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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及学校各单位（部门）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按照获奖时间排序）

获奖单位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教育信息工
作先进单位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１．２１
苏教厅办

〔２０１５〕２号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０１４年全省大中学生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

单位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０１

江苏大学团委
第十届江苏省大学生文化艺术

节优秀组织奖

第十届江苏省大学生文化节组

委会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０１

江苏大学团委

“１３５塔式”创新创业型人才培
养体系项目获２０１４年度共青
团工作创新创优成果奖二等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０１

江苏大学团委

《“江小博”系列》获２０１４年全
省大中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活动“优秀文化

产品”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０１

江苏大学团委

《“青年思想秀　青年江大说”
思辨平台》项目获２０１４年全省
大中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活动“优秀项目”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０１

江苏大学团委

《我心中的核心价值观》沙画

获２０１４年全省大中学生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

动“优秀文化产品”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０１

民盟江苏大学三支部 ２０１４年度先进集体 民盟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１

民盟江苏大学六支部 宣传信息先进集体 民盟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１

江苏大学工会
２０１４年度工会目标考核一
等奖

镇江市教育工会 ２０１５．０２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教育系统新
媒体宣传综合力十强单位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３．０６
苏教厅办

〔２０１５〕９号

江苏大学青年志愿者

协会

江苏省青年志愿服务行动组

织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志愿
者协会

２０１５．０３

江苏大学
“漂流书架”项目获江苏省优

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共青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志愿
者协会

２０１５．０３



%&'()*

（２０１６）

７０８　　

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教育宣传工
作先进单位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４．２４
苏教办

〔２０１５〕１１号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镇江市五四红旗团委 共青团镇江市委 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党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高校“党建工
作创新奖”一等奖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６．０５
苏委教组

〔２０１５〕１９号

江苏大学计算机学院党

支部

２０１４年度高校“最佳党日活
动”优胜奖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６．０５
苏委教组

〔２０１５〕１９号

江苏大学医学院第一党

支部

２０１４年度高校“最佳党日活
动”优胜奖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教育工作

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６．０５
苏委教组

〔２０１５〕１９号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大学生科技创
新成果金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０６．１８

江苏大学
第八届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

成果评选二等奖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２０１５．０６

江苏大学
公共机构节能宣传作品征集活

动优秀组织奖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国家粮食局 ２０１５．０６

江苏大学百草社
首届海峡两岸高校“儒风雅

社”社团评选活动优秀组织奖

中国高等教育协会　首届海峡
两岸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论坛组委会

２０１５．０７．０２

学生工作处 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２０１５．０７

学生工作处 镇江青年创业孵化基地
共青团镇江市委员会　镇江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２０１５．０７

江苏大学 最佳组织奖
中国戏曲表演学会高校京剧委

员会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２０１５．０７

江苏大学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总 ５７９期培训班暨
２０１５年“井冈情　中国梦”大
学生暑期实践季专项活动（第

八期）“优秀团队”荣誉称号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管理中心办公室
２０１５．０８．２５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５年“井冈情　中国梦”大
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季专项行动

优秀团队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管理中心办公室
２０１５．０８．２５

江苏大学土木工程与力

学学院团委

第十七批“江苏省五四红旗团

委创建单位”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０８

江苏大学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优秀组织奖

（奖牌）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

与科技竞赛委员会
２０１５．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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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第二届平安校园建设优秀成果

二等奖：政府学校联动协作　
共建绿色交通体系

中央综治委校园及周边治安综

合治理专项组

２０１５．０９．０７
校园安全组

〔２０１５〕１号

江苏大学
第二届“时代风华—江苏省高

校美术作品展”优秀组织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办体艺

〔２０１５〕３１号

学生工作处
２０１４年度全省学生资助工作
绩效评价优秀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财政厅
２０１５．０９

江苏大学
江苏省教育系统 ２０１５年内部
审计项目质量评审表扬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１１．０４
苏教审

〔２０１５〕３号

江苏大学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国旗班比

武评比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军区司
令部　江苏省军区政治部　江
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５〕１９号

江苏大学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军训成果

汇报大会光盘评比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军区司
令部　江苏省军区政治部　江
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５〕１９号

江苏大学 全国优秀国学教育文艺作品
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

处、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２０１５．１１

江苏大学 校级优秀组织奖

第十四届“挑战杯”航工业全

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组委会

２０１５．１１

江苏大学档案馆
《江苏大学大事记》获２０１５年
全省档案文化精品奖三等奖

江苏省档案局

２０１５．１２．０２
苏档发

〔２０１５〕４５号

江苏大学档案馆 江苏省高校档案工作先进集体 江苏省档案局、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１２．０２
苏档发

〔２０１５〕５０号

江苏大学团委
全省共青团网络文明志愿行动

示范单位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１２．０７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０１５年“抗战记忆”全省大学
生暑假实践专项活动优秀组

织奖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
文明办　江苏省教育厅　共青
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学生联
合会

２０１５．１２．１６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５年“抗战记忆”全省大学
生暑假实践专项活动优秀调查

报告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
文明办　江苏省教育厅　共青
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学生联
合会

２０１５．１２．１６



%&'()*

（２０１６）

７１０　　

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信 息 化 ｌｉｎｋ‘互 联
网＋’”实践服务团队

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十佳团队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
文明办　江苏省教育厅　共青
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学生联
合会

２０１５．１２．１６

江苏大学团委

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
文明办　江苏省教育厅　共青
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学生联
合会

２０１５．１２．１６

“粮动全球，走进食品”

小分队

“寻访江大百老党员及

老教授”实践团队

花团锦簇·爱心义卖

团队

Ｙｏｕｎｇ出风采　青春前
行实践服务团队

“信息化ｌｉｎｋ‘互联网＋’”
实践服务团队

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
文明办　江苏省教育厅　共青
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学生联
合会

２０１５．１２．１６

江苏大学

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优秀调研报告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
文明办　江苏省教育厅　共青
团江苏省委　江苏省学生联
合会

２０１５．１２．１６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

２０１４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优秀期刊”一等奖自然科学类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２０１５．１２．２６
教技发中心函

〔２０１５〕１６２号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２０１４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优秀期刊”一等奖人文社科类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２０１５．１２．２６
教技发中心函

〔２０１５〕１６２号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
２０１４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优秀期刊”二等奖医药卫生类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２０１５．１２．２６
教技发中心函

〔２０１５〕１６２号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科技期刊优秀组织单位”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２０１５．１２．２６
教技发中心函

〔２０１５〕１６２号

江苏大学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网络培训

工作优秀组织单位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工会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中华全国总工会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最佳原创微视频制作奖（２０１５
年学生喜爱的大学校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青年
报社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全国高校“网络文明，你我同

行”主题辩论赛东部片区三等

奖证书

全国高校校园网站联盟 ２０１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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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江苏大学
善行１００·温暖行动全国参与
活动公益社团第六名

中国扶贫基金会 ２０１５．１２

民革江大一支部

“适应新常态、积极献良策”调

研活动三等奖（关于进一步完

善镇江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三点建议）

民革镇江市委 ２０１５．１２

民革江大二支部

“适应新常态、积极献良策”调

研活动三等奖（关于高校医院

如何做好社区医疗服务工作的

建议

民革镇江市委 ２０１５．１２

九三学社江苏大学委

员会
思想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九三学社江苏省委 ２０１５．１２

农工党江苏大学委员会

一支部
中国农工党全国先进基层组织 中国农工党中央委员会 ２０１５．１２

幼儿园
镇江市教育现代化幼儿园

（优秀）　 镇江市教育局 ２０１５．１２

恒昌公司
“中国校园物业服务实体（企

业）百强”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江苏省第四届“阳光校园”优

秀微电影作品大赛优秀组织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０１

江苏大学

江苏省第四届“阳光校园”优

秀微电影作品大赛纪录片特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０１

江苏大学

江苏省第四届“阳光校园”优

秀微电影作品大赛纪录片优

秀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０１

江苏大学

江苏省第四届“阳光校园”优

秀微电影作品大赛剧情片特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０１

江苏大学
江苏省第四届“阳光校园”优秀

微电影作品大赛其他片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０１

农工党江苏大学委员会 ２０１５年度先进基层组织 农工党镇江市委员会 ２０１６．０１

江苏大学纪委监察处
中国监察学会机械分会先进

单位
中国监察学会机械分会 ２０１６．０３．０１

江苏大学审计处 镇江市内部审计工作先进集体 镇江市内部审计协会 ２０１６．０５．３１

江苏大学

“枫叶杯”２０１５“我与外教”全
国征文大赛暨“外教看中国”

摄影展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

会　《国际人才交流》编辑部 ２０１６．０５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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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江苏大学各单位（部门）
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１．江苏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江
大委发〔２０１５〕４６号

机械工程学院关工委

京江学院关工委

医学院关工委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关工委

化学化工学院关工委

文法学院关工委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关工委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关工委

理学院关工委

马克思主义学院关工委

关爱超市服务组

创新创业服务组

时雨社服务组

合唱团服务组

节能工作服务组

四点钟学校服务组

获奖时间：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９日

２．先进基层党组织（３７个）
（１）党委（党总支）（６个）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党委

化学化工学院党委

管理学院党委

财经学院党委

京江学院党委

图书馆党总支

（２）基层党支部（３１个）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电子系教工党支部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汽车工程研究院教工

党支部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建环教工党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新材料研究院教工党

支部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实验中心教工党支部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教

工党支部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环境科学系教工党

支部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工程系

教工党支部

理学院物理实验中心教工党支部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机关教工党支部

化学化工学院化工系教工党支部

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教工党支部

财经学院统计系教工党支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概论教研室党支部

文法学院汉语言文学教工党支部

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工党支部

艺术学院环境艺术与视觉传达系教工党

支部

教师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教工党支部

医学院教工第四党支部

药学院药剂系教工党支部

生命科学研究院教工党支部

图书馆教工第三党支部

后勤服务集团公寓管理中心党支部

附属医院门诊党支部

机电总厂第三党支部

团委党支部

人事处党支部

教务处党支部

离退休党工委在职教工党支部

离退休党工委退休第三党支部

离退休党工委梦溪校区离退休第一党支部

获奖时间：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８日

３．江苏大学学生工作先进集体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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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文法学院

财经学院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获奖时间：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日

４．江苏大学本科教学先进集体
机械设计工程系

仪器科学与工程系

交通运输系

电气工程系

电子信息工程系

食品科学与工程系

物联网工程系

大学数学教学部

大学物理教学部

土木工程系

化学系

工商管理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教研室

法学系

日语系

英语系

工业设计系

教育技术学系

检验系

药剂学系

获奖时间：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２日

（撰稿人：沈　芳）

>(ÈÉ�Ç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省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
（按照获奖时间排序）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医学院 徐希明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高校优秀科技创新
团队（财政经费支持）：干细胞组织

工程与肿瘤医学转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６．３０ 苏教科

〔２０１５〕４号

食品学院 马海乐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高校优秀科技创新
团队（自筹经费）：食品物理加工技

术及装备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６．３０ 苏教科

〔２０１５〕４号

江苏大学

陈　欣
李崇月

万由令

江苏省２０１５年度研究生培养模式
改革成果一等奖：高等教育国际化

背景下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的创新

实践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２号

江苏大学

任乃飞

任旭东

周建忠

刘会霞

江苏省２０１５年度研究生培养模式
改革成果二等奖：构建“大工程”实

践载体　深化“校地企”培养机制
培养复合型研究生创新人才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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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许文荣

钱　晖
许化溪

邵世和

邵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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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２号

江苏大学

李　丽
董德福

金丽馥

李明宇

马耀鹏

韦　岚

江苏省２０１５年度研究生培养模式
改革成果三等奖：研究生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苏教研

〔２０１５〕２号

江苏大学 毛启容

２０１５年江苏高校省级外国留学生
英文授课精品课程：Ｃ＋＋程序设
计（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ｉｎＣ＋＋）

江苏省教育厅

办公室
２０１５．０９．２１ 苏教办外

〔２０１５〕１８号

化学化工学院 陈秋云

２０１５年江苏高校省级外国留学生
英文授课精品课程：有机化学（Ｏｒ
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江苏省教育厅

办公室
２０１５．０９．２１ 苏教办外

〔２０１５〕１８号

医学院 封　云
２０１５年江苏高校省级外国留学生
英文授课精品课程：药理学（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江苏省教育厅

办公室
２０１５．０９．２１ 苏教办外

〔２０１５〕１８号

江苏大学 吴梦云

２０１５年江苏高校省级外国留学生
英文授课精品课程：会计学（Ａｃ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江苏省教育厅

办公室
２０１５．０９．２１ 苏教办外

〔２０１５〕１８号

教师教育学院 李文宏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一等奖：创新扩散理论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医学院 孙梓暄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一等奖：基因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土力学院 王自平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一等奖：压杆稳定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机械学院 徐　琳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一等奖：电涡流传感器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艺术学院 杨东润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一等奖：动画泥塑中的翻模

制作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材料学院 袁志钟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一等奖：材料科学与工程四

面体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化学化工学院 张　敏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一等奖：亲核取代反应机理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食品学院 崔海英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二等奖：舌尖上的安全———肉

毒梭菌食物中毒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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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理学院 冯　伟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二等奖：多普勒效应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艺术学院 李明珠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二等奖：马克笔表现技法：常

见材质表现———木材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电气学院 李长杰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二等奖：最大功率传输定理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财经学院 吕　白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二等奖：完整商务谈判进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化学化工学院 吴静波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二等奖：溶液的蒸气压下降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医学院 许　潇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二等奖：吗啡的作用机制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理学院 杨宏林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二等奖：桌子摆放———数学

模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外国语学院 杨　静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二等奖：ＴｒｅｎｎｂａｒｅＶｅｒｂｅｎ可
分动词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文法学院 周德军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二等奖：刑事证据种类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机械学院 邹　荣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二等奖：傅里叶变换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汽车学院 车华军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三等奖：单轴抱死制动对车辆

方向稳定性的影响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体育部 冯　聪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三等奖：足球———头顶球技术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土力学院 韩　豫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三等奖：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概述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计算机学院 李　莉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三等奖：选择法排序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能动学院 刘海龙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三等奖：流体机械内部空化

（双语）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化学化工学院 薛兆历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三等奖：共价键的断裂方式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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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财经学院 杨顺华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三等奖：商业企业购销业务及

毛利核算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外国语学院 姚　蔚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三等奖：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商务写作中
的体谅原则）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理学院 赵丽艳

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
科组三等奖：电子电荷的测定———

密立根油滴实验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０９ 苏教高函

〔２０１５〕１５号

马克思

主义学院
吕国忱

江苏省第十二次高等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马克思主义视

阈下的问题研究（专著）

江苏省高等

教育学会
２０１５．１１．１３ 苏高教会

〔２０１５〕１４号

教师教育学院 张忠华

江苏省第十二次高等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高等教育专题

新论（专著）

江苏省高等

教育学会
２０１５．１１．１３ 苏高教会

〔２０１５〕１４号

管理学院 罗建强

江苏省第十二次高等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基于问题启发

式的服务运作管理教学研究

江苏省高等

教育学会
２０１５．１１．１３ 苏高教会

〔２０１５〕１４号

保卫部 张文忠

江苏省第十二次高等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三等奖：高校安全管理

的理论与实践

江苏省高等

教育学会
２０１５．１１．１３ 苏高教会

〔２０１５〕１４号

教师教育学院 吕寿伟

江苏省第十二次高等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论教育博士的

实践逻辑

江苏省高等

教育学会
２０１５．１１．１３ 苏高教会

〔２０１５〕１４号

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
吴　婷 江苏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精彩

一课”专题３：学会快乐学习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

办公厅
２０１５．１２．２５ 苏教办学函

〔２０１５〕１６号

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
陆　菁 江苏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精彩一

课”专题１０：感受生命活力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

办公厅
２０１５．１２．２５ 苏教办学函

〔２０１５〕１６号

（撰稿人：沈　芳）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校级教学
成果奖获奖情况

江苏大学第二届双语及全英语教学竞赛获

奖名单

一等奖：

顾水彬　马　洁

二等奖：

张　迪　孟慧欣　刘　慧　郑文怡
俞笑竹　曲亚萍
三等奖：

施　良　贺　丹　林　丽　蒋　萍
陶　燕　张　弘　柴　楠　殷　杰
葛道晗　王宝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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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获奖等级

１ 金属材料工程全素质链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
程晓农　刘　强　邵红红

袁志钟　刘满平 特等奖

２ 依托学科优势，以环保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环境类人才培养

的创新与实践

吴向阳　刘　宏　解清杰
赵如金　依成武　储金宇
许小红　李　潜　杜道林

黄　萍　张　波

特等奖

３ 流体工程研究生“３３３”创新教育体系的创建与实践 袁寿其　施卫东　杨敏官
李　伟　张金凤 特等奖

４ 构建“四全”引导体系，服务学生个性化成长

李洪波　杨志春　吴立平
杨道建　沈　晨　林新荣

谭　成
特等奖

５ 基于ＯＢＥ的电气信息类工程教育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构
建与实践

刘国海　黄永红　朱誯秋
高国琴　赵德安　赵文祥
李长杰　秦　云　朱孝勇

廖志凌

特等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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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玉涛　陈　刚　刘　军
邵红红　贾志宏 一等奖

７ 模拟实验与网络互动教学在工商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的

应用与创新

张怀胜　文学舟　李毅心
赵观兵

一等奖

８ 政产学研模式下的大工程类人才协同培养体系建设与实践
任乃飞　王　匀　薛宏丽

王宏宇
一等奖

９ 基于Ａｎｄｒｏｉｄ／树莓派／Ａｒｄｕｉｎｏ／机器人的创客技能教育模式 朱　轶　朱　娜　宋雪桦
单田华　曹清华 一等奖

１０ 校企协同培育流体机械卓越人才的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
康　灿　施　亮　陈汇龙

高　波　刘　栋 一等奖

１１ 车辆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开发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建设

陈　龙　刘志强　潘公宇
江浩斌　杨晓峰　耿国庆
朱茂桃　曾发林　罗　石
张厚忠　聂欢欢　盘朝奉

一等奖

１２ 跨课程学术英语能力本硕一条龙培养：理论与实践

钟兰凤　蔡朝辉　钟家宝
仲跻红　丁　建　李　霞

李　瑞
一等奖

１３ 创建多模态汉语教学环境，构建汉语国际推广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

吴晓峰　高　静　江永华
唐　敏　徐　丹 一等奖

１４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及教学改革的举措与成效

邵世和　许文荣　邵启祥
钱　晖　胡嘉波　孙晓春

夏　圣　严永敏
一等奖

１５ 用户体验视角下的产品创新设计与实践
黄黎清　孙宁娜　沙春发

李明珠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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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８　　

续表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获奖等级

１６ 《控制类计算机系列教材》（教材）

赵德安　张荣标　傅海军
刘国海　黄永红　高国琴

赵不贿

二等奖

１７ 基于“两化融合”的现代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刘秋生　杜建国　张海斌 二等奖

１８ ＭＩＳ关联教学方法与教学平台构建研究 申　彦　樊茗癑 二等奖

１９ 《基础化学》（教材） 谢吉民　朱卫华 二等奖

２０ “模块化”和“单元化”优化“分析化学”课程体系的教学与

实践

邱凤仙　王　坤　范伟强
霍鹏伟

二等奖

２１ 国际化背景下机械卓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陈　炜　黄　娟　王宏宇
陆献众　唐文波　谢　俊
杨超君　樊曙天　毛卫平

二等奖

２２ 仪器类专业８４２Ｔ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张西良　徐　琳　李伯全
鲍丙豪　邹　荣 二等奖

２３ 高校混合式学习的研究与实践 马汉达　张建明　陶明华 二等奖

２４ 专业基础课的工程化实践教学的探索
肖铁军　马学文　赵　蕙
丁　伟　马汉达　杨旭东 二等奖

２５ “学为中心”的多主体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符永宏　汪云香　胥桂宏
朱玉琴　朱春英　张吉勇 二等奖

２６ 基于物理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本科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

养与提升

许伯强　孙宏祥　王正岭
曹国荣　冯　伟 二等奖

２７ 基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研究
章维慧　阎　静　殷学东

颜剑英　陈永梅 二等奖

２８ 面向创新型工程人才需求，构建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人才

培养新模式

王　谦　康　灿　陈汇龙
何秀华　何志霞 二等奖

２９ 卓越人才素质培养与品德教育互动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李宏刚　石　祥　康　灿

许孝芳　张　莹 二等奖

３０ 交通运输专业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潘公宇　李　东　葛慧敏

陆　颖　何美玲 二等奖

３１ 食品专业学生工程能力多维度逆追溯培养模式研究

马海乐　姜　松　张伟杰
刘伟民　赵杰文　王振斌

陈　斌
二等奖

３２ 信息素质教育考培系统建设研究
卢章平　袁　润　张晓阳

汪满容　刘　竟 二等奖

３３ 高校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研究
王　莹　周　荣　周德军

曹雅洁　姚伟杰 二等奖

３４ 成人高等教育中的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 王春林　周德军　王盛峰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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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完成人 获奖等级

３５ 文化素质课程群与高等语文能力培养 周　衡　蒋传红　周　渡 二等奖

３６ ＣＤＩＯ教育理念在制药工程专业中的应用和实践 刘瑞江　张业旺　李红霞
杨永青　冯春来 二等奖

３７ 解剖课中实施临床技能和创新训练的实践
徐　金　马　瑞　欧阳琦

狄荣科　姜　平 二等奖

３８ 《艺术效应与视觉心理———艺术视觉心理学》（教材） 王令中 二等奖

３９ 数字媒体与动画专业翻转课堂教育实践研究 杨东润　孟　翔　肖　晨 二等奖

４０ 汽车造型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沙　强　黄黎清　董佳丽

李明珠　王丽文 二等奖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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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杂志获奖情况
（按照获奖时间排序）

获奖作品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高校教育管理》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

期刊（２０１４版）
人大人文社科学术成果评

价研究中心　书报资料中心 ２０１５．０３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实用心电学杂志》

２０１５年中国高校技术类优秀
期刊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２０１５．１１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实用心电学杂志》

第三届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网

站奖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科
技期刊”优秀组织单位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２０１５．１２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
秀期刊”一等奖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２０１５．１２

《实用心电学杂志》

《高校教育管理》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

２０１４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
秀期刊”二等奖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２０１５．１２

江苏大学杂志社 ２０１５学会工作先进集体 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 ２０１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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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出版图书获奖情况

获奖单位 获奖图书名 所获奖项 获奖时间

出版社 《太阳雨》《世界科技发展史话》
入选教育部《２０１５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
（室）推荐书目》

２０１５

出版社
《泵空化基础》《江苏建设创新型省份：

战略、模式与路径研究》

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学术

著作二等奖
２０１５

出版社 《机插水稻稀植栽培新技术》 “２０１４·苏版好书”科技类 ２０１５

出版社
《信用管理学》《电工学：Ｉ》《电工学：
Ⅱ》《土木工程导论》

入选２０１５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
项建设（修订教材）名单

２０１５

出版社
《沪宁铁路与江苏社会》《中国德化：陶

瓷文化与作品赏析》

第五届“南京图书馆陶风奖”综合类图

书提名奖
２０１５

出版社
《江河交汇：镇江物质文化遗产文物保

护单位图录》
第五届中华印制大奖优秀奖 ２０１５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档案馆编研成果获奖情况

获奖作品 获奖名称 授奖单位 获奖时间

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１） 江苏省档案局“江苏省档案文化建设精品”

二等奖
江苏省档案局 ２０１３

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２） 江苏省档案局“江苏省档案文化建设精品”

二等奖
江苏省档案局 ２０１３

江苏大学大事记汇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江苏省档案局“江苏省档案文化建设精品”

三等奖
江苏省档案局 ２０１５

江苏大学第三次党代会汇编
江苏省档案局“江苏省档案文化建设精品”

优秀奖
江苏省档案局 ２０１５

（撰稿人：沈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