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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装备学部
【概况】 农业装备学部（以下简称学部）
于２０１７年６月成立，学部以农业装备工程
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流体机械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机
械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新农
村发展研究院与农业装备相关的团队作为
主体，以能源研究院、计算机科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能源与
动力工程学院等校内单位中与农业装备相
关的教学、科研人才与团队作为重要支撑，
基于国家绿色农业发展战略和农业装备重
大需求引进的海内外高层次团队是学部队
伍组成的重要新生力量。农业装备学部下
设主任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学部拥有农
业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动
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食品科学与工程、
机械工程、交通运输与工程７个博士后流
动站；拥有农业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食品
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交通运输工程７
个一级博士点和生态学一级硕士点；拥有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流体机械及工程２
个国家重点学科和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国
家重点学科培育点，以及５个江苏省优势
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农业工程学
科由全国并列第五位提升至全国前三位，
获评为Ａ －等级，进入了全国前百分之十；
食品科学与工程并列全国第８位，动力工
程及工程热物理提升至并列全国第９位
（第三轮评估第１２位），机械工程提升至
并列全国第２０位（第三轮评估并列第２７
位），这三个学科获评为Ｂ ＋，进入全国前
百分之二十。学部拥有国家水泵及系统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新农村研究院、
混合动力车辆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３个国家级重要科研平台，现代农业
装备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农业部植
保工程重点实验室等１３个省部级重要科研
平台，现代农业装备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
究中心、农业生产机械装备国家工程实验
室２个国家级合作科研平台。江苏省现代
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
“中心”）挂靠农业装备学部，中心是由江
苏大学牵头，集聚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
学、华南农业大学、吉林大学等农业装备
行业实力最强的高校，中国农业机械化科
学研究院、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等国家级科研院所，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
司、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沃得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等行业骨干企业
及基地组成的重大研发创新平台。２０１３年
４月获批首批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
２０１６年顺利通过首轮绩效评估验收。中心
围绕《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国家农业装备产业
发展的重大需求和江苏省“两聚一高”发
展需求，制定了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的发展规
划，明确目标和任务，在科研创新、社会
服务和贡献、人才培养、团队建设、学科
发展和国内外合作交流方面提出了明确的
任务和指标，并就农业装备智能化设计与
制造、智慧化等基础共性技术和主要粮油
作物的动力、耕种、田间管理、收获、产
地初加工关键技术开展协同攻关。
【学部工作】 在江苏大学大农业装备学科
群发展的特定现实条件下， “农业装备”
学部制改革既是适应现代大学管理制度创
新的需要，也是承载“双一流”历史使
命、打造研究型大学特色优势的客观要求，
同时也是江苏大学农业装备学科可持续发
展的必经之路。农业装备学部通过强化学
科群学术内涵，探索学科管理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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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校内外农业装备优质创新资源，以
“制度先进、特色鲜明、国家急需、世界一
流”为目标，将农业装备学科群打造成为
农业装备行业高端人才集聚地、原始创新
和共性技术发源地及高端装备创制地，建
成领域齐全、特色鲜明、实力强劲、世界
一流的农业装备学科群。农业装备学部科
研团队建设：学部根据农业装备学科群建
设内涵制定研究方向，拟定重大项目指南，
主要面向校内发布。采用定向邀请与自由
申请等方式组织申报，申报项目评审通过
后以协议的形式确定团队。鼓励青年才俊
开展颠覆性前沿技术研究，其组建团队和
项目不受上述规定限制。学校授权学部制
定在农业装备的重大（工程）项目、高水
平论文、重大成果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
有突出表现的人才的高级职称评审办法，
经学校批准后实施。由学校授权学部进行
高级职称评审，学校审定。农业装备学部
成果奖励：为激发学科发展活力和内生动
力，快速壮大农业装备学科群队伍，建设
具备内涵和持续竞争力的一流学科，制定
农业装备学部成果奖励办法。奖励办法以
农业工程学科特色和建设目标为依据，以
学科评估指标为参考，在学校绩效奖励基
础上突出向重大成果倾斜，突出向农业工
程学科薄弱环节、弱项指标的倾斜。奖励
适用于纳入学部的团队、柔性引进与兼职
聘用、机动组合、农业装备协同创新中心
的协同单位人员、管理人员及校内协联
人员。
【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成
效】 １ 科研团队。培养“长江学者”１
人，特聘院士１人，新增“百千万”人才
２位、江苏省“３３３工程”第一层次培养
对象１人，获批江苏省“３３３工程”人才
第二层次６人，２人入选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十三五”新增岗位科学家。

２ 科研成果。新增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教育
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共４项，省部级科技进
步二等奖４项。新增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
点课题（任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等国家级科研项目４０项。ＳＣＩ检索论文８１
篇（一区ＳＣＩ论文２８篇）、ＥＩ检索论文
１０６篇。申请国际ＰＣＴ专利５６件，申请发
明专利１６０件，授权发明专利１７５件。出
版中文专著２部、英文专著１部，编写教
材１部。３ 学科平台。农业机械多功能虚
拟仿真实训系统获批江苏省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新增植保工程农业部重点实验
室，新增仪器设备总值９２８万元，新增１０
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１８台（套）。新增
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６家，获评江苏省优
秀研究生工作站１家。４ 学术交流。中心
牵头主办（承办）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发
展国际高层论坛、２０１７全国植保工程暨静
电喷雾施药技术发展论坛、中国农业机械
学会耕作机械分会２０１７年学术年会、第１４
届亚洲流体机械国际会议（ＡＩＣＦＭ１４）、第
二届亚洲流体机械委员会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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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等学术会议。邀请美国农业部、美国阿
肯色大学、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州立大学、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英国拉夫堡大学、比
利时鲁汶大学、日本爱媛大学、加纳温尼
巴教育大学、葡萄牙国家大学、纳米比亚
霍马斯省代表团以及罗锡文院士、陈学庚
院士、汪尔康院士等共计６２位国内外知名
专家来中心进行学术交流。５ 人才培养。
中心搭建高校—企业—行业多方联合培养
平台。由中心牵头，会同教育部农业工程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农机学会和
中国农工学会共同开展了全国大学生智能
农业装备创新大赛，推动农业装备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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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改革，搭建校、企、行业协同培
育农业装备类创新人才培养改革的新路径。
中心组织在全国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中
获特、一等奖作品参加２０１７中国国际农业
机械展览会，接受社会的检阅。

（撰稿人：王亚娜　 孙泽宇
核稿人：毛罕平）

机械工程学院
【学院概况】 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８０人，其
中教授４４人（博士生导师２４人），副教授
及其他副高职称６０余人，具有硕士、博士
学位人员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９５ ６５％。
学院建有“光子制造科学与技术” “材料
摩擦学”２个江苏省重点实验室和“激光
冲击波加工技术”机械工业重点实验室，
拥有激光技术研究所、微纳米科学技术研
究中心等２４个研究所（中心）。近年来，
先后承担国家８６３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等１００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１项、二等奖２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３项，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３０余
项。发表学术论文１ ６００余篇，其中三大
检索论文８００余篇；申请发明专利８４０余
件，授权发明专利５００余件。学院现有４
个本科专业，机械制造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面向“长三角”
的国际制造中心机械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模式实验区为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区，以机械工程中心实验室为主体组
建的江苏大学工程训练中心（工业中心）
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高等工程教
育开放型工程训练体系的研究与实践”项
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７年，在学校
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学院党委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
大、十九大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秉承和弘
扬“自强厚德、实干求真”的江大精神，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战斗堡垒和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为学院事业发
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精神动力。深入
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学院党委深入开
展“两学一做”、党风廉政建设等学习教
育活动，通过学习教育，党员干部和师生
员工立足岗位、干事创业的意识明显增强；
班子成员的服务意识和担当精神得到提升；
机关作风得到转变。切实加强领导班子自
身建设。在上半年中层换届及班子调整的
基础上，下半年顺利完成了学院党委的换
届选举工作。坚持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
推进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认真贯彻实行
党政共同负责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切实增强领导干部“一岗双责”意
识。结合学院实际，加强制度建设，修订
和完善了规章制度２７条。推进基层党建工
作创新，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
和监督保障作用。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优化学生党支部设置，
健全党建工作网络，建立党支部书记联系
群。实行党支部书记例会、每周三的教师
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制度。落实“三会一
课”制度，学院党委书记带头讲党课，支
部书记切实履行基层党建的主体责任。抓
好党建创新工程， “七一”前夕，开展纪
念建党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党支部新
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强化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强化学习与考评，
切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深入开展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及十九大精神为主题的专题讨论。
组织开展“旗帜鲜明讲政治”专题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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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三投票三公示一答辩”制度，
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全年共发展党员４４
名；加强党员管理，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制定了《机械工程学院党员“先
锋亮绩、积分管理”制度实施方案》，坚
持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强化支部工作的过
程管理。创新工作机制，党建工作取得新
成效。学院获对外宣传工作先进单位、中
文网站和英文网站学校十佳单位。机设系
教工党支部在“五星”先进党支部申报评
选中获二等奖、《强化宣传、精心引导、创
新举措———构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工作新体系》获工作案例二等奖、
《健全完善学校党内监督体系研究》获党
建论文二等奖、《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高校
以文化人思考》获党建论文鼓励奖、《“两
学一做”风采展示》获全国支部风采展示
三等奖、《“双一流”与高水平大学建设中
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思考》获校中层干部优
秀调研成果奖等。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党
日活动。各党支部积极开展了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和志
愿服务活动，获得了校党委的表彰，“跟党
走，喜迎‘十九大’主题教育活动”获校
“最佳党日活动”一等奖、“实践考察助教
学，专业交流促科研”获校“最佳党日活
动”三等奖等；抓好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及学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精神，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做好学院党委理论中心组、基层党支部及
党员个人三个层面的学习计划制订工作，
出台《机械工程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
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修订完善相应的实
施办法；通过教工党支部组织生活和学业
导师制度，形成全员育人的良好氛围；通
过书记课堂、党日活动等形式，进一步加
强教职工的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觉悟。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双报告制度，院

党委按照学校要求，每年学院以书面形式
向学校党委和纪委报告本年度履行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情况。
【教学工作】 ２０１７年，在学校党委、行政
的正确领导下，机械工程学院全体教职工
团结拼搏、砥砺奋进，在学校第三次党代
会精神引领下，聚焦高水平研究型学院建
设，凝心聚力，抢抓机遇，以教育部第四
轮学科评估和国家新一轮学位点评审为抓
手，各项事业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各条
线工作总结如下：紧紧围绕人才培养根本
任务，牢牢抓住“本科教学质量名校建
设”这条主线，坚决贯彻“以人为本”的
教育思想，全面提高学院整体教学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进展迅
速。“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于２０１７年６
月通过现场考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学院承
办了全国机械类专业认证委员会年度工作
会议，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和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同时被认证委员会
受理，２０１８年将接受进校考查。截至目
前，学院已有两个专业通过认证，２０１８年
还有两个专业再接受认证（这是全校专业
认证最多的学院）。品牌专业建设有成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江苏高校品
牌专业建设已通过中期检查并获评“良
好”，正按照预期目标任务有序建设。综合
反映本科教学水平的毕业设计，２０１７届本
科生获江苏大学优秀毕业设计１０项，获江
苏省优秀毕业设计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１
项；获机械卓越工程师联盟第一届毕业设
计大赛佳作奖３项，第二届毕业设计大赛
题目入围５项，学院将全力培育这项全国
性的优秀毕业设计大赛。２０１７届本科生
ＣＥＴ６通过率超过４０％，计算机考试通过
率超过３５％。结合学校“新工科”国际化
卓越人才培养要求，完成了２０１７版“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工程师培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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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修订，新增柳工国际等４个卓越工程
师实践实训基地。专业核心课程有序建设。
新增２门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其中１
门被推荐参评江苏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１
门获评江苏省优秀精品在线开放课程，１
门微课被推荐参评江苏省精品微课。教学
改革与创新成果喜人。学院获江苏省教学
成果二等奖１项，江苏大学教学成果特等
奖１项、一等奖１项；获江苏省教育教学
改革项目１项，江苏大学教学改革重点项
目１项、面上项目３项。２位教师在学校
２０１７年度双语及全英语教学竞赛中获得三
等奖；黄娟老师获评２０１７年度最受学生欢
迎的十佳教师。学院教师发表教改论文４
篇。获批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
项目１２项，其中重点项目３项。
【科研与学术交流】 以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和服务机械行业发展为重点，紧密围绕国
家产业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国际ＰＣＴ发明
专利的申请力度，积极承担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标志性成
果与平台、三大检索论文取得新突破。
２０１７获批国家重点新产品研发计划课题３
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５项，获
批江苏省自然基金３项、省重点研发计划
２项、省产学研前瞻项目２项、省高校自
然基金２项、横向课题４５项。学院针对
２０１７年国家基金获批数的滑坡问题，下半
年组织了两轮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申报动员会，共动员６０人次申报２０１８
年基金项目，３个阶段分类递进指导，努
力提高申报成功率。积极响应国家军民融
合战略，承接了４项军工项目，项目获批
数占全校三分之一。引进中国科学院姚建
铨院士为学院双聘院士，新组建校级专职
科研机构———微纳光电子与太赫兹技术研
究院，研究院各项建设正在抓紧落实推进。
全年发表ＳＣＩ、ＥＩ论文１１９篇，其中ＳＣＩ

收录９０篇。授权ＰＣＴ专利４件，申请国际
ＰＣＴ专利１７件，授权发明专利１３２件（全
校最多）。集中资源，加大对高水平成果的
培育。荣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
江苏省科学技术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２项，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１项（合
作）、二等奖２项，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
二等奖１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科学技术特等奖合作１项。积极开展对外
合作，服务经济主战场。学院与南京先进
激光技术研究院、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
公司等进行产学研交流活动，与省内外１５
家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新增一批
产学研平台。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教育部第四轮
学科评估，机械工程学科获评为Ｂ ＋，名
次由原来的并列第２７位提高７位，在全国
１８９个参评学校中并列第２０位，百分比排
名提高了１５ ８９％，进入全国前１０ ５８％；
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光学工程学科也分
别取得了Ｃ ＋和Ｃ的好成绩，其中仪器科
学与技术学科百分比提高４０ ７２％，是全
校进步最快的学科。国家新一轮学位点评
审，先进制造工程博士点和仪器科学与技
术一级博士点均通过江苏省初评，两个博
士点申报进展顺利。２０１７年招收机械工程
博士后２４名，其中校企联合培养博士后９
名；博士后出站１３名；获批省博士后基金
４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２项、
面上资助１３项。２０１７年，报考学院硕士
研究生人数超过７００人；招收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２２１名，招收非全日制专业型硕士
研究生１５人。招收博士研究生１２人，全
脱产博士研究生比例超过８５％。加强对研
究生培养环节的考核与管理，研究生课堂
教学质量抽查合格率１００％；学位论文抽
查合格率１００％；毕业博士１７人，毕业各
类硕士２５１人。获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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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２篇，江苏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２篇，
江苏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６篇。成功举
办２０１７年江苏省“激光智能制造”研究生
暑期学校（全省共批１０家暑期学校）。来
自省内外１５所高校、科研院所的９３名研
究生，以及７名外国研究生，共计１００人
参加了激光智能制造论坛，扩大了学科在
国内的影响。研究生创新工程项目不断取
得新的成绩。新增７家江苏省企业研究生
工作站，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规模达到
１２３家（全校最多）。新增江苏省产业教授
２人，江苏省优秀企业研究生工作站１家；
获批省研究生创新计划立项１０项，省研究
生教改课题１项。认真协办“中外研究生
学术论坛”；３名研究生获“优秀论文奖”，
５名研究生获“最佳墙报奖”；１６名研究
生在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获奖；学
院研究生团队项目“光润激光微智造装置
及技术解决方案”荣获江苏省“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和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师资队伍建设】 进一步落实“人才强
院”战略，加大高层次后备人才的引进和
培养力度，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优、业
务水平高、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足的优
秀青年骨干教师队伍。引进天津大学的姚
建铨院士为学院双聘院士。１位老师获得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青年科技奖（全国共６
名），新增省“六大人才高峰”资助人选１
名；新增校“青年英才培育计划”培育人
选２名；新增教授２名、副教授４名；新
增硕导６名；１２名老师获国家或省公派留
学基金资助赴海外学习访问和交流；引进
海外高层次人才７人、国内知名高校博士
１０人，教师具有海外访学经历的比例超
过４０％。
【学生工作】 精心组织大学生思想政治主
题教育活动３０余次、各类讲座２０余次。

学院获江苏大学第六届“党建带团建先进
单位”。“大眼睛”支教团队荣获团中央知
行计划———阿克苏诺贝中国大学生社会公
益奖银奖、江苏省“三下乡”暑期社会实
践十佳团队。积极推动学生海外学习，扎
实开展资助育人、心理辅导和社区安全工
作。２名学生被评选为江苏大学励志之星，
１名学生被评为“伯藜之星”。学院心理协
会获评校优秀心理协会分会；学院９６％宿
舍获评校文明寝室，１０个宿舍获评校百佳
寝室。

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学院出台配套
奖励措施鼓励辅导员参与申报专项课题、
撰写工作案例、发表思政类文章等。１人
获评江苏省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工作者，３
人获校职业能力大赛三等奖；辅导员发表
论文４篇，获批校辅导员思政课题３项。

（撰稿人：张黎明　 核稿人：周建忠）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学院概况】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成立于
２０１４年６月，与２００５年３月成立的农业工
程研究院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体
制，学院设有行政办公室、６个研究所、
中心实验室和农业机械教学系。农业机械
设计与制造学科１９８１年首批获博士点，为
我国农机事业培养了第一届本科生、第一
届硕士生和第一位博士。受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和亚太地区经社会的委托，共举办
了１３期农机培训班，为３０多个国家培训
了高级农机管理人员和专家。学院现有教
职工６５人，其中博士生导师１１人，正高
１９人、副高２０人。团队拥有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
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者、国家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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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江苏省“３３３
工程”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中青年科学
技术带头人等高层次人才。拥有农业工程
博士点和生态学硕士点。建有农业电气化
与自动化国家重点学科、农业工程江苏省
优势学科。设有农业工程博士后流动站。
建有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植保工程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江
苏省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国家重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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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配合学校完成学
院处级领导和科级干部换届聘任，学院党
总支改建成学院党委，选举产生新一届学
院党委委员。分别对照系所２０１６年工作目
标、２０１７年系所工作目标，开展二级单位
考核和事业发展研讨活动。对二级机构负
责人进行任期考核和换届聘任，学院教工
党支部进行调整，党支部领导班子进行换
届聘任。调整学院教授委员会、学位委员
会人员。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学院领导班
子及班子成员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配合学校完成违规吃请和公款吃喝
问题“回头看”工作、 “省委第九巡视组
巡视江苏大学党委”相关工作，制作学院
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情况简报。学院党委制
定并落实学院“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
实施方案及督查清单，制定了学院“双抓
双促”活动实施方案，开展“双抓双促”
“大走访大落实”活动。组织集中观看十
九大直播，举办“旗帜鲜明讲政治”专题
党课活动，举办学院十九大精神党支部委
员培训班。发展学生党员６名，预备党员
转正２名。学院获评江苏大学思想政治工
作先进集体、江苏大学先进党总支。获评
校优秀共产党员１人、优秀党务工作者１
人、校优秀学生共产党员２人。学院工会
进行换届改选，推选产生校四届一次“两

代会”代表，开展教职工师德教育、爱岗
敬业教育，组织?山游、教师趣味运动会
等活动，持续调动师生的积极性和凝聚力。
关工委工作具体化、规范化，加强与民主
党派和学院老教授老同志的联系。扎实推
进宣传工作，编印学院中英文对照版宣传
画册。《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教
育报》《中国科学报》和江苏公众科技网
等先后报道“扎根中国大地办出农机高校
特色” “媒体信念如山　 情系农机———镇
江市人民奖章获得者毛罕平” “学习十九
大”“农业装备与技术发展国际高层论坛
在江苏大学召开” “江苏省政府与农业部
共建江苏大学”等重大事件，全年累计校
外媒体宣传报道近２０篇。做好校内媒体报
道，做好学院各类网站的维护和突发事件
的处置。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日常教学管理
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教学资料归档
规范及时，未发生一起教学事故。完成教
学检查和审核评估整改报告，落实学院领
导和同行听课制度。基于ＶＲ技术的农业
装备虚拟仿真创新中心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建设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网站，申报并获批
江苏省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积极组织申报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完善课程实验的
开设，积极推广项目应用。２０１７年新增预
备生导师３人，申报自主研修课程３门，
发表教改论文１篇，获批省级教改项目１
项。获批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省
级项目３项、校级项目７项。毕业论文网
上抽评优良率为１００％，毕业生初次学位
授予率为８８ ２４％。承担学校本科招生宣
传任务，组织１６人次到徐州、南通、盐城
开展招生咨询和专业宣传。中心实验室完
成了超６００万元的设备采购工作，保证公
用大型仪器设备正常使用；维护大型仪器
共享平台，对外服务工作共计收入１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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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元；完成固定资产入库工作。完成科研
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台账、危化品安全管
理自查报告、电气火灾综合治理专项检查
等工作，全年接待实验室参观活动３０
余次。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７年，获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课题（及任务）８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项，获批省部级
以上纵向科研项目２５项，省部级以上纵向
立项总经费２ ８８９万元。新增横向经费合
同额１ ０８７万元。获２０１７年高等学校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１项，中国机械工
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１项，江苏省科学技
术奖二等奖１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１项，江苏省科学
技术奖三等奖１项，贵州省科学技术奖三
等奖１项。申请国际ＰＣＴ专利１１件，申请
发明专利１２３件，授权发明专利８０件。
ＳＣＩ论文３０篇，其中一区论文７篇；ＥＩ论
文１５篇；ＣＳＳＣＩ论文１篇。出版专著１部。
被采纳和颁布国家标准１部。新建技术转
移分中心１个。此外，完成学院科研成果
推广汇编、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
团队申报等工作，组织参加江苏大院大所
合作对接会、江苏省现代农业科技大会。
获批农业部植保工程重点实验室１项，向
科技部基础司领导专题汇报了农业装备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思路和设想。完成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６年度报告》。江苏
省农业装备与智能化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
室近３年的建设绩效评估良好。召开３家
部省级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作为
大赛创办单位和秘书处单位，协助西南大
学主办了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
创新大赛，组织优秀作品参加武汉国际农
机展；与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签订大赛
协议，筹集大赛秘书处每年运行经费１０万
元，连续支持３年。举行“现代农业装备

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发展规划（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咨询论证会。召开中心年度工作
会议，调整理事会成员，并聘任新一届专
家委员会。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６次，
扩大了行业影响。学院举办了“现代农业
装备与技术发展国际高层论坛”，２００余人
出席会议，专家分享１０场精彩主题报告。
《中国教育报》《中国科技报》等媒体做了
相应报道。学院举办“２０１７全国植保工程
暨静电喷雾施药技术发展论坛”，２００余人
出席会议，得到新华网、《农民日报》、农
林卫视等媒体关注。国内外学术交流活跃。
出国访问学者２人，４位教师赴比利时鲁
汶大学交流访问，１位教师赴赞比亚、加
纳深化交流合作。以色列农业研究组织约
瑟夫·坦尼教授、日本玉工业大学
Ｏｓａｍｕ Ｎｉｗａ教授、日本电报电话公司Ｙｕｋｏ
Ｕｅｎｏ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妹尾启史教授、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王新雷教
授、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州立大学方铁钢教
授、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杨先一教授，以及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罗锡文等国内外
知名专家来院进行学术交流。国务院参事
农业部前副部长刘坚、江苏省副省长张敬
华、中国一拖集团董事长赵剡水、镇江市
市委书记惠建林、镇江市副市长詹立风等
领导、专家来院参观交流。学院获《农业
机械学报》杰出贡献奖—单位奖，４人获
评优秀审稿专家。大力推进学生国际化工
作。１名博士赴比利时鲁汶大学交流访问，
１名博士赴美国加州戴维斯分校学习。１名
硕士生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
校交流学习半年。１名博士赴香港理工大
学、１名博士赴日本千叶大学学习交流。２
名研究生暑期赴美国科罗拉多州带薪实习，
２名研究生参加了英国剑桥大学暑期访学
项目。４名研究生参加了美国斯波坎市美
国农业与生物工程学会２０１７ 国际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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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整合江苏大学
大农业装备学科群资源，凝练学科建设方
案，配合农业装备学部撰写《江苏大学农
业装备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助力学校入
选首批江苏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１２月
１日，农业部和江苏省人民政府签署共建
江苏大学协议，共同支持学校提高办学水
平、建设一流学科。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
估，农业工程获评Ａ －，由全国第５位上
升为第３位，进入全国前１０％。加强学科
建设和优势学科建设日常工作，全面梳理
学科各类经费使用情况，提高经费使用进
度和效率。完成学校农业工程优势学科二
期项目检查，通过２０１７年学校对农业工程
优势学科二期建设项目中期审计工作。完
成农业工程一级博、农业工程专硕和生态
学一级硕的自我合格性评估工作，邀请行
业顶尖专家对学位授权点进行了诊断式评
估，３个学位授权点均评审为优秀。获批
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１项、校
级精品课程１个；承办学校第七届“中外
研究生学术论坛”工程论坛Ⅱ分论坛，获
优秀组织单位奖。２０１７年毕业硕士生４７
人、国内外博士生４人，招收硕士生７５
名、博士生１１名。获批江苏省研究生科研
与实践创新计划４项。完成研究生新生入
学学籍认定、超年限研究生学籍预警和清
理、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等工作。制定
《农装学院关于农业工程学科海外留学博士
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申
报全日制研究生校外实践指导导师１２人、
江苏大学研究生实践基地２个、江苏省研
究生工作站６家、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１
家。修订英文版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完
成留学生课程英文版大纲编写。
【师资队伍建设】 由天艳、徐立章教授均
通过“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网评，由天艳

成功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毛罕平
教授入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十
三五”新增岗位科学家，获评“江苏省创
新争先奖章”。获批江苏省“双创计划”
人才１人，获批“省六大人才高峰”１人、
校“江苏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１人。３
名教师晋升副高，３ 名教师出国访问。
２０１７年集中面试人才４次，联系８人参加
第二届、第三届海外人才论坛。新入职有
海内外经历博士５人，聘任兼职教授１人，
审批同意引进“金山学者”特聘教授（短
期项目）２人、国内（外）博士１１人。配
合完成教师养老保险信息采集、教师信息
系统维护、国内外博士后日常管理等工作。
【学生工作】 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十九大精
神”，做好贫困生的审核认定和扶困助学，
加强学生社区建设和安全教育，加强心理
健康教育，加强学风、班风建设。２０１７届
学生就业率为１００％，研究生报考率
５５ ２％，录取率２７％；２０１８届研究生报考
率６７％。农机１５０２班获评江苏大学先进班
集体；获国家奖学金１１人，校长奖学金３
人，校标兵４人。组织２０１７年大学生暑期
社会实践活动基础团队１０支、加分团队７
支。获校优秀主题团日活动９个。承办学
校团校第６９期培训班；１项团中央重点课
题顺利结题，获批团省委重点课题１项，
研究成果获团省委研究课题三等奖１项。
获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１项；获第三届
“东方红”杯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
新大赛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６
项、优胜奖１项，并获得优秀组织奖；获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
程相关专业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１项、二
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并获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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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大学生科研立项资助１１项、一般项目２
项，获第九届“星光杯”江苏大学大学生
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

（撰稿人：周军核稿人：黄文岳）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学院概况】 学院现有４个本科专业：车
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
及自动化）、交通工程、交通运输。教职工
１６４人，其中博士生导师２１人，教授３１
人，副教授５９人，具有博士学位１０３人，
留学回国人员２０人。国家“千人计划”
特聘专家１名，江苏省特聘教授１名，江
苏省“３３３工程”培养对象３人，江苏省
“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１个，江苏省
“六大人才高峰”培养对象２７人，江苏省
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１人，镇江市中青年
突出贡献专家１人。在读本科学生１ ５８４
名，在读博士后、博士研究生９０名，硕士
研究生５３６名。拥有混合动力车辆技术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级车辆工
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车辆工程国家
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与南京汽车集团共
建）、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与中国重汽、奇瑞汽车、一拖集团、一汽
锡柴共建）、江苏省汽车工程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道路载运工具新技术应用重点实验
室、江苏省电动车辆驱动与智能控制重点
实验室、江苏省新能源汽车运行智能化技
术工程实验室、江苏省动力机械清洁能源
与应用重点实验室、江苏省中小功率内燃
机工程研究中心、江苏省生物柴油动力机
械应用工程中心、江苏省内燃机学会、江
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车辆工程学
科综合训练中心”等教学科研机构。教学

科研条件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实验室总面
积１０ ０００多平方米，拥有先进的实验仪器
设备３００多台套，设备总价值６ ０００多万
元。学院与上海汽车集团、北汽集团、中
国重汽集团、徐工集团、奇瑞汽车、中集
车辆集团、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
司等大型企业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与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签订“３ ＋ ２”本科硕
士联合培养协议、博士生交流协议及共建
“中美新能源汽车与智能交通系统”国际
联合实验室，与北亚利桑那大学签订车辆
工程专业“１ ＋ ２ ５ ＋ ０ ５”国际实验班联
合培养协议，与德国安贝格·魏登应用科
学大学签订学生交流和联合培养研究生协
议，每年暑期组织１０ ～ １５名本科生与研
究生赴德国斯图加特进行交流学习，取得
了较好的成效。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院党委利用党委
中心组学习、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大学
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等形式积极开展理论学
习活动，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认真贯彻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以组
织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为重点，以
学习建设、活动建设为载体，不断夯实党
建工作，引导全院师生以实际行动推动学
校“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
大学建设。新成立４个硕士研究生党支
部，并对学生党支部书记进行了培训。认
真开展组织关系排查工作。对组织关系在
学院党委的全体党员进行摸查，重点对流
动、“空挂”“失联”、出国（境）党员进
行排查。现有教职工１６３名，其中党员教
工１１８名，占教工总数的７２ ３９％，设立
６个教工党支部；在校生２ １６８名，学生
党员２３２名，占学生总数的１０ ７％，共
设有１７个学生党支部。本科生党员５５
人，占本科生总数的３ ４４％；研究生党
员１７７人，占研究生总数的３１ ９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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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展党员４２名。学院工会获评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度“模范教职工小家”“先进基层
工会组织”。葛慧敏、陈钰、武秋３名同
志获“优秀工会工作者”荣誉称号，武
晓晖等１６位教师获校“工会活动积极分
子”荣誉称号。
【本科教学工作】 １ 日常教学管理工作规
范有序。全年认真做好学院４个本科专业
的教学计划、教学任务落实及课表的编排
工作，确保常规教学秩序稳定和教学工作
的正常运转。按照学校相关教学制度，认
真做好常规教学检查工作，包括查教案、
随堂听课等环节；梳理、统计、核实每学
期教师教学工作量；制定和完善本学院教学
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并保证教学文档的完
整；组织好每学期各级各类考试的试卷印刷
与监考工作，尤其是做好ＣＥＴ ４、ＣＥＴ ６、
计算机等级考试等监考工作的组织、落实
和考风考纪工作；认真做好学生试卷、成
绩的管理和归档工作；做好各学期的学生
注册和学籍档案管理工作；积极开展本科
生学位申报与授予工作，组织落实新生入
学资格审查。２ 加强教学质量建设，提升
教育教学水平。（１）加强教学质量工程建
设，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全面推进精品课
程网络化和“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
工作。潘公宇主编的《汽车运用工程》入
选教育部高等学校教指委道路运输与工程
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第一批“十三五”规划
教材，朱茂桃和耿国庆主持的“汽车构
造”课程获批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先
后培育３门校级精品网络课程；２部教材
获批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重点教学建设项目，
１部教材获批校级２０１７年重点教材建设项
目；申报４门校级微课项目。（２）组织教
研活动考核评优，推进青年教师助理教学
工作。本年度学院有１１位青年教师参加了
助理教学工作，逐步完善了培养流程管理，

实行考评结合，提高培养效果。（３）继续
推进车辆品牌专业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的建设工作。本年度学院组织、申报了
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项目１项，校
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４项。（４）组织
学院“教师沙龙”１次、院级公开课２次、
教学专项研讨会１次，举办学院第三届双
语及全英语教学竞赛，有效推动和促进了
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５）积极组织申报
各类教学成果奖和教改项目，不断提升教
学工作内涵。２０１７年学院申报的“面向汽
车产业转型发展的车辆工程专业课程体系
与实践教学体系探索与构建”获江苏省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申报的“基于ＯＢＥ理念
和产业需求导向的车辆工程专业人才培养
体系改革与实践”课题获批江苏大学教学
成果奖特等奖。本年度学院组织申报教改
项目１９项，获批省级重点教改研究项目１
项，获批江苏大学校级教改项目９项，其
中１项重中之重、３项重点项目和５项一般
项目，其余院级立项教改项目１０ 项。
（６）规范有序地组织学生网上评教活动，
进一步落实好领导干部和同行听课制度，
组织好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并作为年终考
核的重要依据。（７）制定学院教学质量评
价体系（试行），促进学院教学质量和教
师教学水平的稳步提升。为了对教师的教
学效果和教学过程进行全面评价，由终端
管理变为全过程管理，实现全面、客观、
公正、科学地评价教师的教学工作，更多
地关心教师对教学的贡献度，提升教师的
存在感和荣誉感。学院通过尝试建立量化
指标体系来评价教师的整体教学工作，“指
标体系”经过各教学部门充分研讨，并经
院党政联席（扩大）会议批准，发布“本
科教学质量”评价方法（试行），把“专
业认证”理念融入学院整体教学工作，进
一步提高教学质量。３ 以实践教学为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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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１）积极推
进创新学分认定工作，完善“创新学分认
定”文件，认真做好大学生创新性实践计
划的组织申报与结题验收等工作，组织申
报“２０１７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３１
项，获批２２项，其中省级４项（省级重点
２项、省级一般项目１项、省级指导项目１
项）、校企合作基金项目４项、校级一般项
目１４项。（２）扎实做好毕业设计的组织推
进工作。通过对毕业设计（论文）实施网
络化、全过程管理，有效提高了毕业设计
（论文）的质量和效果。全院各专业依据
专业认证的标准，修订２０１７届毕业设计教
学大纲。获批省级优秀毕业设计三等奖１
项。（３）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
竞赛活动。２０１７年，学院组织参加中国大
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使学生的科研能力、
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有力地支撑了专业培养目标的达成。２０１８
年将继续组织参加“方程式汽车大赛”
“交通设计大赛”“物流大赛”等比赛；支
持卓越专业参加“机械卓越联盟”组织的
毕业设计大赛和交通运输工程参加“新国
线”创新创客大赛。４ 规范学生教育管
理，确保学生培养质量。（１）组织落实新
生入学教育和毕业生毕业教育工作，实施
学生培育的过程管理和有效监控，有效提
高了学生的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学院
２０１７届本科生毕业率９６ ６％、学位授予率
９４％。（２）组织落实２０１８级免试硕士研究
生推荐工作和２０１６级转专业工作。５ 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效果。通过
“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工作”、教学法活动、
教师讲课比赛及相关教学文件的出台，有
力地规范了教学行为，提高了教学水平，
强化了教学团队建设，教学水平显著提高。
积极部署“教研活动考核与评优工作”，
促进教学法研究的规范化、常态化，有利

于提高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讲课水平。
交通运输系被评为校教研活动优秀系
（室）。
【实验室工作】 １ 全面有序开展中心实验
室教学工作。（１）学院的中心实验室完成
了车辆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交通工程、
交通运输和京江学院相关专业的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学年第二学期和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学年第一
学期本科实验教学工作。其中，校本部开
出２３２个实验项目，完成２９ ４７６人时数的
实验教学工作量；在全校开出１１个开放实
验项目，完成１ ５００人时数的实验教学工
作量；面向京江学院开出１１６个实验项目，
完成１５ ５９５人时数的实验教学工作量。
（２）新申报并开放了“基于人机工程学的
汽车驾驶室布置与校核虚拟仿真实验”
“车用发动机构造的虚拟演示实验”“基于
特征的ＣＡＤ三维基础建模”“汽车发动机
零件三维建模” “机械结构多自由度系统
受迫振动实验”和“汽车车身结构模态分
析实验”６个开放实验项目。（３）定期开
展多种形式的实验教学方法研讨、实验教
学内容更新和实验教学质量检查，强化了
实验教学的管理，进一步提高了实验教学
的水平。 （４）组织中心实验室开放日活
动，向学院领导、系主任和相关教师介绍
近年来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的实验教学平
台和实验教学系统，以及实验教学的开展
情况，加强了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的联系，
展示了中心实验室的实验教学水平和能力。
２ 不断加强中心实验室建设工作。
（１）２０１７年，中心实验室完成了“汽车综
合性能试验教学实验系统（含测试汽车）”
“３Ｄ打印创客工作室” “三维交互虚拟仿
真系统（硬件）” “电力测功机教学试验
台”“交通规划软件ＴｒａｎｓＣＡＤ”及“纬地
路线和微观交通仿真软件”等大型试验系
统设备和软件的安装、调试、培训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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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并全面投入教学和科研使用。
（２）完成了“汽车与发动机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系统（软件）”“智能交通仿真实验系
统”和“噪声半消声室测试系统改造”等
实验室建设项目的调研、论证、技术要求
的制定和招标准备等工作。 （３）完成了
２０１６年申报的校级“发动机总体结构虚拟
再现实验”和“自动变速器虚拟仿真”实
验项目，本学期结题。完成了２０１７年校级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发动机性能台架
试验虚拟仿真”和“汽车驾驶区人机工程
学的校核”的申报工作。（４）完成了内燃
机实验楼二楼实验室房间的改造、大型仪
器设备的搬迁和整理工作。３ 进一步规范
中心实验室管理工作。（１）２０１７年度为资
产保管人审核、登记、入库的仪器设备和
家具资产共４４１台套，总值１ ２１６ ６万元。
完成科研项目网上采购和竞价平台设备采
购的各项服务工作。（２）完成“实验室管
理绩效考核”和资产管理的各项工作。
（３）强化了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制定和落
实了“中心实验室教学科研实验室安全责
任人”，完成了实验室安全标示的制作和标
贴。（４）加强了内燃机实验室的管理，整
理了实验楼的杂物，维修了地下室的照明，
保证了内燃机实验室的安全运行。４ 不断
提高中心实验室服务水平。 （１）实现了
“虚拟仿真实验室”为全院教学科研工作
提供全面服务的能力，提供教学上机实验
３３６学时（机时数９ ４００小时）；提供本学
院教师上理论课２４学时（机时数７２０小
时）；提供教师、研究生、本科生进行科研
和毕业论文（设计）上机服务约１ ３００学
时（机时数４ ０００小时）。（２）“３Ｄ打印创
客工作室”为大学生方程式赛车队、教师
课题组、学生创新科研活动打印了数十种
３Ｄ零部件，使用打印机时４８０ 小时。
（３）对参加“江苏省第四届‘四洋杯’内

燃机设计与拆装技能大赛”的学生进行理
论培训、拆装实践指导和考核选拔，取得
了优秀的比赛成绩。（４）协助、支持和参
加教师的多项科研项目的试验和研究工作，
排放实验室积极开展对外测试服务工作。
５ 拓展中心实验室专项工作。（１）积极申
报国家级“２０１７年度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调研和收集申报材料，完成了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报准备工作，
制作视频申报材料，进行“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的网上公测工作，完成省教育
厅组织的“２０１７年度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演示汇报工作。（２）全面开展
“江苏大学江苏超力大学生方程式赛车队”
的指导工作。全程指导和帮助方程式赛车
队解决在赛车设计、发动机标定、整车调
试和试验，以及赛车训练过程中出现的各
种问题，并指导赛车队的人员和财务管理。
现场指导赛车队参加“２０１７年中国大学生
方程式汽车大赛”的各项比赛。单项比赛
成绩首次进入全国前三，总分排全国第１６
名，在江苏省高校排名第一位。这是江苏
大学江苏超力大学生方程式赛车队历届比
赛取得的最好成绩。（３）完成“国家级车
辆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网站的迁
移工作。主要完成计算机系统的准备、服
务器托管的对接、网站网页和虚拟实验资
源的在线迁移等技术性工作。
【科研工作】 １ 科研经费。２０１７年科研
总经费４ ００９ ３万元（横向到账经费＋纵
向获批经费），新增纵向经费１ ６６７ ３４万
元（项目经费总和，不包含学科建设经
费），新增横向合同７３项，合同总金额
２ ２７１ ９６万元（不含检测站数据），新到
账横向金额１ ９９４ ２８万元（不含检测站数
据）。２ 科研项目。２０１７年，新增纵向项
目立项５０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１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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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子课题４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１４项（面上５项、“青年”８项、联
合基金１ 项），江苏省省重点研发计划
（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项目３项，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１
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１项，
国家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４项，省博士后
基金项目２项，江苏省成果转化项目１项，
江苏省科技支撑项目１项，省“六大人才
高峰”项目立项６项，省产学研前瞻项目
１项，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重大研究项目２
项，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项，
上汽科技发展基金１项，其他省级项目６
项。３ 论文、专利及获奖成果。全年发表
科技论文１９２篇；检索论文１４２篇，其中，
ＳＣＩ收录７９篇（１区１６篇，２区１１篇，３
区１３篇，４区３９篇），ＥＩ收录６３篇。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２８１项，申请ＰＣＴ专利５
项，授权发明专利１０８项。４ 科研服务。
学院组织多次学术交流活动，邀请校内外
专家４人次及本学院薛红涛副教授、邵珊
珊博士等为全院师生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的申报经验讲座；定期组织教师研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经验，加强
对已获青年基金资助的教师的辅导。积极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邀请１６名国内外知名
专家来院学术交流与报告。 “每周一讲”
院内学术交流制度和“学院科研年报”持
续开展。５ 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邀请美
国通用汽车公司发动机分析部高级分析师
刘传李博士、英国赫尔大学科学与工程学
院Ｒｏｎａｌｄ Ｊｏｈｎ Ｐａｔｔｏｎ教授、英国伯明翰大
学徐宏明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与生
物分子工程系Ｌｅｅ Ｊｉｍ Ｙａｎｇ教授、日本东
北大学机器人系教授Ｋａｚｕｈｉｒｏ Ｋｏｓｕｇｅ博士、
香港大学席宁教授、德国巴伐利亚州ＯＴＨ
ＡｍｂｅｒｇＷｅｉｄｅｎ应用技术大学Ｍａｒｋｕｓ Ｂｒａｕｔｓｃｈ
教授、丰田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

司高级主查佐藤泉、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
助理教授杨军峰、康考迪亚大学Ｍｕｔｈｕ教
授、美国康州纽黑文大学赵俊晖助理教授、
美国密西根州韦恩州立大学计算机系吕世
勇终身副教授、德国安贝格魏登应用技术
大学（ＯＴＨ ＡｍｂｅｒｇＷｅｉｄｅｎ）Ｇｕｅｎｔｅｒ Ｅｌｓ
ｂｅｔｔ教授，以及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
院院长、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教授陆
键等校外专家来我院举办专题讲座。６ 科
研平台建设。江苏省汽车工程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中小功率内燃机工程研究中心、江
苏省动力机械清洁能源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生物柴油动力机械应用工程中心、
江苏省道路载运工具新技术应用重点实验
室、江苏省汽车摩托车及零部件公共服务
平台、江苏省内燃机学会等省级科研平台
运行平稳。其中，江苏省道路载运工具新
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在２０１７年的省科技厅
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被评为良好。作为副主
任单位参与了“江苏省工业网络安全重点
实验室”的申报并顺利获批。参与了被国
家科学技术部批准认定的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高端装备关键结构健康管理国际联合
研究中心”的申报工作。院级Ａ类科研机
构“汽车节能与环保研究所” “轮胎与车
用橡胶制品研究所”“发动机研究所”和６
个Ｂ类专职科研机构均运行良好。７ 产学
研合作。积极开展对外合作，服务经济主
战场。一方面，继续与上汽集团、徐工集
团、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公司、北汽集团、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
究中心、江苏超力电器有限公司、常柴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一汽无锡油泵油嘴研究
所、中国一汽集团无锡柴油机厂、江苏罡
阳股份有限公司、吉埃孚诺迈士动力总成
技术（苏州）有限公司、风神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扬州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采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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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传动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南京分中心、昆山好孩子、无锡
同捷汽车科技等１００个单位在科研、技术
开发、企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了紧密合
作。２０１７年经过努力，与美孚公司（世界
５００强）、常州协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众泰汽车公司、中电海康集团、莱顿汽车
公司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８ 车辆产
品实验室及汽车摩托车研究所有限公司运
营情况。学院加强对行业服务机构“江苏
大学汽车摩托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和“江
苏大学车辆产品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
２０１７年实验室顺利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
认可委员会ＣＮＡＳ的复评审，有效强化了
检测能力；重视对管理人员和检测人员的
持续培训工作，定期对测试仪器进行维护
保养；积极向零部件领域进行业务拓展，
推进汽车内饰件ＶＯＣ测试项目扩项及其建
设工程。２０１７年，实验室共完成“３Ｃ强
制认证”“ＣＱＣ产品认证”“生产许可证”
“ＥＭａｒｋ”认证及委托等类别的检测２ ０００
多个批次，检测及工厂检查总收入近８００
万元，与２０１６年基本持平。随着实验室零
部件检测水平的提升，在机动车行业的影
响力不断提高，已与“ＶＣＡ”“ＳＧＳ”“莱
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谱尼测试科
技有限公司” “威沃（杭州）标准技术有
限公司” “杭州沃德标准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佑得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杭州
赛特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国内外多
家认证机构签署长期合作协议，２０１７年已
开展ＥＭａｒｋ认证检测及委托测试２０多批
次。驾校２０１７年已累计完成１２期４００多
名学员的培训，收入１３６万元，较２０１６年
下降近２０％。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 学科建设。
精心组织学院的交通运输工程学科（一级
学科）、车辆工程学科（配合机械工程一

级学科）、动力机械及工程学科（配合动
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三个学科
参与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按时完成评
估材料的整理和提交，并按照学校统一部
署，顾全大局，将本学院的优质资源输送
给学校农业工程学科、机械工程学科，确
保这两个学科有较大幅度提升。认真开展
交通运输工程学科一级博士点、车辆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点领域和交通运输工程专业
学位硕士点的自我合格评估工作，按时完
成各阶段的工作。积极参与学校首个工程
博士点的申报工作，精心整理撰写“新能
源汽车”板块的申报材料，按时完成学校
布置的申报过程中的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新能源汽车”“动力工程”两个省优势学
科的各项建设工作，所有科研装备建设项
目已完成或处于招标采购状态，主要考核
指标已全部完成。按计划推进“十三五”
省重点学科“交通运输工程”建设工作。
顺利承办全国交通运输工程领域专业硕士
研究生培养工作研讨会，来自全国４０多个
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出版社的９０多名
代表出席会议，通过会议进一步加强了与
全国交通运输工程学科专家学者之间的联
系，探讨了研究生培养与教育改革的思路
和经验，展示了学校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的
特色并扩大了影响。另外，２０１７年新增１８
位研究生导师，其中博士生导师３人，学
术型硕士生导师１２人，专业学位硕士生导
师２人。２ 研究生招生。２０１７年，学院共
招收博士研究生１４人，博士后进站９人，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１９３人（其中１名来自
９８５高校），非全日制１７人；优秀生源率
４７ ８５％。修订了２０１８年硕士和博士研究
生招生简章；举行了２０１８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专场咨询会；分３批次赴合肥工业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山东大学
等进行招生宣传，宣传学科优势的同时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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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大量的生源；共有７８０多人报考学院
２０１７级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明显提高。
共接收１８名免试硕士研究生，连续三年免
试推研数位居全校第一。共招收７名推免
博士研究生。制定了《２０１７年汽车学院博
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和
《２０１７年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复试细则》，保证了招生工作的顺利完成。
３ 研究生培养。学院按照学校部署，重新
修订了交通运输工程学科博士、学术型硕
士留学生培养方案及配套的教学大纲。全
年学院共开设４８门研究生课程（其中博士
课程７门）。在学校组织的教学质量检查中
合格率１００％，无教学事故发生。对２０１５
级研究生培养环节进行了检查，抽查合格
率１００％。修订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硕士
研究生培养的若干补充规定（试行）》。组
织了２０１７级１９３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１７
名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进行了师生互选。
共分９个组对２０１６级１６７名硕士生进行了
集中选题，２０１５级１６０多名硕士生进行了
集体中期汇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组织
学科对２０１６级的博士生进行了学科综合考
核。共有１５名博士研究生、７２名工学硕
士研究生和８３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顺利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学位。获校优秀
硕士论文５篇，校优秀博士论文１篇。２
门研究生课程“车辆系统动力学”和“交
通运输系统工程学”被列为校级精品课程。
４ 产业教授与培养基地建设。获批企业研
究生工作站５家，１０人获聘为企业导师，
１人获聘为产业教授（全校只有１０人获
批）；申报１１项江苏省研究生创新项目，
获批８项。５ 聘请外籍教授开设全英文课
程。特聘外籍教授来院讲学，邀请了美国
德州理工大学杨景周教授和加拿大Ｗａｉｚ教
授为研究生分别开设“ｍｙｌｔｉ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ｙｓｙｔｅｍ”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全英文

课程，推动了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进程。
【师资队伍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学校第五
次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紧密围绕
“高端、青年、团队、国际化”师资队伍
建设主题，加大高层次后备人才的培养力
度，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优、业务水平
高、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足的教师队伍。
２０１７年，学院（含汽车工程研究院）共收
到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博士、博士后应
聘简历４０多份，引进高层次人才１２人，
新调入专职辅导员２人，录用实验教师２
人；获评正高职称３人、副高职称６人；
新增１７位研究生导师，其中博士生导师３
人、学术型硕士生导师１２人、专业学位硕
士生导师２人；获批江苏省“外专百人”１
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
项目６人，获批“中国汽车工业优秀青年
科技人才奖”１人，１人获中国科协“青
年人才托举工程”资助，１人获江苏省科
协“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资助，３人
获江苏大学“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育人
选。引进赵俊晖博士和杨军峰博士为学校
“金山讲座教授”，聘请杨景周博士、伍战
平博士、梁昆博士和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Ｍｕｔｈｕ教授为学校“金山特聘教授”（短
期项目），Ｍｕｔｈｕ教授成功获批江苏“外
专百人计划”项目并申报国家“外专千
人计划”。
【学生工作】 以思政教育为核心，以班风
学风建设为抓手，以素质提升为目标，创
新工作方法。积极探索新媒体阵地建设，
打造以微信平台为主体的工作格局，做好
青年学生的思想引领排头兵。与能动学院
共同建设“心语轩”二级心理辅导站，拓
宽学生心理工作的方式，扩大心理健康教
育知识的宣传途径。本年度共发放助学金
１５类，总额１３０ ２万元，近４５０人次，发
放助困棉衣５９套，积极寻求社会资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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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院企奖助学金，力求解决贫困生的后顾
之忧。将培养受助学生的争先创优意识和
感恩奉献意识作为工作重点，努力打造典
型，１人荣获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２０１７
年度“伯藜之星”称号，１人成功申请
２０１７年伯藜—新加坡管理大学乡村创业课
程项目。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宿舍安全文明
教育活动和技能培训，积极组织学生参加
“１１９”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和灭火器油盆接
力灭火比赛，并获得全校第三名。在“新
学期”和“安全文明建设月”社区橱窗评
比中，学院连续两次获得二等奖，文明宿
舍比例超过８０％。积极开展海外学习专题
讲座，营造海外学习氛围，引导学生参加
海外学习，共有３９位学生参加了出国类外
语考试，３４人通过；共６８人赴海外学习
或短期交流，其中有９名毕业生赴德国亚
琛工业大学、美国底特律大学、加拿大温
莎大学等国外／境外高校攻读硕士、博士学
位；２人参加三国三校海外学术研讨会；４
人参加中日韩创新工程设计竞赛；３３人赴
德国埃斯林根应用技术大学、汉诺威大学
短期学习。２０１７届本科生总就业率达到
９９ １４％，考研录取率达３２ ０９％，研究生
总就业率达到１００％。注重加强辅导员的
能力锻炼和理论研究，提升职业素养。６
名辅导员中，有３人取得三级心理咨询师
资格，５人取得三级职业指导师资格，１人
获得优秀军训辅导员，３人获得校社会实
践优秀指导教师，２人获２０１７年度校辅导
员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多名辅导员参与
素质教育类课程的教学工作。
【汽车工程研究院工作】 １ 学科建设。本
年度，作为新能源优势学科的牵头单位，
完成日常管理工作；完成了混合动力车辆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江苏省载运工具
新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
完成了交通运输工程博士学位点和专业学

位点的自我合格评估工作。２ 科研项目。
组织申报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省成果转化项目等１０多类６０多个项目，
获批纵向项目２９项，立项科研经费１ ０１４
万元，主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合作）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７项，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项目１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合作）３项，江
苏省优秀青年基金项目１项，江苏省重点
研发项目（合作）１项，江苏省成果转化
项目（合作）１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３项，国家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
４项。签订横向合同９项，合同经费３８７万
元，到账经费３１２ ６万元。２０１７年研究院
立项总经费达到１ ４０１ 万元。３ 论文。
２０１７年共投稿论文１８０多篇，其中投稿
ＳＣＩ论文９８篇，录用５３篇，检索４２篇
（一区８篇，二区６篇）；投稿ＥＩ论文５７
篇，录用３７篇，检索３０篇。４ 专利。申
请发明专利１０３件（ＰＣＴ专利２件），授权
３３件。５ 获奖。获得省部级行业二等奖２
项、三等奖１项。具体包括：中国机械工
业科学技术二等奖（陈建锋，第１）、教育
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蔡
英凤，第２）、江苏省科学技术三等奖（梁
军，第１）。６ 人才培养与引进。引进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王勇、东京大学张云顺、江
苏大学施德华、南京理工大学王楠４名博
士到岗工作，研究院在编人员达到３２人。
新增教授２名（孙晓东、徐兴）、副教授２
名（李国春、汤传业）；２人提交博导申请
（蔡英凤、梁军），６人提交硕导申请（王
丽梅、孙晓强、李勇、张步云、王峰、张
厚忠）。７ 学术交流。３名老师赴美国访学
（马世典赴美国韦恩州立大学、陈建锋赴美
国德克萨斯Ａ＆Ｍ大学、何友国赴美国密歇
根大学迪尔伯恩校区），１名老师赴香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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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访学（蔡英凤）。参加国际会议８人次，
其中２人分别赴澳大利亚及中国香港参加
国际会议（孙晓东、蔡英凤）。参加国内
各类行业会议４０多人次，安排新引进教师
做院内学术交流和研讨１０人次。邀请日本
东北大学Ｋｏｓｕｇｅ教授、香港大学席宁教
授、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刘桂彬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史忠科教授、清华大学李克
强教授等做学术报告１０余场。承办“第六
次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研讨会”，来自日本
东北大学、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香
港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外２０多位专家、
教授参加了研讨。研究院智能汽车团队参
加中国智能汽车大赛，获得示范区封闭赛
道无人驾驶赛全国第二名、Ｆ１赛道无人驾
驶赛全国第五名、总成绩全国第三名的好
成绩。８ 实验室建设。完成“新能源汽车
动力传动与控制系统试验台”配套设施方
案论证，完成“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
平台项目（二期）”的安装、调试和培训
工作，完成“新能源汽车运行状态远程监
控与能量管理实验系统（一期）”招投标
工作；完成汽车电池管理实验室的加层改
造工作，已投入使用；落实高校科研实验
室安全隐患自查工作，落实“汽车工程研
究院实验室教学科研实验室安全责任人”
制度。

（撰稿人：杨晓峰核稿人：江浩斌）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学院概况】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现设有
能源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动控
制）、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和新能源科学与工程４个本科专业
及方向。拥有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含自主增设的清洁
能源与环境保护二级学科点）和流体力学
硕士学位授权点，并设有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其中流体机械
及工程为国家重点学科，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一级学科为江苏省重点学科、优势
学科。学院下设流体机械工程系、工程热
物理系、热能工程系、建筑环境与能源系、
新能源工程系、流体力学教研室和学院实
验中心。学院现有教职工９８人，其中教授
１７人（博士生导师１９人）、副教授（高级
工程师）２９人。教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
７４人。现有在校本科生１ ４０２人，博士、
硕士研究生（含工程硕士）３０３人。学院
中心实验室面积近６ ０００平方米，实验设
备总值约４ ０８４万元。学院党委设有１５个
党支部，其中教工党支部６个、研究生党
支部４个、本科生党支部５个；截至２０１７
年年底，共有党员２０４名，其中正式党员
１６７名、教工党员７４名。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圆满完
成换届选举工作。开展了２０１７年度先进党
支部评星定级工作，评选出１２个“三星”
党支部、１个“四星”党支部、１个“五
星”党支部；推荐２０１６级硕士研究生党支
部参加校“五星”党支部评比，获得“三
等奖”。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和制度化，邀请校党委书记给全院
党员做了“旗帜鲜明讲政治”专题党课。
结合学校“先锋量绩，积分管理”制度的
实施方案，细化评分参考标准，切实加强
党员队伍日常教育和管理。流体本科生第
一党支部微党课“践行两学一做，争做先
锋模范”被校党委推荐参加省教工委微党
课征集评选活动，学院党委“爱心接力
棒”志愿服务队被校党委推荐参加镇江市
优秀志愿服务队评选。积极参加第二届全
国高校“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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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申报党支部工作案例、微党课、推荐
展示３个项目，其中微党课被学校推荐参
加全国高校“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
２０１７年获校最佳党日活动方案二等奖１
个、三等奖１个、鼓励奖１个；７篇党建
论文参加校交流，获一等奖１篇、三等奖
２篇、鼓励奖４篇。学院党委和热物理教
工党支部荣获江苏大学“先进基层党组
织”，２０１６级研究生党支部荣获校“先进
学生党支部”，１名教师被评为２０１７年校
“优秀共产党员”，１名教师被评为校“优
秀党务工作者”，４名学生被评为校“优秀
学生共产党员”，１名教师被评为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度校“三育人先进个人”，１名老
师荣获镇江市师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全
年共发展学生党员３５名，转正预备党员３３
名。全年学院党委发文１６份，收缴党费
５５ ６７０ ２元。２０１７年完成省级以上报道７
篇、市级报道３篇，学校官方微博微信发
稿５篇，校内新闻用稿１８３篇。召开了三
届三次教职工大会，任葆青老师撰写的
《发挥学院分工会在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中独特作用的思考与实践》论文在省教
育科技工会论文评选中荣获一等奖。组织
教师参加２０１７年春季校园长跑、第十二届
教职工乒乓球比赛、教职工太极拳比赛和
第十六届教职工运动会等活动，荣获太极
拳比赛优秀组织奖第二名、教职工运动会
团体第八名。申报并获批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
校“模范教职工小家” “先进基层工会组
织”，３名教师被评为校“优秀工会工作
者”，１０名教师被评为校“工会活动积极
分子”。陈汇龙教授被评为镇江市师德先进
个人，王贞涛教授被评为江苏大学“三育
人”先进个人。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常规工作顺利
开展，课堂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教师公开
课、全国英语考试监考、教研活动等工作

抓落实、讲效果。与流体中心合作申报了
江苏省优秀教学成果奖，获一等奖；获批
江苏省首届“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
完成了江苏高校品牌专业的中期检查工
作；能源与动力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成立了示范中心
教学指导委员会。与韩国庆尚国立大学继
续开展学生和教师的互访工作，申报了全
校唯一一个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工程热
力学”江苏省精品在线课程正式上线。立
项出版和再版校重点教材４部，出版本科
生教材２部。发表教学改革论文８篇，其
中北大中文核心期刊２篇。获批教育部能
源动力类专业教指委教学改革重点项目１
项、一般项目２项，校级教学改革课题５
项。１名青年教师代表学院参加了校英文
授课教学竞赛决赛并获得三等奖。全院教
学资料归档率１００％；专业主干课程的教
授与副教授的主讲比率为１００％。９名学
生的毕业设计被评为校２０１７届本科生优
秀毕业设计，另有一个团队获得校优秀毕
业设计团队；获得江苏省优秀毕业设计１
篇。２０１７ 届本科生的学位授予率
达９２ ６７％。
【科研工作】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９
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取得突破，另外获
批联合基金项目１项、面上１项、“青年”
６项。获批省自然科学基金４项（其中面
上项目１项、青年项目３项），省高校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１项。全年纵、横向课题新
增合同总经费１ ２０３万元，其中纵向经费
总额为７４６万元，横向到账经费３５７万元，
完成率为１０７ ７％。全院发表三大检索论
文１１３篇，ＳＣＩ检索８７篇，其中一区２７
篇，比２０１６年增长８００％；二区２１篇，较
２０１６年增长１３３％；三区和四区总共３９
篇，也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９３件，授权国家发明专利４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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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离心泵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
验收并获优秀等级。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协助牵头单位
流体中心，完成了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一级学科教育部第四轮评估的材料申报工
作，评估结果本学科并列全国第９位，学
科地位和影响力在国内进一步提升。协助
牵头单位完成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位
点的自评估工作。２０１７年录取硕士研究
生９１名（其中１５名非全日制学生）、博
士研究生５名，按计划完成招生任务，优
质生源率达４８％，预录取２０１８年硕博连
读博士生６人（１人备选）。毕业硕士研
究生５１人、工程硕士１１人、留学生１
人、博士５人。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和学
者来院做学术报告１４人次；成功举办
２０１７年能动学院研究生学术论坛报告会，
顺利完成了２０１５级硕士研究生集体论文
阶段性汇报会、２０１６级硕士生研究生集
体开题和２０１６级博士研究生学科水平综
合考核工作。推荐并获批２０１７年度省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２篇，占学校省优硕数的
１５％；推荐并获批２０１７年度校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５篇，占校优硕数的８ ５％；推
荐并获批２０１７年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３篇，占校优博数的１２ ５％。申报并获批
省研究生改革课程１门，申报并获批校精
品课程１门。
【师资队伍建设】 引进博士、博士后６
名，其中海外人才３名，引进“金山特聘
教授”（短期项目）１名。晋升高级职称９
人，获得博士学位３人，新增博士生导师
３人、学术型硕士生导师１０人。获批省
“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１个，申报省
“六大人才高峰”培养对象３人，申报校
“青年英才培育计划”培育对象４人，出
国访学４人。

【学生工作】 通过专题报告、干部培训和
团学知识竞赛认真学习传播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热能本科生党支部微党课视频在江苏
大学“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评比中
获一等奖。辅导员发表思政论文６篇，１
人获得职业指导师资格证书，２人被评为
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能
动学院学工团队被授予“江苏大学青年文
明号”荣誉称号。强化基础管理和作风建
设，努力提高早操、课堂、晚自习和宿舍
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关工委老
师和杰出校友的作用，认真做好大学生专
业思想教育、学业规划和创新创业指导工
作。全过程、全方位、精心指导学生考
研，学院考研达线率超过３９％。新增无
锡申康奖学金，每年资助１２万元，连续
资助５年。完善社区管理制度，定期组织
学院卫生大检查，及时通报检查结果，加
强对违纪事件的处理和批评教育，学院宿
舍违纪率显著下降。２０１７级新生心理普
查率为１００％；对一甲和一类学生进行重
点干预，做到干预率为１００％。学生考研
录取率达到３３％。２０１７届本科生和研究
生总就业率均超过９９％。积极开展团学
创新工作。与镇江大学科技园共建“节能
低碳创新创业工坊”，为大学生创新创业
提供新的平台。获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竞
赛特等奖１项，获中日韩国际大学生创新
工程设计竞赛特等奖１项。大学生科研立
项校级１５２项、院级３００余项。参加出国
类外语考试７３人，通过５０人。参加短期
海外游学６０人，其中本科生４９人。获校
“新生杯”篮球赛冠军。

（撰稿人：刘庆核稿人：陶莎）



(Ñ{Ò�{wxÑ

６８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在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材料

学院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在高等教育争创双一流的
新时代背景下，全面开启学院“转型升级、
创新发展”的新征程。学院深入贯彻学校
第三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高水平、有特色、
国际化、研究型大学的任务纲领，坚持
“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以人才培养为根本，
以团队建设为抓手”，进一步解放思想，总
结经验，凝心聚力，谋划未来，加强学院
的内涵建设，促进学院全面发展，切实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初步理顺５
所＋ ２院运行新机制，形成有利于团队建
设的软硬环境，奠定“高水平、有特色”
研究型学院雏形，为未来重点突破、以点
带面、跨越发展奠定基础。主要成效包括：
１ 人才培养方面取得历史性突破，首次获
得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１项（程晓农、
杨娟、袁志钟、邵红红、刘强）；材料成型
和金属材料两个专业顺利通过专业认证现
场考察；复合材料专业认证受理通过并将
在２０１８年下半年现场考察；金属材料工程
江苏省品牌专业中期检查优秀。２ 队伍建
设方面持续保持良好势头，引进高层次人
才１０名，其中６人具有海外经历。李松军
当选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陈德获批国
家外专局科教文卫领域外专聘请项目，李
秀凯入选江苏省特聘教授，乔冠军、刘桂
武、王明松等入选“六大人才高峰创新团
队”。３ 学科建设取得历史最好成绩，科
研经费约３ ０００万创历史新高；ＥＳＩ材料科
学国际排名２９９位，进入前０ ３７％；第四
轮学科评估材料学科首次进入前３０％，较
上轮的４２ ７％有显著提升；冶金学科软科

排名进入全球前２００位。４ 实验室中心化
管理取得新进展，全面实现“设备中心化
管理、网上预约开放运行”，建立了以
“打破大锅饭，引入竞争”为宗旨的新的
实验技术人员绩效考核机制。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成果奖取得
历史性突破】 以国家方针政策和学校教
学工作发展与改革思路为指导，积极组织
并顺利通过两个专业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现场考察（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和金属材
料工程），成功受理１个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申请（复合材料与工程），组织新专业材
料科学与工程的申报，金属材料工程江苏
省品牌专业中期检查优秀。积极组织教改
项目、教学成果奖申报和教材编写，获批
２０１７年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１项。两门
精品课程在中国大学ＭＯＯＣ网上授课，新
获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重点项目１项。两
本教材获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一本获省
重点教材立项建设。新增省教改项目、校
教改重点项目各１项，一般项目２项。通
过规范院、系教研活动，量化教研活动内
涵考核，鼓励教师积极参加教研教改活动
等手段，有计划地培育教学名师，组织学
院公开课活动。同时，结合青年教师助理
教学制，全方位帮助青年教师尽快适应大
学的教学科研工作。遴选５名教师参加江
苏省高等学校微课大赛，经学校评选，袁
志钟、刘光磊、庄栋栋三位教师获得省微
课大赛参赛资格。参加全国无机非金属专
业青年教师讲课大赛，孟献丰老师获二等
奖。梳理各年级本科生的创新学分，督促
２０１４级和２０１５级学生在毕业前获满１学分
的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和１学分的创业课程
学分。２０１７ 届本科学位授予率８９ ６％，
ＣＥＴ ４ 通过率８９ １２％，ＣＥＴ ６ 通过率
３６ ２７％，计算机通过率２５ １３％。注重学
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参加国家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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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比赛中获得多项奖励。在第三届中
国大学生材料热处理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上获特等奖（全国仅２项）和一等奖，江
苏大学获最佳组织奖（全国８所高校获此
殊荣）。第六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学院派出的江苏大学代表队３名队员全部
获奖，取得历史最好成绩，获一等奖１名
（每个参赛学校最多一个一等奖）、二等奖
２名。王志学等５位同学的参赛作品被授
予２０１７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
“最佳创新创意奖”。在组队参加的第二届
全国大学生焊接创新大赛上获二等奖、三
等奖（２项）。第八届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
设计大赛，学院学生获三等奖和优秀奖多
项，学校获“优秀组织奖”。２０１７年获批
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２９项，其中
省级重点项目３项、省一般项目１项、省
指导项目３项和校企合作基金项目３项。
此外，注重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新建实践
教学基地３个。
【进一步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科研经费创历
史新高】 ２０１７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１２项，其中重大研究计划１项（颜
晓红）、联合基金项目１项（刘满平）、面
上项目７项、“青年”项目３项。获批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１项（乔冠军）。发
表ＳＣＩ收录论文１６０篇，其中一、二区７５
篇；高被引论文１篇；ＥＩ收录论文１３篇。
授权发明专利４２件。获产学研合作奖２
项。出版专著１部。完成江苏省科技厅
“高端结构材料重点实验室”绩效评估，
获评良好；高端金属结构材料及装备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通过验收，经过遴选进入下
一期协同创新培育中心；获批镇江市无机
材料与器件科技公共服务平台１个。承办
“２０１７全国先进复合材料科学与应用研讨
会”，展示了学院的最新成就，扩大了学校
的影响力。纵向经费（自然科学）

１ １０１ ３６万元，纵向平台经费５００ 万元，
横向合同经费１ ３８８万元，横向到账经费
９９１万元。
【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工作，学科排
名取得新突破】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
实现重点突破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凝练学科方向，突出优势特色，汇聚人才
队伍，促进学科交叉，优化结构布局，完
善管理机制，提升学科内涵。从材料学科
本身要求出发，紧紧围绕具有国家发展战
略特征的领域及具有国家发展时代特征的
领域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ＥＳＩ材料科学
国际排名保持全球顶尖１％单位，目前列
２９９位（０ ３７％）。软科冶金学科排名进入
全球前２００位。第四轮学科评估材料学科
并列３６名，首次进入前３０％。硕士研究生
招生方面，由于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涵盖本科专业多，各研究所导师分布又不
均，２０１７年又多了非全日制专硕招生，因
而招生工作存在着复杂性和多变性。在工
作中学院充分发挥各所和教师的积极性，
广纳好生源，顺利完成招生任务的同时，
尽最大可能提升生源质量。２０１７年招收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１６９人、非全日制硕士７
人，优质生源比例不断提高，达到２９％，
招收博士生１６人。拟录取２０１８年推荐免
试、自主招收博士研究生１５人。优化博士
生招生结构，全脱产人员比例不断提高。
认真做好研究生的日常管理工作，试卷存
档规范，教学档案齐全。成绩单准时且规
范无误。严格按照新的培养方案要求，进
行２０１６级博士综合考核和硕士生学位论文
集中开题工作。全年开设研究生课程４０
门。研究生学风优良，考风考纪端正。重
新制订材料学科博士、硕士留学生培养方
案，为留学生招生及尽可能与自己学生同
堂授课培养做好基础工作。完成材料、冶
金５个学科学位点自评估工作。获批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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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创新基金８项。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度
研究生精品培育课程１门。申报省研究生
工作站２个，申报校实践基地１０个，申报
校外实践指导教师１８人。２０１７年授予硕
士学位１４４人，授予博士学位８人。获
２０１７年省优秀博士论文１篇、校优秀博士
论文２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６篇。
【加快高层次拔尖人才的引进培养，队伍建
设持续保持良好势头】 以“凝炼学科方
向，汇聚人才队伍”为指导思想，围绕学
科重点和特色研究方向，突出“高端、青
年、国际化”战略主题，牢固树立“第一
资源、人才优先、以用为本、服务发展”
的理念，做好规划，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引进郭丽教授为“金山特聘教授”Ｂ类，
挪威工程院院士、挪威科技大学陈德教授
和英国莱斯特大学杨生福教授为“金山特
聘教授”（短期项目），挪威工业技术研究
院马相研究员为“金山讲座教授”。共引
进高层次人才１０名，其中６人具有海外经
历。２０１７年，李松军当选英国皇家化学学
会会士，陈德获批国家外专局科教文卫领
域外专聘请项目，李秀凯入选江苏省特聘
教授，乔冠军、刘桂武、王明松等入选
“六大人才高峰创新团队”，曹顺生入选
“六大人才高峰”，周海涛、张侃入选江苏
省双创博士。新增教授４人（王明松、唐
华、杨小飞、郭丽）、副教授４人（侯秀
丽、潘建梅、李天庆、申小娟）、副研究员
５人（靳黎娜、庞胜利、华国民、周海涛、
李洪苹）、高级实验师１人（吕鹏）。
【加快推进实验室平台建设，开放共享，科
学高效】 在实验中心内涵建设方面，建立
了以竞争机制为核心的新的绩效考核机制，
修订完善了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规章
制度汇编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新制定了
关于设备购置、维修方面的管理制度，基
本实现了管理制度的全覆盖。在资源建设

方面，２０１７年度优质资源的建设继续有序
进行；相关项目的论证、采购工作按进度
实施，已购置的设备陆续到位，安装、培
训等工作进展顺利。以专业认证为核心的
教学实验室建设力度增大，在进行公共教
学实验平台建设的同时协助成型和金属专
业完成专业实验室建设。全年完成设备调
研论证和购置４００多件。教学实验方面，
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创造条件改善教学
实验条件。全年完成实验教学本部４９ ６６０
人时、京江１９ ５６０人时。开放性实验全年
完成１０ ５４８人时，６０５人次，１５个项目。
公共平台的学生实验严格按照工程专业国
际认证要求的批次数进行，常规实验教学
实现全程管理系统的管理，学期初任务下
达制订计划→期中质量检查→期末工作量
统计均在系统中进行。协助成型、金属专
业的专业认证工作梳理了相应的文档资料
（三年实验报告、成绩、签到记录等），并
按照工程专业国际认证的要求，完成基础
实验室平台的相关软件配置（安全标识、
操作规程上墙，消防设施配置、防护装置
等）。科研实验室管理进一步规范，全年测
试次数超过５ ０００次，测试时间超过８ ０００
小时。固定资产、实验改造和安全工作方
面，全年办理固定资产９００多条，比２０１６
年增加一倍，报废８批设备（家具４６件、
设备８０件）。实验室装修改造超过２０间。
处理８３８千克废弃物（约占学校总量一
半）。申购危化品３１种，１２９件；易制毒
危化品１３种，４８６件。收集处理固体废弃
物空瓶２１８袋（约４ ２００瓶），化学废液５１
桶，碎玻璃８箱，过期药品５箱。新增操
作规程１２０个，设备介绍／实验室介绍展板
６０个，完成相关实验室的钢瓶固定、喷淋
装置、安全标识、安全信息牌、操作规程、
逃生通道示意图上墙工作，增加各种安全
标识牌、喷淋指示牌等１ ３２０个。接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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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实验室３０余次。
【提升学生工作科学化水平，面上做实，亮
点出彩】 ２０１７ 年，学院学生工作坚持
“以人为本，人人是才、人人能成才”理
念，努力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综合能力
和人格魅力，促进学生成长成才。２０１７
年，获评省三好学生２人（李晓芳、滕赛
楠），校长奖学金５人（洪远志、王文智、
商枝坤、王闯、张慧慧），国家奖学金１７
人（商枝坤、王闯、张慧慧、周之期、洪
远志、李毅、张从林、王文智、征圣全、
付彦惠、陈明、杨永刚、张帅、薛嗣康、
程江峰、李晓芳、张瑞龙），校标兵９人
（商枝坤、王闯、张慧慧、周之期、杨露
瑶、洪远志、王文智、征圣全、付彦惠），
校先进党支部２个（成型和加工技术研究
所研究生党支部、复合材料与工程本科生
党支部），校优秀党员３人（征圣全、滕
赛楠、王闯）。全年围绕学生工作重点，以
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为引领，以“‘一学
一做’争先锋、凝心聚力促发展”和“喜
迎十九大，青春勇担当”等为主题，开展
五四艺韵华章暨材子名人堂表彰大会、“喜
迎十九大，紫砂颂中华”、《习近平的七年
知青岁月》研读会、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争做六有大学生” “我的青春故
事报告会”等主题教育活动。公平、公正、
公开地开展各类评奖评优工作，扩大先进
模范的引领示范作用。开展科学道德与学
风建设宣讲教育、优良班风建设系列活动，
举办学业指导教授大讲堂５次，获评早操
评比三等奖。２０１７届本科毕业生毕业率
９６ ９９％、学位授予率８９ ３４％、研究生录
取率３３ ８８％，均有明显进步。深入开展
本科生学业规划、研究生职业规划。充分
发挥学业导师班级负责制，做好学业导师
的聘任及考核工作。２０１７年新聘学业导师
１４人，考核７８人，１１人获评优秀。加强

对素质教育类课程学生上课的考勤与管理，
提高素质教育的灵活性、针对性、覆盖面，
３１９名学生选修了素质教育类课程。主动
深入兄弟学院调研海外推进工作的做法和
经验，利用学院网站、学院微信公众号、
展板等大力营造海外学习的氛围，举办海
外学习经验分享交流会，推荐５４名学生参
加江苏大学耶鲁讲堂与耶鲁学堂学习。全
年１４人参加出国类外语考试，１３人通过，
４５人参加海外学习项目，完成年终指标。
全年审核发放各类奖助学金及临时困难补
贴近８００人次，超１２０余万元；受理校园
地贷款申请１１份，学院年终学生欠费率控
制在１ １１％。第１６批大学生科研立项申报
１４５项，获批９３项，全年结题４８项（其
中第１５批１２项）。２０１７届本、研毕业生
就业率分别为９８ ０９％、９９ ４４％，均超过
全校平均水平，其中初次就业率分别为
８６ ８９％、９１ ６２％，协议就业率分别为
９３ ４５％、９９ ４４％。组织申报毕业生求职
补贴３５人次，开办ＳＹＢ培训班３期，培训
学员达９６余人，开展第三届创业“材子”
论坛。组织２１名学生参加江苏大学第十、
第十一期励志素质拓展训练营，继续推进
学院“一诺千金”成长俱乐部，对积欠学
分的同学进行后期跟踪帮扶。结合学院实
际开展了“不能说的‘秘密’悄悄说”
“阅得·选择”“心理知识伴我成长”和心
理情景剧比赛等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宣传
教育活动。获得江苏大学５·２５趣味竞技
赛优秀奖、特色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三等奖。
２０１７级新生心理普查建档率、一类学生干
预率（９８名本科生、２６名研究生）均达
１００％。积极参加“安全文明建设月”活
动，顺利完成全院研究生宿舍归并调整工
作和大一女生宿舍搬迁工作。成功举办了
第十届“‘材’华横溢社区文化节”，通过
宿舍美化大赛、ＭＩＮＩ运动节、艺术展、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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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游戏等活动展现学生的青春与活力，营
造安全、卫生、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获批本科生文明宿舍５６０间次、百佳宿舍８
间次，研究生文明宿舍２０３间次，获社区
迎新橱窗比赛全校三等奖， “学霸宿舍”
事迹被现代快报等媒体报道。第二课堂精
彩纷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院团委积极
从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从严
治团“四个维度”开展工作，立足“强三
性” “去四化”，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章
程，推行“三纵四横五协同”团建项目化
体系，形成高效、团结的团学组织。联合
承办第７２、７３期团校培训班，进行班团一
体化运行机制改革，开展团聚１３５创新创
优工程，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网聚青年，
扩大团学工作覆盖面。依托团支部和学生
组织开展“展材料科技魅力，做材料创新
之材” “魅力三走，乐享青春” “以文育
人，以行修身”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校园
文化活动，深入推进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
工作，被《中国青年报》和中青网等多家
媒体广泛报道。全年进入团省委“青年演
说家”决赛１人（安彤舸），获校辩论赛
冠军、校街舞比赛亚军、江大杯男篮赛冠
军、江苏大学体育工作道德风尚奖；４人
参加西部基层服务项目（潘亦琛、朱伊丽、
郝艳琴、高源），获全国大学生与大学生
“村官”保险扶贫志愿服务活动团队银奖，
２人获优秀指导教师（赵钧、金冉）；获江
苏省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获团中央“镜头中的三下乡”优秀报道
奖、优秀视频奖、直播优秀团队奖，获校
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获校十佳团队１
支（江苏大学太阳花公益团队）、十佳使
者１人（唐坤）、优秀团队１０支、先进个
人９０人、优秀调研报告１篇。
【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留学生实现新突
破】 ２０１７年，学院成立了国际化建设领

导小组，着力加快学院国际化导向的改革，
进一步明确学院国际化发展目标。学院合
作承办了“第六届中挪轻合金及新能源国
际研讨会”（ＣＮＳ ２０１７），与英国克兰菲尔
德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加强对教师和学生
的国际化指导，２０１７年５名教师赴国外高
校高访。根据学校统一部署，积极推动国
家公派研究生项目、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
项目、校际交流项目及大学生暑期海外研
修项目。２０１７年，学院共有４５名学生赴
国外高校学习或社会实践。拓宽国际化渠
道，大力加强双语课程建设，整体提升学
院的人才培养质量。２０１７年，学院海外引
进“金山特聘教授”３人、 “金山讲座教
授”１人，全职引进外籍专家１人，学院
接待美国、英国、德国等国来访高校１１
所，举办高水平外国专家讲座报告１２次，
招收外国留学博士生１人、硕士生１人、
本科生１人，全面制定了海外留学生培养
方案与海外博士后研究人员管理方案。
【加强党群建设，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
保障】 高度重视思想建设。制订学院党委
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严格执行教职工政
治理论学习制度，认真组织学生参加“形
势与政策课”，落实“三会一课”制度，
紧紧围绕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高水
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学”战略
目标，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师
生员工学习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２０１７年院党委获江苏
大学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
学院党委制定《材料学院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方案》和
《材料学院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工作安排》，明确细化学习进度
和学习内容；各支部制定支部学习教育实
施方案，党员制订个人学习计划，做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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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教育层层落实；结合教师、研究生、本
科生实际开展专题集中讨论；开设“两学
一做”专题网站，及时发布更新各支部学
习情况，形成浓厚学习氛围。进一步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明节前后
积极开展“学习先烈奉献精神，弘扬清明
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在
研究生中开展“术有道，诚胜金，真为
人”签名活动、 “绷紧学术道德的红线，
捍卫科学研究的生命”主题展等活动，加
强师生学术道德教育宣传，加强研究生科
学道德和学风建设。不断加强组织建设。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基
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 《江苏大学基
层党组织选举工作暂行规定》，结合学院实
际，完成学院党委、教工、研究生和本科
生党支部委员会换届工作。注重党务工作
者队伍建设，选送本科生、研究生党支部
书记参加十九大精神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以会代培，对所有新任党支部书记进行培
训，不断提升基层党务工作者能力。深入
贯彻执行《关于加强党支部建设的意见》
（材党委〔２０１５〕１０号）文件精神，严格
执行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制度，每双周召
开党支部书记工作例会。认真贯彻落实
《江苏大学关于实施先进党支部建设工程的
意见》（江大委发〔２０１６〕３１号）文件精
神，开展党支部星级评定工作，评出３个
四星级党支部、１７个三星级党支部，选送
１个党支部参评校五星党支部。积极开展
党员积分管理工作。认真做好党员发展工
作。按照党员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工作规定，
制订发展党员年度计划，执行“三投票三
公示一答辩”等工作程序，确保发展党员
质量。注意改善党员结构，注重在低年级
本科生、研究生和优秀青年教师、学术骨

干中发展党员。２０１７年共发展党员４０名，
其中教师１名、研究生５名、本科生３４
名；转正预备党员３７名，其中本科生２８
名、研究生９名。坚持把发展党员工作的
着力点放在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培养教育上，
早教育、早发现、早培养。２０１７年召开２
场新生入党启蒙教育，培训５００余人次。
选送２批发展对象参加校发展对象培训班，
培训学员４９人。积极开展党内活动。积极
组织全员党员师生开展党建研究、最佳党
日活动、“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等活
动，２０１７年党建论文获鼓励奖３项，最佳
党日活动获三等奖、鼓励奖各１项，“两学
一做”支部风采展示获二等奖、三等奖、
鼓励奖各１项。认真做好党内评奖评优工
作，注意树立党员先进典型，２０１７年获得
“江苏大学优秀党员”２人次（陈刚、徐桂
芳）、“江苏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１人次
（曲云进）、“江苏大学优秀学生共产党员”
３人次（征圣全、腾赛楠、王闯）、校先进
基层党组织３个（无机材料及器件研究所
教工党支部、成型和加工技术研究所研究
生党支部、复合材料与工程本科生党支
部）。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做好毕业生
党员、新生党员教育管理工作，２０１７年毕
业党员１０６名，组织好毕业生党员重温入
党誓词、文明离校教育活动和组织关系结
转工作，并跟踪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接转
情况。转入新生党员３６名，全面审查新生
党员档案，做好新生的组织关系接转工作，
及时将新生党员编入相应党支部，将新生
预备党员及时通知到相关支部，及时建立
培养联系人跟进培养；组织２５名毕业生预
备党员参加毕业班预备党员培训班，组织
６名新生预备党员参加新生预备党员培训
班；加强流动党员管理，跟进流动党员动
态，及时转出流动党员６名；做好党费的
收缴管理、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维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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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材料的文书、归档工作，２０１７年收缴党
费９３ １０６ ８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学院党委全面落实《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
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纪
委监督责任的实施办法》等文件精神，紧
紧围绕学院教学科研工作中心，扎实开展
党风廉政建设。制定“材料学院年度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进一步明确细化
党委和党委班子成员的领导责任，确保党
风廉政建设的责任落实到人，职责清晰。
利用“三会一课”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和“书记课堂”阵地，加强党纪党规学习
教育。２０１７年６月联系副校长程晓农向全
院教工党员做“旗帜鲜明讲政治”专题党
课；７月学院党委书记杨娟向全体教工支
部书记做“旗帜鲜明讲政治”专题党课；
１２月学院党委副书记曲云进向全院党员做
“打铁必须自身硬，不忘初心好扬帆”专
题党课。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在研究生中
开展“术有道，诚胜金，真为人”签名活
动，加强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通
过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学
习、科学道德教育讲座、“绷紧学术道德的
红线，捍卫科学研究的生命”主题展等活
动加强师生学术道德教育宣传。深入推进
学院机关作风建设，按照“热情、勤奋、
高效、廉洁”的总体要求，突出办公室人
员的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能，提升服务
质量，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院党委深入
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成果并获江苏大学
２０１７年中层干部优秀调研成果鼓励奖。积
极推进宣传、工会工作。积极向校外媒体
和学校官方微博微信投稿。向省级以上媒
体发稿１０篇、地市级媒体发稿７篇，其中
深度报道５篇，向学校官方微信微博发稿
１１篇。获评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度“新闻宣
传工作先进单位”。积极开展“三育人”
评选工作，获得管理育人（赵钧）、教书

育人先进个人（袁志钟）各１人次。高度
重视工会委员会组织建设，根据《工会
法》《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总工
发〔２０１６〕２７号）和《江苏大学教职工代
表大会实施办法》 （江大委发〔２０１７〕１７
号）等文件规定，完成学院分工会委员会
和教代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全方位关心教
职工，尽最大努力解决他们在工作、生活
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分工会认真组织教职
工参加学校春季长跑、篮球赛、乒乓球赛、
运动会、太极比赛等活动，达到进一步丰
富生活、增强体质、增进交流、加深情感
的目的。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学院取得
２０１７年度第十六届江苏大学田径运动会教
工团体第３名、教工篮球赛第４名的好成
绩，荣获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先进基层工会组
织，２人荣获“三育人”先进个人。学院
举办南山走绿道等活动，既提供了相互间
交流的平台，也锻炼了身体。

（撰稿人：赵南核稿人：杨娟）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江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办学历史

悠久，１９６０年开始设置专业并招生。目前
共有学生２ ２００余人，其中博士生和硕士
生５００余人，本科生１ ７００余人。学院秉承
“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和“厚德求真共
创一流”的电气精神，经过６０年的发展，
现已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和特色鲜明的多
个学科，正全力向高水平研究型学院扎实
迈进。学院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拥有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农业工
程３个一级博士点学科和博士后流动站。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为国家重点学科，控
制科学与工程为江苏省重点学科，电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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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新能源汽车）为江苏省优势学科。此
外，还拥有信号与通信工程、生物医学工
程２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学院拥
有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现有教职工１５２
人，专任教师１２１人，其中博士生导师２２
人、教授３５人、副教授６５人。拥有教育
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入选者、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优秀青年基
金获得者等国家级人才；拥有江苏省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江苏省特聘教授、江
苏省“３３３工程”领军人才、江苏省“青
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江苏省“六
大人才高峰”培养对象等３０人；聘任十余
位国内外院士、知名专家担任学院的名誉
教授、兼职教授。学院具有较高的教学水
平和较为完备的科研平台。在教学方面，
荣获国家教学成果奖１项、江苏省教学成
果奖６项，获评江苏省教学名师２人。在
科研平台方面，学院拥有“电动车辆驱动
与智能控制” “新能源车辆驱动电机与控
制”和“设施农业测控技术与装备”３个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江苏省“电工电子”
教学示范中心；建成了“江苏大学—大全
集团电气工程”省级实践教育中心。学院
构建了较为完备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
设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农业
电气化、电子信息工程、生物医学工程５
个本科专业，其中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为
国家级特色专业，通过国际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入选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专业，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为省
级品牌特色专业，农业电气化为省重点专
业。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精品课
程和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国家级规划
教材７部。学生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等

国内外各类竞赛中获奖１００余次。学院科
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成效显著。近５
年来，学院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８６３”计划、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
江苏省重点工业攻关、江苏省科技成果转
化等项目１５０余项。ＳＣＩ收录论文４００余
篇，ＥＩ收录论文５００余篇，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３００余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３
项，省部级科技一等奖８项，其他省部级
科技奖２０余项。学院将继续秉承“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强化学科水平和特色”为核
心的发展理念，为建成高水平研究型学院
而不懈努力。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 领导班子建
设。２０１７年度学院党委以“两学一做”常
态化制度化教育活动为契机，全面学习、
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和新党章，进一步
完善了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坚持党
政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究并决定学院重
大事项。领导班子成员坚持“双重”组织
生活制度，严格执行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央八项规定和江苏
省委十项规定。开展“双抓双促”大走访
大落实活动，坚持走访全覆盖，认真倾听
一线师生员工的声音，建立与班子成员、
系（室）负责人、民主党派定期谈话制
度，认真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切实
可行的整改措施。２ 党组织建设。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经过全体党员酝酿推荐、党政联席
会议讨论、征求全体党员意见、上报校党
委审批４个阶段，顺利完成了新一届院党
委委员的换届选举工作。创新党支部设置
形式，实现党的基层组织全覆盖。广泛听
取群众意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选举办
法，完成了党支部的换届选举工作，以选
优配强的原则，大胆选拔青年骨干教师担
任支部书记或委员。认真组织学习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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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法，加强“三会一课”的落实。２０１７
年有３个教工和学生党支部被评为江苏大
学“先进基层党组织”，电气工程系教工
党支部荣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度“五星”先
进党支部评选一等奖，并被推荐到镇江市
参加“五星”级党支部的评比（唯一），
顺利通过了镇江市委组织部的实地走访考
察，荣获镇江市“五星级”党支部称号。
党支部创新活动模式，在“两学一做”支
部风采大赛和最佳党日活动评比中荣获多
项奖励。认真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切实提
高新发展党员质量，２０１７年共发展新党员
４２名。加强和改进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提
高党员政治思想素质，充分发挥每个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２０１７年有５名教工和学
生党员荣获江苏大学“优秀党员”称号。
３ 思想政治建设。党支部在所在系室开展
了“学十九大精神，做新时代先锋”的各
项主题活动，组织开展了“党的十九大精
神”专题讨论会，积极参与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党员“微感言”征集活动，组织开
展各项“亮出党员身份，志愿为民服务”
主题党日活动，教工党支部与学生党支部
联合参加了“万个党支部结对万户特困家
庭”奔小康活动，把党的温暖送进困难群
众家中。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配合
教务处完善学生测评、自评和互评的评教
环节，利用“三育人先进个人” “师德标
兵”等活动来激励教师争先创优。通过召
开座谈会、领导下基层调研、征集两代会
提案等形式，多渠道、多途径倾听教师的
意见和建议。学院在项目评审、经费支持
和后备干部培养方面对青年教师给予倾斜，
给青年教师较大的发展空间。学院按梯队
培养一批学科带头人，实施拔尖人才倍增
工程，使得学院多学科、多专业在教学和
科研等方面基本满足发展需求。２０１７年，
学院有２名教师被评为校“三育人”先进

个人，１名教师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
“十佳教师”。组织学生参加形势政策课和
心理成长教育讲座，在学生中积极开展
“创新、奋进、报国”等主题教育活动，
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帮助学生树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了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４ 党风廉政建设。
院党委自觉肩负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
党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深
入实施党风廉政建设项目化管理，结合工
作实际，落实电气学院２０１７年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清单，并将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融
入日常管理工作之中。２０１７年院党委召开
党风廉政建设推进会和落实会议２次。院
领导班子成员自觉履行“一岗双责”，认
真分析分管工作中的权力运行关节点和廉
政风险点，将各自工作范围内的规章制度
进行了全面梳理。组织本单位党员、干部
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和法规，积极营造
可观可感可看的廉洁文化氛围，开展科研
学术道德、科研经费规范使用教育活动、
开展新教师学术道德规范教育活动等，使
学习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５ 安全稳定工作。学院师生生命
安全和实验大楼防火防盗和用电安全稳定
是学院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关系到
学院师生员工的切身利益。为此，学工条
线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学生社区安全教育，
强化检查，消除隐患。学院办公会议多次
强调，对研究生工作用房实行指导教师第
一责任人制度，先后制定实验室安全管理
应急预案，每个实验室设置安全联络员，
完善实验室安全责任制，明确实验室安全
责任人，积极深入实验室宣传和核查用电
用火安全，建立安全隐患检查台账。２０１７
年学院分工会在学校组织的各项比赛和活
动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并获得“群众体
育工作先进集体” “先进基层工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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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教工小家”等荣誉，在促进全院形
成团结进取、勇创一流的精神局面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２０１７年学院关工委健全了
各项工作制度，逐步达到常态化，并通过
完善相关制度的建设和执行，使关工委工
作再上新水平。２０１７年，学院关工委荣获
江苏大学“常态化建设巩固提高奖”，１名
同志荣获“江苏省高校关工委工作先进个
人”称号。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１ 积极探索具
有时代特征和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认真剖析在新科技革命、新产业进阶和新
经济转型背景下，高等工程教育面临的新
机遇、新任务和新挑战，以新工科建设理
念，制订了江苏大学金山英才班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专业、自动化专业的培养方案，
进一步完善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新
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模式。２ 积极加强教材
建设与课程建设。在教材建设方面，出版
新版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１部，出版
江苏省重点教材３部，江苏省重点教材建
设项目立项３部；在课程建设方面，在建
江苏大学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项目２项，立
项１项。３ 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获批
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建
设项目立项４项，其中１项为重点课题，３
项为一般课题；发表教研教改论文５篇；
在全校率先开展“雨课堂”混合式教学、
“翻转课堂”教学等。４ 着力提升教师教
学能力。通过精心组织校教学竞赛、校公
开课、校教学沙龙、校微课教学比赛、学
院系（室）教研活动等，提升教师在高等
教育发展新形势、新趋势下的教学能力。１
名教师再次荣获江苏大学“最受学生欢迎
的十佳教师”；在江苏大学第三届双语及全
英语教学竞赛中获二等奖１项，在全国高
等学校青年教师电工学课程教学竞赛中获
二等奖１项，选拔参加２０１７年全省高等学

校微课教学比赛１人，２个系（室）荣获
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度教研活动优秀系（室）。
５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教学成果培育成效
显著。制定了《江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
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实施细则》，通过将创
新创业学分纳入学生毕业必需取得的学分，
有效促进了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在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中取得了优异成
绩。在教学成果培育方面，主持获得江苏
省教学成果二等奖１项，参加获得江苏省
教学成果一等奖１项（排名第４），主持获
得江苏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１项、二等奖
１项。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１ 根据学院党代会提
出的建设“研究型学院”的目标，引导和
动员广大教师转变思想观念，积极申报各
类项目。在召开自然基金动员会的基础上
邀请学院有经验的教师对部分申报自然基
金的老师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指导。２ ２０１７
年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批数量继续保
持高位，共获得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其中３项为面上项目；获得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项目１项，成功获批装备发展军
工预研项目１项，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子课题、子任务３项。此外，还获批
江苏省自然基金项目３项，省高校自然科
学基金２项，国家博士后基金４项，镇江
市科技支撑（社发）项目２项。科研经费
合同总金额突破１ ６５０万元，创历史新高。
３ 在科研成果方面，２０１７年获得军口科技
进步一等奖１项（合作），省部级行业科
技一等奖２项，省部级三等奖２项（其中
１项合作）；发表高水平ＳＣＩ论文１００余
篇，收录９６篇（其中一区１１篇，二区１５
篇），高被引论文５篇；出版论文专著４
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１７５项，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８４件；申请ＰＣＴ国际专利７件，
转化专利数８件。４ 校级专职科研机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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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展。高效能电机系统与智能控制研究
院现有专职科研人员８人，２０１７年发表
ＳＣＩ一区论文８篇；获批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军委装
备发展部预研项目等科研项目，总经费
５００余万元；与清华大学、航天一院合作，
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入选江苏省
六大人才高峰培养对象２人，入选江苏大
学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１人。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 学科建设方
面。积极响应学校“双一流”建设的号
召，调整学科布局和方向，将农业装备电
驱动与智能控制作为学院优先和重点发展
的方向，为农业装备发展部的稳步推进做
出应有贡献。进一步凝练电气工程学科方
向，重点突出服务国家和本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并符合行业需要的学科特色，精
心组织和谋划，积极做好“电气工程”一
级博士点申报的各项工作，目前，“电气工
程”一级博士点申报材料已顺利通过江苏
省学位办的专家评审，参加全国评审。此
外，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和实施“电气工
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等两个学科的自
评估工作。在学科队伍建设方面，针对学
院多学科相融的客观现实和特点，注重内
涵建设，围绕“新能源汽车”“农业工程”
两个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继续做好优势
学科的各项建设工作。在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服从大局，主动支持农业工程学科的
发展。最终农业工程获评Ａ －，控制科学
与工程获评Ｂ，电气工程获评Ｃ ＋。２ 在
研究生培养和日常管理方面，继续加强研
究生安全管理。制定实验室安全管理应急
预案，每个实验室设置安全联络员，完善
实验室安全责任制，明确实验室安全责任
人，统计梳理各实验室人员明细名单，积
极深入实验室宣传和核查用电用火安全，
每个研究生实验室建立安全隐患检查台账。

进一步完善４１４研究生工作室管理，全年
为１００余位学生办理进出手续，及时维护
实验室和学院门禁系统。出台《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研究生外出管理规定细则》 《电
气学院楼实验室管理规定》等文件，制定
统一的请假办理流程和请假条，完善研究
生实验室管理制度，杜绝安全隐患。３ 学
院积极打造研究生良好科研风貌，第七届
中外学术论坛提交英文论文１４２篇，位列
全校第一。做口头报告５人，１人获最佳
口头报告奖；展示墙报１６人，５人获最佳
墙报奖；３人获优秀论文奖；学院也再次
荣获中外学术论坛优秀组织奖，也是学院
连续四年获此殊荣。在２０１６级研究生职业
生涯规划大赛中，学院选手获一等奖。
２０１７年，学院继续选派６支研究生队伍参
加第十二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分
别获得国家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３项，华
东赛区二等奖１项，继续保持所有参赛队
伍全部获奖的优异成绩。２０１７年，学院获
评省优秀硕士论文１篇，校优秀硕士论文
６篇，校优秀博士论文２篇；江苏省学位
论文抽查合格率为１００％。此外，学院获
批研究生省创新工程项目８项。研究生招
生依然保持良好态势，全日制硕士招生数
达到１７０人，非全日制硕士招生数２８人，
博士招生数１２人，新增进站博士后２人。
新增硕士生导师８名，博士生导师１名。
学院积极组织研究生开展研究生科学道德
风采和学风建设活动，组织收看全国科学
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直播活动，
开展科学道德讲座３场和举办十余场学术
沙龙，塑造研究生良好学术风貌。
【师资队伍建设】 １ 加强顶层设计，落实
人才规划，统筹推进人才引进工作。学院
充分依托学科优势，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
造就力度，把人才引进放在提高学院师资
队伍质量、优化学院结构、促进学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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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位置。学院全年联系应聘博士３５人
（具有海外留学经历１人），面试１０人，并
已成功引进３ 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２０１７年成功引进“长江学者”讲座教授１
人。２ 创造有利条件，搭建高端平台，为
青年教师成长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学
院教师职称学历全面提高。目前学院现有
专任教师１２１人，其中教授２７人、副教授
６０人，高级职称已占到专任教师７１ ９％，
有博士及以上学历７９人，占教师人数的
６５ ３％。全年晋升教授３人、副教授６人。
３ 积极培育，强化引导。学院精心组织，
引导优秀青年教师积极申报各类高端人才
项目。全年申报高端人才项目４项；获批
江苏高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１个，省特聘
教授１人，省六大人才高峰２人。４ 立足
持续发展，培养青年骨干。进一步加大对
优秀青年教师的培养、使用和帮扶力度。
把优秀的青年教师送到国内外知名高校进
修深造，全年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去海外深
造留学４人。５ 贯彻落实学校“第三届海
外高层次论坛”的承办精神，科学谋划，
广泛联系，邀请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密歇根大学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卡迪夫
大学共４名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校参加高层
次海外论坛，并与其进行了深度的学术
交流。
【国际交流与合作】 １ 国际化工作继续稳
步推进，成效显著。２０１７年中日韩创新设
计比赛工程教学（ＳＰＩＥＤ）活动在学校成
功举办，学院教师作为中方主席，圆满完
成各项活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４—１７日，中
日韩创新工程设计竞赛和创新应用研究教
育国际会议在日本宇部开拓大学举行，学
院学生再获佳绩，参赛作品分别获得大赛
金奖、银奖及会议ＩＣＩＡＲＥ优秀论文奖。
此外，受韩国忠北国立大学工学部委托，
韩国忠北国立大学１３名学生来学院进行为

期１周的工程创新设计训练，学院教师将
作为该实践项目的指导教授。学院还组织
２名学生参加法国２４小时创新比赛，参赛
学生表现突出，获得了相关企业奖学金和
工作邀请。２ 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２０１７
年成功组织了６个团、１０人次到境外参加
学术会议，２位教师到境外高校进修；组
织了本科生、研究生共３１人次到境外交
流。此外，作为主要成员之一，学院的教
师还访问了法国ＥＳＴＩＡ工程师学院、中国
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英国德比大学和克
兰菲尔德大学，访问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拓展了学院与英、法高校相关院系的良好
合作关系。此外，还顺利聘请“长江学
者”讲座教授、英国拉夫堡大学陈文华教
授成为学校的短期聘任教授。此外，还先
后邀请了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Ｚ Ｑ ＺＨＵ教
授等数名国内外知名专家来学院进行学术
交流。２０１７年，获得国际合作项目１项，
新增入学留学硕士研究生２人。３ 在本科
和研究生教育方面，学院先后与日本的山
口大学和美国的普渡大学相关学科和专业
进行了沟通和互访，并就电气工程等相关
专业的“２ ＋ ２”培养模式达成了初步意
向，具体培养措施，双方正常稳步磋商中。
学院还克服实验室用房紧张的困难，新筹
建了海外留学生工作室，为海外留学生的
培养方案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生工作】 １ 学生社区管理稳步推进。
本年度辅导员进宿舍次数达６１０余人次，
每月人均６次以上。全年共进行安全检查
７０余次，安全卫生普查６次，覆盖全院本
科生、研究生５００余间宿舍，处理违章使
用电器６０人次。在学校开展的各类社区橱
窗评比中获得二等奖２次。在全年的文明
宿舍评比中，学院累计获批“文明宿舍”
８６１间、“百佳宿舍”８间，占总宿舍的
８２ ８％。完成６４５名新生宿舍分配和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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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９８人宿舍调整工作，对毕业研究生宿舍
进行了归并。２ 扎实做好“奖、助、贷、
补、减”系列资助工作。学院成功将５１７
名贫困生信息录入省资助系统，开学初新
生临时困难补助惠及９人；全年共完成生
源地贷款２９８人，校生源地贷款申请１８
人；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报批７８人，国家
助学金审批报批３３５人，校内助学金申请
报批８０人；完成５９名学生建档立卡事项；
全年学院共有３名学生成功加入“伯藜学
子”，１６名贫困生获得相应的社会类资助；
８名家境贫寒但品学兼优的女学生干部荣
获院内“红枫叶奖学金”；为特困生发放
保暖内衣６０份。３ 学风建设狠抓不懈。
学院除大一新生外，四级通过率８７ ７％，
六级通过率５０ ３％，计算机二级通过率
５３ ２％。举行研究生录取表彰和报考动员
大会２场；２０１３级本科继续攻读研究生９５
人，考研录取率达３９ １％；２０１４级本科生
共计２０８人报考研究生，报考率达５４ ８％。
全年报考出国类外语考试的学生１４人，通
过１３人；报名赴海外文化交流、参加国际
会议和毕业生出国留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达４１人，其中本科生２４人，研究生１７
人。在第七届中外学术论坛中，学院学子
共提交英文论文１４２篇，位列全校第一；
做口头报告５人次，获最佳口头报告奖１
人、最佳墙报奖５人，获优秀论文奖３人，
学院连续四年荣获优秀组织奖。４ 就业创
业招生持续攀升。全年开展就业指导专题
讲座５场；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就业率首
次全部实现了百分百，走在全校前列，其
中本科初次就业率８２ ２９％，研究生初次
就业率９６ ９１％，本科研究生全部为协议
就业，就业质量得到大幅提高，大学生创
业就业层次持续提升。组织６００余名学生
参与省就业创业知识竞赛活动；报送校友
创新创业典型案例３项；承办ＳＹＢ培训

班，服务学生近３００人。２０１７年学院在无
锡和江阴地区招收新生１７０余人，较２０１６
年录取人数有了大幅度提升，位居全校前
三名，被评为校招生宣传工作先进单位；２
名教师获江苏大学招生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５ 科技创新竞赛成果丰硕。全
国电子设计竞赛荣获一等奖１项、二等奖
１项，江苏省一等奖４项、二等奖４项。第
三届“东方红杯”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
备创新大赛，获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３项。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第十四届高等数学竞
赛中荣获本科生一级组二等奖１项、三等
奖２项，三级组二等奖１项。“恩智浦”杯
智能汽车竞赛中获全国二等奖１项，华东
赛区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３项。 “ＡＢ杯”
全国大学生自动化系统应用大赛中获特等
奖１项。全国大学生无人机与机器人创新
创业方案赛获三等奖１项。江苏省普通高
校第十三届大学生物理与实验科技作品创
新竞赛中荣获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４项、
三等奖３项。获中日韩ＣＥＤＣ竞赛金奖１
项，首届“中国青年作家杯”征文大赛荣
获诗歌组三等奖１项。全国大学生英语竞
赛中荣获Ｃ类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
第三届“ＬＳＣＡＴ杯”江苏省笔译大赛中荣
获二等奖（英译汉本科组）１项。６ 团学
组织宣传工作影响剧增。２０１７年学院新建
社会实践基地２个，组建社会实践队伍１２６
支，获评江苏大学社会实践优秀单位，获
评校“十佳使者”称号１人，获评校大学
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指导教师
称号３人，获评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优秀团队１０支，获评校“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先进个人９６人。２０１７年学院新
媒体微信平台取得较大成果，在江苏大学
团委各学院微信影响力评比中名列前茅，
有多篇文章阅读量位居前列。校外宣传方
面硕果累累，江帆网报道１３８篇，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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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教育部网站、中新网、光明
网等国家级报道２６篇，省级报道２０篇，
市级报道１９篇。７ 学工成绩再创佳绩。
获评校先进学生党支部２个，优秀学生共
产党员３人；获评校优秀研究生１４人，校
优秀研究生干部２人，校先进个人１２８人。
荣获校长奖学金者３人，荣获国家奖学金
者１５人。获评校三好标兵５人，校优秀研
究生标兵３人；江苏省三好学生３人，江
苏大学十佳魅力团支书１人。国家和省级
“活力团支部”及省级先进班集体１支。
江苏大学十佳青年学生提名１人，“百优青
年”７人。学工管理理论与实践并行，１名
辅导员荣获全国高校学生工作优秀学术成
果一等奖１项，主持获批江苏省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１项，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及江大精神专项研究课题１项；１
名辅导员获江苏大学辅导员工作案例三等
奖２项。２名辅导员参加了国家教育行政
学院第三期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班。２名
辅导员通过职业指导师技能鉴定考试，２
名辅导员获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宣传工作】 １ 意识形态管理及理论武装
工作。坚持学院中心组学习制度，有计划，
有记录，有考勤，有个人学习笔记，有主
题发言文字稿。每月组织学习１次。认真
完成２０１７年学院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计
划。安排好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
习的“理论学堂”，年度有计划，有记录，
有考勤。原则上单周安排业务学习，双周
安排政治理论学习。组织了１次“书记课
堂”、１次“五棵松讲坛”。２ 思想教育活
动。进一步推进师德建设工程，深入开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主题教
育，制订好活动方案，做好活动记录和宣
传报道。做好教职工尤其是青年教职工的
思想动态调研分析工作，准确把握教职工
的思想脉博。深入推进普法教育，强化相

关文件学习，推进学院民主化、法治化建
设。认真组织学生参加“形势与政策”课
学习，强化教学组织与管理。３ 宣传工
作。全力配合“聚焦一线” “学院发展背
后的故事”等新闻行动，积极提供本单位
的报道线索和素材。报道本单位教学、科
研、学生工作动态，积极向网络、电视、
校报、广播等校内媒体投稿。根据学校二
级中文网站管理及考核相关文件，积极维
护更新中文网站内容，接受学校相关考核。
２０１７年学院新媒体微信平台累计发表文章
１００余篇，累计阅读量超过１０万余次。校
外宣传硕果累累，获得《人民日报》、教
育部网站、中新网、光明网等国家级报道
２６篇，省级报道２０篇，市级报道１９篇。

（撰稿人：王伟核稿人：刘国海）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学院概况】 ２００６年３月，学校为进一步
加强优势学科建设，由原生物与环境工程
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生物技术系和生
物工程研究所组建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学科历经三十余载的发展、壮大，在
２０１２年教育部组织的全国学科评估中，江
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整体水平位居
全国第８ （在参评学科中位次百分位
１５ ７％），其中“科学研究水平”位居全
国第４；２０１４年获批江苏省优势学科Ａ类
资助计划，学科梯队两次被评为江苏省优
秀学科梯队；２０１５年全国博士后流动站综
合评估获得优秀等级；２０１６年本学科支撑
的农业科学学科进入ＥＳＩ排名全球前１％；
２０１８年获批江苏省优势学科Ｂ类资助计
划。截至２０１７年年底，食品学院已经成长
为一个包括３个教学系部（食品科学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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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系、食品质量与安全系、生物技术系）、
１个副处级专职科学研究机构（农产品加
工研究院）、５个院辖专职科研研究所和６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特色突出、实力雄厚
的科研教学型学院。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 党建工作保
障有力。党建工作是学院各项事业发展的
有力保障。通过党建等工作，在保证党员
队伍先进性的基础上，使教职员工保持了
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形成了团结合作的
良好气氛，焕发了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２ 加强二级党校建设，做好党员发展工
作。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较高的入党
积极分子队伍是做好党员发展工作的基
础。２０１７年食品学院举办了入党积极分
子培训班和新生入党启蒙教育活动，参加
人员２１４人，最终考试合格５１人。党委
一贯重视发展党员工作，严格按照党员标
准，把好质量关。２０１７年共发展党员１７
人，预备党员转正２０人，接收新生党员
２９人，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回收率
为１００％。上报《关于党员发展自查工作
的报告》１份。３ 开展党日活动，增强组
织凝聚力。为促进党员工作的愉快高效开
展，举行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党日活动。
本科生第二党支部最佳党日活动被学校推
荐参选省最佳党日活动，２０１７年再次获
校最佳党日活动鼓励奖。４ 强化思政工
作，建立和谐学院。认真学习学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精神，完成思政工作督查专题
汇报，凝练了“食品学院思政工作的特色
亮点”。以“发挥党委对学院发展的保障
作用”为题申请获批了书记项目，针对目
前青年教师在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任务繁
重、压力过大、影响身心健康的问题，以
“工作有目标快乐做老师”为题，与学院
４０岁以下教师进行了集体谈心，完成了
书记项目工作报告１份。

【本科生教育】 １ 专业建设工作。（１）审
核评估工作。完成了“审核评估学院持续
改进”相关材料汇总，学院科研成果反哺
（引入）本科教学案例汇编；形成了学院
实践教学环节成绩评定规定（试行）、学
院教学文档归档管理办法（试行）等。
（２）食品专业认证工作。按照上轮食品专
业工程认证反馈回来的意见，持续推进改
进工作，主要包含学院实践教学环节成绩
评定、过程考核成绩汇总与达成度评价计
算、食品专业２０１６版培养计划的专业课程
调整等。２ 课程与教材建设。（１）在线开
放课程建设。刘伟民老师主讲的“食品工
程原理”课程获得校精品在线课程重点项
目立项。刘伟民、崔恒林两位老师分别主
讲的“食品工程原理” “微生物学”校精
品在线课程验收合格；姜松老师主讲的
“创造学基础”课程通过中期检查。
（２）重点教材建设。马海乐等老师编著的
《食品色彩化学》获得２０１７年江苏大学重
点教材立项建设项目，同时获得省重点教
材建设立项。 （３）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
设。学院目前拥有两门“国家级精品课
程”，即“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现代食
品检测技术”，是拥有国家级精品课程最多
的学院。３ 教学名师和教学成果奖申报工
作。马海乐教授被推荐申报江苏省２０１７年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高等学校）
候选人。马海乐、黄星奕、赵杰文、邹小
波、姜松等老师完成的教学成果“‘重交
叉、宽视野、强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获得江苏省教学
成果二等奖、江苏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
【研究生教育】 １ 研究生招生工作。２０１７
年招收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５２人，全
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５１人。招收博士
研究生１９人。２０１７年博士后入站５人。
２ 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学院研究生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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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挑战杯”一等奖１项， “东方红杯”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
Ａ类作品研究生组二等奖１项。获批省立
省助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３项，
获专业硕士获科研创新计划项目２ 项。
３ 研究生毕业及学位授予工作。２０１７年
７１人获授硕士学位，１７人获授博士学位。
２０１７年获省优硕１篇，校优博４篇、优硕
１篇。积极参与新一批研究生企业工作站
的申报工作，获批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
站２个；获批产业教授２名。４ 留学研究
生培养工作迈上新台阶。２０１７年新招收１７
名留学博士研究生，８名留学硕士研究生，
本科６人，非学历生１人。毕业留学博士
生２人，留学硕士生２人。６名留学博士
后到校进站，另外３名留学博士后取得进
站批文，正在办理签证手续；在站外籍博
后取得基金５项。留学生人数激增，给学
院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新挑战。招生工作
坚持质量为先，兼顾数量。随着中外研究
生趋同化管理的需要，外国留学研究生培
养方案不断进行相应的修订、完善。
【科研与学术交流】２０１７年度学院省部级
奖项获得可喜成绩：马海乐教授主持的项
目“农产品多模式超声辅助精深加工关键
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获得中华农业科技
奖一等奖，并被推荐申报国家奖。１ 科研
工作国字头重点项目取得突破。紧紧围绕
学校科技工作的重点，主抓国字头重点项
目。邹小波院长亲自主抓的以江苏大学为
牵头单位的项目成功获批，实现了全校
“国字头”重点项目的突破。此外，学院
领导充分重视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的申报，
促进本学院科研工作的大力发展。学院全
年获批国家自然基金１９项，其中青年项目
８项、省自然基金青年项目３项。本院教
师获批国家博士后面上科研项目４项、省
科研项目３项。２ 科研成果奖励。学院教

师获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１项，中国专
利优秀奖１项，江苏省专利优秀奖１项。
３ 科研工作全面迈向新的高度。科研论文
取得更大成绩，全院老师发表的论文被
ＳＣＩ、ＥＩ检索１５７篇，在本学科一区期刊上
发表论文３９篇，论文数量与质量同时上
扬。获授权发明专利２０项；ＰＣＴ进入国家
阶段授权１项。４ 重要学术交流活动。主
办国际会议１ 次：中英食品检测论坛。
２０１７年教师共计１５人次出国交流，包括３
名教师赴境外参加学术会议（２名教师由
于签证问题未能成行），７名教师留学进
修，５名教师进行学术教育交流。同时，
邀请１９人次海外专家来校交流讲学。与堪
萨斯州立大学谷物科学系签署研究合作协
议１项。
【师资队伍建设】 目前学院现有教职工
１２３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０７人。在１０７位专
任教师中，正高３２人、副高４６人；具有
博士学位教师１０１人，具有海外经历教师
５２人；博导２４人、硕导７３人。江苏省
“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３
人、第三层次８人，江苏省普通高校“青
蓝工程”学术带头人５人、优秀骨干教师
４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６人。何
梁何利科技创新奖获得者１人、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１人、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１人、
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１人、中国
青年科技奖获得者１人、教育部新世纪人
才１人、江苏省特聘教授３人、江苏省教
学名师１人。“食品物理加工技术与装备团
队”２０１５年获批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
创新团队。
【学生工作】 本科生对学业导师满意度
提高到全校第３，对辅导员满意度提高
到全校第２。学院连续获得学校“学风
建设月先进单位”。本科生学年平均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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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点位居全校理工医类学院第１；学业
警告人数降低到全校理工医类学院最少。
研究生报考率、升学率、报考本校率分
别增长到６１ ３％、３３ ３％、２３ ８％，均
位居全校前３。学生在全国节能减排大
赛、“东方红杯”农业装备大赛、“创青
春”创业计划大赛中获奖，２项学生作
品入围“挑战杯”备赛项目。全年参加
海外学习短期交流的人数和出国类外语
考试人数增长１倍以上，分别达到４５人
和２９人，参加人数占学院学生人数比例
位居全校理工医类学院第１。学院团委
获评为校“五四红旗团委”。

（撰稿人：玉彦核稿人：马海乐）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学院概况】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拥有环
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环境科学与工程和安
全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以及环境工程和安全工程两个领域工
程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点。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科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学院现有环境工
程、环保设备工程和安全工程３个本科专
业，其中环境工程专业为江苏省特色专业，
环境工程和环保设备工程专业为江苏省重
点专业，安全工程和环保设备工程两个专
业为全国最早开设（之一）。现有全日制
在校本科生６００余人，博士、硕士研究生
２００余人，海外留学生３３人（其中博士生
１７人、硕士生１６人）。学院下设环境科学
系、环境工程系、安全工程系、安全与环
境工程中心实验室、生物质能源研究所、
江苏大学环境健康与生态安全研究院（江
苏大学海绵城市研究院）、环境工程研究

院、安全工程技术中心等机构，拥有江苏
省环境科学与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江苏侨
界创新创业基地、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
械工业水污染控制绿色氧化技术与装备重
点实验室。学院实验室面积６ ０００多平方
米，仪器设备价值２ ０００余万元。学院现
有教职工１１２人，其中特聘中国工程院院
士１人、国家“千人计划（企业）”人才１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１人、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１人、江苏省“创新创
业人才计划”、“３３３工程”学术带头人和
“六大人才高峰”各类人才１５人、江苏省
“杰青”１人，拥有江苏省科技创新团队１
个，形成了一支学术水平较高、层次合理
的以中青年为主的师资队伍。经过长期的
积累，学院已建成环境化学与毒理、环境
生态与生态修复、污染控制工程及设备、
生物质能源与资源利用、安全科学与工程
５个科研团队，相继承担了国家水污染控
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８６３”重大重点
项目、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６０余
项、省部级科研课题７０余项，获得了一批
具有较高水平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
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１０余项，授权
发明专利１００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１ ０００余篇，其中被ＳＣＩ、ＥＩ收录５００ 余
篇；出版专著３部、教材１６部。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７年，学院积
极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参加校、院两级培训
班，共有２６名学生参加了校级培训，２５
名学生参加了院级培训；全年按计划共发
展党员１７人，预备党员转正９人，截至
２０１７年年底，学院共有教工党员８０人，
学生党员８１人（含预备党员１７人）。学院
党委举行党支部书记培训２次；选送１名
支部书记参加“教师党支部书记党务能力
提升”专题网络培训班，选送５名支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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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参加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生党支
部书记培训班，不断提升党务工作者的业
务水平。院党委全程指导各支部开展“两
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最佳党日、党建
研究等活动，党员参与率达到９８％以上；
１个教工党支部荣获校“两学一做”支部
风采展示一等奖，并代表学校上报国家教
育部办公厅参加第二届全国高校“两学一
做”支部风采展示。申报“最佳党日活
动”３项，撰写党建论文１４篇，荣获二、
三等奖３篇。２个党支部获评校级先进党
支部，４人获评“江苏大学优秀共产党
员”，１人获评“江苏大学优秀党务工作
者”，２人获评“江苏大学三育人先进个
人”。领导班子个人“两学一做”学习计
划和八项“双抓双促”大走访大落实活动
工作方案，荣获中层干部读书调研成果二
等奖。分工会工作形式多样，自主开展教
职工爬山、乒乓球、趣味健身等喜闻乐见
的比赛项目；圆满完成校工会布置的各项
任务，荣获校太极拳比赛第四名。本科生招
生宣传工作成绩斐然，荣获全校生源数录取
率、录取自荐率两个第一名。关工委工作扎
实推进，获得创建单位称号。积极向校内外
媒体和学校官方微博微信投稿，全年省级以
上媒体报道５篇、地市级２篇、深度报道１
篇、其他各类新媒体报道４４篇。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认真抓好环境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持续改进工作，申请安
全工程专业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并获得受理。
参加了２０１７年度专业认证持续改进汇报工
作会议。常州大学、江苏科技大学、黑龙
江科技大学等高校来学院交流学习，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办学水平得到社会认可。认
真落实各学期教学任务，主讲教师岗位资
格符合率１００％；教授上本科讲台比例
１００％；副教授上本科讲台比例９２％；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学生评教优良率１００％；日

常教学工作运行良好，无教学事故，教师
调课率０ ３６％。实验教学平稳有序，教学
质量良好。２０１７届毕业设计（论文）查重
情况良好，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总体较
好，获评２０１７年校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３篇。获评江苏省重点教材１部、校重点
教材１部、校在线开放培育课程１门。完
成省部共建实验室建设方案编制工作；申
报江苏大学虚拟仿真实验项目６项，获批
安全工程专业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资金
５０万元，实验室仪器设备完好率９０％以
上。２０１７年申报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
项目２５项，获批省级以上大学生实践创新
训练计划立项７项，其中重点项目２项；
获批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１４项。
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工作，获江苏省教学成
果二等奖１项；申报获批江苏大学教学研
究项目３项，其中重点项目１项。
【科研与学术交流】 新增纵向科研项目２６
项，其中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项目１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任务１项、国家自然
基金项目１０项（其中面上项目４项），超
额完成了年度目标。全年科研总经费达
１ １８３万元，其中纵向经费８８７万元，横向
合同经费２９６万元，到账经费１２２万元。
２０１７年发表核心期刊以上学术论文１００余
篇，其中ＳＣＩ检索论文７７篇（比２０１６年
增长１１篇），一区论文１４篇、二区论文
１８篇（比２０１６年增长８篇），ＥＩ论文５
篇，高被引论文数５篇（比２０１６年增长４
篇）。申请专利５６项（其中发明专利５１
项），授权发明专利１６项。完成国家、省
部级鉴定（验收）项目１５项。申报并获批
共建“城市化进程中水资源与水环境研究
中心—城市水资源和水环境国家重点实验
室江苏大学研究中心”１项。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在１２月２８日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



(Ñ{Ò�{wxÑ

７０３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学校环境科
学与工程获得好成绩，评估结果Ｂ，全国
参评高校排名第３２名，进入前３０％，全省
高校排名第四，江苏省省属高校排名第一，
实现了“十三五”学科建设目标。对校
ＥＳＩ前１％学科的贡献率明显提高，对化学
贡献率提升到１４％，对工程学贡献率达
１０ ６％，对材料科学贡献率达９％，对农
业科学的贡献率为１ ８％。圆满完成硕士、
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硕士招生７９人（其
中非全日制９人），博士招生５人，留学研
究生招生２０人。积极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
工程，２０１７年获批江苏省创新工程项目４
项。获批江苏省优秀企业研究生工作站１
个，获批产业教授１人；获评江苏省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１篇，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２篇、校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２篇；获评校
精品培育课程１门；在２０１７年第二届全国
高等学校给排水相关专业在校生研究成果
展示会评选中获最佳方案银奖１项、铜奖
１项，最佳专利铜奖１项；省学位论文抽
检合格率１００％。
【师资队伍建设】 继续按团队大力引进人
才，进一步加强科研团队建设。２０１７年引
进高层次人才１０人（海外博士５人），其
中２人被聘为“金山特聘教授”，２人为
“金山青年特聘”教授。教师晋升高级职
称８人，其中正高２人。目前学院共有正
高职称教师２０人，占教师比例１９ ８０％；
副高职称教师３９人，占教师比例３８ ６１％；
教师中博士学位比例已达９１ ０９％。
【学生工作】 完善学院双导师制度，深入
推进学业导师制度，加强学业规划指导，
学生学业规划学业导师谈话率１００％，学
业规划书检查学院获二等奖；完成了２０１６
级本科生培优导师和培优学生的结对工作。
加强日常学风建设，学院获校２０１７年度学
风建设月优秀组织奖。本科生班级实行到

课周报制。以科研促学风，全年学院共有
大学生科研立项３０项，科研立项结题１４
项。认真开展免试推研及考研政策宣讲活
动，学院２０１８届毕业生考研报考率、２０１７
届考研上线率双双达到历史新高，分别为
５０％和３４ ４％。截至年底，学院２０１７届本
科生、研究生总就业率分别为９９ ３６％和
９７ ２２％，协议就业率超额完成学校下达的
指标。２０１８届毕业生就业有序进行中，已
有部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
认真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学生
获得第二届全国给排水相关专业在校生研
究成果展示银奖１项、铜奖２项，第九届
全国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三等奖，
光大环保杯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绿色梦想共
创计划大赛二等奖，江苏大学全国大学生
英语竞赛Ａ类二等奖，江苏大学“十佳创
新创业之星”，江苏大学十佳青年、 “百
优”青年等荣誉。院团委获评“江苏大学
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学院获评２０１７
江苏省大学生志愿者千乡万村环保科普行
动优秀组织单位，学院分管社团“江苏大
学环保协会”获评省级优秀小分队。

（撰稿人：袁立伟核稿人：吴向阳）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学院概况】 ２０１７年是“十三五”事业发
展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年，也是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学校第三次党
代会精神、奋力开创学校内涵提升和转型
发展新局面的关键之年。在校党政部门的
正确领导下，学院领导班子充分认识学校
事业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进一步
解放思想，抢抓机遇，深化改革，以干、
实干、努力干、创造性干、竭尽全力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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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行动，带领学院广大师生员工团结拼
搏、砥砺奋进，聚焦内涵提升，聚力创新
发展，以扎扎实实的发展成就推动了“十
三五”事业的良好发展。在学院广大教职
工的共同努力下，学院各项工作都取得了
喜人成绩。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７年度学院党
委工作以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八
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主线，围绕校党委
的总体部署和学院中心工作，全面加强党
的建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新要求，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严格执行组织生活基本制度“工
作法”，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纳入
“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基本制度。积极
参加第二届全国高校“两学一做”支部风
采展示活动，获一等奖１项。积极组织开
展“亮身份，树形象”“领导干部立家规、
共产党员正家风”等活动，切实把从严治
党的要求向下延伸。紧密围绕学院中心任
务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学院党委的政治核
心作用和保证监督作用。组建了学院新一
届党政领导班子，圆满完成基层党组织换
届工作。严格执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定
期召开党委会，坚持组织生活会制度、理
论中心组学习制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定
期报告制度等各项制度。认真履行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牢固树立“一岗双责”
意识。积极开展“双抓双促”大走访大落
实活动，认真实施“书记项目”。制定和
完善了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院务会制
度、系部主任工作例会制度、党支部书记
工作例会制度、教授委员会实施细则、学
院“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等系列
规章制度。认真开展重点风险防控排查工
作，认真梳理和积极完善日常工作流程，

制定了《学院财务流程化管理》 《计算机
学院高层次人才面试及录用流程与细则》
《计算机学院博士研究生学科综合考核细
则》等相关规章制度，以进一步规范权力
行使，不断完善内部管理程序和自我监督
机制，为学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学院党委积极实施“理想信念培养行动”
“党内生活规范行动” “党员素质提升行
动”“服务师生拓展行动”“转型发展助力
行动”等五大行动。通过多种形式，深入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上级会议精神。严格党内
政治生活，坚持双周三组织生活制度，认
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积极开展形式
多样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积极参加校最
佳党日活动评选，获三等奖２项、鼓励奖
１项。坚持党员发展标准，规范党员发展
程序，切实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保持党
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进一步落实
《“三投票三公示一答辩”制度》和《发展
党员工作九项制度》，每一个环节做到严格
程序、严格把关。全年共发展党员４０名，
３６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党员材料文书规
范、归档及时。通过党课、主题活动等多
种形式，加强对党员和预备党员后继的教
育培养。以党建工作为龙头引领大学生成
长成才，推进学生党建“三个一”工程。
积极开展“亮身份、树形象”等活动，认
真实施党员“先锋亮绩、积分管理”制
度，鼓励广大党员立足岗位作贡献。加强
党建理论研究与创新，积极参与学校党建
论文评选，获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
严格按照程序规范和要求，认真做好“先
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
务工作者” “三育人先进个人”等评选推
荐工作。学院党委被评为先进基层党委，
获评先进党支部２个、校优秀共产党员和
优秀党务工作者３人、校“三育人”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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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２人、校优秀学生共产党员２人。及
时更新学院中英文网站信息，建立学院微
博和微信平台，并经常在校内外媒体、网
络报道学院教学、科研、学生工作动态。
２０１７年，学院积极利用教师科研团队、社
会实践、大学生志愿服务、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大学生科研兴趣小组、研究生科
研团队等平台，发表省级及以上报道３２
篇，其中国家级２２篇，发表在《中国教育
报》、人民网、光明网、中国教育部网站、
中国社会报等媒体上。在校工会的指导下
积极开展各项文体活动。工会和群团工作
成果丰硕，在校乒乓球比赛、校运会等各
项活动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学校教职
工乒乓球团体赛中夺得十二连冠。５人被
评为“优秀工会工作者”，１６人被评为
“工会活动积极分子”。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２０１７年，学院
专业认证及教学改革成果丰硕，教学成果
奖获历史性突破。通信工程、信息安全两
个专业２０１８年工程教育认证申请被受理，
成为２０１７年全校唯一一个受理２个新专业
的学院，也是迄今为止受理和通过工程认
证专业最多的学院之一。按照认证要求梳
理了全院６个专业的毕业要求指标点，完
成２０１６版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写。学院宋余
庆教授和朱轶老师主持的教改项目分别获
江苏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和江苏省高等教育
学会二等奖，这是学院近年来省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的新突破。宋余庆和王昌达两位
教授带领的教学团队分别获校级教学成果
特等奖和一等奖。学院潘雨青和朱小龙两
位老师被评为“江苏大学十佳教师”，成
为全校唯一一个同一年获评２名十佳教师
的学院。曹清华老师获“中兴杯”全国高
校信息类青年教师授课竞赛三等奖；张文
策和吴秀琳两位老师分别获江苏大学第三
届双语及全英语教学竞赛二、三等奖。肖

铁军教授主编的《计算机组成原理》获批
省级重点教材，并与詹永照教授主编的
《操作系统设计原理》同时获批校级重点
教材；朱轶老师获批教育部企业协同育人
项目２项；曹清华和刘金平两位老师制作
的微课被推荐到江苏省教育厅；熊书明、
朱轶、潘雨青、肖铁军和韩飞５位老师获
批校级教改项目；曾兰玲和潘雨青２位老
师获校级精品在线课程资助；曹清华、孔
娃、朱轶、陈锦富４位老师发表教研论文。
陈锦富老师指导的学生盛

!

琪获省优秀毕
业设计二等奖１项；获校级优秀毕业设计
论文８篇，指导教师分别为曾宇、杨洋、
杨利霞、赵跃华、詹永照、潘雨青、熊书
明、余春堂；陈锦富老师指导的大学生科
研立项获得国家级资助。学院获批省级大
学生实践创新项目３项，指导教师分别为
陈锦富、毛启容、曾兰玲；获批校级大学
生实践创新项目７项，指导教师分别为成
科扬、郑召文／鲍煦、蔡涛／牛德姣、潘雨
青、杨利霞、马汉达、江晓明；陈锦富老
师指导的３名软件工程本科生获第二届全
国大学生软件测试大赛总决赛二等奖。从
２０１７年暑假开始，经过动员、申报、预答
辩及专家论证评审，学院欲投入３０万～ ５０
万元，重点资助、一般资助和培育１８个课
程（群），得到论证专家和教务处领导的
高度评价；朱轶、熊书明和申屠浩老师所
组建的ＣＰＳ课程已在全院所有专业中开设，
深受学生欢迎。承办组织公开课２次、教
学沙龙２次；全年完成了大院课程理论教
学２８２门次，实践环节教学８０门次，京江
学院理论教学１８２门次，实践环节教学６９
门次，开出英语及双语教学课程２１门次。
完成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各环节的管理，４
名青年教师进入主讲培训期，４名教师处
在助教培养期；完成２０１７届毕业生毕业设
计工作、毕业资格及学位审核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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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届毕业生３４５人，３４１人完成了毕业
设计。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７年，学院科研工
作大丰收，获批国家级项目１４项，转入国
家级项目１项，其中重点项目２项（王良
民教授主持１项，陈向益老师合作１项）、
面上项目３项（鲍煦、刘哲、王良民转
入）；王良民、王昌达两位教授分别合作获
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重点专项，夏景、陈
潇、高伟、姜顺荣、张文策、汤金娥、潘
森杉７位老师分别获国家青年基金资助；
获批省级项目５项，刘路教授获批江苏省
优秀青年基金１项，吴胜利教授获江苏省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１项，宋和平、张
文策和姜顺荣３位老师分别获江苏省青年
基金资助；陈继明老师获批江苏省高校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１项，张文策、姜顺
荣老师分别获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资助２项；学院教师积极开展横向
合作，共签约横向课题３０余项。２０１７年
全年学院科研总经费约１ ６００万元，创历
史最高。学院积极筹建“智慧农业与无人
农机系统研究院”，以此为平台促进学院学
科与学校传统工科学科的交叉融合；刘志
峰老师促成江苏大学与京口区科技局合作
成立“江苏大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研
究院，目前已到签约阶段；鞠时光教授担
任院长、彭长生老师担任常务副院长，与
镇江市人民政府合作成立“智慧城市与特
色小镇”研究院。朱玉全教授等参与的２
个项目均获得２０１７年全国商业联合会科技
进步一等奖。申请发明专利４０余项，授权
发明专利２０余项。高水平论文进一步提
升，全年发表论文５０余篇，王良民、王昌
达、毛启容和陈潇等老师分别在中国计算
机学会规定的Ａ类期刊、会议及ＩＥＥＥ ／
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 上发表高质量论文。邀请国内
外名师专家进行学术指导交流活动３１场，

其中海外专家学者学术交流１８次，同时，
全院有５５人次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促进
了学院师生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开阔了师
生眼界。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学院认真抓好
新一轮学科申报工作，获知学科申报通知
后第一时间启动准备工作，统筹谋划和调
配各学科资源。２０１７年申报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一级博士点和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硕
士点，其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博士
点已顺利通过江苏省的评审，进入全国评
审阶段；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硕士点申报
成功，进入公示阶段。２０１７年７月初全校
启动了２０１７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核与
自我评估工作。学院总共拥有８个学位授
权点，是全校拥有最多授权点的单位之一。
学院的江苏省“工业网络安全技术”重点
实验室已经顺利通过省重点实验室建设方
案专家论证，目前正在稳步推进相关建设
工作。经过上半年和暑假的建设，军工项
目保密实验室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具备
计算机类军工类项目实施的资质。目前正
推进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ＣＮＡＳ）资质认证工作，已完成内审员的
培训工作。ＣＮＡＳ的认证通过将为学院打
造一个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平台。研究生生
源质量是保证整个研究生教育与培养的极
其重要的基础。学院高度重视研究生招生
宣传工作，除了做好本校招生宣传外，还
主动到其他兄弟本科院校进行宣讲，２０１７
级研究生第一志愿报考生源增幅２５％，生
源质量位列全校的前列。学院狠抓研究生
培养环节，除了做好日常培养工作外，还
积极引导研究生参与科研创新活动，获批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５项，获批江
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２项，获批江苏
省研究生工作站１个。３门课程被立项为
研究生在线课程建设，其中１门获评为



(Ñ{Ò�{wxÑ

７０７　　

２０１７年度校研究生重点建设课程。此外，
学院紧跟学校研究生工作改革的步伐，进
一步完善了相关制度举措，如学院层面将
导师的研究生名额分配和绩效挂钩，引导
优质生源向科研项目倾斜；所有学术型硕
士论文全部通过国家平台送审；按照科研
团队组织研究生开题；修订了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条例，进一步引导优秀硕士完成更
加优秀的科研成果；等等。研究生培养环
节完成情况、专业实践计划等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主动融入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宏伟蓝
图中，积极探索并参加各种研究创新与竞
赛活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获江苏
省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二等奖１项，获江
苏省２０１６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二等奖１项，获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
站１个，１篇硕士论文获评江苏省优秀硕
士论文，１篇硕士论文获评校优秀硕士论
文。在校第二届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中５
人获一等奖，３人获二等奖，２１人获三等
奖，占学校获奖学生数的２１％。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学院成功引
入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金山学者”
Ｂ类特聘教授陈晓华教授作为学院的兼职
教授，并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在此基础上，组织学院５名青年博士
教师组建以车联网通信技术为主要研究内
容的科研团队，促进青年教师成长和水平
提高。此外，成功引进江苏大学“金山特
聘教授”（短期）１人，并聘请３位名校
的国家级人才为江苏大学“金山讲座教
授”。学院刘路、鲍煦两位老师进入“优
青”答辩，获批２０１７年江苏省优秀青年
基金１项，实现了学院人才培养历史性的
突破。学院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在职攻读博
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尽早学成毕业，加入科
研团队，促进自身发展和提升，２０１７年
有３位青年教师顺利毕业获得博士学位。

大力支持青年教师申请各种渠道公派出国
留学基金，鼓励赴国外名校访学，全年有
８位教师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著名
大学深造。在职称评定方面，２０１７年晋
升正高职称１人、副高职称４人。此外，
成功引进青年教师博士５人，其中，具有
海外经历的２人。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
促使学院的师资队伍总体学历层次和学术
水平显著提高。
【学生工作】 依据“以生为本，个性发
展”的理念，将“和谐稳定为基石，学
风建设为灵魂，素质拓展为抓手，特色项
目为载体”作为学生工作思路，深入推进
大学生学业规划，完善辅导员与学业导师
联动机制，不断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１支研究生团队
获“华为杯”第十四届中国研究生数学
建模竞赛一等奖；１支团队获“歌尔杯”
第三届全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用设计创新
大赛二等奖；１支社会实践服务团队获评
江苏省暑期社会实践十佳团队；１支团队
获得省信息安全技能竞赛三等奖；１人获
２０１７年全国大学生软件测试大赛人机大
战冠军；２人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
奖；３人获江苏软件奖学金。学生个人参
加学科及文体竞赛获国家级奖励３０余人
次、省级奖励３０余人次。学院荣获江苏
省“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第六届
江苏大学青年文明号创建单位、校“学风
建设月”活动优秀组织奖、校暑期社会实
践先进单位、校第二届学院心理健康教育
特色活动评比展示一等奖、第三届研究生
团支部风采展示大赛一等奖、校“新生
杯”篮球赛亚军等。

（撰稿人：陈洪香核稿人：王良民）



%&'()*+

２０１８
,

７０８　　

理学院
【概况】 江苏大学理学院组建于２００１年，
２０１１年力学与土木工程两个系从理学院分
出。２０１４年９月，学院根据发展需要将数
学系和物理学系调整为大学数学教学部、
数学与应用数学系、金融数学系、信息与
计算科学系、大学物理教学部、物理系和
物理实验中心７个单位。其中大学物理实
验中心为江苏省实验示范中心。学院设有
控制科学与工程１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控制科学与工程１个博士点（江苏省重点
学科），数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统计学、
物理学、光学工程和电子科学与技术等６
个一级硕士点。设有金融数学、信息与计
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数学
与应用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中外合作
办学）、物理学（师范）等６个本科专业。
学院除承担本院６个本科专业的学生培养
外，还面向全校开设数学类、物理类的理
论和实验全部课程，其中“高等数学”和
“大学物理”为学校课程建设“８４２工程”
中的校级核心课程，占校级核心课程的１ ／
４。学院设有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战略研究
中心、非线性科学研究中心、数学研究所、
应用物理研究所、虚拟光学研发中心、应
用概率统计研究所、计算数学研究所、运
筹控制研究所、系统工程研究所、超声检
测研究所等１０个科研机构。其中，“能源
发展与环境保护战略研究中心”为江苏高
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数
学教育研究》和《非线性科学学报》２个
杂志。学院现有教职工１６５人，其中特聘
院士１人，博士生导师１２人，教授２６人，
副高职称６５人；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１人，国家级优秀青年骨
干教师１人，江苏省特聘教授１人，江苏

省“３３３工程”２层次人选１人，江苏省
“３３３工程”３层次人选２人，江苏省“青
蓝工程”学术带头人３人、优秀青年骨干
教师２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资助１１
人，江苏省“双创”博士１人，江苏省优
秀教育工作者１人，江苏大学拔尖人才１
名，江苏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优秀
青年学术带头人培育人选１人、优秀青年
骨干教师培育人选１３人，江苏大学创新团
队１个。现有本科生８７３人，博士、硕士
研究生１８５人，外国留学研究生１５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理学院党委下设
１２个党支部。其中，教师按系设７个党支
部，本科生设２个党支部，研究生设３个
党支部。学院现有党员１４９人，其中教师
党员１００人。２０１７年，全年共发展学生预
备党员２５人，发展教师党员２人。学院党
委以“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
展”为指导思想，全面落实学校思想政治
会议工作精神，认真组织理学院中心组、
基层党支部和教职工政治学习活动。认真
组织学习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开展了“挑战红
色经典阅读２１天系列”等十九大专题党日
活动。举办了十九大精神专题辅导报告和
学习十九大“微感言”活动。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制定了理
学院“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２０１７年工作安排。开展“抓整改促服务、
抓项目促落实”大走访大落实活动。按照
校党委关于学院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的要求，
全面做好院系换届工作。加强党员教育管
理，积极发挥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中
层干部调研成果获江苏省二等奖；基层党
建创新获江苏省三等奖； “两学一做”支
部风采微党课获得校二等奖，展示类获三
等奖；获党的建设优秀论文二等奖２项、
鼓励奖１项，获学校最佳党日三等奖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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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奖１项。获评镇江市师德先进个人１
人，获评江苏大学新长征突击手１人，获
评江苏大学“三育人”先进个人１人；物
理系大学生创新实践中心荣获江苏大学第
六届青年文明号。在《中国科学报》和
《扬子晚报》等媒体上发表深度报道２篇，
在《中国社会报》 《镇江日报》等媒体发
表报道３ 篇，在学校“江帆网”发稿
１３５篇。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２０１７年，理
学院制定了《江苏大学理学院创新创业学
分评定与管理暂定办法》，进一步推进学院
教学质量评价和微课程建设，积极配合学
校工科专业评估和专业认证工作。积极组
织教学活动，成功举办理学院青年教师教
学助理试讲活动，举办校公开课３场；积
极组织青年教师参加江苏省高校第五届数
学基础课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荣获一等奖
１名、二等奖２名、三等奖２名。在江苏
省高校第十届基础物理教师上好一堂课竞
赛中，荣获二、三等奖各１名。１人获江
苏大学２０１７年“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
师”，１人获２０１７年镇江市十佳教师，１人
获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十周年最佳导
师奖（全国１９人，省属高校仅４人）。获
江苏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１项，江苏省高
校实验室研究课题１项，国家教学改革项
目１项。新编３本英文教材和１本师范生
教材。积极举办承办各级各类学生大赛。
举办２０１３届师范生说课大赛和江苏省师范
生基本技能大赛选拔赛，获江苏省师范生
基本技能大赛一等奖１名、三等奖３名。
成功举办江苏大学第五届“物理及实验创
新竞赛”，在江苏省高校第十四届大学生物
理及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中，学校荣获
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３项，６
名教师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并再次荣获
优秀组织奖。成功举办江苏大学第二届高

等数学竞赛，承办并组织参加了江苏省高
等数学竞赛，学校成绩创历史新高，非数
学专业组一等奖４５人、二等奖８７人、三
等奖１３３人，数学专业组一等奖１１人、二
等奖１７人、三等奖３２人。在第八届全国
大学生数学竞赛总决赛中，学院获国家三
等奖１人。成功组织参加第九届全国高校
大学生数学竞赛，数学专业组一等奖７名、
二等奖１０名、三等奖２０名，获奖比例近
３０％；非数学专业组一等奖５名、二等奖
１０名、三等奖１３名，获奖比例近５０％，
远远超过组委会设定的２５％的获奖比例，
其中非数学专业１名同学进入全国总决赛
（全省共９人）。由学院教师指导的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再次取得佳绩，获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国际二等奖１项、国家二等奖
３项，省一等奖１项、省二等奖４项、省三
等奖６项；研究生获国家一等奖１项、二
等奖５项、三等奖９项，数学建模培训已
成为学院的一项特色工作。由学院老师指
导的科技作品获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二等奖。
２０１７年获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
４个，其中２个重点项目、１个一般项目、
１个指导项目；校企合作基金项目２个、
校级项目９个。获江苏大学优秀毕业设计
（论文）５人，江苏省高校优秀毕业论文一
等奖１ 人。毕业生一次性学位授予率
为９８ ５５％。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７年共申报国家级
项目２１项、江苏省高校自然基金２项。获
批国家自然基金７项，其中１项国际合作
与交流项目。获批江苏省自然基金４项，
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１项，江苏省双
创计划引进人才项目１项，中国博士后基
金３项。项目总经费３３７万元。２０１７年三
大检索论文１０４篇，其中ＳＣＩ检索９５篇，
一区１０ 篇，二区１９ 篇；ＥＩ检索８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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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ＳＣＩ检索１篇。发明专利获得授权５项。
成功举办“２０１７非线性分析与反应扩散方
程国际研讨会”，来自国内外１００余所高校
和研究机构的４００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
议。成功举办了“２０１７可积系统与偏微分
方程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３０余
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１００多位专家学者参
会。成功举办“江苏省第十三届概率统计
学术年会”。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学院以新建数
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物理学一级学科硕士
点为目标，成功获批物理学一级硕士点。
以江苏大学学科自评估为契机，积极开展
学术交流，提高学科知名度。通过学科申
报和评估总结学科发展优势和不足，明确
下一步工作重点。制定数学顶级论文、ＥＳＩ
奖励方案，推动数学学科提升。为提高研
究生生源质量，到淮阴和盐城师范学院进
行招生宣传，举办暑期夏令营。修订理学
院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研究生课程“泛
函分析”团队被评选为校２０１７年度研究生
精品培育课程。招收博士生５人、硕士生
５５人，获博士学位５人、硕士学位５１人，
获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３项；获评
江苏大学优秀硕士论文１篇，江苏省优秀
硕士论文１篇。
【师资队伍建设】 全面落实江苏大学第五
次师资工作会议精神，明确队伍建设是院、
系“一把手”工程，一手抓人才引进，一
手抓骨干教师培养。全年组织８次集中面
试，已报到７人，其中海外４人，另有２
名博士通过学校考核。聘请“金山特聘教
授”（短期项目）１人。选派５名教师到美
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进行交流访问和
学习，在职攻读博士、博士后１０多人。获
江苏省特聘教授１人，江苏省“青蓝工
程”培养对象１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
峰”培养人选３人。获江苏大学“青年英

才培育计划”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培育人
选１人，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育人选２人。
晋升教授４人、副教授８人、高级实验师２
人，教师中博士学位比例达６３ ４％。
【学生工作】 理学院坚持“以学生为本，
促全面发展，育时代英才”的工作理念，
创新提出“一点四面和四化”的工作思
路，不断服务学生成长成才。全院共有
３３４名学生获得校学习优秀奖学金，２０８名
学生成为校院先进个人。２人获得校长奖
学金，７人获得国家奖学金，３人获评校三
好生标兵。２４人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２０１７届毕业考研录取率３８ １６％，５２名学
生被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
录取，本科协议就业率达到９１ ７９％，超
过学校指标１９ ７９个百分点，研究生就业
率达到９４ ８％。２０１７年学院有１５名同学
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录取，１２
名同学赴阿卡迪亚大学学习，１８名同学参
与海外学习短期项目，１名同学参与长期
项目，６名同学报名２０１８年寒假项目。２３
名同学报考出国类外语考试，１９名同学顺
利通过托福和雅思考试。获“安全文明建
设月”学生社区橱窗评比一等奖、“５·２５
心理健康活动月”评比一等奖。数师１４０１
团支部荣获江苏大学活力团支部称号。夏
建平同学获第十五届挑战杯二等奖，刘一
笑同学获评江苏省三好学生，徐紫?同学
荣获江苏省魅力团支书称号。江苏省大学
生数学竞赛专业组一等奖７人、二等奖１０
人、三等奖２０人，非数学专业组二等奖１
人、三等奖２人。江苏省第六届师范生教
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１名、三等奖３名。
李秀茹、陈

*

腾２名同学获江苏大学优秀
心理委员称号，陈

*

腾同学获江苏大学优
秀心理委员标兵称号（全校１０个）。贡崇
颖老师获江苏省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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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玮老师获２０１７年江苏大学辅导员工作案
例一等奖。

（撰稿人：邢亚林核稿人：王善民）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学院概况】 江苏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
院组建于２０１１年５月，设有土木工程系、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工程管理系，学科涵
盖土木工程、力学（江苏省重点学科）、
工程管理３个一级学科，有土木工程、工
程管理、工程力学３个本科专业，具有力
学一级博士点、土木工程一级硕士点、建
筑与土木工程专业硕士点及力学博士后流
动站，并面向海内外招生各层次留学生。
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学院现有各类在校生
９３９人，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１６１人、外
国留学生（包括研究生）１５３人。学院现
有教职工８８人，其中博士生导师９名，教
授、副教授５０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６５
人，具有海外研学经历的教师２８人，聘有
１０多位国内外院士及著名专家作为学院兼
职教授。学院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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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级重点实验室———机械工
业机械结构损伤检测评估技术实验室、江
苏省力学实验示范中心、江苏省机械及工
程结构损伤诊断与管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省振动与噪声工程实验室及江苏省土
木工程实验示范中心培育点；设立有校级
专职科研机构———结构健康管理研究院等。
学院重视国际化人才培养，与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英国邓迪大学等近２０所国外知名
高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并与其中的部
分高校建立了博、硕、本学生交换留学
机制。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领导班子建设常
抓不懈。落实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坚持
党政共同负责制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落
实领导干部听课制度，开展读书调研。学
院党委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党章》为标
准，以《准则》和《条例》为红线，从政
治高度增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的思想和行动自觉。邀请学校
十九大宣讲团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解读”主题辅导报告。开展党建创
新创优活动，积极申报“党建创新创优
奖”。在教职工党员中再次开展缴纳“致
远”特殊党费活动；教工党员和少数民族
学生结对帮扶；组织师生到镇江烈士陵园
祭拜英烈，缅怀先烈；学院党委开展“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铁军精神”主题党日活
动，荣获校“最佳党日活动”项目二等
奖。２０１７年共发展新党员１８名，接收新
党员１７名，预备党员按期转正１５名。组
织发展对象、新生（毕业班）党员、新上
岗党支部书记及专职团干部参加校内培训
班，组织毕业班党员重温誓词。力学系教
工党支部报送支部工作案例“团队建设显
成效”，在党建杂志《党支部书记》２０１７
年第四期发表，并获得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学
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２名教师
分获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研
究生一支部获评校“先进学生党支部”，３
名学生获评校“优秀学生共产党员”。学
院党委自觉践行“一岗双责”，制定学院
党风廉政建设项目化管理实施方案，积极
开展重点风险防控排查工作。加强教职工
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建设，注重教职工思
想动态把握，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做好各
类评奖选优工作。持续注重宣传工作，在
省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２篇，地市级以上
媒体宣传报道４篇，江苏大学官方微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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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众平台录用４篇，在校内各类媒体发
表近７０篇通讯报道。学院英文网站荣获校
“十佳网站”荣誉称号。关心党外人士和
海外归国人士，做好留学归国人员的统战
工作。做好工会和关工委工作。组织学院
老师赴溧阳参加户外拓展训练活动；在重
阳节之际，邀请全体退休老师参加茶话会、
送温暖活动。学院分工会获学校“先进基
层工会组织”称号，５名教师获评群众体
育先进个人。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学院日常教学
管理的各项指标完成优良。对照本科教学
审核性评估和土木工程专业认证梳理出的
问题，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完
成本科培养计划中所有课程大纲的修订工
作。强化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落实工作。
修订土木工程专业留学生培养大纲。获批
江苏省重点教材立项１部、其他教材１部，
校教学成果一等奖１项，各级大学生创新
项目立项２１项。第十一届全国周培源大学
生力学竞赛获三等奖１项、优秀奖３项；
第十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获一等奖
２项、二等奖３项；第五届江苏省工程管
理大赛获一等奖１项、三等奖３项、优秀
奖２项、创新奖１项；获第十四届江苏省
大学生土木工程结构创新竞赛二、三等奖
各１项；省专业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
２人，二等奖２人次。５位青年教师全部通
过学校青年教师助理教学考核。２０１７年，
学院共招收来华留学本科生２３人，授予留
学本科生学士学位２３人。获全英文授课课
程教材出版资助立项４项，国际化专业英
语授课精品课程２项；顺利完成新一轮留
学研究生和留学本科生培养方案修订；校
双语及全英语讲课比赛三等奖２人。完成
土木工程实验中心的创新机房、工程力学
专业仿真实验室。狠抓教学实践基地建设，
与福鼎化油器有限公司、中科中建、东菱

测试等８家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７年学院获批国家
自然基金６项（面上１项、“青年”５项），
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１项，江苏省自然科
学基金４项，江苏省高校基金１项，江苏
省博士后基金１项，总纵向经费达２７２万
元。学院公开发表ＳＣＩ、ＥＩ检索论文４２篇
（力学２９篇、土木１３篇），其中ＳＣＩ检索
论文３４篇，一区论文５篇、二区论文２
篇。申请各类专利１３项，授权各类专利６
项，其中发明专利５项。出版中文专著１
部，合作出版论著１部。土木工程技术研
究院完成到账金额７５０万元，两系横向项
目合同到账金额１１２万元。申报校外实践
导师１名，校外实践基地２个。２０１７年学
院共有１０名教师赴海（境）外交流访学及
参与国际学术会议；有３４ 名学生赴海
（境）外交流学习；成功举办近５０余次学
术报告，邀请了８０名国内外知名专家、企
业家来学院开展学术交流和访问，密切了
与海外高校的学术交流活动。定期举办院
庆学术沙龙活动月和“致远”学术沙龙
４次。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学院在首个国
家级“国合基地”获批基础上，校级科研
机构“结构健康管理研究院”实质运行。
认真做好省工程中心的中期考评工作，并
顺利完成答辩工作。力学学科在获批江苏
省“十三五”重点学科后，上半年成功完
成新一轮力学一级博和土木工程一级硕的
学位点申报工作。下半年，顺利完成固体
力学博士点、力学硕士点、结构工程、防
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硕士点，以及建筑
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点等５个学位授
权点的自我合格评估。组织了２０１８年研究
生招生院内宣传会暨考研交流会。２０１７年
共招收研究生７９人（博士研究生４人、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６０人、非全日制工程硕士



(Ñ{Ò�{wxÑ

７１３　　

９人、留学硕士研究生６人）。全日制研究
生顺利答辩及毕业全日制研究生４１人（博
士２人、硕士３９人），授予博士或硕士学
位５７人（博士２人、硕士３９人、非学历
工程硕士１６人）。申报省研究生教育成果
奖１项；获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１篇，省
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３项，省研究生
创新实践赛事活动奖项２项，校研究生精
品培育课程２门，校研究生在线课程２门。
３名研究生参加第七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
文征文，其中１名留学硕士生同时获最佳
口头汇报及优秀论文奖，１名硕士生获最
佳墙报奖。
【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组织联系１３名海
外博士（后）参加２０１７年江苏大学第二、
三届海外高层次人才论坛活动，审核省招
聘平台应聘博士近６０人，审核通过并通知
面试３０人，实际参加面试２９人，筛选录
用博士１３人，其中海归博士及博士后８
人，４人分别按“金山特聘教授”和“金
山青年特聘教授”引进，资格教授１人，
资格副教授２人， “金山教授” （短期项
目）４人，续聘海外教授２人。申报“江
苏特聘教授”和“青年千人计划”各１
人，获批江苏省双创人才博士计划１人、
“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选拔培养人
选１人。晋升教授１人，副教授１人。晋
升博士生导师１名，学术学位硕导６名，
专业学位硕导１名。
【学生工作】 学生工作中加大对课堂出
勤、沉迷网吧、学生宿舍、晚归不归等各
类检查力度，落实学业导师、辅导员、学
工副书记三级谈话制度。获大学生安全知
识竞赛优秀组织三等奖。２０１７年，４个宿
舍获江苏大学“百佳宿舍”，文明宿舍比
例８３ ９９％；在学工处举办的橱窗评比中
获三等奖；在江苏大学第二届优秀心理学
分会评比中荣获优秀心理学分会荣誉称号，

１名同学获评优秀心理学分会会长，１名同
学获评优秀心理委员，１名老师获优秀心
理学分会指导教师荣誉称号。开展了第三
届“致远班级”创建评比、 “致远之星”
奖励评比等。辅导员、学业导师深入学生，
指导学生填写“江苏大学学生学业规划
书”。２名同学获江苏大学研究生职业规划
大赛三等奖；１个支部获评江苏大学“十
佳”活力团支部，并入围２０１７年团中央
“活力团支部；１个部门获评校“十佳”共
青团先锋岗；２名同学获评江苏大学十佳
魅力团支书。５个班级获评江苏大学先进
班集体，１名同学获评江苏省三好学生，２
名同学获校长奖学金、校三好生标兵（研
究生１名），７名同学获国家奖学金（研究
生５名），１名同学获校“百优青年之自强
励志类”。开展“创新创业工作座谈会”
“创业项目模拟答辩会”等活动。２０１７年
学院共有２个团队进驻江苏大学创业孵化
基地，在第１６批大学生科技立项获批本科
４６项、研究生５项，获批资助项目３９项，
１５批科研立项结题６项；获第九届节能减
排大赛全国三等奖１项，校一等奖１项、
三等奖５项。获第三届“协鑫杯”国际大
学生绿色能源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奖。
２０１７年本科生总就业率１００％，协议就业
率为９４ ４４％，首次就业率达８３ ８５％；研
究生总就业率１００％，协议就业率
９５ ９２％，首次就业率为８１ ６３％，较好地
完成了就业工作目标。２０１７年考研报考率
３５ ９３％，达线率３０ ４３％。２０１３级学生学
位授予率９３ ８％；２９名同学被美国南加
州、瑞典皇家工学院、东南大学等国内外
院校录取，考研录取率约１８％。评选校级
优秀毕业生１７名、院级优秀毕业生３４名；
全年共发放奖助学金６０余万元，受资助学
生１７０余名。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致远”文化系列活动，“致远”合唱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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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在院内外各类舞台上，提升了学院“致
远”文化品牌特色。成功举办“土力致
远，筑建一流”六周年院庆暨大型党团日
活动、 “致远学术沙龙———院庆学术活动
月”、第七届“建筑节”系列活动；成功
召开了土力学院第一届团学研代会。

（撰稿人：倪荣臻核稿人：毕勤胜）

化学化工学院
【学院概况】 学院设有化学系、应用化学
系、化学工程系、大学化学教学部、留学
生教学部和化学化工实验中心，同时设有
绿色化学与化工技术研究院、应用化学研
究所、化学生物与技术研究所等研究机构。
学院现有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博士点，化
学和化学工程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同时拥有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化学工程授权
领域；有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应用化
学３个本科专业，其中，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通过了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和中国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的认证。学院有教
职工１２８人，其中正高级职称３６人，副高
级职称４９人，具有博士学位９５人。现有
博士生导师２１人，硕士生导师５４人。教
师队伍中有“长江学者”青年学者１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３人，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１人，省“３３３工程”
人才２人，省“双创团队领军人才”１人，
省“双创人才”１人，省“双创博士”５
人，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６
人，省“青蓝工程”２ 人，省“特聘教
授”２人。学院在校本科生５２３人，硕士
研究生３８５人，博士研究生３５人；留学本
科生３３人，留学博士研究生４人。学院党
委设有１４个党支部，其中教工支部５个、

本科生支部２个、研究生支部７个。共有
党员２０７名，其中教工党员８４名、学生党
员１２３名。
【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 坚持党委
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按照年度学习计划，
完成８次集中学习。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
精神，组织３次专题报告会、２次学习研
讨会。积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等重点，获批书记项目“强
化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着力全面推
进，已形成工作实效。２ 积极组织学院党
委和各党支部开展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研
究，组织报送研究论文１５篇，分获二等
奖、三等奖各１篇，５篇获鼓励奖。积极
组织最佳党日活动申报工作，获三等奖、
鼓励奖各１项。贯彻落实党员“先锋亮绩、
积分管理”及党支部评星定级工作，积极
推动党员培养和党支部建设，评选出四星
级党支部３个、三星级党支部１１个。４名
党员获评校“优秀共产党员”，３个党支部
获校“先进党支部”荣誉称号。３ ２０１７年
按计划发展预备党员１７人，其中教工党员
１人、本科生１１人、研究生５人，预备党
员转正２０人。重视发展对象的培养教育工
作，选拔１９人参加校党校组织的发展对象
培训班，通过率达１００％。４ 全年召开党
风廉政建设专题部署会议５次。认真评估
经费使用、公务接待及人员引进等方面的
廉政建设风险点情况，并及时做好防控措
施，从源头治理，防微杜渐。５ 多角度、
多层次开展宣传工作，全年在省级以上媒
体发文９篇，在地市级媒体发文７篇，深
度报道１篇，在校级相关媒体上发文１６９
篇。６ 教职工参加校运动会，分获跳远第
１名、铅球第３名和第８名、团体齐心协力
跑二等奖和抱球跑三等奖等多项奖励。成
功举办首届教职工“掼蛋”大赛。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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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张蓉仙和刘华老师的论文《创新工会
形式、推进和谐校园建设》在“江苏省高
等医药院校工会工运研究会第二十五次年
会”上获奖。
【教学工作】 １ 教学督导和学生对学院教
师教学的评价优良率１００％；专业满意度
测评８５ １１分；毕业设计及实验教学过程
管理按时完成率均为１００％；２０１７届学生
ＣＥＴ ６ 通过率５９％，计算考试通过率
２１％，学士学位授予率８４％。２ 高质量完
成了１４０多门课程教学大纲的新编和修订；
“分析化学”获江苏大学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重点建设项目立项； “物理化学”获江
苏大学英语授课精品课程； “有机化学”
获２０１７年江苏大学和江苏省重点教材拟立
项建设项目；学院教师发表教改论文５篇；
获批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
题立项建设项目２项；开设全校性公开示
范课一次。３ 参加校第三届双语及全英语
教学决赛，获二等奖１项；积极申报“大
学生科技创新训练项目”，获国家级立项２
项、省级４项、校级１５项。学院１位教师
获评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最受学生欢迎的十
佳教师”，３名同学的设计（论文）获江苏
大学２０１７届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科研工作】 １ 纵向课题方面：申报国家
级课题４０余项，获批１４项，立项经费６７３
万元；省部级课题申报３０多项，获批２８
项，立项经费２７１万元；市级项目申报２０
多项，获批１６项，立项经费６９ ２万元。
横向课题方面：和企业合作、专利转让等
新增课题７项，合同金额７３万元，到账３６
万元。此外，２０１７ 年新增省部级平台１
个。２ 发表三大检索收录论文２７０多篇，
其中ＳＣＩ收录２７８篇（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１篇，一区１０３篇，二区６９篇），ＥＩ
收录３篇；完成专利申请近２００项，授权
７４项；申报各类成果奖项１０余项，获批８

项（省部级政府奖２项，省部级行业奖６
项）。３ 稳步推进专职科研机构“绿色化
学与化工技术研究院”的建设发展，研究
院下设分离科学与分离工程、光化学技术
与催化化学、绿色化工过程与环境保护３
个研究所。截至２０１７年年底，到岗专职科
研人员１８人。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 学院完成了
教育部对化学硕士点的合格性评估，化学
学科成功申报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学科”，
完成了化学工程协调组对学院化学工程领
域专业学位调研报告的撰写工作。顺利完
成化学博士点申报工作，以及化学、化学
工程与技术、化学工程学科点自评工作。
２ 学院共招收硕士研究生１４５人，博士生
１３人。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送审合格率
１００％，毕业研究生申请学位发表论文合格
率９６ ８％；２篇硕士论文被推荐为江苏省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４篇博士论文被评为
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１４篇硕士论文被评
为校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江苏省２０１７年度
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
（省立省助）５项；博士后进站８人，出站
３人；３ 新增博导２人，硕导１０人；江苏
省产业教授第四批获批２人，第五批申报
２人。
【师资队伍建设】 １ 全年共引进博士７
人，其中海外博士３人、外籍资格教授１
人。２ 获批国家优秀青年基金１人、“长
江学者”青年学者１人、人社部高层回国
人才１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
次人才１人。３ 公派赴国外进修６人，２
人已学成回国。７人晋升正高职称，４人晋
升副高职称。４ 精心组织江苏大学第三届
海外高层次人才学术论坛，主动与国外高
水平大学博士或博士后人员对接，择优邀
请有较强意向来江苏大学工作的４位高层
次人才参加此次论坛，受邀的４位博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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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全部到校接受考核。
【国际交流与合作】 １ 加强海外学术交
流，邀请海外专家来校讲学交流１６场。
２ 申报聘请外国专家合作研究项目１项，
聘请美国田纳西大学Ｂｒｉａｎ Ｊ Ｅｄｗａｒｄｓ教授
进行科学合作研究与研究生教学工作。２
名外籍教师担任本科留学生专业基础课程
教学工作。３ 学生有海外经历的９人，其
中５名本科生赴美国等地进行短期文化交
流，４名研究生赴美国、加拿大、德国等
地进修留学。４ 国际化办学不断推进。化
学工程与工艺专业，２０１７年招收外国本科
生６名，在院本科留学生达到３３人；招收
外国留学博士研究生４人。
【实验室与危化品中心工作】 １ 组织参加
江苏省第四届高校化学化工实验技能大赛，
参赛同学分别获得“陶氏杯第六届高校化
学化工联盟大学生实验竞赛”化工组特等
奖１个、二等奖１个、三等奖１个，获得
化学组特等奖１个、一等奖２个。化学化
工实验中心被评为２０１７年教研活动优秀系
（室）。２ 危化品管理中心严格规范化学品
的申报、采购、发放、保管、库存，以及
废液、废渣的回收和处理工作。２０１７年处
理有害废弃物３１ ２７５吨，处置无标签试剂
及药品１ ８吨。
【学生工作】 １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十九大
精神”为主题，深入开展“创新、奋进、
报国”主题教育活动１０余场。２ 积极组
织开展“化工人风采”科技文化节和“喜
迎十九大素质拓展月”等“第二课堂”活
动２００余场。第１６批大学生科研立项共申
报９５项，获批５２项，结题３７项。３ 全年
发布就业信息１００余条，组织宣讲招聘会
１０余场，联系接洽２０多家企业来院招聘。
本科总就业率９７ ３５％，研究生总就业率
９９ １３％。４ 协助９人申请校园国家助学贷

款，累计总额９５ ４００元；１５０人申请生源地
助学贷款，累计总额１ １７３ ９３９元。评定各
类奖助学金共计３２６人次，合计人民币９４
万元。５ ２０１８届本科生考研率为６８ ２％，
报考本校３７ ４％。２０１７届本科生达线率为
５１ ７９％。参加出国类外语考试８人，海外
学习９人。６ 本年度获奖：１个班级获江
苏省先进班集体，３个团支部被评为“江
苏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１个本科生党支
部被评为“校先进党支部”，４名同学被评
为“江苏大学三好学生标兵”，２人荣获
“校长奖学金”；１个项目分获全国和省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一等奖，１名研究生获江苏省“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１个；１个团支部在
校首届本科生团支部风采展示大赛中获三
等奖，１个团支部获校“活力团支部”荣
誉称号；桑梓心“爱心绿植领养计划”和
“四点钟学校”志愿服务均获校首届“青
年公益项目大赛”三等奖；朱瑶同学在江
苏大学“魅力团支书”评选中获“优秀团
支书”荣誉称号；２０１７级研究生在校研究
生趣味运动会上获团体第一名。

（撰稿人：方孙飞核稿人：施伟东）

管理学院
【概况】 管理学院始建于１９８２年１１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２日更为此名，目前学院拥
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管理科学与
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３个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授权点，另有ＭＢＡ和ＭＰＡ学位
授权点，以及工业工程、物流工程、项目
管理３个工程硕士学位授权领域，拥有工
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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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业工程、
公共事业管理、物流管理等８个本科专业。
其中，“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被评为江
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工商管理”“公
共事业管理”专业分别被遴选为江苏省品
牌专业和特色专业。学院设有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工业工
程、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等７个系，设有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管理工程研究所、战略管理研究所、医疗
保险与医院管理研究所、创业与区域发展
研究所、管理与伦理研究所、电子商务与
信息化发展研究所、江苏大学社会科学计
算实验中心、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江苏大
学大数据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江苏大
学脑科学与行为科学实验研究中心等１１个
研究机构。江苏大学ＭＢＡ教育中心及全国
唯一一所中小企业学院———江苏大学中小
企业学院也挂靠本学院，原国家经贸委中
小企业司授予学院为“中国中小企业项目
研究培训基地”。学院现有教职员工１４９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６０余
人，教授、副教授８６人，江苏省“３３３工
程”培养对象４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１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新世
纪学术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８人，江苏省
“六大人才高峰项目”５人，霍英东基金会
第九届高校青年教师奖１人。“管理科学与
工程”学科梯队于２００２年被评为“江苏省
高校青蓝工程省级优秀学科梯队”。“江苏
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于２００８年被
授予“江苏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基地”。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 在全院范围内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活动。
在校“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活动中，
荣获推荐展示二等奖，１个党支部荣获工
作案例三等奖。开展廉政风险点排查，努
力构建廉政风险防范长效机制。２ 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调整学院
党支部设置，并完成学院党委换届选举工
作。接收新党员４５名，３０名预备党员转
正。３ 积极开展党建创新工作，开展丰富
多彩的党日活动。荣获校“最佳党日活
动”三等奖１项、鼓励奖２项。荣获校党
建论文征文一等奖２篇、二等奖１篇、三
等奖１篇、鼓励奖４篇。４ 重视教授治学
与民主管理建设。学院教授委员会在教学
科研、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定期召开院二级教代会。
获评校“党建带团建”先进单位。５ 狠抓
对外宣传工作。获评校对外宣传工作先进
单位。中、英文网站均获评校十佳二级
网站。
【教学工作】 １ 顺利通过工商管理省品牌
专业中期检查。２ 荣获省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１项、二等奖１项。３ 获批校高等教育
教改研究课题８项，其中重中之重１项、
重点３项。４ ２本教材获江苏省重点教材
立项，４本教材获江苏大学重点教材立项
建设。５ 在以“特色小镇”为主题的首届
江苏省ＭＢＡ案例大赛决赛中，荣获二等奖
１项、三等奖１项。６ ５门课程通过学校评
选参加省级微课比赛。７ 成功承办“学创
杯”２０１７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镇
江赛区选拔赛和江苏省省赛，１支团队荣获
省赛二等奖。８ 获批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
省级重点项目２项、省级一般项目１项、省
级指导性项目５项、省级校企合作项目５
项。获批校级立项项目１７项。３项省级大学
生实践创新项目结题，５项校级项目结题。
９ 成功举办院双语及全英语讲课竞赛，２名
教师获校双语及全英语讲课竞赛三等奖。
１０ １名教师获评校“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
教师”。２篇本科生学位论文分获江苏省优
秀本科毕业论文二、三等奖。发表教学论文
１０篇，其中核心论文１篇。１１ 建设创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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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省在线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完成８个校级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规划。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１ 获批自然科学基金
５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项，
一般项目１项。获批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
规划项目４项，省社科基金项目５项，省
自科基金项目１项，省软科学项目２项，
省教育厅项目１０项。２ 荣获２０１７年商业
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２项。荣获镇江
市“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一等奖
１项，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１
项。３ 出版著作６部，发表Ｃ刊以上论文
７０篇。４ 学院邀请杜克大学、北卡大学、
加拿大温莎大学、法国雷恩第一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国
内外专家来学院开展学术报告４０余场。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 在教育部第
四轮学科评估中，管理科学与工程进入前
３０％。２ 精心组织工商管理博士点的申报
工作。３ 获批２０１７—２０１９中央支持地方高
校建设项目经费２４０万元。４ 顺利完成管
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３个
一级学科学位点和ＭＢＡ、项目管理、工业
工程、物流管理４个专业学位授权点的自
评估工作。５ 获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
助３项、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２项。
完成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结题３项、江苏
省博士后基金项目结题２项。６ 获批省研
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４项、省实践创新
计划项目１项、省研究生创新论坛１项。
７ ５月１３—１４日，承办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复杂科学管理分会筹委会，学院２位教授
当选为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承办６月
３—４日“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中小企业分会
筹委会暨中小企业发展论坛”，学院１名教
授当选副理事长，１名教授和１名副教授
当选理事。８ １０月２１—２３日，由江苏大
学主办、学院承办的“２０１７两岸创新创业

大学联盟高峰论坛”在学校成功举办。台
北科技大学、云林科技大学、高雄第一科
技大学３所台湾高校，以及北京科技大学、
江苏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深圳大学５所大陆高校的２０余位学校领
导、企业家及学校创新创业学院，共２００
余位师生参加了论坛。９ １月５日，成功
举办“中韩ＦＴＡ交流促进大学生及教授的
国际学术研讨会”。６月２４日，举办中韩
“经济收敛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
１０月１５日，成功举办２０１７年首届中国留
韩学者经济与管理学术研讨会。１０ １２月
１６日，成功举办“２０１７年江苏省中小企业
发展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１１ 获批中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课题２项。１２ 获
批校研究生精品培养课程１项，研究生重
点建设课程１项。荣获校优秀博士论文１
篇、校优秀硕士论文１篇。１３ 受邀参加
全国ＭＢＡ培养院校“一带一路”教育论
坛并做主题报告。１４ 做好中美“１ ＋ ２ ＋
１”工商管理项目对接、运行等工作，首年
招生３６人。与西澳大学、加勒比西印度大
学等院校进行积极接触，签署合作备忘录。
与中国台湾长庚大学管理学院签订合作办
学协议。参与国际处牵头的与英国克兰费
尔德大学联合培养硕博留学生项目。
【师资队伍建设】 １ 引进及签约博士７名
（海归３名），报到６名（海归３名），长
期外聘２ 名，１ 名教师获得博士学位。
２ １名教师获评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优
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２名教师获评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培养对象。３ 新
增留学博士生导师３人，硕士生导师９人。
４ ４名教师赴国外研修交流３个月以上。１
名教师赴宿迁市沭阳挂职。
【学生工作】 １ 思想教育成效显著。２支
团队获全国大学生“一带一路”暑期社会
实践优秀团队奖，２名同学获得优秀个人



(Ñ{Ò�{wxÑ

７１９　　

奖。２支团队分获２０１７年团中央“镜头中
的三下乡”优秀报道奖、优秀摄影奖，１
名教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１名同学
入选２０１７年团中央“中国电信奖学金”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院
学生会获评省“优秀学生会”，１个团支部
获评省活力团支部。２ 学风建设扎实有
效。２０１７届毕业生考研达线率为９ ７１％，
２０１８届毕业生研究生报考率为３７ ８６％。
蝉联校第七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优秀
组织奖”。组织开展７场“学业指导教授
大讲堂”。３ 素质拓展丰富多彩。获全国
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４项。
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二等奖１项、
省数学竞赛三等奖１项。荣获省“民族团
结杯”高脚竞速比赛男女混合接力第三名
１项。３支团队在２０１７全国高等院校项目
管理大赛中共获团队特等奖２项、二等奖
１项。４ 就业创业特色鲜明。２０１７届本科
生总就业率达９９ ０４％，协议就业率达
９５ ９３％；研究生毕业生总就业率达
１００％，协议就业率达９６ ５５％。１支团队
在“学创杯”２０１７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
拟大赛总决赛中获得一等奖、创业计划书
金奖，并获评优秀赛事组织奖、优秀指导
教师。１支团队获第十届全国大学生节能
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三等奖。２支团
队获第二届全国“互联网＋”快递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银奖。２支团队分获第三届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
赛一等奖、二等奖。１ 名同学获评全国
“大学生创业英雄百强”。１名同学６项国
家发明专利获得受理。５ 海外学习扎实推
进。６１位同学参加各类海外学习交流，其
中３个月以上者３５人，３０名同学通过雅
思、托福等各类出国类外语考试。

（撰稿人：许龙核稿人：周绿林）

财经学院
【学院概况】 财经学院由江苏大学原工商
管理学院中的会计、统计、国际经济与贸
易、金融等几个系成建制划出，于２００６年
４月组建。目前学院设有会计、财务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和统计５个系，拥
有经济系统分析与管理二级博士学位授权
点，拥有应用经济学和统计学２个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会计学、国际贸易学、
产业经济学及金融学４个二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权点，会计和国际商务２个专业硕士
学位授权点；拥有统计学、金融学、财政
学、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
财务管理、能源经济８个本科专业；下设
财经中心实验室和经管资料图书室；江苏
大学ＭＰＡｃｃ教育中心和“江苏大学产业经
济研究院”挂靠学院；开放经济与产业发
展研究所、国有企业改革与创新研究所、
低碳经济与环境规制研究所、现代服务业
发展研究所、金融发展研究所、保险与社
会保障研究所等６个院级科研机构归口江
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统一管理。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 加强政治建
设。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和“四个自
信”，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地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２ 加强思想建设。深
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落实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和教职工理
论学习等制度，举办专题辅导讲座，组织
开展学习竞赛、征文、微感言征集等活动，
深入学习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全省和学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开展“立德铸
魂”主题教育活动，树师德师魂、正教风
学风。３ 加强组织建设。完成党支部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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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和换届工作，选举产生财经学院新一届
党委；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组织好领导班
子民主生活会，落实好党支部“三会一
课”、民主评议、谈心谈话、领导干部双重
组织生活会等制度。加强党员干部教育，
举办党支部书记专题培训１次，开展党风
党纪教育和廉洁教育５次。切实做好党员
发展工作，本年度共发展党员５６ 人。
４ 加强作风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省市委“十项规定”精神，严格执
行学校“九项规定”，驰而不息纠正“四
风”。深入开展“双抓双促”大走访大落
实活动，深入师生、调查研究，即知即办、
边访边办，共解决师生具体问题和实际困
难１０６个。５ 加强纪律建设。高度重视并
牢牢抓住加强党的纪律和纪律建设不放松，
始终把纪律放在管党治党的最前沿，努力
做到有纪可依，遵纪强教，守纪有督，违
纪必究，执纪从严。６ 加强反腐倡廉建
设。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相继出台《江
苏大学财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党委会议议事规则》
等制度；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制定落实
２０１７年度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及
时学习传达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
神，贯彻落实校党委和校纪委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的部署要求。７ 切实加强对学院宣
传、统战、工会、团委、关工委等工作的
领导。省级以上媒体报道２６篇，深度报道
１０篇，地市级媒体报道２１篇。学院分工
会荣获“模范教职工小家” “先进基层工
会组织”称号。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１ 立足常态，
规范日常教学管理。学院在日常教学管理
工作中，在课堂教学、实验实习、期末监
考等各方面，严格规范各项工作，确保教
学运行的规范有序。学生评教优良率达到
９８ ０５％。在２０１７届本科毕业生专业教学

满意度测评中，学院名列全校文科类学院
第３名，全校第５。２ 深化改革，推进教
学质量工程。坚持本科教学工作中心地
位，深化教学改革，精心组织各类教学建
设和改革的申报，以报促建。２０１７年全
院面向本科生开设全英语课程７门、双语
课程１０门（不含留学生课程）；孔玉生、
李靠队主编的《政府理财》获批２０１７年
江苏省高校重点教材立项建设项目；发表
教改论文６篇；获批江苏大学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重点立项１门，培育课程１门；１
篇本科毕业论文荣获江苏省优秀本科毕业
论文二等奖；获批江苏大学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３项、二等奖１项；获批江苏大学教
改课题重点项目２项、一般项目５项。在
江苏大学第三届双语及全英语教学竞赛
中，顾水彬老师在参赛的３２名教师中脱
颖而出荣获校级一等奖，张鸾老师荣获校
级二等奖，这也是学院教师自２０１３年以
来连续第三次蝉联校级一等奖。选送５名
教师参加２０１７年江苏高校微课教学比赛，
目前材料已全部上报。３ 注重能力，优
化学生培养质量。在“新工科”建设要
求下，以优化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结构
和培养规模为重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２０１７年获批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
项目１３项，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
２４项；荣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５
项、二等奖８项、三等奖１９项；２０１７届
学生英语四级通过率９７ ３７％，英语六级
通过率７３ ９４％；２０１７届毕业生学士学位
授予率９７ ３６％。为更好地推进财经学院
实践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和
创新能力，为学生就业和创业提供锻炼平
台，学院积极推进“一院一赛”学科竞
赛平台建设，组织８名学生组成２支队
伍，参加第十一届“新道杯”全国大学
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获江苏赛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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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３名、三等奖５名，团体二等奖１
项、团体三等奖１项。４ 加强管理，完
善实验室图书室建设。２０１７年学院图书
资料室全天候开放。２０１７年获批中央财
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实验室建设
项目１３０万元，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项目（校外实践基地建设项目）１项通过
专家评审。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１ 组织国内外知名学
者学术报告会１０余次；学院教师参加各类
国外国内学术论坛３０余人次；成功主办第
７届中外学生论坛———财经和管理分论坛，
并获得学校优秀组织奖。产业经济研究院
建设有序推进。加强学术团队建设，充分
发挥青年博士积极性，举办财经青年学者
论坛１３次。２ 围绕国家社科、国家自科
申报进行深入研讨，加强对各类纵、横向
科研项目申报的组织协调工作，切实提高
申报的针对性和成功率。邀请国务院管理
学部评议组成员为教师做自然科学基金申
报指导报告。学院申报各级各类课题项目
５０余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１项、“青年”项目３项；教育部人文社科
基金“青年”项目４项，国家统计局项目
１项，国家博士后基金２项，省软科学目２
项，省规划办课题２项，各类市厅级项目
１０项，各类企事业单位合作项目２５项。
全年科研总经费近４０６万，其中纵向经费
近１９３万元，横向到账经费２１３万元。获
２０１７年商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１
项，发表论文１００余篇，其中ＳＣＩ检索１
篇、ＣＳＳＣＩ检索１７篇，出版专著５部。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整合相关学科
优势，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把寻找新增长
点和建设特色亮点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探
索工科特色综合型大学财经类学科发展的
模式。精心梳理学科点，积极申报应用经
济学博士点，争取实现财经学院博士点的

突破。顺利完成２个一级硕士点和ＭＰＡｃｃ
专业硕士点合规性自评工作。认真做好专
业学位硕士点的建设工作，切实做好招生
工作，严把培养质量关。加大教学案例编
撰制作和应用（成功入选国家案例库２
例），加强“江苏大学ＭＰＡｃｃ教育中心”
的建设，扎实推进ＭＰＡｃｃ专业硕士点合格
性评估后续整改工作，新增研究生实习基
地１２个，组织修订ＭＰＡｃｃ专业硕士培养
方案，探索实施ＭＰＡｃｃ专业硕士ＡＣＣＡ方
向班培养模式。注重研究生的实践和创新
能力培养，新增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１个。严格研究生导师遴选标准和指导要
求，完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加强
全过程管理，研究生培养质量逐步提高。
【国际交流与合作】 承办“第十届ＡＣＣＡ
华中区高校财会论坛”和“中韩首届博士
论坛”。邀请美国内华达大学经济系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宋顺锋博士、意大利
博洛尼亚大学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 ｔｏｒｒｉｓｉ教授等国际知
名专家学者来学院讲学交流８人次，与澳
大利亚迪肯大学、韩国建国大学签署校际
合作备忘录，新签境外合作项目１个。６
名教师赴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２名教
师赴海外进行３个月以上的研修或访学。
财务管理获批成建制留学生本科专业，“国
际金融”和“管理会计”获批国际化专业
英语授课精品课程，获来华留学全英文授
课课程教材出版资助项目５项。国际贸易
学和统计学２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以
及经济系统分析与管理博士学位授权点对
外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共有在读留学本科
生９０人、硕士生６２人、博士生４７人。
【师资队伍建设】 成功引进博士４人，其
中２人毕业于海外知名高校，１人具有海
外学习和研修经历。１名具有海外学习经
历的博士通过学校师资工作会议同意引进。
１名国内学者和１名国外学者被聘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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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学者”讲座教授，３名国外学者被聘为
“金山学者”特聘教授。１人入选“青蓝工
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１人入选２０１７年
江苏省“双创计划”。５名教师通过学校的
副高职称晋升评审；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
比例达到４８ ４５％，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比
例达到６１ ８６％。
【学生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
中心环节，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
管理服务全过程。认真做好“形势与政
策”的教学工作，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载体和形式，开展十九大精神学习知识竞
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辨会等活动，
教育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学业规
划指导、成长引导和学风班风建设。５２５
名本科生获各类奖学金，１个班级被评为
省先进班集体。１４个班级被评为校优秀班
级。２０１８届毕业生研究生报考比率达到
４９％。６２人参加出国类外语考试，６６人参
加海外交流学习。扎实做好就业指导和服
务工作。２０１７ 届本科生总就业率为
９５ １２％，研究生总就业率达到９８ ０６％。
精准帮扶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各类奖助学
金１８４万元，实现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
盖。鼓励支持学生创新创业和参与社会实
践活动。获批大学生科研立项１７９项。３
支学生团队分别在“协鑫杯”国际大学生
绿色能源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第十届全国
大学生节能减排大赛、第二届全国“互联
网＋快递”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
学院再获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学院心理协会以
总分第一的成绩获评全校“优秀心理协会
分会”。

（撰稿人：王欣核稿人：孔玉生）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院概况】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２０１１
年５月，是直属于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独立二级教学科研机构。学院设有思想政
治教育（师范）本科专业及马克思主义理
论一级学科、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其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２０１５年获批江苏
省重点一级学科，哲学一级学科２０１７年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基础上申报成功。
学院承担全校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相应学科建设、研
究生培养等工作，２０１６年获批江苏省高校
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培育点。学院现有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及研
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等５个教研室。２０１７
年学校成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挂靠马
克思主义学院。学院现有教职工５６人，其
中教授１４人、副教授２２人、博士（在
读）２８人。在校学生２２４人，其中本科生
１２８人，硕士研究生９６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 加强意识形态
工作。成立学院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意见。
加强对思政课课堂教学的管理，明确意识
形态安全底线和红线；加强对学院网站、
微信公众平台等宣传思想阵地的管理；加
强教师队伍管理，明确研究生导师思想政
治教育第一责任人的职责。２ 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制定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
方案和工作安排，组织开展党的十九大主
题专题学习研讨系列活动。在江苏大学
“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评选活动中，
获微党课一等奖、推荐展示二等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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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等奖等多项表彰。３ 加强领导班子
建设。落实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坚持党
政共同负责制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集体
研究部署全院工作和重要工作。董德福院
长、李丽副院长入选镇江市十九大精神宣
讲团。获校中层干部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
１项。４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顺利完成
党支部改选和学院党委换届工作。组织开
展多个优质的党日活动，获校“最佳党日
活动”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１项。获评四
星党支部１个、三星党支部８个。“加强党
支部书记队伍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列入基
层党建“书记项目”１项。全年发展学生
党员９名，转正７名。５ 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自觉践履“一岗双责”，制定学院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和重点风险防控
时间表。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坚
持民主集中制。抓好机关作风建设，为师
生做好各项服务。６ 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
作。引导教师坚持立德树人，做“四有”
好教师；增强思政课教师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驻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获
评镇江市“师德标兵”１人。注重把握教
职工思想动态，获评江苏大学思想政治教
育先进单位。７ 持续注重宣传工作。增强
舆论宣传意识，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全年
在《光明日报》 《中国教育报》等省级以
上媒体报道５篇，其中头版１篇；环球网
等转载１０篇，江帆网发稿２８０余篇（全校
第一），校报、电视台等发稿１０余篇；学
院微信公众号推送各类图文信息近１００条。
学院连续第７次获评“招生宣传工作先进
单位”。８ 认真做好工会、关工委及其他
工作。选举产生教职工大会执委会和新一
届工会委员会。积极组织参加校工会开展
的各类文体活动，支持分工会组织系列活
动。关心教职工生活，坚持教职工慰问制
度。以“常态化、优质化”要求推进学院

关工委建设。认真做好党建研究会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分会各项工作。
【本科教学】 １ 总结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
经验，制定整改方案，出台学院本科教学
工作管理办法。部署落实整改方案，保证
本科教学质量持续改进和提升。２ 落实完
成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年专项工作
的各项任务。制定思政课教学质量年专项
工作方案，撰写调研报告，报送优秀工作
案例１个、思政课优秀教师１名，《一封家
书》荣获“我心中的思政课”全国高校学
生微电影展示二等奖。３ 按照２０１６版本
科培养方案，结合本科教学评估的持续改
进意见和专业认证的要求，完成各门课程
教学大纲的编写和修订工作。４ 完成本科
毕业论文工作。利用传统做法和网络系统
两种方式，在每个环节严把质量关，保证
毕业论文的质量。聘请校外指导教师指导
毕业论文，拓宽指导路径。５ 教学改革稳
步推进。２门校精品在线课程顺利通过验
收，其中１门获评优秀，被推报江苏省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召开江苏大学思政课教
学研讨会，修订完善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
探讨网络教学与课堂教学互补的可行性和
对策，并提出方案。６ 教学队伍建设稳步
开展。规范开展教研室教研活动，教师教
学交流常态化。选派教师参加省部级各类
教学活动，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
７ 教学质量稳中有升。１名教师申报全省
高等学校微课教学比赛。发表教学研究论
文１１篇，其中Ｃ刊论文２篇、核心１篇。
获江苏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１项、二等奖
２项。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获省级１项、
校级３项。指导学生成功获批大学生实践
创新训练计划项目８项，其中省级重点１
项、省级指导１项。８ 积极配合电气学院
等学院的专业认证工作，完成思政课课程
数据状态的整合和教师访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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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 科研工作保持良好态势。组
织教师申报各级各类项目，积极与国内专
家联系咨询，教师之间互相评阅把关，经
验共享。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１项、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１项、江苏
省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和一般项目２项、
江苏省博士后基金项目１项、江苏省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专项１项、一般项
目２项；获批镇江市社科联社科课题２项。
年度总经费达７５万元，其中纵向科研经费
５０万元，横向课题合同经费额２５万元。
发表学术论文３５篇，其中校定权威期刊
《哲学研究》论文１篇，ＣＳＳＣＩ论文１１篇，
中文核心期刊１０篇。出版专著４部，由学
院教师参与的图书获江苏省“五个一”工
程奖。荣获江苏省优秀理论成果奖１项，
江苏省“社科应用精品工程”优秀成果一
等奖１项。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 学科建设顺
利推进。顺利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
硕士学位点合格评估工作。积极筹备马克
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成功申
报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参加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列全国
所有参评学科７０ ／ ２３１位，获Ｂ －等级，在
学校所有参评学科中处于较好位次。规划
并使用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省级重点学科建
设经费，未来３年将获批部省共建建设经
费１２０万元。组建３支队伍分赴北京大学
等国内名校调研学科建设、教学改革、科
学研究情况。２ 研究生教育工作稳步开
展。注重过程培养和规范管理，注重研究
生学术道德建设，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
组织完成研究生招生、论文开题、论文答
辩等工作。多名研究生参加省内、国内学
术会议。研究生获创新工程省立校助项目
２项。硕士研究生在线课程“后现代主义

专题”顺利开展，博士研究生课程“中国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获批江苏大学精品在
线课程。
【师资队伍建设】 １名教师晋升教授，２
名教师晋升副教授。１名教师参加江苏省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培训班，全员参加江
苏省思想政治理论课暑期培训。全年超过
３０人次教师参加国内各层次学术会议。面
试名校博士或博士后５名，成功引进１名
博士、１名博士后副教授来院工作。邀请
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东南大学、江苏省社科联评奖办
专家学者来院讲学或指导工作。
【国际化工作】 １名教师赴英国伯明翰大
学政府与社会学院研修访学交流一年。４
名本科生、１名研究生参加海外学习交流
项目，１名研究生入选南京大学—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项
目。邀请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为研究生讲
授“发展理论”课程并开展学术文化交
流。举办海外学习宣讲会，通过微信、
ＱＱ等发布国际化工作最新信息，营造国
际化氛围。获校第七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
坛最佳口头报告奖２个、优秀论文奖３
个、最佳墙报奖６个。做好英文网站日常
维护更新。
【学生工作】 １ 扎实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连续第三年组建青年博士党员宣讲团，专
题宣讲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组建
研究生志愿者宣讲团，面向镇江大市开展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获评“团聚１３５”
重点项目１项、一般项目５项，以及校共
青团十佳活动等项目近１０个、校“十佳活
力团支部”１个、十佳团支书１人。学院
团委获“江苏大学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
位”。２ 深入推进班风学风建设。获评江
苏省先进班集体１个，获评校“学风建设
月”优秀组织奖“十佳”。获评２０１７年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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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文读书奖学金”１人。思政２０１３级考
研率５４ ５５％，达线率２７ ２７％，考取率
２４ ２４％。组织开展学业导师考评工作，获
评校优秀学业导师５人。３ 精心拓展校园
文化平台。获评省级演讲大赛优秀作品奖
１个（全省１０个）。入选校第十三届“十
佳青年学生”１人、提名１人，校“百优
青年学生”５人。获批校第十六批科研立
项资助项目４３项、一般项目２１项，结题９
项。获评市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１
支、优秀指导教师２人。４ 认真做好教育
管理服务。开展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规划
工作，获校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一等
奖２项。再次入选省委组织部选调生１人。
应届本科毕业生总就业率１００％，研究生
毕业生总就业率９４ ２９％。５ 持续抓紧安
全稳定教育。开展研本新生心理普查，举
办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强化毕业班校纪校
规教育，研本毕业班安全、文明、有序离
校。加强安全教育工作，增强大学生日常
安全防范意识。

（撰稿人：徐青儿核稿人：董德福）

法学院
【概述】 法学院现有教职员工５０余人，
其中教授７人，副教授２３人，博士２２人。
学院年均招生规模本科生１２５人左右，法
律硕士研究生１００人左右。学院设有理论
法学系、民商法学系、刑法学与诉讼法学
系、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学系，并拥有江
苏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培育
点）、江苏省高校研究生工作站、江苏大学
廉政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江苏镇江法治
政府研究院、镇江市地方立法研究中心、
镇江市反腐倡廉建设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

与平台。学院拥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
点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法学专业
为江苏大学品牌特色专业，连续两次被列
为校级重点建设学科。学院建有模拟法庭、
法律诊所、实践教学协同创新中心等实践
教学与培训平台。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根据上级党委的
总体要求，法学院党委思想上高度重视，
组织上坚实保障，计划上周密部署，稳步
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工作和“双抓双促”大走访大落实工
作。认真贯彻落实党员“先锋亮绩、积分
管理”工作，教工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分
别按照学校的要求和标准制定评分细则。
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积极组
织广大党员开展党规党纪网上测试竞答，
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职”，
深入排查学院在各条线可能出现的廉洁风
险点，切实制定风险点的整改措施。认真
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定期组织支部开
展党员理论学习活动。认真组织支部党员
开展“两学一做”和“四讲四有”党员系
列理论学习活动，定期组织党员学习党的
六中、七中全会及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
以及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等，并落实在具体
的工作和实践之中，全面提升支部党员的
先进性，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带头作用。
全年发展党员１６人（其中本科生１３人，
研究生３人），预备党员转正９人。学院现
共有党员７８人，其中教工党员４１人，学
生党员３７人。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２２
人，其中本科生１２人，研究生１０人；按
照学校要求完成党员排查与信息采集工作，
对党员系统进行认真细致的梳理；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积极开展“教师党员先锋
工程”，组建党员志愿服务团队。民商法学
系教工党支部荣获“校先进党支部”。２名
党员教师分别荣获校优秀共产党员和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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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党务工作者。本科生第二党支部获校先
进学生党支部荣誉称号。２名学生党员获
得校优秀学生共产党员称号。踊跃提交党
建、廉洁文化作品。推送优秀党建类论文
３篇，纪检监察类论文１ 篇。积极申报
“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民商法学系
教工党支部的风采展示案例获得三等奖，
研究生第二党支部获得微党课三等奖，本
科生第二党支部的支部风采推荐展示获得
推荐展示类三等奖。“贫困生自主管理规范
化建设”申报并获批江苏大学基层党建
“书记项目”，现已完成。按照规定标准完
成党费收缴工作，全年共收缴党费３６ １１０
元整。完成支部改组选举工作，学院下设
４个党支部，其中教工党支部２个、本科
生和研究生党支部各１个。完成学院党委
组建工作，召开法学院首届党员大会，选
举产生法学院第一届党委委员。学院分工
会积极组织广大教职工参加校工各类文体
活动。学院积极开展招生工作。学院负责
的生源地中学招生人数，在２０１６年的基础
上成倍增长。学院关工委荣获校首批“关
工委常态化建设单位”。学院非常重视宣传
报道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对网
站进行了改版和更新，并安排专人进行管
理，做到信息能够及时发布、活动能够及
时报道。与此同时，新媒体平台的建设也
取得卓越成效，新媒体发展不断加快；加
强内容建设，不断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来加强对师生的
思想道德建设。此外，学院积极要求加强
对活动的宣传报道工作，确保做到活动完、
报道出，学院在校内相关媒体报道率和篇
次在校内各院部办当中一直名列前茅，学
院教学、科研和团学活动在学校江帆网等
主要媒体发表的校内报道已达２００余篇。
全年市级媒体报道达１７篇，省级以上媒体
达４８篇，其中１４篇分别发表在《人民日

报》《法制日报》《新华日报》、视觉中国、
中国新闻图片网、中国组织人事报、慈善
公益报、中国社会组织、ＣＣＴＶ４等国家级
网络、报刊等媒体上，大大提升了学院各
项工作在省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影响。
【教学工作】 ２０１７年，学院规范、有效、
按序、圆满地完成了各层次、各类型的教
学任务。 （一）教学运行与质量。认真落
实教学奖励制度、系主任例会制度、实验
室管理制度、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创
新学分管理办法等，鼓励和引导教师把更
多的精力投入教学工作中，确保本科教学
工作有序进行。１ 基本完成教学目标。教
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人数２７人，占所
有教授、副教授总数的１００％；全年无教
学事故，大院、京江、海外学院等教学秩
序井然；成功开设双语或英语教学课程３
门，开设自主研学课程１门；全年严格控
制调课率；学生评教平均得分９０分；教学
资料归档率１００％；审核评估整改方案落
实度达１００％。根据学校统一要求，学院
对照２０１６版培养计划，高质量、圆满地完
成了５９门教学大纲的撰写工作；有效组织
完成法学专业２０１７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指
导、答辩工作，获得校优秀论文２篇；毕
业论文按时完成率达１００％；２０１７届法学
专业ＣＥＴ６、省级或国家级计算机考试通
过率高于往年，一次性学士学位授予率为
９５ ６％；毕业论文查重通过率超过９０％；
多名同学荣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初赛三
等奖；一项作品在“挑战杯”全国竞赛江
苏省选拨赛中荣获三等奖。新生转专业工
作中，接收外院１５名同学转入法学院，专
门对转专业同学进行辅导选课，同时新开
设３个重修班。另外，对班级民族生、留
学生也按照要求进行了辅导。推荐２名优
秀毕业生免试攻读东南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硕士研究生。２ 加强教学过程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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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重视教学管理，促进了教风、考风、学
风的良性发展。学院上下学期分别以期中
教学检查为契机，每个班级分别遴选了１
名教学信息员填写“教学信息员信息反馈
表”，全面了解教学过程中教、学、管三方
面的状况；４个系均按计划有效组织教研
活动和教学信息反馈会议１０余次，各系分
别对照教学日历检查任课教师教学进度，
检查教师备课情况和抽查学生作业批改情
况；同时鼓励同行之间相互听课，指导教
师对助教进行一对一辅导教学，每位学院
领导都深入课堂听课、评教。各系分别召
开期中教学自查分析会、听课情况座谈反
馈会议，有效整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另
外，根据《江苏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
评定与管理办法》 （江大校〔２０１６〕４９２
号），重新制定了《法学院本科生创新创
业学分认定实施细则》。３ 加强实践环节
教学。实验教学过程按时完成率达１００％。
学院组织法学专业学生深入各单位进行专
业实习，模拟民事审判、模拟刑事审判等
专业实习效果良好。目前毕业班毕业实习
工作已安排就绪。引入多名校外实践专家
为本科生授课，效果良好。４ 深入开展教
学活动。教师教学发展活动完成率达
１００％。各系每学期平均开展教研活动１０
余次，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学系申报校优
秀教研活动系；成功举办法学院２０１７年双
语及全英语讲课大赛，并推荐１名教师参
加校级教师讲课大赛；举办公开课２次；
举办教学沙龙１次；１名青年助理教师接
受主讲培训；４０周岁以下教师基本完成在
线课程培训，并加强网络课程学习；３名
教师去北京参加“马工程”培训，４名教
师去南京参加“马工程”培训，３名教师
参加线下自主“马工程”学习，使用“马
工程”教材的任务已要求落实。 （二）教
学建设与改革。１ 深化教学教改研究。学

院发表教学研究类论文１０篇以上，其中
ＣＳＳＣＩ收录２篇，中文核心收录１篇；教
改课题立项３项，其中重点项目１项，一
般项目２项。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１
项。２ 推进精品在线课程建设。学院在线
开放课程建设数量为３门。２０１７年“计算
机犯罪通论”已申请结题验收； “婚姻法
原理与实务”也申请中期验收；新立项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国法制史（法制
人物与法制故事）”１门。学院积极组织微
课教学比赛。学院已申报虚拟仿真建设项
目１项。３ 积极申报大创训练项目。学院
“２０１７年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
划项目”共有２８项获得立项，其中省级重
点２项、省级指导和一般项目共４项、校
级项目２２项，全部进入中期检查阶段。
【科研工作】 （一）规划科研发展思路。
明确、细分具体发展目标，制定详细可行
的制度举措，推进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２０１７年，学院根据学校的科研政策，适时
调整和修订了学院的科研奖励办法等规章
制度，出台了新的《江苏大学法学院业绩
计分办法（试行）》，以此助推学科建设和
教师科研水平的提升。 （二）推动科研平
台建设。 “江苏大学三江法学工作坊”正
式启动。通过定期举办学术研讨活动，为
广大教师开展学术交流提供平台，拓展教
师科研和学术交流空间。本年度共邀请中
国台湾地区著名检察官张熙怀、吉林大学
法学院李拥军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王申教
授、河海大学杨春福教授等１２位法学界、
实务界专家开展讲座交流，为进一步提升
我校法学学科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提升科研成果
水平。学院获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２项，
中国法学会部级研究项目２项，文化部等
部级研究项目２项，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１项，长三角合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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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项目１项；在《法律科学》 《法学》
《政治与法律》等专业核心期刊发表４５
篇；在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出
版社出版专著３部；获得江苏省第十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江苏省社科界第十届学术大会优秀组织奖、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奖”一等
奖等奖励；江苏镇江法治政府研究院获批
“江苏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
（培育点）。（四）拓展科研发展空间。学
院与镇江市人大合作成立“镇江市地方立
法研究中心”，同时与京口区人民法院、润
州区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就有关法学学生
实践教学、课题研究及人员交流培训等开
展合作，为学院的横向合作和实践基地建
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一）学科点
建设实现新突破。在学校的大力支持、全
院教师的积极努力下，法学院经过认真准
备、积极申报，终于获批法学一级学科硕
士点，为学院的学科发展开辟了新的篇章。
（二）国际化教育实现新突破。２０１７年法
学院首次招收４名外国留学研究生，分别
来自几内亚、加纳、突尼斯和巴基斯坦；
留学研究生培养工作进展顺利。 （三）首
届毕业答辩顺利完成。学院圆满完成了江
苏大学首届法律硕士研究生的答辩和毕业
工作，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京师
范大学公丕祥教授，江苏省社科院党组书
记、院长夏锦文教授亲临答辩指导，对学
校法律硕士培养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四）研究生招生培养规范有序。圆满完
成２０１７级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录取工
作，同时增加了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招生，
共计招录８８名法律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
中心积极加强制度建设，从课堂教学规范、
实践培养环节到研究生论文开题、答辩，
建立了一系列规范制度，努力做到研究生

教育的规范化管理。 （五）研究生工作取
得系列成绩。荣获江苏大学第七届“中外
研究生学术论坛” “优秀组织奖”；获批
“２０１７年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江苏漫修
律师事务所）；２名同学获批２０１７年江苏
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１名教师获批中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课题立项；３名
教师获批江苏大学研究生在线课程立项；
“民商法总论”获批２０１７年度校研究生重
点建设课程。
【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充分认识到学校确
定的“高端、青年、国际化”战略主题，
既是队伍建设的中心任务，更是学科建设
与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内涵，师资队伍建设
是学院发展的关键性力量。全年晋升副高
职称２人。
【学生工作】 （一）加强队伍建设，提高
业务水平。２名辅导员获得国家职业指导
师资格；１名辅导员获得国家三级心理咨
询师资格；２名专职辅导员先后参加了江
苏大学英语口语干部培训班，并顺利结业。
在《江苏高教》 （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发表
《高校贫困生资助中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论文１篇；撰写完成《新时期高校辅导员
工作研究》（２０多万字）专著１部；主持
完成江苏省辅导员专项重点课题“法治思
维视野下高校学生管理研究”１项；参加
编写江苏省十二五重点教材《医事法学》
１部，并担任副主编。 （二）规范日常管
理，提升业绩目标。评奖评优、奖助贷补、
入学教育、宿舍安全、制度建设、助困帮
扶、校园文化建设、教授讲堂、学生组织、
班子建设、海外交流、创业就业、学费催
缴、早操与晚自习考勤等各项日常教育管
理工作有序进行。４个宿舍被评为“百佳
宿舍”； “文明宿舍”达标率８０％以上；
２０１７年国家司法考试通过率达４６ ７％；研
究生通过率达报考人数的５０％；２０１７届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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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总就业率１００％，协议就业率为１００％
（涵盖升学）；初次就业率本科生９３ ３３％，
研究生初次就业率达１００％；考研率为
５３ ２８％，研究生录取率达１９ １％ （其中
有４名同学免试推研）；助困帮扶近６００人
次。（三）增强文化品味，取得丰硕成果。
４名同学荣获２０１７年江苏大学“百优青
年”荣誉称号；１名同学获得江苏大学第
十届“励志之星”荣誉称号；９名同学荣
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３名同学在第二届镇江市知识产权竞赛中
荣获一等奖；４名同学在第十五届中南谷
江苏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暨挑
战杯全国竞赛江苏省选拔赛中荣获三等奖；
１名同学在第四届江苏大学“超星移动阅
读杯”信息检索大赛中荣获二等奖；１名
同学在江苏省“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
赛中荣获二等奖；１名同学在江苏省第五
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荣获声乐器表演
甲组一等奖；１名同学在２０１７江苏省青年
志愿服务春运暖冬行动中荣获“先进个
人”称号；１名同学获得江苏大学“自强
之星”荣誉称号；３名同学在２０１７年江苏
省第三届“ＬＳＣＡＴ”江苏省（英译汉本科
组）大赛荣获优胜奖；１名同学在２０１７年
“水杉杯”江苏省大学生诗词展演中荣获
团体二等奖；２名同学荣获２０１７年全国大
学生英语竞赛Ｃ类三等奖；２个团队项目
分获江苏大学第八届“星光杯”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三等奖；青志协
公益服务团队获得“２０１７年江苏省青年志
愿服务春运‘暖冬行动’优秀项目”荣誉
称号。（四）强化综合素质，彰显荣誉意
识。１名同学获得２０１７学年校长奖学金，
２名同学获得２０１７年度国家奖学金；１名
同学获得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校三好学
生标兵、校优秀学生共产党员荣誉称号；２
个团支部荣获江苏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称

号；学院荣获“江苏省就业创业知识竞
赛”校级优秀组织单位奖；学院荣获２０１７
年大学生安全知识竞赛三等奖；法学院团
委荣获“江苏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镇江市五四红
旗团委”荣誉称号；１名教师获得“镇江
市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称号。
【国际化工作】 学院英文网站不断优化；
邀请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法院检察署一级检察
官张熙怀先生来学院就“我国台湾地区检察
制度”进行讲学；１名教师赴美国高校进行
高访学习；首次招收４名外国留学研究生，
分别来自几内亚、加纳、突尼斯和巴基斯
坦；留学研究生培养工作进展顺利；多名同
学已经报名申请到国外高水平大学读研深
造，已有１８人次出国交流学习，其中４人
获江苏省政府境外学习奖学金项目；参加出
国类外语考试８人，５人通过考试，为学院
低年级在校学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也为学
院学生开展国际化交流和学习营造了良好的
氛围，确保２０１８年学院海外交流和国际化
合作目标任务能够顺利地完成。
【江苏大学廉政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工作】
（一）学术活动逐步提升。廉评中心积极
推进各项廉政研究。上半年，廉评中心作
为协办单位参与了在哈尔滨召开的“实践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高端论坛”研讨
会。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主办、
中共哈尔滨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承办，廉评
中心教师积极参会，并在会议上发表讲话。
会议结束后廉评中心作为协办单位，就研
讨会主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并完成学术
论文２篇，学术论文被收录于《“四种形
态”理论与应用》一书，该书已由中央党
校出版社出版。中心以“习近平党内政治
文化思想研究”为主题积极申报国家社科
十九大专项课题。 （二）日常工作扎实推
进。在与镇江市人大的合作方面，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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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评中心与镇江市人大继续保持密切合作，
在第六届镇江市人大工作理论研讨会第一
次会议上，中心１名教师被选为镇江市人
大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完成调研课题
“镇江市基层人大工作科学化水平提升机制
研究”，并在市人大内部刊物《民主建设》
上每月提供稿件一篇。在与镇江市民政局
的合作中，２０１７年中心承接民政局１２项
课题，课题涵盖社会组织监管、基层民政
部门依法行政、农村低保等，现各项课题
已基本完成。在与镇江市物价局的合作中，
廉评中心承接了镇江市物价局物业服务等
级标准实施效果第三方评估工作，对镇江
市区内普通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等级与收
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评估工
作顺利完成，评估报告获得各方好评。在
与苏州市公安局的合作中，廉评中心承接
“基层公安教育训练课题体系建设研究”
课题，经过多次调研，课题已基本完成。
（三）社会影响日益彰显。在２０１７年的工
作中，廉评中心继续为地方法治建设贡献
力量，不断提高自身社会影响力。廉评中
心发挥专家团队作用，积极为地方立法建
言献策。廉评中心承担了镇江市公路管理
处交办的《镇江市农村公路管理条例草
案》的起草工作。立法草案稿已起草完成。
此外，６名教师积极参与社会监督工作，
被镇江市机关工委聘为市级机关“作风效
能”社会监督员，对６０多家市级机关进行
明察暗访，工作获得各方好评。

（撰稿人：何　 铭　 核稿人：刘同君）

文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７年是文学院事业蓬勃发展的
第二年，本年度，文学院各项工作全面提

升，喜获丰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３项，
其中重点课题１项、青年课题２项；获批
省社科后资助课题１项，市厅级课题４项，
纵向经费８６ ５万元。学科建设初战告捷，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硕士点顺利通过江苏省
教育厅评审。招收第一届汉语国际教育研
究生４５名，其中全日制１８名，非全日制
２７名，留学生研究生１名。学生科研项目
成绩喜人。获批７项省级大创项目，其中
２项省重点项目，２５项校级大创项目，４４
项科研立项项目，超出年度目标近２倍。
２０１７年文学院有教职工３８人，其中专任
教师３１人，包括教授５人、副教授１１人。
全日制在校本科生６０８人，硕士研究生
４５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党委始终以
“聚焦党建，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聚力发展，
增加师生员工的获得感”为已任，扎实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工作。１ 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积极引导学生成人成才、教师
成名成家，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为学院事业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共识，集聚
动力。２ 根据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召开
学院首届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文学院党委
委员会。基层党支部设置调整为５个党支
部，分别为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联合教工
党支部、汉语国际教育与文艺学联合教工党
支部、语言文化中心教工党支部、本科生党
支部、研究生党支部。３ 在学院事业发展
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
良好氛围的基础上，学院党委高度重视“不
出事”的要求。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加强和完善“一岗双责”制，健全以
各项权力为“点”、以具体业务流程为
“线”、以制度建设为“面”的动态廉政风
险防控机制。支持纪检委员的监督履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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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工作保障措施。４ 在２０１７年江苏大学
“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推荐作品评选活
动中成果丰硕，校内３项评选活动中，学院
党委选送的作品全部获奖。５ 加强对分工
会工作的领导，做好新一届校工会代表的选
举工作。以文学院教师为骨干，成立了江苏
大学教职工朗诵艺术协会，并与宣传部联合
举办了“诗韵江大醉美金秋”诗会。
【教学工作】 １ 顺利完成常规教学和培养
计划修订。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认真进
行本科教学审核性评估的总结工作，对照
专家意见和学校要求将各项整改措施落实
到位。全体教师严谨治学，教书育人，顺
利完成授课任务，无教学事故发生，集体
超额完成听课任务。定期组织了共计７次
教研活动，成功举办教学沙龙活动。完成
各门课程的考试、归档工作。按照学业导
师管理细则，认真指导各年级学生的学业
规划和具体实施。根据新的文件要求，详
细制订了学院免试研究生选拔实施细则，３
名推荐免试研究生均被国内“２１１”以上
学校录取。结合专业特点与社会需求，统
筹安排，完善了实践教育环节，增设了德
语、韩语等第二外语和英语语言学等选修
课程，以培养宽口径、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２ 继续加强特色教学与实践教学。
（１）“文学活力课堂”吸引了校内外文学
爱好者的广泛参与和好评，并相继在镇江
电视台民生频道播出。１２月８日，“回望
五四，点燃中国青年之光”大型文学课堂
活动隆重举行，将文学院的实践教学推向
新高度。（２）专业实践教学创新拓展。顺
利完成相关实践、见习和论文工作。组织
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作文竞赛，８０余人获
得国家级作文比赛奖项。组织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学生参加第二届“中学西渐杯”全
国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技能大赛，取得了优
秀奖的好成绩。２０１７年度江苏省微课比赛

校内遴选中，庞伟奇老师的“不言之教”
获得优胜，被选送至省教育厅参加评比。
【科研工作】 立足学院科研实际，紧紧围
绕学科建设，在打造科研团队、促进科研
合作的基础上，扎实推进国内外学术交流
活动，从苦练内功和借力发展两方面培育
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１ 科研成果。为催
生高水平科研成果，提高学院各级各类课
题申报获批率，学院一如既往地贯彻积极
谋划、提前培育理念，提前启动省部级和
国家社科基金组织申报工作。本年度学科
研成果再创佳绩，共计获批各级各类基金
项目８项，其中国家社科重点项目１项，
国家社科青年项目２项，省社科后资助项
目１项，市厅级项目４项，实现纵向经费
８６ ５万元，超额完成了本年度项目指标；
出版学术专著１部；发表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
论文９篇，核心期刊论文３篇，统计源期
刊１５篇，ＣＳＳＣＩ源期刊文章数量有了明显
提升。１人获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第三届学术论文优秀成果一等奖。２ 学术
交流。学院本年度举办高水平学术会议
（论坛）３场，分别为“多学科视阈下的鲁
迅文化遗产与精神传承”学术研讨会、
“《论语》诠释与儒家思想的传承创新”和
“江苏地方文献与地方文化论坛”。上半年
组织学院已获省部级以上课题的老师会同
社科处专家对省社科基金申报书进行集中
辅导推敲；下半年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对我
院国家社科基金申报进行集中辅导和前后
３轮次申报书预评审；邀请知名专家举办
“增华阁讲坛”１５场；申报并组织“五棵
松讲坛”３场，极大开阔了学院师生的学
术视野。３ 平台建设。进一步推进学院科
研团队化和学术基地（智库）建设。学院
充分利用与语言文化中心合署的有利条件，
成立了“中华经典海外传播研究所”，为
未来学院科研与学校国际化发展相结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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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相应平台。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文学院在迎来
第一批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研究生的同
时，积极组织全院教职工，梳理学科特色、
整合学科资源。１ 学科建设初战告捷。在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硕士点申报过程中，学
院采取多向整合校内可利用资源，立足学
院学科建设实际，经过全院教师的共同努
力，中国语言文学一级硕士点顺利通过省
教育厅审核。推进各门课程教学大纲的规
范制定，配备专业教材，并加强对专业学
位硕导的遴选工作。２ 研究生工作开局良
好。招生工作。学院成立了招生宣传领导
小组，制定宣传实施方案，完成宣传材料
的设计制作，健全了学院研究生招生宣传
网页的相关信息。充分利用校园网（学院
主页）、ＱＱ群等宣传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学科优势和奖助政策等，营造良好的
宣传氛围。２０１７年，按照学校研究生复试
工作要求组织研究生复试，共招收全日制
研究生１８名、非全日制考生３０名，超额
完成了２０１７年招生工作任务。培养工作。
学院进行了培养方案的广泛调研，按照学
校的相关要求，先后修订完成了面向国内
和国际学生的３个版本的培养方案。培养
方案的修订更注重汉硕专业学位的应用性
和实践性，采用双导师制，以及课程学习
与汉语国际教育实践相结合、汉语国际教
育与中华文化传播相结合的培养模式。组
建研究生授课团队，科学规范编订教学大
纲，完成了国内研究生及留学研究生各２２
门课程大纲的汇总和提交工作。获批省级
研究生教改课题１项。常态化邀请学界知
名教授来校讲学，拓宽研究生知识面，为
将来走上汉教岗位打下坚实基础。学院开
设特色汉语国际推广文化实践课程，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双周常态化开展文化
实践活动。目前，有２名研究生赴国外担

任汉语教师志愿者，６人申请２０１８年出国
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
【师资队伍建设】 一流的教师队伍才能创
造一流的教育业绩。面对师资力量薄弱的重
大挑战，学院坚持高端引领、引育并举的人
才战略。１ 高度重视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
学院机构调整后及时调整师资工作建设小
组，由院领导与学院教授构成，并在具体招
聘面试时邀请专业相关教师参加。广纳英
才，办公室及时做好引进人才的后勤保障服
务工作。共组织３场人才引进招聘会，共有
８０名教授、博士后、博士应聘，最后参加
面试１８名，录用４名，在２０１７江苏大学海
外高层次人才论坛中签约１名韩国博士。
２ 高度重视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本年度２
名教师成功晋级副教授。３名教师申报学校
青年英才选拔计划。学院还为新教师安排一
对一指导教师，同时邀请国内知名专家给教
师进行教学、科研方面的指导。
【学生工作】 １ 学业导师工作有效落实。
张芙蓉、蒋传红、徐光萍和王勇４名老师
荣获“江苏大学优秀学业导师”。学院获
得２０１７年“学风建设月”活动优秀组织
奖。２ 学生活动成绩喜人。学院刘芷珊同
学担任校团委学生副书记，付梓莹同学担
任校社联副主席。刘芷珊同学被学校推荐
参加中国大学生骨干培训班。学院多名学
生、班级获校级以上荣誉。李文雅同学获
“江苏省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王佳
豪同学荣获“团省委暑假最佳微信号运营
者”荣誉称号，仲腾欢、高佳莹同学荣获
“２０１７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ＮＥＣＣＳ）
三等奖”等。３ 创业就业工作成绩突出。
学院２０１７届本科毕业生总就业率９７ ２５％，
协议就业率７６ ９２％，初次就业率达
９１ ６３％，研究生录取率１２ ６％，升学出国
率为１８ １３％。有２３名学生考取了国内高
等院校的研究生。有２名学生成功创业，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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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同学的创业项目获第九届“星光杯”江
苏大学大学生创业大赛银奖。４ 学生国际
交流工作稳步推进。２０１７年全院参加出国
类外语总人数为１３人，通过出国类考试的
人数为８人，雅思６ ５以上４人。目前有
２７人出国进修，对外交流项目１８人，其
中３人获江苏省政府境外学习奖学金项目；
出国（境）攻读研究生１０人。５ 辅导员
职业能力不断提升。万超老师获得心理咨
询师资格，朱臖老师获得创业咨询师资格，
已经实现辅导员人人有资格、个个能指导
的职业化发展目标。６ 外宣工作成绩喜
人。学院团委微信公众号平台每日推送新
内容，浏览量和点击量在校内各院部当中
一直名列前茅，稳居全校前十名。江帆网
用稿量居全校第五名。

（撰稿人：陈丹蕾核稿人：夏民）

外国语学院
【概况】 外国语学院下设英语系、英语教
育系、日语系、大学英语教学一部、大学
英语教学二部、研究生外语教学部、外语
学习中心（校级实验室）、国际语言课程
中心、外语学习诊疗中心；１个国际研究
机构：国际论辩研究院（中荷合作）；３个
校级研究机构：江苏大学论辩研究院、江
苏大学语料库翻译与教学研究中心、江苏
大学赛珍珠研究所；８个院级科研机构：
应用语言学研究所、英语文学研究所、翻
译研究中心、外语教育教学研究所、语用
学理论与应用研究所、跨文化交际研究中
心、日本学研究所、现代日本研究中心。
学院现有英语、英语（师范）、日语３个
本科专业和“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权点１个；拥有１个图书资料室，

图书数量１０ ０２３册，期刊１６ ６２４册、１３８
种；１６个多功能语言实验室、１个影视赏
析中心、１个自主学习中心、３套外语教学
发射台、１个标准化托福考试中心。２０１７
年学院教职工１６６人，专任教师１４８人，
其中教授７人，副教授４７人。全日制本科
生５７０人，硕士研究生６７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 院党委坚持学
习型、服务型、法制型、创新型党组织建
设。以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为原则，不断增强
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努力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和每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顺利完成了新一届党委、党支部、
工会的换届工作。２ 严格按照中共中央组
织部关于开展党组织和党员基本信息采集
工作部署要求，完成了党组织和党员信息
采集、审核、录入等工作。３ 扎实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各
项工作，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认真开展违规吃喝问题专项
整治“回头看”工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
日常监督和教育管理，开展多种形式的党
性党纪和廉洁教育，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
廉洁文化氛围。在学校组织的“学思践悟
勇于担当”征文比赛中获得二等奖。４ 实
行党员“先锋亮绩、积分管理”制度，１
个教工党支部和１个学生党支部被评为校
先进党支部，１名教师党员和１名学生党
员被评为校优秀党员，１名教师党员被评
为校优秀党务工作者。评选表彰学院“先
进党支部”４个，“优秀共产党员”２３名。
１名教师党员入选镇江市宣传文化系统第
二期“青年文化人才”，２名党员教师被评
为校“三育人”先进个人。５ 重视党建和
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认真组织党建、思政课
题申报和论文撰写工作，积极参加学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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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各项活动。１名教师获校优秀工会工
作者荣誉；学院参加学校太极拳比赛获得
第五名。６ 继续深入开展党建带团建“三
个一”活动。７ 认真做好党校培训和组织
发展工作。举办新生启蒙党校１期。以
“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为原则，全年共
发展党员１６名，其中研究生党员２名，本
科生党员１４名；７名学生党员按期转正。
８ 院党委高度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在做好
二级网站建设的同时，积极向校内外媒体投
稿，及时宣传学院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
特色和亮点。学院在校内媒体共发表新闻报
道２２６篇，校外媒体发表宣传报导２８篇，
其中国家级１１篇、省级６篇、市级８篇，
在校、院两级网络平台共发稿２ ３７６篇，向
学校官方微博微信共发稿９篇。学院的英文
网站获评校二级英文网站，１名党员教师获
评校优秀英文网站管理员荣誉称号。
【教学工作】 一、本科教学。１ 确立精
准、精细、精心三“精”教学工作思路，
挖掘外语教学思政资源。发动各系部骨干
教师深入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英
文对照版，鼓励教师将其灵活运用于教学
之中。２ 调整优化教学组织结构，培育建
成重点／特色外语课程项目。成立英语教育
系，专门从事刚恢复招生的英语（师范）
专业本科教学；成立跨系部教研合作平台
“国际语言课程中心”，专门设计、协调、
实施和管理外国语学院为全校各单位量身
定制的高端国际化语言教学项目；成立跨
系部新型教研平台“外语学习诊疗中心”，
为全校学生提供外语学习问题咨询与跟踪
服务；开创“系部（中心）教学管理工作
研讨会”制度，全年按计划召开三期。
３ 多渠道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各级别教学
竞赛成绩喜人。１６ 名教师参加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
教师官方培训，均获得雅思官方教师培训

课程认证；３名教师参加外研社外语测试
研修班并顺利结业，２名教师参加全国国
际商务谈判课程研修班并顺利结业；在外
研社２０１７年“教学之星”大赛中，２名教
师分别获得华东赛区大学英语教学组冠军
和特等奖，１名教师获得华东赛区英语专
业教学组一等奖；１名教师代表华东赛区
参加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总决赛
获得一等奖；外语学习诊疗中心设计与实
施了“匠心学术沙龙”，全年开设专题讲
座、工作坊研讨共计１０余次，并邀请意大
利籍专家开设学术写作系列讲座；年度获
批校教改项目８项，获批省教改项目１项。
４ 强化学生外语基本功训练，多类水平考
试通过率攀升。２０１５级四、六级通过率分
别为９２ ２８％和５０ ０３％，与往年同期相比
均有明显提升，六级通过率提前完成学校
“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相关目标；２０１５
级英语专业四级考试优良率占应届生参考
总人数的４３ １３％。２０１３级专业八级一次
性通过率超出全国平均通过率２３ ５３个百
分点；日语系２０１４级１００％通过全国日语
专业四级考试。５ 加强做实学生第二课堂
建设，以赛促学机制初具规模。学院联合
教务处成功举办２０１７ “外研社杯”“全国
大学生英语挑战赛”江苏大学选拔赛。获
奖选手在江苏省赛中均有奖项斩获：写作
获得省赛二等奖１名、三等奖４名；阅读
获得省赛一等奖１名、三等奖２名；演讲
获得优胜奖３名；在第五届“卡西欧杯”
江苏省高校日语影视配音大赛中，日语系
３名同学获得优秀奖；在第四届日本语作
文演讲比赛中，日语系４名同学获得“入
赏”，１名同学在总决赛中获得优秀奖（相
当于国内二等奖），学校获得团体金奖；在
首届江苏省“九外杯”高校日语演讲大赛
中，日语系１名学生获得优秀奖；在第１３
届“中国人日语作文大赛”中，日语系２



(Ñ{Ò�{wxÑ

７３５　　

名同学获得佳作赏；在第二届中日交流中
国青年作文大赛中，１名同学获得佳作赏，
１名教师获得园丁赏。在首届江苏省“亿
学杯”商务英语实践技能大赛中，喜获团
体二等奖的好成绩。６ 系部协同合作对标
找差，专业教学满意度提升明显。学院总
体满意度达８４ ６％，学院学位授予率达
９９ ３％。学院学生评教优秀率达９４ ７５％，
优良率达９９ ３８％，平均分为９２ ２６８，上
半年５２个课程班被评为Ａ级课程，下半年
５７门个课程班被评为Ａ级课程。二、实验
室建设。完成四六级考试放音新设备采购、
安装调试等；调研光传导语音发射装置的
安装使用，并拟定了语音发射改进方案；
顺利完成学院承办的首次“国才英语考
试”；顺利完成学院网站转入校网站集群系
统；为学院各种活动提供现场录音录像等
各类技术服务。完成学院基本设备采购、
新增设备等固定资产登记入库、报废资产
的报废手续、学院内部资产调拨。做到资
产账账、账卡、账物相符及资产标签粘贴、
实物盘点处置到位。
【科学研究】 全年获批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１项，实现了国家级重点项目零的突破；
获批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
目７项、重点项目１项；获批中国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课题１项，江苏社科
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项目２项、江苏省高等
教育教改专项一般项目１项、江苏省社科
基金“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１
项，镇江市社科联项目３项。纵向课题总
经费６１万，完成６０万元的年度目标。全
院教师主编国际期刊（专刊）２期，发表
论文１９篇（其中Ｃ刊３篇，权威期刊１
篇），检索论文２篇，参编国际论著１部；
出版专著２部、译著１部。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一、学科建
设。外国语言文学一级硕申报通过省教育

厅组织的专家组的评审。组织学科自我合
格评估，专家组一致通过“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二级硕点评估，等级为优秀。
二、研究生教育。１ ２０１７级共录取全日制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２２人、留学硕士生４
名。２０１７届学位论文送审合格率与答辩通
过率均为１００％，１篇论文获校优秀硕士论
文。年度学位授予率９６％ （２４ ／ ２５），论文
抽查合格率１００％。研究生１人获批省研究
生科研实践创新项目，３人出国交流６个
月，１９人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发表论
文１５篇（其中１篇为外语类Ｃ刊）；５人
参加“第十届届江苏高校外语专业研究生
学术论坛”，获二等奖１项、优胜奖２项。
２ 组织第十三届研究生模拟国际学术会
议、第十四届研究生英语演讲比赛和一年
一次的研究生英语学习名家讲座。承办江
苏大学首届研究生翻译比赛暨江苏省首届
翻译（口／笔译）大赛选手选拔及赛前辅
导，参加省赛的４名选手，３人获三等奖，
１人获优胜奖。３ 研究生英语在全省发挥
教学改革示范作用，受邀在全省研究生教
学论坛做主题发言，介绍学校研究生英语
课程体系并分享教改经验。１名教师获镇
江市高校段“十佳教师”称号。
【师资队伍建设】 引进海外博士１名。晋
升副高职称４人，新增硕士生导师２人。
青年教师获得博士学位２人，在外读博６
人，从事博士后研究３人；教师中拥有博
士学位的２２人。国外访学１１人，孔院６
人。１人获镇江市青年文化人才称号。全
年有２０多位英、美、日、荷、加拿大等国
籍的教师在学院任教。
【学生工作】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以学风
建设为主线，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日常
行为规范管理、学风建设、党团建设、校
园文化活动、 “三困生”帮扶、毕业生工
作等方面积极开展有效的教育、指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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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服务。２０１７年度，第十五批学生科研
立项结题１６项，第十六批科研立项获批４２
项。学生海外访问学习４３人。４人获国家
奖学金，２３人获励志奖学金，２人获校长
奖学金。２０１７届本科生就业率９９ ３％，协
议就业率８４ ６％；研究生就业率１００％，
协议就业率８４％。继续深造学生３０人，其
中海外深造９人，考取国内研究生２１人。
在学生党建工作中，开展“三投票三公
示”，确保党员发展质量。学生第二课堂
丰富多彩，促进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举办了体现学院特色、具有品牌意义的活
动，如传统文化节、跨文化交际中外礼
仪、英文舞台剧、外语模拟招聘等。学生
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工作特色明显，
“格桑花西部助学”被评为校暑期社会实
践十佳团队，“邵仲义支教团”等５支队
伍获评“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团队，２
名辅导员获评校大学生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教师，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受到《新华日报》、人民网、教育
部网站、光明网、中新社等多家媒体的关
注和报道，其中国家级媒体报道８篇，省
级１１篇。

（撰稿人：朱　 文核稿人：李崇月）

艺术学院
【学院概况】 江苏大学艺术学院由原江苏
理工大学艺术设计系、工业设计系和原镇
江师专美术系于２００２年１月合并组建而
成。学院设有工业设计系、动画系、环境
艺术系、视觉传达系、装饰艺术设计系、
美术系、公共基础教学部等７个系部；设
有设计艺术中心实验室和专业图书资料室。
学院拥有美术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ＭＦＡ艺术硕士和工业设计工程专业学位授
权点；设有工业设计、产品设计、视觉传
达设计、美术学、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
术、动画、公共艺术设计８个本科专业。
学院现有教职工９４人，其中教授６人，副
教授２９人，专任教师７７人；专任教师高
级职称比例达４５％，博士比例达２０％。全
日制在校学生１ ２２３人，其中本科生１ ０９０
人，研究生１３３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十九大精神，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学习新党章和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学习教育坚持以上率下，
分类指导，整体推进，注重实效，认真组
织开展专题讨论。学院各级党组织举办
“两学一做”教育专题党课１５次，组织党
员收看专题录像片。学院还组织开展好旗
帜鲜明讲政治“党委书记讲堂”活动，党
委书记主讲专题党课４次，全面提升师生
的思想政治水平。制订落实学院党委中心
组与教职工时政学习计划，不断完善党委
中心组和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加强
理论武装。院党委召开中心组学习８次，
围绕三个专题进行了４次学习研讨。积极
打造理论学习品牌，推进“五类课堂”建
设，向学校推荐“理论学堂”学习记录和
“实践课堂”学习案例。强化基层党建工
作。坚持每月一次党支部书记例会制度，
督促各党支部认真开展“三会一课”。深
入实施党建创新工程、大学生党员素质工
程，不断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重视组织
发展工作与分党校工作，严格执行党员发
展程序和“三公开一答辩”制度，确保发
展质量，注重从青年教师、优秀学生中发
展党员。２０１７年发展学生党员１８名，转
正预备党员２１名。学院党委举办了第１６
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培训班学员有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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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组织２４名同学参加学校发展对象培训
班，１２名同学参加２０１７届毕业班预备党
员培训班，２名同学参加２０１７级新生预备
党员培训班，１名支部书记参加新上岗支
部书记培训班。及时做好部分党支部的设
置和调整工作，成立２０１７级硕士研究生党
支部，做好新生党员档案审查及组织关系
接转工作，严格审核所有新生党员入党材
料，与每一名新生党员进行谈话，收齐党
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做好毕业班党员组织
关系转接工作，按照季度及时做好党费收
缴工作。积极做好党支部评星定级工作，
通过党支部自评、党员群众测评、上级党
组织考评，申报“四星”党支部为艺术学
院工业设计系教工党支部和艺术学院２０１５
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其中推荐工业设计
系教工党支部为“五星”党支部，其余９
个党支部为“三星”党支部。工业设计系
教工党支部和２０１５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被
评为校“先进党支部”，研究生刘宁、本
科生陈洋洋和环境艺术系的贾红梅老师被
评为校“优秀共产党员”。积极开展党建
和思政研究“最佳党日活动”、基层党建
“书记项目”和党建创新创优工作，提升
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艺术学院动画
本科生党支部———“寻访千名抗战老战
士”和工业设计系本科生党支部“关爱留
守儿童践行‘两学一做’”党日活动获校
最佳党日活动二、三等奖，２ 篇文章获
２０１６年学校党建研究优秀论文，２篇典型
经验交流材料入选《江苏大学大学生党建
与思想政治教育专报》。院党委组织开展了
“实施‘三航’工程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
设”基层党建“书记项目”。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认真做好学院
日常教学组织和管理。常规工作规范有
序，学士学位授予率９９ ２７％，毕业设计
过程管理按时完成率１００％，毕业设计查

重初次通过率９３ ２３％。强化教学改革和
课程建设，引进新教师２名，３名教师攻
读博士、出国访学；组织３０余人次教师
参加短期专业、教学培训和各类学术交
流；积极开展、参与教师发展中心各项活
动，通过各类教学研讨会、教学竞赛、公
开课等活动，加强交流；多制并举，着力
提升教师水平和教学能力。本年度获江苏
大学教学成果奖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１
项；校教改项目立项３项，其中重点项目
１项、一般项目２项。积极推进微课、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混合式教学课程、慕课
等课程建设。本年度ＭＯＯＣ、ＳＰＯＣ等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数为４门，１项以优秀成
绩通过验收，并培育省级在线开放课程；
新立项校在线精品课程５项，其中重点项
目１项、一般项目２项、培育项目２项；
７门微课通过校级评审，被学校推荐参加
江苏省高等学校微课教学比赛。切实做好
课程大纲修订、师范专业认证准备、审核
性评估持续改进等重点工作。对照师范专
业认证标准和要求，通过赴盐城师范学院
等高校美术（师范）专业的调研，结合
学院实际情况，着手展开师范专业认证支
撑材料、佐证材料等评估材料的编制、整
理等准备工作。积极组织教师到多所高校
观摩、学习，并成功承办第三届“时代风
华———江苏省高校美术作品展”“中视典
杯”苏皖高校数字媒体及动画专业优秀作
品联展、毕业设计作品展、教师作品展、
学生课程作品展、校友作品展等教学成
果、教学交流展览活动２０余场。在学生
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方面，教学环节中将
符合教学要求的各类专业设计竞赛引进课
堂。本年度学院教师指导学生获得“全国
移动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２０１７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和“时代
风华———江苏省高校美术作品展”等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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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各类奖项１５０余项；校级及以上大创项
目立项１４项，其中国家项目１项、省级
指导项目１项、校企合作基金项目１项、
校级项目１１项；校优秀毕业设计（论
文）７篇；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进一
步完善实验室相关管理制度，通过完善实
验室安全责任书、卫生管理条例、低值易
耗品采购规定等文件，加强了实验室的日
常管理，确保了实验室安全、卫生、有
序，为实验教学提供了有力保障。完成全
年实验教学日常运行工作：排课、实验室
开放、设备维护、维修、更新等。完成实
验管理系统填报工作。实验室本年度共完
成新设备购置９３套（台），设备购置总
金额约为８１万元。同时也完成了相关设
备的培训、调试等工作。
【科研与学术交流】 学院加强教师科研意
识和能力的培育，２０１７年学院科研工作实
现了重大突破，成功申请获批国家社科艺
术学专项２项、省艺术基金２项，以上项
目均为首次获批。同时学院获批江苏省社
科基金１项，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
目１项，省教育厅高校哲社项目１项，省
文化厅科研项目１项，省财政厅资助博士
后基金项目１项，省高校实验室管理研究
会科研项目１项，镇江市社科联项目７项。
积极鼓励教师参与各类比赛和展览。２０１７
年度学院教师发表各类学术论文３９篇，出
版专著５部，各类竞赛共计获奖２０人次；
纵向项目金额约７０ １万，横向项目到账经
费约５４万。学院教师首次获得江苏省紫金
奖金奖，同时获得镇江市文创设计大赛特
别荣誉奖及镇江市十大文艺新锐的荣誉。
作品荣获中国包装设计大赛一等奖，另有
作品入选江苏省第六次新人美术作品展览，
作品获得时代风华———江苏省高校美术作
品展优秀奖。入选第二届江苏省美术奖、
“日本东京—中国美术学院木版画展览”

“能量转化”中国雕塑学会成立２５周年绘
画书法摄影作品展，入选“原动力”中国
高校动漫出版孵化计划。荣获２０１７年度
“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奖”三等奖、全
国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大赛镇江站一等奖。
在江苏省现代美术馆举办“融合自在———
朱正伦、刘佳宁书法绘画作品展”，承办第
三届“时代风华———江苏省高校美术作品
展”，承办第四届“中视典杯”苏皖高校
数字媒体及动画专业优秀作品联展暨教育
论坛，承办第六届“中国营造”２０１７全国
环境艺术设计双年展。此外还举办了上汽
通用汽车校园创新传播工场（ＩＣＣＧ）设计
大赛获奖作品高校巡回展、 “道法自
然”———江苏大学校友陈翠霞作品展、上
海卓迈汽车设计严艇《汽车“新能源化”
下的汽车设计发展趋势》专题报告和中国
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高校公开课等多个
精彩展览。积极举办高水平学术报告和讲
座，有上海正大喜马拉雅美术馆理事会理
事长沈其斌“奇迹：贝利尼家族与文艺复
兴特展”、美国奥本大学消费者和设计科学
系孙璐姗助理教授“增材制造的时代：３Ｄ
数字设计技术对设计师意味着什么”、中国
美术学院壁画系主任梁怡副教授“本体与
未来，以艺术作为桥梁” “一别康桥———
东华大学副教授杨钟亮博士剑桥大学访学
经历主题讲座”、江苏中森建筑设计院常务
副院长姚庆武院长“设计与实践的反思”
讲座等。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进一步强化美
术学一级学科点建设，加强工业设计工程
和艺术硕士点建设。美术学一级学科顺利
通过江苏省教育评估院组织的硕士学位授
权一级学科点合规性评估、教育部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全国第四轮一
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积极调研并修订美
术学、ＭＦＡ、工业设计工程、留学生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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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完善教学大纲，
建立完善艺术学院研究生课程体系。根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２０１７年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 《博士硕
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等有关文件精神及
要求，启动并开始调研、整理材料进行美
术学博士点学位的申报工作，通过校内评
估，获得申报资格。开展课程建设专项活
动，成立课程组研究撰写课程大纲，并组
织组内授课教师互相观摩。开展研究生课
程授课资格审核工作，为课程体系注入十
多位授课教师。在２０１７年度江苏大学研究
生精品课程申报中，学位课“艺术史研
究”获批精品课程，同时研究生任课教师
申报并开设在线课程２门。多方举措，打
造研究生培养质量工程。认真准备、组织
并顺利完成２０１７年研究生招生相关的调
剂、复试、师生互选等工作，录取优质生
源比例达３２ ６０％。利用微信、网络平台，
并通过设计宣传折页等方式进行广泛的媒
体宣传，安排学生宣传员，校内组织考研
动员会，同时赴外校进行招生宣传。２０１８
年第一志愿报考生源相较２０１７ 年提高
８１ ６５％，推免生接收５人。在２０１４级研
究生毕业和学位相关工作中，学院严把论
文送审、答辩关，提升导师和学生的质量
意识。本届研究生发表小论文、学位英语
合格率１００％，一次送审中，学院盲审论
文通过率９３％，校抽检论文合格率均为
８０％。顺利完成学位授予、毕业离校及存
档等相关工作。做好２０１６级研究生开题、
２０１５级中期检查及实践环节检查等工作。
研究生教学安排科学合理、考试工作规范
有序；试卷存档齐全，课程成绩无迟报、
漏报现象；培养环节抽检合格率１００％；
督导抽查听课优良率≥９５％；课堂教学及
教学秩序良好；学籍管理规范，上报数据
精准无误；无违反研究生教育工作规章制

度的事件发生。加快实践基地建设，完善
实践性培养环节。成功申报新实践基地５
个，新获评校外导师５名。积极组织老师
及研究生申报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
获批校立项校资助教改课题１项，研究生
创新计划省立省助１项。
【师资队伍建设】 本年度通过认真论证与
筹备，学院组织师生参加了日本京都情报
大学院大学的短期培训项目，其中１０名
教师（崔晋、朱其林、王弓、承恺、华思
宁、杨华、倪浩然、郑陈超、肖晨、张
文），１名研究生（初桐），１名本科生
（高晶），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内通过７
门课程的学习均获得修业合格证明。此
外，２名教师赴英国和美国从事为期一年
的访学，另有２名教师赴法国巴黎楠泰尔
大学参加国际会议。同时围绕学校双一流
国际高水平高校的发展战略目标，充分认
识到海外人才在学科建设进程中的积极作
用。本年度在这一方面实现突破，组织完
成了３名“千人计划”材料的整编和申
报工作（长期１名：美国爱达荷大学教授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Ｒ Ｄｒｏｗｎ；短期２名：美国普渡大
学教授陈英杰与钱振宇）；组织完成海外
高层次人才的联络和初审、评聘工作（１
名：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李英男）。
【学生工作】 ２０１７年，艺术学院学生工
作全面落实全国、全省、学校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和江苏大学第三次学生工作会
议精神，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
学风建设为工作重点，以队伍建设为关键
保障，稳势头、抓基础、补短板、创特
色，做实做细做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日
常事务管理、创新创业实践、心理健康教
育与服务、学生国际化等各项工作，深入
探索建立与艺术类人才培养相契合的学生
工作体系，不断提升学生教育管理与服务
的能力和水平。《人民日报》《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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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流媒体多次报道学院学生工作，暑期
社会实践获得省级表彰，《江苏大学大学
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专报》２次全
文刊发学院学生工作典型经验，１项成果
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生工作研究分会评
为“全国高校学生工作学术成果二等
奖”。一批学生在全国、省、市各级各类
创新创业类大赛中荣获佳绩。２８名本科
生、２名研究生被评为“江苏大学２０１７
届优秀毕业生”。５名学生荣获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学年度国家奖学金。工业设计１６０１
团支部、动画设计１６０１团支部被学校评
为“五四红旗团支部”。 “匠心独具，通
文达艺”系列绘画比赛荣获江苏大学共青
团十佳活动。精心承办由省委宣传部牵头
组织的“抗战精神家国情怀”寻访抗战
老兵社会实践活动，获评省级“优秀志愿
服务团队”，１名教师被评为“优秀指导
教师”，６名学生被评为“优秀大学生志
愿者”，该团队被评为江苏大学暑期社会
实践十佳团队。学院荣获２０１７年“江苏
大学军训优秀单位”。１０个班集体荣获江
苏大学“先进班集体”荣誉称号。３名学
生荣获“校三好学生标兵”称号，２名学
生荣获“校长奖学金”荣誉称号。学生
获评第１６批科研立项资助项目４１项、一
般项目１９项。２０１７年全院短期海外学习
５人，出国留学深造３人。２０１７届本科毕
业生中考取中国美术学院、江南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等国内名校研究生的２９人、
国外研究生的３人，上线率达１０ ９％，
创历史新高。２０１７届本科毕业生初次就
业率为９０ １１％，协议就业率７５ ４６％，
年终就业率达９９％。研究生初次就业率
为６６ ６７％，协议就业率６０％，年终就业
率达１００％。文明宿舍率达７０％。

（撰稿人：陈恺恺核稿人：韩荣）

教师教育学院
【概况】 学院的特色是将教师职前培养与
职后培训合为一体，设有教育系、教育技
术系、现代教育技术实验中心、教师培训
中心等教学研究机构，主要承担教育学、
心理学、现代教育技术、教师口语等教师
教育类专业课程及相关校级选修课程的教
学任务，具有融教师职前培养、入职教育
和职后培训为一体的特色。现有教职工４１
人，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的比例占
６０％，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教师的比例占
８０％。有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设置高等教育学、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
学论、教师教育研究等４个二级学科研究
方向。有教育硕士学位点授予权。学院是
省教育厅确定的中小学骨干教师、基础教
育新课程改革、中小学校长省级培训基地。
培训项目有中学新课程培训、中小学校长
培训、义务教育课程培训、班主任网络培
训等。多次荣获“江苏省教师（校长）培
训现先进单位”称号。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出台“双抓双
促”大走访大落实活动实施方案，院领导
都有“书记项目”“院长项目”。做好２个
教工党支部、４个学生党支部的改选工作。
进行党总支换届选举，并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总支委员会。全年共发展学生党员８人，
转正３人。每月一次中心组学习，出台了
学院“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邀
请专家作了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解读”的辅导报告。以支部为阵地，
组织学习新党章、《条例》《准则》，观看
《尺·度》《郑义门》等。本年度，获评校
先进基层党组织２个、优秀共产党员２人、
优秀党务工作者１人，１项党日活动获鼓
励奖。有６篇论文获得年度校党建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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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项成果获得中层干部优秀调研成果三等
奖。制定了“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
单”，对可能的潜在风险进行系统排查，列
出风险清单。启动院风、院训征集评选活
动，共征集到作品４１件，确定院风为“学
高身正自立善为”，院训为“真言真为
真知真人”。学院网站全新改版上线，设计
出新学院宣传文化墙，在校内媒体刊发报
道近百篇，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发稿２０
多篇。
【教学工作】 制定了《关于落实和加强听
课制度的实施办法（试行）》 （江大教院
〔２０１７〕１４号），完成了本科７９门课程教
学大纲的修订工作，完成率达１００％。本
科教学秩序稳定，全年未发生一起被认定
的教学事故。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比例达
１００％。所有课程学生评教分数均在９０分
以上，位居全校第一；秋季学期，仅有２
门课程评教分数低于９０分。２０１７届本科
生学位授予率１００％；多名学生到广岛大
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继续攻读硕
士研究生。加强系部业务学习，一人主讲
与多人讨论的学习模式渐成常态；１部教
材被列为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建设教材；
获批江苏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２
项，其中重点项目１项；发表教改论文１５
篇，其中核心１４篇；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举办
的ｉＴｅｃｈ数字化教育应用创新大赛上，学
院本科生获得一等奖２项；在２０１７年９月
举办的第１０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上，学院本科生获得二等奖２项；在２０１７
年度江苏大学师范生基本功大赛中，学院
教育技术学专业本科生获得一等奖。
【科研工作】 出台了科研项目培育计划，
为教师申报高级别项目（尤其是国家级项
目）提供助力；继续实施以激励为导向的
科研政策，在做好科研服务工作的同时，
鼓励中青年教师申报高级别项目，达到了

预期成果。学院立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１
项，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５项，中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课题１项，四川省
教育厅重点基地项目１项。本年度学院教
师共出版著作８部；在ＣＳＳＣＩ来源刊上发
表论文２０篇，人均０ ５篇。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制定并颁布了
《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育学学科建设与
管理办法》（江大教院〔２０１７〕８号），所
有教学科研人员重新明确了学科方向归属，
“三江教育沙龙”常态化开展，聘请了多
名国内知名学者来校讲学。教育硕士招生
规模扩大到１５６人。成立教育硕士培养中
心，安排专门人员负责教育硕士的全程管
理；聘请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专
家来校指导，并对教育硕士导师予以全员
培训，以期确保教育硕士的培养质量。出
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教育的实施
办法（试行）》 （江大教院〔２０１７〕９号）
等系列文件，规范了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录
取、课程教学、学位论文、经费管理等事
项；强化质量意识，进一步规范培养流程，
并高标准执行论文开题、论文送审、论文
答辩等有关政策，严把研究生培养质量关；
研究生获批江苏省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２
项；在江苏省教育硕士实践创新能力大赛
上，获三等奖２项。
【学生工作】 研究生入学教育共开展１０
讲，本科生入学教育共开展８讲。本年度
学生“文明宿舍”获奖率达１００％。学院
荣获“学风建设月”优秀组织奖。本科毕
业生总就业率为１００％，协议就业率为
８０ ８６％，升学率为１９ ３５％；硕士研究生
总就业率为１００％，协议就业率为
９５ ２４％。与睿泰数字产业园建立合作，为
学生创新创业搭建平台；有２名同学成功
加入江苏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在第三届
“协鑫杯”国际大学生绿色能源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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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大赛中，学生参与的作品荣获三等奖。
１８名同学获国家助学金资助，６名同学获
校内助学金，５名同学获社会奖助学金，３
名同学获国家励志奖学金，４名同学获伯
藜助学金。１个学生党支部获江苏大学先
进基层党组织称号；１个班级荣获江苏省
先进班集体称号；１个团支部荣获学年
“江苏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１个班
级荣获年度江苏大学“先进班集体”称
号；１个研究生团支部在第三届研究生团
支部风采大赛中荣获三等奖；８个团队荣
获江苏大学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优秀团队称号；２名同学获江苏大
学优秀学生共产党员荣誉称号；１名同学
荣获江苏省三好学生称号；３名同学分别
获校长奖学金、国家奖学金等。１人被保
送至北京师范大学，２人成功入选农村
“硕师计划”，２名同学入选研究生支教项
目；９ 人报考硕士研究生，考研比例为
４１ １８％。１名同学在江苏大学职业生涯规
划大赛获一等奖，１名同学获二等奖；第
十六批学生科研立项申报２２项，获批资助
项目１２项，第十五批课题成功结题１１项；
４名同学先后赴美国、新加坡等地参加海
外学习实践项目。

（撰稿人：郑可春核稿人：卜广庆）

医学院
【学院概况】 医学院于２０１４年５月由原江
苏大学临床医学院和江苏大学基础医学与
医学技术学院两所学院合并而成。医学院
开设有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
像技术、护理学和卫生检验与检疫５个本
科专业。其中，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为国家
特色专业和江苏省品牌专业，２０１１年以来

连续名列武书连专业排行榜全国前三名
（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连续三年位列第一名）。
临床医学专业为江苏省品牌特色专业。医
学技术类（含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
术和卫生检验与检疫）为江苏省“十二
五”高等学校重点专业。学院现有教职工
１８１人，其中博士生导师１７人、硕士生导
师７０余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１
人，江苏省特聘教授２人，江苏省医学领
军人才３人，江苏省“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
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人选５人、第三层
次培养人选１６人，江苏省“青蓝工程”学
科带头人选５人，江苏省“青蓝工程”优
秀青年骨干教师１０人，江苏省医学重点人
才６人，“省双创团队”１人。学院拥有临
床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和博士点各
１个，临床医学、基础医学２个一级学科
硕士点。其中，临床医学（以临床检验诊
断学为主体）学科为江苏省“十二五”重
点学科培育学科，２０１３年起在ＥＳＩ学科排
名中进入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１％。
临床检验诊断学为江苏省“十一五”重点
学科和江苏省优势学科重要组成之一。学
院还拥有江苏省重点学科、江苏省重点实
验室和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各１个。
学院与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等多个国
家或地区的高校或研究机构开展科研合作
和学术交流，效果显著。毕业生深受用人
单位好评，就业率达９８％以上。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７年学院围绕
“团结和谐、实干创新、廉洁高效、群众满
意”的班子建设目标，抓好中心组的政治
学习，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
政联席会制度，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的落实，通过专题教育活动，班子
成员全方位自我审视，查找不足，整改提
高。班子成员分工明确，实干进取，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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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共同维护班子的良好形象。２０１７年
学院围绕打造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
支部的基层党建工作思路，制定并落实好
学院支部建设工作目标。获最佳党日活动
三等奖和鼓励奖。２０１７年发展学生党员５１
名。２０１７年学院建立健全了党政工学齐抓
共管的工作机制，着力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开办名人
讲座，举办二级团校、党校，举办爱心捐
献活动，指导团学活动，全面提高全院师
生的政治理论素养和道德水平。在教职工
中开展丰富的群众性文体活动，为学院教
职工身心健康提供服务和保障，并积极组
织参加校工会的活动，在校乒乓球比赛中
获第二名，在广场舞比赛中获二等奖。
２０１７年学院还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
落实和教育。规范管理，用党政联席工作
例会制、院级评议评审票决制、述职述廉
和民主评议制度来保证学院党风廉政建设
常态化；通过对行政经费使用、学院低质
易耗的采购、学生组织发展、学生升学面
试、人才引进等风险点的排查做好整改和
防范工作。学院认真做好安全教育，及时
把握师生的思想动态，解决师生的心理困
惑和思想困惑，全年未发生责任事故。学
院全年完成校内外媒宣传发稿６０余篇，其
中省级以上报道６篇。
【本科教学】 ２０１７年度全院师生凝心聚
力，攻坚克难，全力推进临床医学专业的
认证工作。１ 充分准备，有序推进成立临
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机构：临床医学专业
认证领导小组、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小
组和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宣传小组；召开临
床医学专业认证动员大会，先后邀请多位
认证专家来校解读认证标准，明确各单位
的任务和时间节点。２ 宣传发动，全员参
与学院专门建设的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网站，
发布认证动态；制作专业认证宣传手册，

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
在师生中普及认证知识和理念。学院先后
召开专业认证推进会１０余场，附属医院召
开推进会４场；牵头组织１２家附属医院召
开专业认证工作和学科建设推进会１场；
召开院教学委员会会议１次。３ 以专业认
证为契机，推进教学改革。贯彻“学生为
中心，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现代医学教
育理念，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
学习能力”为落脚点，进一步修订教学计
划，完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１３门整
合医学课程体系及整合医学实验课程，编
写系统教材、讲义５部；推进ＰＢＬ、ＲＢＬ
等研讨型教学方法改革，学院教师发展中
心牵头组织多次教师和学生培训活动，规
范ＰＢＬ案例编写和教学过程，普及教育技
术的现代化和信息化；克服场所困难，加
强学生临床技能训练，举办“２０１７年度江
苏大学医学院临床技能大赛”。４ 撰写自
评报告，梳理支撑材料。专业认证秘书组
历时３个多月收集整理学校临床医学专业
相关材料，形成自评报告初稿，在院党政
联席会先后４次反复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形
成修订稿，经校内５位专家和校外６位专
家评审并修改，形成近８万字的终稿提交
至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秘书处。多次召开学
院办公室协调会，对照自评报告，梳理和
准备相关支撑材料，修订、制订相关教学
管理文件１０余个。５ 自评、模拟认证，
对标找差。暑假高温期间，学院在各系、
中心自查自纠的基础上，组织实施了３次
全院的自评认证工作，以及２次附属医院、
附属人民医院的自评认证工作；加强临床
教学同质化管理，先后组织２次临床主要
课程教师的集体备课；分别与１０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在教务处的支
持下，先后邀请南京医科大学、扬州大学
专家组来学校进行模拟专业认证各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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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医学院、附属医院整改协调会２次；
先后召开教师、学生模拟座谈会各１０余
次。６ 精心安排现场考察。按照认证秘书
处的要求，编制专家组现场考察工作流程
和设计走访路线；组建接待小组，编制专
家现场工作手册，全程陪同现场考察；精
心准备和组织校长汇报会、院长汇报会和
初步认证报告反馈会。２０１７年医学院落实
医学检验技术品牌专业建设任务，全面推
进品牌专业建设工作，以良好成绩通过省
教育厅的中期检查；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１项，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１项；
获全国、省级及校级各类教学比赛奖９项；
发表教改论文１５篇，其中核心期刊３篇；
获省级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８篇，其中１篇
为省级优秀毕业论文；获批省级在线课程
４门，校级１门，ＭＯＯＣ、ＳＰＯＣ等在线开
放课程建设７门；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医
学检验电子教材３部，获省级重点教材１
部、校级２部；获批教改项目９项，其中
省重点项目１项、校重点３项；研讨型
ＰＢＬ、ＣＢＬ课程开设８门，新增向本科生
开放实验项目２７项。获批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２４项，其中省重点项目３项、一
般项目１项、省级指导项目２项、校级项目
１８项。完成２０１６年中央与地方财政共建项
目４５０万元设备采购与实验室建设任务，完
成北固校区临床医学技能训练中心规划、设
计、招标任务和７００万元设备采购任务，完
成校本部３６０万元教学实验室改建任务。梳
理和排查实验室建设工作的风险点，完善低
值易耗品的采购制度。本年度加强了教学运
行的规范化、标准化、常态化和同质化管
理，进一步落实了评教、评学、考试等环节
的监控与反馈措施，人才培养质量相关指标
较２０１６年度有所提高；完成了２０１６版教学
大纲修订或撰写工作、２０１６届本科生毕业
考核、论文答辩等工作、新一届学生临床实

习进点工作、预备生导师和预备生的遴选工
作、转专业和免试推研工作；制定了院教研
室考核体系并完成了试点考核工作。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２０１７年医学院共获批
国家基金面上项目８项，国家青年基金３
项。获批省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２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１项，省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１项，省高校自然科
学面上项目１项，镇江市重点研发计划—
社发１项；获批江苏特聘教授１项。总经
费７００多万元。２０１７年医学院全院教师发
表ＳＣＩ检索论文８７篇，其中一区论文６
篇、二区论文２７篇。获省部级政府一等奖
合作奖１项、三等主持１项。本年度学院
全年有５人次赴海外参加学术会议，１３人
次赴海外进修。本年度共组织国内外专家
来我院开展了２０多项学术交流（其中国外
专家５人次）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２０１７年学校临
床医学专业ＥＳＩ排名位于全球前０ ５％，排
名进一步前移。临床医学２０１４年度获批博
士后流动站后，２０１７年度共有６名博士后
进站，包括脱产博士后１人。获得国家博
士后基金６项。２０１７年学院获批省优硕１
篇，获校优博１篇、校优硕５篇；新增省
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和实践创新项目各５
项。获批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课题（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质
量保障与监控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实施）１
项，江苏省优秀研究生课程（医学分子生
物学）１门。２０１７年度新增６名博士生导
师和４２名硕士生导师。２０１７年学院新增
２０１７级硕士研究生２７４人，博士研究生２０
人，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３２人。硕士生第
一志愿报考生源１ １４３人（２０１６年８９４人，
增幅２７ ８％），优质生源居全校第三位。
接受２０１８级免试推研生１６人（推免生数
全校并列第一），第一志愿硕士研究生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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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１ ４２０ 人，与２０１６ 年相比增幅为
２７ ９％ （１ １４３人），为２０１８级硕士研究生
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接受２０１８级免试推博学生１６人，约占博
士研究生总数的８４％。完成了２０１６级２２
名博士的学科综合考核工作，顺利进行了
１９２名硕士研究生的集体开题工作。２０１７
年度共授予博士学位１７人（留学生１人），
全日制硕士学位１６３人，同等学力硕士学
位４９人。２０１７年５月，学院主办了第四届
国际检验医学———金山论坛暨江苏大学医
学检验专业办学四十五周年庆祝学术会议，
会议邀请到美国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院院
士Ｄａｖｉｄ Ｆ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教授、中国工程院院
士顾晓松教授，以及海内外演讲嘉宾２０余
位，组织学术报告３０余场，参会代表及校
友２００多位，近百家单位到会祝贺，进一
步提升了学院医学检验专业在国内外的影
响力。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医学院获批江苏
省特聘教授（一层次）１人，获“省双创团
队”１个（主要成员１人）。２０１７年学院获
批正高职称５人，副高职称１０人。共有９
名教师取得国家或省级公派出国研修计划。
【留学生教育】 ２０１７ 年学院全年招收
ＭＢＢＳ本科留学生８３人，招收博士、硕士
留学研究生１２人，目前在校生规模位居全
校前列。ＭＢＢＳ本科生获首届“来华留学
生临床思维与技能竞赛”优秀团队奖、最
佳风貌奖和单项技能奖。
【学生工作】 ２０１７年学院进行了专职辅导
员队伍的调整和兼职辅导员的聘任工作；
完善学院学业导师制实施细则，并完成了
新学年学业导师的聘任与考核工作。有计
划地完成了２０１７级新生的入学教育。２０１７
年学院以学生评奖评优为契机，树立先进
典型；引导广大学生刻苦求知，立志成才；
开展学院先进班级答辩交流活动，促进学

院各年级强化班风学风建设，争创优秀班
集体。开展以“五文明”为内容的学风建
设系列活动。学院心理辅导站建设完成初
期任务；顺利完成２０１７级学生的心理普查
工作，及时做好相关学生的后期干预。

（撰稿人：顾舒静核稿人：沈雪妹）

药学院
【学院概况】 药学院设有药学、药物制
剂、制药工程３个本科专业，拥有药学、
中药学２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制
药工程工程硕士授权领域，其中药学一级
学科为校重点学科。药学院牵头，２０１６年
联合医学院、生命科学院获批江苏省优势
学科———生物技术及其医药转化。学院下
设中药学与药学系、药剂学系、制药工程
系和药学中心实验室。在校本科生６６８人，
留学本科生５１人，硕士研究生１５９人。学
院现有教职工６６人，其中专任教师中博士
生导师７人，硕士生导师４１人，教授１３
人，副教授２８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入选人员１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１人，江苏省“３３３高层次人
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１人，
江苏省“杰青”１人，江苏省“双创团队”
领军人才１人， “江苏特聘教授”２人，
“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
（双创计划）２人，江苏高校“青蓝工程”
中青年学术带头人１人、优秀青年骨干教
师２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５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２人。学院
近年来承担国家“十一五” “十二五”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８６３”项目
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
科学基金、江苏省科技支撑项目等各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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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课题，近５年总经费达４ ８００余万元；获
省市科技进步奖１３项，其中获教育部科技
进步一等奖１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技术发明）二等奖２项，
省部级行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２项；申
请发明专利１５０余项，其中国际ＰＣＴ专利
３项，授权６９项，美国授权发明专利１项；
作为第一或通讯作者在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Ｆ：１０ １７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ｌｌｓ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Ｆ：９ ６５０）等国际权威杂志发
表多篇高水平论文。目前共建了江苏省名
方制剂开发与中试研究科技服务平台、江
苏省超临界萃取天然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水飞蓟深度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与江苏索普兴大药业联合成立了合成药物
研发中心，已逐步形成了纳米药物传递与
干细胞组织工程、脂筏色谱与中药筛选、
生物活性化合物合成筛选、药物设计及其
作用机理、中药物质基础及药理机制、道
地药材品质评价、天然活性成分高效分离
与产品开发、中药新制剂与质量评价、药
用新材料等特色研究方向。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 加强领导班子
建设。领导班子分工明确，团结协作；坚
持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党政共同研究决定
学院工作的重大问题，增强党性，促进团
结。２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学院党委严格按照校
党委部署，结合学院实际，进一步明确和
细化了党风廉政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一
岗双责”，并且按照学校纪委要求及时排
查、梳理全院廉政风险点，并认真防控。
制定出药学院２０１７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清单，并监督实施。认真贯彻落
实江苏大学“双抓双促”大走访大落实活
动工作方案，制定出本学院“双抓双促”
工作方案。３ 加强支部建设、基层组织建
设和党建研究。发展学生党员１７名，转正

党员１５名。积极开展积极分子的培训工
作，选拔２０人参加校级的党校培训，通过
考核２０人。“强化基层党建工作，提升支
部活力”为主题的“书记项目”获得校党
委组织部的立项，３项“最佳党日活动”
获鼓励奖。药学本科生党支部获“先进学
生党支部”称号，２名学生党员获“优秀
学生党员”称号；获评“江苏大学优秀共
产党员”１人， “江苏大学先进基层党支
部”１个，优秀党务工作者１人。获校中
层干部优秀党建调研成果一等奖１ 项。
４ 坚持学习制度，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坚
持学院中心组学习制度和教职工时政学习
制度；认真组织十九大精神的宣传学习和
落实工作。全年校内报道１８１篇，省级以
上外宣２项，地市级媒体发稿５篇。开展
了系列社会送温暖活动，建立结对户；学
生党支部组织学生党员慰问抗战老兵丛
惠琴。
【本科教学与实验室建设】 １ 持续改进、
规范管理，切实保障教学质量。全年教学
资料归档率１００％，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比
例为１００％；截至目前２０１７届学生毕业率
９８ ３％，学士学位授予率９４ ８９％ （年度
目标值９２％）。２０１７届毕设论文抽评合格
率１００％，２０１７年获校优秀毕业设计（论
文）４篇（年度目标值４篇）。２ 大力改
善教学条件。投入２００余万元对中心实验
室通风系统、台柜等进行集中改造，并初
步完成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建设。新增中国
药科大学ＧＭＰ实训中心为校外实习实训基
地。３ 引导推进科研反哺教学，积极培育
创新人才。开出开放性实验项目５１项，新
获批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２６项，其中省级
９项（含省重点３项），校级１７项。结题
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１４项，其中省级６
项，校级８项；省级及以上大学生竞赛获
奖５项。４ 高质量完成制药工程专业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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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考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专家组
通过实地考查、查阅资料、访谈等方式对
制药工程专业的７个认证标准进行了全面
考证，高度评价了制药工程专业的办学水
平和教学质量。５ 抓队伍建设，提升教师
教学能力。青年教师助理教学通过率为
１００％。举办公开课活动２次、教学沙龙１
次。获得“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１项。新获批省级
全英语精品课程１门，校级精品在线课程
１门、全英文精品课程１门、教改项目４
项（其中重点项目１项）。６ 以赛促建，
助推人才培养质量提高。落实“一院一
赛”制，承办第二届江苏省医药院校大学
生化学药学知识与实验技能邀请赛（药学
教育教学研讨会），学院代表队获一等奖。
【科研与学术交流】 １ 科研项目及经费。
组织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８项，获
批７项，中标率达３８％，远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居全校前列，其中获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资助１项，总经费２９０万元，实现了我校医
药板块国家级重点项目零的突破。获批省自
然基金项目２项，中国博士后基金６项，省
博士后基金１项，省高校自然基金项目２
项。纵向科研经费（软件费）８６７万元，圆
满完成年初目标；横向新增合同经费５１６万
元，到账经费１３６万元。２ 科研成果。获批
省部级行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２项，为学
院省部级科技成果奖的历史最好水平；发表
第一或通讯作者ＳＣＩ检索论文５３篇，其中
一区论文９篇、二区论文１１篇；参编论著１
部。获中国授权发明专利１０项，申请发明
专利２０项。同时学院成为“药理毒理学”
学科ＳＣＩ论文的最主要贡献者，“药理毒理
学”学科约占ＥＳＩ基线数据的７０ ４％，在学
校４个ＥＳＩ潜势学科中位列第一。３ 新药研
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一类新药研发
进展顺利。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 学科建设。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生物技术及
其医药转化）建设稳步推进。药学学科申
报了一级博士点。第四轮学科评估在药学
１０４所参评高校中排名并列４２名，接近前
４０％，比上一轮（２０１２年）学科评估（３３
名／ ４８所）提高２９个百分点。认真组织开
展了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学位点自评
估工作。７名教师获批硕士生导师。２ 研
究生招生。共招收硕士研究生６２人，其
中，全日制５７人（学术型３６人，专业型
２１人），非全日制专业型５人。全日制第
一志愿上线生源数与招生计划比为１３５％，
录取优质生源比例达到８４ ５％。编制了
２０１８年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接收推免生
４人。３ 研究生培养。研究生及指导教师
能够按要求完成各培养环节的工作，培养
环节抽检合格率１００％。４ 研究生创新工
程和实践基地工作。获批江苏省普通高校
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２项，
江苏省普通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实践
计划１项。获校精品培育课程１门。组织
申报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１项。
５ 研究生学位与专业学位工作。２０１７年共
毕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４７人，授予全日制
硕士学位４７人，授予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
力申请硕士学位２人，单证工程硕士学位
５人。获批江苏省优秀学位论文１篇、校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１篇。６ 研究生国际教
育。招收留学硕士研究生５人，２名毕业
生目前分别在江苏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读
博深造。牵头举办了第七届“中外研究生
论坛”生物医药分论坛，３人获得优秀口头
报告奖，６人获得优秀论文奖，９人获得优
秀墙报奖，学院获得优秀组织奖。
【师资队伍建设】 １ 人才引进。引进资格
教授２人，目前学院具有一年以上海外留
学经历教师占学院专任教师数的５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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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青年教师培养。本年度４位教师晋升高
级职称，其中教授１人；６人博士在读，６
位教师在美国哈佛大学等境外名校留学，
新增公派留学４人。３ 人才工程及团队建
设。１人入选２０１６年度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使学院国家级人才持续保持突破；１
人入选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扎实推
进青年教师进团队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
【学生工作】 １ 以思政教育为龙头，提高
学生工作效能。分年级、以班团为主体开
展“中国梦·江大梦”等系列主题教育活
动，以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为引领，加强
“江大精神”的学习与宣传。 《药学院：
“１ ＋ ３”育人工程，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被江大学工微信公众号刊登推送。２ 以目
标为引制度为助，加强学风班风建设。通
过新生入学系列教育、听课、看课、学风
督察、“梦想联盟”等多措并举引导学生
提高上课听讲质量，教育内容和形式越来
越丰富与多样化。持续推进学工与教学两
条线，开展了“学业指导教授大讲堂”
（开设了１１讲）、“三期四段”考研指导工
作、“我有一个家”班级成果展评、“暑假
寻药记”等特色系列活动。加强典型学生
事迹宣传，如张逸凡———江大“学霸”的
“花样”生活、２０１７届毕业研究生尹华武
的求学路，激发学生自我发展内动力。７
名导师获评校“优秀学业导师”荣誉称
号。５个班级获评校“先进班集体”，１名
学生获评“省优秀学生干部”。２０１７届考
研达线率４７ ７％，升学率为４３ １％，均居
全校第二位，超出全校平均升学率近２０个
百分点；２０１７年研究生报考率为６９ ５１％，
报考本校比率３０ ４９％，分居学校第四、
第五位。３ 以德学双馨为标杆，提升研究
生综合能力。举办了５场研究生学术沙龙，
持续开展“研究生最美工作室”评比活
动。在校第三届研究生团支部风采展示大

赛中获得二等奖。在全国第十五届“挑战
杯”全国大学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
得一等奖１项，在挑战杯省级选拔赛中获
得省特等奖和二等奖各１项。４ 以就业发
展为主线，打造核心竞争能力。举办校园
专场招聘宣讲会近１０场。研究生初次就业
率９１ １１％，总就业率１００％；本科生初次
就业率７５ ７２％，总就业率９７ １３％，完成
年初学校考核目标。陈昱初同学获得江苏
省二等奖、校一等奖及江苏大学职业“规
划之星”荣誉称号。１名学生入选创新创
业学院。５ 以助困帮扶为渠道，健全安全
保障机制。学院在库贫困生人数２００人，
学院提供了义工岗位４０余个，全年累计资
助２３４人次，总计金额８０ ５５２万元；２０１７
年有８名本科生获“江苏大学药学院蒋雯
若助学金”长期资助，５ ０００元／生／年，至
此学院共有１８名学生获得１４万元／年资
助。及时稳妥地开展心理健康危机干预２
例。６ 推进素质教育进程，提升国际化视
野。举办海外学习４场专题讲座，个性化
指导３０余次。５人参加出国类外语考试并
顺利通过，１０名本科生参加了大学生海外
项目，４名本科生成功申请到国外读硕士，
１名研究生到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
７ 以党建带团建丰富二课活动，加速学生
成长成才。院团委积极探索“三纵四横五
协同”团建项目化体系建设，开展“南山
寻药” “香囊制作”等品牌活动， “百草
社”被评为校十佳社团，“粤语协会”晋
升为校五星级社团。百草社“寻药，识
药———百草国粹，药香菁华”获评江苏大
学首届青年公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一等奖，
《百草国粹·药香菁华》获得江苏省青年
创意大赛铜奖，学院获江苏大学第１６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

（撰稿人：万伟忠核稿人：徐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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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教育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７年是实施校、院“十三五”
规划的重要一年。学院认真学习贯彻十九
大、习近平系列讲话重要精神，紧紧围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
意见》、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下发的第４２
号令《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
法》等文件，按照教育部“扩大规模、优
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十六字方
针，学院坚持以来华留学教育助推学校的
转型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学校为主导、学
院和学科为主体、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的
全方位、多元化、重实效的教育国际化新
格局。通过推进校企合作，举办中英文预
科，不断提高生源质量、培养质量及在校
生学习、生活满意度，增强留学江大的吸
引力，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绩。目前，我
校来华留学生规模达２ ５８０人，其中学历
生１ ８５２人，约占７２％，圆满完成年度招
生工作。２０１７年还获批教育部首批丝绸之
路ＣＳＣ奖学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在校ＣＳＣ生人
数近７０人，并成功申报了感知江苏短期项
目。２门课程入选省级精品学科，５门入选
校级精品学科。２０１６级学生ＧＵＧＵＬＥＴＨＵ
ＪＥＭＡＩＮＥ ＮＹＡＴＨＩ在用中文撰写文章参加
联合国组织的“Ｍａｎ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写作大赛获奖，获得ＥＬＳ公司的资
金支持，赴联合国总部用中文发表演讲。
江苏大学ＣＣＮ国际预科中心接纳首批６３
名俄罗斯预科学生，９月１６日接受留学中
国预科教育联盟（ＣＣＮ）对学校ＣＣＮ预科
教育中心开学工作进行了检查，得到了
“一重”“二全”“三细”高度评价。留学
教育工作受到《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日报》、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ＡＤＩＯ，

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光明网等国内
外主流媒体的关注。
【主要成绩】 （一）学历生招生工作注重
提高层次。２０１７年报到新生１ １０１人，来
自７４个国家，其中本科生２５５人，硕士生
２１８人，博士生１４４人。２０１７年在校生规
模达２ ５８０人，其中学历生１ ８５２人，约占
６５％。按照２０１７年学校党政工作要点，海
外教育学院留学生招生工作的年度工作目
标为招收学历生４００人，圆满完成年度招
生工作。２０１７年还为自主招生ＣＳＣ项目再
添砖加瓦。 （二）教学管理稳扎稳打，效
果显著。坚定围绕学校高水平、有特色、
国际化、研究型大学建设目标，根据教育
部来华留学工作“扩大规模、优化结构、
规范管理、保证质量”十六字方针，以及
学校“打造特色、提高层次”的要求，做
好常规的教学工作。２门获批省级精品课
程，２门为培育课程；评选出５门校级精
品课程，７门培育课程，新增２项留学本
科生专业。２０１７年共有１５０名留学本科生
毕业，其中１３７人获得学士学位。（三）规
范培养环节，留学研究生质量稳步提升。
２０１７年６月共组织毕业留学研究生２９名提
交论文送审、申请学位，其中博士生９名，
硕士生２０名，成功毕业２９名，获得学位
２４名。２０１７年９月共组织７名留学研究生
提交论文送审，申请学位，其中博士生２
名、硕士生５名，１名为１ ＋ １ ＭＢＡ硕士项
目毕业生。成功毕业７名，获得学位５名。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共组织１０名留学毕业研究生
提交送审论文申请，其中博士生４名、硕
士生７名。成功毕业８名，获得学位８名。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月联合学生工作处、研
究生院举办第七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
着重打造质量优先、精品论坛概念。中外
研究生代表共计７００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其中３６名留学研究生积极参加，２１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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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成功协办外交部国际
经济司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共同
主办的第四届“丝路青年行”活动。精心
组织选拔的５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优秀留学生斩获多项奖项。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精心组织推荐３名留学研究生参加江苏
大学研究生英语演讲比赛，并获得第一名
和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四）学生工作亮
点纷呈。留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高，教育
口碑逐步确立，中外学生交流、融合、双
赢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实现。牵手走世界协
会（ＨＩＨ）、留学生体育协会（ＩＳＳＡ）、工
科留学生协会（ＡＩＥＳ）、管理留学生协会
（ＩＢＳＡ）等成功换届。商科协会（ＩＢＳＡ）、
医学生协会（ＭＢＢＳ）等以学科为基础成
立的协会，广泛开展学术类活动，成为课
堂教学的有力补充，丰富和加强了留学生
的专业知识。２０１６ 级学生ＧＵＧＵＬＥＴＨＵ
ＪＥＭＡＩＮＥ ＮＹＡＴＨＩ在来华后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用中文撰写文章参加联合国组织的
“Ｍａｎ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写作大赛并
获奖，获得ＥＬＳ公司的资金支持，赴联合
国总部用中文发表演讲，这也是学校留学
生连续４年有人胜出，有力证明了学校留
学生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 （五）江
苏大学ＣＣＮ国际预科中心工作成果显著。
２０１７年申请成立留学中国预科教育联盟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ｐｕ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简称“ＣＣＮ”）
“江苏大学ＣＣＮ国际预科中心”。９ 月，
ＣＣＮ国际预科教育中心接纳首批６３名俄罗
斯预科学生，９月１６日，留学中国预科教
育联盟（ＣＣＮ）对学校ＣＣＮ预科教育中心
开学工作进行检查，做出“一重” “二
全”“三细”高度评价。接待来自莫斯科
地区的８所俄罗斯中学校长团一行１５人、
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一行５人、德国波罗
的海学院一行４人等来校考察江苏大学
ＣＣＮ国际预科中心，校长们对学校来华

留学生教育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六）外宣工作成果丰硕。２０１７年来华留
学教育工作受到《人民日报》 （海外版）、
《中国日报》、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ＡＤＩＯ、
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光明网网站等
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关注，有力提升了学院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省级以上媒体报道
３５次，其中深度报道３次；校内新媒体
（官方微信８次、官方微博４次）、校报
（深度报道２篇、消息３篇、简讯２篇）、
电视（江大新闻６次、江大之窗１次、江
大进行时２次）、网络新闻（学校要闻２７
篇、综合新闻８篇、一线传真６２篇）报道
在全校名列前茅。学院再获“江苏大学新
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学院中、
英文网站分别获得校“２０１７年度十佳中文
网站”和２０１７年“十佳二级英文网站”
称号，再次取得了“大满贯”的好成绩。
２人次获得校优秀二级中文、英文网站管
理员称号，１人被评为校“优秀教职工记
者”。（七）办公室工作卓有成效。紧紧围
绕学院总体工作目标，立足党务行政本职
工作，服务全院各条线工作。２０１７年共接
待上级领导、国内外高校、企事业单位等
来访（团）约３０余批／次，承办了教育部
２０１７年“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管理基层干
部基本技能培训班、江苏大学“一带一
路”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发展论坛等大型会
议，受到各方肯定。协助起草出台学院制
度１４项，优化了学院办公环境，为全院各
条线工作的开展做好了后勤保障。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一）积极做好
党建工作。学院直属党支部认真贯彻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紧密结合学院实际，
推进党建工作在变化中适应、在适应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为学院改革发展提供
了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１ 强化
理论学习，加强思想引导。支部以中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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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
化为抓手，严格执行相关会议制度，重点
学习上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健全并落实了政治理论学习的组
织、考勤等规章制度，保证政治理论学习
的计划、内容、要求落到实处，以认真落
实实施“书记项目”为示范引领，开展了
以“抓整改促服务、抓项目促落实”为主
要内容的大走访大落实活动，加强党的思
想政治建设，具体落实第一责任人职责，
切实带领广大干部教师为学校来华留学教
育事业作贡献。２ 加强支部建设，锤炼务
实作风。重视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
增强班子团结。贯彻党政共同负责制，继
续坚持每周五“院长接待日”。常抓不懈
加强组织建设。一是根据校党委要求，圆
满完成了学院直属党支部组建选举工作。
二是强化教育管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全面落实党章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要
求，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建设；坚持落实“三会一课”基
本制度，强化理论学习，加强思想引导，
重点学习了十九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以及全国、省和学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精神，增强了党员和领导干部
的“四个意识”。书记带头上党课，积极
推动“书记项目”———“加强来华留学生
教育管理工作队伍建设，提升服务学校来
华留学工作水平”顺利实施，取得了一些
成效：留学生招生管理团队今年被学校评
为“江苏大学青年文明号创建单位”，１人
获得“江苏大学青年岗位能手”称号，１
人喜获“镇江市师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等。积极组织并申报了“治国理政大家
谈”校最佳党日活动等，同时，充分利用
网络教育平台，结合干部读书活动，通过
开展调研、组织观看《榜样》等视频、撰
写学习心得体会等方式，着力提高党员和

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直属支
部组织的调研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以工程为导向国际视野下中外
融合助推‘一带一路’高层次国际人才培
养”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中层干部优秀调研
成果一等奖，１名党员撰写的论文《“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助推我校来华留学生事业
发展》在校纪委“学思践悟勇于担当”征
文比赛中获三等奖，２０１７年“两学一做”
支部风采展示活动获鼓励奖１项。３ 围绕
中心做好宣传、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宣传思想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
准切入点和着力点。遵循“积极影响，不
强加于人”的原则，通过搭建来华留学生
思想教育架构，积极开展留学生教育，融
思想教育于课堂教学，以校园文化生活为
抓手搭建网络教育平台，开展以知华友华
为主题的思想教育实践活动，提高专业素
养打造职业化留管队伍等方式加强来华留
学生思想教育，培养学有专长、 “知华”
“友华”的合格人才。留学生就《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谈感想活动，登上了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网站、教育部网站，在２０１７年
省委巡视工作中，被学校选为加强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的典型案例写入报告。
支教团队中出现留学生身影，大眼睛支教
团队留学生深入大别山区，报道图片入选
中新网。思想政治工作为推进学院整体工
作，完成年度目标提供了坚强的舆论支持
和思想保证。４ 积极做好统战、工会和关
工委工作。 （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加强学院党风廉政建设，把责任制落
到实处，以党建助推学院事业发展。根据
校有关文件精神，６月制定了《海外教育
学院直属党支部２０１７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清单》，７月院党政主要负责人
与学校签订了《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度党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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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建设责任书》，９月完成了“２０１７年度
重点风险防控时间表”，通过加强组织领
导、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干部管理、抓好
作风建设、强化教育引导、开展源头治理、
强化权力制约等途径落实直属党支部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同时，细化了学院条线
具体防范措施。１ 强化学院书记“第一责
任人”责任。发挥好书记第一责任人的作
用，把党风廉政建设与学院行政工作、党
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等工作同布置、同
检查、同落实。每年向校党委和纪委书面
报告支部履行主体责任、个人履行“第一
责任人”责任情况，主动督促学院领导履
行“一岗双责”责任，努力以实际行动带
好院领导班子。始终坚持，逢会必讲党风
廉政建设和自身反腐败工作，能够积极配
合校纪委开展相关工作。２ 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促进学院快速发展。学院各
项工作取得了骄人成绩：自４月校党委发
文成立海外教育学院直属党支部以来，就
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列为直属支部和院行
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认真组织学习了
规定精神，规范了党员干部的管理行为，
把深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学校来华
留学工作、学院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形成了用制度规范管理行为、按制度办事、
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各方面的工作都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招生工作】 推进校企合作，完善就业导
向型留学生培养模式。开展中英文预科教
育，提高奖学金额度及扩大奖学金覆盖面；
扩大留学生招生宣传渠道，优化招生流程，
完善服务模式，不断提高生源质量、培养
质量及在校生学习、生活满意度，不断增
强留学江大的吸引力，招生成绩显著。
１ 大胆创新，圆满完成年度招生工作。
２０１７年报到新生１ １０１人，来自７４个国
家，其中本科生２５５人，硕士生２１８人，

博士生１４４人。２０１７年在校生规模达２ ５８０
人，其中学历生１ ８５２人，约占６５％。按
照２０１７年学校党政工作要点，海外教育学
院留学生招生工作的年度工作目标为招收
学历生４００人，圆满完成年度招生工作。
２０１７年还获批教育部首批“丝绸之路”
ＣＳＣ奖学金项目，为自主招生ＣＳＣ项目再
添砖加瓦。２０１７年在校ＣＳＣ生人数近７０
人，近乎往年的总和。短期项目也有创新，
如拓展了暑期市场调研项目，成功申报了
感知江苏短期项目等。２ 不断优化工作流
程，规范招生工作。３ 明确入学门槛，择
优录取。联合专业学院、留学生招生助理，
广泛调研和征求留学生来源国相关高校的
录取标准，制定并不断更新留学预科生、
本科生入学标准，公布于招生网站，录取
时严格审核。４ 加大招生宣传力度，规范
录取过程。
【教学工作】 １ 加强留学生师资培养，选
派优秀教师赴海外进修。３名留学生任课
教师获批教育部资助赴加拿大进修项目，
２４名留学生任课教师获学校资助赴海外进
行教学法进修。２ 推进来华留学生英语授
课精品课程建设。组织英语授课精品课程
申报及评选，３门英文授课项目获批教育
部第二期品牌课程项目，数量位居全国高
校前列；２门获批江苏省精品课程，２门为
省级精品课程培育课程；评出５门江苏大
学英文授课精品课程，７门校级培育项目。
３ 积极参与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各学
院首先进行自评，积极修订课程教学大纲，
汇总教学日历，对本学院所存在的留学生
教学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并找出解决对策。
４ 英文授课专业教材建设。制定《江苏大
学来华留学全英文教材建设管理办法》，通
过申请立项的形式，引导加强教材建设，
完善教材体系。启动２０１７年来华留学全英
文授课课程教材出版资助立项工作，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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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出版共３８部教材。５ 推进英文授课
留学本科大类培养。专门召开学校来华留
学本科生培养计划制订工作推进会，邀请
上海大学教务处处长作专题报告。邀请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专家等，分别多次召开经
管板块、工程板块和药化板块国际化专业
培养计划修订座谈会。
【学生管理】 一直以来，海外教育学院学
工条线秉持“规范化、信息化、人性化”
的工作理念，求同存异，积极推进趋同化
管理，营造多元化、国际化的校园氛围，
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留学生管理和服
务水平不断提高，留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
高，留学生教育口碑逐步确立，中外学生
交流、融合、双赢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实现。
１ 发展思路。在学校推进趋同化管理的要
求下，在海外教育学院人员配置不足的情
况下，建立海外教育学院留学生学生工作
运行与质量保障、监控体系。２ 制度建
设。完备的制度是依法、依规加强日常管
理的有力抓手。根据国家、省市和学校最
新的文件政策、学校留学生的特点和近几
年的工作经验，着重制定、修订和完善了
所有的与留学生日常管理有关的管理办法
和制度。严格执行新制度，留学生日常管
理的有效性和有序性提高到新的层面。
３ 队伍建设。学院的学工队伍日渐完善。
利用“江苏大学国际学生管理服务平台”，
加强信息管理。留学生二级学院管理模式
逐步推进，初见成效。加强国家法律法规
和人身、财产安全教育。全面加强日常管
理，做好心理健康辅导、公寓管理和应急
事件处理。４ 文化引领。按照学校统一要
求规范学工工作，积极引导留学生参加各
类校内校外活动，鼓励中外学生交流融合。
尊重留学生的文化差异，积极引导学生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
【参与活动】 ２０１７年学院组织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留学生活动，如春节联欢会、金鸡
湖龙舟赛、端午文化赏析活动、国际文化
节、中外中秋文化赏析、重阳节拜访老人
等各级各类活动已经成了品牌活动，丰富
了校园文化，增进了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
了解。在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届毕业生毕业典礼
上，来自古巴的留学生代表李丽成为全场
关注的焦点，短短５分钟的演讲，被数十
次热烈的掌声打断。演讲中，李丽带着
２０１７届全体留学生毕业生向最爱的母校、
最爱的老师真情告别，带着全体留学生毕
业生一起高喊“我爱中国！我爱江苏大
学！”真挚的情感打动了在场的千余名师
生，不少师生悄然落泪。鼓励中外学生开
展各类交流活动，如耶鲁学堂、汉语角、
英语角及各教学学院组织的各类活动。平
等、包容、多元的国际化氛围不断营造，
留学生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不断增
强，综合素质不断提高。通过各种途径培
养知华、友华情结。强化服务意识，通过
鼓励中外学生共同开展各类文化体验活动
和比赛，凝聚留学生爱中国、爱学校的情
感。加强宣传，提高留学生的社会认同
度，帮助留学生融入镇江市民生活，融入
江大学生生活，让中国成为留学生的第二
故乡，江苏大学成为留学生中国的家园。
留学生知华、友华、爱华的情感日益浓
郁，２０１６级学生ＧＵＧＵＬＥＴＨＵ ＪＥＭＡＩＮＥ
ＮＹＡＴＨＩ在来华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用中
文撰写文章参加联合国组织的“Ｍａｎ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写作大赛并获奖，
获得ＥＬＳ公司的资金支持，赴联合国总部
用中文发表演讲。这也是学校留学生连续
４年有人胜出，有力证明了学校留学生人
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
【努力方向】 （一）招生工作方面。加强
招生环节的监控，加强年度评审，适时公
布中介黑名单；对主要生源国加强市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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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及定向、定点招生，设立招生项目研究
课题，提高生源质量。组成大招生宣传团
队，进行招生宣传资料编写、设计和翻
译，回生源国进行招生宣传，走访当地优
质高中和高校，与申请者保持联系，提供
必要的录取咨询。学校留学生生源仍集中
于非洲和南亚，对欧美发达国家交换生市
场的拓展力度不够。建立绩效考核机制，
充分利用学校各类外派、出访项目，在友
好学校、友好城市交流中大力宣传学校的
英文授课项目。（二）教学管理方面。完
善三支队伍：预科学校（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ＴＭＡ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及监考人员队伍，邀请优秀的
留学研究生加入留学本科生教学及管理工
作中来，有效提高留学本科生的出勤率和
学习热情。 （三）耐心创新综合管理工
作。制度建设与模式探索方面：按照最
新出台的留学研究生文件更新研究生手
册。进一步理顺留学研究生教育过程中
海外教育学院、研究生院权责利关系，
力推“１ ＋ ｎ”模式，研究生院主导教育
过程，主抓趋同管理；海外教育学院主
导招生，协调外事管理。劳动分配方面：
根据人事分配新政策，按照留学研究生
教学工作量纳入总盘子的要求，优化留
学研究生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出台协
调机制协调留学研究生教育教学资源与
其他类别学生资源的均衡。 （四）学生
管理方面。学院机构仍难以适应留学生
规模迅速增大的机构建制要求；延期毕
业的留学生人数居高不下，且缺乏有效
的指导和监督；中外学生融合度还不够；
留学生的参与广度欠缺，需要吸引更多
的留学生加入“三自”体系；绝大部分
留学生来自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导致留
学生欠费率高、留学生身体状况不佳；
学工办工作人员少，而留学生规模不断

扩大，留学生的服务需求不断提高，留
学生专职辅导员紧缺。相信经过江苏大
学全校上下共同努力，站在战略高度，
扩大规模、调整结构、规范管理、保证
质量，构建层次类型多样、生源分布均
衡广泛，与学校教育规模和水平相适应
的来华留学留学生教育体系，一定能推
进留学生教育工作迈上新台阶。

（撰稿人：陈敏核稿人：谢志芳）

继续教育学院
【概况】 江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目前有正
式职工１４人，聘用人员１６人。下设６个
部门：学院办公室、继续教育管理办公室、
质量管理办公室、教育技术办公室、培训
发展办公室、学历教育办公室。成人高等
教育专业设置齐全，涵盖了工学、理学、
医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教
育学、艺术学等九大学科门类，具有业余、
函授形式的本科办学层次，在江苏、江西、
山西、海南、云南等省设有２８个函授站、
教学点，在籍学生规模为１５ ９１１人。非学
历教育培训取得突破性进展，学院组织培
训１３ ５８６人（含在线培训１２ ０００人）。学
院以教学培训为中心，创新教学模式，充
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手段推进“混合式”教
学模式改革，依托学校学科专业优势，开
创继续教育办学特色，为行业和相关省市
培养了一大批适用型人才，被评为２０１７年
度校作风建设先进单位。学院在未来的发
展中，将继续稳定学历教育的办学规模，
强化内涵建设，大力拓展非学历教育培训，
打造品牌特色，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高度重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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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班子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
作风建设，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在学校中层干部专
题读书调研活动中，学院上报的调研论文
“对我校继续教育发展的思考”获得优秀
调研成果二等奖。组织多种形式的集体学
习、专题讨论及专题党课，开展捐款献爱
心、结对帮扶社区困难家庭等活动。切实
规范支部组织生活，积极开展各项活动。
在校纪委组织的“学思践悟勇于担当”主
题征文活动中，１篇征文获得三等奖；加
强党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２篇论文分别
获得学校党的建设研究论文三等奖和鼓励
奖。认真落实学校《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方案》，积极开展
学习教育和“双抓双促”大走访大落实活
动。分别以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等为主题，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集中交流
研讨。组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主
题党日活动，“党员干部大走访、‘双抓双
促’大落实”活动获得学校最佳党日活动
鼓励奖。积极申报优秀工作案例，“筑牢反
腐底线，永葆党员本色”获得学校“两学
一做”支部风采展示三等奖。通过网站、
微博、微信等媒体平台及时公开招生、教
学、培训、党建活动等各类信息，及时报
道学院新闻动态，扩大影响力。高度重视
校园安全稳定工作。
【学历继续教育工作】 按照“规范办学、
提高质量、资源开放、融合发展”的办学
思路，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加强学历教
育管理，深入推进教学改革，提升教学内
涵。进一步规范招生，合理设置站点和专
业，积极参与招生改革试点项目工作，校
企合作招生择优录取３ １７３人。加强基地
建设服务，主动撤销省内外６个站点，从
２０１８年起停止招生。招生专业由２０１６年

的３０个精简为２４个。加强学籍管理，严
格新生资格复查，规范转学、转专业、休
学、复学等学籍管理程序，清退资格不符
和超最长修业年限的学生；完成新生学籍
注册７ ２２０人，毕业生电子注册７ ４０８人。
做到从新生注册、学籍档案管理、毕业审
核及毕业生电子注册、毕业证书、学位证
书制作与发放等每个环节无差错。按时完
成学生学年学费全额上缴，实现零欠费。
学院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注重过程控制，
提升内涵，提高教学质量。结合站点年审，
组织开展函授站点办学情况年审自查工作，
学院领导带队分６组对７个站点进行了抽
查。拟定了办学情况检查清单，检查内容
涉及７个大项３９个检查项，通过实地查
看、检查资料、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了解站
点办学情况，促进了站点的规范管理，并
为今后进一步加强管理提供决策依据。积
极参加教学研究活动。由学院撰写的《创
新成人高教信息化建设推动“混合式”教
学改革》获得“２０１７年度全国高校远程与
继续教育优秀案例库”优秀案例奖；协助
省高校医学继续教育教指委开展江苏省医
学、药学学历继续教育教学点优化布局的
研究工作，完成全面调查、数据统计分析、
撰写现状报告、起草优化布局指导意见等
工作。专业建设步伐加速。医学检验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两个专业被审核
认定为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重点专业，“临
床免疫学检验”等４门课程被审核认定为
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梳理专升本层次２５个现招生专业所有自录
课件相应课程大纲配套情况。发布４门新
增在线学习考核课程。为推进“混合式”
教学改革，建立在线自测题库，拟定了
《江苏大学学历继续教育网络课程在线测试
命题要求》。积极配合省教育厅举办的全省
高校微课教学比赛，组织开展第二届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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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继续教育微课教学比赛。组织做好社
会大自考和专接本毕业审核，完成上半年
５９名自考毕业生和４２名专接本毕业生的
毕业审核工作并上报省教育考试院，顺利
完成毕业证书办理工作。做好各站点的试
卷审核工作，完成校外站点共３５８份试卷
审核工作。完成成人自主招生考试命题、
考务安排等工作，全省７个考点的考试顺
利有序。完成江苏省成人学位英语考试江
苏大学考点和镇江垂直考点的考务组织工
作。加强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共计完
成３０个站点３ １０５名学生毕业论文（设
计）指导和３ ３７９名学生的答辩、评审及
成绩录入；完成校内外医学类２ ８９０名毕
业生的毕业考试工作。顺利完成２０１８届夏
季毕业生７ ０００余人的开题工作，做好毕
业设计安排的审定，并加强毕业论文（设
计）指导的过程管理。组织成人学士学位
的初审、申报等工作，共计４０个函授站点
１ ９１７名毕业生被授予学士学位。２０１７年
成人学士学位授予率２５ ５５％。
【非学历教育培训工作】 按照学校对继续
教育转型发展的要求，主动参与学习型社
会建设，整合优质教育培训资源，搭建终
身学习服务平台，广泛开展多类型、多层
次、开放便捷的继续教育。做好省高职师
资培训。２０１７年共有“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前沿技术及综合实践”等３个省级高职培
训项目在学校开设，１１８名高职专业教师
参加了培训。积极参加２０１８年省高职教师
培训项目的投标工作。学校共申报了“机
械制造与自动化———先进制造技术前沿及
应用实践”等６个项目，其中“机械制造
与自动化———先进制造技术前沿及应用实
践”申报了省重点培育项目。拓展地方培
训项目。地方培训项目比２０１６年度有较大
拓展，承担了河北省沧州市组织部、浙江
省慈溪市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安徽省定远

县教育局、陕西省渭南市政府，以及江苏
省丹阳丹北镇政府、海安县教育局、盱眙
县国税局、泗洪县国税局、泗阳县国税局、
淮安市淮阴区国税局、常州市溧阳地方税
务局等地方财政支持培训项目１７期，累计
培训９３６人次。发挥学校农机学科特色。
积极主动与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局联系，
制订“江苏省农机化人才远程教育培训中
心”年度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获批２０１７
年省级农机化专项基金５万元。努力推进
校企合作培训。继续强化与江苏省电力建
设第三工程公司建立的人才培养战略性合
作关系，开展对该公司１３０名新员工实施
岗前培训，对４８名党建负责人进行培训，
对５０人进行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培训。承
担了镇江路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效沟
通及问题分析与解决、兴澄特钢国际化人
才高级研修班、招商局物流集团镇江有限
公司骨干人员、镇江路劲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共有１４３人参加
了培训。首次申报江苏省省级专业技术人
才继续教育基地。寻求和站点的培训合作。
以江阴兴澄特钢国际化通用课程培训为契
机，策划设计和站点合作开展非学历教育
培训思路、原则、方法，并签署和江阴职
业技术学院函授站关于合作开展非学历教
育的框架协议。做好服务外包培训工作。
积极完成市商务局服务外包培训任务，完
成了镇江市国家级示范城市“公共培训服
务平台”扶持资金１５万元的申报工作。规
范工程硕士在校生管理工作，做好站点、
研究生院和领域学院之间的协调沟通和服
务工作，做好毕业生学位论文送审、答辩、
档案管理等工作，通过答辩３０人。加强培
训过程管理，进行动态调整，最大程度保
证培训质量，２０１７年颁发结业证书１ ０６６
本。做好培训归口管理，２０１７年全校非在
校生非学历教育培训总计２１ ８５４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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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组织培训１３ ５８６人（含在线培训
１２ ０００人）。２０１７年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
收入１ ０１７万元，其中学院完成２９１万元，
比２０１６年增长３０ ８％。
【教育技术工作】 教育教学信息化实现新
跨越。积极建设多样化数字化课程资源，
采取录播室、现场录制后期编辑，以及互
换、共享等方式建设数字化课程资源，围
绕省重点专业（精品共享课程资源）建
设、省农机培训、公务员培训等建设多种
类型数字化学习资源，录制５门学历教育
网络课程，编辑制作共享课程４门，更新
网络课程１２门，目前学历教育数字化课程
资源达到３２４门，专升本层次在线课程占
全部专业教学计划课程比达到７２％；录制
现代农业装备、公务员培训课程４门，满
足了年度非学历教育在线培训模式拓展新
需求。大力提升教育教学信息化技术水平，
通过对课程资源讲解视频切片转码改造，
建立ＡＰＰ与网络同步平台，使原来单纯的
网络ＰＣ端在线学习扩大到ＰＡＤ、智能手
机移动在线学习，实现“人人皆学、处处
可学、时时能学”的在线学习技术支持新
跨越，通过弹性带宽增加、内容分发网络
（ＣＤＮ）应用、教学与管理平台功能完善
与数据库系统升级等措施，教育教学信息
化建设水平和服务支持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撰稿人：左国荣核稿人：许友谊）

京江学院
【学院概况】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招生代
码１８４５）创建于１９９９年３月，是江苏省首
批公有民办二级学院，２００５年５月，经国
家教育部批准为“独立学院”，由江苏大
学和江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举办，

全部为四年制本科层次。２０１２年学院获批
为事业单位法人，成为江苏省１０所事业单
位法人登记试点独立学院之一。学院设置
３９个专业（方向），涵盖理、工、文、经、
管、医等六大学科门类。拥有各类建筑面
积３０余万平方米，教学用计算机１ ０００台，
多媒体教室８ ６００间，语音实验室７００间。
学院设置办公室、人力资源办公室、评估
建设办公室、计划与学籍管理办公室、素
质教育与教学质量办公室、教务办公室、
实践教学办公室、第一学工办、第二学工
办、第三学工办、第四学工办等１１个科
室，现有教职工２１２人，全日制本科生
９ ６００余人，已累计培养１５届２２ ０００多名
本科毕业生。
【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圆满完成学
院党委换届选举工作。学院共设立１８个党
支部，其中３个教工党支部，１５个学生党
支部。规范“三会一课”（支部党员大会、
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会，党课）、主题党
日、民主评议、党费收缴、组织生活会等
党内制度，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开展
党员“亮身份、树形象”活动，积极推行
党建“六个一”工程、学生党员“１２３工
程”。严格落实党政联席会议（纪检委员
列席）、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民主生活
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成立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认真制定《２０１７年度
京江学院党委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
单》，逐级签订党风廉政责任书。不断拓展
学习载体，利用“三会一课”、举办专题
讲座、观看警示片、开展廉政征文、微信
在线学习等形式，提高学习效果，切实增
强廉洁从政意识，推动形成行动自觉。以
专题教育为抓手，立足实践学做结合。认
真落实上级部署，科学谋划统筹推进，精
准施策定向发力，力保“两学一做”全覆
盖、“双抓双促”全方位。以“三会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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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载体，开展主题党课、专题发言、交流
研讨。坚持标准，规范程序，严把入党质
量关，认真落实“三投票三公示一答辩”
制度。２０１７年，共有２０３人参加了党校培
训班，结业２０１人。共发展学生党员１８３
名、教师党员１名。学院党委连续第四次
获评“江苏大学先进基层党委（组织）”；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发展的路径选择与思
考———新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背景下学院
发展调研报告》荣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中层
干部优秀调研成果二等奖；荣获江苏大学
“两学一做”支部风采展示工作案例一等
奖，微党课、推荐展示三等奖。申报最佳
党日活动３项，获二等奖１项、鼓励奖１
项；申报优秀党建论文２０篇，二等奖１
篇、三等奖４篇、鼓励奖１０篇。积极做好
对外宣传工作，扩大学院影响力。学院网
站连续第八年被评为“江苏大学十佳二级
中文网站”。学院再次荣获“江苏大学宣
传先进单位”称号。
【教学工作】 启动新版人才培养计划修订
工作，起草《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关于制订
２０１８版本科培养计划的原则意见》。召开
系（教研室）主任聘任会议，聘任了６１
位系主任，部署了２０１８版培养计划修订、
教师队伍培养、实验室建设等相关工作。
自主选择专业方案实施效果良好，共有
１１５人成功转入新专业学习。修改和完善
素质拓展学分认定办法和第二课堂学分认
定办法，进一步细化、量化了学分获得的
标准和条件。培优班学员四级通过率达
１００％，２０１７届毕业生四级通过率８７％；
考研报考率达３０％，达线率达５５ ７％，
初试４００分以上２４人、３５０分以上８５人。
进一步优化本科学习中心及导师制，为
２０１４级１２０位优秀学生聘任了２０位导
师，进行全方位指导和培养。学科竞赛成
绩优异，学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１０８人

次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学院开设大学化学
与中学化学知识对接班，共有３５５ 位
２０１７级护理、医学检验同学入班学习。
２０１７年有３９名毕业生获得第二专业证
书，３名毕业生获得辅修证书。学院继续
推广使用超星尔雅网络课程，结合校公选
课，开展学生的选课报名、学习过程监
控、成绩登记等工作。开展江苏大学京江
学院教学成果奖评选，共有１８组作品参
评，遴选出２个项目报送参评省教学成果
奖。开展江苏大学京江学院２０１７年教改
课题申报工作，学院共计资助１４万元，
设立重点项目５项、一般项目３０项、培
育项目２３项。完善管理制度，毕业设计
（论文）质量切实提升，２０１７届本科生毕
业设计选出校优３０篇，推荐省优７篇，
其中２篇获三等奖。利用“校友邦”实
习管理平台，对实习计划进行管理、审核
和监督，督促实践教学环节按教学安排规
范实施，保证了全院实验实习环节的有序
进行。调整修缮艺术类专业学位授予标准
条件，进一步完善学士学位授予办法。国
际交流合作取得进展：与美国圣玛丽大学
工程与技术学院就机械工程、化学等专业
“３ ＋ １ ＋ １”合作模式进行了磋商；与美
国卡普兰大学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与韩国
牧园大学的合作项目更加深入；与日本京
都情报大学达成两校的初步合作意向，签
署了合作备忘录；与奥地利格拉茨老年病
健康中心、奥地利西努百勒贸易与咨询有
限公司合作建立“中国阿尔伯特·史怀哲
老年医学和老年护理（江苏省）技能中
心”的框架协议正式签署；与英国林肯大
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派出学生参加林肯大
学暑期微留学项目。２０１７年，学生海外
学习经历达到１６１人次，其中境外省政府
奖学金项目４人，境外调研实践项目２４
人；毕业生赴境外名校读研深造２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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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境外校园文化交流百余人。
【新校区和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根据新校
区工程建设进度和学校统一部署，学院将
于２０１８年开始搬迁进驻新校区。制定了
详细的搬迁工作方案、家具设备购置经费
概算表、任务分解与作战示意图，分发至
各相关部门，并安排专人与各相关职能部
门做好工作对接。就新校区实验室的总体
分布和各实验室的电容量、给排水、通
风、实验仪器设备、实验室内部平面布
局、经费预算、实验室建设批次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研讨，确定了“２０１８年新校区
首批（一、二年级使用）实验室仪器设
备购置计划表”和“新校区实验室仪器
设备购置计划总表”。调整教师队伍结
构，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完成新聘院编教
师１１人，启动高学历、高级职称人员的
常态化招聘。通过了校内转聘教师工作方
案，确立以学科专业（课程）负责人牵
头，逐步深入专业教师转聘的循序渐进转
聘程序。制定了《江苏大学京江学院高级
职称评聘资格条件》，并取得了职称评审
权。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教师职
业道德水平，分两批组织了青年教师的师
德师风专项学习和户外素质拓展。重视对
青年教师的培养，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
科研水平，组织开展了第一届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发挥优秀教师的引领作用；３名
教师获批江苏高校“青蓝工程”培养对
象；２３人参加岗前培训，选送３０余人外
出专业培训；７人博士在读，１０人申请博
士进修；２７人通过高校教师资格证；２６
人申报获批中级技术专业职务；２１人助
理教学考核全部通过；为１５名新入职教
师配备了专业导师。
【学生工作】 强化思想引领，做实实践育
人。举办了文化艺术节、读书节、传统文化
节、国际文化节、科技创新节等系列活动

４０余项，覆盖近２万人次。新华社、中青
网、中国新闻图片网、《人民日报》《新华
日报》《中国社会报》、江苏共青团网等主
流媒体相继报道学院青年志愿活动４０余次。
按照“一年级夯实专业基础、培养良好习
惯；二、三年级鼓励参加科技竞赛、培养创
新意识；四年级支持就业实习实训、准备考
研出国”的思路，通过“培优班” “京华
班”“四级强化班”“助力班”“先进班级评
比及经验交流”、各类科技竞赛、名人讲座、
学术报告会、四六级和考研经验交流会等渠
道方式发挥正面引导作用，形成比、学、
赶、超的良好学习氛围。通过开展迟到督
查、课堂检查、英语晨读、考试巡查等专项
学风行动，提高学生管理实效性。对贫困生
库进行了再审核和认定，截至２０１７年年底，
学院贫困生总人数１ ８０５人，其中特别困难
学生４１１人。优化各类奖助学金评审，及时
足额发放奖助学金。共评审发放国家奖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９２１人次
３０７ ６万元，发放社会助学金４７人次６ １万
元。设置校内勤工助学固定岗位３０余个，
校外勤工助学岗位近２００个，共计发放勤工
助学报酬１０万余元。６９人获总额１３６ ８万
元服义务兵役学费补偿，３位残疾学生获共
计４万元学费减免。首次为９名建档立卡学
生减免学费５ ４万元。不断完善各类突发事
件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对学院学生公寓管
理规定进行了修订。组织实施了“学工书
记—年级主任—辅导员”社区管理三级责
任管理模式，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社区安全管
理措施，印发“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宿舍安全
卫生自查表”，辅导员全年完成２ ４５７人次
的表格填写与相关宿舍问题整改；组建了一
支稳定、精干的公寓管理学生干部队伍，对
学生公寓完成了１００多次不定期抽查。２０１７
全年评选出３ ３７３间文明宿舍，优秀宿舍率
达８２ ５７％。获江苏省第六届安全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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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本科专场）二等奖（独立学院唯
一）。着力打造“三全四要”体验式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体系，构建多层次的教育平台和
丰富多样的活动载体。开展了“９２０敞开心
扉，大学第一课”“１２５大胆说爱，优雅谈
性”主题讲座、“以游助友，以心换心”大
型主题素质拓展、“心航路，新起点”大型
心理知识竞技、京江学院第三届心理知识竞
赛等活动，其中，“党员＋朋辈”后进生精
准帮扶活动获得校级“两学一做”案例评
比一等奖，作为典型材料报教育部展示评
比。“我以我手寄心语”新生手语操比赛，
覆盖２０１７级７６％以上的专业、近１ ５００名学
生，真正实现了体验教育、活动育人的
初衷。
【招生与就业工作】 ２０１７年，经过积极申
报，获批招生计划２ ６９１人，其中省内计
划１ ６３１人、省外计划１ ０３４人，省外计划
比重大幅度提升。完成招生２ ６９１人，文
科最低录取线３００分，超省控线１９分；理
科最低录取线２９３分，超省控线２４分。与
镇江高职联合申报“环境设计”专业
“３ ＋ ４”分段培养项目，与镇江高专联合
申报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３ ＋ ２”分段培
养项目，启动２０１８年专转本项目和２０１８
年职业技术学校分段招收项目。已初步形
成纵向贯通中职、高职、本科职业教育通
道，横向依托校企合作和校校合作扩展职
业教育广度和深度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基本构建起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立交
桥”，推动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步入崭新发
展阶段。通过开设就业课程、就创业专题
培训、大学生创业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
项目等形式，着力打造创新创业空间，多
途径、多渠道提升学生就创业意识。进一
步创新举措做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苏北
计划、“三支一扶”计划等基层就业项目
的宣传、发动、组织、服务工作。６个团

队入驻江苏大学孵化基地；１项作品获第
十五届江苏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暨“挑战杯”三等奖；１项作品荣获江
苏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
意组三等奖。积极开展学生ＳＹＢ创业培
训，２０１７年共有近２ ０００名学生报名参加
培训。２ ２８１名２０１８届毕业生参加江苏省
大学生就业创业知识竞赛，参赛率达
９６ ６８％。　

（撰稿人：薛鹏核稿人：陈志刚）

体育部
【体育部概况】 体育部承担了大学一、二
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体育教学工作、全校
群众体育活动、全校本科生的体质健康测
试、校各个运动队训练与竞赛、体育场馆
管理等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体育部下设
办公室、教学教管理中心、群体管理中心、
体质健康研究中心、校运动队管理中心和
场馆管理中心６个中心。现有教职工６６
名，其中教授２人、副教授３５人，硕士生
导师３人，２人具有博士学位，国际级裁
判１人，国家级裁判６名。大学生男子排
球、女子足球、男子沙滩排球实力强劲，
在全国比赛中均名列前茅。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一）制度建设。
完善与执行《体育部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
则》《体育部青年教师科研任务考核暂行
办法》《体育部科研团队组建及考核暂行
办法》，制定了《体育部关于参与各类专
项工作和公益活动考核的暂行办法》 《体
育运动意外伤害应急预案》等一系列规章
制度，努力做到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使体
育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的轨道。 （二）思想教育。１ 抓好思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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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制订体育部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教
职工学习及活动计划等，织织学习十九大
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组织撰写“微感言”，使机关干部在
思想上与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能保持清醒头脑。认真
学习和贯彻落实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提高
制度执行力。开展普法教育，努力增强教
职工的法律意识。２ 开展好专题组织生活
会。召开“两学一做”专题组织生活会和
支部班子成员谈话交流制度，执行《体育
部关于贯彻先锋亮绩积分管理制度实施方
案》，开展党员“五查五改，坚定了党员
理想信念，增加了体育教师宗旨意识与服
务意识。３ 组织好相关主题活动。制定体
育部“双抓双促”大走访大落实活动工作
实施方案，积极开展“抓整改促服务、抓
项目促落实”大走访大落实活动，顺利完
成书记、主任项目。积极开展最佳党日活
动。共报送最佳党日活动方案２项，报送
党建论文３篇，报送优秀调研成果４项，
各有１篇获得学校奖励。 （三）党风廉政
建设。完善干部聘用与管理、招生、体育
器材采购等规章制度，制定了体育部
《２０１７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
单》，成立了体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
导小组，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总支书记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
任人的责任，并将责任层层落实，书记与
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分别签
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分管副主
任与５个中心的１０名正副主任分别签订了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按时报送校纪委
和党总支本年度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
任情况。
【教学与体质测试工作】 （一）教学工作。
继续深化和推进体育教学改革，教学重点
转向教会学生锻炼方法，提升其锻炼热情。

圆满完成大一、大二１６ ０００多名本科生、
４门校公共选修课及研究生的俱乐部选修
课的教学任务。注重教学过程管理，实行
主任值班制，检查教学秩序。每学期进行
为期２周的中期教学检查，所有教学资料
按要求归档，确保课堂教学质量。认真组
织体育教研活动，各教研室严格按照计划
进行业务学习。全年开设公开课２次，各
教学组开展业务学习共１０余次，体育部每
学期末都组织全体教师集中进行业务研讨
和学习。４位老师参加大学生体协单项协
会组织的教学技能培训，２位教师分别参
加了省微课和虚拟仿真教学学习与培训。１
门在线精品课程通过合格验收，获校教学
成果二等奖１项，２项校教改课题获得立
项。（二）体质测试工作。精心组织学生
体质测试工作，努力提高测试数据的准确
性。２０１７年完成了７００多人的体质补测和
数据录入，完成２０１３级５ ５００多名学生体
测成绩打印、归档。完成２０１４级７ ８００余
名学生体质测试工作，并进行了成绩录入。
汇总２５ ０００余名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并及时
上报教育部。安排２０１５级测试不及格的同
学进行体质健康测试补考。完成教育厅
２０１７级江苏籍新生４２０人体质健康测试的
抽测。撰写２０１６年度体质健康测试蓝皮
书，经对比分析，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比
２０１６年略有提高。
【师资队伍建设】 上半年，通过民主推
荐、个人报名、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的
程序，重新聘任了部兼职管理干部队伍，
原有４个教研室分别改为教学管理中心、
体质健康研究中心、群体竞赛管理中心、
场馆管理中心，同时增设校运动队管理中
心。下半年，党总支实施了教工党支部和
党总支的换届改选，产生了新的支部委员
会和党总支委员会，党总支委员由７人减
少为５人。采取建立科研团队、制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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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等措施，鼓励青年教师在做好教学的
同时，开展科学研究。支持教师参加国内
各种学术会议。科研团队带头人定期组织
交流学习，组织青年教师撰写论文。２０１７
年有３位教师晋升副教授，１位教师考取
北京体育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全年引进３
名新教师，其中１名教师为博士研究生毕
业，２名教师为硕士研究生毕业。加强教
练员队伍建设，组织教师参加国内外专业
技能培训，提升其综合素质。
【群体竞赛工作】 （一）校内群体活动蓬
勃开展。全面贯彻落实“学生阳光体育运
动”精神和“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着
力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完成了校第十五
届运动会大学生篮球、排球、足球、羽毛
球、乒乓球、街舞、啦啦操等俱乐部比赛，
做到月月有比赛，周周有活动。成功举办
第十六届运动会，在田径运动会中增加了
趣味性团体比赛项目。首次举行了大学生
游泳比赛，成功举办了首届大学生校园马
拉松比赛，校内大学生群体活动蓬勃开展。
进一步打响“新生杯”篮球赛、“江大杯”
大学生篮球、足球赛等项目品牌。鼓励留
学生参加学校体育赛事，使全校体育运动
更加多元、多彩。成立了研究生乒乓球、
羽毛球等俱乐部。着力推进“３２１体育俱
乐部建设”，目前，校内形成１０个高水平
体育俱乐部、２０个校精品俱乐部，各学院
成立近３００个院级体育俱乐部。坚持早操
制度，组织学生课外体育锻炼活动。积极
配合和支持校工会、团委、各学院开展形
式多样的体育活动，积极推进校园体育文
化建设。（二）全国比赛成绩优异。６月，
由学校普通大学生组成的男子足球队获得
２０１７年江苏省大学生城市足球联赛亚军，
并荣获“最佳赛区组织奖”。７月，校男子
沙滩排球队蝉联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沙滩
排球锦标赛冠军；田径队在第十七届全国

大学生田径锦标赛中荣获女子跳远、男子
８００米两项冠军，取得了近年来学校学子
在田径比赛中的骄人战绩。９月，女足在
杭州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上勇
夺亚军，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１１月，
男排获２０１７—２０１８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南
方赛区第四名，晋级全国总决赛。１１月，
女足获２０１７年江苏省“省长杯”女子大学
生足球比赛第二名，在１２月的２０１７年全
国大学生女子室内五人制足球锦标赛中获
得亚军，创造了近年来的最好成绩。
（三）省运会成绩斐然。１０月，学校男篮、
女篮参加省十九届省运会高校普通组的比
赛，均排名第四。其中，女篮取得了历年
来参加省运会的最好成绩。１１月，武术队
在省十九届运动会上获得了女子拳术第二
名、刀术第二名、枪术第四名等好成绩，
获得竞赛积分２９分。女子健美操队在十九
届省运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获混合五
人操第二名、混合双人操第三名等好成绩，
在全省２３个高校中团体总分位列第五。１２
月，男篮在全省大学生（普通组）篮球联
赛中获得第二名，是历年来取得的最好成
绩。同时，学校各个代表队参加了镇江市
十五届市运会，获得了优异的成绩，男足、
男篮队均获得冠军。
【科研工作】 积极组织和鼓励教师开展教
科研活动。２０１７年，获批教育部社科规划
基金项目１项，组织申报镇江市体育局局
管课题１４项，获立项资助７项，全年获批
纵向科研经费１３ ５万元。组织教师投稿第
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会
议论文１０篇，组织参加镇江市体育科学论
文报告会，共投稿１１篇，获一等奖１篇、
二等奖３篇、三等奖７篇。体育部教师全
年共发表ＥＩ期刊论文３篇，发表中文核心
期刊论文２篇，发表会议期刊论文１篇，
发表省级期刊论文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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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建设与管理】 （一）精心维修改造
保障教学训练任务。完成了中山校区体育
场馆、室外游泳池地面和西山三岔口篮球
场塑胶维修改造工程，保障了教学训练正
常进行。为了进一步完善“３２１”俱乐部
建设，周末为部分大学生体育协会开放体
育场馆，在教学之余，为校各代表队训练
和比赛安排好场地设施，保障了运动队的
正常训练。积极配合学校工会，保证了校
工会在体育场馆举行的羽毛球、排球、篮
球等项目的比赛顺利进行。 （二）场馆管
理服务规范有序。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
合理安排场馆使用。全年为学校毕业典礼、
１０余场毕业生招聘会等学校重大活动提供
了场地保障。每天早上为学校离退休老同
志、老教师免费提供体育活动场所。常年
为教工排球、足球、羽毛球、网球、乒乓
球协会等提供健身锻炼场所，室内游泳馆
全年为师生开放，极大地丰富了教职工的
体育文化生活。在满足师生需求的前提下，
少部分场馆实行有偿对外开放。对内、外
进行了５０余项（种）活动，取得了一定
的经济效益和明显的社会效益。

（撰稿人：李宗堂核稿人：王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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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开发】 科学研究是
学校的中心工作之一，是学科建设的基础，
更是流体中心的主要职责。中心始终坚持
科研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大方向，不断促进
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１ ２０１７年流
体中心获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１项，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２项，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一
等奖１项、个人奖１项，大禹水利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１项，中国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１项，煤
炭工业协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１项，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三
等奖１项。２ 获批“流体工程装备节能技
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科技部国家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获批江苏省科技厅“江苏省
新型高效节水灌溉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获批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
水肥药精量混施装备与技术工程实验室”；
获批江苏省军民融合引导资金项目平台。
３ 纵向科研项目新立项２６项，立项总经
费１ １００余万元。４ 授权国外发明专利２
项，国家发明专利６８项；申请ＰＣＴ专利２
项。出版专著１部。出版国家标准４项、
行业标准１２项。发表ＳＣＩ检索收录的论文
５３篇、ＥＩ检索收录的论文３４篇。５ 积极
参加横向科研工作，２０１７年新增横向合同
９２项，合同经费２ ４００余万元，累计到账
四技经费１ ９３０余万元。６ 开展国家水泵
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日常管理和建
设，完成了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０１６年
度工作报告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０１７
年度亮点工作报告。
【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是学校各项工作的
龙头，是一项长期的根本性战略任务，作
为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牵头单
位，２０１７年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１ 开学
初整理了学科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度的科研创
新、人才培养、创新团队、平台建设等资
料，总结出学科预验收报告，并对照立项
任务书，形成任务完成情况报告。２ 根据
历年学科经费使用情况，科学编写江苏高
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２０１７年总体收支
规划表、优势学科支出预算表和季度预算
报表等。做好“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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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学科日常报销和登记工作，并按照学
科实际使用情况，对学科预算提出合理调
整报告。根据要求，科学编制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优势学科建设经费使用管理办
法等相关文件。３ 按照校审计处的要求形
成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绩效报告、资金使用说明
等，并按照校审计处的要求，进行整改。
４ 因学科人员变动较大，对学科人员和学
科方向进行梳理和调整。５ 配合研究生、
人事处、科技处等完成研究生工作站信息
收集、省产业教授的申报统计、硕导和博
导评选等相关资料整理等工作。６ 按照研
究生院的要求，整理了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
学科在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
成绩和形成的规则制度，并形成学科自评
估简表、学科评估自评表、学科评估总结
报告和专家意见表，顺利完成了学科自评
估工作。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流体工程装备技术
研究所建设】 （一）发展大事件。
１ ２０１７年２月转为正式研究所。２ ２０１７年
４月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３ ２０１７年４月成功举办江苏大学流体机械
及工程专业历届校友返校聚会。４ ２０１７年
６月召开江苏省先进流体工程装备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５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成功举办中国（镇江）先
进流体工程装备技术转移大会。 （二）平
台建设。研究院的平台建设是研究院各项
工作的龙头，是一项长期的根本性战略任
务。主要工作如下：１ ２０１７年１月，研究
院受邀参加２０１７镇江新区创新发展报告
会，获得“创新发展十佳企业”荣誉称
号。２ 进一步完善《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
管理制度》 《科技成果孵化及转移转化管
理制度》《人才引进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
《衍生（孵化）企业入驻管理制度》等相
关管理制度。制定《关于横向科研项目奖

励的补充规定（试行）》，加大科研奖励力
度，进一步激发了研究人员从事科学研究
和技术开发的积极性。３ 重点推进环保装
备研发中心和流体工程成套装备研发中心
建设；筹备与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共建
环保装备研发中心。积极申报科技服务
“百强”机构。４ 积极推进江苏汇创流体
工程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体制机制改革，经
过调研和多方沟通，目前已制定出江苏汇
创流体工程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改制初
步方案。５ 多次前往省研院及其他科研院
所进行拜访交流，学习平台建设经验，听
取意见和建议。６ 新购置ＴＵＲＢＯｄｅｓｉｇｎ水
力设计软件１套、高性能数值计算计算机
１台，调研３Ｄ设备并完成大型设备采购调
研报告。 （三）文化环境建设。１ 在网站
和微信公众号上进一步宣传研究院的发展
动态和科研工作，紧紧围绕“创新”，贯
彻“主动、合作、和谐、探索、高效”方
针，开展多种形式、富有特色的文化建设
活动，进而提高了研究院的社会影响力与
公信力。２ 研究院已完成大学科技园４３
号楼研发中心（三楼）和孵化基地（二
楼）施工设计方案，并完成工程造价核算，
即将进行施工招标。３ 搜集并整理水泵配
套产品发展动态的相关资料并汇集成册，
修订出版了《泵及系统动态》内刊第二
期，并邮寄给各联盟成员企业，同时优化
研究院的宣传册设计。４ 汇编研究院科技
成果手册，并制作企业技术需求调查表进
行相关调研。 （四）技术转移能力建设。
１ ６月２３日，江苏省先进流体工程装备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
会议在江苏大学镇江流体工程装备技术研
究院顺利召开。来自江苏大学、河海大学、
扬州大学、江苏省龙头泵企业等３０余家理
事单位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审议
了联盟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工作总结和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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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度工作计划，会议还研讨了国家最
新标准的解读及流体机械行业人才培训方
案、产业基金筹备、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申报等事宜。２ １１月１２日，成功举
办２０１７中国（镇江）先进流体工程装备技
术转移大会，本次大会主要通过主题报告、
技术推介、成果发布和技术交流等形式，
邀请政府部门、知名企业、高端制造技术
团队、科研院校的行业专家，共同研讨高
端流体装备的行业现状、挑战机遇、最新
动态及未来发展趋势，全面展示高端流体
装备的产品成果，实现项目与资本的零距
离对接，促进流体装备制造技术成果转移
转化。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家流体装备制
造企业和机构通过大会展示优秀流体装备
制造产品。会议期间各参会企业也通过主
办方搭建的交流平台进行了现场沟通和后
续项目对接。本次大会为寻找项目、成果
对接、项目合作、探讨产业发展模式提供
了服务平台，对于助推江苏省乃至全国流
体工程装备产业跨越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推进作用，对江苏省先进流体工程装备产
业发展和升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五）队伍建设。１ 加大研究院高端人才
招聘信息宣传力度，在研究院网站、猎聘
网和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招聘信息，面试３０
余人次。独立法人单位新引进专职人员６
名，其中高端流体装备检测中心主任１名，
新能源环保装备研发中心副主任１名，研
发技术骨干３名，科研管理人员１名；６
名专职人员中１名具有博士学位，４名具
有硕士学位。２ 新增兼职科研人员１０人，
目前兼职科研人员达到４０人，完成兼职人
员科研业绩考核。３ 申报省研院ＪＩＴＲＩ研
究员和ＪＩＴＲＩ青年研究员各１人次。４ ４人
次申报江苏省机械工程高级工程师职称，１
人次申报中级工程师职称；２人次获得江
苏省机械工程高级工程师资格。５ １人次

参加２０１７年江苏省技术经纪人培训班，并
获培训结业证书。１人次参加江苏省知识
产权工程师培训，并获得相关证书。１人
次参加省总院组织的英国ＴＷＩ公司管理培
训，并获得培训证书。 （六）衍生孵化企
业。２０１７年，新增孵化衍生企业２家：镇
江赛特流体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注册
资金１００万元）、江苏贝斯特低碳科技有限
公司（注册资金１ ０００万元）。（七）合作
与交流。１ ８月３１日至９月１日，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王勇副研究员赴日参加日本创
新技术展“Ｉ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Ｊａｐａｎ ２０１７”；９月
１２日至１４日，研究院孙兵组织江苏省先
进流体工程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会
员单位参加２０１７年“第４６届美国国际透平
机械及泵用户展（ＴＰＳ）”，并考察了多家国
外流体装备公司。２ 研究院院长袁建平研
究员与英国ＡＤＴ公司总经理Ｍｅｈｒｄａｄ Ｚａｎｇｅ
ｎｅｈ教授就ＴＵＲＢＯｄｅｓｉｇｎ Ｓｕｉｔｅ ３Ｄ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项目达成合作，争取到了
ＡＤＴ公司ＴＵＲＢＯｄｅｓｉｇｎ设计软件在国内的
代理权。３ ９月２２日—２５日，应邀参加水
力机械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暨第十届全国
水力机械及其系统学术会议。４ ４月３０
日，联盟组织１００余名来自四面八方、奋
战在水泵行业历届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的
校友们返校聚会，主题会议上为流体学科
创始人戴桂蕊教授铜像启动仪式揭牌，同
时为流体机械国际人才学院揭牌。５ 研究
院自主招聘人员参加行业相关展会、对接
会２０余次，进行宣传和交流。６ 研究院
自主招聘人员调研了５０余家企事业单位，
寻求合适的合作机会。７ 研究院接待２０
余家企事业单位来访，就产学研、项目申
报等方面进行了洽谈合作。
【师资队伍建设】 １ 李红入选“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袁建平入选山东省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计划，司乔瑞入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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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周岭获批牛顿基
金—中英创新领军人才项目。２ 引进“金
山学者计划”短期项目１ 人（Ｊａｍｅｓ
Ｈｕａ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１ 人（许
彬）、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１人（王
龙滟）、浙江大学１人（邱宁）、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１ 人（郑珍）、燕山大学１ 人
（朱勇）、江苏大学博士２人（高雄发、汤
玲迪）。曹璞钰博士、王文杰博士已通过校
师资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将于２０１８年
入职。第三届海外高层次论坛签约２名海
外高层次人才，其中“金山青年特聘教
授”１人、资格研究员１人。目前全脱产
外籍博士后６人，博士后１人。３ 李伟、
朱兴业、谈明高评为研究员，王秀礼、司
乔瑞评为副研究员。４ 张德胜入选江苏高
校“青蓝工程”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
养对象；裴吉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优
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张德胜研究员
获批江苏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优秀
青年学术带头人培育人选，赵睿杰副研究
员和周岭博士获批江苏大学“青年英才培
育计划”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育人选。
５ 刘俊萍入选“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
才培养对象。６ 张德胜荣获“科学中国人
２０１６年度人物”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裴吉
荣获“亚洲流体机械青年科学家奖”。
７ 李伟、荆腾和闫浩芳获国家或江苏省留
学基金项目资助，目前在国外进修。彭光
杰圆满完成国外进修。司乔瑞圆满完成科
技部挂职，曹卫东、王川、赵睿杰分别赴
苏州、徐州和科技部挂职。８ 魏洋洋被录
取为本校在职博士研究生。
【国际化及行业工作】 （一）国际化工作
和对外交流。１ １１月１７—１９日，成功协
办２０１７年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水力机
械亚洲分会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
３０余位国外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裴吉副

研究员作为国内优秀青年学者代表应邀作
了题为“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Ｐｕｍｐ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的精彩大会特邀报告，相关研究方法
和结论得到了与会中外邀请专家的一致认
可和好评。２ １１月１０—１３日，中心成功
举办第１４ 届亚洲流体机械国际会议
（２０１７ＡＩＣＦＭ），来自中国、韩国、日本、
印度、伊朗等国家的３００余位专家参加了
此次会议，其中国外学者和专家５０余名。
３ １０月１７ 日，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
Ｂ Ｐ Ｍ Ｖａｎ Ｅｓｃｈ教授来中心做了题为
“埃因霍温科技大学旋转机械研究进展”
专题报告，并受聘于流体中心兼职教授。
４ １１月８ 日，聘请了来自美国的Ｐｅｔｅｒ
Ｗｒｉｇｈｔ教授来中心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科研
及教学指导。５ ９月２８日，德国凯泽斯劳
滕工业大学教授Ｍａｒｔｉｎ Ｂｈｌｅ来中心，与袁
寿其书记讨论了叶片泵先进设计方法教材
编写的具体事宜。６ ７月１６—２１日，流体
中心实验室检测中心主任郎涛副研究员、
蒋小平副研究员及助教陈刻强参加了在美
国举办的美国农业生物工程师学会，就各
自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口头汇报和交流。
７ ６月１１—１８日，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袁寿
其、流体中心主任袁建平等出访了德国、
意大利，顺利完成了德国凯泽斯劳滕工业
大学与学校联合培养博士的学位答辩，该
博士成为学校首位中德联合培养双博士学
位获得者。袁书记代表江苏大学与意大利
帕多瓦大学在国际科研项目合作、共建联
合实验室、教师互访及学生双学位联合培
养等方面开展了高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取
得了显著成效，双方成功签订了校级合作
备忘录（ＭＯＵ）。８ ６月１１—１７日，新加
坡南洋理工大学王希坤教授来流体中心给
留学生上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ｌｕｉ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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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６月４—１１日，流体中心副主任张金凤及
王洋研究员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国际标准委
员会议。１０ ３月及１１月，法国巴黎高科—
法国国立高等工程技术大学教授ＧéＲＡＲＤ
ＢＯＩＳ继续来流体中心与中心相关老师合作
研究叶片泵内气液两相流。１１ ３月２６—３０
日，陈思助理研究员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
２１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Ｗｅａｒ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国际学术会议，现场进行了科研成
果汇报。１２ 流体中心８位博士及１位硕士
获批ＣＳＣ资助，赴德国、美国、西班牙等
国家攻博或博士联合培养。１３ 流体中心
招收外国留学非学历生２人，分别来自俄
罗斯和德国；招收外国学历留学研究生６
人，其中硕士２人，博士４人。（二）行业
工作。１ １月６日下午，中国通用机械工
业协会泵业分会总工程师李树斌教授兼职
教授受聘仪式及学术报告会在流体中心７
楼会议室召开。聘任仪式上，施卫东副校
长为李树斌教授颁发了聘书。授聘仪式结
束后，李树斌教授做了题为“十二五泵行
业发展现状暨十三五泵行业发展展望”的
专题报告。２ ４月１３日下午，科技部基础
司副司长郭志伟、省科技厅副巡视员景茂、
科技部基础司科研基地处副调研员祝学衍
一行来学校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进行考察调研。３ ５月１５日，中国农
业机械学会２０１７年工作会议暨创新驱动助
力工作研讨会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流体
中心副主任、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排灌机械
分会副秘书长李伟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并
作交流发言。４ ６月３０日下午，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杨学桐一行到学校
调研流体装备和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陈
龙副校长代表学校接待了来宾。调研会上，
流体中心党总支书记张德胜研究员汇报了
流体中心的发展历程及学科平台、科研成
果和检测中心等建设情况。杨会长希望学

校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合
作和交流，尤其在国家重点专项和重点研
发计划申报方面，进一步提高江苏大学的
参与度和影响力。５ ７月３日上午，科技
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在学校召开了地方高
校科研诚信与科技经费管理专题调研座谈
会，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史昱处长、
科技部经费监管中心李伟、江苏大学颜晓
红校长、扬州大学及江苏科技大学等高校
领导、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科研人员出
席座谈会。流体中心副主任李伟应邀参加
了座谈会，他结合流体中心在学术论文发
表诚信管理和科研经费管理等方面的建设
情况进行了交流发言。６ ７月５日，以“智
汇江苏、共创未来”为主题的江苏大院大
所合作对接暨第六届产学研合作成果展示
洽谈会在南京召开。江苏大学流体中心的
科研成果“新型低能耗节水灌溉装备”和
“百万千瓦级核电站余热排出泵”代表江
苏大学在高校中央展区展示。在合作对接
会上，流体中心讲解人员与来参观洽谈的
各高校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等相关人士
进行了近距离的面对面的交流合作，同时
也介绍了国家水泵技术研究中心的相关研
究，全面展示了流体中心的科研实力，也
扩大了学校在流体相关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７ ７月１４—１５日，２０１７年江苏省专家服务
基层助力特色产业创新沛县行活动举行，
２４名省专家深入沛县围绕灌排、纺织、新
能源等行业领域，实地开展科技推广、技
术示范、操作指导等现场服务，破解制约
企业发展瓶颈问题。江苏大学选派流体中
心、汽车学院、农业装备工程学院和新能
源研究院的１９位专家参加活动，其中流体
中心１５位。本次活动，通过专家服务团深
入产业一线，解决企业技术难题，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产学研政多方
合作，提升了学校流体机械及工程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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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影响力。８ ８月２５日，受科技部委
托，江苏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在南京对江苏
大学承担、李红研究员主持的国家“星火
计划”重点项目“丘陵山区果园微灌水肥
药一体化技术示范与应用”进行了验收。
该项目经过两年半的实施，全面完成了项
目规定的任务，经过汇报、质询及讨论，
顺利通过了验收。９ ９月２２—２５日，水力
机械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暨第十届全国水
力机械及其系统学术会议在大连理工大学
召开。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袁寿其研究员及
流体中心袁建平主任、张德胜书记等领导
和师生应邀参加了此次大会。来自全国本
领域重点高校、企事业单位的２７０余位资
深教授、资深工程师等专家学者，以及博
士和硕士研究生代表参加了会议。江苏大
学流体中心的裴吉副研究员做了题为“离
心泵群智能优化及流动诱导特性”的精彩
大会特邀报告。１０ 学校负责的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重点专
项课题在天津启动。项目牵头承担单位为
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
所，江苏大学、清华大学、浙江沃尔等８
家单位共同参加，江苏大学承担了１项课
题和２项子课题。１１ １０月２７—２８日，江
苏大学科技处处长李红研究员、流体中心
主任袁建平研究员、流体中心办公室主任
裴吉副研究员等代表应邀参加第五届泵及
泵站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袁建平研究员
做了题为“大型调水工程泵装置理论与关
键技术”的大会特邀报告，对学校流体中
心近年来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等国家重大
水利工程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工程应用
情况进行了汇报，并介绍了江苏大学国家
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中心的建设情况、研
究领域和取得的研究成果。１２ １１月２日，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安徽合肥隆重召开，本次会议与中国通
用机械工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同时召开。流体中心主任袁建平研究员受
聘专家委员会委员，蒋小平副研究员受聘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委员。１３ １０月３１日，
由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牵头，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大学、浙江工
业大学、浙江大学、江苏大学镇江流体工
程装备技术研究院、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等（共十家）单位参与的“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水资源高效开发利
用”重点专项“面向规模化应用的膜法
海水淡化关键技术及装备开发与示范
（２０１７ＹＦＣ０４０３７００）”的项目启动暨实施
方案论证会在杭州召开。１４ １１月１０日至
１３日，２０１７年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流体机
械和热机气动热力学分会学术会议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进展交流会在镇江明都
大饭店召开。作为中国工程热物理领域的
高级别学术盛宴，本次大会对当前能源环
境、流体机械的热点问题研究及拓展新的
研究方向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为流体
机械、工程热物理领域的专家、学者搭建
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通过相互
学习和借鉴，有利于推动我国工程热物理、
流体机械领域的科学研究、产业发展及人
才培养。１５ １１月２８—２９日，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西北典型农区高效节
水灌溉技术与集成应用”项目年终总结会
在江苏镇江明都大饭店召开。本项目分为
８个研究方向，分别由江苏大学、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内蒙古农业大
学、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研究院、中国农
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
等单位承担。课题参与单位共１００余名研
究人员应邀参加本次会议。１６ １１月３０
日上午，第四届全国节水灌溉装备与技术
战略研讨会暨江苏省新型高效节水灌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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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大会在镇江
明都大饭店隆重召开。大会由中国农业机
械学会排灌机械分会、江苏大学流体机械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办，来自全国高校、
企业、研究所等单位１４０多位学者、企业
家和企业技术人员参加了本次大会。
１７ １１月２１日至２４日，在乌克兰首都基
辅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了“中国—乌克兰科
技创新展”。通过科技部的推荐及遴选，
学校袁寿其研究员团队的“精确喷灌技术
与产品”成果在中乌科技创新展的科技创
新板块展示，向“丝绸之路”带上的各
个国家展示了江苏大学在节水灌溉领域的
科研实力，也扩大了学校在节水灌溉装备
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１８ １２月２２
日，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
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国家水泵工程
中心会议室举行。此次协议的成功签订进
一步加强了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与大型企业之间的合作，进一步扩大
了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行
业内的影响力，能更好地将中心的先进研
究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回报社会。上述
学术交流与行业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扩大
了中心在全国及行业中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提高了中心的学术地位。
【实验室与检测工作】 （一）实验室硬件
建设及管理工作。１ 配合学校相关职能部
门、中心领导及有关老师，联系镇江市特
检院、中石化建有限公司，积极推进高温
高压试验台的管路安装工作。目前已进入
Ｘ射线探伤阶段。１２月２９日测控系统安装
单位进场进行控制柜及控制台就位工作，
并聘请江大监理公司对电气安装过程进行
监理。２ 配合中心有关老师完成了水力机
械四象限试验台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工作。
目前该试验台已完成安装调试工作。

３ ７月至８月，完成新实验室中试车间南部
区域、水力机械四象限试验台上下两层、
科研楼一楼环氧树脂地坪铺设工作。同时
完成了新实验室东侧临时混凝土门的拆除
与新卷帘门的安装工作，并将科研楼一楼
南侧卷帘门上的小门拆除，补装了卷帘，
方便设备进出。４ １２月２８日开始进行老
实验室环氧树脂地坪铺设工作。５ 完成了
喷灌大厅卷帘门控制系统更新工作，同时
喷灌大厅环氧地坪铺设及门禁系统改造方
案提交中心审批。６ 积极推行实验室各项
管理制度的试运行工作，其中大型仪器设
备预约登记使用、实验室安全管理、实验
室每周例会等制度已开始实施并取得较好
效果。在预约实验的同时，将“实验室安
全手册”发放到每一位进入实验室的教师
和学生手中，并签署“实验室安全承诺
书”。实验室将在此基础上不断听取广大教
职工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各项规章
制度，规范实验室科学管理，推进实验室
中心化建设。（二）实验室平台建设工作。
１ ２０１７年５月实验室接受了国家质检总局
对检验机构工作质量分类考核评价工作。
本次考核采用国家质检总局的创新举措，
各省局之间采用“双随机”交叉考核，由
湖南省局领导专家组成的检查组对随机抽
取的江苏省５家检测机构进行工作质量考
核。５家单位分别为：江苏省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研究院、江苏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研究院、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
究院、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机
械工业排灌机械产品质量检测中心（镇
江）。其余４家均为省内综合性检验中心，
只有流体中心实验室是行业上的检测机构。
最终得分为９８ ３分（满分为１００分），得
到了省外专家的一致好评，首次被国家质
检总局评为Ⅰ类检验机构。２ ２０１７年６月
顺利通过国家认监委、机械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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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验室认可中心（ＣＮＡＳ）、江苏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对中心实验室进行的国
家级资质认定、国家实验室认可、省级资
质认定的复评审，并于８月拿到了国家级、
省级、ＣＮＡＳ三套证书，保证了实验室检
测工作的可持续性。目前实验室共有授权
标准１１８项，其中本次复评审新增５３项，
大幅增加了实验室检测范围。３ ８月，实
验室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ＣＱＣ）现
场审查，正式成为ＣＱＣ节能产品定点检测
机构。（三）实验室检测及科研试验工作。
２０１７年，水泵产品生产许可证取消，对检
测业务影响较大。实验室想方设法，积极
开拓业务领域。１ 潜水电泵国家监督抽查
工作。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安排，７月—９
月承担了潜水电泵国家监督抽查任务，在
全国５个省份共抽查潜水电泵企业３８家，
抽到样机２３批次。２ 泵类产品国家监督
抽查工作。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安排，９
月开始承担２０１７泵类产品国家监督抽查工
作，首次作为牵头单位，联合全国１４家检
测机构，完成了全国２９个省份１ ４６７家企
业的抽样工作，其中实验室承担了其中
１１０家企业的国抽工作，抽到样机６９批
次。３ 泵产品省级联动抽查工作。根据江
苏省质检局的安排，８月—１０月承担了
２０１７泵产品省级联动抽查工作任务，共抽
查泵生产企业３０家，抽到样机２１批次。
４ 泵类产品的委托检验工作。受社会各界
委托，本年度共承担了４９家企业６８批次
的产品委托检验工作，及时、准确、公正
地为客户提供了检测服务。５ 科研及研究
生试验工作。为中心孔繁余、李彦军、蒋
小平、朱兴业、刘厚林、骆寅、汪家琼、
王秀礼、张金凤等２０余位老师提供科研试
验及产品检测服务。进行各类科研试验
１７０多批次，为中心的科研和研究生培养
做好服务工作。６ 截至１２月底，检测经

费到账９７万元。（其中上缴校资产经营公
司２ 万元，上缴流体中心１０ ５７ 万元）
７ 开展了上海埃蒙斯特朗、无锡太博等６
家企业２４台ＣＱＣ节能产品认证检测工作。
预计检测经费到研究院账户１２ ９万元。
８ 配合产业研究院开展服务企业工作，为
上海凯泉、上海申宝、上海瑞营、南京维
克环保等企业进行有关产品检测服务。预
计检测经费到研究院账户６万多元。（四）
人才培养及行业工作。１ 机械工业排灌机
械产品质量检测中心荣获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
全国机械行业质检机构先进集体称号，郎
涛老师获先进个人称号。２ ２０１７年实验室
安排人员参加３家企业节水产品认证现场
审查工作。３ 魏洋洋老师录取为２０１７级
在职博士研究生。４ 实验室人员完成了
ＣＮＡＳ 评审员及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ＣＣＡＡ）注册审查员年度培训工作。５ 魏
洋洋代表实验室参加在福州举行的许可证
及国家监督抽查经验交流会。６ １０月，完
成了江苏省百强服务机构申报及中石化行
业服务供应商投标工作。７ １１月，实验室
全体人员参加了第１４届亚洲流体机械国际
会议暨２０１７中国（镇江）先进流体工程装
备技术转移大会的会务工作。 （五）实验
室日常接待工作。１ 省委巡视组参观实验
室（１２月６日）；２ 张敬华副省长参观实
验室（３月１７日）；３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
基金会苏光明会长参观实验室（３月１４
日）；４ 机械工业联合会杨学桐执行副会
长参观实验室（６月３０日）；５ 镇江市委
书记参观实验室（５月８日）；６ 国家外专
局领导参观实验室（１１月６日）；７ 亚洲
流体机械委员会全体人员参观实验室（１１
月１１日）；８ 省科技厅领导参观实验室
（１１月２１日）；９ 全国节水灌溉学术会议
参会代表参观实验室（１１ 月２９ 日）；
１０ 铜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行９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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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实验室（１２月７日）。
【研究生培养与教育】 流体中心目前共有
硕士研究生２１６人，博士研究生５０人，共
计２６６人。现有研究生党支部４个，辅导
员１人。２０１７年，中心坚持以“学生为
本”和“从严管理”的工作理念，以促进
学生发展与成才为工作主线，以学风建设
为中心，进一步规范学生管理，在各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加强研究生党
建工作，发挥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严格组织生活制度，组织
研究生认真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发挥党
支部的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通过组织研究生党员进行校内外参观访问
等多种形式的组织活动，提高组织生活的
质量和党员的思想素质，加强了基层党支
部建设。按计划发展党员，规范程序，保
证质量，确保吸纳各方面均表现优秀的同
学加入党组织。中心对所有发展的党员均
实行公示，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已经
列为发展对象的学生，充分发挥广大同学
的监督作用，加强对他们的日常监督，同
时实行“一帮一”，每名发展对象均分配１
名老党员对其进行辅导。在日常生活中，
中心党总支及各党支部及时了解中心研究
生同学学习生活情况，及时帮助同学解决
生活、学习方面的困难。以各党支部书记
牵头，做好学生工作，保证信息畅通，将
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确保研究生
思想稳定，促进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１ ２０１７年３月５日，流体中心２０１４级党支
部全部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在中心会议室
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２ 流体中心博士班党支部在２０１７年３月
１６日举办了党团知识竞赛。３ 为弘扬伟大
的爱国精神，缅怀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
激励同学们的爱国热情，２０１７年４月５日
上午，流体中心２０１５级３２名同学来到烈

士陵园，缅怀先烈。４ ２０１７年５月４日，
流体中心２０１６级党支部全体党员和入党积
极分子在流体中心楼五楼会议室，举行
“弘扬五四精神，放飞青春梦想”的演讲
比赛。５ ２０１７ 年５ 月１６ 日，流体中心
２０１６级党支部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并
观看了爱国主义教育题材电影。６ ２０１７年
５月８日，流体中心全部学生党员全体党
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共同开展了“两学一
做”学习会，参会党员们均认真交流了学
习体会。７ 为关爱留守儿童、关注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教育，在流体中心２０１５级党支
部的组织下，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江苏大学流
体中心２０１５级和２０１６级的２２名志愿者赴
上党其一村面向该村留守儿童开展支教活
动。８ ２０１７年９月９日，流体中心研１６党
支部举办了支部乒乓球比赛，在科研之余，
丰富了党支部成员的课余生活。９ ２０１７年
９月１８日，流体中心研１７党支部开展了以
“缅怀历史，奋发图强”为主题的书法交
流会，增强了支部成员的爱国情感。
１０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９日，流体中心研１５党
支部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一起重温党
章，端正党员的思想动态，正确引导党支
部思想建设。１１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上午，
江苏大学流体中心１５级研究生党支部在国
家水泵中心三楼会议室召开了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报告会，此次活动的主要议题是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陈宗贺获
校优秀学生共产党员称号。研１６党支部获
校先进学生党支部称号。 （二）加强团支
部建设，发挥团支部及研究生分会在学生
思想教育中的中坚作用。配合校团委的工
作安排，展现中心各年级团支部的风采。
参加了校团委开展的团建、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建设、团日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科
技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１ ２０１７年３月
１２日，为了响应植树节的环保理念，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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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团总支组织全体研究生开展了“保护环
境，同守蓝天”的交流会，并举办变废为宝
系列活动。２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９日晚８：３０，流
体中心团总支组织中心全体同学参与“地
球一小时”节能活动，同学们关闭宿舍、
工作室电灯及其他耗电产品一小时。
３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５日，为了响应“５·２５”
心理健康日，流体中心团总支组织了主题
为“释放压力，健康生活”的中心师生交
流活动。４ ２０１７ 年９ 月１９ 日，为帮助
２０１７级研究生更好地开始研究生生涯，研
２０１５级团支部的优秀团员与研２０１６级的
团员进行了“新老生交流会”。５ ２０１７年９
月３０日，为了迎接建国６８周年的到来，
流体中心研１６团支部开展了以“我的中国
梦，我的中国心”为主题的歌唱比赛，团
员们用歌声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祝福。
６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３日，为推动国际化建设，
让同学们更多地了解海外文化与国际交流
状况，流体中心研１６团支部邀请优秀海外
留学人员进行了交流。７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５
日，流体中心研１５和研１６全体团员为响
应全民健身理念，开展了“冬日健身———
环校园长跑”活动，使广大团员对“生命
在于运动”有了更深的体验。８ 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１日，流体中心研１６团支部开展了第２９
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向广
大团员普及预防艾滋知识。９ ２０１７年１１
月１８日，流体中心研１５团支部举办了以
“我和江大有个故事”为主题的团日活动，
团员们分享了３年江大求学生涯的趣事，
加深了同学感情。 （三）学风学术道德建
设。为了引导研究生树立科学道德，践行
科学精神，尊重科学伦理，遵守科学规范，
根据学校《关于在研究生中开展科学道德
与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的通知》文件精
神，中心积极开展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
讲教育工作。１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流体

中心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袁寿其为流
体中心全体研究生举行了学术学风建设讲
座。袁书记要求同学们从思想上端正学习
态度，用积极向上的态度去搞科研，从思
维意识中去督促自己，开阔视野、发散思
维，从而将同学们打造成为一流的精英人
才。２ 为加强学院学术道德建设，营造良
好学术氛围，提升学院研究生的道德素养，
５月１３日下午，流体中心特别邀请科技处
李红处长在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报告厅举办了以“学术道德建设”为
主题的沙龙活动。３ 本学期论文送审前，
中心对所有论文进行了查重检索。
（四）完善中心科研设施，营造良好科研
条件。中心为研究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
科研条件，中心各位导师也从学习和生活
各方面给予研究生全方位的指导与关心。
一流的教学资源、一流的导师团队让中心
的每位研究生均获益匪浅。中心研究生学
习主动性强，学习氛围很浓，正常工作时
间，研究生基本都在工作室学习或开展自
己的课题研究工作；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
热情很高，在每年的学术征文和挑战杯、
星光杯等活动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中
心创造条件，多方联系国内外学者，精心
组织多场学术报告。１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１日，
流体中心第十一届研究生学术沙龙在中心
大会议室举行。本次交流活动共收到了十
多份参赛论文，由学院领导和教授组成了
评委团对所有参赛论文进行公平并且仔细
的评选。此次交流会的成功举办，激发了
本院很多研究生参加科研攻关与课题申报
等科研活动的兴趣和动力，激励研究生们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也有利于营造学院研究生良好的学术研究
与交流氛围。２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５日在江苏大
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楼会议室，
中心组织了参数化建模与优化设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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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基科技的专家参与了本次交流。
３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至７月２日，中心举办
科技文化月活动，活动期间，中心众多相
关学科学生投稿参加流体论坛，中心组织
相关学科学生参观了国家水泵中心实验室。
４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２日，“科研立项、节能减
排及挑战杯竞赛参赛指导”专题讲座在流
体中心三楼会议室举办。流体中心党支部
书记张德胜、副书记张金凤及３０余名学生
参加了学习和讨论。５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３日，
优秀校友交流会在中心７楼会议室举行。
中心书记张德胜、副书记张金凤主持会议，
优秀校友张兵、陈乃娟、马正军、张帆作
为分享嘉宾，为全体新生做经验交流会。
６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７日，荷兰埃因霍温科技
大学Ｂ Ｐ Ｍ Ｖａｎ Ｅｓｃｈ博士江苏大学兼职
教授受聘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国家水泵工
程中心７楼会议室顺利举办。受聘仪式上，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袁寿其研究员为
Ｂ Ｐ Ｍ Ｖａｎ Ｅｓｃｈ教授颁发聘书，并佩戴
江苏大学校徽。流体中心组织研究生参与
会议交流。７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下午，流
体中心联合农装学院、环安学院，为３个
培养单位的留学研究生举办了“学风学术
道德”专题讲座。８ 第１４届亚洲流体机
械国际会议（ＡＩＣＦＭ１４）暨２０１７年中国工
程热物理学会流体机械和热机气动热力学
分会学术会议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进
展交流会，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３日
在镇江召开。会议吸引了国内外２００多名
业内专家和青年学者注册交流，此外，江
苏大学流体中心１００余名师生参加了会议
交流。９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第四届全国
节水灌溉装备与技术战略研讨会暨江苏省
新型高效节水灌溉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成立大会在镇江隆重召开。大会由中
国农业机械学会排灌机械分会、江苏大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办，来自全

国高校、企业、研究所等单位１４０多位学
者、企业家和企业技术人员参加了本次大
会，流体中心组织全体研究生参与会议交
流。在优良的科研条件与中心导师的辛勤
教育下，中心研究生在研究生科技活动中
展现了良好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
（１）熊志翔获校长奖学金及校研究生标兵
称号。（２）研１５班获省先进班集体称号；
校优秀毕业生３人；院优秀毕业生５人。
（３）李亚林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４）１７名同学获江苏大学第１６批学生科
研课题立项。（５）王逸云、赵晓凡等获第
九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竞赛三等奖。
（６）熊志翔、李科、张霞、崔强磊等分别
获第十届江苏大学节能减排竞赛一等奖１
项、二等奖３项。（７）顾延东等９人获批
国家留学基金。（８）夏华猛等获第九届星
光杯江苏大学创业大赛银奖１项、铜奖２
项。（五）创造条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及创新创业活动，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１ 中心继续开展研究生深入
企业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选派多余名同
学赴省内外多家泵及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为
期两个月的生产实践活动，２ 中心继续
开展对上党镇其一村留守儿童的爱心支教
活动，在暑假中为留守儿童举办丰富多彩
的活动。３ 中心的暑期社会实践方案被评
为江苏大学暑期社会实践良好方案，５人
被评为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４ 陈宗
贺等获得第三届“创青春”中国青年互
联网创业大赛国赛铜奖。５ 陈宗贺等获
首届“大学生创意创新在银川”全国３０
强。（六）特困生的帮扶工作。中心密切
关注特困生的成长和学习，深入、细致地
做好特困生工作。中心多次联系校内外勤
工助学岗位，切实解决特困生的生活困
难。同时，中心导师也给予贫困同学关
注，并以身作则在生活上给予补贴。



%&'()*+

２０１８
,

７７４　　

（七）招生就业工作。２０１７年共录取博士
研究生１３人、硕士研究生８４人，招生人
数稳步增长，圆满完成了招生计划。２０１７
年共毕业博士生５人、硕士生４６人，全
部获得学位。（八）心理健康教育。及时
了解并掌握学生们的心理情况，定期向校
心理中心进行汇报，并有针对性进行心理
辅导。在心理委员队伍建设方面，联合其他
学院对心理委员进行定期培训。（九）学生
工作存在的问题。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还缺乏强有力的抓手；辅导员
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工作中的创新意
识有待加强。对于这些问题要继续加强理论
探索和实践总结，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落
实和改进。
【党委工作】 按照党章要求，坚持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充分发挥二级党组织的政
治核心作用，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大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
（一）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中心党委
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严格执行“三
会一课”制度，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活动，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
委十项规定。党委集中教育活动工作有计
划、有目标、有落实、有总结；重视党员
组织生活及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根据中
心的工作特点，从学习内容、时间、方式
等方面提出相应的要求，统筹安排，有计
划、有重点地抓好政治理论学习。广大教
职工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
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
动力。通过“大走访、大落实”活动，广
泛听取群众意见，不断完善中心各项制度，
比如研究生日常考勤制度、研究生导师招
生托底制度等。积极开展党员先锋亮绩活
动，广大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

识不断增强，为流体中心各项工作的开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各党支部定期
举办形式多样的党日活动，２０１７年开展了
“敬老、爱老、携手助老” “瞻仰总理故
居，传承流体精神”等党日活动。积极响
应为流体机械学科奠基人戴桂蕊教授铜像
捐款的号召，１０６名党员先后共捐款１０ ９１６
元。积极参加江苏大学百名教授老区行活
动，继续推进上党镇其一村支教基地工作。
学生党支部开展了“缅怀历史，奋发图
强”书法交流会、 “我的中国梦，我的中
国心”歌唱比赛等一系列活动。通过各类
党支部活动统一了党员的思想、凝聚了党
员干部的力量和智慧，推动了中心各项事
业的快速发展。中心获“最佳党日活动”
鼓励奖１项。周岭被评为校优秀共产党员，
黄萍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付强荣获江
苏大学“三育人”先进个人称号，陈宗贺
获江苏大学优秀学生共产党员称号。２０１７
年学生党支部连续第四次被评为江苏大学
先进学生党支部。流体机械国际合作创新
研究团队荣获江苏大学“青年文明号”荣
誉称号，裴吉博士荣获“江苏大学新长征
突击手”称号。 （二）切实加强领导班子
建设，全力推进中心事业快速发展。中心
领导班子凝心聚力，实干担当，团结协作，
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集体领导
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班子成员既积极
参与集体领导，又按各自分工认真履职、
相互支持，体现了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
力。班子认真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的有关规定，坚持依法依纪办事。全面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履行“一岗双
责”责任。坚持和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
推进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带领中心领导
班子认真学习和贯彻十八大、十九大精神，
紧扣流体中心“十三五发展规划”，一张
蓝图绘到底，为流体中心的建设不断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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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三）宣传思想工作。理论武装工
作方面，坚持中心组学习制度，有计划，
有考勤，每月组织学习１次。注重教职工
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
实效。文化环境建设方面，通过流体机械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英文网站及时报道中
心教学、科研、学生工作动态。积极向网
络、电视、校报等校内媒体投稿，中文网
站全年发稿５０多篇，向校宣传网站投稿３０
余篇；积极推动中心微信公众号建设，向
社会展示积极创新的中心形象；配合中心
国际会议的召开，经过反复修改，设计和
制作了中英文宣传册。 （四）工会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工会法》和上级工会的指
示精神，紧密围绕流体中心的发展大局，
充分履行“维护、参与、教育、建设”的
基本职能。１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围绕中
心工作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按照学
校和中心的工作部署，在中心党政领导下
组织教职工参加各类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
使大家及时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
及国家、行业、学校的工作动态，不断增
强教职工“加强学习、争创一流”的工作
理念。紧密围绕流体中心“十三五”建设
工作，发挥广大教职工的力量，群策群力，
使广大教职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
意识有了进一步提高。２ 营造和谐的工作
学习环境，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建言
献策，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工会积极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７楼建设了职
工活动室，配备了跑步机、乒乓球桌、发
球机等体育器材。先后组织了流体中心师
生篮球友谊联赛、师生羽毛球交流赛、乒
乓球比赛、年终职工“掼蛋”大赛等。通
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了教职工的
业余生活，增强了师生间的交流，加深了
师生间的友谊。对于教职工提出的合理建
议和意见，能够及时向中心党政和学校有

关部门提案反映。作为流体中心党政领导
与教职工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分工会配合
中心党总支认真组织“两代会”代表参加
学校２０１７年９月召开的四届一次教职工和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针对学校的发展和日
常工作提出提案，并向大家传达有关会议
精神。３ 从思想上和生活上关心教职工，
努力做教职工的贴心人。在流体中心党政
的大力支持下，分工会坚持开展“送温
暖”活动，举行离退休老教师迎新年座谈
会。逢年过节，给离退休的教职工送去慰
问金或相关福利；给家里新添下一代的教
职工送去祝贺和慰问金；及时主动关心生
病住院的教职工；传达学校教职工大病医
疗互助基金的使用情况；做好“三八”妇
女节的慰问工作；做好学校福利的发放工
作；协助党总支做好青年教工的思想政治
工作，以及发展党员工作。４ 积极组织教
职工参加各项活动。３月组织教工参加春
季长跑健身活动；４月组织教工参加南山
绿道快走活动；１１月组织教工参加校第十
六届教职工运动会开幕式及各项比赛活动，
以及校第十二届教职工乒乓球比赛。在中
心党政的大力支持下，分别于４月和１２月
带领教工到世业洲和句容东恒产业园开展
为期１天的调研走访活动，分别于１月和７
月组织教工开展“掼蛋”比赛。通过开展
以上各项活动，增进了教职工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６周年之际，
流体中心教工党支部组织开展了以“瞻仰
总理故居，传承流体精神”为主题的党日
活动，通过参观总理纪念馆和总理故居，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庆祝党的９６
岁生日，同时，教职工还参观了位于淮安
境内的我国南水北调洪泽泵站。通过开展
以上各项活动，增进了教职工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２０１７年，陈思、高雄发、邱宁、
汤玲迪、郑珍、朱兴业等被评为“工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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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分子”，彭光杰被评为“优秀工会工作
者”。２０１７年中心被评为学校“先进基层
工会组织”和“模范教职工小家”。

（撰稿人：裴吉核稿人：袁建平）

生命科学研究院
【概况】 生命科学研究院是江苏大学于
２００１年３月创建的一个研究与教学机构，
主要培养硕、博士研究生。现有教职工５３
人，其中院士１人，教授１１人，副教授２０
人，中级职称２２人；博导７人，硕导２５
人，具有博士学位４７人，硕士学位５人，
在职博士后１９人。研究院有江苏省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３３３工程”第
二第三层次人才、江苏省“双创人才”、
“六大高峰”人才，具有博士学位人员占
专职教师及研究人员比例为９７ ８％，省级
各类人才６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一）党务工作。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学校
要求做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发展管理
和教育等方面工作，以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为抓手，突出工作
重点，强化责任担当，不断提高组织工作
和党员素质，以党建促科研，以党建促管
理，全面提升党建工作水平，把党的建设
和生科院的事业发展完美统一。１个党支
部连续两年被市委组织部评为“五星”党
支部。１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活动，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战
斗力。第一党支部获先进学生党支部荣誉
称号；第二党支部继２０１６年被列入市委组
织部“两学一做”监测点后，２０１７年被市
委组织部命名为五星法治型、服务型先进
党支部，这是支部连续第二年获此荣誉；
２０１５级左欢获２０１７年度江苏大学优秀共

产党员荣誉称号。组织学习理论、上党课、
民主评议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评
选先进党员等多种形式的民主生活会，每
次出勤率９０％以上。按要求完成２０１７年度
党费收缴工作，收缴及时，账目清楚。
２ 落实“双抓双促”实践活动；认真完成
“先进党支部建设”书记项目相关活动及
报告，以及“大走访大落实”专项工作，
倾听师生员工的意见与建议；加强党支部
建设，落实基层党支部各项制度。严格落
实“三会一课”制度，结合实际抓好党员
活动日、党员记实管理、流动党员“双向
共管”等制度贯彻落实。下半年，生科院
党支部由４个改为２个：教职工党支部和
研究生党支部；完成生科院党总支换届，
选举产生新的党总支领导同志。研究生第
一党支部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最佳党日活
动”竞赛三等奖；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慰问镇江困难群众１次。３ 组织党总支委
员和支部党员参加“学十九大精神，做新
时代先锋”专题活动；组织生科院全体员
工对学校党委领导班子、班子成员提出意
见建议并梳理上报。各支部开展学习讨论
活动，创新方式讲党课３ 次。
４ 发展王韬、周丹娅、曾帧、葛奇、刘
意、任美佳、吴鹏、刁军委、田婷、闫丹
丹为入党积极分子；王延伟、李明、杨晶
参加学校发展对象培训班；发展教职工邱
旭华和硕士生贾金如、刘凤玉为预备党员，
转出学生党员６名；左欢、张亚慧、戴舒
雅等３名毕业班党员参加“重温入党誓
词”活动；完成毕业班党员信息校对和入
党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５ 维护党员信
息管理系统相关信息。梳理发展党员工作
及全院党员情况，统计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未发
展教师党员党支部及相关数据１次；统计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教工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
支委会、民主生活会、党课次数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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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党员构成情况一览表，党总支半年
统计报表，党总支年报表。６ 培训。１名
学生党支部书记参加江苏大学党校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生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配合学校做好常规工作，如党纪党规知识
在线测试、党员爱心捐助活动等。７ 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根据校纪委要求，进行主
体责任落实专项自查与汇报；学院领导班
子带头执行各类纪律规定，严以律己。在
学科经费管理、科研人事、研究生录取等
各环节加强制度建设，做好防范。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通过把握正确方向导向、
加强课堂教育教学管理、加强宣传思想阵
地管理、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加强学
院有关项目资金管理等方式来落实。８ 根
据校二级网站管理及考核相关文件，做好
考核工作；根据学校考核意见，落实院网
站的整改措施。本年度中英文网站更新信
息１６８ ／ ４６条。向校园网提供本单位的报道
线索和素材，及时报道本单位教学、科研、
学生工作动态，积极向网络、电视、校报、
广播等校内媒体投稿，向学校投稿５篇
（其中重要新闻１篇），一线传真１１篇，外
宣４篇。其中省级以上３篇，市级１篇，
深度报道１篇。 （二）分工会工作。分工
会因地制宜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
团结和谐的氛围，促进学院发展。组织教
职工参加“江苏大学第十五届运动会”；
组织教职工参加各项运动，如春季长跑健
身等。组织开展江苏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
“三育人先进个人”和“师德标兵”评选
表彰活动；发放教职工相关福利品。陈亮
被评为优秀工会工作者，杨艳华、吕鹏、
顾杰、马晓珂被评为工会活动积极分子。
（三）分团委工作。２０１７年生命科学研究
院团总支积极配合校团委工作部署，在校
团委和院党政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各项
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在学生科技活动、实

践育人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１ 团费收缴及时，账目清楚。２ 认真做好
团员青年的“五四”评议和“五四”评优
工作，生科院硕生物１５０１团支部被评为江
苏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葛奇、王念
念、吴鹏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团干”，
苗迪、徐硕被评为“江苏大学优秀共青团
员”，发挥了榜样青年的模范带头作用。
３ 学生积极组织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如
“丹阳‘吟春碧芽’茶园有限公司暑期实
践”“福地句容行系列活动”“关爱儿童，
传递希望”等系列活动。生科院“关爱儿
童，传递希望”社会实践团队被评为江苏
大学２０１７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优秀团队，王以一被评为２０１７年暑
期社会实践优秀指导老师，李濡妍、左欢
被评为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社会实践活动先进
个人。４ 积极参加并成功举办了丰富多彩
的课外活动。如参加“研究生团支部风采
大赛”“中秋诗会”“消防演习比赛”“研
究生英语比赛”活动，并获得团支部风采
大赛三等奖、消防演习比赛三等奖。成功
举办趣味运动会、 “迷你马拉松”及
“１２ ５心理活动” “职业规划指导讲座”
“院职业规划大赛”等研究生沙龙活动４
次。５ 科院硕生物１５０１班获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学年江苏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
称号。
【科研与学术交流】 （一）申请各类科研
项目４２项，成功获批１０项。１ 申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２０项，其中重点项目２项，
面上项目１３项，“青年”项目４项，联合
基金项目１项。共获批４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其中面上项目３个（２２５ ５万元），
青年项目１个（３０万元）。单位主持国家
重点研发项目１项（１６２ ５万元）。２ 申报
省部级项目１５项，获批省重点研发计划—
现代农业１项（５０万元），省重点研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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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社会发展１项（合作），农业科技自主
创新资金１项（３０万元），国家博士后重
点资助１项（１５万元）。３ 申报市厅级项
目５项。４ 新增各类横向项目２项，其中
１项已经到账（１２ ３万元）。合计５５４ ８万
元。（二）在研项目。１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２项，共２５５万元。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１６项，经费９０９ ６万元；３ 中国博士后
资助项目８项，５０万元；４ 江苏省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６项，１２０万元；５ 江苏省
“六大人才高峰”、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
研启动基金、长三角科技联合攻关项目
（合作）、省科技支撑（农业）项目及省级
博士后等８项３２ ５万元。６ 横向课题５
项，共计１１５万元。合计４４项１ ３１９ ６万
余元。 （三）发表论文及专利、获奖。发
表学术论文５７篇（第一单位），其中ＳＣＩ
源期刊论文４３篇（一区４篇、二区７篇），
核心及以上期刊论文１４篇，最高影响因子
７ ４４３ （Ｐｌａｎｔ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谭小
力）。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８项；授权国家发
明专利８个。侯永忠教授的《肿瘤耐药相
关基因的ｍｉＲＮＡ与蛋白修饰调节》获江苏
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１项。 （四）学术交
流。１ 学术研讨。保持生科院的良好学
风，各课题组坚持每周举行全英文和双语
学术讨论会。２ 学术交流。２０１７年共８批
１５人次来学校进行学术交流活动，８人次
参加境内外学术交流。（１）５月１３日，美
国新发现医药公司商务发展总监顾科隆，
美国国际香精香料公司研发组组长徐力，
马来西亚院士、马来亚大学副校长陈国银
参加校海外高层次人才学术论坛生命科学
研究院专场学术报告会并分别做报告。
（２）６月１９日，香港大学杜莉莉博士来访
做学术交流。（３）６月２８日，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儿科转化医学研究所所长、美国
国家癌症研究所顾问周斌兵做题为“嘌呤

从头合成途径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耐药复发中的作用与机制研究”的报告。
（４）９月１４日，美国堪萨斯大学医学院邱
建明终身教授、北京工业大学黄映辉教授
来访做学术交流。（５）９月２５日，美国波
士顿大学崔儒涛教授来访交流。（６）１１月
３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
科院“百人计划”王永红研究员，做题为
“水稻分蘖形成的机理研究”的报告。
（７）１１月１５日，美国波士顿大学崔儒涛
教授受聘为学院院长。 （８）１２月２７—２９
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植物科学系助理
项目科学家李宝华、英国洛桑试验站博士
后研究员管睿、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张宁、
德国莱布尼茨植物生物化学研究所博士李
玉龙、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汤敏５人来访
参加江苏大学海外高层次人才学术论坛生
命科学研究院专场学术报告会并分别做报
告。２０１７年学院有５批次６人参加国际会
议。（１）屠志刚于６月１３—１９日参加了瑞
士国际恶性淋巴瘤会议。（２）谭小力、朱
克明于７月１—７日，参加了欧盟油脂科技
联盟和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在瑞典马尔默根
举办第８届欧洲植物油脂研讨会。谭小力
研究员在脂质代谢模型和通量分析（Ｌｉｐｉ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ｌｕ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研究
方向作了“ＢｎＬＡＣＳ９参与油菜叶片腊质和
种子油脂合成”的口头报告，朱克明助理
研究员在脂类生物技术（Ｌｉｐｉｄ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研究方向作了“甘蓝型油菜ＴＤＮＡ插
入激活法构建油脂合成相关突变体的研究”
的口头报告。（３）于倩、吕鹏、姚勤３人
于８月１２日—１７日参加了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圣地亚哥举办的国际无脊椎动物病理
学年会（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于倩做大会发言，题目为“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Ｂｏｍｂｙｘ ｍｏｒｉ Ｂｉｄｅｎｓｏｖｉｒｕｓ ａｎｄ
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ｒ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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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ｉｎｓ”。（４）高力于１１月１５日—１７日在
中国武汉参加２０１７年医药科学与生物工程
国际会议，并做题目为“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ＮＰ
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Ｓ２ ａｎｄ ａ ＤＮＡ 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ａ
ｔｉｎｇ ｄｙｅ”的发言。（５）丁丽娜参加１２月１
日—１２月３日在武汉举办的中国科协第
３３８次青年科学家论坛并做大会发言，题
目为“Ａｎ Ａｒａｂｉｄｏｐｓｉｓ ＧＤＳＬ Ｌｉｐａｓｅ ｇｅｎｅ
ｃｏｎｆｅｒｓ 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ｎｉａ 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ｏｒｕｍ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ｎａｐｕｓ”。４ 项目申报。申报外国
专家来访项目８项。因公出国计划进行１５
项预申报。
【师资队伍建设】 （一）人才引进。２０１７
年学院共引进博士及以上高级人才６人，
均为海归学者，含教授２人：何英英、陈
东锋、杨功达、顾科隆、杜莉莉、徐力。
（二）人才培养。１ 推荐周阳、曹军参加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培养对象选拔。
２ 何英英、陈华友２人晋升正高职称，倪
忠、胡朝阳２人晋升副高职称。３ 做好３
名青年骨干教师中期考核（周阳、倪忠、
邱立鹏），２名２０１６青年骨干教师考核工
作（麦维军、曹军）；开展省“双创”人
才（施海峰、侯永忠、屠志刚）、 “双创”
团队（施海峰）年度评估及创新创业成效
统计工作。申报“双创”团队１个（侯永
忠），申报“双创”人才２项（刘树柏，
何英英），“双创”博士２个（陈东锋，刘
鹏），获批１ 个“双创”博士（刘鹏）。
４ 何英英、齐向辉（外院）、李承军获批
硕士生导师资格。５ ２０１７年公派出国留学
深造２人（李国辉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陈慧卿去范德堡大学），为期均为一年。
（三）学科建设。完成生物学一级硕士授
权点评估。进一步加强优势学科建设工作，
完善经费使用制度，完成年度采购任务，
制订２０１８年度采购计划。生物学与生物化
学ＥＳＩ 指标由２０１７ 年的５０％上升至

６６ ８２％，获批校２０万学科建设经费。根
据学校要求，统计全院大型仪器及填报网
上大型仪器共享平台信息，做好国有资产
管理考核评价工作。对全院固定资产进行
清查核对及统计分类，报废废旧仪器。在
省部共建项目和优势学科资助下，中心实
验室平台建设持续推进。 （四）研究生培
养和招生。１ 新招硕士研究生３３人，毕
业３３人，如期授学位３２人，未授学位１
人，授学位率为９７％。省学位论文抽检
１００％合格。现有在校国内硕士生８９人；
新增留学生硕士２人，留学博士２人，目
前在校６人。研究生ＳＣＩ检索论文２８篇，
中文核心约１７篇；国家发明专利３个。获
校级优秀硕士毕业论文１人（周中平），
获省级优秀硕士论文１人（高家明）。获
江苏省２０１７年度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
创新计划项目（省立省助）２项（李瑞、
葛奇）。２ ２０１７年度研究生教学秩序规范，
无私自停、调课，培养环节检查合格率
１００％；学籍管理规范，上报数据精准无
误；学风优良，无作弊现象。试卷管理规
范，教学档案齐全；试卷、答卷等教学资
料存档齐全，课程成绩无迟报、漏报。
３ 修订２０１８级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方案，
完成新版留学生中英文培养方案。４ 开设
在线、ＭＯＯＣ等新媒体课程１门，成功申
报２０１７年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课程２
门，申报并获批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１个。
国际化招生及教学工作招收硕士留学生２
人（均为加纳国籍，导师施海峰）；开设４
门全英语授课课程，分别为：生物化学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施海峰）；现代生命科学进
展前沿知识讲座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屠志刚）；分子遗传学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施海峰）；功能基因组学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王政）。
【学生工作】 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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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党建带团建，以科研促发展，以优
良学风、科研成果、就业质量为核心指标，
全面创新创优学生工作，学院连续７年毕
业班全部被评为江苏省先进班集体。
（一）学风建设工作。１ 做好“毕业星语”
“优秀毕业研究生”的评选工作。生科硕
生物１５０１班被评为２０１７江苏省先进班集
体。葛奇获批省级科研创新课题，通过江
苏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选拔，并顺利成为首
批学员，获得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赛三等奖。章润云、
葛奇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２ 加强学生科
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教育指导，从研究生培
养的各个环节，全过程加强学术道德管理，
积极参加学校的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活动，
制作学术道德展板，加强宣传。 （二）学
生科研工作。１ 成功申报２０１７年大学生
科研立项１５项。２ 协助医学院办第七届
中外研究生论坛生物医药分论坛，丁佳俊、
夏妮、闫丹丹、获优秀论文奖；李林林、
王安林、王念念、王延伟获最佳墙报奖。
（三）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１ 面向２０１７
届毕业生召开就业推进会３次；利用学校
信息网、大学生９１ＪＯＢ就业信息平台等网
络媒体分享就业相关资料；坚持跟踪每一
位毕业生的就业进展，进行有针对性的就
业指导；坚持汇总各类就业信息，即时通
过飞信、ＱＱ群告知每位学生。学院年终就
业率１００％。２ 对研一研二学生做好信息
报送、求职观摩等工作，使之切身感受求
职氛围，进入就业预热阶段；多次举办就
业学术沙龙、就业信息座谈会、职业生涯
和规划比赛等，让学生提前感知就业形势，
对自己的就业目标提前有充分的认知，为
以后的就业打下基础。学院积极邀请优秀
研三代表向研一研二学生介绍求职经验和
考博经验。３ 开展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活
动，研究生网上测试率１００％。（四）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１ 持续关注在心理普查
中结果为一级甲等学生的心理状况，通
过走访实验室等了解学生心理动态；耐
心与主动咨询的学生沟通，及时发现并
解决问题，将相关情况上报心理中心。
２ 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心理活动，学院书
记定期组织各班心理委员进行心理培训，
每月在各班级召开一次心理疏导小会，
及时了解学生心理动态。响应校心理中
心号召，积极举办如“３·２０”“５·２５”
“９·２０”“１２·２５”团体心理活动等。
３ 新生心理普查率１００％，及时做好一类
学生干预工作，定时回访一类学生近阶段
学习生活适应情况，确保其能够很好地融
入集体生活，积极参加学校、学院各项活
动。（五）学生国际化工作。１ 利用每一
次班会宣传学校国际化的相关政策，鼓励
大家积极报考出国类外语考试，积极参与
导师与国际学者的交流活动，对于有出国
可能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的重点动员；及时
通过飞信、ＱＱ平台发布学校有关国际化和
出国类外语考试的相关政策，动员学生报
名。２ 刁军委同学赴新加坡开展文化交流
类活动；刘意赴英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
并在学院组织的相关活动中和全体同学作
了分享交流。 （六）学生社区工作。辅导
员下宿舍４次／月，利用ＱＱ、微信及时向
学生传达学校宿舍清理标准，２９个研究生
宿舍被评为“文明宿舍”。（七）学生资助
工作。１ 不断完善贫困生库，与贫困学生
谈心，加强心理关怀。２ 配合资助科完成
生源地贷款、校源地贷款及贷款研究生毕
业相关工作。３ 关心、帮助身体疾病学
生，给予必要的生活补贴。４ 完成了校临
时困难补助、保暖内衣的分配；补助家庭
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

（撰稿人：张春霞核稿人：谭小力）



(Ñ{Ò�{wxÑ

７８１　　

语言文化中心
【中心概况】 江苏大学语言文化中心的成
立是学校在推进“高水平、有特色、国际
化研究型大学”转型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举
措，承担着学校协同创新推进国际化的重
要职能，其宗旨是服务学校的国际化人才
培养，为全校师生的国际流动提供语言支
持和技术服务，助力学校“十三五”期间
全面提升学术竞争力、科技创新力、文化
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心下设汉语推广
部、外语培训部２个科室，为全校师生的
国际流动提供语言支持和技术服务。其中，
汉语推广部服务国家语言文化推广的战略
需求，主要负责汉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
开展留学语言生招生宣传、常规汉语教学、
留学生短期语言文化项目，以及留学语言
生的文化赛事活动等；外语培训部主要提
供雅思、托福、日语、德语、韩语和法语
等出国外语考试培训，并协同组织部开展
管理干部、后勤服务人员等英语口语培训，
举办学术英语写作工作坊等。中心现有管
理人员７人，专职汉语教师６人，其中教
授１人，副教授２人，博士２人，在读博
士２人，拥有海外研修和汉语国际教学经
历的５人。
【党建工作和思想建设】 １ 支部工作获评
先进。语言文化中心党支部自成立以来，
认真组织支部党员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十九大等主题研讨
活动。语言文化中心教工党支部被评为先
进基层党支部。２ 社团工作与新闻报道全
面开花。本年度，中心先后成立“雅福学
社”“汉语国际推广汉硕志愿者团队”两
个学生社团，组织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留
学生学习了解汉语及中国文化。先后成功
策划组织７场汉语国际推广文化实践活动；
联系设计并制作语言文化中心外墙展板，

注册申请微信公众号，宣传推送语言文化
中心相关汉语国际推广和外语培训工作。
中心工作获省级以上媒体报道达５次，其
中有２篇分别发表在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人民日
报》等国家级媒体。
【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建设】 １ 汉语国际
推广工作全面提升。超额完成留学语言生
年度招生目标。本年度以来，已招收留学
语言生４２３名，超额完成年度招生目标。
其中常规语言生２１４人，短期游学招生２０９
人。保质保量完成全校近２ ０００名留学生
的汉语教学工作。中心为全校留学生，包
括学历生、语言生、ＣＣＮ预科生和短期项
目生１ ９３５人次、５８个班级，开设汉语课
程８ ９９８学时。教学秩序井然，教学效果
良好。截至目前，共计为３９２名留学生开
设ＨＳＫ网考７次。成功承办１０个汉语国
际推广短期研修和培训项目。２０１７年，中
心汉推部共承接１０个短期培训项目，其中
５个为国家汉办项目，４个为时长４周及以
上的短期研修项目，在项目的层次和时长
上均有突破。积极组织留学生参加６项高
水平文化赛事活动。在中心留学生专职汉
语教师的悉心辅导下，留学生语言文化赛
事活动成绩丰硕：１名学生受联合国邀请
赴联合国参加演讲；１名学生参加“我的
一带一路全球中文演讲”比赛，并取得非
常好的现场演讲效果；２名留学生组队参
加镇江新区组织的朗诵比赛，荣获三等奖；
８名留学生参加“诗韵江大醉美金秋”
朗诵表演，获得佳评。２ 外语培训工作创
新不断。创新专类外语培训项目。分别与
组织部、人事处、学工处、退管处等部门
合作，推出了管理干部口语培训、ＰＥＴＳ５
培训、辅导员出国类考试知识培训、老干
部口语培训等专类培训项目。拓展高端对
外合作项目。拓展６个创新对外合作项目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新东方、朗阁、新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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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环球雅思、ＥＬＳ），其中，与ＥＬＳ已经
初步签署了合作意向，在研究生楼３１５挂
牌设立江苏大学ＥＬＳ语言中心。强化新生
国际化意识。走进学院，与新生教育相结
合，向新生宣传出国英语培训等知识和信
息，目前，已为学校１０余学院２ ４００多名
新生进行１０余场主题宣讲。开设雅思写作
与口语教学工作坊。邀请英国文化教育协
会专家来校开设讲座，服务拟从事雅思教
学或培训的教师３０人。３ 科研和奖项成
果喜获突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１项；获批省部级科研项目１项；校级教
改重点项目２项；获评校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１项；获批设立“中韩语言文化研究
所”；１人荣获江苏大学第三届双语及全英
语讲课竞赛第一名。
【师资队伍建设】 中心师资队伍实行专兼
结合、引培结合的建设模式，充分调动学
校相关教师资源，并鼓励教师参加相关教
学研讨和专业培训，努力提升师资队伍的
专业素质和教学能力。目前，中心留学生
汉语师资主要来自语言文化中心专职教师、
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外国语学院和
校外兼职教师等共计５０余名。上半年派出
２名汉语教师参加了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主办的汉语国际教育教师培训，并顺利通
过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考试。暑期派出４
名汉语教师参加世界汉语教学协会组织的
汉语国际教学高级研讨班，进一步提升留
学生汉语教师的专业素养。

（撰稿人：梁洪振核稿人：余红艳）

能源研究院
【概况】 面向国家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需
求，依托江苏大学在能源领域相关优势学
科的支撑，以构建高水平、有特色、国际

化的能源科学研究平台和创新人才培养基
地为目标，江苏大学能源研究院于２０１４年
５月成立。能源研究院下设太阳能研究所、
先进动力系统研究所、化学能源研究所和
节能技术研究所；研究方向涉及：太阳能
光催化转化、太阳能光电转换、太阳能电
池、先进及新型车用动力技术、燃料电池
和微能源动力系统、化石能源清洁利用新
技术、锂离子电池和超级电容器、高效节
能技术、先进热电材料等。研究院现有教
职工３５人，其中专职科研人员３４人，包
括教授、研究员、青年特聘教授１１人，副
教授、副研究员７人；博士生导师６人，
硕士生导师２４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１人，国务院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
科评议组成员１人，教育部能源动力类专
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１人，科技
部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成员
１人，江苏省“３３３工程”中青年首席科
学家１人，江苏省特聘教授１人，江苏省
“３３３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１人，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计划”获得者４
人，江苏省“双创”博士２人。另外，聘
请２２名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担任研究院
的兼职教授和客座研究员。研究院现有实
验室总面积２ ５００多平方米，固定资产
１ ５００多万元。教工党员２２人。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２０１７年在学校党
委和机关教科研党总支的正确领导下，能
源研究院党支部紧紧围绕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建设这一主题，深入开展政治理论学习；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支部采取多种形式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探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学校
“双一流”建设工作的指导意义。１ 不断
加强党组织建设，开展“抓整改促服务、
抓项目促落实”大走访大落实活动，围绕
“听意见、找短板”“排问题、定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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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贯彻执行，认真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
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推动研究院党
建工作的发展。２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党支部制定学习教育
实施方案，开展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等活动，并展开专题讨
论，学习效果良好。３ 进一步加大对党员
干部的党风廉政教育力度，把“干事、干
净”廉洁理念内化为共同的行为准则，并
制作“廉洁文化进校园”主题海报。４ 积
极开展最佳党日、争先创优等集体活动，
能源研究院党支部组织研究院全体成员到
韦岗新四军纪念馆开展党日活动。通过活
动感受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的艰辛历程和
责任担当，激发大家勇攀能源科研高峰的
责任、攻坚克难的勇气和信心。研究院有
１名党员获评校优秀共产党员。５ 努力建
立和谐党群关系，创建良好的工作及学习
氛围，形成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工作氛
围和友好宽松的工作环境。研究院组织广
大教职工积极参加校工会、分工会的各项
文体活动，如校运动会、太极拳比赛、羽
毛球比赛、排球比赛、乒乓球比赛、春秋
季长跑、南山绿道快走等；三八妇女节组
织教职工京江路户外快走活动；能源研究
院工会小组组织了“能源研究院首届教职
工羽毛球”比赛、南京栖霞山户外运动。
蒋伟、连加彪、邱静霞３位老师获江苏大
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工会活动积极分子”
称号，何晓萍老师获江苏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优秀工会工作者”和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度“三育人”先进个人称号。
【科研与学术交流】 （一）科研成果。
１ 新增各类科研项目４３项（纵向３９项，
横向４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３项，计２２２ ５８万元。国家自然科学重
大基金预研项目１项，计７０ ６万元。国家

自然科学青年基金４项，计１１７万元。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６１批）资助项目４
项，其中一等资助２项、二等资助２项，
计２６万元。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６２
批）资助项目５项，其中一等资助１项、
二等资助４项，计２８万元。中国博士后出
国交流计划基金１项，计３０万元。江苏省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１项，１０万元。江
苏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４项，８０万元。江
苏省教育厅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１
项，３万元。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４
项（Ａ等１项、Ｂ等２项、Ｃ等１项），１６
万元。江苏省特聘教授１人，计２００万元。
江苏“双创”博士１项，计１５万元。江苏
省“六大人才高峰”１项，４万元。镇江
市重点研发项目１项，２０万元。江苏大学
高级人才科研启动项目７项，１０５万元。
思达精密机电（常熟）有限公司授权专利
转让１项，１０万元。与大连理工大学的合
同项目１项，４２万元。与江苏环太集团的
合同项目１项，１１０万元。与江苏乾景新
能源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的产学研协
议项目１项，１０万元。新增科研经费合计
１ １２０万元，其中纵向９４８万元，横向１７２
万元。２ 获奖成果。研究成果“二代生物
柴油的制备及发动机适应性技术”获江苏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一单位），“功能型
光化学材料的制备与应用研究”获海南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二单位）。３ 学术论
文。２０１７年共发表论文５５篇，其中ＳＣＩ检
索论文５２篇，ＥＩ检索论文２篇。在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Ｆ ＝ １６ ７２１），
Ｎａｎｏ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Ｆ ＝ １２ ３４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Ｆ ＝ １２ １２４），ＡＣＳ Ｃａ
ｔａｌｙｓｉｓ （ＩＦ ＝ １０ ６１４），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Ｂ：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Ｆ ＝ ９ ４４６），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 （ＩＦ ＝ ８ ８６７），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ＩＦ ＝ ８ 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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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Ｆ ＝ ６ ３９５）等期
刊发表ＳＣＩ一区论文２５篇、二区论文１４
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１０的ＳＣＩ论文４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２７项，授权国家发
明专利２项。新增ＥＳＩ高被引论文１１篇，
热点论文１篇。４ 科技开发和产学研合作。
积极开展与相关高校、大型企业之间的合
作与交流。响应学校提出的产学研合作
“１２３”活动，先后与“江苏环太集团有限
公司”“江苏乾景新能源产业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扬州建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基地。扎实推进与江苏
佳誉信实业有限公司及扬州建元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项目的研发及成果转化，“二
代生物柴油的制备及发动机适应性技术”
项目成果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与
江苏远东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开展产学研合
作，合作申报并获批了镇江市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授权专利转让于思达精密机电
（常熟）有限公司，实现了成果转化。对
泰州市海临区新能源产业园区的多家大型
企业开展了参观调研活动，积极参与泰州
市组织的新能源成果推介活动，加强与园
区新能源企业的对接，并在分析园区产业
特色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和推进与该新能
源产业园区合建“江苏大学泰州新能源产
业研究院”方案的论证工作。同时，开展
了与中山大学惠州研究院、镇江京口工业
园区共建“江苏中江能源与材料产业技术
研究院”的多次洽谈和筹备工作。积极开
展与中国航发控制系统无锡６１４研究所、
南京总参６０所等军工企业的项目洽谈。使
得研究院本年度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
合作平台建设方面的推进工作有了实质性
的进展，为新的一年在军工项目申报、产
学研合作重大成果转化方面的不断突破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二）学术交流。１ 在
研究院内大力推进国际化，鼓励研究院老

师和学生加强国际交流。王平老师赴德国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留学进修半年；徐谦
老师赴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做访问学者１年；
熊君老师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
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进修２年；姜志
锋赴香港中文大学（香江学者计划）进修
２年；李娣将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做访
问学者１年。博士生郭根苗赴美国阿贡国
家实验室留学进修２年；博士生狄俊赴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留学进修１年。硕士生
金煜去日本广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２ 研
究院老师和所指导的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类
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如在韩国召开的
ＩＬＡＳＳＡｓｉａ亚洲喷雾会议、在澳大利亚召
开的亚州———太平洋燃烧会议、在西班牙
瓦伦西亚理工大学召开的喷雾欧洲国际会
议、在北京召开的汽车工程师协会ＳＡＥ国
际会议。３ 积极推进与台湾虎尾科技大学
学生的交流和校际ＭＯＵ协议的签订。４ 进
一步落实与泰国清迈大学在新能源领域的
国际合作，有效开展“中泰能源创新联合
实验室”的建设工作，以该联合实验室为
平台，获批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际
合作重点项目１项。５ 研究院老师和研究
生积极参加各行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参
与会议交流９７人次。如２０１７中国工程热
物理学会燃烧学学术会议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燃烧项目进展交流会、２０１７全国内燃
机学术年会、全球华人化工学者论坛、第
１８４期离子液体双清论坛、第七届化学工
程青年学者学术交流研讨会、第九届中国
储能与动力电池及其关键材料学术研讨与
技术交流会、第十八届全国催化学术会议、
２０１７光催化中青年学者论坛暨中国感光学
会光催化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７年学术年会、第
四届全国离子液体与绿色过程学术会议、
第十九次全国电化学大会。６ 和浙江大学
联合举办了“化学工程与工艺及数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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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在江苏大学召开
（４月２４日—４月２５日）。７ 组织了研究院
内部的２０１７年“能源科学与技术”学术沙
龙活动。邀请杨石榴、张波、陈承、李宏
平、张玮琦、马强、许晖、冷先银、左子
文、何志霞、程明、王平、佘小杰、颜佳、
徐丽、段炼等１６位老师做学术报告。８ 邀
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到研究院讲学和交流２７
人次，如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张锁
江院士、中山大学纪红兵教授（国家“杰
青”）、清华大学朱永法教授（国家“杰
青”）、苏州大学

+

建平教授（国家“杰
青”）、浙江大学李伯耿教授（“长江学
者”）、香港中文大学Ｄｉｃｋｏｎ Ｈ Ｌ Ｎｇ教
授、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Ｕｌｒｉｃｈ Ｍａａｓ
教授等。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１ 积极配合相
关学院，完成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化
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的校内合格评估工作。
在２０１７年公布的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
果中，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获得
Ｂ ＋的好成绩，位居全国参评学科的
１０％ ～ ２０％，并列全国第９位；化学工程
与技术学科获得Ｃ ＋的成绩，位居全国参
评学科的４０％ ～ ５０％。２ 积极参与动力工
程及工程热物理江苏省优势学科的建设工
作。合理规划并良好实施了本年度省优势
学科经费的使用，完成了相关仪器设备的
论证和招标工作。全面建立了以教授博导
为带头人的４个大的科研团队，团队主要
围绕太阳能、先进及新型能源动力系统、
化学能源、高效节能技术等领域开展研究
工作。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在太阳能电
池、太阳能光催化转化、先进发动机喷雾
燃烧、燃气轮机湍流燃烧、化石能源的清
洁利用、生物柴油的制备及应用、动力电
池、燃料电池等方面逐渐形成特色和优势。
３ 完成了实验室平台建设工作。在学校国

资处、后勤管理处等部门的支持下，完成
了实验室规划、土建改造工程，以及实验
室装修、墙面装饰和搬迁工作，研究院的
专用实验室投入使用。初步建成太阳能、
生物质能、能源化学、动力电池及储能、
能源利用与燃烧等大型公共实验平台，使
实验室进入高效使用和良好运行阶段，为
研究院科研工作的有序开展及人才汇聚创
建了良好的平台条件。４ 研究院老师配合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等单
位指导研究生７１人（硕士５８人，博士１３
人）。２０１７年毕业生１５人，其中２名免试
推荐攻读江苏大学博士学位，１名去天津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１名赴海外攻读博士
学位，３人获校优秀硕士论文，１人获省优
秀硕士论文。在读研究生中３人获国家奖
学金，２人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博士联合培
养基金资助分别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狄俊）、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郭根苗）
学习。研究生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４人
次，均做了分会场报告。研究院老师积极
配合相关学院承担硕士生及博士生的课程
教学，同时积极推进海外留学研究生的招
生工作。目前正培养海外留学生４名，分
别为留学硕士生１人，留学博士生２人，
留学博士后１人。
【师资队伍建设】 １ 引进海外博士、博士
后３人，引进国内博士２人，脱产博士后
进站３人。全年引进各类人才８人，研究
队伍得到进一步充实。２ 许晖、李海涛老
师晋升为教授，苏华能老师晋升为研究员，
管美丽、杨石榴、张玮琦老师晋升为副研
究员。３ 申报江苏省特聘教授２名（李海
涛，悉尼大学；王纬，澳大利亚科廷大
学），李海涛被聘为江苏省特聘教授。
４ 邱静霞获批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培
养对象，杨石榴获批江苏省“双创博士”
计划；３位老师获批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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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英才培育计划”培育人选（优秀青
年学术带头人：许晖；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李娣、赵岩）。５ 徐谦、李海涛２位老师
被聘为博士生导师，程明、陈承、李海涛、
管美丽、李宏平、黄云鹏等６位老师被聘
为硕士生导师。６ 王平、徐谦、姜志锋、
熊君老师在海外进修，何志霞、许晖、冷
先银、王平老师学成回国。７ 李华明教授
入选爱思唯尔２０１６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
单。李华明教授和许晖教授入选２０１７年英
国皇家化学会期刊“Ｔｏｐ １％高被引中国作
者”榜单。８ 聘请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
张山青教授为江苏大学“金山特聘教授”
（短期）；聘请清华大学朱永法教授和中山
大学纪红兵教授为江苏大学讲座教授。

９ 能源研究院现有专职人员３５人，其中
教授、研究员８人，资格教授１人，“金山
青年特聘教授”２人，副教授、副研究员７
人，助理研究员１１人，脱产博士后５人，
办公室１人。教师中有科技部重点研发计
划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成员１人，江苏省
特聘教授１人，江苏省“３３３工程”中青
年科学技术带头人１人，江苏省“六大人
才高峰计划”获得者４人，江苏省“双
创”博士２人。现有博士生导师６人，硕
士生导师２４人。１０ 组织１３位老师参加江
苏大学第二、第三届海外高层次人才学术
论坛，目前已有９人签订意向性协议。

（撰稿人：何晓萍核稿人：李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