三届理事会、监事会组成人员名单

理事会

理事长（法定代表人）

陈　龙　江苏大学副校长
副理事长（２名）
梅　强　江苏大学副校长
李洪波　江苏大学副校长
理事（１６名）
范　明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
袁寿其　江苏大学校长
易中懿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宋余庆　江苏大学副校长
程晓农　江苏大学副校长
陈　龙　江苏大学副校长
施卫东　江苏大学副校长
梅　强　江苏大学副校长
张济建　江苏大学副校长
缪子梅　江苏大学副校长
李战军　江苏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
李洪波　江苏大学副校长
尹志国　江苏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全　力　江苏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姚木云　江苏大学附属江滨医院总会计师
朱　晏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主任

秘书长

朱　晏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主任

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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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校友工作联络员聘任名单
学校校友工作联络员

徐邦芪　杜　宏

学院校友工作联络员

鹿永宗 刘昌宁 濮晓宇 张俊杰

郭仕鑫 郭海斌 马舒童 王　祥
程　珂 洪　晨 陈彦雄 张　康
俞佳琪 马　浩 任冠宇 高　强
方　婧 韩　瑶 王　雪 焦　珂
李　娴 耿大磊 徐文静 尹　华
曹娅梁 李　君 陆品超 周学海

茅启超 程　翔
班级校友工作联络员

机械工程学院

李　恒 杨　晨 杨　阳 丁　勇
熊剑鸣 何海宾 袁　振 张　超
张　凯 赵亚明 章明水 刘　冬
王登铭 李建东 秦志浩 周梦倩

唐修胜 范亚洲 刘正浩 郑　航
杨广静 顾宇轩 刘东静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丁彦姝 李梦琪 朱　琦 王乐乐

冷俊桦 丁　浩 张　松 顾林波

徐　波 杨俊辉 张　瑞 杨阳阳

吴　旭 倪明明 任　皓 周　俊
阮　洋 孙晓强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徐佳俊 朱陈巍 吴向阳 高　航
彭亚东 林志杰 冯　驰 段　滢
王现勇 李秀振 张永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永刚 薛祝亮 李雪峰 杨　宁
黄　健 侯萌楠 李金榜 高宝瑞

王非非 王中武 聂　伟 韩振江

张建生 蔡　杰 吴　浩 王　旭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陈伟伟 顾中一 崔清华 朱旭辉

韩　健 刘训茂 高　闯 刘文庆

王宏丽 胡文宏 王　琪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谷耀光 金　玲 肖孟超 宋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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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阳昌 刘海凌 黄晓伟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李成林 赵志超 吴同亮 张星光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夏　飞 施磊磊 刘　涛 毛承旺

宋泽勇 王仁旭 郝晓宇 王鹤鸣

黄宇翔 张　鹏 杨天宇 贾亦真

张　懂 张　鹏 庞　波 高东升

轩永仓

理学院

何永行 张发祥 王　杰 林　波
蒋　政 王越波 杜　康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张经纬 钟　伟 才艺伟 张壮壮

化学化工学院

吴谢萍 谢旭兰 顾哲语 白许亮

于　萍 肖　鹏 付玉军 李怀阁

管理学院

姚相宜 田　硕 徐洪飞 师佩琳

韩　涛 王　洁 黄小莲 陈　聪
戚猛耀 何婷婷 戴　娇 瞿　莹
李　文 夏前龙 王志诚

财经学院

濮松健 蒋　潇 潘志昂 胡芬芬

刘永涛 张　祥 孙　晗 严　萍
陈杨阳 吴　含 赵　丹 朱　立
周　静 邹　钰 胡珉安 陈　亮
孙　晨 马高强 蒋少君 周菲菲

蒋梦珂 谢　羽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椿凤

文法学院

李晓旭 肖红卫 马晓彬 孙

王佳莹 董甜甜 张新娟 郭佳琦

外国语学院

余中秋 金　晶 张　蓉 赵　莉
沈　耀

艺术学院

冯于晓 张　宾 赵丹萍 刘　悦
杜思茵 张成荫 周振瑜 陈　燕
卓岩松 陈本杨 苏维友

教师教育学院

吕　顺
医学院

戴宇龙 李江枫 蒋　鹏 汪　洋
欧阳艺波 顾漱溟 陆　林
陶　金 汤　煊 朱　平 李　荣
贲　平 韦　娟 陈维芝 杨波波

唐苗苗 江　奕 周　旭 傅婉秋

严　颖 张　芬 夏　雪 董　颖
董　芳 徐　琳 王　敏 宋菁菁

周　逸 孙　杨 张　凯 张元圆

袁秋霞 李炜炜 董　燕 李文亮

张　莹 张　昊 顾悦凡

药学院

杨济骏 张东风 伍定梅 崔志华

孙　婷 段忱辰 汪　强 吴慧娟

师洪鹏 姜冬梅 王胜利

生命科学研究院

周学海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马　征
京江学院

王喜辰 薛锦程 许伟伟 管佳宁

王　伟 周良飞 张　扬 王学伟

张　龙 石　俊 王　曦 胡嘉瑜

夏燕珍 徐　姝 王　宇 周其平

吴佳遥 王天宇 马　骏 曾　杰
吕臻怡 王晶哲 杜　通 徐朵云

郁　琴 张继鹏 怀　澄 唐绪飞

王　静 闵信军 朱颖峰 周　禹
李小康 傅彬浩 张　鑫 陶　平
陈国栋 窦正伟 夏洪宇 常霈珩

刘　韬 冯送炜 邢怡杰 姜　欢
侍海娇 蒋　芮 姜丽娟 孔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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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文 顾淑梅 卢　振 府敏东

俞　露 徐　焦 李天助 马晓霞

徐　佳 黄　楠 潘梦烨 周　峰
张　琳 王宁波 沈　玉 王大伟

潘海明 张慈盘 刘　青 杨　博
唐凯辉 李　伟 蔡晨霖 张　杉

宗雅慧 朱瑛洁 杨晓希 安德财

刘　金 平婷婷 王丞慧 严素娟

严紫馨 李佳栋 恽栩艳 袁　璐
章　悦 章梦琦

（撰稿人：陆　蓉　核稿人：朱　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