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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及学校各单位（部门）２０１７年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按照获奖时间排序）

获奖单位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工会
被评为２０１６年度工会经
费预算管理先进工作先进
集体

镇江市总工会 ２０１６ １２ １９

江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科技论
文在线优秀期刊”一
等奖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２０１６ １２ ３０ 教技发中心函〔２０１６〕１４３号

江苏大学学报
（医学版）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科技论
文在线优秀期刊”二
等奖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２０１６ １２ ３０ 教技发中心函〔２０１６〕１４３号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科技论
文在线科技期刊优秀组织
单位”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２０１６ １２ ３０ 教技发中心函〔２０１６〕１４３号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７镇江年度优秀公共
服务微信

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报
业传媒集团、镇江市互联
网协会、金山网

２０１７

江苏大学 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示
范基地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医
疗保险服务规范先进单位

中国医疗保险发展联盟
（中国医院协会） ２０１７ ０１

江大附院纪委监
察室

２０１６年度市卫生计生系
统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
先进集体

中共镇江市委 ２０１７ ０１

江大附院门诊部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社科知识竞赛中荣获团体
三等奖

镇江市社科联 ２０１７ ０１

江大附院甲乳外科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卫生计
生系统市级青年文明号 镇江市卫计委团市委 ２０１７ ０１

江苏大学工会 在２０１６年度工会工作目
标考核中荣获一等奖 镇江市教育工会 ２０１７ ０１

江苏大学
在第七届全国高等农林院
校教职工羽毛球联谊赛喜
获优秀组织奖

中国高等农林院校教职工
羽毛球联谊会 ２０１７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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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经营服务中心
（江苏江大恒昌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诚信服务示范单位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集团） ２０１７ ０１

江苏大学 江苏省高校学生教育管理
创新一等奖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 ２０１７ ０１

江苏大学 江苏省“活力团支部”
优秀组织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７ ０１

江苏大学团委 江苏“青年之声”创新
创优案例二等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７ ０１

江苏大学团委 ２０１６江苏年度十佳高校
团委微博

共青团江苏省委学校部
新浪江苏ＦＭ１０１ １江苏
交通广播网

２０１７ ０１

江苏大学
第三届“协鑫杯”国际
大学生绿色能源科技创新
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

第三届“协鑫杯”国际
大学生绿色能源科技创新
创业大赛组委会

２０１７ ０１

江苏大学

《基层统战部门基于ＱＱ
群微信群的网络协商民
主：程序、规则与关键
点》获２０１６年全省统战
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二
等奖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
统一战线工作部 ２０１７ ０２ ０４ 苏委统

〔２０１７〕１２号

江苏大学理学院
“数学师范专业教学团
队”被命名为镇江市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市级党
员示范岗

中国共产党镇江市委组
织部 ２０１７ ０２ ２３ 镇组发

〔２０１７〕４号

江苏大学基地
《大学生创业教育指导与
服务》获２０１７年江苏省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示范培训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７ ０３ ２２ 苏教办学
〔２０１７〕４号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６年度江苏教育新闻
工作表扬单位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７ ０３ ２７ 苏教厅办函

〔２０１７〕７号

江大附院宣传科
２０１６年度“健康中国”
传播优秀作品电视新闻类
优秀奖

国家卫计委宣传司 ２０１７ ０３

后勤管理处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教育后勤
系统信息宣传工作先进
单位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秘书处 ２０１７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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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后勤管理处
江苏省第七届高校后勤乒
乓球大赛（甲组）体育
道德风尚奖

江苏省高等学校后勤协会 ２０１７ ０３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全国高校学生工作优秀学
术成果一等奖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生工
作研究分会 ２０１７ ０３

江大附院护理部 “首届全国护士微电影
节”优秀影片奖 中国护理管理杂志社 ２０１７ ０４

江苏大学新媒体
中心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
（江苏）高校传媒联盟评
选新媒体运营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
中国青年报社江苏记者
站、中国（江苏）高校
传媒联盟

２０１７ ０４

江苏大学新媒体
中心

２０１７第三届“百团大战”
江苏省高校社团光影校
园·春摄影比赛优秀奖

中国青年报社江苏记者
站、中国（江苏）高校
传媒联盟

２０１７ ０４

江苏大学 省“青年志愿服务事业
贡献奖” 团省委 ２０１７ ０４

江苏大学
在２０１７年镇江市羽毛球
混合团体等级赛比赛中荣
获乙组第三名

镇江市羽毛球协会 ２０１７ ０４ １６

第六食堂 江苏好食堂 江苏省餐饮行业协会、江
苏省高等学校后勤协会 ２０１７ ０５

江苏大学 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示范
单位

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

２０１７ ０５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
院团委

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五四
红旗团委”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７ ０５

江苏大学 第十届“江苏省专利项
目优秀奖”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７ ０５ １２ 苏知发

〔２０１７〕８１号

江苏大学关工委 “给我一个家”工作团队
获“江苏最美资助人”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７ ０５ １２ 苏教办助

〔２０１７〕４号

江苏大学
在镇江市教育工会举办的
“江苏大学和教育局联
队”掼蛋友谊赛中获优
胜奖

镇江市教育工会 ２０１７ ０５ １３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医院后勤
管理创新示范单位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
会《健康报》社 ２０１７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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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大附院器械科
２０１６年度全市药械不良
反应（事件）监测工作
先进单位突出贡献奖

镇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２０１７ ０６

江大附院营养科 苏中区营养师情景剧大赛
二等奖 扬州市营养学会 ２０１７ ０６

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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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江苏省选拔赛优秀组
织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
科学技术协会、江苏省教
育厅、江苏省学生联合
会、南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 ０６

江苏大学 江苏发展大会志愿者服装
样式征集工作优秀组织奖

团省委高校工作部（筹）、
省学联秘书处 ２０１７ ０６

江苏大学理学院
党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高校
“党建工作创新奖”三
等奖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教育
工作委员会 ２０１７ ０６ ０９ 苏委教组

〔２０１７〕３７号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６年度全省大学生资
助绩效评价优秀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
政厅 ２０１７ ０６ １６ 苏教助

〔２０１７〕２号

江苏大学 全省百佳学生资助工作单
位典型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２ 苏教办助

〔２０１７〕５号

江苏大学

《践行“两学一做”，争
做“先锋模范”》 《为什
么要学党章》获全省高
校“微党课”视频三
等奖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教育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７ ０６ ３０ 苏委教办

〔２０１７〕２４号

江苏大学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
高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２０１７ ０７

江苏大学
《善举助力成长大爱传承
美德》获２０１７年度“他
们———我身边的资助”
微电影评选一等奖

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２ 苏教助中心
〔２０１７〕４９号

江苏大学
《感恩前行筑梦人生》获
２０１７年度“他们———我
身边的资助”微电影评
选二等奖

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２ 苏教助中心
〔２０１７〕４９号

江大附院心内科 医疗质量进步奖 中华医学会 ２０１７ ０８

江大附院心内科 医疗质量金奖 中华医学会 ２０１７ ０８

江大附院心内科 医疗质量持续优秀奖 中华医学会 ２０１７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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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大附院药剂科 “江苏省医院品管圈比
赛”三等奖 江苏省医院协会 ２０１７ ０８

江大附院护理部 “首届江苏省医院品管圈
比赛”一等奖 江苏省医院协会 ２０１７ ０８

江大附院药剂科
镇江市“华洪杯”执业
药师职业技能竞赛团体一
等奖

镇江市职业教育培训技能
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１７ ０８

江苏大学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农业建
筑环境与能源工程相关专
业创新创业竞赛优秀组
织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工程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２０１７ ０８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７年“神雾杯”第十
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优秀组
织奖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
实践与科技竞赛委员会 ２０１７ ０８

江苏大学

电动车辆高效能电机驱动
系统团队（带头人：刘
国海）获２０１７年度立项
的省高校优秀科技创新
团队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０８ ０２ 苏教科
〔２０１７〕６号

江大附院护理部 “第五届全国医院品管圈
大赛”二等奖 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 ２０１７ ０９

江苏大学医学院 “江苏省应急救护大赛”
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红
十字会、江苏省高等教育
学会、高校卫生保健研究
委员会

２０１７ ０９

江苏大学
第三届“时代风华———
江苏省高校美术作品展”
优秀组织奖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７ ０９ ２２ 苏教办体艺
〔２０１７〕１０号

江苏大学
第三届江苏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组
织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０９ ３０ 苏教高
〔２０１７〕１８号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７年江苏省研究生考
务管理工作考核优秀的报
考点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２０１７ １０ ０９ 苏教考招
〔２０１７〕４１号

江苏大学
《夜空中最亮的星》获
“江苏省第五届大学生艺
术展演活动”声乐展甲
组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２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７〕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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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呓语—康桥》获“江苏
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声乐展演甲组一
等奖、甲组优秀创作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２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７〕６号

江苏大学
《四季夏》获“江苏省第
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器乐展演甲组二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２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７〕６号

江苏大学
《我等你》获“江苏省第
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舞蹈展演甲组三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２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７〕６号

江苏大学
《大树作证》获“江苏省
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戏剧展演甲组二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２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７〕６号

江苏大学
《青春宣誓》获“江苏
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朗诵展演甲组二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２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７〕６号

江苏大学
《数字交互体验工作坊》
获“江苏省第五届大学
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
实践工作坊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２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７〕６号

江苏大学
《一然扎染工作坊》获
“江苏省第五届大学生艺
术展演活动”艺术实践
工作坊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２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７〕６号

江苏大学
《意匠手工皮具》获“江
苏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
演活动”艺术实践工作
坊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２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７〕６号

江苏大学
《假如青春没有谎言》获
“江苏省第五届大学生艺
术展演活动”微电影展
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２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７〕６号

江苏大学
《一封家书》获“江苏省
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微电影展三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２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７〕６号

江苏大学
《男小护毕业纪》获“江
苏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
演活动”微电影展三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２ 苏教体艺
〔２０１７〕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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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大附院信息科
江苏省医院协会医院管理
评价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二
届年会管理案例铜奖

江苏省医院协会 ２０１７ １１

江苏大学 江苏省高校后勤信息化建
设先进单位

江苏省高等学校后勤协
会、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专
业委员会

２０１７ １１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第十二届全国高校心理委
员工作研讨会优秀会议论
文一等奖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危机干
预工作委员会 ２０１７ １１

江苏大学 江苏省高等学校信息化建
设“先进集体”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育技术
研究会、网络技术专业委
员会

２０１７ １１

江苏大学
第四届“助学·筑梦·
铸人”主题宣传活动优
秀组织奖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中国银行、中国青年报社 ２０１７ １１

教育教学研究与评
估中心

江苏省第四届优秀高等教
育研究机构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 ２０１７ １１

档案馆
《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获“２０１７年江苏
省档案文化精品奖”三
等奖

江苏省档案局 ２０１７ １１ ０６ 苏档发
〔２０１７〕４１号

档案馆 江苏省数字档案工作
５Ａ级 江苏省档案局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９ 苏档发

〔２０１８〕５号

江大附院门诊部
镇江市２０１７年度“五星
法治型、服务型”先进
党支部

中共镇江市委 ２０１７ １２

江大附院保卫科 ２０１７年度全市单位内部
保卫系统先进集体嘉奖 镇江市公安局 ２０１７ １２

江大附院财务科 ２０１６年度残疾人就业工
作先进单位

镇江市人民政府残疾人工
作委员会 ２０１７ １２

经营服务中心
（江苏江大恒昌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校园物业服务百强
单位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物业管
理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７ １２

后勤分工会 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 江苏省总工会 ２０１７ １２

江苏大学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智能农
业装备创新大赛优胜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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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１２

江苏大学 《农业机械学报》杰出贡
献奖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
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２０１７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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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我心中的思政课”全国
高校学生微电影展示活动
二等奖

“我心中的思政课”全国
高校学生微电影展示活动
组委会、武汉大学

２０１７ １２

江苏大学
“黄埔中心杯”镇江市第
三届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优
秀组织奖

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镇
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镇江市文化创意产业协会、
镇江黄埔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１２

江苏大学 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特色典型经验高校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
业教育分会 ２０１７ １２

江苏大学 第二届全国“互联网＋”
快递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互联网＋”快递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 ２０１７ １２

规划发展处 江苏省教科研系统先进
集体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２０１７ １２

江苏大学 镇江市内部单位治安保卫
工作先进集体 镇江市公安局 ２０１７ １２

江苏大学 江苏省高校“军训主题
摄影比赛”优秀组织奖

江苏省高教学会、国防教
育研究会 ２０１７ １２

江苏大学
江苏省２０１７大学生“军
训之星”评选活动最佳
组织奖

江苏省高教学会、国防教
育研究会、江苏省广播电
视总台教育频道

２０１７ １２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７ “一带一路”专项
优秀组织单位奖 团中央学校部 ２０１７ １２

江苏大学
“２０１７年度镇江市信访举
报工作先进单位”一
等奖

中共镇江市纪律检查委员
会、镇江市监察局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０

江苏大学 江苏省第六届大学生安全
知识竞赛优秀组织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８ ０１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２０１７年度改善医疗服务
示范医院 国家卫计委 ２０１８ ０２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２０１７年度市卫生计生系
统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镇江市卫计委 ２０１８ ０２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２０１７年度市区公立医院
财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镇江市卫计委 ２０１８ ０２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改善医疗
服务全省优质医疗服务示
范医院

江苏省卫计委 ２０１８ ０２

江苏大学
第四届“礼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系列活动特
色展示项目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２０１８ ０４

（撰稿人：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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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各单位（部门）２０１７年
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１ ２０１７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先进单位、优秀实践基地江大
校〔２０１７〕４６７号

２０１７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先进单位
管理学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财经学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法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京江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２０１７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优秀实践基地
　 学院　 　 　 　 基地名称
汽车学院江苏超力电器有限公司
机械学院常州鑫佳顺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获奖时间：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

２ ２０１６年度机关作风建设考评先进单位
江大委发〔２０１７〕１２号

党群部门（３个）
党委办公室
党委组织部
党委宣传部
行政部门（８个）
校长办公室
人事处
审计处
科技处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教务处
研究生院
设备处
党政合署部门（３个）
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党委学工部（学生工作处）
党委老干部部（退休教职工管理处）
学院（１３个）
京江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法学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财经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获奖时间：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４日

３ ２０１６年度先进单位名单江大委发
〔２０１７〕１３号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农业工程研究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管理学院
财经学院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能源研究院
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图书馆
信息化中心（信息化处合署）
获奖时间：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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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江苏大学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名单（排
名不分先后） 江大委发〔２０１７〕２４号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党委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党委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党委
财经学院党委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机关党群党总支
离退休党工委
图书馆党总支
附属学校直属党支部
获奖时间：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２日

５ 先进基层党组织（４２个） 江大委发
〔２０１７〕６６号

党委（党总支）（５个）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党总支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党委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党委
京江学院党委
图书馆党总支
基层党支部（３７个）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系教工党支部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动力工程系教工党
支部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热物理教工党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无机材料及器件研究
所教工党支部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电气工程系教工党支部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系教
工党支部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环境工程系教工党
支部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教工党支部
理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教工党支部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教
工党支部

化学化工学院应化系教工党支部
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教工党支部
财经学院国贸系教工党支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教研室党支部

法学院民商法学系教工党支部
文学院语言文化中心教工党支部
外国语学院大外一部教工党支部
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系教工党支部
教师教育学院教育技术学系党支部
医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
药学院中药学与药学系教工党支部
京江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体育部教工第三党支部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工党支部
生命科学研究院第二党支部
附属医院外科第一党支部
附属医院门诊党支部
图书馆教工第二党支部
机电总厂第二党支部
机关党群党总支纪委办公室（监察处）党
支部

机关行政党总支原后勤管理处党支部
机关教科研党总支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党
支部

后勤党委绿化卫生中心党支部
离退休党工委第一支部
离退休党工委第七支部
离退休党工委机械支部
获奖时间：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３日

（撰稿人：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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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省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
（按照获奖时间排序）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袁寿其
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专
题读书调研活动优秀成果一
等奖

中国共产党江苏
省委员会组织
部、中国共产党
江苏省委员会宣
传部

２０１７ ０６ １５ 苏宣通
〔２０１７〕４５号

江苏大学
理学院 王善民

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专
题读书调研活动优秀成果二
等奖

中国共产党江苏
省委员会组织
部、中国共产党
江苏省委员会宣
传部

２０１７ ０６ １５ 苏宣通
〔２０１７〕４５号

江苏大学
马海乐黄星奕
姜松邹小波
赵杰文

《食品科学与工程研究生跨
学科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创
建与实践》获２０１７年江苏
省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一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学位委
员会

２０１７ ０６ ３０ 苏学位字
〔２０１７〕８号

江苏大学
朱轶刘会霞
潘天红陈寒松
王富良刘哲

《“创客教育＋竞赛强化”
的研究生跨学科创新工程能
力培养体系探索与实践》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学位委
员会

２０１７ ０６ ３０ 苏学位字
〔２０１７〕８号

江苏大学
程晓农杨娟
袁志钟邵红红
刘强

《金属材料工程“全素质
链”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
实践》项目获２０１７年江苏
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０９ １４ 苏教人
〔２０１７〕１５号

江苏大学
袁寿其施卫东
王谦李伟
康灿王军锋

《基于多元协同理念的能源
动力类卓越工程人才贯通培
养模式与实践》项目获
２０１７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０９ １４ 苏教人
〔２０１７〕１５号

江苏大学
宋余庆朱轶
刘会霞潘天红
陈权孙智权
陈寒松刘哲

《跨学科工程创新能力国际
联合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
践》项目获２０１７年江苏省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０９ １４ 苏教人
〔２０１７〕１５号

江苏大学

文学舟梅强
赵观兵张海斌
吴梦云蔡莉
李毅心张怀胜
刘秋生郭龙建

《“一心两翼三融合”工商
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与实践》项目获２０１７年江
苏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０９ １４ 苏教人
〔２０１７〕１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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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马海乐黄星奕
姜松赵杰文
邹小波张伟杰
陈全胜董英
陈克平陈斌
刘伟民

《“强工程、重交叉、促创
新”食品科学与工程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项
目获２０１７年江苏省教学成
果奖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０９ １４ 苏教人
〔２０１７〕１５号

江苏大学

刘国海黄永红
朱誯秋高国琴
赵德安赵文祥
李长杰秦云
朱孝勇廖志凌

《ＯＢＥ理念下地方高校电气
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
建与实践》项目获２０１７年
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０９ １４ 苏教人
〔２０１７〕１５号

江苏大学

江浩斌陈龙
朱茂桃潘公宇
耿国庆刘志强
丁华王若平
刘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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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获２０１７年江苏省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０９ １４ 苏教人
〔２０１７〕１５号

江苏大学
吴向阳刘宏
解清杰赵如金
依成武李潜
黄勇强

《以环保产业需求为导向的
环境工程类本科人才三大能
力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项目获２０１７年江苏省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０９ １４ 苏教人
〔２０１７〕１５号

江苏大学
任乃飞王匀
薛宏丽王宏宇
黄娟

《政产学研模式下的机械专
业人才协同培养体系建设与
实践》项目获２０１７年江苏
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０９ １４ 苏教人
〔２０１７〕１５号

江苏大学

邵启祥许文荣
钱晖邵世和
陆荣柱朱伟
孙晓春胡嘉波
夏圣张徐
严永敏

《立足综合素质，着眼实践
创新，培养医学检验创新人
才》项目获２０１７年江苏省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０９ １４ 苏教人
〔２０１７〕１５号

江苏大学
东南大学

周绿林张晓
詹长春陈浩
代宝珍李君荣
刘石柱刘蓉
张开金

《基于ＯＢＥ理念的医疗保险
专业方向课程体系优化及教
材建设》项目获２０１７年江
苏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０９ １４ 苏教人
〔２０１７〕１５号

江苏大学

陈龙高静
李新朝王昌达
封云崔勇
刘荣桂江永华
谢志芳王丽敏

《“双擎双能”来华留学生
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项目获２０１７年江苏省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 ０９ １４ 苏教人
〔２０１７〕１５号

（撰稿人：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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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
江大校〔２０１７〕１５８号

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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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龙江浩斌朱茂桃潘公宇
耿国庆刘志强丁华王若平
刘文光

《“重交叉、宽视野、强工程”食品科学与
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马海乐黄星奕赵杰文邹小波
姜松

《“双擎双能”型来华留学生培养模式的研
究与实践》

高静李新朝崔勇谢志芳
王丽敏

《基于需求导向的工商管理类大学生协同培
养体系构建与应用》

文学舟梅强赵观兵张海斌
郭本海李毅心张怀胜郭龙建
孙东营

《政产学研模式下的大工程类人才协同培养
体系建设与实践》

任乃飞王匀薛宏丽王宏宇
黄娟

《跨学科工程创新能力国际联合培养模式的
构建与实现》

宋余庆朱轶潘天红陈权
刘会霞

《立足岗位技能，着眼科学创新，培养医学
检验创新人才》

邵启祥许文荣钱晖邵世和
朱伟孙晓春胡嘉波夏圣
张徐严永敏

《基于课程体系优化的医疗保险专业教材建设》
周绿林詹长春代宝珍李君荣
陈浩刘石柱

《“引导、互动、激励”以创新动力提升为
目标的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张凯孙宁娜李明珠黄黎清
《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张忠华吕寿伟范微微
《卓越教师培育的“ＧＵＳ模式探索”》

李晓波陆道坤卜广庆梁爱民
郑可春

一等奖
《“五制并举———四级链接”教学质量监控
评价与持续改进体系》

冯志刚常志斌刘洁吕翔
鞠建国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突破口的探
寻与实践》

董德福周海燕魏志祥王志刚
蒋俊明

《班级制授课中的个性化教学方法及其
实践》　

王昌达赵跃华张文莉韩牟
宋香梅

《“区域市场导向、四维能力协同”的国际
经贸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陶忠元杨丽丽刘洁吕白
吴梦云

《地方高水平大学电气信息类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闭环控制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高国琴赵文祥张军刘国海
赵德安方志明朱孝勇廖志凌
牛雪梅

《高校图书馆审核评估体系研究与实践》
卢章平张晓阳刘海军潘颖
李文娟

《线上线下国际化规范控制的双融合式留学
生ＭＢＢＳ医学课程建设》

王胜军封云黄新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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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复合型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研究与实践》

孔玉生朱乃平张春景李靠队
王海军

《“国际视野、工程导向、学生中心”的土
木工程留学生趋同化开放式培养模式》

刘荣桂韩豫陈权陈妤
延永东

《基于物理与实验教学的本科生创新能力培
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王国余许伯强孙宏祥王正岭
王纪俊

《面向中小企业集群的校政企协同培养卓越
工程人才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王宏宇刘会霞袁晓明吕翔
樊曙天吴勃陈寒松孙智权

《链式“六位一体”协同推进金融理财类
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探索与实践》

谭中明李靠队江红莉周建再
张静袁仁陈董连胜

《文脉延续策略下设计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韩荣朱?刘庆立霍臖
张力丽

二等奖
《基于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的“三效课堂”
教学改革实践———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为例》

金丽馥李宏刚李明宇张林
《信息化背景下对话式教学与法学创新人才
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魏小强宫宝芝牛玉兵杜乐其
刘春花范国强

《“一带一路”留学生汉语教育创新体系与
实践探索》

任晓霏茅海燕唐敏陈龙
余红艳乔芳李新朝仲跻红
李红艳李炎张杰潘亚莉
孟慧欣翟江徐丹陈晓红

《基于研究生综合素质提升的科学精神与人
文精神融合研究》

李丽章维慧韦岚付清松
杭慧

《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五位一体”综合评
价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张成华嵇留洋宋月升马超
《基于立德树人视角的高校学业警告学生
“四位一体”帮扶教育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李晓波沈晨陆菁李宏刚
吴婷丁勇钱宇平周慧莲
王训兵张玉宝

《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
武小红傅海军秦云潘天红
孙俊杨宁陈勇刘跃峰
戴春霞

《创造学引导的本科专业基础课教学建设的
研究与实践———以食品工程原理为例》

刘伟民任晓锋程宇杨小明
张存胜

《构建“因势利导纵横有道”的创新创业
人才培育体系》

任泽中孙月娟徐占东肖璐
刘赛

《青春梦携手行———“三纵四横五协同”
团建项目化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杨道建冯琳叶涛张文娟
《体验式健康促进型跨学科协作模式在预防
医学教学改革中的探索与实践》

陆荣柱李君荣叶洋王铁英
邵启祥

《经管类专业学生社会调查与分析能力培养
模式改革和实践》

吴继英查奇芬赵喜仓常新锋
王健

《医学模拟教育在诊断学临床技能培养中的
应用研究》

吴莺吴景程包泉磊刘培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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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有机化学实验课程体系的建设和
实践》　

陈秋云曲玲玲陆小青张敏
朱纯银

《大学生排球运动员核心力量训练效果
研究》　

樊晓飞殷娟陶渊陈静
马文锋

获奖时间：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

江苏大学第三届双语及
全英语教学竞赛获奖名单
江大校〔２０１７〕５１６号

一等奖
文学院 翟江
财经学院 顾水彬

二等奖
化学化工学院 梁旭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殷春芳

理学院 杨洁
财经学院 张鸾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张文策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侯靖

三等奖
管理学院 陈峰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韩同伟
机械工程学院 吴旋
第一临床医学院 韩薇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吴秀琳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张宁
机械工程学院 韩延祥
医学院 卢小东
管理学院 王国栋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钱海

获奖时间：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

（撰稿人：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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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图书获奖情况
获奖
单位／人 获奖作品 奖励名称 获奖

时间

出版社《大田作物机械化生产技术研究丛书》
《汉画像石方位模式研究》

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图书、音像、
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 ２０１７年

出版社《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有机化学）》
《政府理财（微观）》

２０１７年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新
编教材） ２０１７年

出版社《城市时空的宽窄》 ２０１７年第三季度“新华书房”推荐
书目 ２０１７年

出版社《名人镇江情》 南京都市圈印刷产品质量评优活动金奖 ２０１７年

出版社《江河交汇：镇江物质文化遗产文物
保护单位图录》 南京都市圈印刷产品质量评优活动银奖 ２０１７年

出版社《镇江廉政文化》 南京都市圈印刷产品质量评优活动铜奖 ２０１７年

（撰稿人：常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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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档案获奖情况
获奖单位 获奖作品 奖励名称 授奖单位 获奖时间
档案馆 《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４）》 江苏省档案文化精品奖三等奖 江苏省档案局 ２０１７ １１

档案馆 《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５）》 江苏省档案文化精品奖三等奖 江苏省档案局 ２０１７ １１

（撰稿人：沈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