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Í

７６１　　

%&'( !"#$ )';Í

一月
１月５日　 首批“全国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在线课程”评选结果公布，
学校王令中老师的“艺术心理学”和朱轶
老师的“移动互联网开发”两项课程喜获
重大建设项目。此次评选，共有５０门在线
课程被认定为“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在线课程重大建设项目”并获
“学堂在线”制作经费支持，江苏省３所
培养院校共４门在线课程入选。
１月５日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青少年校园

足球颁奖典礼在南京举行，江苏大学获得
团体一等奖。
１月６—８日　 江苏大学来华留学教育

发展论坛在学校举行。开幕式上，袁寿其
校长致欢迎辞。论坛围绕“一带一路”背
景下如何推进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如何
整合资源推动学生国际交流等议题展开交
流研讨，与会高校共同分享彼此在发展留
学生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和真知灼见。
１月７日　 团省委公布了２０１５年度江

苏省共青团学校共青团研究成果评选结果，
学校杨道建等同志的“关于大学生创业能
力研究的系列论文”获理论文章类研究成
果一等奖，田锦程同志的《高校学生干部
精英培养平台建设研究与探索》、祁鸣等同
志的《关于利用网络新媒体创新高效基层
团组织建设的探索》、张华等同志的《大
学生创业能力培养模式研究》３项成果获
理论文章类研究成果三等奖。学校团委的
《青春梦　 携手行———“三纵四横五协同”
团建项目化体系理论与实践探索》获教材
读本、学术专著类研究成果一等奖。
１月７日　 江苏省科技厅在学校组织

召开了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承建的“江
苏省高端结构材料重点实验室”验收会。
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１月８日　 ２０１５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学校共有
３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由流
体中心施卫东研究员、李红研究员领衔的
“新型低能耗多功能节水灌溉装备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由机械学院任旭东教授、电气学院赵
文祥教授分别参与申报的２项专用项目荣
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十二五”期间，
学校连续５年共获７项国家科学技术奖。
１月９—１０日　 由中国水利企业协会

灌排设备企业分会和江苏大学主办的２０１５
中国灌溉行业发展论坛暨第二届全国节水
灌溉装备与技术战略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大禹节水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的３００余位代表参加
了此次会议。学校校长袁寿其研究员带队
出席研讨会并做了题为“新型灌溉技术与
装备的研发”的主题报告。
１月１１日　 挪威皇家学术科学院及科

学技术院两院院士、挪威科技大学Ｈａｎｓ
Ｊｒｇｅｎ Ｒｏｖｅｎ教授访问学校。副校长程晓农
教授会见了来宾，双方就校际和院际两个
层次的合作模式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
达成签署两校合作谅解备忘录、共建高端
结构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推动学生交流
等方面的共识。访问期间，Ｈａｎｓ Ｊｒｇｅｎ
Ｒｏｖｅｎ教授被聘为学校荣誉教授，并做了
题为“铝合金中的科学与技术———微观结
构、制备工艺及其新方法”的学术报告。
１月１１日　 江苏大学第二届青年高层

次人才论坛在学校举行，校长袁寿其出席
论坛。“长江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张荻教
授、中国石油大学赵震教授、江苏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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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能源研究所孙建中教授作为特邀嘉宾
参加了本次论坛。学校“青年拔尖人才造
就对象”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青年
学术带头人培育人选、 “六大人才高峰”
资助对象、江苏省“青蓝工程”培育人
选、“３３３工程”资助对象、国家级人才等
２５０多人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由副校长
陈龙主持。论坛中，张荻教授、赵震教授
和孙建中教授分别做了题为“自然启迪的
结构功能化材料的探索研究” “机动车尾
气排放ＰＭ２ ５氧化消除催化剂的设计”
“如何做原创性科学研究———优秀科学家的
科研工作特征与思维方法／方法论”的学术
报告。学校材料、化学学科６位青年教师
分别作为青年高层次人才代表做了学术
报告。
１月１１ 日　 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

《２０１６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公布
“２０１６中国大学最具影响力百篇学术论文
排行榜１００强”榜单。学校名列“２０１６中
国大学最具影响力学术论文百强榜”第
３３位。

１月１１ 日　 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
“２０１６中国大学专利奖排行榜”揭晓。学
校以５项专利奖与中山大学、湖南大学、
江南大学并列全国第１７位。
１月１４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２０１５年

我国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有关情况新闻发布
会”公布的信息显示，江苏大学２０１５年发
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列全国高校第６位，创
历史最好成绩。２０１５年，学校专利工作在
发明专利授权量、国外发明专利授权、专
利奖等方面取得了多项突破：全年共申请
专利１ ５４５件，其中发明１ ０７６件；ＰＣＴ申
请２７件，进入美国发明授权４件；获中国
专利奖优秀奖２项，江苏省专利项目奖金
奖１项、优秀奖２项，为学校科技创新力
和综合办学实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持。

１月１４日　 袁寿其校长、张济建副校
长实地察看京江校区教学楼、实验楼、学
生宿舍、食堂、体育馆等施工现场，听取
了京江校区建设办负责人关于京江校区建
设情况的汇报，对京江校区建设进度及工
程质量给予了充分肯定。现场考察结束后，
在京江校区建设办会议室，袁寿其主持召
开了由京江校区建设办、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及京江学院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座
谈会。
１月１７日　 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中

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的２０１５年“学生喜爱
的大学校长”颁奖典礼暨论坛在国家教育
行政学院举行。学校校长袁寿其与南京大
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４８所
高校的校长一同获评“２０１５年学生喜爱的
大学校长”。学校申报的视频制作学生团队
获评“最佳原创微视频制作团队”。
１月１９日　 根据Ｓｃｏｐｕｓ提供的数据，

最好大学网近日正式公布２０１６中国高被引
论文百强高校。学校从２０１５年的第５７名
跃居第４９名，提升了８名。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
显示，２０１５年学校高被引论文８１篇，２０１６
年增至１１８篇，增加了３７篇。此次江苏省
进入中国高被引论文百强高校的共１５家，
学校名列省内第７名。
１月２６日　 爱思唯尔集团（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发布２０１５年中国高被引学者（Ｍｏｓｔ Ｃｉ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榜单，学校４名学者
榜上有名：生化、遗传和分子生物学领域
的许化溪教授；化学化工领域的李华明教
授、殷恒波教授；材料力学领域的陈宜周
教授。
１月２９日　 据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９日学校

要闻报道，根据美国ＥＳＩ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基本科学指标）２０１６年１月最
新数据显示，学校农业科学学科（领域）
成功进入ＥＳＩ全球排名前１％，位列全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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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９位，这是学校第五个进入ＥＳＩ全球排
名前１％的学科。学校并列全国高校第３４
位、江苏高校第４位。

二月
２月２日　 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农业

部韩长赋部长分别接见学校党政主要领导。
党委书记范明、校长袁寿其、副校长程晓
农等参加接见活动。在教育部，学校主要
领导向袁贵仁部长汇报了学校在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学科建设、服务社会等方面的
基本情况。袁贵仁部长对学校事业发展取
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示，教育
部将积极支持江苏大学改革发展，希望学
校充分适应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战略和需求，
抓住机遇，努力探索，加强学科建设，大
力开展协同育人，推动学校发展迈上新台
阶。在农业部，学校主要领导向韩长赋部
长汇报了学校在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农
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和装备、排灌机械与农
业节水装备等方面服务“三农”的优势和
特色，尤其是近年来与行业龙头企业深化
合作，积极推进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的协
同创新，取得了显著成绩。韩长赋部长对
学校在服务“三农”方面所做的贡献给予
了高度肯定。他表示，在《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行动纲领中，农机装备被列入十大
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农机行业将迎来巨大
的发展机遇。农业部将积极支持江苏大学
发展，推动学校联合科研院所、行业企业
协同创新，力争取得一批国家急需的重大
技术成果，为我国农业装备现代化再做
贡献。
２月５日　 从江苏省农业委员会传来

喜讯，由学校联合仪征市农委实施的２０１５
年度江苏省挂县强农富民工程，经过交叉
互评、省级抽查、专家复评等程序，被评
为全省挂县强农富民工程绩效优秀单位。

这是自２００９年此工程启动实施以来学校第
二次获此殊荣。
２月２２日　 据２月２２日学校要闻报

道，寒假中学校召开高层次人才工作研讨
会。校党委书记范明、校长袁寿其、副校
长陈龙出席了会议，人事处、科技处、研
究生院、教务处、国际处等职能部门领导
及各学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重点
围绕学校“十三五”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目标、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等问题进行。
袁寿其校长指出， “十三五”期间，学校
将进一步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造就力度，
设立高层次人才工作专项资金，实施人才
工作每月例会制度，提升学校师资队伍整
体水平。
２月２６日　 据２月２６日学校要闻报

道，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公布了第二届全国“工程硕士实习实
践优秀成果获得者”名单，全国共有８９名
研究生获此殊荣，学校机械工程学院李旭
东同学和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郭洋
洋同学名列其中。
２月２６日　 据２月２６日学校要闻报

道，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下发函件，
学校获得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学年自主招生高校研
究生奖学金名额２０个，资助经费近２００万
元。同时还获得了中美人文交流专项学历
生奖学金项目，没有名额限制。这是学校
自２０１２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接受院校资
格以来，第一次直接接受教育部国际司委
托，择优录取全日制研究生或本科生，承
担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培养工作。

三月
３月１日　 日本名古屋产业大学校长

伊藤雅一教授一行访问学校，副校长陈龙
教授在会议中心会见了来宾。会谈期间，
双方在环境、管理等学科开展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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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互换合作、联合培养环境研究基础人
员、联合申报来华留学短期项目、共同开
展暑期语言项目等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
访问期间，伊藤雅一教授被聘为学校兼职
教授，并做了题为“基于ＣＯ２ 浓度监测开
展环境教育研究的现状及今后发展方向”
的学术报告。
３月２日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２０１６春季开学工作专项督导检查组在省教
育厅教育督导室、公安厅内保总队负责人
陪同下来学校专项督导检查开学工作。李
洪波副校长在会议中心向国家督导组汇报
了学校开学工作情况，校办、学工处、保
卫处、财务处、设备处、后勤集团等相关
单位负责人参加了汇报会。汇报会上，李
洪波副校长着重从开学准备工作、开学保
障措施、强化各项规章制度、维护校园安
全稳定，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开学工作的
综合保障水平等方面做了详细汇报。国家
督导组组长钟泽海对学校２０１６春季开学的
各项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高度认可学校
在困难学生资助、校园安全稳定、后勤保
障等方面所做的积极工作。
３月４日　 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

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学校校长袁寿其连
续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其所提的“关
于以‘供给侧改革’思路为指导积极稳健
发展博士生教育”的建议和其他有关观点，
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
《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科学报》
《新华日报》，以及江苏城市频道、中国江
苏网等多家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关注和报
道。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袁
寿其校长指出， “十三五”时期，我国博
士生教育发展需求依然旺盛，中央提出的
“供给侧改革”思想，为我国博士生教育
发展指明了方向， “十三五”时期我国博
士生教育就是要在“满足需求，提高质

量”的总体要求下，按照存量调结构、增
量促发展的思路，深化博士生教育的“供
给侧改革”，通过进一步扩大总体规模
（满足需求），深化培养模式改革（提高质
量），做大做强供给，促进我国博士生教育
持续健康发展。他建议，一要适度扩大教
育规模， “十三五”期间我国博士生招生
规模应保持与国家经济同速增长；二要统
筹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应适度扩大中西部
地区高校博士生教育规模，加大委托东部
地区高校为中西部地区定向培养博士生的
力度，满足中西部地区对博士生教育的需
求；三要全面优化教育结构，建议调整专
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博士生教育结构；四要
建立淘汰机制，建议在每年招生指标中增
加一定弹性指标用于“硬淘汰”，各招生
单位在新生入学时明确淘汰红线和淘汰比
例。３月１０日，《人民日报》“两会特刊”
刊发《发力供给侧　 转型再升级》介绍了
袁寿其的提案，新华网、 《光明日报》分
别以“博士生教育应加强‘供给侧改革’
和“以‘供给侧改革’思路指导博士生教
育”为题，全面介绍了袁寿其这一建议的
背景及内容。 “两会”期间，袁寿其还就
大学生创新创业、扩大高校学科设置自主
权、鼓励和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
留学、高考改革等话题接受了媒体采访。３
月８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 “今晚
关注”栏目报道了袁寿其关于大学生创新
创业的观点。３月７日晚，袁寿其与同为
全国人大代表的学校校友、中国一拖集团
董事长赵剡水，应邀做客中国教育新闻网
视频直播室“两会Ｅ政录”栏目，畅谈大
学生创新创业话题， 《中国教育报》在３
月１０日“两会”专题报道中以大半个版的
篇幅，以“创新创业教育如何落地生根”
为题刊载了访谈观点。３月７日江苏城市
频道“晓乐跑两会”栏目围绕就业求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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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对袁寿其校长进行了专题采访。３
月１１日的《新华日报》在一版和四版两
会专题报道中，就“更高水平的开放”和
“博士生教育改革”话题，报道了袁寿其
的观点。袁寿其还受邀做客新华报业全媒
体“直通两会”节目，围绕高考新方案、
大学教育、高教强省等话题与主持人对话
交流，３月１４日的《新华日报》“２０１６直
通全国两会”刊发了《高等教育，供给侧
改革促发展》专题报道。除此以外，全国
政协委员、学校副校长宋余庆围绕深化医
改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接受了媒
体采访。宋余庆建议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中，充分考虑医务工作者权益，体现
“以病人为本，以医生为主体”的改革方
向，形成我国特色的医药卫生运行体制和
机制。袁寿其校长、宋余庆副校长在“两
会”期间积极履职建言，引起了媒体的广
泛关注，除了上述媒体给予报道外，人民
网、中国教育新闻网、凤凰网、科学网、
中国江苏网、 《镇江日报》等多家媒体也
转载刊发了相关报道。
３月９日　 “高等学校来华留学质量

认证”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学校袁寿其
校长出席，并代表江苏大学与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生建学秘书长签约。签约仪式
上，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方军、中国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周燕、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代表不同层面进行致
辞。学校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２８所在
来华留学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和在中国政
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培养中起到重要作用
的高校分别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进行
了签约，成为第一批认证工作试点学校。
３月９日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２０１５

年度江苏教育宣传工作表扬单位名单，包
括学校在内的１５所本科院校被评为“２０１５
年度江苏教育宣传工作表扬单位”，这也是

省教育厅开展教育宣传工作积分评比以来
学校连续第五次获此荣誉。
３月９日　 学生工作处、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语言文化中心在校体育馆联合举
办了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春季大学生海外学习
项目咨询会。参会的校内外单位集中为学
生介绍了学校２０１６年春季学期开展的４０
余项海外学习项目。
３月１０日　 加纳温尼巴教育大学校长

玛温塔·阿沃基教授一行访问学校，副校
长陈龙在行政一号楼会见了来宾。会谈期
间，双方各自介绍了学校发展概况，表达
了在工程、教育、管理等领域开展多方面
合作的共同愿望。
３月１０日　 印度贾达普大学副校长

Ｐｒａｄｉｐ Ｋｕｍａｒ Ｇｈｏｓｈ教授一行访问学校。副
校长陈龙会见了来宾。印度贾达普大学被
印度国家评估委员会评定为最高级别（五
星）大学之一，２０１６年金砖国家和新兴经
济体国家大学排行位列第８０位。会谈期
间，双方在人才培养、教师互访、学生交
流等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
３月１０日　 教育部公布了霍英东教育

基金会第十五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获得
者名单，学校流体中心张德胜博士成功入
选。全国共１００名优秀青年教师获此殊荣。
３月１１日　 陈龙副校长在行政一号楼

会议室会见了加纳驻华副大使Ｈｏｒａｃｅ Ｎｉｉ
Ａｙｉ Ａｎｋｒａｈ等一行３人，并向代表团表示
愿意为加纳高校师资培养等方面提供支持，
特别是在学校的优势学科领域。Ｈｏｒａｃｅ副
大使对学校的办学规模和科研水平印象深
刻，希望学校继续为加纳学生提供更多的
深造机会，双方就推荐加纳高水平公立或
私立大学与学校合作等事宜达成了共识。
目前在校加纳籍留学生１８０余人，为学校
第一大留学生群体，培养层次涵盖本科、
硕士、博士生，涌现了江苏大学十佳学生、



%&'()*+

２０１７
,

７６６　　

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等一批优秀人才。
３月１４—１７日　 美国阿卡迪亚大学

（Ａｒｃａｄ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国际事务部副主任
Ｊａｎｉｃｅ Ａ Ｆｉｎｎ女士带领２５名该校学生来学
校参观交流。国际与合作交流处处长李仲
兴教授、理学院院长卢殿臣教授、海外教
育学院王丽敏副院长及理学院部分师生参
加欢迎会。交流活动为期两天半，双方学
生共同组织了交流见面会，参观了学校校
史馆、图书馆、工程训练中心和美丽的校
园，也参观了赛珍珠故居等镇江历史古迹。
活动旨在扩大双方学生国际视野，促进交
流，增进彼此友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能力。
３月１７日　 省委第四巡视组巡视江苏

大学工作动员会在江苏大学会议中心第一
报告厅召开，第四巡视组副组长杨安国就
即将开展的专项巡视工作做了动员讲话，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范明做表态发言，江苏
大学校长袁寿其主持会议。根据省委统一
部署，省委第四巡视组近日进驻江苏大学
开展为期一个月左右的专项巡视。
３月２１日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广告

艺术节学院奖秋季赛颁奖盛典在北京梅地
亚中心举行。学校艺术学院视觉传达系王
宏奇老师指导，学生周振洋、陈兆炜、易
芳梅创作的广告作品《超自在》在数万余
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喜获金奖；学生
杜婷、谢军创作的广告作品《花的姿态》
获得铜奖。同时，江苏大学被大赛组委会
授予“年度优秀组织院校”荣誉称号，王
宏奇老师被评为“杰出指导教师”。学校
在这一行业顶级赛事中喜获佳绩，标志着
艺术类人才培养质量取得新的突破。
３月２２日　 据３月２２日学校要闻报

道，学校大学生话剧团表演的小品《永远
的黄丝带》在２０１５江苏省“水杉杯”大
学生话剧展演月活动小品比赛中荣获一等

奖，主要演员赵利霞获优秀演员奖。此次
展演比赛活动由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
戏剧家协会共同主办，南京林业大学协办。
共有来自全省高校的６０多个作品参加了展
演月活动。
３月２３日　 学校召开２０１６年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会议。
３月２５ 　 据３月２５日学校要闻报道，

世界大学学术表现排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ａｎ
ｋｉｎｇ ｂ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ＵＲＡＰ）公
布了２０１５—２０１６世界大学学术表现排行
榜。世界大学学术表现排名中心主任Ｎａｚｉｆｅ
Ｂａｙｋａｌ先生发来贺信，江苏大学名列第５２８
位，位居中国大陆高校第４７位。世界大学
学术表现排名是由土耳其中东理工大学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或称中
东技术大学）发布的一项世界排名，主要
以学校近年论文发表数量及其引用情况为
依据，首次发布于２００９年，针对世界前
２ ０００名大学每年发布一次。

３月２５—２７日　 为期３天的“２０１６全
国智能传感力学机理、方法及应用研讨会”
在学校召开。大会执委会主席由学校省级
重点学科———力学学科带头人骆英教授担
任，学校程晓农副校长、实验力学专业委
员会主任龚兴龙教授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来自全国４０所重点大学的院士、专
家、学者及学校百余名师生参加了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专业
委员会主办，学校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承办。
３月３０日　 学校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

估工作推进会。校长袁寿其、副校长梅强
出席会议，教务处处长赵玉涛主持会议。
推进会上，副校长梅强通报了审核评估专
家进校现场考察时间，并对迎评工作做了
部署。校长袁寿其强调，各单位要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明确责任，落实到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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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促建，重在建设。希望大家齐心协力，
确保顺利通过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３月３０日　 镇江市副市长雷志强一行

来学校洽谈海绵校园共建工作，校党委书
记范明、校长袁寿其、副校长张济建，以
及校办、后勤处、国资处等部门主要负责
人参加了洽谈。在范明书记、张济建副校
长的陪同下，雷志强一行现场考察了玉带
河及校内相关水系，随后，在会议中心听
取了设计单位关于学校海绵校园规划设计
的汇报。雷志强指出，镇江市作为全国１６
个、江苏唯一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
市委市政府正大力推进相关工作，并将把
海绵校园作为镇江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亮
点工程加以谋划，努力将江苏大学打造成
融海绵技术研究、海绵技术科普、海绵人
才教育培训于一体的海绵校园示范区。

四月
４月１日　 “王龙英烈凭吊周”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暨江苏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揭牌仪式在王龙亭举行。校党委书记范
明、副校长缪子梅、王龙烈士的亲属，以
及学校各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师生
代表，附校王龙中队、王龙团队的学生代
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４月１日　 在镇江市召开的社科工作

会议上，学校与镇江市社科院联合成立的
“新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授牌，校党
委书记范明担任名誉主任，副校长梅强担
任主任，市社科联副主席邵利明、新农村
研究院管理办公室主任金玉成担任副主任。
４月１日　 学校申报的《青春圆梦》

荣获首届全国高校网络宣传思想教育优秀
作品“微作品”特等奖，全国仅８项。
４月４日　 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州政府

科学、卫生与护理部长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Ｄｒｅｘｌｅｒ
为团长的２０人高级科技代表团访问学校。

学校与奥地利约阿内应用科学大学、欧中
教育产业联盟签订共建中奥应用科技学院
的三方《合作备忘录》，并与奥地利格拉
茨老年健康中心签署共建老年健康培训基
地的协议。校长袁寿其、副校长陈龙在会
议中心接见了来宾。
４月６日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

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２０１６中国大学
评价》报告。在大学综合实力百强榜中，
学校名列第４８名，比２０１５年的第５５名上
升了７名，首次进入中国大学综合实力排
名前５０强。此次跻身中国大学百强榜的江
苏高校共有１４所，学校在全省高校中位列
第７ 名，是前５０ 强中唯一的非“２１１”
高校。
４月６日　 为了做好教育部来华留学

质量认证工作，学校召开了专题工作会议。
校长袁寿其到会做重要讲话。江苏大学成
为教育部首批２８所来华留学质量认证试点
院校。
４月６日　 印度新任驻上海总领事古

光明一行访问学校。校长袁寿其会见了古
光明总领事，双方就加强学校与印度高校
在文化交流、语言培训、留学生培养等方
面进行深入交流。学校现有１３６名印度留
学生，其中本科生１１９名、研究生１７名，
在印度设有江苏大学校友会。古光明总领
事表示将力促学校和印度高校在文化、语
言培训和留学生培养等方面开展更广泛、
更深层的交流合作。
４月７日　 科技部农村司王?巡视员、

国家粮食局仓储司谭本刚副司长等国家科
技创新驱动调研组一行５人调研考察了学
校“三农”服务示范基地———江苏沃得农
业机械有限公司，学校副校长程晓农、省
科技厅和粮食局及市政府有关领导陪同。
４月７日　 日本京都情报大学院大学

副校长寺下阳一、留学生募集部部长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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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学校。校长袁寿其在会议中心会见了
来宾。访问期间，双方就媒体艺术、动画
设计、视觉传达等相关学科在联合培养、
短期项目合作和暑期语言文化交流方面达
成了合作意向。寺下阳一校长一行还参观
了艺术学院公共艺术创作实验室、动画演
示实验室，并在艺术学院做了题为“学问
的自由与独立———ＩＴ技术走进艺术设计领
域”的学术报告。
４月８日　 由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

联秘书处主办的２０１５年度“全国百佳体育
公益社团”创建活动落下帷幕。学校５１５
街舞协会从全国高校多个优秀社团中脱颖
而出，成功入选“全国百佳体育公益社
团”。
４月８日　 第１８届南方国际心血管病

学术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宣布了第７批
通过中国胸痛中心认证的单位，附属医院
胸痛中心以排名第一的成绩通过了考核
认证。
４月８日　 ２０１６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与英国皇家学会合作交流项目批
准通知公布。学校机械工程学院任旭东教
授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Ｌｉ Ｌｉｎ教授作为双
方负责人共同申请的中英国际合作交流项
目（大型结构件材料激光冲击冷整形研究，
ＮＯ ５１５１１０１４４２）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ＮＳＦＣ）与英国皇家学会（ＲＳ）
共同资助。
４月９日　 为了确保重大研发装备建

设的功能定位合理、技术指标先进和技术
方案可行，混合动力车辆技术国家地方联
合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新能源汽车动
力与传动总成测试台架”、中央财政支持地
方高校发展专项建设项目“新能源汽车硬
件在环ＨｉＬ仿真与测试系统”技术方案评
审会在汽车工程研究院召开。陈龙副校长
参加了会议，汽车学院江浩斌院长主持

会议。
４月９日　 第一届“全国临床检验诊

断学研究生论坛”开幕式在学校举行。副
校长施卫东致辞，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检验
专业校际协作理事会理事长、医学院院长
许文荣主持，研究生院院长全力及来自全
国２６所高校的１２０余名代表参加了开幕
式。经过组委会专家组评委的评审，评选
出了研究生优秀论文特等奖４篇、一等奖
１０篇、二等奖１６篇、三等奖２１篇，学校
张斌博士、朱梦楚硕士获得了特等奖。
４月９日　 由学校与兴化市政府共建

的兴化市精密铸锻造产业研究院在陈堡镇
挂牌成立。学校副校长程晓农，兴化市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邹祥龙，兴化市副市长余建年及学校相
关专家参加了揭牌仪式。揭牌仪式上，兴
化市８家企业与研究院签订了科技合作协
议，协议内容涉及技术难题、知识产权、
项目申报等方面。
４月１１—１２日　 美国南加州大学副院

长ＷｅｉＣｈｉａｎｇ Ｓｈｅｎ教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Ｄｅａｎ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ＳＣ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Ｚ Ｗｉｎｃｏｒ教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Ｄｅａｎ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ＳＣ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访问学校。国际处、
海外学院与药学院负责人，与ＷｅｉＣｈｉａｎｇ
Ｓｈｅｎ教授一行进行了会谈。药学院徐希明
院长介绍了药学院的整体情况和对合作办
学的初步设想，Ｓｈｅｎ教授与Ｗｉｎｃｏｒ教授表
达了与学校合作的积极意愿。双方就学生
交流、学者互访、科研合作等领域进行了
商讨。
４月１２日　 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

民政府印发《关于表彰江苏省先进开发区、
江苏省优秀企业、江苏省优秀企业家的决
定》，学校校友所在企业有４家荣获江苏省
优秀企业表彰，１位校友荣获江苏省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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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称号。荣获江苏省优秀企业的分别
是：９５届管理工程（硕士）专业王民校友
担任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徐州工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８３届内燃机专业钱恒荣校友
担任厂长兼党委书记的一汽解放汽车有限
公司无锡柴油机厂、８３届拖拉机专业徐小
林校友担任总经理的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
限公司、８７届汽车专业王友林校友担任董
事长的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荣获江苏
省优秀企业家的是江苏苏嘉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９３级外英专业龚育才校友。
４月１３日　 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建

设工作座谈会在学校召开。江苏省教育厅
副厅长洪流、学校校长袁寿其、副校长程
晓农，无锡、常州、镇江、扬州４市１０所
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育厅科技
与产业处处长张兆臣、江苏高校协同创新
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学校“２０１１计划”
工作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参加会议。
４月１５日　 由江苏大学、南京农业大

学等高校共同发起，组建江苏省新农村发
展研究院联盟筹备会议在南京举行。江苏
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陈洪强、副处长
顾俊，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丁艳锋、学校
新农村研究院管理办公室主任金玉成，以
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
１８所高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
上，金玉成主任代表学校讲话。各高校代
表就各自服务新农村建设工作经验进行了
交流。
４月１５日　 由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研

究会主办、学校承办的２０１６年江苏省高校
继续教育督查工作座谈会暨新增校外教学
点评议会在校召开。省教育厅副厅长、党
组副书记丁晓昌出席会议并讲话，丁晓昌
副厅长在讲话中对学校继续教育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并对会议提出了３点要求。
会上，学校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许友谊汇报

了学校继续教育发展情况和办学特色。会
议还听取了１３个督查组的督查情况，集中
评议了各省辖市２０１６年新增教学站情况，
并就新形势下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远
程教育的推进实施等进行了热烈讨论。
４月１８日　 省教育厅公布全省教育系

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案
例评选结果，学校申报的《开展“四爱”
系列活动　 谱写“仁爱”传递之歌》入选
高校创新案例。
４月２０日　 教育部正式发布文件，公

布２０１５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名
单，学校邹小波教授当选“长江学者奖励
计划”特聘教授。
４月２１日　 学校召开２０１６年度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校党委书记范明，镇江报业
传媒集团党委书记、镇江日报社社长、报
业传媒集团董事长王红卫，镇江文广集团
党委书记、总经理张兵，校党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李战军，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金丽馥出席会议。会议由缪子梅副校长
主持。会上，金丽馥部长做工作报告。李
战军部长宣读了２０１５年度对外宣传工作先
进单位、十佳中文网站获奖单位、校优秀
教职工记者、优秀网站管理员、优秀大学
生记者、优秀校史馆讲解员等表彰决定。
范明书记做总结讲话并提出了３点要求。
４月２１日　 驻镇高校学习贯彻全省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报告会在学校举行。省委
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沈健做专题
报告。校党委书记范明主持报告会。报告
会开始前，沈健厅长对学校改革发展取得
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报告中，沈健厅长
用翔实的数据简要回顾了江苏教育“十二
五”期间取得的辉煌成就。就学习贯彻落
实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沈健厅长提出
４点要求。

４月２２日　 为迎接教育部第四轮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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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工作，明确工作职责、任务及时间节
点，确保学校学科评估工作取得优异成绩，
学校召开了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动
员会。校长袁寿其，副校长程晓农、梅强
出席了会议，副校长施卫东主持会议。根
据文件精神，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
展中心决定，于今年正式启动第四轮学科
评估工作。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全力从基
本原则、参评条件、指标体系、专家组成、
评估程序、注意事项等６个方面全方位介
绍了第四轮学科评估的有关情况，对学校
此次评估的学科名单及时间节点等重要内
容做了详细说明。袁寿其校长强调全校要
把此次学科评估作为目前学校工作的重中
之重并提了三点要求。施卫东副校长最后
介绍了国家和江苏省有关学科建设的最新
情况，再次强调了学科评估、学位点评估
对于学校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意义，就
下一阶段需要开展的重点工作做了详细
布置。
４月２３日　 国际生理学知识竞赛第二

届中国大陆地区热身赛在徐州医科大学举
行，学校代表队击败对手夺得桂冠。国际
生理学知识竞赛是亚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
医学类国际赛事之一，由马来西亚大学组
织主办，旨在加强国际医学院校间生理学
的教学交流，考查医学生对生理学知识的
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
４月２５日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正式启动全国第四轮一级学科整
体水平评估，并公布了第四轮学科评估指
标体系及有关说明。与前三轮相比，第四
轮学科评估有一项重大创新举措，是打造
“扩展版ＥＳＩ高被引论文”，用于评价学科
的科研学术水平。教育部学位中心第四轮
学科评估要求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
自然科学学科门类采用“扩展版ＥＳＩ高被
引论文”指标，系指ＩｎＣｉｔｅｓ 数据库中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间发表，类型为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
ｖｉｅｗ、Ｌｅｔｔｅｒ，被引频次基于ＥＳＩ分类排名
于各学科前３％的高被引论文。
４月２８日　 受国务院学位办委托，全

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专
家组楼世洲、钱国旗、米靖一行３人到学
校检查教育硕士培养工作，副校长施卫东、
研究生院负责人、教师教育学院领导及部
分师生代表参加了检查工作。检查结束前，
专家组成员经集体讨论后形成了检查意见，
并进行了反馈。
４月２８—３０日　 第７届（２０１６）全国

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拟大赛暨第１５ 届
（２０１６）全国ＭＢＡ培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
大赛现场总决赛在北京联合大学落下帷幕，
学校管理学院选手喜获全国企业竞争模拟
大赛特等奖、一等奖各一项。本次大赛由
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联席会和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决策模拟
专业委员会主办。
４月２９日　 镇江市庆祝“五一”暨劳

模表彰大会在南山艺术剧院举行。学校农
业装备工程学院毛罕平院长作为江苏省先
进工作者参加大会，并受到表彰。

五月
５月４日　 学校工会荣获“全国模范

职工之家”授牌仪式在学校举行。镇江市
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王荣正为学校
颁发牌匾及证书，学校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工会主席许化溪出席授牌仪式，校
工会常务副主席陈锦清做了工作汇报。
５月４—１２日　 校党委书记范明应巴

西里约热内卢国立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 ｄｏ
Ｅｓｔａｄｏ ｄｏ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圣卡洛斯联邦大
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ｅ Ｓｏ Ｃａｒｌｏｓ）及
阿根廷玛丽亚国立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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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Ｖｉｌｌａ Ｍａｒｉａ）等邀请，一行５人赴
巴西和阿根廷进行访问。在巴西里约热内
卢国立大学访问期间，双方介绍了各自学
校的情况和优势，并探讨了师生交流交换
的领域及方式，尤其讨论了博士到对方学
校做博士后的学科与待遇等问题，两校领
导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在圣卡洛斯联
邦大学访问期间，双方进行了介绍和交流，
范明书记与Ｏｌｉｖｅｉｒａ博士签署了两校合作协
议。会后，代表团与研究生院院长、流体
生物系主任、社会科学学部研究生项目主
任、化学研究生项目主任、物理学研究生
项目主任、语言学研究生项目主任等，在
研究生联合培养、学生互换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交流。在阿根廷玛丽亚国立大学访问
期间，双方探讨了师生交流交换的领域及
方式，并签署了合作协议。此外，代表团
访问巴西和阿根廷期间还有目的地为招收
拉丁美洲留学生开展工作。范明书记此次
率团赴巴西和阿根廷访问，是学校历史上
第一次组团访问拉丁美洲及其高校，为与
拉丁美洲高校交流、合作架起了桥梁，扩
大了学校的国际影响。
５月５日　 国际著名的英国皇家化学

会期刊公布２０１５年度“Ｔｏｐ １％高被引中
国作者”榜单，学校陈敏教授、姜德立老
师入选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领域榜单，李华明教授入
选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领域榜单。中国共有１１８位学
者入选本次榜单。
５月９—１０日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留

动中国’———在华留学生阳光运动文化之
旅”比赛活动江苏赛区选拔赛在扬州大学
举行，学校代表队获得总分第一。
５月１０日　 校长袁寿其主持召开了

２０１６年度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发展推进会。
副校长程晓农，科技处、现代农业装备与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高端金属结构材料及
装备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有关负责人参加会

议。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副
主任毛罕平、高端金属结构材料及装备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刘强分别汇报了中
心建设进展、存在的问题和工作计划。程
晓农副校长对中心运行的薄弱环节提出了
指导性改进办法，要求协同创新中心要以
“协同增效”为目标，以省级协同创新中
心验收为契机，大力推动协同创新中心的
内涵建设。袁寿其校长讲话，对中心建设
与运行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对中心存在
的瓶颈问题予以协调解决，并对中心下一
步的工作进行部署。与会人员还围绕如何
发挥协同创新中心人员创造性、科研项目
立项认定、硕博协同培养、国际协同合作，
以及协同中心人员聘用绩效、经费收支等
体制机制问题进行磋商研讨，研究了２０１６
年度创新中心年会筹备、省级协同创新中
心验收等工作。
５月１０日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发布了

《２０１５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整
理了２０１４年全国１ １４６所高等学校及其附
属医院从事科技活动的数据。学校年度科
技经费６ ６１亿元，教学与科研人员２ ６３０
人，人均科技经费２５ １２万元，全国排名
第４３位、江苏省第６位。
５月１１日　 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李骥

应邀到学校现场调研指导共青团工作，并
在小礼堂做了“人生三问，青春作答”的
专题报告，副校长李洪波、团省委学校部
部长陈文娟陪同调研。
５月１２日　 ２０１６中国大学教师学术水

平排行榜发布，学校位居排行榜第４８名。
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是大学各项办学指标中
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此次排行榜共统计中
国大陆７２１所大学。据悉，该排行榜所有
数据均为公开数据，其评价模型已使用２０
余年，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公信力。
５月１３日　 省委第四巡视组向江苏大



%&'()*+

２０１７
,

７７２　　

学党委反馈巡视情况。巡视组副组长杨安
国、王敦宝向校党委书记范明反馈了巡视
情况；杨安国代表巡视组在巡视反馈会上
向江苏大学党委领导班子进行了反馈，校
党委书记范明做表态发言，校长袁寿其主
持会议。根据省委统一部署和省委巡视工
作领导小组安排，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５日至４月
２０日，省委第四巡视组对江苏大学党委进
行了专项巡视。巡视期间，巡视组围绕
２０１３年以来学校相关情况，广泛开展个别
谈话，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开展问卷调查，
调阅有关资料，深入了解情况，顺利完成
巡视任务。５月９日，省委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听取了巡视情况汇报。
５月１５—１９日　 以中山大学原党委书

记李延保为组长的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
核评估专家组对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进行了
审核评估现场考察。５月１６日上午的评估
见面会上，丁晓昌副厅长首先代表省教育
厅致辞，他在充分肯定江苏大学近年来发
展成绩的同时，期望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水
平专家，对江苏大学本科教学工作进行深
入考察评价，重点是与学校一起系统地梳
理和分析新时期本科教学工作存在的不足
与问题，为学校更高水平的建设和发展多
提宝贵意见。袁寿其校长就学校办学发展
历史、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理念及目标的
演变与形成、优质资源服务人才培养的实
践及成效向专家组做了简要的补充报告。
在随后的４天时间内，专家组成员紧张有
序地对本科教学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考查
与评价：共走访学院（部）及有关教学单
位４５次；实地考察校内外单位４４次；举
行教师和学生座谈会３９场，发放学生问卷
调查５５２份；访谈校领导、职能部门负责
人、学院领导、督导及学生等共６９１人次；
听课３６节，调阅毕业论文１ ０４０份，调阅
试卷２ ４６７份，并调阅了听课记录、学校

事业发展规划和常委会纪要、校长办公会
纪要等管理文件和其他材料。５月１９日下
午，召开了审核评估专家初步意见反馈会，
专家组组长李延保教授代表专家组充分肯
定了学校近年来在适应国家重大需求、培
养高水平人才服务江苏及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效，以及呈现出的快
速上升势头。尤为突出的是：第一，学校
领导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本科教学工作，
办学思路清晰。根据自身特色，结合教育
发展和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和行业发
展需求，实事求是地制定合理的办学目标
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突出了人才培养的
中心位置和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第二，
学校面对地域、招生及经费投入不足等带
来的实际困难，采取各种有针对性的措施，
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强化服务学生、
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意识，营造优良的校
园环境和教学传统，确保学校办学定位和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达成。第三，江苏大
学组建以来，学校坚持以工为主、理工医
结合、文理交融、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
理念，学科建设水平明显提升， “工中有
农、以工支农”特色鲜明，构建了较为完
备的农业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第四，
学校高度重视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自
评报告撰写认真。同时，李延保教授就如
何更好地理解和解读学校总体定位，如何
理解和解读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如何
认真对待审核评估中提出的问题，结合学
校全面综合改革进行整改等问题提出了深
入的见解和高水平的建议。其他１２位专家
从不同角度，对学校人才培养的不同方面
反馈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校党委范明书
记代表学校做表态发言，表示专家们意见
和建议非常中肯，非常符合学校的实际，
是专家组关心支持学校事业发展的重要体
现，这些意见和建议凝聚着各位专家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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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和心血，是学校总结反思、整改提高的
重要遵循。因此，全校要充分认识这次审
核评估对学校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要及
时消化吸收专家组的意见建议，认真制订
落实整改方案，狠抓工作落实，不断推进
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名校建设。省教育厅苏
春海副厅长在全程听取了专家组对学校本
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现场考察意见后发
表了讲话。他希望学校认真消化吸收专家
组的反馈意见，扎实开展评后整改，结合
贯彻落实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把
人才培养质量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最主要
标准，牢固确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强
调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有机融合，
进一步推动教育教学的创新改革；加大与
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合作力度，加快提升办
学水平；坚持走特色发展的道路，努力打
造并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５月１７日　 英国利兹大学国际处、数

理学院一行６人访问了学校，校党委副书
记许化溪会见了来宾。会见期间，双方代
表分别介绍了学校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情况，
一致同意在已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合
作领域，拓展合作层次，并在化学、数学、
物理及食品科学领域开展本科生交流、研
究生联合培养等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
５月１７—２０日　 住建部高等教育土木

工程专业评估（认证）专家组莅临学校，
对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进行了为期４天的评
估考查。校长袁寿其、副校长梅强、学校
相关部门负责人及教师参加了相关会议和
考查活动。
５月２３日　 学校召开“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动员会议。校党委书记范明，副校
长缪子梅、李洪波，镇江市委督导二组副
组长杨恒林等出席会议。会议由党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李战军主持。范明书记在动员
讲话中指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是今年学校党建工作的重大任务。就如何
开展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范书记提
出了４点意见。
５月２３日　 美国奥罗尔罗伯茨大学校

长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 Ｗｉｌｓｏｎ教授一行３人访问学
校。校长袁寿其会见了来宾。会谈期间，
袁寿其校长对Ｗｉｌｌｉａｍ校长一行访问学校表
示热烈欢迎，双方相互介绍了学校的发展
情况，表达了在汉语言文学、护理、会计、
管理、教育等领域开展多方面交流合作的
愿望。
５月２５日　 江苏大学首届中华经典吟

诵大赛决赛在校举行。文法学院精心编创
的《月之魂》摘得了桂冠，材料学院的
《少年中国说》、外国语学院的《木兰辞》
获得了二等奖；计算机学院、语言文化中
心（语言生）、管理学院分获三等奖。
５月２６日　 “中印大学校长圆桌会

议”在北京大学举行。印度共和国总统普
拉纳布·慕克吉、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
出席会议。学校校长袁寿其，以及来自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印度
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维斯瓦利亚国
立理工学院等１７所中印两国高校的校长参
加会议，并围绕“科研：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与学科” “教育：促进创新与创业”两
大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校长袁寿其
在“教育：促进创新与创业”分论坛交流
了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经验，介绍
了学校“１３５塔式”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即要让１００％大学生接受创新创业素质教
育；要对３０％左右具有创业意愿诉求的大
学生实施创新创业培训，使其具备创新创
业技能；要创造条件让５％左右具有创业
实战诉求的大学生能够自主创业。袁寿其
校长的发言得到与会中印大学校长的普遍
认同。在慕克吉总统和袁贵仁部长的共同
见证下，袁寿其校长与维斯瓦利亚国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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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院校董Ｎａｒｅｎｄｒａ Ｓ Ｃｈａｕｄｈａｒｉ签署了合
作协议。双方在师资交流、学生交流、合
作研究、学术交流与信息共享等方面达成
共识。
５月２７—２９日　 在“创青春”２０１６江

苏省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学校申报的９件
作品全部获奖，其中金奖２项、银奖３项、
铜奖４项，学校获得大赛“优胜杯”和优
秀组织奖。
５月２９日“枫叶杯”２０１５ “我与外

教”全国征文大赛暨“外教看中国”摄影
展评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学校荣获
摄影优秀组织单位奖。
５月３０日　 据５月３０日学校要闻报

道，荷兰莱顿大学ＣＷＴＳ发布２０１６世界大
学排行榜，学校位居“荷兰莱顿大学２０１６
全球大学排行榜”中国大陆高校第４７名。
榜单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论
文数据库，依据各大学发表论文篇数及各
个领域论文引用前５０％、１０％或前１％等
指标评价世界各国著名大学。此次排名，
全球共８４２所大学榜上有名，中国１３３所
高校上榜，其中中国大陆１０８所，中国香
港地区６所，中国台湾地区１９所。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论文数据显示，学校４年来发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论文２ ５８６篇，引用在前
１０％的论文１８９篇，位居中国大陆高校第
４７名、江苏高校第６名。

六月
６月１日　 由国家科技部等部门主办

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在北京
举行。本次展览以“创新驱动发展，科技
引领未来”为主题，对“十二五”期间我
国科技创新取得的重要进展进行了全面的
梳理。学校袁寿其研究员主持的国家
“８６３”课题“精确喷灌技术与产品”研究
成果因取得了突出成就而入选国家“十二

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精确喷灌技术与
产品”成果还刊登在了５月３１日的《科技
日报》“创新驱动引领农业现代化”版面。
６月１—２日　 第二届亚洲流体机械委

员会会议在学校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召开。校长袁寿其研究员、副校
长施卫东研究员、科学技术处处长李红研
究员，以及来自中国、韩国、日本、马来
西亚、伊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１０余位
专家委员及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
领导和师生参加了此次会议。开幕式上，
袁寿其校长介绍了学校和国家水泵及系统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希望通过
此次会议加强学校与亚洲流体机械领域知
名院校和专家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提升亚
洲流体机械领域的科学研究水平。会议邀
请了多位专家学者做了流体机械领域不同
研究方向的学术报告。
６月２—９日　 副校长程晓农应邀率团

访问德国马格德堡大学、东巴伐利亚科技
大学和法国国立高等工程技术学校，就合
作办学、共建联合实验室、学生联合培养、
汉语国际推广等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在
东巴伐利亚科技大学访问期间，双方对两
校多年来在汽车工程领域的科研合作、师
生互访表示赞赏，签署了“热电联产实验
室”协议。在马格德堡大学访问期间，代
表团首先同该校工艺与系统工程学院院长
Ｗｅｉβ教授就双方目前在工程热物理学科领
域开展的研究生层次合作办学项目进行了
情况通报。双方就招生宣传、教师选派、
合作培养等工作达成共识，希望进一步有
效推进该合作办学项目。之后，电气工程
和信息技术学院院长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教授、医
学工程研究所所长Ｈｏｅｓｃｈｅｎ教授与代表团
座谈，就双方加强学生交换和学者互访达
成一致。目前，学校共有１８名同学在该校
攻读硕士研究生。程晓农代表团一行在法



';Í

７７５　　

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法国国立高等
工程技术学校是法国最负盛名的工程师院
校之一，也是巴黎高科集团的创办成员。
在里尔校区，校长Ｃｌｅｎｅｔ教授亲切会见学
校代表团，双方对长期以来在流体机械领
域的合作表示满意。代表团参观了里尔力
学实验室、巴黎校区流体力学实验室，观
摩了风洞实验，并与巴黎总部欧洲和国际
关系负责人Ｓｔｅｗａｒｄ女士及法方代表团就两
校国际战略、科研合作、联合培养、师生
互访等进行了洽谈。巴黎总部分管研究和
创新的副校长Ｌｏｒｄａｎｏｆｆ教授同程晓农副校
长分别代表两校签署了校际合作框架协议。
６月３日　 据全国规划办公室公示的

２０１６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结果，学
校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项目、一般
项目和青年项目共计１０项。获批项目的学
科分别为理论经济（重点１项）、管理学
（３项）、世界历史（１项）、图书馆情报与
文献学（１项）、社会学（１项）、哲学（１
项）、法学（１项）和外国文学（１项）。
６月３日　 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大学

研究团队采用汤森路透集团的ＩｎＣｉｔｅｓ数据
库，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中国高校扩展版ＥＳＩ
高被引论文数量和学科分布进行统计，发
布“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中国大学扩展版ＥＳＩ高
被引论文排行榜”和“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中国
大学各学科扩展版ＥＳＩ高被引论文排行
榜”。学校以１２个学科的１７１篇论文，名
列全国第４５位、江苏省第５位；其中农学
跻身全国２０强，以１１篇高被引论文位居
全国第１３名、江苏省第３名。
６月８日　 “江苏大学附属句容医院”

揭牌仪式在句容市人民医院举行。校党委
书记范明、副校长施卫东、镇江市卫生计
生委主任林枫，以及句容市委书记、市长
许文等出席了仪式。
６月９日　 学校接到高等教育土木工

程专业评估委员会的通知，土木工程专业
顺利通过高等教育评估（认证）。
６月１３—１４日　 由学校承办的江苏省

高校后勤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
第二次会员大会暨高校后勤论坛在镇江召
开。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巡视员葛华、江
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潘漫、江苏省教育
厅安全保卫与维护稳定处副处长韩叶祥，
以及江苏省高等学校后勤协会会长、东南
大学副校长黄大卫和江苏省高等学校后勤
协会副会长、学校副校长张济建等协会领
导出席会议。来自省内１００余所高校的代
表及部分企业代表共３００余人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上，张济建副校长代表学校致欢迎
辞，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巡视员葛华代表
做重要讲话，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潘
漫传达了第三次全省教育会议精神，对省
高校后勤协会的发展提出了３点建议。在
高校后勤论坛环节，多名参会学校领导做
了专题报告。
６月１４日　 受教育部委派的全国高校

创新创业总结宣传工作第七调研专家组来
到学校，就学校申报的首批“全国创新创
业典型经验高校”有关情况进行全面考察。
校长袁寿其，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许
化溪，副校长施卫东、梅强、李洪波，以
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出席调研活动。
调研专家组观看了江苏大学创新创业巡礼
视频，听取了由李洪波副校长代表学校所
做的《因势利导、纵横有道，深化“产品
开发型、专业服务型”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工作汇报，召开了教师座谈会和学生
座谈会，分８个模块详细查阅了学校创新
创业工作资料，对２０１５届创新创业学生进
行了抽样电话访谈，走访考察了创新创业
模拟实验室、创客工场、众创空间、创新
创业苗圃和创业孵化基地。
６月１５—２２日　 应美国密西西比州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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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加拿大温莎大学和罗
里尔大学邀请，副校长陈龙带领理学院、
计算机学院、能动学院、国际处的单位负
责人对北美洲的４所友好大学进行了访问，
在国际科研合作、教师互访、学生交流、
汉语国际推广、人才招聘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进一步扩大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
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访问期间，双方就两
校共建孔子学院事宜进行了磋商，将立即
启动一系列相关工作。在随后的交流座谈
中，就农业科学、机械工程、汽车工程、
计算机、生物质能源等领域的科研、教学、
学生海外学习等达成了合作意向。在密歇
根大学期间，学校代表团重点访问了该校
工程学院，其智能交通中心主任彭辉教授
团队与学校代表团在智能网联汽车方面展
开了积极交流，双方就开展科研合作、研
究生联合培养、青年教师交流学习等进行
深入探讨并达成了共识。在温莎大学访问
期间，双方表示今后将在已开展的合作协
议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工程学、管理学、
计算机、化学、材料学等领域的教师、研
究生、本科生的交流学习。在罗里尔大学
访问期间，双方高度认同在工程学、计算
机领域教师教学科研合作已建立的良好基
础，重点洽谈了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２ ＋ ２”双学士学位联合培养的细节。
６月１６日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流

体工程装备技术研究所第一届理事会第二
次（扩大）会议在江苏大学镇江流体工程
装备技术研究院召开。校党委书记范明、
校长袁寿其，副校长程晓农、施卫东，江
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工作部主任周谦莉，
镇江市科技局副局长葛玉连，镇江新区管
委会副主任杨菊兰、副主任王军锋，江苏
大学相关职能部门及学院领导及孵化衍生
企业代表等参加了会议。袁寿其校长和镇
江新区管委会杨菊兰副主任共同为江苏大

学流体工程装备技术研究院揭牌。
６月１６日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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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行，学校副校长李洪
波带队参加。学校海外教育学院副院长王
丽敏获评“２０１５江苏高校辅导员年度人
物”（全省共１０名），京江学院学工办主
任罗晓庆获评“２０１５江苏高校辅导员年度
人物提名奖” （全省共２３名），理学院学
生夏建平获评“２０１５江苏省大学生年度人
物提名奖”（全省共２０名）。
６月１７日　 由省教育厅、省综治办、

省公安厅联合召开的全省教育系统平安建
设暨维护稳定工作会议在江苏省会议中心
举行。学校获评首批“江苏省平安校园建
设示范高校”。会议表彰了全省首批平安校
园建设示范单位，部署了下阶段教育系统
校园安全稳定工作。副校长李洪波代表江
苏大学出席了此次会议。
６月１９日上午　 江苏镇江法治政府研

究院、江苏大学法学院揭牌仪式在学校举
行。镇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夏
锦文和校党委书记范明共同为江苏镇江法
治政府研究院和江苏大学法学院揭牌。镇
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洪水和校党委
常委、副校长程晓农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
合作协议。
６月２０日　 泰晤士高等教育（Ｔｉｍｅ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公布了２０１６年度亚洲大
学排行榜及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学校首次
进入这两个著名排行榜。在２０１６年度亚洲
大学排行榜中，学校列亚洲第１９５位，在
中国大陆高校中列第３７位；在２０１６年度
全球大学排行榜中，学校列全球第８６４位，
在中国大陆高校中列第４３位。
６月２１日　 加纳海岸角大学校长Ｄｏｍ

ｗｉｎｉ Ｄａｂｉｒｅ Ｋｕｕｐｏｌｅ教授一行４人访问学
校。校党委副书记许化溪在行政一号楼会



';Í

７７７　　

见了来宾。双方各自介绍了学校的发展状
况，表达了在医学、教育、工程等领域开
展多方面合作的愿望。
６月２２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

有关专家，对学校承担的“机械工业设施
农业测控技术与装备重点实验室”建设项
目进行了验收。验收会由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科技部温顺如副主任主持，来自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的５位行业内知名专家应
邀担任验收小组成员。校科技处李红处长
及科技处、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相关负责人
员出席会议。最终，与会专家一致同意通
过验收。
６月２３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

有关专家，对学校承担的“机械工业机械
结构损伤检测评估技术重点实验室” “机
械工业金属基复合与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
和“机械工业激光冲击波加工技术重点实
验室”３个项目进行了考核评估。专家通
过评分，一致同意３家重点实验室考核评
估结果均为优秀。
６月２３日　 ２０１６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

精英赛在宁夏举行，学校男子沙滩排球队
以五战全胜不失一局的战绩获得专业组
冠军。
６月２４日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

会与健康报社联合组织的第二届全国医院
后勤改革发展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表彰
了“全国后勤管理创新先进单位”，江苏
大学附属医院获此殊荣。
６月２５—２６日　 “２０１６高效智能泵系

统江苏大学高峰论坛暨高级研修班”在学
校成功举办。校长袁寿其到会致欢迎词，
并为张雨豹和冯旭松兼职教授颁发聘书和
佩戴校徽。副校长施卫东主持开幕式，水
利部灌排中心副主任邓少波、国家能源局
石油天然气司代表谢磊、中国通用机械工
业协会秘书长张雨豹、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副院长许强分别讲话。
６月２６日　 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副

校长Ｇｒｅｇｏｒｙ Ａ Ｂｏｈａｃｈ教授、万秀峰教授
访问学校并洽谈合作，陪同访问的有江苏
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陆晓曦研究
员及１１名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在中国的校
友。副校长陈龙在会议中心会见了来宾。
双方就进一步促进两校合作进行了深入交
流，并达成了多项共识，将进一步拓展在
农业科学、汽车工程、计算机科学、生物
质能源、机械工程等领域的合作，并就共
建孔子学院和将密西西比州立大学中国校
友会总部设在学校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积极
磋商。
６月２８日　 学校召开全校干部大会，

宣布省委任免决定，袁寿其任江苏大学党
委书记，由于年龄原因，范明不再担任江
苏大学党委书记职务。省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王燕文，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胡金波，
镇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夏锦文，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
潘漫，镇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秦海涛，
省委组织部干部五处处长封春晴，省委教
育工委组织处处长眭平参加了会议。会议
由范明主持。会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胡
金波宣读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袁寿其、范
明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省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王燕文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江
苏大学领导班子带领全校教职员工认真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解放思想，抢抓机遇，
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在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师资队伍建
设等方面有效发力，内涵建设、核心指标
持续提升，服务行业和地方发展能力显著
增强，各项事业取得明显进步。这些成绩
的取得，是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全校历届领导班子和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努
力的结果，也凝结着范明、袁寿其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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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努力和辛勤汗水。范明同志２００８年６
月起担任江苏大学党委书记，为江苏大学
事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
献。他政治立场坚定，党性观念强，熟悉
高等教育规律，热爱教育事业，视野开阔，
思路清晰，领导经验丰富，具有较强的驾
驭全局和推动发展的能力。他事业心强，
工作务实，作风正派，处事公道，待人真
诚，自我要求严格，还曾担任扬州大学党
委书记，为全省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积极
贡献。由于年龄原因，省委决定范明同志
不再担任学校党委书记，他对江苏大学所
做的贡献，广大师生员工不会忘记，对范
明同志为学校事业发展付出的汗水和心血
表示衷心的感谢！王燕文指出，省委综合
考虑江苏大学领导班子的实际情况，决定
袁寿其同志担任学校党委书记。袁寿其在
学校学习、工作３０多年，政治素质好，全
局意识强，行政管理经验丰富，具有国际
化视野，组织协调和对外沟通能力较强，
学术水平高，科研能力突出，曾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两次、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创新
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２００６年１２
月任江苏大学校长以来，自觉执行党委领
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工作成效明显。省委
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经过认真研究，认
为袁寿其同志是江苏大学党委书记的合适
人选。
６月２８日　 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名单的通知》 （教高厅函〔２０１６〕
５４号），公布了首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名单。学校梅强教授的“创业管
理”、马海乐教授的“食品加工机械与设
备”、赵杰文教授的“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和陈晓平教授的“电路”等４门课程被评
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６月３０日上午　 江苏大学文学院成立

揭牌仪式在会议中心举行。校党委书记、
校长袁寿其发表重要讲话，与嘉宾一起为
文学院成立揭牌。

七月
７月１日　 在建党９５周年之际，学校

京江学院党委获“江苏省高校先进基层党
组织”称号，徐希明、任乃飞、赵文祥获
“江苏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陈汇
龙、夏益伟获“江苏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
者”称号，佘梅溪获“江苏省优秀大学生
共产党员”称号；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党
委获“镇江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邹
小波获“镇江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陈
英军获“镇江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７月１日　 农业部办公厅发文（农办

计〔２０１６〕６２号），批准在学校建设“农
业部蔬菜脱水加工技术集成基地”项目，
总投资１ ０６６万元，建设期２年。该项目的
获批是学校马海乐教授领衔的食品物理加
工创新团队又一次新的突破。
７月１日下午　 校党委书记、校长袁

寿其为全体机关党员上了《“两学一做”
话担当》专题党课。党课由校党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战军主持。
各机关部门负责同志及全体党员聆听了专
题党课。
７月２日上午　 江苏大学附属澳洋医

院揭牌仪式在澳洋医院举行。校党委书记、
校长袁寿其，副校长施卫东，张家港市委
书记朱立凡，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澳洋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裁沈学如等领导出席仪式。袁
寿其书记、朱立凡书记、沈学如总裁共同
为“江苏大学附属澳洋医院”揭牌。
７月４日　 学校召开“江苏大学２０１６

年本科培养计划评审会”。副校长梅强出席
评审会，各学院院长、分管教学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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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负责人、系主任、实验中心主任、教
务处相关人员及教师代表等参加了会议，
教务处处长赵玉涛主持会议。评审会上，
梅强副校长就本科培养计划的制定强调了
三点意见。与会专家总体上充分肯定了参
与答辩专业的培养计划。
７月４—８日　 由学校承办的第九届卟

啉与酞菁国际会议在江苏南京举行。校党
委书记、校长袁寿其到会致辞，向国内外
专家、学者介绍了江苏大学具体情况。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许化溪代表学校接受
了国际卟啉与酞菁协会赠予的纪念铜牌。
国际卟啉与酞菁协会主席、卟啉与酞菁专
业期刊主编Ｋａｒｌ Ｍ Ｋａｄｉｓｈ，化学通讯副主
编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ｅｓｓｌｅｒ、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Ｊ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支志明教授，
“长江学者”、北京科技大学姜建壮教授，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刘鸣华教授等国内
外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卟
啉与酞菁国际会议首次在中国举办，是国
际上卟啉化学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大型
学术会议。为期５天的会议内容丰富，其
中大会邀请报告４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报告６人，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报告４人，
分会场报告３０９人，国内外学者就卟啉化
学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和前沿问题进
行了深度交流和探讨。卟啉与酞菁国际会
议自２０００年在法国举行第一届伊始，一直
是西方发达国家争相承办的大型国际会议。
基于我国科研工作者在卟啉化学研究领域
取得的长足进步，该项会议首次来到中国，
由学校承办，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３７个国
家和地区的５２６名学者参加。
７月６日　 美国ＥＬＳ公司一行５人在

名誉董事长Ｍａｒｋ Ｈａｒｒｉｓ先生带领下来访学
校并达成合作共识。校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许化溪与ＥＬＳ公司来访团进行了会谈。
会谈中，许化溪副书记介绍了学校的基本

情况，学校正在积极推进学校的国际化进
程，亟须大力提升教师和学生国际化交流
能力，希望通过推进与ＥＬＳ公司的合作，
促进全校师生英语水平和国际化能力的提
高。Ｍａｒｋ Ｈａｒｒｉｓ先生对江苏大学的发展成
就表示由衷的敬佩，他介绍了公司的基本
情况及运作模式，表示非常愿意推进双方
的合作，使学校成为中国大陆的首家合作
高校，并全力支持学校的国际化事业发展。
７月７—８日　 江苏高等学校新农村发

展研究院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成立大会暨首
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
科技部、江苏省科技厅、江苏省教育厅相
关领导及学校等３２家联盟成员高校参加会
议。审议通过了联盟首届理事会领导机构
与工作机构，南京农业大学为理事长单位，
江苏大学等８所高校为副理事长单位。学
校副校长程晓农、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等
８人为委员。

７月８日　 由学校主办的“２０１６年赛
珍珠与亚洲”学术研讨会召开。副校长缪
子梅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词，镇江市赛珍珠
研究会会长、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
蔡文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Ｋｉｎｇｋｏｋ Ｃｈｅｕｎｇ，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
院教授郭英剑等４０位国内外赛珍珠研究界
的专家和中青年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赛
珍珠与亚洲”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共叙赛
珍珠研究的当代意义与文化价值。
７月９日　 学校召开科技工作推进会，

科技处处长李红介绍了学校上半年科技工
作整体情况及工作亮点，分析了项目及奖
项申报、技术转移转化、科技平台建设、
军工项目拓展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
不足，提出了下半年的工作思路及工作重
点。财务处处长陈纪南反馈了前一阶段学
校省自然科学基金经费使用审查的相关情
况，重点指出了学校科研项目经费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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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和使用注意事项。会上还举行
了学校新一批５所校级专职科研机构建设
任务书的签约仪式，签约后，５所专职科
研机构的建设将全面展开。程晓农副校长
做了总结讲话。
７月９—１４日　 受青海省门源县县委、

县政府的邀请，李洪波副校长带队，校团
委、教师教育学院、附属医院、能动学院、
宣传部等部门成员一行１１人，对青海省门
源县的教育卫生事业各方面进行了考察，
并看望慰问了学校研究生支教团的３名同
学。青海省海北州州委常委、门源县委书
记董金明同志接待了李洪波副校长一行。
在欢迎仪式上，双方签订了《江苏大学与
门源县人民政府及教育、卫生系统协同发
展协议书》 《江苏大学中国青年志愿者研
究生支教团赴门源支教协议书》。学校向门
源县捐赠了价值２０万元的图书。
７月１３日　 由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流体工程装备技术研究所（江苏大学镇江
流体工程装备技术研究院）、蓝深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华源节水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振华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大学科
技园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发起的江苏省先
进流体工程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在镇江成立，来自江
苏省科技厅、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省
市科技局、镇江新区管委会、江苏流体工
程装备企业等单位的１００多位专家领导应
邀出席。成立大会由副校长施卫东主持，
江苏省科技厅领导宣读了《关于同意成立
江苏省先进流体工程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的复函》。大会审议通过了战略联盟
章程、公约、首届理事会成员名单、首届
技术专家委员会名单。中国工程院院士康
绍忠教授和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共
同为战略联盟揭牌。
７月１５日　 江苏省现代农业装备与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２０１６年度工作会议召开。
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校党委书记、校长袁
寿其研究员主持会议并致欢迎辞。中国工
程院罗锡文院士、浙江大学副校长应义斌
教授、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所长
陈巧敏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长江学者韩
鲁佳教授，协同体高校、院所及企业等中
心理事会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袁寿其书记向与会嘉宾简要介绍了学校近
年发展成就，中心副主任毛罕平教授汇报
了协同创新中心２０１５年以来各项工作进
展、成效和２０１６年度主要工作思路及要
点。会议原则上审议通过了《协同创新中
心理事会成员单位新调整理事名单》 《协
同创新中心硕士、博士国内国际协同培养
办法》 《协同创新中心人才柔性聘任及科
研项目人员管理办法》。会议结束前，袁寿
其书记作了总结讲话。
７月１５—１７日　 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药资源中心主办，学校承办的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继续教育项目第五届全国分子生药
学暑期学术研讨会在镇江召开。来自全国
各大高校、中医药院校等５０余家单位的专
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１６０余人参加了本次
会议。
７月１９日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

布了２０１６年度“香江学者计划”入选名
单，全国共有６０名博士后入选，学校２名
优秀博士后朱刚兵和姜志锋位列其中（交
流学校分别是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中文
大学）。　
７月３１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公

布了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组厅字〔２０１６〕３７号），学校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邹小波教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乔冠军教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入选人数位列省属高校第
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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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８月１日　 据８月１日学校要闻报道，

近日，学校召开食品学科建设３０周年座谈
会。来自全国５０多所食品重点院校的领导
及食品学科负责人等６０余位专家、学校食
品与生物学院部分师生和老教师代表及校
学科办负责人出席座谈会。会议由食品与
生物工程学院主办。
８月１日　 据８月１日学校要闻报道，

江苏大学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江苏省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培育点、江苏省农业装备与智
能化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等３家部省级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召开。会议对
上届学术委员会进行换届，并成立新一届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中国工程院罗锡文
院士，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中国农机工业协会会长陈志研究员，
浙江大学副校长应义斌教授等专家出席会
议。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出席会议并
致欢迎词。袁寿其书记希望新一届学术委
员会能在重点实验室发展规划、目标、研
究方向等重大学术活动方面给予指导。实
验室主任毛罕平向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汇报
了重点实验室近３年的建设进展和成效。
８月１０—１２日　 由教育部高教司主办

的“荣威新能源杯”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节
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在学校举
行。全国９０所高校１ ０００多名大学生的
１８０个节能减排科技创新项目角逐决赛赛
场。本届赛事共评出特等奖作品１０件、一
等奖作品５３件、二等奖作品１１６件、三等
奖作品５４７件，优秀组织奖７５个，荣威新
能源特别奖１项。其中，学校共有１２件作
品获奖，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２项、二等
奖２项、三等奖７项，位居江苏高校榜首，
这也是学校在本项赛事上取得的历史最好

成绩。上汽集团乘用车分公司为本次大赛
首次设立“荣威新能源”特别奖。本届赛
事受到中央电视台及《人民日报》 《光明
日报》《科技日报》《新华日报》等５０多
家国家、省市媒体的关注报道，有效扩大
了赛事及学校的社会影响力。
８月１７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公布了２０１６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
目评审结果。学校共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１６９项，其中重点项目１项、面上项目
７８项、青年科学基金８９项、国际（地区）
合作与交流项目１项，全国排名第４２位，
创历史新高。同时，学校江苏省科技计划
项目也喜获丰收，共资助９７项，项目立项
数、资助率进一步提升。江苏省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获批数量排名全省第一，省
重点研发计划———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
术，项目资助率为１００％，省重点研发计
划———现代农业，项目资助率为７５％，省
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前瞻性联合研究
项目，资助率为６２ ５％；省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总体资助率达５３ ６％，其中“杰青”
项目资助率为５０％。
８月１８—３０日　 由中、日、韩３个国

家１０所高校１００名学生参加的第四届创新
工程设计暑期项目在日本山口大学举行。
学校代表队圆满完成各项教学、设计任务，
参与的项目共获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５项，
单项奖９项。学校代表队共有来自电气学
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农装院等１２名
研究生、６名本科生参加。
８月２０—２２日　 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主办、江苏大学承办的“十三五”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果蔬采后质量与品质控
制关键技术研究及装备开发”项目工作协
调会在镇江举行。
８月２１—２４日　 由学校承办的中国植

物病理学会产后病理学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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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年会在镇江召开。学校副校长程晓农
在开幕式上代表江苏大学致辞，并向代表
介绍了学校特别是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近
年来的发展建设情况。来自全国８２所高
校、科研院所的２７２人参会。
８月２５日　 泰国宋卡王子大学代表团

在校长助理Ｔｉｐｐａｗａｎ Ｊａｎｔａｍａｎｅｅｃｈｏｔ女士
的率领下来访学校。学校党委书记、校长
袁寿其亲切接见了代表团一行，向客人介
绍了学校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国际化工作
的发展现状，希望与宋卡王子大学能够展
开更深入的合作交流，在学生交换、教师
进修和其他项目上能进行广泛的合作。
Ｔｉｐｐａｗａｎ Ｊａｎｔａｍａｎｅｅｃｈｏｔ女士向袁寿其书记
介绍了宋卡王子大学的简况，她说学校特
别重视汉语的学习，很早就开设了汉语课
程，与中国高校也开展了很多合作项目。
她表示非常渴望推动与江苏大学的进一步
合作，并愿意就具体的合作项目与学校开
展交流会谈。
８月２５—２７日　 第二届中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建行杯”江
苏省选拔赛暨“花桥国际商务城杯”江苏
省第五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决赛在南京工业
大学举行。学校推荐的６个大学生创业项
目全部荣获省级三等奖以上奖项，其中，２
个项目斩获大赛一等奖（全省共计３０
个），４位老师获评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学校荣膺大赛“优秀组织奖”。
８月２６日　 中国机械行业卓越工程师

教育联盟成立大会暨中国机械类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十周年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
行。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当选中国
机械行业卓越工程师教育联盟副理事长。
８月３０日　 据８月３０日学校要闻报

道，根据《省科技厅关于发布２０１６年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教类）绩效评估结果
的通知》（苏科条发〔２０１６〕２３８号），学

校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评
优良。本次评估是由江苏省科技厅对全省
６８家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的绩效评
估，１３家中心获得优良。
８月３０日上午　 新学期全校干部教师

大会在学校小礼堂举行。校党委书记、校
长袁寿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了学校上半
年的工作，重点部署了２０１６年下半年学校
党政主要工作。

九月
９月３日　 学校迎接２０１６级新生的第

一天，今年学校共录取新生１０ ９３０名，录
取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９月６日　 学校召开２０１６级研究生入

学教育暨专家报告会，校党委书记、校长
袁寿其为２０１６级研究生做专题报告。副校
长、研究生院院长施卫东，研究生院及各
研究生培养单位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
研究生辅导员及２０１６级两千余名研究生参
加了教育活动。
９月９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大学生入

伍欢送会在校举行。学校２５名大学生实现
梦想，光荣入伍。
９月９日　 江苏省辅导员精品项目终

评工作在校评审。学校申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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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评一等奖。
９月９—１１日　 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

全国心血管病大会在西安举行，由美国心
脏协会（ＡＨＡ）和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
分会（ＣＳＣ）合作开展的中国心血管疾病
医疗质量改善项目（ＣＣＣ项目）召开了年
度总结表彰大会。学校附属医院心内科获
得急性冠脉综合征（ＡＣＳ）医疗质量金奖，
全国仅有１０ 家医院的心血管内科获此
殊荣。
９月１０日　 学校举行新增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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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会。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副校
长施卫东、李洪波出席会议，２０１５年新增
的研究生导师，以及各学院研究生教育分
管副院长、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等共计
２４０余人参加培训。

９月１２日　 江苏大学环亚大数据研究
院成立仪式在苏州环亚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报告厅举行。学校副校长张济建，科技处、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附属医院等
单位的负责人，环亚数据董事长俞明伟与
总裁宁永春，以及江苏省卫生信息化专家
组组长钱子来教授参加了成立仪式。仪式
上，张济建副校长代表学校对江苏大学环
亚大数据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要
求研究院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展开研究，要
打破常规，吸纳集聚优秀人才。他还宣读
了聘任决定，聘任詹永照、俞明伟为研究
院院长，孙炳伟、宁永春、周从华为研究
院副院长，钱子来、马集云、方向明、徐
涛等为研究院专家。科技处李红处长介绍
了江苏大学在大数据相关方向的研究情况，
詹永照院长与环亚数据总裁宁永春签订了
合作协议。
９月１２—１４日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

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信息素养教育工作
组主办、学校图书馆承办的２０１６年全国高
校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在学校召开。来自
全国３０个省的２００余所高校的近３５０名代
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９月１３日　 今年学校又招收了４５０名

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华留学生，新增生源国
５个，分别是赤道几内亚、保加利亚、佛
得角、科摩罗和厄瓜多尔。学校目前生源
国已达１１３个。
９月１３日　 学校特邀教育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王立生主任来校做关于
《做好学科评估，服务“双一流”建设》
专题报告。王立生主任在报告中对教育部

学位中心的定位与功能做了详细说明，对
学科评估的主要内容做了细致梳理和深入
解读，全面介绍了学科评估的评价指标体
系，深刻分析了学科评估面临的新形势，
特别是对正在进行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的背
景、思路、下一步工作安排等做了详细的
说明；同时还对国家即将实施的“双一
流”建设方案做了解读，深刻分析了学科
评估与“双一流”建设的关系。
９月１５日　 ２０１６中日机械工程与信息

论坛在学校举行，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
其出席开幕式，日本静冈理工科大学校长
率团前来参加。开幕式上，袁寿其书记介
绍了学校国际化发展取得的成绩。静冈理
工科大学校长野口博教授介绍了静冈理工
科大学情况。学校与静冈理工科大学签署
了合作备忘录，就合作科研、师生及学术
交流合作等方面达成了初步协议。来自两
校的１６位参会教师代表交流了自己的最新
研究成果。
９月１５—２２日　 应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的邀请，
副校长施卫东率团访问三校。在新加坡国
立大学访问期间，双方介绍了各自发展经
历、重点研究领域和人才培养情况，并就
流体机械、流体力学、机械工程、汽车工
程、计算机等领域的科研合作、学生互派、
海外学习等达成了共识。在南洋理工大学
访问期间，代表团首先访问了南洋环境与
水资源研究院、城市建设和环境工程学院，
并与学院负责人与教师进行了交流，双方
表示愿意进一步推进科研合作。随后，代
表团访问了南洋机械航空工程学院，与副
院长ＡＮＧ Ｗｅｉ Ｔｅｃｈ等进行了座谈并参观了
实验室，双方就开展科研合作、研究生联
合培养、青年教师交流学习等进行了深入
探讨并达成一致意见。代表团在南洋理工
大学期间还召开了人才引进说明会，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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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４０多名在新加坡学习的华人博士生参
加。施卫东副校长亲自讲解学校海外人才
引进政策，表示热烈欢迎海外人才加盟学
校建设事业。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学校
代表团受到西澳大学的热情接待。代表团
分别与国际处、工程、计算机和数学科学
学部、商学院负责人和教师进行了交流，
双方在开展科研合作、学生交流、本科生
双学位项目、研究生联合培养、青年教师
交流学习等方面均表示了强烈的合作意向。
施卫东副校长还与西澳大学工程、计算机
和数学科学学部院长Ｊｏｈｎ Ｄｅｌｌ教授共同签
署了两校合作协议。
９月１９日　 英国总领馆教育领事Ｍａｔ

ｔｈｅｗ Ｋｎｏｗｌｅｓ先生一行到访学校，副校长
陈龙代表学校会见了来宾。双方就英国文
化教育协会及英国高校同学校在“双一
流”大学建设中的合作与交流进行了热烈
会谈。双方还就合作推进教师英语水平、
提升全英文授课质量，以及扩大科研论文
和科研成果的国际影响等事宜达成共识。
教务处、语言文化中心和外国语学院相关
负责人参加了会谈。
９月１９日　 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公布了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资助项目情况，学校新增高层次人才项目
２８项、首批创新人才团队项目１项，入选
总数位列全省高校第一。
９月２１日　 副省长张敬华在省科技厅

王秦厅长，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
镇江市詹立风副市长等领导的陪同下调研
镇江高新区“智产汇”知识产权创新创业
服务平台。该平台是学校成立的江苏汇智
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建设的创新创业服
务的实践基地，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的运营
模式，将创新与产业双向连接，让创新更
有价值。
９月２１日　 英国德比大学副校长Ｊｕｄｉｔｈ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Ｌａｍｉｅ教授率团访问学校。副校长
陈龙教授会见了来宾，双方在计算机学科
合作的基础上，就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和
提高层次达成了共识。
９月２１—２４日　 受教育部高教司的委

托，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
席会在昆明举办了“ＶＲ技术特色与教学
资源共享———２０１６年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巡回交流会”。学校
“国家级车辆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完成的一项成果“汽车构造原理及虚拟拆
装实验教学平台”获得２０１６年高等学校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建设成果三等奖，《车
辆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与平台构建》
等２篇论文获得２０１６年高等学校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资源建设优秀论文。
９月２２日　 据９月２２日学校要闻报

道，化学化工学院朱文帅副教授在国际
ＳＣＩ期刊Ａｎｇｅｗａｎｄｔｅ Ｃｈｅｍｉ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
ｄｉｔｉｏｎ （影响因子＝ １１ ７０９）发表了最新研
究成果“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Ｇａｓ Ｅｘ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ｒｏｎ
Ｎｉｔｒｉｄｅ ｉｎｔｏ ＦｅｗＬａｙｅｒｅｄ Ｎａｎｏｓｈｅｅｔｓ，Ａｎｇｅ
ｗａｎｄｔｅ Ｃｈｅｍｉ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
５５ （３６）：１０７６６ － １０７７０”。江苏大学为该
论文的第一完成单位，朱文帅副教授为第
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该成果是与美国
橡树林国家实验室（Ｏａｋ Ｒｉｄｇ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
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合作完成的，美国橡树岭国家实
验室主页、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ｅｗ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ｉｌｙ、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等十多家新闻科研机构和媒
体关注报道了该工作。
９月２２日　 据９月２２日学校要闻报

道，学校与云南省云内集团全面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在学校举行。程晓农副校长与云
内集团董事长杨波签订了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后，学校相关学院的教授与云内集团
的技术人员就产品定位、功能设计做了深
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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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２日　 学校召开党委常委会，省
委组织部来校宣布学校领导干部任免通知。
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主持会议。会上，
省委组织部干部五处副处长尹振江宣读了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许化溪同志免职的通
知》和《关于高庆国同志试用任职的通
知》。他表示，因年龄原因，省委决定免去
许化溪同志江苏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委、
委员和纪委书记职务，决定高庆国同志任
江苏大学纪委书记、党委委员、常委，并
介绍了高庆国同志的工作履历和个人情况，
充分肯定了许化溪同志担任校领导以来的
工作。
９月２３日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高校校报

好新闻”评选结果揭晓。学校选送的５件
作品全部获奖，其中３篇获一等奖、１篇
获二等奖、１篇获三等奖。本次评选由中
国高校校报协会主办。此外，日前省教育
厅、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公布了“２０１５年度
江苏教育新闻奖”评选结果，学校党委宣
传部张明平、吴奕撰写的《任何创新创业
经历都是学生的财富》荣获二等奖。
９月２３—２４日　 学校法学院承办的江

苏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２０１６年年会在
学校召开。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教授
参加开幕式，江苏省法学会吴乐勇等４位
副会长，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镇江市委
书记夏锦文，以及来自省内高校法学院系
的６０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９月２４日—１０月１日　 副校长宋余庆

应邀率化学化工学院、宣传部和国际处等
单位有关负责人一行４人，赴波兰和奥地
利访问了波兰格但斯克大学、奥地利格拉
茨大学。在波兰格但斯克大学访问期间，
宋余庆副校长与格但斯克大学副校长Ｐｉｏｔｒ
Ｓｔｅｐｎｏｗｓｋｉ分别介绍了两校的基本情况、
办学特色、学科优势等，探讨了双方在人
才培养（含短期文化交流）、教师互访、

人才引进、国际产学研项目等领域合作的
前景和模式。代表团还重点参观了该校化
学学院实验室。在奥地利格拉茨大学访问
期间，双方表达了在化学、法律、文学等
学科加深合作的意愿。代表团听取了学校
与格拉茨大学共建的孔子学院本年度工作
报告和今后的发展定位，宋余庆副校长对
孔子学院已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对孔子
学院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在提
高语言教学的基础上，促进中奥在文化、
经济、科技等领域深层次的合作。代表团
参加了格拉茨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孔子学
院日活动。代表团还参观了该校的自然科
学部，重点参观了化学学院实验室，并与
化学学院院长Ｋｅｖｉｎ Ａ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ｎｉ教授进
行了会谈，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领域
开展合作达成了共识。
９月２６日　 据９月２６日学校要闻报

道，学校博士生佘小杰为论文的第一作者
在纳米能源领域顶级期刊《纳米能源》
（Ｎａｎｏ Ｅｎｅｒｇｙ，ＩＦ ＝ １１ ５５３）上在线发表论
文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ｅｄ Ｍｏｎｏｌａｙｅ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ｉｔｒｉｄｅ ｆｏ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Ｎａｎｏ Ｅｎ
ｅｒｇｙ，２０１６，２７：１３８ － １４６）。该论文是学
校能源研究院许晖副教授以共同通讯作者
与美国莱斯大学合作完成，江苏大学为该
论文的第一完成单位。
９月２６日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在南京举行仪式颁发２０１６年“江苏友
谊奖”，学校客座教授Ｐｅｔｒｕｓ Ｈｅｎｒｉｃｕｓ
Ｔｉｊｓｓｅｎ先生获此殊荣。
９月２９日　 在镇江市第七次党代会

上，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高票当选江
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和中共镇江市第
七届委员会委员。
９月２９日　 学校纪委工作会议在校召

开，会议由校党委常委、纪委书记高庆国



%&'()*+

２０１７
,

７８６　　

主持。会上，学习传达了省教育纪工委近
期工作部署，研究了近期巩固巡视整改成
果、加强作风建设、运用执行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纪检监察信访办理、执纪审理、
纪检监察干部自身建设等纪检监察重点
工作。

十月
１０月５日　 学校在大礼堂举办了８６ ／

９６届校友返校联谊会，校党委书记、校长
袁寿其代表学校致欢迎辞，热烈欢迎１ ２００
余名８６ ／ ９６届校友荣归母校。本次活动还
受到了校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镇江日
报》《京江晚报》等都在６日的头版进行
了报道。
１０月１０日　 英国切斯特大学校长Ｔｉｍ

Ｗｈｅｅｌｅｒ教授、常务副校长Ａｄｒｉａｎ Ｌｅｅ博士
等一行５人访问学校。校党委书记、校长
袁寿其教授会见了来宾，并签署了《中国
江苏大学与英国切斯特大学合作协议》。副
校长陈龙接待了英方代表团。会谈中，双
方相互介绍了两校基本情况和优势学科专
业等，探讨了合作领域，并就学生交换、
教师互换、联合办学、科研合作、共建中
英实验室、共建孔子学院、英语教师培训
等达成了合作共识。
１０月１２日　 《沛县人民政府与江苏

大学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活动在
学校举行。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沛
县委副书记、县长吴卫东，副校长程晓农
等参加签约仪式。
１０月１２—１５日　 第二届中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在
华中科技大学成功举办，学校首次入围总
决赛，并获银奖１项。
１０月１４日　 据１０月１４日学校要闻报

道，学校关工委网站在教育部基层教育关
工委优秀网站评比中荣获一等奖。

１０月１４日　 学校副校长程晓农率队
参加“２０１６中国兴化金秋经贸科技洽谈
会”，代表学校与兴化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合
作共建“兴化（江苏大学）创业创新离岸
孵化基地”的协议。
１０月１４—１６日　 ２０１６可积系统与偏

微分方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校召开。中
科院郭柏灵院士、多位美国教授、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以及来自国内外３０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１００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１０月１５日　 中国国际青年电影展
“网络大电影表彰盛典”在北京举行。学
校艺术学院刘庆立老师、优秀毕业生赵飞
导演的三维网络电影《大圣３０３６之机甲悟
空》荣获最佳ＩＰ改编大奖。
１０月１７日　 据１０月１７日学校要闻报

道，姚勤教授收到国际病毒学分类委员会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Ｖｉｒｕｓｅｓ，ＩＣＴＶ）常务委员、二分ＤＮＡ病毒
国际研究组主席Ｋｒｕｐｏｖｉｃ，Ｍａｒｔ教授的信
函，由于他在二分ＤＮＡ病毒方面取得了杰
出成就，被选为国际病毒学分类委员会委
员，并成为新组建的二分ＤＮＡ病毒国际研
究组成员。该研究组其他成员分别来自法
国巴斯德研究所、法国蒙彼利埃第二大学、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１０月１７日　 ２０１６年第三期全国高校

来华留学管理干部培训班在学校顺利开班。
本次培训班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
生教育管理分会主办、江苏大学承办。来
自全国２６个省、市、自治区的１２０所高校
的１７０名来华留学管理工作者参加了此次
培训。
１０月１７日　 学校与浙江大学共同主

办的第三届“食品物理加工技术”国际研
讨会在杭州召开。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
发中心贾敬敦主任，以及来自加拿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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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及国内科研院所、高校、相关企业的４０
余位相关专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１０月１７—１８日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

交流司来华留学工作处安延处长莅临学校
调研并指导工作。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
其，副校长陈龙，以及江苏省教育厅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施蕴玉副处长等陪同调研。
１０月２０—２３日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

教育年会在北京召开，本届年会以“创新
与创业可持续发展人才成长之路：学校、
企业和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为主题。会
上宣布学校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２７所
高校通过了全国首批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认
证。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应邀参会，
代表学校领取了“全国首批来华留学教育
质量认证证书”，并作为全国唯一高校代表
发言。
１０月２０—２７日　 张济建副校长应邀率

学校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国立经
济法律大学、芬兰图尔库大学和芬兰国家
ＰＥＴ （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中
心。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国立经济与法
律大学访问期间，校长Ｙｕｒｙ Ｇ Ｐｌｅｓｏｖｓｋｉｋｈ
教授、第一副校长Ｉｒｉｎａ Ｂ Ｍｉｒｏｎｏｖａ教授等
学校领导热情接待了学校代表团，双方就
经济、管理、法律、文学等领域的合作进
行了磋商，签署了两校合作协议。张济建
副校长一行还参加了学校的人才招聘会，
吸引了海外人才加盟学校建设事业，扩大
了学校在俄罗斯的影响。在芬兰国家ＰＥＴ
中心，学校代表团首先参观了该中心实验
室，然后与中心主任、教授、高级研究员
进行了座谈，在心血管和代谢研究、脑研
究、临床成像、药物研究和放射化学研究
领域达成了开展科研合作、教师（医生）
交流学习的愿望共识。在芬兰图尔库大学
访问期间，学校代表团与医学院院长Ｐｅｎｔｔｉ

Ｈｕｏｖｉｎｅｎ教授及该院副院长、数位师生进
行了座谈，双方一致认为在生物医药、微
生物与病理、临床医学、牙科、护理、生
物材料、生物技术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
间，将加强科研合作和师生交流学习。此
次访问，巩固了学校与俄罗斯高校的长期
友好关系，加深了中俄人民的友谊；作为
学校首个访问芬兰的校级代表团，扩大了
学校的影响，成功开启了学校与芬兰合作
与交流的序幕。
１０月２１日　 学校党委举行校院两级

党委中心组专题报告会，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建党９５周年“七一”重要讲话。中
国人民大学中共理论与历史研究院副院长、
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德山应邀
做了《中共党史的几个核心问题解析》专
题辅导报告，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等
全体校领导、全体处级领导干部、教师代
表近３００人参加了报告会。
１０月２１—２３日　 由中国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会主办、学校管理学院承办的“管
理科学与工程学会２０１６年年会暨第十四届
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在学校举行。
本次年会主题是“供给侧改革下中国管理
科学与工程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来自清
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外２００多家高校
及企业的７００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１０月２２—２５日　 由学校和国家水泵

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空
化及多相流国际会议（２０１６ＩＳＣＭ）在镇江
召开。本次ＩＳＣＭ会议旨在研讨交流国内
外在空化及多相流领域的新发现、新方法、
新思路及国内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以
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探讨学术难题，创
新科研思想，促进学科发展研究成果的应
用。会议开幕式由清华大学王正伟教授主
持。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国家水泵及系
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寿其研究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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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会议共分６个主题、１２个分会
场，有十几位国际顶尖专家就自己的研究
专长分别做了精彩的大会报告。会议共收
到论文１３５篇，其中包括１３篇特邀专家论
文；吸引了国内外２００多名业内专家和青
年学者参会交流，另有江苏大学流体中心、
能动学院及机械学院的１５０余名师生参加
会议。会议期间，还有１１位来自国内外不
同研究机构的顶尖研究人员受邀成为江苏
大学客座教授。
１０月２３日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协会选派专家对学校车辆工程专业进行了
为期３天的工程教育认证现场考查。副校
长梅强出席见面会。认证现场考查意见反
馈会上，陈朝阳教授高度评价了车辆工程
专业的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同时也指出
了专业建设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需要关注
的问题。
１０月２３—２８日　 第２３届三国三校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印度尼西亚茂物农业大学
举行，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率学校代
表团一行２４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来自中
国、印度尼西亚、日本、泰国等７个国家
１０所高校的１２０余名代表参会。会议期
间，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与印度尼西亚
茂物农业大学校长Ｈｅｎｒｙ教授续签了两校
的合作协议，并探讨了两校开展下一步合
作的领域与模式。学校代表团获得１１个
“最佳论文奖”中的４个，出色的表现赢
得了各国师生的称赞，充分展示了学校国
际化事业的成果。研讨会期间，学校环境
与安全工程学院孙建中教授应邀做“攻克
生物质转化的抗降解屏障：中国的策略和
路线图”的主题报告。
１０月２５日　 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副校长助理兼国际处处长理查·内德博士
一行３人访问学校。副校长梅强会见了来
宾，双方代表一致同意在已有合作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拓展暑期大学生交
换活动，在公共管理、工程学领域的本硕
连读、研究生联合培养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１０月２５日　 第三届江苏—澳门·葡

语国家大学合作联席会在扬州召开，缪子
梅副校长代表学校参会。此次联席会议由
江苏省教育厅主办，扬州大学承办。江苏
省的９所高校、葡语国家及澳门地区的１１
所高校的代表团，以及来自澳门高教办、
江苏—澳门·葡语国家友城联盟的代表参
加了此次联席会议。参会代表一致通过了
联盟章程和联盟标识，进一步明确了联盟
高校合作与交流的领域和方向。
１０月２５日　 Ｕ Ｓ Ｎｅｗｓ ２０１７世界大学

排行榜正式发布。我国高校有１１０所高校进
入排行榜国际前１ ０００名，其中我国内地
（大陆）高校８７所。学校在Ｕ Ｓ Ｎｅｗｓ２０１７
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列９７７名，列内地（大
陆）高校第８４名。
１０月２５日　 ２０１６年度中国农业机械

学会国际学术年会在湖北武汉召开，大会
公布了第五届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名单并颁
奖。全国共评选出１０名农机领域青年科技
奖人选，学校流体中心张德胜研究员获此
奖项。
１０月２５日　 教育部公布２０１６年全国

高校辅导员工作精品项目建设入选名单，
学校学生工作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沈
晨、李晓波负责的《基于高校辅导员视角
的学业警示学生“四位一体”帮扶教育模
式的探索和实践》成功入选该项目名单
（全国共３６项）。这是学校在该项目评选中
首次入围。
１０月２６日　 欧美同学会（江苏大学

留学人员联谊会）成立大会在学校举行。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缪子梅参加了成立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欧美同学会（江苏
大学留学人员联谊会）章程》，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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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缪子梅副校长代表
校党委和行政对联谊会的成立表示了祝贺，
新当选的会长施伟东代表第一届理事会做
了发言。
１０月２６日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

会正式公布了“２０１６年度中国高校杰出·
百佳·优秀科技期刊”入选名单。江苏大
学杂志社２期刊入选“中国高校百佳科技
期刊”，分别为《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和《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１０月２７日　 江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公布了第五期“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
程”培养对象名单（苏人才〔２０１６〕４号、
苏人才〔２０１６〕５号、苏人才〔２０１６〕７
号），学校新增第一层次（中青年首席科
学家）１人，第二层次（中青年科技领军
人才）１４人（省属高校第１），第三层次
（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２４人（全省高
校第１），创学校历史最好成绩。“十二五”
以来，学校已累计新增“３３３高层次人才
培养工程”培养对象达９６人。
１０月２９日　 “２０１６全国电磁散射与

逆散射学术交流会”在校开幕，本次会议
由中国电子学会天线分会、电磁散射重点
实验室主办，江苏大学承办。来自电子科
技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等２９所国内知名高校和相关院所
的１３０多位专家、学者参会。
１０月３１日　 省委教育工委在江苏大

学召开苏南、苏中地区高校学习宣传“徐
川思政工作法”推进会。本次会议的主要
任务是认真学习宣传徐川同志先进事迹，
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深入推进全省高
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省委教育工委
副书记潘漫，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出
席会议。全体学生辅导员近５００人参加了
会议。
１０月３１日　 副校长张济建代表学校

在北京参加全国来华留学管理工作会议。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在会议上特别表扬了江
苏大学的来华留学工作：“江苏大学党政班
子高度重视留学工作，积极推进，锐意创
新，制定了包括来华留学在内的教育国际
化发展规划，通过组建来华留学管理委员
会或留学生教育领导小组，将各个学院和
职能部门动员起来，形成了学校统筹、部
门联动、学科导向、分类支持的工作机
制等。”　
１０月３１日　 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依

据ＥＳＩ公开数据，发布２０１６中国大学ＥＳＩ
全球前１％学科排行榜，全国共有２７个省、
市、自治区的７４５个学科跻身２０１６年ＥＳＩ
全球学科排名前１％。学校以５个学科，
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９所大学并列全国
第３７位。报告显示，江苏省以８８个学科
名列全国第二，学校与南京农业大学等４
所高校并列省内第四。

十一月
１１月１日　 学校全面启动并推进落实

京口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１１月１—５日　 第１８届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在上海市青浦区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学校组织１０项成果参展，其中王军锋教授
的“面向大型工程的细水雾环境调节技术
装备”在近２００项参评成果中脱颖而出，
荣获高校展区一等奖。
１１月２日　 国际论辩研究院（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ＬＩＡＳ）入驻揭牌仪式在学校举
行。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发表重要讲
话，并与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高级代表艾克
伦鲍姆（Ｅｉｋｅｌｅｎｂｏｏｍ）夫人、国际论辩研
究院荷方院长弗兰斯 范爱默伦（Ｆｒａｎｓ
ｖａｎ Ｅｅｍｅｒｅｎ）教授一起为国际论辩研究院
揭牌。国际论辩研究院成立于２００９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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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跨学科的著名国际研究机构，也是当
前国际论辩学界唯一一个专业研究院。袁
寿其书记表示，成为国际论辩研究院的基
地是江苏大学的荣幸，江苏大学愿意为国
际论辩研究院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并祝愿
国际论辩研究院的所有学者取得更加丰硕
的研究成果。
１１月２日　 学校２０１７年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申报启动会暨专题报告会在校举
行。会议邀请相关专家做报告。校党委书
记、校长袁寿其，副校长程晓农，科学技
术处等相关单位主要领导等５００余人参加
了此次会议。会议由副校长程晓农主持。
１１月３日　 学校召开全体专职纪检监

察干部会议。校党委常委、纪委书记高庆
国参会。
１１月４日　 由江苏大学等单位承办，

镇江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局）支持的第四
届“三江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在镇江举
行。中国专利保护协会秘书长马维野，镇
江市市长朱晓明，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局长
支苏平，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等领
导出席此次论坛开幕式并致词，副校长程
晓农主持论坛开幕式。
１１月５日　 韩国京畿道教育厅苏秉和

书记官一行５人访问学校。副校长陈龙会
见了来宾，双方就合作成立中韩语言文化
中心进行了磋商和讨论，并一致同意尽快
促成相关合作。
１１月７日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

中心和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联合发
布《关于公布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等１３１个
专业认证结论的通知（工认协〔２０１６〕１６
号）》，正式公布了２０１５年通过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的１２５个专业和经认证结论审阅委
员会二次审议的６个专业名单。这是我国
工程教育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后公布的第
一批通过专业认证名单，学校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名列其中。
１１月７—９日　 全国机械工业科技大

会在北京召开，会上表彰了机械工业优秀
创新团队、优秀科技成果、先进个人等。
江苏大学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施卫东研究员领衔的“泵理论与现代设
计方法及应用创新团队”荣获“十二五”
机械工业优秀创新团队，李伟副研究员等
完成的项目“高效多级井用潜水泵关键技
术研究与推广应用”荣获“十二五”机械
工业优秀科技成果项目，王洋研究员荣获
“十二五”机械工业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１１月８日　 省教育厅专家组一行５人

在组长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张竹繁带领下
来校对科研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副校长
李洪波代表学校致欢迎辞。实验室与设备
管理处石宏伟处长向专家组汇报了学校科
研实验室安全管理、教育、自查、整改等
情况。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与学院分管领
导参加了会议。
１１月８日　 江苏大学文学院（语言文

化中心）获批设立了全国中小学语文综合
能力测评（ＮＣＣＰＴ）中心，这是目前全市
获批的唯一机构。
１１月８日　 ２０１６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

学技术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学校材料
学院赵玉涛教授、程晓农教授等完成的项
目“原位纳米强化铝合金及其构件成形关
键技术研究与工程应用”荣获中国机械工
业科学技术一等奖。
１１月８日　 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

来到附属医院调研指导工作。副校长施卫
东、校纪委书记高庆国，校党委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纪委办公室（监察处）、人
事处、教务处、科学技术处、审计处等部
门负责人陪同调研。附属医院院长陈德玉、
党委书记戈国元、纪委书记兰登明分别就
今年医院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党风廉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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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落实情况
进行了汇报。
１１月８—１５日　 中国国民党镇江市革

命委员会等市级党派组织先后召开了换届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委员会领导班子。
学校副校长施卫东当选为九三学社镇江市
委员会主委，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施伟东
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镇江市革命委员会副主
委，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建
平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镇江市委员会副主
委，附属医院副院长李遇梅当选为中国农
工民主党镇江市委员会副主委，农业装备
工程学院副院长李耀明当选为中国民主促
进会镇江市委员会副主委，管理学院副院
长庄晋财当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镇江市委
员会副主委。
１１月９日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与江苏

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学校举行。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易中懿和学校党委
书记、校长袁寿其分别代表江苏省农业科
学院和江苏大学在协议书上签字，副校长
陈龙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签字仪式。
１１月９日　 学校第六届中外研究生学

术论坛开幕式在校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
是“人口、生物信息、环境、能源、国际
教育、食物”。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组委会执行秘书长、
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前副司长刘宝利
先生，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
分会副秘书长于书诚先生，东南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等兄弟院校的相关领导，学
校各学院有关负责人，以及中外研究生代
表近千人参加了本次开幕式。论坛为学校
中外研究生搭建了一个共同探讨与思考、
互动与学习的交流平台。
１１月９日　 第七届“外教社杯”全国

高校外语教学大赛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
由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蔡朝辉、吴莉、李

瑞、吴鹏老师组成的团队制作的微课作品
获得全国二等奖。
１１月９—１０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

友工作研究分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全
国高校校友工作第２３次研讨会在复旦大学
举行。会议对校友工作先进工作者、优秀
单位、突出贡献奖进行了表彰。江苏大学
校友会荣获“第四届高校校友工作优秀单
位”荣誉称号。
１１月１０日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发布了《关于公布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６０批面上资助获资助人员名单的通知》，
学校共获得４６项资助（其中一等资助１９
项），总数位居江苏省第一位。
１１月１１日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学会２０１６年度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在西安召开。学校陈欣老师主持的“国际
化背景下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模式的创新
实践”荣获研究生教育成果二等奖。
１１月１２日　 江苏省政法委、江苏省

教育厅联合实施的“双千计划”在学校法
学院和镇江市人民检察院举行聘任仪式。
学校法学院刑法与诉讼法学系主任王春林
副教授受聘为镇江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副
处长，镇江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邱勇
受聘为学校兼职教师。学校为江苏省“双
千计划”的首批入选高校。
１１月１２日下午　 第十一届江苏省大

学生文化艺术节之“国联证券杯”江苏省
大学生理财高手大赛颁奖典礼在学校召开。
本次比赛由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学生
联合会主办，江苏大学团委、国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承办，全省９０所高校５万
余名大学生报名参赛。学校副校长张济建、
团省委学校部部长陈文娟、国联证券副总
裁江志强等出席本次颁奖典礼。学校获得
“优秀组织奖”，杨道建获得“最佳领队”
称号，董连胜等５名老师获得“优秀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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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称号，孙一等２７名同学获得初赛
“优秀操盘手”称号，阳开雨同学获得决
赛综合排名二等奖，沈银达等４名同学获
得决赛综合排名三等奖。
１１月１３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校友工

作会议暨广东校友会三届一次会员代表大
会在深圳举行，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
副校长程晓农，衡阳市委常委、副市长罗
东海，加拿大校友会会长薛永立，校党办
主任郑培钢，来自全球各地的校友会会长、
秘书长，以及来自广东各地的３００多位校
友代表参加了会议。
１１月１５—２０日　 ２０１６年“创青春”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决赛在电子科技大学
举行。学校参赛作品《江苏太阳谷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创业计划》荣获第十届“挑
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材料组
—已创业类），《镇江市红包兔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荣获创业实践挑战赛金奖。这是
学校作品在“挑战杯” “创青春”全国创
业大赛中连续第四届同时获得２项金奖。
另外，还有１件作品荣获铜奖。
１１月１６日　 全国“时代楷模”、农业

科学家赵亚夫同志应邀来校，做《为农民
服务一辈子》专题报告会。校关工委主任
金树德热情接待了赵亚夫同志，菁英学校
２３期学员、菁英学院首届学员、校院马研
会骨干聆听了报告会。
１１月１７日　 省教育纪工委作风建设

专项督查第三组李大为、蒋建宏、陈晓航
等领导来学校进行作风建设情况专项督查。
校党委常委、纪委书记高庆国代表校党委
对督查组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从强化责任
意识、明确落实责任、注重教育提醒、完
善制度规定、加强监督执纪、开展专项检
查等６个方面汇报了学校认真贯彻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省委十项规定精神、加强作
风建设的情况。校纪委办（监察处）、党

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组织部、审计处、
财务处等主要负责同志及纪委办（监察
处）成员参加了汇报会。
１１月１８日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十

三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２１日下午，大
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共江苏省
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９２位同志当选为新
一届省委委员，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
其位列其中。在本次大会召开期间，作为
省党代表，袁寿其同志积极履职尽责，１１
月１８日和２０日的《新华日报》，先后两次
报道了他参会的体会、看法和观点。２０日
“我为江苏献良策”栏目《把科教资源化
为创新重要支撑》的报道，用三分之一的
篇幅报道了袁寿其“用好智库，把创新资
源变成现实生产力”的观点。
１１月１８—１９日　 学校成功举办“第

十一届江苏高校外语专业研究生学术论
坛”。副校长施卫东、江苏省高校外语教学
研究会会长李霄翔教授、研究生学术论坛
组委会代表陈新仁教授出席并致辞，论坛
开幕式由外国语学院院长陈红教授主持。
本届论坛共收到来自省内２０所高校１８７名
２０１５级在册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投
稿，其中３７名同学按语言学、文学和翻译
３个方向分别进行了大会发言，１２６名同学
根据发言内容分１２组进行了小组交流，另
有１４名同学的论文以墙报形式进行了展
示。本届论坛共评出一等奖５名、二等奖
８名、三等奖１５名。学校研究生代表表现
出色，陆品超同学的论文《媒体外交话语
的语用论辩研究》获一等奖，张娩莹同学
的论文《评价理论态度系统视角下的华兹
华斯诗歌汉译研究》获三等奖。
１１月２０日　 学校副校长宋余庆会见

了西澳大利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医学奖获
得者巴里·马歇尔（Ｂａｒｒｙ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一行，
并举行了马歇尔教授受聘学校客座教授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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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马歇尔教授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
了解学校，加强西澳大利亚大学马歇尔中
心与学校医学院的长期合作。
１１月２０—２３日　 学校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食品科学与
工程、环境工程４个专业接受了以北京交
通大学张星臣副校长为联合认证组长的４
个认证专家组的现场考查。校党委书记、
校长袁寿其出席了现场考查意见反馈会，
副校长梅强、相关职能部门和直属单位负
责人出席了见面会和反馈会。现场考查意
见反馈会上，联合认证专家组根据３天的
考查，分别通报了４个专业的现场考查情
况，充分肯定了４个专业的办学水平和教
学质量，并根据行业的发展和专业的现状
对４个专业提出了建设与发展建议。
１１月２３日　 纳米比亚霍马斯省省长

劳拉·麦克拉德女士一行１５人访问学校。
副校长陈龙会见了劳拉·麦克拉德省长一
行。参加会见的还有江苏省外办欧非处调
研员徐卫芳，镇江市外办副主任张忠华，
学校国际处、农装学院流体中心和新农村
研究院等单位负责人。双方一致同意在流
体机械、农业机械等领域开展人才培养、
师资培训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代表
团一行还参观了流体中心和农装学院。纳
米比亚位于非洲西南部，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
１１月２３日　 根据《关于对部分高校

军事课课程建设和国防教育示范校建设情
况“回头看”的通知》要求，省高教学会
国防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省普通高等学
校军事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邓国林带领
专家组一行，来学校就军事课课程建设和
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建设情况进行“回头
看”检查。副校长张济建以“积极推进军
事课课程建设，全面提高师生国家安全意
识”为题，多角度、全方面将学校近年来

的所思所想、积极作为及下一步的建设发
展和努力方向向专家组做了详细汇报，人
武部曹广龙部长和各有关职能部门领导还
就具体工作落实做了补充。专家组对学校
军事课课程建设和国防教育示范校建设情
况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就多数学校存在的
军事理论课专职师资力量配备难等现实问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学校军事课课程建
设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指导性的整改意见。
１１月２４—２５日　 “格拉茨第三届中

国论坛”在奥地利格拉茨举行。该论坛由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主办，学校与该校共建
孔子学院承办，主题为“一带一路———新
机遇、新挑战”。副校长李洪波率领学校学
者参加了此次学术论坛。双方在科研人员
和大学生之间进行了广泛的科学交流，共
同开展了一些学术研究合作项目，孔子学
院还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文化教学和活动。
中国驻奥地利大使李晓驷出席论坛并致辞。
他称赞４５年来中奥两国在科研教育领域的
良好合作，认为“中国论坛”已经成为两
国文化、科研和教育交流的重要平台。另
外，格拉茨技术大学校长何克、格拉茨市
市长纳格尔、奥地利联邦议会副议长哥德
尔、施泰尔马克州议会议长沃拉尔、格拉
茨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陈万杰及施泰尔马克
州奥合国际银行总裁沙勒也分别致辞。李
洪波副校长围绕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作用、江苏大学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等问题发表了见解和建议，并代
表江苏大学签署了《江苏大学与格拉茨大
学学术与研究谅解备忘录》 《江苏大学京
江学院与阿尔伯特史怀哲老年病学研究中
心及老年护理中心框架性协议》。来自中奥
两国政治、经济、科技、法律、文化等各
界人士３００多人参会，共话“一带一路”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共商构建双边合作机
制。新华社、 《光明日报》、国家汉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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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中国驻奥地利使馆网站，以及奥地利
国家级媒体克莱恩报、联邦商会经济日报
等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报道。
１１月２５日　 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

省科技厅等部门在江苏省会议中心联合召
开了江苏省产业教授（兼职）选聘工作推
进会。学校施卫东副校长受邀做了专题发
言，具体介绍了学校在产业教授选聘、产
业教授队伍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工作。省内
外多家新闻媒体在现场做了报道。本次受
邀发言的高校仅有４家，学校是唯一的宁
外高校。
１１月２５—２６日　 学校第五次师资队

伍建设工作会议召开。校党委书记、校长
袁寿其做大会报告，总结了第四次师资队
伍建设工作会议以来取得的成绩和经验，
谋划了“十三五”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副
校长陈龙主持会议。全体校领导、全体中
层干部、各级各类人才工程培养人选、全
体正高职称人员、全体博士人员，以及各
单位负责人等教职工共计１ ６００余人参加
会议。２５日下午，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
其做《以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引领转型发展
和“双一流”建设》报告。报告总结了第
四次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以来取得的一
系列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在此基
础上，紧紧围绕“高端、青年、团队、国
际化”主题，明确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师
资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五项主要原则，
以及师资队伍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十大主要
任务。副校长梅强宣读了表彰“十二五”
以来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的决
定，以及邹小波等２２７位入选国家级、省
级人才工程项目人选。会上，主席台领导
对先进单位和省级以上人才工程项目人选
进行了现场颁奖。２６日上午进行了大会经
验交流，农业装备工程学院院长毛罕平、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马海乐、流体机

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建平、管理学
院院长杜建国、土木与力学学院院长骆英、
机械工程学院院长任乃飞等依次发言，从
不同角度介绍了本单位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中的有益经验和成功做法。陈龙副校长对
大会进行了总结。
１１月２７日　 “第十届中国产学研合

作创新大会”在杭州举行，全国人大原副
委员长、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长路甬
祥院士，科技部副部长黄卫院士，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项昌乐在“第十届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上做重要讲话，
国家奖励办主任邹大挺、中国知识产权研
究会会长田力普、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干
勇院士、民建中央主席环保部原副部长吴
晓青等参加了颁奖仪式。学校食品学院马
海乐教授主持的项目“食品多模式超声波
加工技术及产业化应用”获得创新成果一
等奖，林琳教授主持的项目“特种经济林
木油料资源集约化利用新技术及产品”获
得创新成果二等奖。
１１月２８日　 澳大利亚洛克汉普顿市

市长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Ｓｔｒｅｌｏｗ女士和中央昆士兰大
学校长Ｓｃｏｔｔ Ｂｏｗｍａｎ教授一行１４人访问学
校。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教授，副校
长陈龙教授会见了代表团一行。在充分交
流的基础上，双方在学生交流、学者互访、
科学研究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共识，并在与
会人员的共同见证下签署了合作谅解备
忘录。
１１月２８日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每

两年在全国高校中征集产学研合作优秀案
例。２０１６年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组织专家
从１１６所高校征集的１５７个优秀案例中评
审出了“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度中国高校产学研
合作十大优秀案例”，学校程晓农教授的
“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并重的产学研紧密合
作”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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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９日　 江苏省教育厅、财政厅
下达了《关于公布“十三五”省重点学科
名单的通知》，学校今年新申报的８个学科
经专家评审和教育厅审定，全部被遴选为
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学科，其中力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交
通运输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
与工程６个学科获批为一级重点学科，化
学和应用经济学获批为一级重点（培育）
学科。至此，学校共有９个“十三五”省
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２０１５年获批为
省一级重点学科），列全省第六。

十二月
１２月１日　 浙江省教育厅组织外国留

学生教育交流团来校就来华留学生教育奖
学金制度、管理制度、激励方法和招生宣
传等工作进行了调研。副校长陈龙接待了
交流团。此次浙江省交流团前来我省调研，
学校是江苏省教育厅极力推荐的考察地点。
１２月２日　 江苏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学术研讨暨表彰大会在南京大学召
开，省教育厅厅长沈健出席大会并讲话。
会上表彰了近２０年来我省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获评“江苏省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先进集体”，谢钢获评
“江苏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突出贡献
奖”，陆菁获评“江苏省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优秀工作者”，李晓波等人的论文
获评“江苏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优
秀论文”。
１２月３—４日　 江苏大学第五次团代

会、第六次学代会、第五次研代会在校召
开。共青团江苏省委党组成员、少先队总
辅导员姜东，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
副校长陈龙，副校长施卫东，副校长李洪
波，纪委书记高庆国，党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金丽馥，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调研
员杨义胜，共青团江苏省委学校部部长陈
文娟，共青团镇江市委书记贾敬远等出席
了大会。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正式代表
共计４８４人参加了本次大会。大会选举产
生了共青团江苏大学第五届委员会、江苏
大学学生会第六届委员会和江苏大学研究
生会第五届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工作
报告的决议，并发出了《江苏大学第五次
团代会、第六次学代会、第五次研代会倡
议书》。大会结束后，新当选的共青团江苏
大学第五届委员会、江苏大学学生会第六
届委员会和江苏大学研究生会第五届委员
会召开了第一次全委会。副校长李洪波在
全委会上与全体委员见面，并对新一届委
员会提出４点要求。
１２月４日　 “东方红杯”第二届全国

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决赛在学校
举行。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理事长、中国农
业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罗锡文院士，中
国农业机械学会副理事长陈学庚院士，学
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研究员，教育部
傅泽田教授，韩鲁佳教授等领导出席开幕
式。学校获特等奖３件、一等奖６件、二
等奖１６件，总成绩位居高校“优胜杯”榜
首。袁寿其书记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本
届大赛共评出特等奖作品１８件、一等奖作
品５３件、二等奖作品１０２件、优秀奖作品
１６４件，优秀指导教师９３位，高校“优胜
杯”１１个。“装载量检测装置、实现纵向
精准送秧的插秧机送秧机构研究”等１２个
项目与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南通
富来威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等７家企业代表
进行了大赛成果签约。中央电视台、《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新华
日报》及江苏卫视等１５家国家、省市媒体
对大赛进行了报道。
１２月５日　 学校第三届“感动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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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选揭晓。机械工程学院退休教师戴
立玲、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教师孙建中、
法学院教师周德军、海外教育学院教师王
丽敏、校团委教师杨敏、附属医院护士柏
素萍、后勤集团员工沈明、艺术学院２０１５
级研究生唐心怡，以及校关工委“给我一
个家”工作团队、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早安镇江”公益团队等１０名个人和团队
获得“感动江大”人物称号。日前，校党
委专门发文，对当选者进行了公布表彰。
１２月５—７日　 国务院国资委干部局

领导一行来学校调研。副校长李洪波代表
学校对国务院国资委机关干部局领导一行
来学校调研表示热烈欢迎，校关工委主任
金树德介绍校关工委的工作情况，校关工
委副主任赵立强等也参加了接待。
１２月６日　 由江苏大学与江苏环太集

团共同打造的“江大—环太绿色制造产学
研合作”顺利签约。
１２月６—７日　 全国民办高校第四届

党建工作研讨会暨第十二届德育工作研讨
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对评选出的第四届全
国民办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
成果进行了表彰。京江学院党委申报的党
建工作创新成果《固本溯源　 务实创新　
用“四个全面”引领独立学院党的建设———
基于“五四”措施的党建创新实践》荣获一
等奖（全国１０项，全省１项）。
１２月７日　 本科教学重点工作推进会

在学校召开，副校长梅强出席会议。教务
处处长赵玉涛简要总结了２０１６年学校在本
科教学和专业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对下
一阶段专业结构优化和建设、审核评估整
改和专业认证推进等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并提出本科教学持续改进的工作方向。副
校长梅强做总结讲话。
１２月７日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副校长

Ｉａｉｎ Ｗａｔｔ （中文名万胤忠）先生一行２人

访问学校。副校长陈龙在会议中心会见了
来宾，并签署了友好合作协议。双方对两
校已经开展的学生交流合作成果给予充分
肯定，并在合作举办管理、机械、医学领
域的２ ＋ ２或３ ＋ ２学位项目、教师交流、
学生互换、毕业生升学、行政人员学习等
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１２月８日　 据１２月８日学校要闻报

道，由腾讯微校主办的全国高校公众号月
度排行榜发布，学校官方微信从全国众多
高校微信公众号中脱颖而出，荣获１０月全
国排行榜总榜第三名。
１２月８日　 附属医院建院８０周年学

术巡礼活动在北固校区举行，活动主题
是“提升医疗质量，服务百姓健康”。
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通过视频寄语
附属医院发展。镇江市副市长孙晓南、
学校副校长施卫东等领导出席活动。附
属医院院长陈德玉以“栉风沐雨八十载，
砥砺奋进续华章”为题，回顾医院８０年
的奋斗历程。
１２月８日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防

科工局、全国工商联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
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年圆满结束。
学校施卫东副校长领衔的“特种高效涡轮
驱动混流泵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荣
获技术创新类银奖，是全国参赛高校在本
次大赛中获得的最高奖励。
１２月１０日　 江苏大学“一带一路”

国际人才培养产学联盟成立，首批４０多家
企业组成联盟参与海外留学生培养工作，
订单式培养国际人才，校企合作，抱团出
“海”。上午， “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培养
产学联盟召开了理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
《江苏大学“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培养产
学联盟章程》 《江苏大学“一带一路”国
际人才培养产学联盟发展基金管理办法》
等文件，为联盟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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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下午举行的成立大会
上，副校长陈龙致欢迎辞。新闻发布会上，
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对国际人才培养新
模式进行了发布。在国际人才—企业对话
会上，３０余名企业家与现场２００余名江苏
大学中外学生展开面对面对话，共同探讨
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和高校国际化人才的
培养。
１２月１０日　 “江苏大学第四次临床

教学管理研讨会”在附属澳洋医院召开。
会议宣读了江苏大学的有关表彰决定，１４
家医院荣获“江苏大学优秀临床教学基
地”，２１人荣获“优秀临床教学改革论
文”奖。
１２月１２日　 韩国庆尚国立大学校长

李相炅（Ｌｅｅ ＳａｎｇＧｙｅｏｎｇ）教授等３人访
问学校，副校长陈龙会见了代表团一行。
双方在肯定已有合作的基础上，探讨了在
机械、汽车、能源等领域开展合作办学、
联合培养和学生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
以及韩国学生整班制到学校学习等合作模
式，并就相关合作细节进行了磋商。
１２月１３日　 江苏大学语言文化中心

与美国ＥＬＳ教育服务机构合作谅解备忘录
签约仪式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举行。学
校文学院院长、语言文化中心主任任晓霏
博士与ＥＬＳ副总裁Ｍｒ Ｍａｌｌｉｋ Ｓｕｎｄｈａｒａｍ
签署了本次合作谅解备忘录。美国驻上海
总领事馆总领事Ｍｒ Ｈａｎｓｃｏｍ Ｓｍｉｔｈ和商
务领事Ｍｒ Ｆｒａｎｋ Ｊｏｓｅｐｈ等人参加了签字
仪式。
１２月１３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

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的授奖决定，学校任
旭东老师团队的“一种水下激光冲击强化
齿轮泵齿轮的装置与方法”（专利号：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３８４１２６ ９），符永宏老师团队的
“发动机气缸表面激光微加工装置及加工方
法”（专利号：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０８１３２２ Ｘ），许桢

英老师参与研发的“具有多类型桩腿的超
大型自升式风电安装船及其设计方法”
（专利号：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２３０４７２ ７），获得第十
八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学校中国专利奖
获奖总数位居全省高校第二位。
１２月１４—１６日　 学校第八届教师教

学竞赛决赛在校举行。理学院冯旭、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袁志钟、化学化工学院曲
玲玲、理学院吴越、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韩豫、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汪沛、第一临床
医学院孙振华等７位老师分获高级职称教
师组、中级职称教师组、新教师组和实验
与临床教师组一等奖，另有１９名老师获二
等奖，２５名老师获三等奖，３７名老师获优
秀奖，１０个学院获优秀组织奖。
１２月１５日　 据１２月１５日学校要闻报

道，施卫东副校长牵头申报的“石油和化
工行业泵及系统节能技术重点实验室”被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认定为石油和
化工行业重点实验室，成为学校获批的首
个中石化行业重点实验室。
１２月１６日　 首届全国“互联网＋”

快递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浙江绍
兴落下帷幕，学校选送的项目斩获全国金
奖１项（全国仅１０项）、银奖１项（全国
仅２０项）。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邢小江、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李威等为获奖团
队颁奖。
１２月１６—１８日　 由中国农业机械学

会排灌机械分会和中国机械工业标准化
技术协会排灌专业委员会主办，江苏大
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水
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华源
节水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大学镇江流体
工程装备技术研究院承办的第三届全国
节水灌溉装备与技术战略研讨会、中国
农业机械学会第十届排灌机械分会换届
大会、中国机械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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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江苏徐州召开。
会议开幕式上，校党委书记、校长、国
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
寿其研究员致欢迎词，并做了题为“十
三五排灌机械发展战略思考”的大会报
告。开幕式由学校副校长施卫东研究员
主持。参加大会的各级领导、专家、委
员、企业家共计近２００人。
１２月１７日　 由学校法学院、镇江市

法制办、江苏镇江法治政府研究院共同承
办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届学术大
会政治学与法学专场会议在学校召开。副
校长缪子梅，镇江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李雪峰，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刘德海等出席大会，省内外高校的近
１００位学者围绕“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
务型政府”的主题展开了研讨。
１２月１９日　 ２０１６年“创青春”全国

大学生创业大赛总结座谈会在校召开。校
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副校长陈龙、李
洪波，创业大赛指导教师及国赛获奖团队、
省赛银奖以上获奖团队的核心成员，团委
相关人员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团委书记
杨道建主持。
１２月２１日　 据１２月２１日学校要闻报

道，学校土木力学学院院长、江苏大学工
程结构健康管理研究院院长骆英教授领衔
申报的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高端装备
关键结构健康管理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获
国家科学技术部批准认定，成为学校获批
的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１２月２１日　 主题为“感恩·励志”

的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度校级社会奖助学金颁
发典礼在校举行，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
其，副校长李洪波出席了颁发典礼。２０家
爱心组织代表、１１名爱心个人及今年受校
级社会奖助学金奖励、资助的７６５名学生
参加了典礼。典礼由学校励志典型、美国

哈佛大学直博生张志勇主持。
１２月２１日　 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正

式公布第八届江苏科技期刊“金马奖”获
奖名单，《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获评十佳精品期刊， 《实用心电学杂志》
荣获十佳期刊传播奖，《实用心电学杂志》
“海外论坛”栏目荣获十佳品牌栏目奖，
《排灌机械工程学报》荣获十佳创新团
队奖。
１２月２２日　 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陈

宝生在北京亲切接见校党委书记、校长袁
寿其一行，听取学校工作汇报。在全面听
取了袁寿其书记关于学校事业发展情况、
办学特色和历史等情况汇报后，陈宝生部
长说：你们曾是农机部、机械部直属高校，
办学一直很有特色，１９９８年和其他２３０多
所中央部委高校一起转制到地方，１７年过
去了，变化很大，你们坚持办学特色，主
导学科优势明显，教学科研、人才队伍取
得了不俗的成绩；度过了困难时期，得到
了地方支持，发挥理工科优势，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陈宝生表示，教
育部将支持江苏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希望
学校进一步发挥办学特色，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建设一流
学科，不断提高办学水平，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党办、研究生院负责人参加了相关
活动。
１２月２２日　 省教育厅主办的第五届

江苏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圆满结束，
学校有５人荣获一等奖，２人获二等奖，２
人获三等奖，学校荣获组织奖。
１２月２３日　 省教育厅组织的安全工

作检查小组莅临学校开展校园安全检查工
作，检查组由安稳处副处长韩叶祥等一行
４人组成。副校长李洪波，校办、保卫处、
学工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后勤集团
等部门负责人及市公安局内保支队和市教



';Í

７９９　　

育局相关负责人陪同检查。李洪波副校长
就学校开展的安全检查工作情况做了简要
介绍。保卫处处长曹广龙对学校落实省政
府、省教育厅《省安委会关于全面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深化隐患大整治专项行动的
通知》 《省教育厅关于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切实加强岁末年初学校安全工作的
通知》的相关精神及校园安全稳定工作做
具体汇报。在听取汇报后，检查组一行检
查了学校１１０监控指挥中心、化学化工学
院实验室、学生公寓区、留学生食堂等相
关安全场所。检查组专家对学校的安全保
卫工作给予了肯定，认为学校的安全保卫
工作领导重视、制度健全、落实到位、措
施有力、工作细致。
１２月２３日　 交通运输部组织有关专

家，对学校汽车工程研究院承担的交通部
“道路交通事故链阻断方法及主动安全集成
控制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信息化重点项目
进行了验收。与会专家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和成果鉴定。
１２月２３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发布了“首批新闻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
点实验室名单”，由江苏睿泰数字产业园
有限公司牵头申报、江苏大学出版社合
作共建的“数字教育富媒体呈现及交互
技术重点实验室”成功获首批重点实验
室项目。
１２月２４日　 省科技厅组织有关专家，

对学校汽车工程研究院承担的“先进汽车
新型蓄能悬架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省科
技支撑项目进行了验收。项目负责人陈龙
副校长及科技处、财务处等相关部门的同
志出席会议。验收鉴定会上，出席会议的
专家对本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
项目组对新型蓄能悬架设计理论与方法、
悬架系统与整车的匹配及优化、蓄能悬架
关键部件———液力惯容器的设计与开发等

方面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项目研究成
果总体上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其中，液力惯容器的设计与开发研究成果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与会专家一致同意通
过验收和成果鉴定。
１２月２４—２６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海

外高层次人才学术论坛在校举行，校党委
书记、校长袁寿其致开幕辞，副校长陈龙
主持。应邀参会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荷兰、日本、新
加坡等２０余个国家（地区）的９１位海外
优秀博士、博士后等高层次人才，活动结
束当天就有２２ 位海外人才签订了工作
协议。
１２月２６日　 据１０月２６日学校要闻报

道，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赵玉涛教授
申报的“车身用原位纳米强化铝合金挤压
型材的设计、性能调控及应用基础”项目
正式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汽车联合基
金）重点项目立项资助。该项目属于２０１６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汽车联合基金）
重点项目指南中“轻量化”研究方向，立
项经费达２８０万元。
１２月２７日　 据１０月２７日学校要闻报

道，为进一步提高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质
量，发挥优秀组织单位和优秀管理者的示
范引领作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根据《高
校辅导员网络培训评优管理办法（暂
行）》，决定对在第三期普通高等学校辅导
员网络培训工作中表现突出的４３所高校和
４１位管理者予以表彰。学校获评“优秀组
织单位”，学工处王利丹老师获评“优秀
管理者”。
１２月３０日　 “第四届‘中视典杯’

苏皖高校数字媒体及动画专业优秀作品联
展”开幕式在学校举行，学校副校长、博
士生导师梅强教授，教育部动画与数字媒
体艺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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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韩国釜山国
际环境艺术节组织委员长设计学博士李洧
相教授，以及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来自
江南大学等１０所高校的动画与数字媒体艺
术专业的老师和同学代表共计１００余人参
加了开幕式。本次展览是各高校数字媒体

及动画专师生进行教学成果展示与经验交
流的盛会，更是１０所高校相互沟通、增进
友谊的一道桥梁。

（撰稿人：沈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