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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１月４日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
半小时》栏目以“理工男巧解创业难题”为

题，播出了学校创业大学生马正军、何勇的

创业事迹。片中详细介绍了学校大学生典

型在创业实践中不畏挫折磨练意志，坚守创

业信念，勇敢地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

路。《中国青年报》《中国科学报》《扬子晚

报》《现代快报》等省市级媒体都对他们的

创业事迹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１月５日　江苏省教育厅发文公布全省
首届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名单，由学校

党委宣传部牵头申报的“十载传承磨铸育人

精品　关爱文化提升大学精神———江苏大学
坚持开展‘给我一个家’活动”荣获二等奖。

１月５日　全国高等学校环保设备工
程专业建设小组成立大会暨人才培养研讨

会在学校召开。来自１２所高校的４０余位
代表参加了会议。该小组是教育部环境类

专业教指委下设的一个机构，负责制定我国

环保设备工程专业的战略发展规划、教学质

量国家标准、教学规范等，并开展相应教学

研究工作。学校被选聘为副组长单位，吴向

阳院长担任副组长。

１月６日　《学校要闻》报道：学校首
届青年高层次人才学术论坛在校举行，袁寿

其校长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次论坛由人事

处人才工程办公室主办，科学技术处、研究

生院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协办。学校各类

国家级人才、江苏省双创人才、江苏特聘教

授、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培养资助对象、

江苏省“青蓝工程”培养对象、博士计划等

省部级人才，以及相关学科青年教师和广大

研究生参加了论坛。

１月６日　《学校要闻》报道：第２３次
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于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２８日—２９日在北京召开。学校《法治
引领　制度保障　切实贯彻落实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入选全国高校第２３次党
建会议，江苏全省仅２所省属高校入选，这
也是学校第３次入选全国高校党建会会议
交流材料。

１月 ８日　“江苏大学武进临床医学
院”揭牌签约仪式在附属武进医院举行。校

党委书记范明与武进区副区长陆雅芬共同

为“江苏大学武进临床医学院”揭牌。

１月１３日　《学校要闻》报道：学校外
国语学院文化话语研究中心主任吴鹏博士

正式入选国际期刊《语境中的论辩》新一届

编委。目前该期刊的１８位编委均为国际论
辩研究和话语研究学界具有一定国际影响

力的知名专家和学者，亚洲仅有２位编委。
１月１５—１６日　江苏省外国留学生教

育管理研究会２０１４年年会暨研究会换届大
会在苏州召开。学校再次被表彰为“江苏省

来华留学生教育先进集体”。学校提交的１
篇论文获评“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外国
留学生教育管理论文优秀奖”，１人获“２０１４
年度江苏平安外国留学生医疗保险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

１月１６日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史墨客
先生一行来校访问，校长袁寿其亲切会见了

来宾。史墨客先生于２０１４年９月就任美国
驻上海总领事，此行是他首次外出考察。会

谈期间，史墨客先生重点了解了学校与美国

高校的合作情况，特别是美国学生到学校及

学校学生赴美交流学习的情况。双方就两

国学生交流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

了探讨。

１月１７日　寒假开始。
１月１８日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发布

了《关于公布２０１３年度“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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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期刊”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科技期刊

优秀组织单位”评选结果的通知》（教技发

中心函〔２０１４〕１３９号），学校荣获“中国科技
论文在线优秀期刊优秀组织单位”。学校主

办的学术期刊《排灌机械工程学报》《江苏

实用心电学杂志》分别荣获工程技术类、医

药卫生类一等奖，《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分别

荣获自然科学类、人文社科类二等奖。

１月２０日　《光明日报》一版以“握一
手好牌，更打一手巧牌”为题，大篇幅报道了

江苏大学的人才强校战略。文章详细介绍

了学校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举

措和积极成效，介绍了学校在发展过程中最

大限度发挥人才能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

其用，探索出了一条盘活人才资源的新

路子。

１月２８日　教育部新闻办、新闻中心
召开２０１５年全国教育系统新媒体工作推进
会。江苏大学因新媒体建设成效显著，作为

首批省属高校代表，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教

育系统官方微博微信联盟成员单位，并作为

江苏省属高校唯一代表获邀参会。这标志

着学校新媒体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

二月

２月４日　据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
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组长武书连主持的

《２０１５中国大学评价》，在大学综合实力百
强榜中，学校排名第５５位，比２０１４年的第
６３名又上升 ８名，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据统计，此次进榜的江苏高校共有１５所，学
校在全省高校中排名第９位。
２月１０日　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

省委教育工委在南京召开第二十三次全省

高校党建工作会议，学校党委书记范明出席

会议并代表学校作题为“法治引领制度保障

切实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

典型发言。范明书记从强化法治引领构建

运行保障机制，加强班子建设提升贯彻执行

能力，党政团结一心促进学校事业发展三个

方面汇报了学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坚

持和完善普通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的实施意见的成功经验。

２月２８日　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

三月

３月１日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中国江
苏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答辩会在校举行。答

辩人阳君是学校与外国高校联合培养的第

一位双博士学位研究生。阳君同学获得意

大利、中国两国博士学位，这对学校研究生

国际合作培养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３月２日　共青团江苏省委下发《关于
表彰２０１４年度全省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工作者的通知》，对在２０１４年度全省共
青团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

报表彰，学校团委和京江学院团委双双荣获

２０１４年度全省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
３月２日　由学校生命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陈克平、姚勤及中国著名蚕学专家黄君

霆合作撰写的８８万字学术专著《模式生物
家蚕》面世。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亲自为

该书写序言。该书是我国首部以家蚕作为

模式生物来阐述其生理、病理、遗传理论，以

及在生命科学中应用的最新研究成果专著。

专著的出版受到了广泛关注，《中国科学

报》、中国日报网、光明网、《江苏科技报》、

中国江苏网等媒体均做了相关报道。

３月３日　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博“微
言教育”策划了“寒假图说价值观”活动，发

动全国大中小学生用艺术地形式阐释、展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教育部新闻办公

室遴选，学校报送的作品获专题发布。作品

一经推出，就受到“微言教育”“江苏教育发

布”的关注，引来网友点赞与转发，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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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３月 ４日　团中央学校部下发《关于
２０１４年学校共青团重点工作创新试点优秀
项目名单的通报》，学校申报的“三纵四横

五协同”团建项目化体系获评优秀项目。此

次评选，全团共择优遴选出 １００个优秀项
目，其中江苏仅江苏大学和南京大学２所高
校入围。

３月 １０—１１日　由江苏省教育厅主
办、学校承办的２０１５年全省教育系统新媒
体建设培训会在镇江召开。江苏大学副校

长缪子梅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表扬了

２０１４年度全省教育系统新媒体建设优秀单
位，学校被评为“２０１４年度全省教育系统新
媒体宣传综合力十强”。

３月１３日　学校化学化工学院、绿色
化学与化工技术研究院施伟东教授与德国

伊尔梅瑙工业大学 ＹｏｎｇＬｅｉ教授作为双方
负责人共同申请的中德合作研究项目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ｌｙＯｒｄｅｒｅｄ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ｓｆｏｒＰｈｏ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Ｖｉ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Ｉｎ
ｆｒａｒｅｄＬｉｇｈｔ”（三维有序异质纳米电极的构
筑及其可见与红外光响应分解水性能研究，

项目号：ＧＺ１０９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中德科学中心资助。中德科学中心将提

供１３０万人民币作为双方科研经费。
３月１３日　据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发

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４年江苏大学发明
专利授权量居全国高校第１２位，较２０１３年
上升了１５位。至２０１４年年底，江苏大学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居全国高校第２２位，较
２０１３年上升了 １１位。上述两项指标在江
苏省高校中均位列第２位。

发明专利授权量和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是体现高校综合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２０１１年以来，江苏大学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及全国高校排名逐年前移：２０１１年列全

国第４０位（４６９件），２０１２年列第３５位（８０１
件），２０１３年列第３３位（１０２８件），２０１４年
列第２２位（１３３２件），呈现稳步攀升势头。
发明专利授权量在２０１２年列全国高校第１６
位后，２０１４年再创新高。
３月１５日　江苏大学—ＫＹＢ樱花友谊

园捐赠仪式暨植树活动在学校举行。ＫＹＢ
公司中国区总部董事长郭卯应、镇江市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郭桂凤、江苏大学校长

袁寿其及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许化溪等参

加了捐赠仪式并植树。樱花树木全部由

ＫＹＢ公司捐助。该活动由张济建副校长
主持。

３月１９—２０日　由教育部思政司主办
的２０１５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讨培
训班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举行。９６所直属
高校、部分其他部委属和省属高校的１４０余
位学工部部长、研工部部长参加了培训。学

校李洪波副校长作为唯一省属高校代表应

邀作大会交流发言。

３月２０日　学校召开２０１５年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会议。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许

化溪作工作报告，总结回顾２０１４年学校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并对２０１５年党风廉政工
作进行全面部署。校党委书记范明就深入

推进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强调了五点

要求。

３月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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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教务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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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省内高校的１００余支队伍、４００余人
参赛，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

３月２１日　“沿江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区域联盟招聘会暨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届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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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综合性供需洽谈会（第三场）”在学校体

育馆举办。此次招聘活动共吸引参会单位

３８０余家，提供有效就业岗位８０００余个，为
２０１５届毕业生校内求职择业搭建了优质平
台。副校长李洪波、学工处处长杨志春走访

会场，亲切看望学校求职应聘毕业生，并与

地区专场、用人单位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

详细了解了企业人才需求及学校毕业生校

友发展情况。

３月２３日　学校主办的《江苏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和《高校教育管理》入选

２０１４版人大复印资料重要转载来源刊。江
苏省共有４０种期刊入选。
３月２３日　学校召开校领导班子民主

生活会，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胡金波、省委组

织部干部五处副处长陈玉明出席会议。

３月 ２４日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潘
漫、省教育厅安全保卫与维护稳定处处长王

伟来校调研后勤保卫工作，校党委范明书

记、张济建副校长、李洪波副校长及相关单

位负责人出席了汇报会。

３月２６日　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
室张松平副主任一行莅临学校，对学校开展

因公出国（境）专项工作检查。

３月２７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
布了２０１４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人
员名单，学校乔冠军教授成功入选，并同时

被授予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

誉称号。

３月 ２７日　江苏省高校后勤协会镇
江、扬州、泰州片区工作会议在校举行。会

议由副校长张济建主持。与会代表围绕落

实五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食

堂工作意见》、公寓安全管理措施、节能减排

工作、后勤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３月２７—２８日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工
学院院长 ＦａｒｓｈａｄＦｏｔｏｕｈｉ教授、副院长
ＳｉｍｏｎＮｇ教授和电气与计算机系终身副教

授ＣａｉｓｈｅｎｇＷＡＮＧ一行访问学校，校长袁寿
其、副校长陈龙会见了来宾。双方就联合培

养研究生、共建国际联合实验室及开展两校

间多层次合作进行会谈，达成了广泛共识。

陈龙副校长与 ＦａｒｓｈａｄＦｏｔｏｕｈｉ院长代表双
方学校签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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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３０日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高校中外合
作办学评估自评阶段实地调研会在学校召

开。省教育厅调研专家组一行４人及来自
全省９所高校的２３位代表与学校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评估组成员进行了座谈交流。会

上，学校理学院卢殿臣院长首先向与会人员

介绍了学校参评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与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合作举办的数学与应用

数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的校内自评情况。

四月

４月２日　团中央再次传来喜讯，学校
团委２０１４年深入推进的“三纵四横五协同”
团建项目化体系，继被团中央评为全国１００
项优秀项目之后，再次入选《２０１４年学校共
青团重点工作创新试点部分优秀项目成果

汇编》。

４月３日　美国国家专利商标局网站
公开了一批授权专利，学校徐希明教授课题

组申请的专利“难溶药物水飞蓟素高效长效

制剂及其制法（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ｌｙｍａｒｉｎ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ｒｅｏｆ）”在列，专利号：
８，９６２，０１７。据悉，该课题组申请的另一项
美国发明专利也已获授权。

４月８日　来自《中国教育报》《科技日
报》《新华日报》等国家、省和市１０余家新
闻媒体的记者，一同见证了学校学子《奇思

妙想选编》的发布，聚焦江苏大学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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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该书是校团委和关工委将面向

全校４万余名大学生征集的“奇思妙想”汇
编成册，旨在鼓励大学生充分享受创新的

乐趣。

４月 ９日　“江苏大学宜兴临床医学
院”揭牌签约仪式在宜兴市举行。学校党委

书记范明与宜兴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立军共

同为“江苏大学宜兴临床医学院”揭牌。

４月１０日　人社部公布了２０１４年度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学校电气

学院刘国海教授、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李耀明

教授入选。

４月１１日　江苏大学第五次学生代表
大会、第四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在校召开。校

党委常委、副校长李洪波，江苏省学联驻会

执行主席张博同学及校团委书记杨道建出

席了开幕式。南京大学等１４所兄弟院校学
生组织主席团应邀出席，大会收到１９所高
校的贺信。大会还分别听取和审议了江苏

大学学生会第四届委员会和江苏大学研究

生会第三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

了《江苏大学学生会章程（修订）》报告和

《江苏大学研究生会章程（修订）》报告，选

举产生了校学生会第五届委员会和校研究

生会第四届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学

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

４月 １６日　经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简称
ＣＳＣＤ）的定量遴选、专家定性评估，《江苏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排灌机械工程学

报》入选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来源期刊。

４月１６日　镇江市委书记夏锦文一行
来校视察调研，先后视察了学校校园、国家

水泵工程中心、汽车工程研究院，听取了学

校事业发展情况汇报。汇报会由校党委书

记范明主持。

４月１７日　２０１５年度国家外国专家局

文教类“高端外国专家项目”审批结果公

布，学校申报的 ４个外国专家项目全部入
选。此次获批的４个项目涉及的领域涵盖
流体机械工程、食品与生物工程、化学化工

和生命科学等领域。

４月１８日　由江苏大学、镇江市委党
校、市社科联主办，市科技局协办的首届“金

山论坛”在校举行。镇江市委书记夏锦文到

会并发表讲话，市长朱晓明致开幕辞。校长

袁寿其、校党委书记范明及镇江辖市区、市

部委办局、驻镇高校的主要领导，以及企业

和高层次人才代表、课题组专家代表等１５０
余人参加论坛。

４月１８日　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李骥
在团省委学校部部长陈文娟的陪同下到校

对江苏大学共青团工作进行调研指导，并做

了“团学干部的成长漫谈”的专题报告。

４月 １８—１９日　由《中国教育报》主
办、学校承办的中国高校新闻宣传工作研讨

会在镇江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等８４所高校１２０余名宣传部长代
表就高校新闻宣传的坚守和突破展开了热

烈的研讨交流。学校党委书记范明、副校长

缪子梅及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金丽馥等出

席了开幕式。

４月２１日　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指导、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和中国教

育报主办的第七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

物”评选活动落下帷幕。学校辅导员刘洁老

师获评第七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提名奖，这是学校辅导员第二次获此殊荣。

４月２１日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双元
制大学（ＤＨＢＷ）校长盖尔斯多夫教授一行
访问学校，就交流合作事宜进行了会谈。校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许化溪出席会议。双

方均希望未来加强学生互换、教师互访，实

现优势互补，并就开展合作的可能方式交换

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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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２２日　江苏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与句容市合作对接会在句容举行。句容

市委书记尹卫东、副市长王琴，学校校长袁

寿其、副校长程晓农出席会议。会上，双方

就合作的前景、合作的可能性、合作的内容、

合作的方式三个方面分析了新农院如何与

句容开展合作，并且列出时间表，表示将合

作事宜落到实处。

４月２２—３０日　校党委书记范明应邀
率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处负责

人一行４人，赴加拿大和古巴在加拿大罗利
尔大学（ＷｉｌｆｒｉｄＬａｕｒｉ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古巴高
等教 育 部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ｉｇ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ｂａ）、哈瓦那大学（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
ｖａｎａ）进行了广泛而友好的交流，探讨了高
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体制和模式，探讨了可

能合作的领域与模式，成功签署了与哈瓦那

大学的合作备忘录。范明书记一行在古巴

访问期间，还拜访了我国政府驻古巴大使张

拓先生，看望了在大使馆工作的鞠时光教授

夫妇。

４月２３日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主
任葛高林和副秘书长李坤一行，到学校调研

和指导学校二级学院的关工委常态化建设

工作。校党委书记范明、副校长李洪波会见

了葛高林主任一行。校关工委主任金树德

汇报了２０１５年以来的主要工作。
４月２４—２５日　由全国教育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学校承办的全

国新增教育硕士院校工作研讨会在学校召

开。来自南京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等５０余所高校的代表参会，围
绕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进行交流研

讨。开幕式由学校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全

力主持。

４月２６日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研究
员、中国工程院赵振业院士报告会在学校研

究生报告厅举行。副校长程晓农、中国热处

理学会秘书长邵周俊，以及材料学院、机械

学院部分师生代表参加了报告会。

４月２６日　中国专利保护协会、中国
知识产权报社和知识产权出版社共同主办

的２０１４年度知识产权（专利）领域有影响人
物评议活动结果揭晓。学校江苏省知识产

权研究中心主任唐恒教授获评２０１４年度知
识产权领域有影响人物。

五月

５月１—２日　学校与韩国忠南国立大
学、首尔国立大学、中国东北财经大学、韩国

贸易研究学会在韩国共同主办第四届中韩

国际研讨会。研讨会上，学校管理学院院长

杜建国教授做了题为“中韩文化与经济交

流”的演讲，江心英教授与龙兴乐副教授分

别围绕“在华跨国公司的环境行为”“我国

水泥业生态效率的收敛分析”做了分论坛主

题报告。中韩双方讨论了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与韩国国家研究基金委的国际合

作交流课题，韩国国家研究基金委中国印度

与韩国国际合作课题。期间，杜建国教授专

门看望了学校两名交换学生，表达了母校的

关爱。期间，杜建国教授一行访问了韩国高

丽大学、庆熙大学，就“森林碳汇，碳减排”

等议题与对方展开交流。

５月３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中国大学生
排球联赛总决赛在海南省文昌市落下帷幕，

学校男子排球队获得亚军。

５月４日　团中央、团省委先后表彰了
２０１４年度在各领域涌现出的杰出青年先进
集体和个人，学校予爱协会团支部荣获

２０１４年度“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称
号，全省仅有２个高校团支部获此殊荣。校
团委叶涛、附属医院团委陆荣获２０１４年
度“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称号，管

理学院陈雨峰、能动学院毛莎莎同学荣获

２０１４年度“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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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

５月４日　古巴高等教育部国际司司
长 Ｍａｒｉａ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ＶｉｌｌａｖｉｃｅｎｃｉｏＰｌａｓｅｎｃｉａ女
士、国际司亚洲事务专员 ＹｉｓｅｌｌＭａｓｆｏｒｒｏｌ女
士访问学校，校党委书记范明亲切会见了来

宾。江苏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

长俞晓南参加会谈。Ｖｉｌｌａｖｉｃｅｎｃｉｏ女士表示
她是第一次访问中国，此行除了访问教育

部，还访问了北京、上海的高校，江苏大学是

她访问的江苏唯一一所高校。她对学校的

快速发展和国际化事业表示敬佩和祝贺，希

望今后加强与学校的交流与合作。

５月４日　由江苏大学承办、江苏省热
处理学会协办的全国热处理学会九届三次

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学校召开。

５月８日　陈龙副校长带队出席在台
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举办的“２０１５两岸创
新创业大学高峰论坛”。本次论坛由台湾高

雄第一科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云林科技

大学，联合中国大陆华中科技大学、南京理

工大学、湖南大学、江苏大学、北京科技大

学、深圳大学９所高校共同发起。本次论坛
分两个主议题，一是缔结两岸创新创业大学

联盟合作备忘录，二是两岸高校之间就各自

在创新创业方面的经验与成就的校际交流、

资源共享等进行探讨。

５月９日上午　由江苏大学电气７７级
校友捐建的“励志亭”落成。“励志亭”的捐

建重在感念师恩、激励学弟，期许代代莘莘

学子弘扬励志精神。

５月 １１日　学校被评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江苏省实验动物科技工作先进集体”，

程晓农副校长代表学校领取了奖状。

５月１２日　学校党委举行校院两级党
委中心组专题报告会，集体学习“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省委“‘四个全面’宣讲基层

行”活动宣讲专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

党建办主任盛克勤同志应邀做题为“彰显中

共核心优势　实现中华圆梦伟业”辅导
报告。

５月１５日　２０１５年食品物理加工技术
创新座谈交流会在学校召开。科技部中国

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

会、中国农业科技导报有关领导，来自国内

外食品物理加工技术与装备领域的１０余位
专家，以及学校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部分教

师出席座谈会。

５月１８日　全国人大代表袁寿其两会
观点再获关注。江苏省政协办公厅主管、江

苏省政协学习委员会主办的《学习资料》

２０１５年第４期刊载了全国人大代表、学校
校长袁寿其同志的两会观点，并作为 ２０１５
年全国两会的 １００个精彩观点予以推荐。
这篇题为“品读 ２０１５全国两会代表委员
１００个精彩观点”的文章，从“经济发展”“反
腐败”“政府改革”“立法、司法”等１０多个
视角，梳理总结出代表委员的１００个精彩观
点。其中，袁寿其代表关于“学科授予权可

适当下放”的建议，同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

学李稻葵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原校

长周其凤等人的观点一同入选“住房、教育、

医疗”领域精彩观点，引人瞩目。袁寿其代

表认为，在开展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动态调

整，以及新一轮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增列工作

时，对进入ＥＳＩ前１％的主要贡献学科，且目
前已经具有一级学科硕士点的非一级学科

博士点，给予单列一级学科博士点指标。这

类指标可由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地方高校

申报评审，以进一步扩大省级政府的统筹

权。此前，在今年三月全国“两会”期间，

《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主

流媒体广泛报道了学校校长、全国人大代表

袁寿其同志的系列观点，引起热议。

５月１８日　２０１４年度镇江市自主创新
重大成果奖和杰出人才奖评选结果揭晓，学

校附属医院焦志军教授荣获杰出人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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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奖项为镇江市科技最高奖项。

５月１８日　江苏大学与美国韦恩州立
大学共同举办的“中美新能源汽车与智能交

通”国际学术论坛暨“中美新能源汽车与智

能交通系统国际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在学

校举行。韦恩州立大学工学院院长 Ｆａｒｓｈａｄ
Ｆｏｔｏｕｈｉ教授出席活动，并在致辞中希望“国
际联合实验室”实现互惠双赢、共同发展。

学校副校长陈龙教授致欢迎词，并与

ＦａｒｓｈａｄＦｏｔｏｕｈｉ院长一起共同为实验室
揭牌。

５月１９日　《学校要闻》报道，镇江市
市直机构第七片组纪检监察工作例会在学

校召开。１４个单位纪检监察负责同志 ３０
余人出席了会议。

５月２１日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考核验收结果。

依托学校建设的“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战略

中心”基地顺利通过考核验收，被评为优秀

等级。

５月２２—２４日　由教育部高教司主办
的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

赛决赛在合肥举行，竞赛主题是“无碳小车

越障竞赛”。全国１０９所高校的１５１支队伍
参加了此次比赛，学校代表队获得 ２项三
等奖。

５月２５日　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
室协同省教育厅、省公安厅在学校举行开展

全省高校涉外交往和管理情况专题调研座

谈会。选取了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

苏大学、苏州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作为集合

点，扬州大学、常州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江

苏大学四所学校相关负责人受邀参会。

５月２８日　由江苏省教育厅、公安厅
联合组织的校园安全大检查交叉检查组莅

临学校，开展安全大检查。“检查组”听取

校园安全稳定工作，以及平安校园建设情况

汇报，分组进行台账资料查阅与实地安全检

查，走访了学校视频监控中心、留学生公寓、

部分实验室、食堂、图书馆等部位与场所，察

看了学校消防、交通、治安防范、食品、危化

品等各方面管理情况。

５月２８日　学校第四次被评为“２０１４
年度江苏省高校节能工作先进院校”。近年

来，学校以《江苏省高等学校节约能源资源

工作考核评价办法》为指引，积极开展校园

节能工作，在组织机构建设、规划计划制订、

节能管理制度建设、节能技术产品和新能源

应用、校园节能文化建设等方面采取措施，

取得了明显成效。

５月２９日　学校与北汽集团、镇江市
丹徒区人民政府正式签订校政企三方战略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张夕勇总经理邀请

学校与北汽集团进行全方位合作，实现共

赢。陈龙副校长、高原部长共同为“江苏大

学北汽集团人才培养合作基地”揭牌。

５月２９日　学校召开“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动员部署会议，校党委书记范明以“自

觉践行‘三严三实’，扎实推进研究型大学

建设”为题，讲授首场专题党课并对专题教

育进行动员部署。全体校领导、全体中层干

部（含正、副调研员）参加了会议。

六月

６月４日　《学校要闻》报道：“２０１４江
苏省大学生年度人物暨高校辅导员年度人

物”颁奖典礼在东南大学举行，学校佘梅溪

同学获评“２０１４江苏省大学生年度人物”，
蒋秀萍老师获评“２０１４江苏高校辅导员年
度人物提名奖”。

６月５—７日　第十四届“挑战杯”江苏
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在淮阴工

学院举行。学校共有５件作品参加现场决
赛，荣获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１
项。比赛期间，主办方还举办了江苏省创新

成果展，学校参展作品方程式赛车“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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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ＩＩ”获得一致好评。副省长曹卫星出席了
活动。

６月５—７日　２０１５可积系统与非线性
数学物理方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校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中科院郭柏灵院士发起，江苏

大学理学院主办。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代表

有多位美国教授、多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优青获得者，多位大学校长及来自国

内外３０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６０多位专
家学者。本次研讨会的主旨是研究成果交

流、相关领域的非线性问题介绍及国内外研

究动态评述。

６月６日　从大洋彼岸传来喜讯，学校
留学生Ｅｌｖｉｓ（加纳）、Ｔｈｅｐ（泰国）、Ａｂｕｄｉ（约
旦）、Ａｂｕｄｕｌ（加纳）、Ｊｏｓｅｐｈ（喀麦隆）在
“Ｍａｎ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ＯｎｅＷｏｒｌｄ（多种语言，一
个世界）”写作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５位
留学生将受邀参加本月下旬在纽约举行的

国际青年论坛，并在联合国总部讲演获奖

文章。

６月８日　《学校要闻》报道：我国低
值蛋白资源高效利用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

进展。“十二五”国家８６３计划现代农业技
术领域“高生物利用度蛋白制备关键技术研

究与开发”课题中期检查会在江苏大学食品

与生物工程学院召开。课题负责人江苏大

学马海乐教授代表课题组汇报了课题进展

情况。课题组已经研制多频超声辅助蛋白

酶解设备４台，发表研究论文３０余篇，申请
１７项国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２项，获软件
著作权登记２项。
６月１０日　具有同宗同源办学历史的

东南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大

学４所高校，在江苏大学举办了首届“四校
科技协作组年会”。袁寿其校长首先致欢迎

辞，从学校办学历史、科技发展、人才培养、

平台建设等方面介绍了学校的发展情况，同

时提出了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随后

参会其他高校领导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的

战略规划、科技成果、学科发展、人才培养、

师资力量等方面的概况。会议中，参会各高

校就科技发展中面临的科研管理体制、学校

与学院深度融合、专职科研机构建设、高端

人才引进等共性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阐

述了各自独到见解，极大地启发了解决制约

高校科技发展瓶颈问题的办法，同时为学校

全面推进“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

学”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拓宽了思路。各

参会高校代表并就持续举办四校科技协作

组年会达成了共识。

６月１２—１９日　学校召开第三次本科
教学工作会议，全校师生近８００人参加了大
会。６月１２日下午举行开幕式及第一次全
体会议，袁寿其校长做了题为“全力打造高

水平、有特色、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

进本科教学质量名校建设进程”的工作报

告。报告全面总结了学校第二次本科教学

工作会议以来本科教学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分析了在研究型大学建设中本科教学工作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了未来５年学
校本科教学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重

点任务。会上，陈龙副校长宣读了《关于江

苏大学专业负责人聘任的决定》《关于表彰

江苏大学本科教学名师、先进个人和先进集

体的决定》《关于公布２０１４年度“最受学生
欢迎的十佳教师”评选结果的通知》，学校

领导分别为专业负责人和获奖集体及个人

颁发了聘书和奖状。６月 １６日下午，李洪
波副校长主持专题报告会，邀请麦克思数据

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凌波受邀来校做了题为

“本科教学质量建设及评估”的报告。６月
１７日下午，大会进行分组讨论，与会人员分
２８个讨论小组围绕校长工作报告、推进本
科教学质量名校建设的若干意见等５个文
件，就如何深入解放思想、切实转变观念、深

化教学改革、提高培养质量等进行了广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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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讨论。６月１９日下午，召开第二次
全体会议暨闭幕式，首先特邀东南大学副校

长林萍华教授做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释

义》主题报告。随后学院院长代表任乃飞等

５名代表围绕投入本科教学的经验和体会
做了交流发言。最后，范明书记做总结讲

话。他强调，本科教学是学校最根本的任

务，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关键的环节，

更是研究型大学建设最坚实的基础，并对于

今后一个时期学校的人才培养和本科教学

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

６月１５日　《学校要闻》报道：团中央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学校工作简报》发表了《“普
育选育优育”构筑“１３５”塔式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模式———江苏大学共青团主动融入发

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文章，深度

聚焦学校“１３５”塔式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
式及学校共青团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６月１５日　江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
布了《关于印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

科评议组成员名单的通知》（学位〔２０１５〕７
号），学校袁寿其教授和毛罕平教授分别入

选为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和农业工

程学科评议组成员。

６月１５日　江苏省教育厅和省财政厅
联合下发了《关于公布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

设工程一期项目名单的通知》（苏教高

〔２０１５〕１１号）文件，学校申报的能源与动力
工程、车辆工程、工商管理、金属材料工程、

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医学检验技术等６个
专业全部获批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

一期项目，获批项目数在全省高校中并列第

５位。
６月１５日　《学校要闻》报道，国际癌

症研究领域顶级期刊《致癌基因》（Ｏｎｃｏ
ｇｅｎｅ，最新影响因子８．５５９）和英国皇家化学
会的顶级期刊《化学学会评论》（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ｓ，最新影响因子３０．４２５）在线

全文发表了学校药学院郑卫平教授课题组

的应邀综述文章，分别为《运用“肽装订”技

术增进细胞内信号转导通路的功能解析及

调节》（Ａ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
ｗａｙ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ｔａｐ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和《Ｓｉｒｔｕｉｎｓ的化学生物学》（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ｉｒｔｕｉｎｓ）。江苏大学为这两篇论文
的唯一署名单位，郑卫平教授为唯一通讯作

者。此综述文章是生理医学上很重要的蛋

白酰化赖氨酸去酰化酶 ｓｉｒｔｕｉｎ的化学生物
学研究领域的首篇综述。

６月１６日　由江苏省教育厅丁晓昌副
厅长主持的“江苏大学助推南通理工学院跨

越发展协议签字仪式”在省教育厅举行。省

教育厅厅长沈健和学校党委书记范明、副校

长梅强出席了签字仪式。范明书记代表学

校做表态发言，表示将根据省委、省政府的

要求，按照李学勇省长、曹卫星副省长和沈

健厅长的指示，以推进江苏高等教育现代化

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学校工科

优势，为南通理工学院创建“一流民办应用

技术大学”提供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实验室

建设、信息化建设和管理队伍等方面的支

持，为江苏高教强省及建设“强富美高”新

江苏做出更大贡献。

６月１８日　在２０１５年全国大学生英语
竞赛决赛中，学校学生表现出色，财经学院

刘杰，医学院杨雪、陆军，食品与生物工程学

院刘易秋伊，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曹伟伟等

５人荣获特等奖，特等奖获奖人数在全省高
校中排名第二。

６月１８日　２０１４年度中国高校校报好
新闻评选结果揭晓。学校校报选送的５项
作品在此次评选中全部获奖，获奖率达

１００％。获奖作品涵盖言论、消息、通讯等主
要新闻体裁。《专注，成就人生之美》（作

者：薛萍）荣获言论类一等奖；《学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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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奖助研究生》（作者：张明平）、《学校国

贸毕业生集体用薪水资助贫困生》（作者：

吴先琳）荣获消息类二等奖；《限时断网，学

校对手机低头族说“不”》（作者：吴奕　张
明平）、《实验田里走出来的青年科学家》

（作者：吴先琳　张萌）分获通讯类二等奖、
三等奖。

６月１９日　教育部网站公布了第八届
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评选结

果，学校党委宣传部申报的“十载传承磨铸

育人精品　关爱文化提升大学精神———江
苏大学坚持开展‘给我一个家’活动”项目

获二等奖。这是学校连续三次在这一评比

中榜上有名。

６月１９日上午　镇江市委书记夏锦文
赴丹徒新区十里长山高校园区，专题调研园

区建设。副校长张济建陪同夏锦文书记一

行现场查看学校京江学院新校区建设情况，

介绍学校新校区总体规划方案及工程建设

进展。

６月２０日　《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位
置，发表了长篇报道《“任何创新创业经历

都是学生的财富”———江苏大学多路径探索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再次聚焦学校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的做法和成绩。文章从创新学

分、实践教学、创业实训三个方面，多维度介

绍了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亮点、特色和

成绩。

６月２２日　应党委宣传部邀请，中央
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做客学校“人文大

讲堂”，为近千名师生做了《漂亮的失败是

另一种成功》的主题报告。

６月２３日　省教育厅公布了“２０１４年
度江苏省教育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学校连

续第四次获得该项荣誉称号。此外，学校１
篇外宣作品获江苏教育新闻奖。

６月２４日　学校在体育馆举行了２０１５
届毕业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６月 ２６日　学校召开党委领导班子
“三严三实”专题学习研讨会，省委组织部

干部五处处长封春晴出席会议。

６月２６日　学校主持的江苏省高等教
育教改研究重点课题成果鉴定会在校举行。

校长袁寿其、副校长梅强出席鉴定会。袁寿

其、王谦共同主持的“以卓越工程师培养计

划为核心的流体机械课程体系构建与实

践”，田立新主持的“卓越工程师构成要素

及其培养途径研究”，汪云香、张吉勇共同主

持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科学构建及

有效运行———新一轮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中

高校的主动作为”三项成果通过鉴定，建议

予以结题。

６月２８—７月５日　江苏大学校长袁寿
其率国际处、研究生院和环境与安全工程学

院有关负责人一行４人，应邀出访捷克科学
院（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ｚｅｃ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和
波兰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Ｇｄａńｓｋ）。在捷克科学院访问交流期间，双
方进行了广泛而友好的交流，探讨了在研究

生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科学研究等领域的

合作模式，并签署了合作协议。在波兰格但

斯克大学访问期间，双方围绕短期文化交

流、青年教师交流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６月３０日　江苏省委召开庆祝建党９４
周年表彰座谈会。学校李战军同志被授予

“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七月

７月１日　《学校要闻》报道：由江苏
大学和镇江市工商局主办，江苏大学关工

委、科技处、学工处、团委、镇江市民营经济

协会、民营经济关工委承办的江苏大学科技

成果与镇江民营企业对接洽谈会在学校举

行。校党委书记范明、镇江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胡宗元、副校长李洪波等领导出席会议。

镇江市２１７家民营经济企业代表和学校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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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科技成果的项目负责师生代表参加洽谈

会。７家企业与学校 ８个科研成果签订了
成果转化意向协议。

７月１—３日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副秘书长周燕、协会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执行

副主任俎媛媛、主任项目官员王凡等一行莅

临学校，就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及质量标准制定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７月７日　由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
心、江苏省农机学会、江苏省农业机械标准

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主办，江苏汇智知识产权服务有

限公司承办的“知识产权助力农机产业发展

高层论坛”在江苏大学举办。来自久保田、

洋马农机、井关农机、中国一拖、江淮动力、

常发等单位的 １００多名代表参加了本次
论坛。

７月１１日　暑假开始。
７月１１日　《学校要闻》报道：“科学

中国人２０１４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北京举
行。学校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张红印教授

荣膺科学中国人２０１４年度人物。
７月１３日　《新华日报》一版刊登文章

《服务地方发展，江苏大学亮出成绩单》，报

道学校发挥学科优势，以科技创新为江苏经

济社会和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上新台阶做

出贡献。

７月１７日　以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潘漫为组长，省委组织部干部五处副处长

沙晰清、省委教育工委组织处副调研员陈瑶

为成员的省委“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集中调

研检查组来校调研检查。党委书记范明、校

长袁寿其等校领导出席会议。

７月２５日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发
布了《关于２０１５年度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
派出项目和学术交流项目（第一批）评审结

果的通知》和《关于２０１５年度“香江学者计
划”初选结果的通知》，学校共有 ２名博士

后成功获批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３名博
士后获批“香江学者计划”候选人，取得这

两类国际交流项目申报工作的突破。

７月２８—２９日　全省高校领导干部暑
期学习培训班在南京举行。曹卫星副省长

出席并做重要讲话。校党委书记范明、校长

袁寿其参加了学习培训。培训班上，袁寿其

校长做了题为“聚焦四个提高　培养创新人
才”的主题发言。他从提高研究生培养目标

的设定高度、提高研究生科技创新的参与

度、提高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激励强度、提高

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程度４个方面，介绍了
学校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经验做法。

八月

８月１０—１２日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节
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在哈尔滨

工程大学举行。袁寿其校长带领有关部门

及参赛学生参加决赛，学校共获得特等奖

１项、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４项，
并获得高校优秀组织奖。

８月１４日　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中心、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和全

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共

同主办的“麦芒杯”第一届全国研究生移动

终端应用设计创新大赛在北京邮电大学举

行。学校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通信

工程系朱轶副教授指导，施佳、黄茹辉和王

新平三位同学组成的 ＴＸ４１０代表队在全国
６００余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以第二名的
成绩，荣获全国一等奖。

８月１５日　学校召开安全工作会议。
会议通报了天津滨海区发生危化品爆炸重

大事故情况，各参会部门负责人汇报了本部

门暑期安全工作情况并对存在的安全隐患

进行了疏理。张济建副校长对近期安全工

作进行了布置。会议由范明书记主持。

８月 １７日　教育部办公厅正式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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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名单，

学校入选“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

地”。本次“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

地”评选，全国共有５０高校及单位获批，学
校是江苏省唯一一所获批入选的省属院校。

８月１７—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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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在校举行。来自全国近３０所高校的
５０余名代表就卫生经济学教学科研、教材
建设等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交流。

８月２１日　江苏省总工会副主席张海
涛来学校调研工会“切实履行工会基本职

能，全心全意为教职工服务”工作。镇江市

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王荣正陪同调

研，校党委书记范明，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许化溪等出席会议。

九月

９月４日　学校召开新学期干部教师
大会。校党委书记范明主持会议并做了讲

话，校长袁寿其代表学校党政做工作报告。

９月５日　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学。
９月７日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

会正式下发２０１５年度研究生教育研究课题
立项名单，学校共有２１项课题上榜，高居全
国高校首位。

９月 ８日　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２０１４年版编委会通知，学校有３本期刊
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七版）。

其中，《高校教育管理》首次入选教育类核

心期刊，《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继

续入选综合性科学技术类核心期刊，《排灌

机械工程学报》继续入选农业工程类核心

期刊。

９月８日　《学校要闻》报道：暑假期
间，由农业部农机化司主办、江苏大学承办

的全国农机化科技创新研讨会在镇江举行。

全国农机化科技创新战略咨询专家组组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主持会议，江苏大学

校长袁寿其研究员致欢迎辞。

９月４—６日　学校圆满完成２０１５级新
生接待工作。２０１５年学校共录取１０４０４名
新生。

９月９日　镇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张洪水赴丹徒新区十里长山高校园区，视察

调研园区建设。校党委书记范明、副校长张

济建陪同视察。

９月９日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高校团干部
和青年教师到县级团委挂职工作会议在南

京召开，学校挂职新疆团干部秦犹被授予

“２０１４年度江苏高校挂职工作先进个人”荣
誉称号，并作为先进个人代表在大会上发

言。其撰写的调研报告同时作为十篇优秀

调研报告之一入选《２０１４年江苏高校挂职
工作优秀调研报告选编》。

９月１０日　学校召开教师代表座谈
会，庆祝第３１个教师节。
９月１４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公布了２０１５年度基金申请结果，学校生命
科学研究院外籍全职博士后 ＡｂｄｅｌｌｉＮｏｕａｒａ
成功获批国家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国家外籍青年基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ｆｏｒ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Ｙｏｕ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这是学校首次
获批此类基金。

９月１５日　江苏省教育厅发布《关于
公布２０１５年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本科组
获奖项目名单的通知》（苏教高函

!

２０１５
"

１５号），学校共２７名教师在全省高校微课
教学比赛中获奖。其中李文宏等７名教师
获得一等奖，崔海英等１１名教师获得二等
奖，车华军等 ９名教师获得三等奖。据统
计，在获奖的７０余所院校中，学校取得奖项
总数排名全省第四、一等奖奖项数排名全省

第四的好成绩。

９月１８—２０日　教育部主办的第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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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在哈尔滨工业大

学举行。学校理学院青年教师孙宏祥副教

授指导、物理（师范）专业１２级夏建平同学
撰写的论文“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ｂｙｍｅｔａｌｃｉｒ
ｃｕｌａｒ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金属圆环结构中的声
聚焦效应）被评为“优秀学术论文”。江苏

省仅３篇文章入选。
９月２１日　２０１５年上半年，国家机关

事务管理局、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和国家粮

食局联合开展了２０１５节能宣传作品征集活
动。学校在２０１５公共机构节能宣传作品征
集活动中荣获优秀组织奖。另有１件作品
获得视频类作品高校专业组优秀奖。

９月２３日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专
程来学校转发“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

体”奖牌。葛高林主任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学

校关工委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对学校荣获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表示

祝贺。

９月２３日　由学校和镇江中冶京诚置
业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的“江苏大学新北门”

竣工并正式通行。

９月２４日　第六届“蒋一苇企业改革
与发展学术基金奖”颁奖典礼在大连举行。

学校梅强教授和赵观兵副教授的著作《中小

企业创业研究———基于产业集群视角》（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荣获著作类
奖。该奖是我国企业管理领域的最高学术

成果奖。本次评审共评出获奖专著３部，获
奖论文６篇。
９月２６日　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全

国学联副秘书长石新明来到学校调研指导

共青团工作。

９月２６日　２０１５第六届中国汽车造型
设计大赛在常熟落下帷幕，学校艺术学院沙

强、黄黎清等老师组成的交通工具设计教学

团队指导的三件参赛作品包揽大赛的三个

最高奖：王琦、刘江波和周杰团队荣获特等

奖；叶建、乔晓波和徐曼雪团队荣获一等

奖；许雅丽、寇晓宁团队荣获一等奖；王琦

团队荣获最佳模型效果奖；许雅丽团队荣

获最佳油泥模型制作奖。学校还被大赛组

委会被评为本届比赛最佳组织奖和最佳人

才贡献奖，沙强老师被评为“十佳优秀老

师”，学校第五届中国汽车造型设计大赛

（圆点奖）一等奖获得者洪德宝（现艺术学

院 ２０１３级研究生）被评为 “优秀设计
青年”。

９月３０日　学校施卫东研究员再次当
选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泵业分会副理

事长。

十月

１０月５日　近千名校友汇集母校，参
加江苏大学８５届／９５届校友毕业３０／２０周
年纪念活动。

１０月５日　江苏大学“福隆奖助学金”
签约颁奖仪式在校举行，副校长程晓农、福

隆集团副总裁钱晓锦、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

王瑞新校友、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朱晏，

以及学工处、医学院相关领导及美国路易维

尔大学肿瘤生物中心主任严俊等２０余位检
验８２３班校友参加了会议。
１０月８—１５日　副校长梅强教授应邀

带领京江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国际合

作与交流处一行４人访问了日本山口大学、
韩国庆北国立大学和岭南大学。在山口大

学访问期间，梅强副校长一行与山口大学副

校长 缬厚教授等人进行了座谈交流，在中

日韩暑期创新工程设计项目改革、学生国际

化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校际交流学习模

式、教师交流互访等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

访问韩国庆北国立大学期间，双方就工程

类、经济类、语言类学生的交流学习及教师

科研合作等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开启了两

校合作的序幕。梅强副校长一行访问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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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就加强教师互访、拓展学生交流领

域等内容达成共识，并续签了《学术与研究

谅解备忘录》《学生交换协议》（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１０月１０日　《学校要闻》报道：由教
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组织的第

二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决赛结果公布，

学校７名教师获奖。其中艺术学院杨东润
老师的微课作品《动画泥塑中的翻模制作》

获全国二等奖，李文宏等６名教师的微课作
品获优秀奖。同时，学校获得校级赛事优秀

组织奖。

１０月１０日　台湾地区的大学排行榜
公布了２０１５年度世界大学相关学科和领域
的排名情况。江苏大学首次有１个领域和
２个学科进入世界大学前３００名，分别是工
程学领域排名第２４４位、材料科学学科排名
第２３１位、机械工程学科排名第２８３位。这
也是学校继工程学、材料科学、化学和临床

医学４个学科领域进入ＥＳＩ全球前１％后的
新突破。

１０月１０日　第四届“中国法学教育研
究成果奖”表彰颁奖典礼在清华大学举行。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徐显明和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

会长张文显、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公丕

祥，以及教育部高教司等职能部门领导、政

法院校校（院）长及获奖人员等３００多人参
加了这一盛典。

１０月１０日　由江苏省档案局、江苏省
教育厅、镇江市档案局等组成的专家组一行

７人，对学校档案工作进行了综合测评。副
校长缪子梅代表学校向测评组介绍了学校

事业发展情况，档案馆馆长沈芳向测评组专

家详细汇报了学校档案工作情况。测评组

通过对学校档案工作的各个环节深入细致

的检查，经认真合议，对学校档案工作给予

了高度评价，认为：江苏大学领导高度重视

档案工作；档案人员爱岗敬业，工作勤奋踏

实；馆藏各门类档案齐全完整，案卷质量符

合国家规范要求，实现了馆内档案信息资源

的集成化管理，档案编研成果品种丰富。测

评组形成了最终的测评意见：江苏大学档

案工作达到了江苏省档案工作五星级标准，

以１１９分（满分１２０）高分予以通过。目前
“五星级”是江苏省档案工作的最高级别。

１０月１５日　学校李洪波研究员入选
教育部２０１５年“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
人才支持计划”。

１０月１９日　《学校要闻》报道：国务
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与全国妇联在北京

联合召开“纪念北京世妇会２０周年　深入
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大会，学校文法学

院于晓琪教授、外国语学院万雪梅教授受邀

参加此次大会。万雪梅教授的博士论文《美

在爱和死———凯特肖邦作品研究》获中国妇

女研究会第五届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二等奖，于晓琪教授的论文《江苏省

妇联组织创新发展的理性思考》被组委会

收录。

１０月１９日上午　第２２届“三国三校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校举行。来自中国、日

本、泰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韩国等６个
国家１０所高校的１１８名代表参会。校长袁
寿其致开幕词。日本三重大学校长驹田美

弘教授、泰国清迈大学校长 ＮｉｗｅｓＮａｎｔａｃｈｉｔ
教授、印度尼西亚茂物农业大学校长 Ｈｅｒｒｙ
Ｓｕｈａｒｄｉｙａｎｔｏ教授、泰国清莱皇家大学工学
院院长ＳａｒｉｔｐｏｒｎＶｉｔｔａｙａｐａｄｕｎｇ教授、中国广
西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李加军、韩国群山大

学副校长 ＳｅｏｎｇＲｙｏｎｇＬｅｅ教授、泰国拉卡
先皇技术学院副院长ＳｏｅｍｓａｋＹｏｏｙｅｎ教授、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国立经济与法律学院

ＬｅｂｕｋｈｏｖＶｌａｄｉｍｉｒ教授及泰国梅州大学 Ｎｉ
ｇｒａｎＨｏｍｄｏｕｎｇ博士分别致贺词。作为开幕
式系列活动，组委会还举行了中泰可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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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代表团团长会议。

１９日晚上，学校举行欢迎晚会。
１０月２０日　江苏省教育厅下发了《关

于公布２０１５年高等学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
名单和第二批出版名单的通知》，学校《医

疗保险学》《土木工程导论》《物联网工程概

论》《电工学》《信用管理学》《楼宇自动化》

和《水污染控制工程及设备》《食品物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测试技术》等９部教材获
评省重点教材立项建设项目。其中，６部为
修订教材，３部为新编教材。获评数量位居
全省高校第二位。

１０月２１日　江苏大学第五届中外研
究生学术论坛开幕式在校举行。中外研究

生代表共计８００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开
幕式上，袁寿其校长用英语发表了演说。他

阐述了江苏大学对研究生的培养要求，希望

全体研究生成为具备“４Ｃ”（批判性思维、交
流、合作、创造）特质的国际化人才。论坛从

１０月２１日持续到１１月２７日，设工程一、工
程二、工程三、生物制药、财经管理、文化交

流６个分论坛。目的在于为中外研究生搭
建一个共同研究与思考，互相交流与学习，

激发创新灵感的学术平台。

１０月 ２１—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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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发起和组织的中德“高效、可靠叶片泵基

础理论及应用”双边学术研讨会在校召开。

这是学校首次获得中德科学中心资助举办

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德国、法国和意

大利的３０余名学者代表出席了研讨会，江
苏大学校长袁寿其、副校长施卫东，出席本

次研讨会。共有２７位国内外专家在研讨会
做了学术报告。德方参会者分别来自德国

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达

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中

方参会者分别来自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

国农业大学、河海大学、江苏大学等高校。

会议围绕“高效、可靠泵基础理论及应用”

的主题，全面展示了近期中德泵研究领域的

最新进展。讨论了进一步推进中德泵研究

双边合作的议题，拟订了学术交流计划。

１０月２２日　第２２届“三国三校国际
学术研讨会”在校会议中心圆满落下帷幕，

来自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韩国

和中国６个国家１０所高校的百余名代表参
加了会议。本届会议组委会主席、江苏大学

校长袁寿其教授和在校组委会成员出席了

闭幕式。袁寿其校长发表致辞，感谢各代表

团对本届“三国三校国际学术研讨会”给予

的大力支持，祝贺第２２届“三国三校国际学
术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并希望各国高校

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会上，

还颁发了最佳论文奖、最佳海报奖、工作坊

作品竞赛奖，参会荣誉证书、志愿者证书等。

研讨会活动期间，参会代表围绕“人口、粮

食、能源、环境、高等教育国际化”５个主题，
发表演讲，开展研讨，并参加了环保产品创

新设计、感受中国文化行、文艺晚会表演等

活动。闭幕式上，袁寿其校长将“三国三校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旗移交给了下一届会议

主办方———印度尼西亚茂物农业大学的校

方代表。

１０月 ２２—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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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检验教育研讨会在广西南宁市举行，江苏

大学被推选为理事长单位，许文荣教授当选

为理事长。

１０月２３日　由江苏省科技厅、江苏省
实验动物管理办公室、镇江市科技局有关人

员和实验动物专家组成的检查组到学校开

展实验动物生物安全监督检查。副校长程

晓农，以及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有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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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检查汇报会。经专家组评审，学校顺

利通过实验动物生物安全监督检查。

１０月２４日　江苏大学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
师生合唱比赛在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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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３０余
所高校的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以及日本、韩

国及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医疗保险专业校

友代表２００余人参加了论坛。
１０月２６日　《学校要闻》报道：校党

委书记范明、校长袁寿其专程到北京看望江

泽林校友，代表全校师生向江泽林校友履新

国务院副秘书长表示祝贺，并向江泽林校友

汇报了近年来学校的发展情况和取得的成

绩，以及今后努力的目标、思路。

１０月２６日　“镇江市人民奖章”授予
大会在镇江召开，学校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毛

罕平教授被授予“镇江市人民奖章”荣誉称

号，以表彰他在农业装备研究开发及推广应

用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１０月２６日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八届
四次理事会暨八届五次常务理事会在昆山

召开。经理事会讨论通过，增补江苏大学为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单位，副校长陈

龙教授当选为副理事长。

１０月２６日　由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协会选派的专家一行６人来学校，对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进行为期三天的

工程教育认证现场考查。

１０月２７日　教育部老干部局副局长、
关工委副秘书长于虹、关工委副秘书长张

勇，在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葛高林、

副秘书长李坤陪同下来学校调研关工委

工作。

１０月 ３０日　应学校邀请，清华大学
“电路原理”课程负责人、博士生导师于歆

杰教授做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名师讲

堂”，做题为“从慕课到翻转课堂：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与学”的专题报告。

十一月

１１月３日　多相流领域顶级期刊《国
际多相流杂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ｌ
ｔｉ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２０１５），ｐｐ．２４４－２５９，一区），
发表了学校流体中心博士生导师张德胜副

研究员的研究论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ｔｉｐｌｅａｋａｇｅｖｏｒｔｅｘｃ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ｌｏｕｄ
ａｎｄ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ｄｅ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ｃａｖｉ
ｔａｔｉｎｇｖｏｒｔｉｃｅｓｉｎａｎａｘｉａｌｆｌｏｗｐｕｍｐ”。该研
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和面上项

目连续资助，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国内外权威

刊物发表ＳＣＩ、ＥＩ收录论文３０余篇，获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和教
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２项。
１１月３日　学校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雍阳春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Ａｗｈｏｌｅｃｅｌ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ｂｉｏ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ｗａｒ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ｆｌｏｗ ｆｏｒｆｕｍａｒａｔ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ｓ＆ 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２０１５，６８：３４－４０”入选环球医药发现
（Ｇｌｏ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ＧＭＤ），并被作为
最新研究亮点（Ｋｅ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ｒｔｉｃｌｅ）进行
了重点报道。同时，基于其在生物传感器领

域的学术贡献，雍阳春博士受邀成为 ＧＭＤ
的特邀国际顾问。

１１月３日　以“创新、智能、绿色”为主
题的第１７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工
博会”）在上海举行。由江苏大学李耀明教

授团队牵头申报的“高效能稻麦油联合收割

机关键技术与装备产业化”荣获本届“工博

会”创新金奖。

１１月４日　第七届国际泵与风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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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ｕｍｐｓ
ａｎｄＦａｎｓ）在杭州召开，１８０余名代表参会，
其中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

国等国外专家与学者４０余名。本届会议由
浙江大学、江苏大学、清华大学联合主办。

大会组委会主席、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教

授，以及流体中心和能动学院共有２４名教
师和研究生受邀参加了大会。会上，国内外

知名的泵与风机研究领域的专家做了１４场
大会特邀报告，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教授做

了关于“离心泵非定常流机理的研究”的大

会特邀报告。李红研究员应邀担任大会主

持人，袁建平研究员等３名教师担任分会场
主席。流体中心参会的教师和研究生在泵

设计开发及数值模拟计算方面与国内外专

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扩大了学校的国

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本次大会确定第八届

泵与风机国际会议将于 ２０１８年由学校
承办。

１１月４日　由卡尔顿大学教务长Ｐｅｔｅｒ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麦克马斯特大学副校长 ＰｅｔｅｒＭａｓ
ｃｈｅｒ、渥太华大学副校长 ＧａｒｙＳｌａｔｅｒ、约克大
学副校长 ＲｏｂｅｒｔＨａｃｈｅ、卡尔顿大学孔子学
院院长ＪｕｓｔｉｎＬｉ组成的加拿大安大略省高
校校长团访问学校。校长袁寿其、副校长陈

龙会见来宾。ＰｅｔｅｒＲｉｃｋｅｔｔｓ教授表示，此行
旨在代表安大略省全面了解“江苏—安省交

换生项目（ＯＪＳ项目）”情况，并进一步加强
安大略省高校同包括江苏大学在内的 ＯＪＳ
项目高校的友好关系。

１１月７日　江苏大学第三次学生工作
会议召开。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潘漫，

校党委书记范明、校长袁寿其等在校校领导

出席大会。大会开幕式由副校长李洪波主

持。会上，潘漫副书记代表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发表讲话。袁寿其校长做了题为

“创新机制，完善体系，开创研究型大学学生

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十

二五”期间学生工作取得的主要成绩和经

验，阐述了人才培养在研究型大学建设中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学生工作面临的新

形势、新任务。报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学校要重点实施“思想引领提升计划、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计划、卓越人才培养计

划、精英人才培养计划、国际化人才培养计

划、管理服务提升计划、校园文化提升计划、

辅导员能力提升计划”，进一步创新机制，完

善体系，开创研究型大学学生工作新局面。

会上学校领导为学生工作先进集体、辅导员

标兵、创新创业标兵和十佳青年学生代表颁

发奖牌，为江苏大学优秀学业导师代表颁发

荣誉证书。全校代表近４０００人参会。
１１月８日　全国大学生迷你马拉松公

益挑战赛江苏大学站迎来了收官之战，校长

袁寿其、副校长李洪波出席了开跑仪式。本

期比赛以“迷马接力，让爱传递”为主题，吸

引了７００余名师生参加。
１１月 ９日　江苏省教育厅核准发布

《江苏大学章程》。《江苏大学章程》（送审

稿）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形成。整个起草制定过程
中，学校多次召开会议，学习研讨上级文件

精神，听取专家学者和师生代表的意见建

议，对章程文本进行反复修改完善，十易其

稿。《江苏大学章程》明确了学校的奋斗目

标是“建设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

学”，根本任务是“培养具有科学人文素养、

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级专门

人才”。章程对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的具体运行机制做出规定，并规范

了学校学术治理体系及学术机构的类别、权

限，明确了学生、教职工的权利和义务。同

时对学校的办学历史和标识系统等做了表

述，保证学校历史文化、精神理念的传承，也

突出了学校承担的国家责任和发展愿景。

《江苏大学章程》的核准公布，为进一步明

确学校办学自主权，维护师生权益，规范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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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行为，自觉接受政府和社会各界监督提供

了基本遵循，为学校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

度，实施依法治校奠定了良好基础。

１１月９—１２日　校长袁寿其教授应邀
带领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有关人员前往英国，访

问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Ｑｕａｃｑｕａｒｅｌｌｉ
Ｓｙｍｏｎｄｓ，简称 ＱＳ）、利兹大学、莱斯特大学
和曼彻斯特大学。１１月９日　袁校长在ＱＳ
总部与总裁ＮｕｎｚｉｏＱｕａｃｑｕａｒｅｌｌｉ等人进行会
谈。袁校长向ＮｕｎｚｉｏＱｕａｃｑｕａｒｅｌｌｉ总裁详细
介绍了江苏大学的发展状况，ＮｕｎｚｉｏＱｕａｃ
ｑｕａｒｅｌｌｉ总裁介绍了ＱＳ的发展历程，并对江
苏大学给予高度评价。ＱＳ是三大最具影响
力的全球性大学排名机构之一，每年发布的

《ＱＳ世界大学排名》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
力。１１月 １０日，代表团一行访问利兹大
学。双方介绍了各自学校的发展历史、办学

情况及学科特色，就教师互派、科研合作、学

生联合培养、共建国际联合实验室达成共

识。袁寿其校长和ＡｌａｎＬａｎｇｌａｎｄｓ爵士共同
签署《江苏大学—利兹大学共建国际联合实

验室协议》。在利兹大学期间，代表团一行

参加了食品质量与安全保障国际会议，并同

会议主席ＭａｌｃｏｌｍＰｏｖｅｙ教授进行了会谈。
１１月１１日　袁寿其校长一行访问了

莱斯特大学。双方就人才培养、教师互派、

定期学术交流等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

《中英联合实验室协议》。１１月１２日，代表
团一行访问曼彻斯特大学，双方一致同意将

以外籍院士“双创团队”为基础，在机械、能

源、材料、航空航天等多学科领域开展合作，

与世界级企业共建激光冲击强化国际联合

实验室。会谈结束后，袁校长一行参观了曼

彻斯特大学国家石墨烯研究所、激光加工研

究中心和曼大学生学习中心。袁寿其校长

一行此次出访英国，对于加强学校同欧洲高

水平大学的交流与合作，加速学校高水平、

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学建设进程具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

１１月９日—１２月１日　学校党委对２４
个学院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等

工作进行检查。此次检查是学校党委继上

半年对机关职能部门党风廉政建设检查后，

对学院集中开展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是

学院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况，

廉政风险点排查情况与防控措施，抓早抓

小，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的做法与成效；学

院青年教师培养工作情况；学院近三年学

生党员发展工作情况；存在的突出问题及

整改落实的具体措施。

１１月 １１日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特聘教
授”评选结果揭晓，学校流体中心袁建平研

究员、医学院齐岭教授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糜建立研究员入选，获批人数位居全省高

校前列。据统计，截至目前，学校共有１７名
教授入选“江苏特聘教授”。

１１月１２日　江苏大学文法学院与镇
江市侨联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校举行。江

苏省侨联副主席镇翔、江苏大学副校长缪子

梅、镇江市侨联负责人出席协议签署仪式。

此次合作的主要内容是开展“镇江市归国华

侨创新创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１１月１２日　“江苏省侨界人才创新创
业基地”揭牌仪式在学校生物质能源研究所

举行。省侨联副主席镇翔，校党委书记范

明、副校长缪子梅，以及镇江市侨联有关负

责人出席活动。校侨联负责人、生物质能源

研究所孙建中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参加了揭

牌仪式。

１１月１３日　《学校要闻》报道，学校共
建的格拉茨大学孔子学院于格拉茨大学主

楼Ａｕｌａ大厅举行活动，庆祝建院五周年暨
《文化空间》新书发布。中国驻奥地利大使

馆教育参赞董卫国先生、施泰尔马克州州长

代表爱滨格博士、格拉茨市副市长许露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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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格拉茨大学副校长马丁·颇拉舍客教授

出席并发表致辞。

１１月１３日　校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
议，专题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校党委常

委、校领导参加会议，党办、校办、纪委办（监

察处）副处以上人员及机关党群党总支、机

关行政党总支、机关教科研党总支书记列席

会议。校党委书记范明主持会议。

１１月 １３日　由学校主办的“大地珍
珠”———赛珍珠主题诗书画展暨作品集首发

式在镇江画院举行。

１１月１３日　由江苏大学、中国知识产
权运营联盟主办的“２０１５年第三届三江知
识产权国际论坛”在江苏镇江召开。来自美

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的３００余名产学
研政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专利运营与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１１月１３日　由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

开发中心主办，学校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承

办的“中国—加拿大科技合作联委会农业食

品与生物制品优先领域联合工作交流会”在

学校召开。科技部农村中心主任贾敬敦、加

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科学与技术司司长

丹尼斯·贝蒂克勒克（ＤｅｎｉｓＰｅｔｉｔｃｌｅｒｃ）出席
并共同主持会议。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段

雄、学校副校长施卫东出席会议并致辞。双

方明确了下一步合作重点，并对务实合作机

制的建立形成一致共识。

１１月１５日　第一届全国高等学校青
年教师电路、信号与系统、电磁场课程教学

竞赛决赛在桂林举行。学校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李长杰老师获一等奖。

１１月１６日　高雄医学大学副校长陈
宜民教授、赖辰雄教授访问学校，双方表示

今后将加强相关学科尤其是医学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双方签订了《江苏大学与高雄医

学大学缔结友好姐妹学校合作交流备忘

录》。

１１月１６—２１日　第十四届“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在

广东工业大学举行，学校以总分３６０分、全
国高校排名第９（并列第４名）的成绩再次
捧得“优胜杯”。这是学校连续第五次获得

“优胜杯”，也是学校历史上的第六座“优胜

杯”。学校获得优秀组织奖。

１１月１８日　２０１５年中国石油和化学
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学校副校长施卫东研究员

带领的“江苏大学流体机械（泵）节能技术

研究及工程应用创新团队”荣获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创新团队奖，此次表彰全国

仅有５个团队获奖，这也是学校首次获此
殊荣。

１１月１９日　江苏大学与 ＡＬＴＥＲＡ公
司ＥＤＡ／ＳＯＰＣ联合实验室签约暨揭牌仪式
在校举行。副校长张济建，ＡＬＴＥＲＡ中国区
大学计划总经理陈卫中，华中区 ＥＤＡ学会
秘书长、武汉工程大学杨志芳教授，以及计

算机学院师生代表近百人参加仪式。

１１月２０日　２０１５年中国机械工业科
学技术奖授奖大会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工

程院院长周济院士出席颁奖大会并致辞。

学校流体中心刘建瑞研究员、施卫东研究

员、彭光杰博士的项目“射流自吸式柴油机

（汽油机）—泵直联机组的研究”荣获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中国机械工

业科学技术奖是目前国内机械行业中惟一

由国家批准的奖项，在机械工业领域具有较

高的知名度。

１１月 ２１日　江苏百校联动就业活
动———走进江苏大学暨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毕
业生系列综合性供需洽谈会（第一场）在学

校体育馆举办。副校长李洪波前往洽谈会

现场看望、指导应聘学生，并同参会单位人

员亲切交流。４８０余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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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事业单位来校布展招聘，提供有效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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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的毕业生进场应聘。

１１月 ２１—２４日　由学校和南京农业
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联合承办的“第

十八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在镇

江举办。６２０余位代表参会。
１１月２４日　江苏省科协公布“精品科

技期刊”立项资助名单，学校《江苏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和《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两本杂志获江苏省“精品科技期刊”项目

资助。

１１月 ２７—２８日　由学校承办的江苏
省高等学校后勤协会能源管理专业委员会

（简称“能专会”）成立大会暨江苏省高等学

校节能论坛在校举行。江苏省教育厅安全

稳定处处长焦伟、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徐泰

来，以及东南大学副校长黄大卫、江南大学

副校长田备、江苏大学副校长张济建等来自

全省高校的会员代表及企业代表共１８０余
人参会。

１１月２７—２９日　２０１５年中国农业工
程学会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分会学术年

会在学校召开。校长袁寿其出席开幕式并

致欢迎辞。会议围绕８个主题，邀请１５位
国内外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领域知名专

家做了大会学术报告，６９位代表在 ５个分
会场进行了专题报告。大会共收到论文摘

要１８１篇、墙报６９篇，编辑了《２０１５年中国
农业工程学会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分会

学术年会摘要集》，１２位研究生获得了优秀
墙报奖。

十二月

１２月１日　从团中央获悉，２０１５年全
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评选揭晓，学校荣获“２０１５年全国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单位”称号，校团委杜

明拴老师获“２０１５年全国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优秀个人”称号。

１２月２日　《学校要闻》报道：围绕专
业认证、审核评估及２０１６版本科人才培养
计划修订等重点工作，学校召开江苏大学本

科教学重点工作推进会。校长袁寿其、副校

长梅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高等教育

教学评估中心副主任周爱军应邀出席会议

并做了题为“推动 ＯＢＥ改革切实提高专业
教学质量”的专题报告。

１２月２日　江苏大学学业导师工作推
进会召开。会议旨在贯彻落实第三次学生

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推动学业导师工作。

校长袁寿其、副校长李洪波出席会议。会

上，学工处杨志春处长做了报告，袁寿其校

长就推进学业导师制工作作讲话。

１２月２日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Ｔｉｍｅｓ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公布了第三届金
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大学排行榜２００强榜
单。学校名列第１８１名，在全国高校（不包
括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中列第３８位。这
是学校首次进入该榜单前２００名。学校首
次进入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大学排行榜

前２００。这项排名是《泰晤士高等教育》针
对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５个“金砖
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大学发布的，采用世

界大学排行榜的评估标准，参照了５个领域
的１３个指标。５个领域分别是教学、研究、
引证、知识转化及国际化程度。

１２月４日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公布
了２０１５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科学技术）的最终评审结果。学校４项主
持项目获二等奖，获奖总数位居全国第 １６
位，江苏第３位。另有一项参与项目获一等
奖。食品学院陈全胜教授领衔主持的“农产

（食）品品质安全智能评价和快速检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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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项目获得自然科学二等奖。农业

装备工程学院贾卫东研究员领衔主持的“农

药精量高效喷施关键技术及应用”、流体中

心张德胜副研究员领衔主持的“环保工程用

高效输送推流装备关键技术研究与工程应

用”、机械学院王贵成教授领衔主持的“高

速数控机床用新型工具系统设计制造与检

测技术及应用”等三个项目获得科技进步二

等奖。电气学院嵇小辅教授参与的“复杂受

限系统的鲁棒性分析与控制”获得自然科学

一等奖。

１２月４日　江苏大学第五届国际文化
节暨中外研究生论坛闭幕式在校举办。中

外师生代表共计７００余人参加了闭幕式。
１２月４日　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

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学校承办的

省社科第九届学术大会“管理与经济学”专

场召开。

１２月７日　第二届江苏省计算机网络
与云计算学术会议在校举行。江苏省计算

机学会副理事长罗军舟、江苏大学副校长宋

余庆、江苏省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杨献春等

１３０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学校计
算机学院院长詹永照主持。

１２月１０日　学校举行校院两级党委
中心组报告会，邀请省委宣讲团成员、省教

育厅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沈健教授做题

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省

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发展更高水平的

省域高等教育”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辅

导报告。

１２月１０日　镇江市与在镇高校联席
会议成立暨“十三五”规划对接会在学校召

开。省教育厅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沈

健，市委书记夏锦文出席并讲话。市长朱晓

明主持会议。市领导李雪峰、曹当凌、曹丽

虹及袁寿其校长等在镇高校党政主要领导，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１２月 １０—１１日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
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战略规划组、江苏

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江苏

大学图书馆承办的高校图书馆“十三五”规

划经验交流会在镇江举行。国内外１００多
所高校图书馆的馆长、副馆长和业务骨干等

２００多名代表参加会议。学校副校长宋余
庆出席并致辞，图书馆馆长卢章平主持开

幕式。

１２月１４日　第十七届中国专利奖和
第九届江苏省专利项目奖的授奖决定公布。

学校李耀明教授团队的“纵轴流脱粒清选试

验装置”和邹小波教授团队的“一种高光谱

成像的光源系统”２项专利获中国专利奖优
秀奖；任旭东教授团队的“一种水下激光冲

击强化齿轮泵齿轮的装置与方法”专利获江

苏省专利项目奖金奖，邹小波教授团队“一

种高光谱成像的光源系统”和符永宏教授团

队“发动机气缸表面激光微加工装置及加工

方法”２项专利获江苏省专利项目奖优秀
奖。中国专利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联合评选，是对授予专利权的

发明创造给予的政府部门最高奖项。

１２月１４日　应江苏大学能源研究院
邀请，国际知名能源专家香港大学 Ｄｅｎｎｉｓ
Ｌｅｕｎｇ教授、香港城市大学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ｅｕｎｇ教
授和香港理工大学 ＭｅｎｇＮｉ教授来学校参
加联合研讨会，做了题为“把 ＣＯ２转化为燃
料的新型可逆双电解液微流电池”“燃料电

池整合的太阳能光催化强化”的报告。

１２月 １６日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双创计
划”评选结果揭晓。学校机械工程学院李琳

教授与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李松军教授领

衔的创新团队分别入选“外国院士类双创团

队”和“教育类双创团队”，获批数量位居全

省高校第一，其中李琳院士团队为全省高校

唯一外国院士类团队。同时，食品学院朱

琳、土力学院周晔欣、计算机学院陈潇、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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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魏巍及化工学院毛宝东、周政忠６位博士
入选“双创博士”计划，学校获批人数位居

省属高校第二。

１２月１６日　江苏省档案文化精品奖
及档案文化精品建设工作先进个人评选”结

果公布。学校档案馆编纂的《江苏大学大事

记汇编》荣获“江苏省档案文化建设精品”

三等奖，《江苏大学第三次党代会汇编》荣

获优秀奖。本次评选全省仅有７所高校入
围奖项。

１２月 ２０—２２日　第三届中日韩创新
应用研究教育国际会议暨创新工程设计竞

赛在校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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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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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激烈竞争和严格评审，组委会共

评出最佳论文６篇，创新工程设计竞赛金奖
作品８项、银奖１６项、铜奖２４项。学校学
子一举获得了金奖２项、银奖１项和铜奖３
项。其中，诸言、李雯雯、朱尧靓团队作品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ｒｉｐｏｄ
ｇａｉｔｆｏｒｈｅｘａｐｏｄｒｏｂｏｔｓ”，施正泽、周帆、吴蓉
团队作品“Ａｓｅｌｆ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ｃａ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ＣＵ”获得了金奖。
１２月２１日　学校药学院徐希明教授

入选２０１５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
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

称号。

１２月２２日　副校长缪子梅应邀带领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海外教育学院相关人员

访问赞比亚和南苏丹两国有关政府部门和

高校。在赞比亚期间，缪子梅副校长一行与

赞比亚大学副校长 ＩｃｙＳｉｋａｅｎｙｉＭｗａｌａ博士
及国际关系办公室、农业科学学院、医学院

人员进行了会谈。双方就两校科研合作、师

生交流、教师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达成

合作意向。代表团一行还访问了赞比亚农

业部，受到了农业部部长、国会议员 Ｇｉｖｅｎ
Ｓ．Ｌｕｂｉｎｄａ的热情接待，双方在农业领域高
端技术人才培训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在

南苏丹期间，代表团一行访问了南苏丹外交

部、教育科技部、我国驻南苏丹大使馆，并与

南苏丹５所高校代表进行了会谈。会谈中，
南苏丹高校代表希望在教师交流、联合开展

科学研究、提供奖学金支持学生培养、共建

联合实验室等领域同学校开展合作。访问

期间，缪子梅副校长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

访。学校代表团此行赴非洲访问，进一步加

强了江苏大学与非洲国家政府部门及高校

的相互了解，增进了双方友谊，将有利于拓

展学校与非洲的教育合作项目，提高学校办

学国际化程度。

１２月２２日　学校承办中国农业机械
学会耕作机械分会第八届委员会成立大会。

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江苏大学校长、中国

农业机械学会副理事长袁寿其研究员出席

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耕作机械分会第八

届委员会，江苏大学农业装备工程学院院长

毛罕平教授当选为主任委员。

１２月２２—２３日　“东方红”杯第一届
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决赛在

学校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农业部

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朱明、江苏大学校长袁

寿其，以及各参赛高校师生代表、企业代表

约７００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江苏
大学农业装备工程学院院长毛罕平主持。

此次大会评出特等奖作品１５件、一等奖作
品４５件、二等奖作品９２件、优秀奖１３９个，
优秀指导教师 ６０名。江苏大学荣获高校
“优胜杯”。

１２月 ２３日　韩国昌原国立大 学
（Ｃｈａｎｇｗ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校长崔海
范（ＣｈｏｉＨａｅｂｕｍ）等５人应邀访问学校。
校长袁寿其、副校长陈龙会见了韩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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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两位校长签署了两校合作交流备

忘录。

１２月２３日　学校召开校领导班子“三
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省委组织部干部

五处封春晴处长出席会议。校党委书记范

明主持会议。

１２月２５日　江苏省档案局、江苏省教
育厅联合发文，对全省高校档案工作先进集

体与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学校档案馆再次

荣获“江苏省高校档案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档案馆馆长沈芳再次被表彰为“江苏

省高校档案工作先进个人”。此次评选，全

省１３７所高校共评出先进集体４２家，先进
个人４３名。近年来，学校档案馆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档案管理规范化、制度

化、标准化建设；最大限度维护学校历史面

貌、积累学校档案信息资源；馆藏各门类档

案齐全完整，案卷质量符合国家规范要求；

档案信息化建设卓有成效，实现了馆内档案

信息资源的集成化管理；注重档案资源的

深度开发，档案编研成果品种丰富，客观、全

面、系统地记述了学校的发展历史。学校档

案工作在服务学校、服务社会等方面都取得

了显著成绩。

１２月２８日　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颁发了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

人才项目资助证书。学校在六大行业资助

领域共有３２人入选，位居全省第二。据统
计，“十二五”以来，学校“六大人才高峰”项

目获批人数已达９９人。
１２月３１日　《学校要闻》报道：“江苏

大学２０１５年医学临床教学工作会议暨江苏
大学（无锡惠山）教学医院揭牌仪式”在无

锡举行。

１２月３１日　团中央公布全国高校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团支部”和

“百佳团支书”遴选结果。学校管理学院物

流管理１２０１、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土木（建
筑）１３０１两个团支部获评全国“示范团支
部”（全国获评１０００个）。管理学院徐涛同
学被表彰为全国“百佳团支书”（全国表彰

１００名，江苏省６名）。

（撰稿人：沈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