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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江苏大学董事会、校友会、
教育发展基金会对照“高水平、有特色、
国际化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紧紧围
绕学校转型发展的战略部署，集聚资源抓
合作，注重细节抓服务，超前谋划，加压
奋进，为学校整体实力的新提升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
【凝聚校友力量，服务学校中心】 首先，
凝聚校友力量，共谋行业发展。依托行业
校友力量，举办了高效智能泵系统江苏大
学高峰论坛暨高级研修班，成立了“一带
一路”国际人才培养产学联盟，推动相关
学科的发展，提升国际人才培养的质量与
水平。来自水利部、国家能源局、中国通
用机械工业协会、江苏省水利厅、中国化
工节能技术协会、上海宝钢研究院、国电
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
等单位校友及专家１００余人参加了高效智
能泵系统江苏大学高峰论坛，部分专家和
企业家校友还做了行业前沿报告。本次论
坛紧跟我国智能泵发展趋势，结合学校优
势学科发展需求，凝聚行业领域校友力量，
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行业企业转型升级、
形成校企合作双赢机制的宗旨发挥了积极
作用。其次，整合社会资源，助力开放办
学。为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大赛争
取校友企业支持，整合冠名赞助权益方案，
搭建校企合作桥梁；推动学校与大全集团
进一步全面合作，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期间，
评估组组长赴大全集团考核评审学校的实
习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成果，对学校注重
工程实训的人才培养特色给予了高度评价。
再次，树立校友楷模，延伸人才培养。“校
友大讲堂”积极打造在校生与校友的互动

平台，充分发挥校友在人才培养上的作用。
３月，组织召开了“校友创业人生之女性
专场”，举行了现场模拟招聘，给学生带来
了不一样的节日收获；４—１２月，先后邀
请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终身教授张璧校友、
海南校友会秘书长樊荣茂校友、江苏苏嘉
集团董事长龚育才校友、上汽集团副总王
晓秋校友、友高集团董事长陈文正校友来
校作报告，邀请广东校友会黄反之校友作
为校友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新聘任了
１７名校友担任“创新创业学校”的“创业
导师”，龚育才校友和陈文正校友受聘为客
座教授，王晓秋校友受聘为兼职教授。校
友们不仅以自身卓越的成长经历，为在校
生们树立了成长成才的榜样，还通过捐赠
感恩反哺母校：医疗保险专业和工业工程
９８级校友分别捐赠设立专业发展基金；苏
州青年校友会设立６０万元的励行奖助学
金；肖奋校友拟在母校设立１ ０００万元的
奖励基金；拖拉机８６届校友王晓秋担任总
经理的上汽集团乘用车公司２０１６年暑假期
间向母校捐赠１００万元，助力母校成功举
办了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大赛，微
信在线捐赠中的９０％均来自校友。最后，
完善校友信息，丰富教学评价机制。本科
教学审核评估期间，提供了大量校友对母
校人才培养的反馈建议，有助于进一步完
善教学及人才培养工作。同时，为学校申
报教育部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中国工
程教育满意度调查及留学生教育评估提供
大量一手资料。
【发挥品牌活动效应，加强校友文化建设】
１ 做大做强校友品牌文化活动，凝聚校友
感情。首先，８６、９６届校友毕业值年返校
活动顺利进行。联谊活动得到了校友们的
热情响应和积极参与，千余名校友在国庆
期间返校，原工学院、医学院和师专校友
聚集一堂。联谊会以“岁月如歌，情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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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主题，以专题片为主线，分为“校
园的我”“奋斗的我”“感恩的我”及“回
归母校花絮”四大版块，为返校校友奉献
了一场融合回忆、感动和奋斗的精神大餐，
得到了广大校友的一致好评，也成为学校
挖掘校友资源、凝聚校友力量的有效途径。
本次活动还得到了校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镇江日报》《京江晚报》均在６日的头版
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其次， “播下希
望，种植梦想”———２０１６届毕业生植树活
动进一步增强影响力，品牌效益显现，短
时间内共认捐了１２０棵樱花树，其中包括
郑文东、殷岚夫妇及美国校友会等校友认
捐的２０棵大樱花树。２ 构建多层次立体
化校友组织，激发基层活力。首先，健全
校友会组织架构，激发地方校友会活力。
校友总会召开了２０１６年度校友工作会议，
举办了校友创业论坛和职业生涯发展论坛，
统一了思想，交流了经验，对如何在转型
发展的大背景下更好地开展校友工作明确
了方向，推动了地方校友会工作的开展。
例如，镇江青年校友会、天津校友会、广
东校友会及深圳分会举行了形式多样的迎
新活动，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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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校友会、镇江青年校友会先后举办了校友
论坛；苏州青年校友会组织了校友企业参
观考察，为校友事业发展提供了合作平台；
上海青年校友会、广东校友会分别举办了
摄影沙龙和品蟹会；广东校友会、天津校
友会、无锡校友会分别召开了会员代表大
会；苏州青年校友会举办了２０１６年年会
等。其次，完善毕业班校友工作联络员制。
２０１６年新聘请了３２３名毕业生担任江苏大
学２０１６届毕业班校友联络员，并赠送了礼
包；启动了暑期寻访校友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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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友意识。３ 构建

快速即时联络的立体交互网络，增强影响
力。在办好传统的《校友会、基金会通
讯》刊物的基础上，积极利用新媒体开拓
新的宣传阵地。本学年校友会、基金会微
信公众号共策划各类专题４９期，发布网页
新闻５０余篇；校友会微信公众号关注数达
到５ ０００余人，开拓了受众面，提高了校
友会、基金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２０１６
年，在省内高校中率先启用移动互联网校
友会管理工具———“社汇”，借助于手机
微信，建立掌上的活动发布平台，实现了
校友组织分级管理、数据共享、校友信息
移动管理、动态更新、校友活动一键发起、
掌上报名。校友之间、校友与校友会之间
距离更加贴近，情感更加融洽，互动更加
频繁，合作更加方便，有力提升了校友工
作的信息化水平。４ 建立校友服务的常态
化机制，提升服务力。为年轻校友提供菜
单式返校活动服务，为重点校友规划一站
式接待方案。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６年共接
待校友返校３４批１ ３００余人，发放纪念徽
章８００余套，预约校史馆参观１５批次，扩
大了校友会在校内外的品牌影响力，为搜
集校友信息提供大量一手资料。２０１６年，
校友会和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校友
会一起，荣获“第四届高校校友工作优秀
单位”荣誉称号。
【以提升筹资能力为目标，进一步规范基金
会工作】 　 首先，在制度建设上，发布实
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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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基
金会在聚集社会资源、助力学校发展上的
服务水平。开创大捐赠格局，将二级单位
专项基金纳入统一管理，整合了捐赠资源，
提升了资助绩效，防范了廉政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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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银行汇款、
微信捐赠的基础上开拓了支付宝渠道，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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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方便了捐赠人。在捐赠项目上，以严
谨、规范为原则，科学拟定捐赠协议和方
案。２０１６年共起草或审核各类捐赠协议３３
份，收到各类捐赠１０６笔，捐赠总额近７００
万元，比２０１５年增加５６ ３％。新增了苏州
青年校友会励行奖助学金、郑文东纪念基
金、江苏正丹奖助学金、蓝蜗牛奖助学金、
计算机学院登程基金、机械学院爱心基金、
镇江农商银行闪亮荧奖助学金等，收到实
物捐赠———东风悦达起亚捐赠“傲跑”轿
车一辆。再次，信息披露准确及时，项目
化运作更加规范。第一，与学工处、关工
委共同举办了２０１６年度校级社会奖助金颁
发仪式。仪式以“感恩·励志”为主题，
分为“爱心篇”“感恩篇”“励志篇”三个
篇章，通过现场颁奖穿插ＶＣＲ、受助学子
表演等环节，向捐赠方深刻展现了学校近
两年的资助工作成效，全面展示了受奖助
学子风采，激发了受助学生的感恩自强意
识，提升了项目执行的透明度，保障了捐
赠人权益，达到了提升复捐率和资助育人
的效果。第二，组织获奖学生代表参观了
企业，增强企业认同感，强化感恩奉献意
识。与学工部、宣传部一起，组织受助学
生清明缅怀邵仲义老师，做到资助与育人
相结合。基金会２０１６年度透明度指标为
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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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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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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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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名）
范　 明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
袁寿其　 江苏大学校长
宋余庆　 江苏大学副校长

陈　 龙　 江苏大学副校长
程晓农　 江苏大学副校长
梅　 强　 江苏大学副校长
施卫东　 江苏大学副校长
缪子梅　 江苏大学副校长
张济建　 江苏大学副校长
李洪波　 江苏大学副校长
李战军　 江苏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
全　 力　 江苏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尹志国　 江苏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朱　 晏　 江苏大学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主任
陈纪南　 江苏大学财务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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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康义　 江苏大学审计处处长

２０１６年校友工作联络员聘任名单
学校校友工作联络员

张书诚　 陈佳楠
学院校友工作联络员

施　 佳魏国强陈峻源张　 怡
卢军军蒋　 雯蔡　 磊李　 硕
张颖祺孟智东郑渝文徐　 伦
Ｉｒｆａｎ 陈煜轩龚丽影高鸿飞
韦运余李赵君顾艳辉徐赛超
罗　 丁尚东胜武利霞刘梦雷
吴佳琪彭筱琨

班级校友工作联络员
机械工程学院
高鸿飞王鹏飞韦运余陈奕旭
季　 雷杨　 浩焦思国崔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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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弈成徐　 鹏宗凌峰王庆伟
段伟东李立银汪成松鲁健武
刘桥振王一帆吴　 禹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金　 昊胡云骢陶建君俞　 莉
王浩祥包亚超徐　 斌祖家骏
方雅玲罗　 丁朱俊炜王

*

鹏
沈钰杰涂　 琨沈峥楠罗　 鹏
张永明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周钰皓刘志成洪　 玮陶文俊
郑　 波杨晓龙周　 银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段　 磊陈代磊王　 寻冯　 康
郑　 锐杨厚丽陈博文周星辉
王　 珲周爱淇宋　 杰赵　 争
束正明徐　 权时士伟周智勇
蔡　 磊李　 硕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张俊俊蒋彩萍狄露露武利霞
吕增磊张家艳刘梦雷张韦唯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吴　 鹏陈煜轩肖　 磊李彦平
倪佳佳龚丽影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张文超施　 佳张　 帆刘　 鹏
王滨珠王俊杰谢海燕魏国强
袁周培杨廷锋吴江越张　 键
郑庭则李文超王春勇徐成龙
理学院
黄　 琰孙辰琦王宗灵袁　 扬
翁松春潘海敏霍榕容贾云峰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张兆昌徐桂东吴佳琪祁佳丽
杨凯逊陈蒙蒙王周力
化学化工学院
毕明曦谢英杰齐　 越安克奇
尹海旭

管理学院
陈华飞赵　 雅夏丽婷张　 浩
白文彬张智霖潘　 晶郑渝文
傅丽芝杨春花黄佩佩杨晓雪
冯志敏施纯威徐　 伦高　 芬
张笑天
财经学院
任　 鑫王　 瑶杨小平张媛媛
唐然智张姝彦白晟生唐欣芸
吴　 甜陈登锋蒋　 雯杨　 瑾
李　 婧杨加亮陆雯婷时　 红
艾　 苗许苗苗周磊磊朱程鹏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赵君陈佳楠
文学院
徐静煜周　 瑶祁　 瑶张　 怡
齐　 华李伊?
法学院
张颖祺闫　 威卜国欣孟智东
吴宸昊
外国语学院
王　 宁彭筱琨马　 贺何　 欢
汤楷炜陆忠丽
艺术学院
席　 静王琳
教师教育学院
吴倩枝徐慧敏
医学院
孔凡奇郑　 鹏吴纯宸马宇桥
徐家辉张伟亚孟晟超顾佳辉
顾星露李佳胜成　 荣沈超群
周芳芳殷常青唐荣荣孙黎文
王晓璐蒋　 露张绮雯史玉珂
张　 迪
药学院
杜　 盼顾增权王　 毅王瑞瑞
郭　 昱董晓晶王　 凯王逸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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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教育学院
ＹＯＯＮ ＹＡＴＩ ＨＴＩＫＥ
ＡｂｄｕｌＮａｚｉｆ Ｍａｈｍｕｄ
ＭＤ ＡＲＩＦ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
Ｈａｆｉｚ Ｗａｑａｓ Ａｈｍａｄ Ｋｈａｎ
ＪＵＩＬＥＥ ＴＩＧＤＩ
ＭＡＨＹＯＵＢ ＯＭＡＲ ＡＢＤＵＬＪＡＦＩＤＨ
ＡＨＭＥＤ
ＯＴＳＩＬＥ ＭＯＲＡＫＥ Ｉｒｆａｎ Ｅｓｔｈｅｒ
Ｙａａ Ａｄｗｕｂｉ Ａｓａｍｏａｈ
ＳＡＩＤ 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ＭＡＮ ＳＡＬＩＭ ＭＺＥＥ
ＯＰＯＫＵ ＢＲＩＤＧＥＴ
京江学院
李　 卉孙维茜钱燕超缪玉婷
陆海焕巫顾泽正郭　 强
汤兆年刘明榕刘　 曼葛诗瑶
吴　 薇王丽娜张蒋浩郭　 冉
宣广宇徐孔欣陈子昂董　 锋
刘　 建王佳波孙翔宇张可钦
张　 莘姚嘉莹谢泽友孙　 爽

许波翠周芳雅陆海峰梅宇超
王　 瑞赵文宣何纬志袁　 静
俞　 晗刘茜铭王世杰史　 琦
孔靓蓓王　 洁姚　 珈陆鑫怡
申　 琴刘　 悦陈培培唐晓莉
姚江微金天宇季銮顺赵艮权
陈书蓓李佳修章金龙夏承春
黄晓磊蒋骏驰丁　 可刘相宇
王　 帆严鹏程张超仁袁　 祥
单　 航王一舒叶俊良袁　 川
王　 超王晓锋赵盼盼崔恒梅
段璐瑶徐　 双赵嘉杰李　 阳
张心怡季圣淘季　 鸣胡玉琦
张小飞王胜辰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孙坷达顾艳辉徐赛超周金生
生命科学研究院尚东胜

（撰稿人：陆　 蓉　 杨　 博
核稿人：朱　 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