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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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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团委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五四红旗
团委 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团委

２０１６年“创青春”江苏省
大学生创业大赛铜奖２项

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江
苏省人社厅、江苏省教
育厅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团委

“守护生命的美丽”———
江豚保护系列活动获得
２０１６年全国大学生暑期
“三下乡”新媒体公益传
播力“优秀项目”

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团委

江苏大学“微笑江豚”美
丽中国实践团获得２０１６年
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
乡”新媒体公益传播力
“最美中国发现团队”

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团委

志愿服务基地镇江市京口
特殊教育中心获２０１６年江
苏省青年志愿者助残“阳
光行动”服务基地

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江
苏省残联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党委

教育部第四届全国民办高
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
作优秀成果一等奖

教育部思政司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共青团工
作创新创优成果二等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团委
“萌宠小博来引领、用
‘新’传递正能量”项目
获全国高校共青团“四进
四信”活动高校优秀项目

团中央学校部 ２０１６

化学化工学院马
研会

“菁英论时事”项目获全
国高校共青团“四进四
信”活动基层优秀项目

团中央学校部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０１５年全省中大学生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优秀文化产品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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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人员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０１５年全省中大学生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优秀项目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０１５年全省中大学生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先进单位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理学院团委
“关爱‘小候鸟’ 　 青春
携手行”项目获江苏省优
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机械学院

“春运暖冬———我帮农民
工兄弟购票”志愿服务活
动获２０１６年江苏青年志愿
者服务春运“暖冬行动优
秀项目”

团省委、省经信委、省教
育厅、省公安厅、省交通
运输厅、省总工会联合

２０１６

计算机学院团委 ２０１５年度“镇江市五四红
旗团委” 镇江团市委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团委
首届“郑和杯”青年精英
创新创业大赛获优秀组
织奖

太仓市委、市政府 ２０１６

食品学院

“法律·文体·科教·卫
生（食品方向）四进社
区”项目获２０１５年“希
望工程激励行动”激励成
果奖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创青春”速度中国杯江
苏省大学生创业大赛优
胜杯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
教育厅、江苏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江苏省科
学技术协会、江苏省学生
联合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创青春”速度中国杯江
苏省大学生创业大赛优秀
组织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
教育厅、江苏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江苏省科
学技术协会、江苏省学生
联合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０１５年度全省共青团运用
新媒体引导青年创新案例
一等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团委
全省首批高校共青团加强
青年教师联系服务工作示
范单位

共青团员江苏省委学校部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校园通讯社通讯站 中国青年网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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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人员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５年“镜头中的三下
乡”优秀组织奖

团中央学校部、团中央网
络影视中心 ２０１６

镇江市京口特殊教
育中心（京江学院
合作单位）

江苏省青年志愿者助残
“阳光行动”服务基地

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江
苏省残联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善行１００突出
贡献奖 中国扶贫基金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６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
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优秀单位

共青团中央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６年全省共青团工作先
进单位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６江苏年度十佳高校团
委微博 微博、新浪江苏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五四红旗团
支部（总支）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团委 寻访２０１６年大学生创业社
团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全国学联秘书处、中国青
年报社、ＫＡＢ全国推广
办公室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
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优秀组织奖”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
实践与科技竞赛委员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０１６全国大学生“一带一
路”暑期社会专项行动优
秀高校组织奖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中国
大学生“一带一路”协
同发展行动中心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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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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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６ “创青春”中航工业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校级
优秀组织奖

２０１６年“创青春”大学
生创业大赛组委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６驻镇高校红十字“博
爱青春”暑期志愿服务优
秀组织奖

镇江市红十字会、共青团
镇江市委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度全省红十
字会基层组织工作先进
集体

江苏省红十字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６年“镜头中的三下
乡”优秀单位

团中央学校部、团中央网
络影视中心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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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人员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０１６全国大中学生暑期
“三下乡”新媒体公益传
播力优秀组织奖

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
心、未来网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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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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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
分行（财经学院
报送）

２０１６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
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
调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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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学微信”年度政
务新媒体

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报
业传媒集团、镇江市互联
网协会、金山网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全国高校公众号排行榜总
榜第三名 腾讯微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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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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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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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圆梦》《涂径：用坚
持奏响青春最强音》获江
苏省第四届“阳光校园”
优秀微电影作品大赛特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１ １１ 苏教办体艺
〔２０１６〕１号

江苏大学

《兰馨戏韵，国粹生香》
《江大，记忆留夏》获江
苏省第四届“阳光校园”
优秀微电影作品大赛三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１ １１ 苏教办体艺
〔２０１６〕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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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人员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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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苏教办体艺
〔２０１６〕１号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江苏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３

江苏大学 江苏省教育宣传工作先进
单位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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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教育宣传工
作表扬单位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６ ０３ １５ 苏教厅办函

〔２０１６〕５号

江苏大学
江苏省教育系统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
校创新案例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６ ０４ １８ 苏教办社政
〔２０１６〕５号

江苏大学
《青春圆梦》获２０１６年江
苏高校大学生“他们———
我身边的资助”微电影优
秀作品一等奖

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２０１６ ０５ １７ 苏教助中心
〔２０１６〕３２号

江苏大学官方微信“全国高校优秀网络栏目”
提名奖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全国高校校园网站联盟、
中国大学生在线

２０１６ ０６

江苏大学机械工程
学院机械制造工程
系党支部、江苏大
学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１４级硕士研
究生党支部

２０１５年度高校“最佳党日
活动”优胜奖

江苏省教育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６ ０６ １４ 苏委教组

〔２０１６〕２８号

江苏大学 “江苏省平安校园建设示
范高校”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江苏省公安厅

２０１６ ０６ １４ 苏教安
〔２０１６〕５号

江苏大学农业装备
工程学院、江苏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江苏大学管
理学院

江苏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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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党委

江苏省高校教育工作先进
基层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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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
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科研机构）培育点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６ ２７ 苏教社政
〔２０１６〕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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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人员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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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０７

计算机学院团委 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
创建单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
省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７

国资处
江苏大学（镜湖）青年教
师周转公寓工程获评镇江
市建筑施工标准化文明
（绿色施工）工地

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２０１６ ０９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江苏省农机工业科技创新
先进单位 江苏省农业机械工业协会 ２０１６ ０９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精
品项目“一等奖”———
《基于高校辅导员视角的
学业警告学生“四位一
体”帮扶教育模式的探索
与实践》

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研
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９

江苏大学 镇江市第七次创建全国双
拥模范城三等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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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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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江苏大学 江苏省首届“军训之星”
评比活动“最佳组织奖”

江苏省高教学会国防教育
研究会、江苏省广播电视
总台教育频道

２０１６ １１

国资处
《江苏大学镜湖青年教师
公寓》作品获公共建筑室
内设计一等奖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江苏省总工会、江
苏省室内装饰协会

２０１６ １１

国资处
《江苏大学镜湖青年教师
公寓》项目获第十一届中
国国际室内设计双年展
银奖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２０１６ １１

江苏大学理学院
江苏省高校第十三届大学
生物理及实验科技作品创
新竞赛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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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江苏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先进集体

江苏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专家指导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１

土木工程与力学
学院

“江苏省大学生工程管理
创新、创业与实践竞赛”
最佳组织奖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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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人员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农
业装备创新大赛优胜杯第
一名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
农业工程学会、教育部高
等学校农业工程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江苏省现
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

２０１６ １２

民盟江苏大学委
员会 先进集体 民盟江苏省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２

九三学社江苏大学
委员会 参政议政先进集体 九三学社江苏省市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２

江苏大学
江苏省学校国防教育主题
征文和军训工作摄影比赛
“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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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人：沈　 芳）

２０１６年江苏大学各单位（部门）
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党委
１ 机关作风建设考评先进单位　 江大委发
〔２０１６〕３４号
党委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
党委宣传部
校长办公室
财务处
人事处
审计处
科学技术处
教务处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党委学工部（学生工作处）
党委老干部部（退休教职工管理处）
京江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管理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文法学院
财经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获奖时间：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９日

２ ２０１５年度先进单位　 江大委发〔２０１６〕
３３号

机械工程学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财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信息化中心
后勤服务集团
获奖时间：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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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３ 江苏大学师资队伍建设先进单位　 江大
校〔２０１６〕５０２号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药学院
获奖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５日

４ ２０１６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先进单位　 江大校〔２０１６〕５０７号

财经学院
法学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京江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获奖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９日

（撰稿人：沈　 芳）

E(ÉÊ�È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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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袁寿其
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专题读书调研活动优秀成
果二等奖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
部、中共江苏省委宣
传部

２０１６ ０１ ２７ 苏宣通
〔２０１６〕３号

江苏大学 缪子梅
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专题读书调研活动优秀成
果三等奖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
部、中共江苏省委宣
传部

２０１６ ０１ ２７ 苏宣通
〔２０１６〕３号

土木工程与
力学学院 苏　 波

第六届江苏省高校土木工
程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二等奖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教
育工作委员会江苏
分会

２０１６ ０４ ２３

土木工程与
力学学院 周恩全

第六届江苏省高校土木工
程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三等奖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教
育工作委员会江苏
分会

２０１６ ０４ ２３

土木工程与
力学学院 周晔欣

第八届江苏省工科基础力
学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基础
力学实验（本科）组特
等奖

江苏省力学学会、江
苏省工科基础力学青
年教师讲课竞赛组委
会、江苏省高等学校
土建类教学指导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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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获奖人员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土木工程与
力学学院 王佳栋

第八届江苏省工科基础力
学青年教师讲课竞赛理论
力学（本科）组一等奖

江苏省力学学会、江
苏省工科基础力学青
年教师讲课竞赛组委
会、江苏省高等学校
土建类教学指导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６

土木工程与
力学学院 张会杰

第八届江苏省工科基础力
学青年教师讲课竞赛材料
力学（本科）组二等奖

江苏省力学学会、江
苏省工科基础力学青
年教师讲课竞赛组委
会、江苏省高等学校
土建类教学指导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６

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附属

医院

周　 红
严金川
王　 婷
王翠平
王中群

《炎症免疫机制在抗磷脂
综合征及动脉粥样硬化中
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获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
奖（高校科学技术研究
类）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７ ２７ 苏教人
〔２０１６〕１８号

江苏大学
扬州天辰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

谢吉民
魏　 巍
陈国云
朱建军
姜志锋
荆俊杰
谢　 萌

《面向清洁能源应用的气
凝胶功能材料的制备关键
技术》获江苏省教育科
学研究成果奖（高校科
学技术研究类）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７ ２７ 苏教人
〔２０１６〕１８号

江苏大学

邵世和
王晓春
罗彩凤
戴东方
王明义

《幽门螺杆菌分泌系统蛋
白在毒力因子转运过程中
的作用及作用机制》获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
奖（高校科学技术研究
类）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７ ２７ 苏教人
〔２０１６〕１８号

江苏大学
郭本海
刘思峰
方志耕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战
略分析与战略对策》获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
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类）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７ ２７ 苏教人
〔２０１６〕１８号

江苏大学 董德福

《主义·文化·思想：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获江苏省教
育科学研究成果奖（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类）
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７ ２７ 苏教人
〔２０１６〕１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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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获奖人员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刘春花

《向死而生———中国死刑
制度改革的政治抉择》
获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成
果奖（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类）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７ ２７ 苏教人
〔２０１６〕１８号

江苏大学 王秀红

《专利文献相似度计算、
分析及应用》获江苏省
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类）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７ ２７ 苏教人
〔２０１６〕１８号

江苏大学 付清松

《不平衡发展：从马克思
到尼尔·史密斯》获江
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类）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７ ２７ 苏教人
〔２０１６〕１８号

江苏大学 张忠华
《传承与超越：当代德育
理论发展研究》获江苏
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
（教育研究类）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７ ２７ 苏教人
〔２０１６〕１８号

江苏大学 钟勇为
《大学教学改革方略研
究》获江苏省教育科学
研究成果奖（教育研究
类）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７ ２７ 苏教人
〔２０１６〕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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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学院 孙宏祥第四届全国微课程（体
系化）大赛二等奖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 ２０１６ ０８

土木工程与
力学学院 韩　 豫

第二届“江苏省工程管
理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工程项目管理与合同管
理组）特等奖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０

土木工程与
力学学院

孙　 莹
延永东
温修春

第二届“江苏省工程管
理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其他课程组）”一等奖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０

土木工程与
力学学院

杨　 绯
孙翠翠

第二届“江苏省工程管
理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其他课程组）”二等奖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０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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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第八届教师教学竞赛获奖名单
江大校〔２０１６〕５６３号

一等奖
新教师组：韩　 豫　 汪　 沛
中级职称教师组：曲玲玲　 吴　 越
高级职称教师组：冯　 旭　 袁志钟
实验与临床教师组：孙振华

二等奖
新教师组：杨孝森　 王佳栋　 张　 琪

许玲燕
中级职称教师组：王　 艳　 肖素萍

张　 静　 贺　 丹
沈圆顺

高级职称教师组：余红艳　 吴　 鹏
项倩雯　 王　 蓓
王　 博

实验与临床教师组：余　 姝　 徐　 鑫
范燕萍　 王一芳
鲁　 莹

三等奖
新教师组：李丫丫　 刘军恒　 马　 丽

张　 超　 沈灵沁
中级职称教师组：李益清　 沈海俊

肖　 雁　 张立强
丁　 伟　 陈　 勇
李　 静　 宋香梅

高级职称教师组：张道海　 张会杰
韩　 牟　 杨晓峰
牛玉兵　 李靠队

实验与临床教师组：周晔欣　 张新星
李海东　 徐桂东
何　 杰　 何文山

优秀奖
新教师组：柏　 金　 张　 荣　 房媛媛

王丽媛　 鞠小丽　 祝　 莹
金　 临　 刘战胜　 徐紫巍

中级职称教师组：徐剑鸥　 杨贵环
徐　 晶　 辛　 莹
王明齐　 华思宁
沙春发　 殷学东
董玉荣　 罗昔明
王　 华

高级职称教师组：白光林　 孟素慈
袁　 丽　 陆　 颖
孟献丰　 徐　 琳
纪敬虎　 鲍　 煦
张义浜

实验与临床教师组：贾　 鼎　 华明清
辛渊蓉　 陈力宏
石　 强　 王　 茹
赵文斌　 孟祥鹏

优秀组织奖
理学院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医学院
管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财经学院
获奖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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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杂志获奖情况
（按照获奖时间排序）

获奖单位／人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高校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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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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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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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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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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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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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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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优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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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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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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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２０１５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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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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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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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２０１６年度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２０１６ ０１

《高校教育管理》 江苏省社科期刊综合质量评估小组第
一名 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２０１６ １１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精品科技期刊项目Ⅰ类
资助 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 ２０１６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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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人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高校教育管理》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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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１２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十佳创新团队 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 ２０１６ １２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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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１２

盛杰、陈建华、马双双优秀编辑 江苏省高校学报研究会
朱漪云 优秀论文 江苏省高校学报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