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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既是学校“十三五”规划开局
之年，又是学校转型发展和“双一流”建
设的关键之年。一年来，人事处在学校党
政领导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年初工作
目标，坚持以学校“十三五”事业发展规
划为纲领，以建设高水平、有特色、国际
化研究型大学奋斗目标为指引，以第五次
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为契机，以高层次
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以制度建设为抓手，
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举措，强化服务，
狠抓落实。
【师资队伍建设成绩斐然】 （一）统一思
想，聚力谋划师资队伍建设规划。１ 科学
制定“十三五”师资队伍建设规划。认真
总结“十二五”期间队伍建设取得的经
验，仔细分析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不足，立
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学校实情，把
服务转型发展和“双一流”建设作为师资
队伍建设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据学
校“十三五”规划目标，科学制定《江苏
大学“十三五”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２ 隆重召开第五次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会
议。精心筹备、周密组织，１１月２５—２６
日隆重召开第五次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会议，
研究确定了“十三五”师资队伍建设的指
导思想、主要原则和主要任务。大会实际
参会人数１ ６００余人，圆满完成大会各项
任务。通过召开系列座谈会，广泛听取一
线教师、学院领导、职能部门的意见，出
台了《江苏大学“金山学者计划”实施办
法（试行）》《江苏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
实施办法（试行）》《江苏大学海外高层次
人才引进实施办法（试行）》《江苏大学协
同创新团队培育工程实施办法（试行）》
《江苏大学“教学名师培育计划”实施办

法（试行）》《江苏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评聘资格条件（试行）》《江苏大学教师岗
位设置与聘用实施细则（试行）》等７个
系列文件。 （二）聚焦高端，绽放“国字
头”，持续“省领先”。１ “国字头”人才
取得新突破。新增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１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２人、教育部霍英东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
获得者１人，引进千人团队１个。２ 省级
人才项目持续领先。新增“３３３工程”第
一层次１人、二层次１４人（省属高校第
１）、三层次２６人（全省高校第１），省创
新团队２个（全省高校第１），双创计划人
才７人，江苏特聘教授４人，江苏省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１人，外专百人计划１
人，“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１个、中
青年学术带头人７人、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７人（全省高校第１），省“六大人才高
峰”团队１个、资助对象２８人（全省高校
第１）。３ 继续大力引进国内外优秀博士。
通过校长海外团专场招聘、组织海外人才
宣讲招聘、百名海外博士（后）江大行、
建设高层次人才招聘信息平台、微信新媒
体推广等多措并举，全年共引进优秀博士
１２８名，其中资格教授２１人、海外背景人
员５６人。（三）创新举措，持续推进师资
队伍建设国际化。１ 成功举办２０１６年江
苏大学海外高层次人才学术论坛。邀请了
１００余名（实际到会９１名）海外优秀博
士、博士后、海外知名高校助理教授及以
上高层次人才来校，通过为期３天的“三
实”活动：一是实地考察江苏大学的软硬
件环境；二是实实在在感受江苏大学求贤
若渴的引才诚意及胸怀；三是实现双方一
致意愿的达成。论坛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开辟了新渠道，成效显著。论坛会后，
即有２０余人签署了协议，还有近２０人正
在洽谈。学校确定今后每年举办两期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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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论坛，大幅提高海外人才的引
进比例。２ 主辅结合，拓展海外研修新渠
道。以国家、省留学资助项目为主体，以
校公派出境研修为补充，构建了全方位选
派优秀教师赴海外留学的三级资助渠道。
全年共选派１０９名青年教师到海外知名高
校或研究机构进修深造。２０１６年共有１１８
人获批各级各类公派项目。其中，省公派
项目获批２８人和１个团队，列全省高校第
一。同时，学校第五次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会议确定每年聘请１００名左右海外知名高
校欧美裔教授、副教授来校为本科生、研
究生开设课程和科学研究。
【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平稳推进】 １ 继续深
化教师职务评聘制度改革。从２０１６年起，
学校具备教师（含科研、思政系列）、教
育管理研究、实验系列的学科评议权。
２０１６年学校共有３０２人申报高级职称专业
技术职务（不含卫生系列），申报人数创
历史新高。经学校、省主管部门组织评审，
新增正高２９人、副高１４３人。此外，２０１６
年全面修订了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资格
条件。２ 平稳开展新一轮的岗位考核与聘
任工作。本次申报二、三级教授岗人员共
１０５人，其中申报二级教授岗２５人、三级
教授岗８０人。经过材料审核与公示、资格
审核和学校评审，共通过５２人，其中二级
教授岗通过８人，三级教授岗通过４２人。
其他岗位的考核与聘任工作也都圆满完成。
３ 顺利推进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工作。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牵涉到广大教职工的切身利
益，参保登记工作繁杂，数据量大。此项
工作５月下旬开始启动，完成了全部在职
人员和退休人员的数据入库，重新认定了
教职工个人提出异议的关于出生年月、参
加工作时间、进校时间、退休时间、工龄
等各类核档问题，并进行了参保人员的梳
理及相关支撑材料的复印、收集、排序、

整理等工作。４ 积极推进全国教师管理信
息系统建设。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是教育部建立完善国家教育管理公共服务
平台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采集各级各类
教师基础信息，实现联网运行，为每一位
教师建立电子档案，确保教师“一人一
号”，且实行信息动态更新。目前学校已完
成８９ １％教师信息入库。
【常规工作务实高效】 １ 表彰先进，创设
营造争先进位新风尚。组织开展了两年一
次的江苏大学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评选
活动，共评选出１０１位“江苏大学优秀教
师”和８７位“江苏大学先进工作者”。表
彰了７个“十二五”期间师资队伍建设先
进单位和２２６名获得省级及以上人才的先
进个人，创设营造了鼓励先进、争先创优
的人才工作新风尚。２ 精心组织各类教师
培训、考试。按照省教育厅相关考试的要
求，精心策划、认真组织教师培训和专业
技术职务考试，考务工作严格规范。组织
７９４名新教师参加岗前培训，镇江片区
１ ０２６名新教师参加岗前培训考试，１３５人
次参加职称计算机能力考核。３ 及时准确
发放教职工工资。完成了职务职称、学历
学位、工勤人员考工等级变动后工资及绩
效工资的兑现工作；完成了工资的年度正
常升级工作；完成了进、离校人员，以及
退休人员及返聘人员手续办理及工资起停
薪和变动工作，按政策调整公积金基数及
老职工的提租补贴，调整离、退休人员房
贴等工作。４ 认真做好人事档案和编制外
用工管理工作。积极提供养老保险工作所需
的相关材料，核对相关信息，提供查阅各类
人员档案逾千人。配合组织部继续做好处级
干部档案审核工作，与组织部一起实地调查
核实处级干部出生年月信息等。推进编制外
用工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５ 协助做好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和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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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工作。科学评估学校师资队伍现状，精
心做好师资队伍相关数据收集与材料准备，
查阅、收集整理、修改人员信息１０万余条，
准备文件、相关证明、合同共１５０余份。深
入分析各类人员年龄、学历、职称、学缘、
专业、行业背景比例等数据，高质量协助做
好通过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和本科专业认证工
作。顺利完成２０１６年国家监测数据人事条
线六大领域的信息采集工作。
【机关作风建设常抓不懈】 始终牢记“服
务学校奋斗目标，提高为全校教职工服务
的水平和质量”的宗旨，秉持“以人为
本，人诚事公”的工作理念，坚持“提升
人员素质、营造服务环境、加强制度建设，
强化内部管理”的作风建设思路，从“抓
思想认识、抓工作研究、抓制度执行、抓
工作效能”四方面入手，机关作风建设工
作全年常抓不懈。同时，以作风建设为切
入点，强化党风廉政教育，不定期组织全
处人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和
十八大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加强监督，落实责任，不断自勉，做到廉
政工作防微杜渐。

（撰稿人：常海虹　 核稿人：马志强）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晋升高级职称人员名单
教授（３９位，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４日起）
任旭东张朝阳刘桂武高瑞昌
王　 权姚红兵罗开玉康　 灿
施爱平尹必峰陈彩凤李桂荣
朱纯银刘春波吴玉海花世群
刘　 宏崔凤杰徐　 斌嵇小辅
李凤祥毛启容刘　 路陈海波
文学舟宋新平曹　 辉李　 丽
王武年苏建红万雪梅刘同君
张建新张业旺刘晗青夏　 圣

龚爱华杨　 鲲周小明

　 　 副教授（１０５位，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４日起）
马如宇王后孝吴　 勃赵新宏
黄　 娟陈小波马世典张孝良
陈建锋周卫琪徐晓明刘文光
王　 海孙丽琴何美玲栗欢欢
吉恒松苏文佳郭兴龙韩新月
冷先银焦　 雷朱脉勇徐紫巍
周政忠钱　 静白红叶孙宏祥
汤　 养高安娜王　 蓓殷　 杰
周晔欣徐海侠孙见凡许　 海
杨德勇李青林高献礼任晓锋
王　 林韩　 恩石吉勇韩　 娟
刘杏荣张新爱朱　 琳郭　 钦
於　 鑫黄振跃马　 莉李　 可
李致远江晓明陆　 虎姜　 震
耿　 霞刘建华刘　 哲张春景
常新锋江红莉张　 瑾王玲玲
许远旺刘　 涛孟庆峰白光林
熊　 强陈樱花全守杰陆道坤
吕寿伟付清松于桂林许彩艳
吴　 鹏马风华刘守军张　 罗
戴　 林尚清锋邹焕聪承　 恺
李　 晓刘英俊朱　 ?唐　 峰
赵　 峰杨　 玲施小凤沈　 松
朱　 源孙　 竞王　 丽巢艳红
于小凤许　 颖沈　 权杜凤移
王　 强张　 徐李　 芳王　 梅
张　 伟

　 　 研究员（８位，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４日起）
徐立章毛宝东吴智仁刘继展
贾卫东卜　 权朱湘临盛　 平

　 　 副研究员（１８位，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４日起）
黄　 舒骆　 寅王　 凯董　 亮
褚琳琳刘俊萍杨　 进姚山山
王　 兰荆俊杰李龙华张　 川
李晋阳管贤平魏　 巍董晓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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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军陈慧卿
高级实验师（４位，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４日起）
蒋　 彦汪松美刘　 毅夏纯中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副教授（１ 位，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４日起）
王训兵
教育管理研究研究员（１位，２０１５年

７月２４日起）
郑培钢
教育管理研究副研究员（３位，２０１５

年７月２４日起）
嵇留洋杭　 慧沈　 辉
社区副主任医师（１位，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６日起）
许　 兵

　 　 社区副主任护师（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３０
日起）　

华长虹
　 　 高级工程师（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起）

戴学标　 郭剑峰
　 　 主任医师（９位，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６日起）

陈　 萍戴春华党胜春刘志祯
王　 东王济芳王晓燕袁国跃
张　 炜

　 　 副主任医师（１１位，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６
日起）

常　 明陈　 霞程　 千蒋小猛
钱　 超芮金兵王　 娟王银环
尹江宁袁　 伟张广程
副主任中医师（１位，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６

日起）
金　 蕾
副主任药师（１位，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６

日起）　
刘心慧

　 　 主任护师（３位，２０１４ 年１１ 月３０
日起）　

张桂华朱　 蓓庄　 若

　 　 副主任护师（５位，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３０
日起）

何伟华魏　 青严凌花殷雪平
张文杰

　 　 高级会计师（２位，２０１５年８月７
日起）　

卢桂成许世群
副编审（１位，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５日起）
祝贞学
图书研究馆员（１位，２０１５年９月２

日起）
王秀红
图书副研究馆员（２位，２０１５年９月

２日起）
郭以建　 杨国立
副研究馆员（１位，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５

日起）
方　 雯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晋升高级职称人员名单
教授（２３位，２０１６年９月起）
李崇月李文元杨泽斌韩　 荣
吉敬华胡绪华赵斌娟蒋俊明
梁　 军李晓波朱建国殷久利
孟献丰周从华曹顺生杨利霞
齐向辉吕晓萌钟兰凤郭本海
何英英袁国跃单秀红
副教授（１０８位，２０１６年９月起）
崔　 晋马皓晨管国强郑敏学
黄　 巍姜　 苑郑　 刚孙建荣
余红艳房厚庆李宗堂肖素萍
蒋　 璐徐　 金吕玉勇王盛峰
张　 多刘　 锋薛文平王海军
钱丽娟黄黎清王宝玺邹艳敏
牛雪梅郑召文张剑梅冯　 旭
董玉娟杜乐其柯　 佳陈　 洋
徐　 琳唐华彭李明珠甄美荣
杨　 建彭琬昕刘天磊钟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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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博谢君平程　 宇王　 佳
姜德立孙旭红左俊杰刘春花
袁仕陈王亚平曹　 进闫小喜
朱　 强曹　 霞孙　 俊孙太任
吴　 亮纪敬虎彭　 振蔡水明
田　 飞戴志聪葛道晗杨　 洋
蔡英凤王承克肖　 璐贾和坤
赵　 婷王　 蕾吴贤芳江　 辉
徐远国霍书豪叶　 洋谢　 萌
韩　 豫孙　 力苟建平梁　 晨
何文森聂仪晶王自平黄如兵
周海超杨晓峰张红英茆广华
黄　 晨黄贤凤张义浜房媛媛
任云鹏尹子龙夏文君刘战胜
梁　 旭钱粉红费小明孙彩霞
李　 峰张文杰程　 千张　 炜
陈　 健吴晓阳于宗良钱晓芹
研究员（５位，２０１６年９月起）
付为国林　 琳张德胜邱静霞
汪雪峰
副研究员（２１位，２０１６年９月起）
郎　 涛李冬升夏恒传乐易林
周　 阳彭光杰钱　 军王钱钱
张　 鹏王爱健张　 铭裴　 吉
郭　 顺陈贝贝唐　 忠赵睿杰
顾　 杰董红军朱菲菲于　 倩
王中群
高级实验师（４位，２０１６年９月起）
傅行礼李艳肖肖　 凤余筱洁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副教授（２ 位，

２０１６年９月起）
王　 飞周慧莲
教育管理研究研究员（１位，２０１６年

９月起）
缪子梅
教育管理研究副研究员（６位，２０１６

年９月起）
李玉秀张文忠周国华朱春英

邹时建孙英琨
社区副主任医师（３位，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起）　
尹筱莹董海英叶亮英
社区副主任中医师（１位，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起）
张新昕
主任医师（１３位，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起）
丁　 澍费小明蒋　 鹏汤　 郁
王　 波吴　 蔚谢江宁谢　 嵘
徐　 岷张海鸣周红林朱　 颖
朱章华
副主任医师（１８位，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起）
蔡华忠崔　 磊李月峰刘莉萍
陆汉强毛正发石　 磊孙继芾
陶美满王丽霞王　 莹徐正芳
许　 辉杨旭东余先球赵国阳
周　 烨朱海峰
主任护师（２位，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起）
王　 芝周洁玉
副主任护师（８位，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起）
毕荣华方　 妍宦迎春吕书红
任　 玲许　 伟杨咏华周美云
副主任中医师（１位，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起）
朱震云
主任技师（２位，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起）
蒋　 茜尤海燕
研究员（１位，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起）
赵　 峰
编审（１位，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起）
徐红星
图书副研究馆员（３位，２０１６年１１

月起）　
潘　 颖傅　 俏谢　 萍
中小学教师高级教师（１位，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起）
蒋　 俊

（撰稿人：苏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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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名单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名称 导师姓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机械工程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　 霄　 刘会霞

车辆工程 孙晓东　 徐　 兴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杨丽丽

材料学 杨建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工程热物理 屈　 健
热能工程 刘杨先

流体机械及工程 王希坤　 叶晓琰　 李　 伟　 吴斌鑫
陈汇龙　 高　 波　 谈明高　 　 　 　

控制科学与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戴继生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 王　 云　 齐向辉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 毛宝东　 范伟强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济建　 郭本海
临床医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尹　 俊　 李晓华　 杨　 鲲

张　 徐　 徐　 岷　 韩从辉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新增学术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名单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名称 导师姓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孙旭红

数学 应用数学 孙　 钰　 夏文君

化学

无机化学 孔粉英 　 包　 健　 刘　 瑜　 李　 娣　 杨秀丽

季振源　 钱　 军　 黄　 燕　 梁　 旭　 解明华

分析化学 牛湘衡　 李红波

物理化学 李龙华　 李春梅　 杨丽丽　 赵　 岩　 董红军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张建明

生物学
微生物学 于　 倩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吕　 鹏　 朱菲菲　 刘树柏　 顾　 杰
生态学 生态学 刘宇婧
统计学 统计学 石志岩
力学 固体力学 冯　 侃　 郝文峰　 晏　 翔

机械工程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甘淑媛　 朱英霞　 蔡　 杰
机械电子工程 黄平林　 钱鹏飞
车辆工程 汤传业　 周海超　 聂佳梅　 唐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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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名称 导师姓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仪器科学与技术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孙　 力　 徐　 琳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学 冯永海　 吕　 鹏　 杨建红　 张　 侃　 潘建梅

材料加工工程 李天庆
冶金工程 有色金属冶金 苏明如　 窦爱春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工程热物理 范宝伟
动力机械及工程 贾和坤

流体机械及工程 王　 川　 王秀礼　 王希坤　 付燕霞
吴斌鑫　 郎　 涛　 黄　 俊

电气工程
电机与电器 项倩雯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张维煜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理电子学 张　 赛　 施丽娟　 徐媛媛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刘　 圆　 陈明明　 黄备兵

信息与通信工程 通信与信息系统 刘战胜　 江晓明　 张文策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王　 博　 江　 辉　 李　 可　 薛文平

系统工程 Ｌｉｐｐｏｌｉｓ 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良君　 耿　 霞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 延永东

化学工程与技术 应用化学 苏华能　 杨石榴　 连加彪　 魏　 巍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何美玲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陆　 颖

农业工程 农业机械化工程 马　 征　 欧鸣雄　 唐　 忠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 冯伟伟　 茆广华　 孟　 辉　 戴志聪
环境工程 崔立强 　 逯子扬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 孙　 玲　 张存胜

基础医学
病原生物学 曲立娟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周晓慧 　 俞作仁 　 鞠小丽

临床医学

内科学 王　 锋　 朱　 福 　 任　 　 张　 林 　 贾　 珏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赵　 简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张礼荣　 陈宝定
临床检验诊断学 田　 洁　 李　 伟 　 李晓华　 张义全　 茅凌翔

外科学 毛正发　 吴鹤鸣 　 林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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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名称 导师姓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临床医学
耳鼻咽喉科学 李姝娜
肿瘤学 邱志远　 倪昕晔 　 韩从辉
麻醉学 张小宝 　 韩　 超

药学
药物化学 刘瑞江
药剂学 芮蒙杰　 屈　 阳　 曹　 进
生药学 万瑾毅

中药学 中药学 邹艳敏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陈晓燕
工商管理 企业管理 白光林

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 尹志国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徐晓莉

　 　 注：标“”者为非学校本部及各附属医院的其他单位人员。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新增专业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名单
专业学位类别 领域 导师姓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法律 法律 吕　 霞　 刘春花　 杜乐其　 周德军　 唐华彭　 魏小强
教育 教育 韦　 岚　 钟家宝　 徐惠红

汉语国际教育汉语国际教育 罗昔明

工程

机械工程 李　 亮 　 宋树权 　 周临震 　 夏建生

电气工程 陈兆岭
控制工程 张春富

建筑与土木工程 孙亚飞 　 蔡东升
食品工程 孙　 俊　 余筱洁
车辆工程 马世典

工业设计工程 李明珠　 黄黎清

临床医学

内科学 欧　 强

外科学 李大鹏　 李桓毅 　 陈　 波　 陈建民 　 张　 伯

张　 恒　 严志新　 邹　 晨　 欧阳晓　 程　 千　 虞桂平

妇产科学 冯　 文

耳鼻咽喉科学 黄秋生
肿瘤学 于　 鸿



����UV

２８９　　

续表
专业学位类别 领域 导师姓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护理 护理 江　 会 　 朱　 蓓　 庄　 若　 张文杰　 周凯云
会计 会计 李益娟

艺术 艺术 左俊杰　 承　 恺
　 　 注：标“”者为非学校本部及各附属医院的其他单位人员。

（撰稿人：沈　 芳）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青年学术带头人培育人选江大
校〔２０１６〕４０５号（排名不分先后）
　 　 郑文怡　 张　 川　 刘莉萍
江苏大学入选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双创计划”引进人才（排名不分先后）
　 　 乔冠军　 黄智鹏　 郑其平　 刘　 路　 林　 琼
江苏大学入选２０１６年第五期“３３３工程”第一层次培养对象
　 　 施卫东
江苏大学入选２０１６年第五期“３３３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排名不分先后）
　 　 鲁金忠　 任旭东　 袁建平　 刘厚林

赵文祥　 王　 匀　 乔冠军　 贾卫东
由天艳　 陈全胜　 李　 红　 徐立章

江苏大学入选２０１６年第五期“３３３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排名不分先后）
　 　 李　 丽　 吴梦云　 朱永跃　 金　 帅

季　 颖　 施伟东　 王　 俊　 杨泽斌
尹必峰　 潘剑锋　 何志霞　 徐　 兴

张德胜　 朱孝勇　 张红印　 雍阳春
林　 琳　 张　 徐

江苏大学入选２０１６年江苏特聘教授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毛宝东　 王希坤　 杨　 鲲　 徐立章
江苏大学入选２０１６年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赴境外研修人员名单（排名不
分先后）　
　 　 王　 爽　 曹　 军　 戴继生　 许小红

佟艳群　 徐　 谦　 黄六容　 朱文静
朱永跃　 全守杰

江苏大学入选２０１６年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录取人员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李保家姜燕张鹏孙立成 汪文新张敏尹盛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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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道晗吴雪莲崔承云吕柳
朱峰董高高杜瑞瑾王平
张晓东李国辉张灿刘竟

王自平戴文静曹霞沈玉萍
吴燕王晓春李伟

江苏大学入选２０１６年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名单（排
名不分先后）
　 　 李炳硕　 刘素霞　 唐　 华　 刘俊萍　 张忠强　 刘继展　 杨　 欢
江苏大学入选２０１６年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名单（排
名不分先后）
　 　 陈海波　 王武年　 李桂荣　 赵文祥　 朱纯银　 许桢英　 何荣海
江苏大学入选２０１６年高校“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培养对象名单
　 　 乔冠军
江苏大学入选２０１６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排名不分先后）
　 　 李洪波　 谢志芳
江苏大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候选人推荐人选（排名不分先后）
　 　 由天艳　 金丽馥　 袁建平　 陈全胜　 陈华标
江苏大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候选人推荐人选（排名不分先后）
　 　 施伟东　 徐立章　 任旭东　 刘晗青　 雍阳春　 刘　 磊　 王良民
江苏大学入选省级及以上人才工程项目人选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邹小波袁寿其乔冠军杨建红
吴智仁刘国海徐希明梅强
赵玉涛李耀明董明东赵文祥
施伟东由天艳李洪波徐立章
任旭东张德胜刘桂武毛罕平
施卫东孙建中李琳李松军
许文荣马海乐赵德安鲁金忠
刘晗青雍阳春贺照明郑卫平
王成原郑其平刘路林琼
刘金兴屠志刚侯永忠郑允文
吴胜利叶晓非刘磊孙大志
陈华标袁建平糜建立齐岭
杨鲲毛宝东王希坤黄星奕

刘厚林王谦朱誯秋赵喜仓
李遇梅王胜军孙炳伟严金川
朱荣生王匀贾卫东陈全胜
李红苏兆亮
Ｊｏｒａｍ Ｆｅｌｄｏｎ Ｂｒｉａ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
江浩斌杜建国王良民朱孝勇
崔恒林钱晖马国建王坤
李昌烽张正娣段玉清陈海波
王武年李桂荣朱纯银许桢英
何荣海施海峰杨娟张红印
汪若尘王军锋杜道林唐恒
吴梦云康灿蔡健荣左志宇
胡永光尹必峰卢红艳汤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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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学文袁国跃党胜春徐岷
汪雪峰王冬青费小明于明
袁伟李丽金帅王俊
杨泽斌潘剑锋何志霞徐兴
林琳张徐朱永跃季颖
付强潘中永余江南全力
吴麟麟严学华杨利霞刘晓光
潘天红孙梅尹小琴许伯强
袁朝春李仲兴毛启容潘公宇
任乃飞王权李小华依成武
汪少华俞力王一茗盘朝奉
张孝良代宝珍宫燃韩牟
苗永红许晖朱文帅刘超
周从华刘栋李伟杨晓峰
王海黄晨景鹏韩飞
陆春华杨平周存山高瑞昌
刘春波闫早学杨小飞张金凤

潘建明张启华王攀孙俊
杨超君耿国庆孙晓东何友国
蔡英凤梁军周卫琪王亚平
徐谦李明宇霍鹏伟孟献丰
徐雷钧陈锦富陈建锋刘文光
魏胜利刘杨先石吉勇王勇
王正岭张朝阳朱建国郭玉琴
栗欢欢崔海英耿霞陈晓燕
李可聂佳梅陈浩谈明高
张祯魏渊殷久利宋浩杰
杨启志朱兴业赵湛李炳烁
刘素霞唐华刘俊萍张忠强
刘继展杨欢曾见张会杰
徐海侠朱琳周晔欣陈潇
魏巍周政忠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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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教职工个人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按照获奖时间排序）

获奖单位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陈锦富江苏省优秀毕业设计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牛德姣江苏省高校全英文授课精品课程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王昌达教育部来华留学生品牌课程 教育部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鲍可进江苏省重点教材建设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京江学院袁　 鑫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好青年百人榜
共青团江苏省委
员会、江苏省文
明办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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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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江学院朱晶璇 ２０１６年辅导员研究会案例评比一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京江学院朱晶璇第六届江苏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
大赛（复赛）三等奖

江苏省辅导员研
究会 ２０１６

京江学院蒋　 豪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工作案例一
等奖

江苏省高校辅导
员工作研究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王丽敏 ２０１５江苏省辅导员年度人物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施伟东
袁　 伟镇江市十大杰出青年

镇江市青年联合
会、镇江报业传
媒集团、市文化
广电产业集团
联合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陈国强 ２０１５年“镜头中的三下乡”优秀

指导教师
团中央学校部、
团中央网络影视
中心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马正军江苏省青年双创英才

共青团江苏省
委、江苏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
会、江苏省教育
厅、江苏省科学
技术厅、江苏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江苏省
农业委员会、江
苏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江苏省
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陈国强

２０１６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
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
个人

共青团中央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杨道建

第十一届江苏省大学生文化艺术
节之大学生理财高手大赛“最佳
领队”

第十一届江苏省
大学生文化艺术
节组委会、共青
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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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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委

董秀娜
任　 梅
孙泽宇
石　 祥
陈国强
张　 萍

２０１６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
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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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任　 梅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江苏省道德发展状况调查”
专项活动优秀教师

江苏省文明办、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医学院 周　 红江苏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医学院 邵世和江苏省自然科学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京江学院高伏康全省共青团工作先进工作者 共青团江苏省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１

江苏大学
宣传部 吴　 奕江苏省高校校报优秀作品评选消

息类一等奖
江苏省高校校报
研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１

江苏大学
宣传部 薛　 萍江苏省高校校报优秀作品评选言

论类一等奖
江苏省高校校报
研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１

江苏大学
宣传部

吴先琳
张　 芬
张　 萌

江苏省高校校报优秀作品评选消
息类一等奖

江苏省高校校报
研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１

江苏大学
宣传部

吴　 奕
张明平

江苏省高校校报优秀作品评选通
讯类二等奖

江苏省高校校报
研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１

江苏大学
宣传部 薛　 萍江苏省高校校报优秀作品评选消

息类二等奖
江苏省高校校报
研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１

江苏大学
宣传部 张明平江苏省高校校报优秀作品评选消

息类三等奖
江苏省高校校报
研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１

江苏大学
宣传部 薛　 萍江苏省高校校报优秀作品评选言

论类三等奖
江苏省高校校报
研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１

江苏大学
宣传部

吴　 奕
张明平

江苏省高校校报优秀作品评选通
讯类三等奖

江苏省高校校报
研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１

江苏大学
宣传部

吴先琳
夏禹圣
张　 萌

江苏省高校校报优秀作品评选通
讯类三等奖

江苏省高校校报
研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１

江苏大学
宣传部

张明平
冯　 磊

江苏省第四届“阳光校园”优秀
微电影作品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１

江苏大学
宣传部 张　 芬江苏省高校校报２０１５年度荣获消

息类一等奖
江苏省高校校报
研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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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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战部

朱晓燕
成　 华
刘秋生
孙　 平
王国栋
程建军
陈　 敏
姜　 梅
何亚龙
丁　 伟
刘培晶
马国尔
吴　 蔚
李遇梅

２０１５年度农工党镇江市优秀党员农工党镇江市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１

江苏大学
宣传部 金丽馥第四届全省优秀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者
中共江苏省委宣
传部 ２０１６ ０２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杨　 娟江苏省三八红旗手 江苏省妇女联

合会 ２０１６ ０３

京江学院薛　 影江苏省辅导员技能大赛三等奖
江苏省高校辅导
员培训与研修
基地

２０１６ ０３

农业装备
工程学院毛罕平江苏省先进工作者 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６ ０４

后勤服务
集团 王　 磊 ２０１５年度全国教育后勤系统信息

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中国教育后勤协
会秘书处 ２０１６ ０４

后勤服务
集团

黄　 艳
赵亚男

镇江市京口区民办幼儿园“研培
赛”评比一等奖

镇江市京口区教
育局 ２０１６ ０４

京江学院罗晓庆 ２０１５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提名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６

京江学院范艳华 ２０１６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入围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６

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陈汇龙江苏省教育工作先进个人（优秀

党务工作者）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委教育
工委

２０１６ ０６

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沈　 晨

２０１６年全国科技活动周获“优秀
组织者”———《让心理健康理念
进入大学每个宿舍》

中国心理学会心
理学普及工作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６

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

陆　 菁
吴　 婷

２０１６年全国科技活动周获“一等
奖”———《让心理健康理念进入
大学每个宿舍》

中国心理学会心
理学普及工作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６

医学院 李君荣民盟江苏省委成立六十周年先进
个人

民盟江苏省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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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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勤服务
集团

黄　 艳
赵亚男

镇江市幼儿园“研培赛”评比二
等奖 镇江市教育局 ２０１６ ０６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徐雷钧

“华为杯”第十一届中国研究生
电子设计竞赛华东赛区优秀指导
教师

教育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
心、全国工程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
中国电子学会

２０１６ ０７

后勤服务
集团 仇　 静镇江市第六届“我的教育故事·

教育观察”征文评选二等奖 镇江市教育局 ２０１６ ０７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赵德安江苏省教学名师

江苏省教育厅、
中国共产党江苏
省委教育工作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８ 苏教人
〔２０１６〕１４号

京江学院张海霞
第二届（２０１６）全国高校数学微
课程教学设计竞赛华东赛区二
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数
学教学研究与发
展中心

２０１６ ０８

京江学院蒋　 豪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
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９

理学院 王正岭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
人才

江苏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２０１６ ０９

农业装备
工程学院

贾卫东
徐立章
刘继展

江苏省农机工业科技创新先进工
作者

江苏省农业机械
工业协会 ２０１６ ０９

江苏大学
宣传部

吴先琳
张　 芬
张　 萌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高校校报好新闻评
选消息类一等奖

中国高校校报
协会 ２０１６ ０９

江苏大学
宣传部 吴　 奕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高校校报好新闻评

选消息类二等奖
中国高校校报
协会 ２０１６ ０９

江苏大学
宣传部 薛　 萍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高校校报好新闻评

选言论类三等奖
中国高校校报
协会 ２０１６ ０９

江苏大学
宣传部

张明平
吴　 奕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高校校报好新闻评
选通讯类一等奖

中国高校校报
协会 ２０１６ ０９

后勤服务
集团 赵亚男镇江市京口区优秀教学能手 镇江市京口区教

育局 ２０１６ ０９

后勤服务
集团 章晓丹第十四届江苏省“蓝天杯”中小

学教师优秀教育论文评选三等奖
江苏省教师培训
中心 ２０１６ ０９

后勤服务
集团 蒋志华第十四届江苏省“蓝天杯”中小

学教师优秀教育论文评选三等奖
江苏省教师培训
中心 ２０１６ ０９

后勤服务
集团 魏海霞镇江市京口区教育系统服务标兵镇江市京口区教

育局 ２０１６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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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教务处 常志斌考务工作先进个人 江苏省教育厅高
教处 ２０１６ １０

京江学院
薛　 鹏
潘云龙
胡雪晴

２０１６年度镇江市“社科应用研究
精品工程”三等奖

镇江市哲学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
镇江市社会科学
院、镇江市教育
科学研究所

２０１６ １１

京江学院
朱东旦
薛　 影
蒋　 豪

２０１６年度镇江市“社科应用研究
精品工程”优秀奖

镇江市哲学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
镇江市社会科学
院、镇江市教育
科学研究所

２０１６ １１

理学院

潘　 波
张法玲
王国余
陶根宁
董荣生
贾　 鼎
高　 俊
殷红飞
孙宏祥

江苏省高校第十三届大学生物理
及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优秀指
导老师

江苏省高校大学
生物理与实验创
新竞赛组织委员
会、江苏省物理
学会

２０１６ １１

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谢　 钢江苏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突出贡献奖
江苏省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专家
指导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１

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陆　 菁江苏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优秀工作者
江苏省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专家
指导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１

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

李晓波
陆　 菁
吴　 婷
沈　 晨

江苏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优秀论文奖

江苏省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专家
指导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１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赵不贿第三届江苏省虚拟仪器竞赛优秀

指导教师

江苏省仪器仪表
协会、江苏省虚
拟仪器竞赛组
委会

２０１６ １２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徐雷钧

“东方红”杯第二届全国大学生
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优秀指导
教师

中国农业机械学
会、中国农业工
程学会、江苏省
现代农业装备与
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

２０１６ １２

海外教育
学院 张　 婧 ２０１６年度江苏平安外国留学生医

疗保险先进个人
江苏省外国留学
生教育管理研
究会

２０１６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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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海外教育
学院 谢志芳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优秀论文二等奖

江苏省外国留学
生教育管理研
究会

２０１６ １２

京江学院钱正奕
第四届“中视典杯”苏皖高校数
字媒体及动画优秀作品联展优秀
指导教师奖

江苏省高等学校
动画与数字媒体
艺术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２

理学院 孙宏祥第六届江苏省自然科学活动月优
秀学术论文二等奖

江苏省科协技术
协会 ２０１６ １２

生命科学
研究院

陈克平
姚　 勤

镇江市优秀科技论文（专著）一
等奖《模式生物家蚕》 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６ １２

生命科学
研究院 高　 力

镇江市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基
于石墨烯氧化物－适配体传感器
对蛋白质的高灵敏检测》

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６ １２

生命科学
研究院 李国辉镇江市优秀科技论文三等奖 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６ １２

医学院 王　 梅镇江市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 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６ １２

医学院 朱琼芳
朱梦楚镇江市优秀科技论文二等奖 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６ １２

医学院 王　 荟镇江市优秀科技论文三等奖 镇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６ １２

后勤服务
集团

仇　 静
胡梦甜

镇江市京口区第２３届教科研论文
评比一等奖

镇江市京口区教
育局 ２０１６ １２

后勤服务
集团

余　 佳
张　 云
袁　 慧
蒋志华

镇江市京口区第２３届教科研论文
评比二等奖

镇江市京口区教
育局 ２０１６ １２

后勤服务
集团 陈　 莹镇江市第六届“我的教育故事

教育观察”征文评选三等奖 镇江市教育局 ２０１６ １２

后勤服务
集团 常　 玲镇江市卫生保健单位先进个人 镇江市妇幼保

健院 ２０１６ １２

后勤服务
集团 王　 旭

镇江市京口区第十一届幼儿园
“三人行变废为宝”小巧手制作
大赛特等奖

镇江市京口区教
育局 ２０１６ １２

后勤服务
集团 刘宏斌

第六届全国饭店业事业技能竞赛
（江苏赛区）中式烹调项目职工
组金奖

中国饭店协会、
江苏省职业技能
鉴定中心、江苏
省餐饮行业协
会等

２０１６ １２

后勤服务
集团

刘宏斌
陈顺国江苏省团膳快餐大赛金牌奖

江苏省餐饮行业
协会、江苏省高
等学校后勤协会

２０１６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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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统战部 李耀明
董　 洁优秀政协委员 镇江市政协 ２０１６ １２

统战部 施伟东镇江市十大杰出青年 民革镇江市委会 ２０１６ １２

统战部 张正娣教育工作先进个人 致公党江苏省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２

江苏大学张明平
冯　 磊

江苏省第四届“阳光校园”优秀
微电影作品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１ １１ 苏教办体艺

〔２０１６〕１号

江苏大学王玉忠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省政研会系统先
进个人

江苏省思想政治
工作研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１ ２２ 苏政研

〔２０１６〕１号

江苏大学张文忠
完　 沁

江苏省第四届大学生安全知识竞
赛优秀指导教师

江苏省教育厅办
公室 ２０１６ ０１ ２７ 苏教办安

〔２０１６〕１号
纪委办
监察处

蒋俊明
李志红

中国监察学会机械分会优秀工
作者

中国监察学会机
械分会 ２０１６ ０３ ０１

江苏大学张德胜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五届高等
院校青年教师奖三等奖

霍英东教育基
金会 ２０１６ ０３ ０９ 〔２０１６〕６号

江苏大学张正娣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江苏省教育厅、
中国共产党江苏
省委教育工作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６ ２５ 苏教人
〔２０１６〕１４号

江苏大学
徐希明
任乃飞
赵文祥
佘梅溪

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
江苏省教育厅、
中国共产党江苏
省委教育工作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６ ２５ 苏教人
〔２０１６〕１４号

江苏大学陈汇龙
夏益伟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江苏省教育厅、
中国共产党江苏
省委教育工作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６ ２５ 苏教人
〔２０１６〕１４号

江苏大学张　 文江苏省首届高校教师公共艺术课
程微课大赛本科组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办
公室 ２０１６ ０７ ０６ 苏教办体艺

〔２０１６〕１２号

江苏大学曹广龙镇江市第七次创建全国双拥模范
城三等功

中共镇江市委员
会、镇江市人民
政府、镇江军
分区

２０１６ ０９ ０１ 镇发
〔２０１６〕３３号

江苏大学
宣传部

张明平
吴　 奕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教育新闻奖”二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新闻工作
者协会

２０１６ ０９ ０２ 苏教办
〔２０１６〕１３号

医学院 李君荣镇江市十佳教师 镇江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６ １０ ０８

土木工程与
力学学院骆　 英“十二五”机械工业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 机械工业联合会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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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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委办
监察处

吕　 霞
夏　 民

２０１６年度机械行业纪检监察工作
优秀论文一等奖

中国监察学会机
械分会 ２０１６ １１ ０９

纪委办
监察处

江苏大学
课题组

２０１６年度机械行业纪检监察工作
优秀论文一等奖

中国监察学会机
械分会 ２０１６ １１ ０９

纪委办
监察处

夏　 民
秦媛媛
骆剑峰

２０１６年度机械行业纪检监察工作
优秀论文二等奖

中国监察学会机
械分会 ２０１６ １１ ０９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赵不贿 ２０１６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优秀

成果交流会“我最喜爱项目”
江苏省大学生创
新创业优秀成果
交流展示组委会

２０１６ １２ １１

江苏大学李柏鸿江苏省学校国防教育主题征文比
赛大学组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学
校国防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６ 苏教防办
〔２０１６〕２号

江苏大学顾云飞江苏省学校军训工作摄影比赛大
学组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学
校国防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６ 苏教防办
〔２０１６〕２号

江苏大学刘　 苏江苏省学校军训工作摄影比赛大
学组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学
校国防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６ 苏教防办
〔２０１６〕２号

统战部 陈松林
董　 洁江苏省委统战理论研究二等奖 省委统战部 ２０１７ ０１

（撰稿人：沈　 芳）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教职工个人
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１ “感动江大”人物　 江大委发〔２０１６〕
１０１号（以姓氏笔画为序）
戴立玲　 机械工程学院退休教师
孙建中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教师
周德军　 法学院教师
王丽敏　 海外教育学院教师
杨　 敏　 校团委教师
柏素萍　 附属医院护士
沈　 明　 后勤集团员工

获奖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５日

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江苏大学优秀学业导师
江大校〔２０１６〕４８５号

２ １　 机械工程学院（１３人）
陈进王匀李新城王宏宇
佟艳群高永锋申祥裴宏杰
徐琳陈炜郭渊潘海彬
陈修祥

２ ２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３人）
王新忠　 杨启志　 唐　 忠

２ ３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１６人）
孙晓东江浩斌田晋跃葛如海
张树培徐晓明徐兴聂佳梅
蔡忆昔毛功平罗福强孙平
张鹏钱卫东杨晓峰潘公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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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７人）
徐伟幸高波张铭陈汇龙
刘海龙李红彭光杰

２ 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１１人）
焦雷顾建良潘秋红王宏明
刘云建张振亚袁志钟朱脉勇
严学华霍向东王明松

２ ６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１６人）
刁小燕黄永红杨泽斌吉敬华
潘天红李可张军赵文祥
沈跃李长杰陆继远王振宇
杨宁赵不贿徐雷钧沈继锋

２ ７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１１人）
陈斌何文森侯靖霍书豪
姜松刘天磊王振斌周存山
张存胜朱琳朱淑云

２ ８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３人）
孙见凡王慧娟郑敏学

２ ９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１２人）
鲍煦陈锦富陈祖爵刘一松
马汉达宋香梅辛燕杨鹤标
赵念强郑召文周从华朱轶

２ １０　 理学院（８人）
章志华朱峰吴玉海余丽琴
王正岭施晓峰吕翠红王国余

２ １１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５人）
谢桂华陈妤延永东崔钊伟
杨绯

２ １２　 化学化工学院（６人）
朱卫华张敏陈敏邱凤仙
欧忠平倪良

２ １３　 管理学院（５人）
李治文朱永跃贡文伟王建华
黄贤凤

２ １４　 财经学院（７人）
李靠队曹利莎陈海波王正明
彭爱群左秀霞黄正清

２ １５　 马克思主义学院（３人）
马丽王志刚付清松

２ １６　 文学院（４人）
周渡武克勤余红艳史挥戈

２ １７　 法学院（７人）
王春林

!

宝芝方晓霞周德军
王刚杜乐其沈洁

２ １８　 外国语学院（５人）
李民鹿雪莹戴林吴庆宏
王莹

２ １９　 艺术学院（７人）
孙宁娜刘庆立李明珠李晓
吴文苑郑为人靳靓慧

２ ２０　 教师教育学院（２人）
柴楠李文宏

２ ２１　 医学院（９人）
丁红群王晓春盛良驹吴景程
施宁华王琰王梅吴娇
严永敏

２ ２２　 药学院（６人）
夏国华刘瑞江冯春来巢艳红
戚雪勇张旺

获奖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９日

３中层干部年度考核优秀人员名单（以姓
氏笔画为序）
卜广庆马海乐王征王武年
王赛扬毛罕平卢金星卢章平
卢殿臣冯军朱晏朱誯秋
任乃飞全力刘同君江浩斌
汤静霞许友谊许文荣许晓东
芮月英杜建国李红李仲兴
李华明杨娟杨敬江杨道建
吴向阳吴麟麟闵窻沈良钧
张红张虹张文莉陆云松
陈斌陈汇龙陈纪南陈克平
陈锦清陈德玉邵学军金丽馥
郑金旭赵玉涛赵喜仓姚木云



����UV

３０１　　

夏益伟倪良徐伟高静
唐恒黄鼎友黄智鹏曹广龙
崔金贵符永宏蒋国伟嵇康义
路正南詹永照谭成潘志超
戴叶林魏渊

４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大学优秀辅导员　 江大校
〔２０１６〕１２号

４ １　 十佳辅导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超马政支良泽方孙飞
刘洁李品玉何锋周以林

黄澄澄廖婷
４ ２　 优秀辅导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融田锦程刘红伟贡崇颖
宋新泉赵钧钱明霞蒋建业
潘凌理魏佳佳

４ ３　 优秀兼职辅导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训兵甘淑媛刘彬霞汤晓雯
张鸾郝臣耿华昌郭方才
鄢军魏志祥

获奖时间：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７日

５ “江苏大学优秀教师”和“江苏大学先进工作者” 　 江大校〔２０１６〕３９８号
５ １　 江苏大学优秀教师

单位 优秀教师（排名不分先后）
机械工程学院党委 任乃飞　 王亚元　 肖　 凤　 顾寄南　 葛道晗　 杨超君　 罗开玉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党委 徐　 兴　 潘公宇　 张　 鹏　 张登攀　 薛红涛　 徐　 凌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党委 高　 波　 胡自成　 杜　 敏　 潘剑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王　 茹　 王宏明　 朱　 强　 陈贝贝　 孟献丰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党委 李长杰　 黄永红　 朱孝勇　 杨年法　 王振宇　 黄　 丽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党委 潘雨青　 郑文怡　 曾兰玲　 李　 峰　 韩　 飞　 曹清华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党委 周晓红　 许小红　 吕瑞彬　 赵如金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党委 周存山　 曲文娟　 郭　 钦　 骆琳
化学化工学院党委 邱凤仙　 陈　 敏　 张　 敏　 郝　 臣
医学院党委 王苏华　 王　 婷　 孙梓暄　 许　 潇　 李月英　 张　 敏
药学院党委 孙　 竞　 李红霞
理学院党委 吴长龙　 俞笑竹　 代国兴　 钱丽娟　 刘　 恂　 程悦玲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党委 吴卫国　 李传勋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李春建　 韦　 岚

语言文化中心、文学院党委 高若瑜　 周　 渡
法学院党委 牛玉兵　 周爱春

外国语学院党委 孔令璇　 李　 霞　 田　 红　 华厚坤　 张北镇　 鹿雪莹　 朱晓燕
艺术学院党委 杨东润　 沙春发　 吕　 冰　 霍　 臖
管理学院党委 李治文　 金　 帅　 詹长春　 赵观兵　 田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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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 优秀教师（排名不分先后）

财经学院党委 王玲玲　 肖志勇　 朱乃平　 张　 华　 杨丽丽
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 王宝玺
体育部党总支 景忠伟　 徐家萍　 殷　 娟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党总支 刘俊萍　 付　 强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党总支 李晋阳　 杨启志
生命科学研究院党总支 侯永忠
附属学校党支部 杨建华　 章冬翠　 张菊芳

５ ２　 江苏大学先进工作者
单位 先进工作者（排名不分先后）

机械工程学院党委 支良泽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党委 刘雁玲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曹　 芬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党委 康　 梅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党委 陈洪香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党委 陈晓莉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党委 高启华
化学化工学院党委 吴云龙
医学院党委 张征仙　 王　 瑾
药学院党委 辜正一
理学院党委 邢亚林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党委 程馨盈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徐青儿

法学院党委 秦媛媛
外国语学院党委 刘红伟
管理学院党委 张银萍

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 冯　 玲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党总支 周青蓝

出版社与杂志社党总支 欧阳国庆
机电总厂党总支 倪敏强　 徐晓翔　 黄　 波
京江学院党委 王绍娟

后勤服务集团党总支 杜圣庆　 黄跃才　 刘群东　 许　 雷　 李　 莉　 王恒瑞



����UV

３０３　　

续表
单位 先进工作者（排名不分先后）

图书馆党总支 张晓阳　 李文娟　 李　 军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党总支 周　 军
生命科学研究院党总支 马上上
机关党群党总支 沈　 晨　 陈　 伟　 石昌瑞　 吕　 霞
机关行政党总支 刘　 颖　 常光辉　 蔡　 露　 吴盛南　 庄　 屏　 宋元书
机关教科研党总支 吕　 翔　 赵　 明　 袁俊杰　 朱士瑞　 崔　 勇　 胥桂宏

附属医院党委

方　 妍　 顾汉刚　 刘培晶　 卢红艳　 钱粉红　 张　 炜　 黄贤凤
杨　 玲　 吴旭明　 周筱琴　 眭　 升　 瞿建国　 王　 燕　 周科军
张德厚　 周美云　 狄东华　 丁晓军　 刘　 昌　 毛朝明　 唐　 抗
阴　 晴　 吴建农　 王丹青　 朱　 彦　 张　 歆　 王一茗　 姜　 梅
刘莉萍　 徐永中　 庄　 若　 戴俏武　 羊　 城　 姚　 敏　 郭益群

叶亮英

获奖时间：２０１６年９月７日

６ ２０１６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优秀指导教师　 江大校〔２０１６〕
５０７号
杜康支良泽还玉婷张华
王雪娇张杜魏佳佳周德帅
班小红郑礼月赵钧金冉
祁鸣肖怡晨平娜管叶峰
宋新泉刘丹杨雨蒋建业
庄伟楠钱静漪徐佩锋刘浩
郑玮陈权徐一然方孙飞
侯祥祥周存君安理李滋阳
刘洁刘喜鹏张明亮魏志祥
蒋俊明万超耿华昌汤春梅
游文静朱妍婕丁永萍石祥

郑陈超卜广庆张萍陶文杰
王雪马政赵吉庆王蒙
潘云龙魏东王以一杨桦

获奖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９日

７ ２０１６年江苏大学体育部教师省级以上获
奖情况
李银芳　 苏南高校说课比赛一等奖

江苏省苏南分会
郑晓容　 苏南高校说课比赛二等奖

江苏省苏南分会
获奖时间：２０１６年５月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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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度教职工情况
人

编
号

教职工数

合计
校本部教职工

计 专任
教师

行政
人员

教辅
人员

工勤
人员

科研
机构
人员

校办
企业
职工

其他附
设机构
人员

聘请
校外
教师

离退
休人
员

附属中
小学幼
儿园教
职工

集体
所有
制人
员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总　 计 １ ５ ５４７ ３ ７７４ ２ ５２６ ４５８ ４１９ ３７１ １１９ １１８ １ ５３６ ２９４ ２ １８９ ６２ ５０

其中：女 ２ ２ ５９９ １ ５３２ ９５５ ２０３ ２１５ １５９ ２６ １６ １ ０２５ ４４ １１９３ ５２ ５

正高级 ３ ６１３ ４７１ ４６７ ４ ２４ １１８ １４６ ２３１ 

副高级 ４ １ ４７０ １ １６２ ９５６ ８５ １１９ ２ ５２ １７ ２３９ １１４ ５５２ １９ 

中　 级 ５ ２ １８９ １ ４３６ ９００ ３０９ ２０７ ２０ ２９ ２１ ７０３ １   

初　 级 ６ ５２７ １４０ ６０ ２４ ３６ ２０ ８ ３７９   

未定职级 ７ ７４８ ５６５ １４３ ３６ ５７ ３２９ １４ ７２ ９７ ３３   

其中
聘任
制

小　 计 ８    

其中：女 ９    

正高级 １０    

副高级 １１    

中　 级 １２    

初　 级 １３    

未定职级 １４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度教职工中其他情况
人

编号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 华侨 港澳台 少数民族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教职工 １ ２ ３１６ ８ ３２４ ７ ２ ８２

其中：女 ２ ９３２ ４ １１２ ２ １ ４２

专任教师 ３ １ ５３８ ３ ２６９ ７ １ ４９

其中：女 ４ ６０９ ２ ７９ ２ ２２

（撰稿人：沈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