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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江苏大学校友会、董事会、
教育发展基金会对照“高水平、有特色、
国际化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紧紧围
绕学校转型发展的战略部署，集聚资源抓
合作，注重细节抓服务，超前谋划，加压
奋进，为学校整体实力的新提升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
【重视理论学习，强化廉政建设】 发展办
党支部始终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坚
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九大
精神等开展专题学习研讨。认真开展大走
访大落实活动，组织主题党日活动１次。
完成了支部换届，成立了支委会，配齐了
纪检委员，健全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组织
机构，全年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２
次，及时落实学校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要
求，认真开展违规吃喝问题专项整治“回
头看”自查自纠，以及处级干部在企业和
社团兼职情况摸排统计，研究制定了本部
门重点风险防控时间表，及时向机关行政
党总支书面报告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情况，积极配合省委巡视组的检查。
【凝聚校友力量，服务学校中心】 首先，
凝聚校友力量，助力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以创建现代农业装备一流学科建设为契机，
邀请杰出校友福田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桂民、中国一拖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赵剡水等来校参观考察，开
展校企合作对接，并就联合申报国家协同

创新中心、国家科技成果奖、联合共建研
究院、农机展示馆、依托学校联合开展
“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深
入洽谈，并与一拖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校友企业的加入，为学校承办“现代
农业装备与技术发展国际高层论坛”并成
立“江苏大学农业装备学部”提供了宝贵
的社会资源，更为学校农机学科发展和人
才培养贡献了力量；积极融入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参与组织召开２０１７ “一带一
路”国际人才培养合作发展论坛，以项目
化形式为“一带一路”建设定制专门型国
际化人才，促进了产教跨界融合，助推
“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欧亚非地区“一
带一路”建设。其次，整合社会资源，助
力开放办学。顺利推进北汽集团冠名赞助
学校礼堂，深入推进双方全方位合作。组
织召开了江苏大学“一带一路”国际人才
培养产学联盟理事会一届二次会议，讨论
通过了理事会章程修改、成员变更及增补
理事、设立常务理事会等相关事项。会议
进一步探讨了联盟吸纳凝聚力的提升模式，
以不断提高资源整合能力为重点，以打造
校企人才培养和项目对接的高端平台为目
标，力争把联盟打造成高水平大学、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产教融合国际化发展的
典型。再次，树立校友楷模，延伸人才培
养。以学习讨论袁寿其书记在全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为契机，开展
“校友育人”工程。首先，继续开展“校
友大讲堂”，积极打造在校生与校友的互动
平台，充分发挥校友在人才培养上的作用。
今年上半年，组织召开了校友与毕业班联
络员面对面活动，增强了毕业生的校友意
识；先后邀请广东校友会陶诚校友、许韬
校友，奋达科技董事长肖奋校友、南京聚
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刘曙阳校友、康
力电梯董事长王友林校友等来校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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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诚、许韬校友受聘为产业教授，刘曙阳
校友受聘为客座教授，钱向阳、龚育才等
８名校友被聘请为创业导师。邀请苏州校
友会王春生会长作为校友代表在毕业典礼
上发言。其次，为在校生参与校友工作创
造条件，启动了２０１７暑期寻访校友活动，
召集并培训学生记者２０余人，规划采访路
线１１条，采访对象６６人，校友以自身卓
越的成长经历，给在校生们树立了成长成
才的楷模，引领当代大学生不断汲取榜样
的力量，奋斗成才。最后，完善校友信息，
丰富教学评价机制。依托海外校友资源，
发动校友宣传推广学校海外高层次人才学
术论坛；梳理大农机学科毕业生信息，为
学校创建“双一流”提供支撑；为江苏省
高水平大学全国百强建设申报、专业认证、
全省高校优秀青年校友事迹征集、教育质
量监测数据采集等提供支撑材料。
【发挥品牌活动效应，加强校友文化建设】
第一，做大做强校友品牌文化活动，凝聚
校友感情。首先，８７、９７届校友毕业值年
返校活动顺利进行。联谊活动得到了校友
们的热情响应和积极参与，千余名校友在
国庆期间返校，原工学院、医学院和师专
聚集一堂。联谊会以“萦怀江大，情归母
校”为主题，以专题片为主线，为返校校
友奉献了一场融合回忆、感动和奋斗的精
神大餐，得到了广大校友的一致好评，也
成为学校挖掘校友资源，凝聚校友力量的
有效途径。本次联谊活动还首次尝试了微
信公众号注册报名和校友卡领取，既方便
了校友也提升了校友工作信息化水平。大
家在忆青春、话现在、展未来的同时，也
以不同形式支持母校发展，表达对母校的
热爱，掀起了校友捐赠的热潮，成为母校
发展的“新增长极”。捐赠项目有的聚焦
母校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例如，铸
造８２级校友、深圳奋达科技董事长肖奋校

友捐资１ ０００万元，助力母校国际化人才
培养和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无锡苏嘉集
团董事长、外英９３级龚育才校友向母校捐
赠６０万元，设立“耘林奖助学金”，奖优
助困的同时加强校企合作。不少校友还关
注母校硬件设施和文化建设。例如，广东
校友会捐赠客车充电桩两座；康力电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汽车８７届校友王友林
捐赠电梯三台；财会８７届校友捐赠母校价
值１０万元的文化纪念品；研８７级校友捐
赠大型屏风背景墙一幅；汽车９３级、９８
级、模具９３级、热处理８３级等班级参加
了校友林认捐项目。除此以外，不少返校
班级还积极参加了基金会小额捐赠项目。
第二，做好植树认捐品牌活动，打造校友
特色文化景观。毕业生植树认捐活动是我
校一项校友品牌活动，为适应形势发展，
进一步提升吸引力和影响力，本学期对活
动形式进行了改良，第一次将认捐树木的
选择范围扩大到了全校，让校友文化景观
遍布校园，并采取微信捐赠的方式，得到
了广大毕业生的热烈响应，广大校友也积
极加入进来。第三，健全校友组织，壮大
校友工作基础力量。指导地方校友会开展
工作，包括广东校友会、无锡校友会、台
湾校友会等在内的３家校友会成功举办了
理事会议，新成立了苏州校友会昆山分会
和常熟分会，完善了组织基础，强化了内
部治理；包括苏州校友会、广东校友会在
内的多家地方分会举行了迎接新校友活动，
帮助母校毕业生们尽快融入社会，实现从
学校到社会的“无缝对接”；广东校友会
向母校捐赠了客车充电桩，苏州校友会常
熟分会举行了校友创业发展论坛，为校友
事业发展提供合作平台；新聘请了３３４名
毕业生担任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届毕业班校友联
络员，并赠送了礼包，建立了学院—学
院—班级三级校友工作体制。第四，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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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推广工作，改进校友工作信息化水平。
首先，在办好传统的《校友会、基金会通
讯》刊物的基础上，积极利用新媒体开拓
新的宣传阵地。本年度校友会、基金会微
信公众号共策划各类专题７０期，发布网页
新闻５０余篇，校友会微信公众号关注数接
近８ ０００人，开拓了受众面，提高了校友
会、基金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其次，升
级校友会“社群”管理系统，并首次在值
年返校活动中成功应用。依靠移动网络平
台，既有效地将分散的校友个体联络到了
一起，又提升了校友会服务校友返校的能
力。既整合了校友资源，建立了校—院校
友工作联动机制，又打通了校—地校友工
作联络渠道，提高了校友总会、二级学院
及地方分会的组织能力和工作效率。目前，
已经有４４家二级校友会入驻社群系统，注
册校友总数接近一万人，各二级学院均设
立了社群系统负责人和管理员，毕业班学
生加入“社群”系统也逐步呈现常态化。
第五，为年轻校友提供菜单式返校活动服
务，为重点校友规划一站式接待方案。据
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７年共接待校友返校３５
批１ ４００余人，入校年份从１９６４年到２００３
年，提供校史馆预约、校内包车、食堂就
餐、校园参观、纪念品定制等一条龙服务，
得到返校校友好评，搜集通讯录８００余条。
为苏嘉集团等校友企业来校招聘提供完善
的服务。
【以提升筹资能力为目标，进一步规范基金
会工作】 首先，紧跟学校发展需要，积极
争取大额捐赠，大力发展小额捐赠。２０１７
年，基金会大额捐赠在校友的支持下取得
了突破：肖奋校友向母校捐赠１ ０００万元，
设立奋达教育发展基金，重点支持学校
“高端、青年、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战略；
中集车辆集团与镇江市政府联合在学校设
立两百万奖助学金，这是第一次由政企联

合设立的奖学金，也是菁英学院成立以来
的首个社会奖学金。小额捐赠方面，针对
“书香校园”建设，设立了阅读基金和计
算机学院“书香空间”募捐项目，针对教
育国际化，设立了“留学生助困基金”，
针对流体机械学科发展，设立了“戴桂蕊
教授铜像”募捐项目，针对汽车学科发展
和校企合作，设立了北汽集团礼堂冠名项
目。此外，还新增了“耘林奖助学金”
“中水数据奖助金” “留学生助困基金”
“理学院高博实训奖学金”“申康奖教奖学
金”等多个奖助金项目。全年新增项目的
协议总额为１ ３８５万元，已到账１ ０２０万
元。在实物捐赠方面，获赠北汽集团轿车
一辆，姜若愚校友捐赠了自己的论著，朱
永禄校友捐赠了自己的藏书。升级了基金
会项目管理和小额捐赠系统，为捐赠人提
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捐赠服务。其次，科
学规划和实施各类捐赠项目。以提升资助
方的参与度和获得感为目标，完善资助评
选流程，以防范廉政风险，确保合理可行
为宗旨，强化协议前置审批。２０１７年，共
收到各类捐赠８８笔，捐赠总额１ ４００余万
元，比２０１６年增加１２８％。召开了包括医
疗保险专业奖学金、工业工程９８级校友奖
助学金、“蒋雯若奖助学金”、“海雷德蒙
奖学金”、“长江助学金”等在内的颁发仪
式。再次，加强内部治理，项目化运作更
加规范。修订章程，积极申请慈善组织认
定，及时完成理事和监事的调整工作。根
据上级监管部门要求及时做好基金会业务
活动自查工作，根据干部换届方案及时调
整项目负责人。定期披露项目进展，与学
工部一起，组织获奖学生代表参观了企业，
向捐赠方寄送了感谢信，增强企业认同感，
强化感恩奉献意识。召开了２０１７届获校级
社会奖助学金毕业生大会以及２０１７年苏青
学子座谈会，做到资助与育人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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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江苏大学各地校友会成立情况
苏州校友会常熟分会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９日
苏州校友会昆山分会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

江苏大学校友会第三届
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名誉会长：李盛霖江泽林
会长：袁寿其
副会长：（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昀王民王圣杰叶志明
江里程许化溪仲琨朱建国
宋余庆张庆生张济建李亚龙
李洪波任汉友束荣桂汪雪麟
肖奋杨志远陈龙林志敏
林尚毅芮宏华邱龙彬范明
罗东海施卫东赵剡水徐华
徐缨徐洪桥徐洪庆秦全权
郭泰鸿钱恒荣梅强程晓农
温珍才葛社清缪子梅蔡东
蔡超潘培时薛永立

秘书长：朱晏
副秘书长：王鹏

江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三届
理事会、监事会组成人员名单

理事会
理事长（法定代表人）：陈龙
副理事长（２名）：梅强李洪波
理事（１４名）：

袁寿其颜晓红宋余庆陈龙
程晓农梅强张济建缪子梅
李洪波李战军全力尹志国
朱晏陈纪南

秘书长：朱晏
监事会
监事（３名）：高庆国闵窻嵇康义

２０１７年校友工作联络员聘任名单
学校校友工作联络员

张书诚陈佳楠
学院校友工作联络员

施佳魏国强陈峻源张怡
卢军军蒋雯蔡磊李硕
张颖祺孟智东郑渝文徐伦
　 Ｉｒｆａｎ 陈煜轩龚丽影高鸿
飞韦运余李赵君顾艳辉徐
赛超罗丁尚东胜武利霞
刘梦雷吴佳琪彭筱琨

班级校友工作联络员
机械工程学院：
高鸿飞王鹏飞韦运余陈奕旭
季雷杨浩焦思国崔瑞
刘弈成徐鹏宗凌峰王庆伟
段伟东李立银汪成松鲁健武
刘桥振王一帆吴禹
汽车学院：
金昊胡云骢陶建君俞莉
王浩祥包亚超徐斌祖家骏
方雅玲罗丁朱俊炜王

%

鹏
沈钰杰涂琨沈峥楠罗鹏
张永明
能动学院：
陈伟顾孟杰蔺义元程晓婕
明祥栋徐希魏王开珉刘怀玉
高士凯丁新磊陈峻源林子衡
材料学院：
徐巍韦小顺董文斌郭一博
潘亦琛罗聪马鸣远张丹
李俊楠刘宇奇朱浩卢军军
周钰皓刘志成洪玮陶文俊
郑波杨晓龙周银
电气学院：
段磊陈代磊王寻冯康
郑锐杨厚丽陈博文周星辉
王珲周爱淇宋杰赵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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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正明徐权时士伟周智勇
蔡磊李硕
食品学院：
张俊俊蒋彩萍狄露露武利霞
吕增磊张家艳刘梦雷张韦唯
环安学院：
吴鹏陈煜轩肖磊李彦平
倪佳佳龚丽影
计算机学院：
张文超施佳张帆刘鹏
王滨珠王俊杰谢海燕魏国强
袁周培杨廷锋吴江越张键
郑庭则李文超王春勇徐成龙
理学院：
黄琰孙辰琦王宗灵袁扬
翁松春潘海敏霍榕容贾云峰
土力学院：
张兆昌徐桂东吴佳琪祁佳丽
杨凯逊陈蒙蒙王周力
化工学院：
毕明曦谢英杰齐越安克奇
尹海旭
管理学院：
陈华飞赵雅夏丽婷张浩
白文彬张智霖潘晶郑渝文
傅丽芝杨春花黄佩佩杨晓雪
冯志敏施纯威徐伦高芬
张笑天
财经学院：
任鑫王瑶杨小平张媛媛
唐然智张姝彦白晟生唐欣芸
吴甜陈登锋蒋雯杨瑾
李婧杨加亮陆雯婷时红
艾苗许苗苗周磊磊朱程鹏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赵君陈佳楠
文学院：
徐静煜周瑶祁瑶张怡

齐华李伊?
法学院：
张颖祺闫威卜国欣孟智东
吴宸昊
外国语学院：
王宁彭筱琨马贺何欢
汤楷炜陆忠丽
艺术学院：
席静王琳
教师教育学院：
吴倩枝徐慧敏
医学院：
孔凡奇郑鹏吴纯宸马宇桥
徐家辉张伟亚孟晟超顾佳辉
顾星露李佳胜成荣沈超群
周芳芳殷常青唐荣荣孙黎文
王晓璐蒋露张绮雯史玉珂
张迪
药学院：
杜盼顾增权王毅王瑞瑞
郭昱董晓晶王凯王逸帆
海外教育学院：
ＹＯＯＮ ＹＡＴＩ ＨＴＩＫＥ
ＡｂｄｕｌＮａｚｉｆ Ｍａｈｍｕｄ
ＭＤ ＡＲＩＦ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
Ｈａｆｉｚ Ｗａｑａｓ Ａｈｍａｄ Ｋｈａｎ
ＪＵＩＬＥＥ ＴＩＧＤＩ
ＭＡＨＹＯＵＢ ＯＭＡＲ ＡＢＤＵＬＪＡＦＩＤＨ ＡＨＭＥＤ
ＯＴＳＩＬＥ ＭＯＲＡＫＥ
Ｉｒｆａｎ
Ｅｓｔｈｅｒ
Ｙａａ Ａｄｗｕｂｉ Ａｓａｍｏａｈ
ＳＡＩＤ 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ＭＡＮ ＳＡＬＩＭ ＭＺＥＥ
ＯＰＯＫＵ ＢＲＩＤＧＥＴ
京江学院：
李卉孙维茜钱燕超缪玉婷
陆海焕巫顾泽正郭强
汤兆年刘明榕刘曼葛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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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薇王丽娜张蒋浩郭冉
宣广宇徐孔欣陈子昂董锋
刘建王佳波孙翔宇张可钦
张莘姚嘉莹谢泽友孙爽
许波翠周芳雅陆海峰梅宇超
王瑞赵文宣何纬志袁静
俞晗刘茜铭王世杰史琦
孔靓蓓王洁姚珈陆鑫怡
申琴刘悦陈培培唐晓莉
姚江微金天宇季銮顺赵艮权
陈书蓓李佳修章金龙夏承春
黄晓磊蒋骏驰丁可刘相宇
王帆严鹏程张超仁袁祥

单航王一舒叶俊良袁川
王超王晓锋赵盼盼崔恒梅
段璐瑶徐双赵嘉杰李阳
张心怡季圣淘季鸣胡玉琦
张小飞王胜辰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孙坷达顾艳辉徐赛超周金生
生命科学研究院：
尚东胜

（撰稿人：陆蓉杨博
核稿人：朱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