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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１月８日至９日　 西印度大学校长希

拉里·贝克尔斯爵士夫妇一行１０人访问学
校。校党委书记、校长袁寿其教授和副校
长陈龙教授会见了来宾，三方就合作举办
“江苏大学苏州加勒比学院”达成一致意
见并签署三方合作协议。访问期间，希拉
里校长一行还分别与计算机学院、管理学
院今后的合作细节进行了讨论，共同制定
了合作专业的培养方案。
１月１０日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在南京举行，省委书记李强出席会议并
讲话。校党委书记袁寿其在大会上做了题
为“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切实加强思想政
治工作队伍建设”的交流发言，从学校党
委注重顶层设计、选优配强队伍的选拔聘
用机制，加强学习培训、注重提升素质的
培养培训机制，以及优化考评体系、畅通
晋升渠道的激励保障机制三个方面介绍了
江苏大学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经验做
法。会上全省共６所高校作交流发言。
１月１２日　 镇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举行《镇江市区域商标品牌发展指数报
告（２０１６）》新闻发布会。该报告由镇江
市品牌战略推进委员会、镇江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委托江苏大学、江苏省知识产权研
究中心负责应用研究并编制，是国内首份
省辖市层面发布的区域商标品牌发展指数
报告。
１月１２日　 由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

执委会秘书长刘宝利、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栾凤池和上海汉声
公司副总裁杨静思组成的ＣＣＮ预科教育中
心资格评审专家组到学校现场考察了留学

生公寓、体育馆、国际餐厅、语音室、图
书馆（含ＨＳＫ考试中、机房）预科中心
（办公室、教室）等校园相关硬件设施。
专家组对学校预科教育中心迎评工作给予
较高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１月１２日　 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正式发布，学校５种学术期刊获评
“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刊”。《江苏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６ ／ ２６８）、《江苏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０１ ／ ６９４）、 《排
灌机械工程学报》 （９ ／ ７９）、《高校教育管
理》（２１ ／ ２２１）被评为“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
学术期刊” （Ａ），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
版）》（４８ ／ ２０５）被评为“ＲＣＣＳＥ中国核
心学术期刊”（Ａ －），《实用心电学杂志》
进入Ｂ类期刊。
１月１２日　 学校召开全校干部大会，

省委组织部来校宣布省委任免决定：颜晓
红同志任江苏大学校长，免去袁寿其同志
江苏大学校长职务；颜晓红同志任江苏大
学党委委员、常委、党委副书记。省委组
织部副部长郑跃奇，镇江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李健，省委组织部干部五处处长封
春晴出席大会。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郑跃奇
做了讲话，充分肯定了学校近年来所取得
的成绩，尤其是袁寿其同志作为书记和校
长一肩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因工作需要，省委决定袁寿其
同志不再兼任学校校长。
１月１４日　 农业部公布了“十三五”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及科学观测实验站建设
名单，学校农业装备工程学院邱白晶教授、
贾卫东研究员领衔的科研团队获批“农业
部植保工程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成为
学校获批的首家“农业部重点实验室”。

二月
２月３日　 省纪委常委唐小英、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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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室主任许力夫、省纪委信访室副主任陈
露一行到学校附属医院进行“打铁仍需自
身硬”专题调研，镇江市纪委副书记、监
察局局长胡培红等市纪委领导陪同调研。
２月１８日　 据学校要闻报道，经过江

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考核，并经省产研院
理事会审议通过，流体工程装备技术研究
所（江苏大学镇江流体工程装备技术研究
院）等５家预备研究所转为正式研究所。
２月１８日　 学校召开２０１７年学生工作

会议。校党委书记袁寿其、副校长李洪波
出席会议。会上，学工处处长杨志春简要
回顾了２０１６年学校学生工作取得的成绩，
部署了２０１７年学生重点工作，校团委副书
记叶涛就２０１７年学校共青团工作进行了重
点介绍；对２０１６年度江苏大学“十佳辅导
员”“优秀辅导员”“优秀兼职辅导员”进
行了表彰。袁寿其书记对学生工作提出四
点希望与要求。
２月１９日　 学校召开三届六次教职工

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全校干部教师大会。
颜晓红校长做了题为“抢抓‘双一流’机
遇加快推进研究型大学建设进程”的工
作报告。会议听取了工会工作报告、学校
财务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告、工会经费
审查报告，通过了《江苏大学教职工代表
大会实施办法》。袁寿其书记在总结讲话中
对学校２０１７年工作强调了四点意见。
２月２０日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同志

在北京会见学校党委书记袁寿其、校长颜
晓红一行，听取学校工作汇报。袁寿其书
记代表学校就学校事业发展情况、农业工
程学科建设及其学科特色等向杜副部长进
行了全面汇报。
２月２１日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委

委员、学校党委书记袁寿其教授等在内的
全国、省、市、区四级人大代表受邀视察
润州法院，听取润州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２月２１日　 教育部印发《关于２０１６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
技术）奖励的决定》，正式公布２０１６年度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
术）获奖名单。学校位居２０１７中国大学教
育部科技奖励排行榜第３１名，位居江苏省
第５位。
２月２４日　 美国乔治福克斯大学副校

长彭长征教授一行４人访问学校。副校长
程晓农教授会见了来宾。双方探讨了在外
国语学院和教师教育学院合作开展学生交
流、３ ＋ １ ＋ １联合培养、教师进修等项目；
在艺术学院合作开展教师交流、访问学者
等项目，并就相关细节进行了磋商。
２月２７日　 爱思唯尔集团（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发布２０１６年中国高被引学者（Ｍｏｓｔ Ｃｉ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榜单，学校许化溪、
李华明、殷恒波、陈宜周四位教授再次荣
登“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三月
３月８日　 根据《关于第七轮“党建

工作先进单位”争创活动开展情况的通
报》（镇党建办〔２０１７〕１号），学校在市
第七轮“党建工作先进单位”争创活动中
考核为优秀等次。
３月９日　 学校房媛媛副教授为第一

作者、欧忠平教授和美国休斯敦大学教授
（学校兼职教授）Ｋａｄｉｓｈ博士为共同通讯
作者在化学领域的顶级期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
ｖｉｅｗｓ （影响因子：３７ ３６９，近五年平均影
响因子超过４０）发表了题目为Ｅｌｅｃｔｒｏ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ｒ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Ｎｏｎａｑｕｅｏｕｓ Ｍｅｄｉａ
（非水介质中的咔咯电化学）的综述性论文
（Ｆａｎｇ，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Ｏｕ，Ｚｈｏｎｇｐｉｎｇ；Ｋａｄｉｓｈ，
Ｋａｒｌ Ｍ Ｃｈｅｍ Ｒｅｖ ２０１７，１１７ （４），３３７７ －
３４１９）。

３月１０日　 国家汉办党委书记、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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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马箭飞会见学校颜晓红校长一行。颜晓
红校长就国家汉办在增加江苏大学孔子学
院奖学金生名额、支持江苏大学第二所孔
子学院建设等方面提出期望。马箭飞主任
表示国家汉办将对江苏大学的海外本土汉
语教师培训工作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并密
切关注学校孔子学院相关工作，共同推进
中华优秀文化的国际传播。
３月１１日　 江苏省重点学科———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科项目任务书论证审核会
在校举行。７位专家一致认为，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学科项目任务书符合学科建设规
律和相关要求。
３月１２日　 江苏省科协公布了２０１６年

度省级学会、高校科协考核结果，学校科
学技术协会被表彰为２０１６年度先进高校科
协。这是学校科协连续第三年获此荣誉。
３月１３日　 学校组织收看２０１７年度全

省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视频会议。
３月１３日至１４日　 全国“两会”落

下帷幕。全国人大代表、校党委书记袁寿
其，全国政协委员、副校长宋余庆关于
“双一流”建设、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
养、精准扶贫等的言论、观点和主张，得
到了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中国教育报》《科技日报》《中国
科学报》《新华日报》，以及人民网、新华
网、凤凰网、中国教育电视台、江苏电视
台等２０余家主流媒体关注和报道。

“双一流”建设是袁寿其代表最为关
心的话题之一。此次会议上，针对我国农
业装备学科发展实际，他带去了“关于服
务国家需求将农业装备列入‘双一流’建
设的建议”，建议要加强农业装备领域的人
才培养、技术创新、国际交流，助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百年的梦想”。对
此，３月９日凤凰网以“助力智慧农业
建议农业装备纳入双一流学科”为主题对

袁寿其代表进行了专访， 《人民日报》刊
发报道《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袁寿其代表：
加快推进农业装备现代化》， 《中国科学
报》刊发报道《别让中国农业装备断子绝
孙》，新华网刊发报道《袁寿其：建设
“双一流”需要考虑国家需要》。袁寿其代
表认为，目前，大学生工程实践不够深入，
能力水平普遍不高，导致我国人才的创新
实践能力依然不够强。为此，他建议“服
务《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提升大学生工程实
践能力”，加快推进高校创新创业相关学科
专业建设，建立政府主导的工程实践教育
协同机制，加快实现教育和产业的深度融
合。３月６日央视《晚间新闻》“《政府工
作报告》大家谈”栏目就这一话题对袁寿
其代表进行了长达近一分钟的采访报道。
《科技日报》３月１２日头版及新华网３月
１１日分别以“‘以论文论英雄’造不出
‘匠心’工程师”“袁寿其：中国制造需培
养更多工程人才”为题全面介绍了袁寿其
代表这一建议。围绕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袁寿其代表还做客新华报业集团的“聚焦
两会·今天我主持”访谈节目，畅谈“如
何振兴实体经济”的话题。会议期间，袁
寿其代表还就完善研究生资助体系、海外
高层次人才引进、国际化人才培养、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加强人民法院家事
审判专业化建设等话题接受了《人民日报
（海外版）》 《光明日报》 《中国科学报》
《中国教育报》 《南方都市报》、人民网等
媒体记者专访，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同时，
宋余庆委员就精准健康扶贫、高校“双一
流”建设人才竞争、大学专业设置等问题
提出了建议和看法，并接受了澎拜新闻、
《新华日报》等多家媒体采访。宋余庆建
议强化扶贫审核，严禁设立贫困人口申报
比例，努力做到扶贫数据精准，不落一人、
不多一人。他认为，高校间只看“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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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能力、只互相挖人不注重培养的情况，
破坏人才成长规律，扭曲人才的价值取向。
他还建议政府要放开手让高校自己去探索
如何办学，要让高校拥有设计学科课程的
自主权，去掌握学科和课程体系的设置。
学校袁寿其代表、宋余庆委员在“两会”
期间积极履职建言，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
注，除了上述媒体给予报道外，中国科技
网、中国江苏网、中国青年网等多家媒体
转载刊发了相关报道。
３月１５日　 从国家汉办奖学金处获

悉，在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对２０１６年
全国１５１所孔子学院奖学金生接收院校的
相关工作进行综合评定中，学校在孔子学
院奖学金生招生、培养等工作中成绩突出，
综合排名跃居全国第２９位。
３月１７日　 江苏省副省长张敬华来学

校进行实地调研，并就学校的高水平大学
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协同创新等与大家
进行了交流座谈。学校党委书记袁寿其、
校长颜晓红等陪同调研。校长颜晓红做了
“抢抓机遇，加快推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
展进程”的学校工作汇报。张敬华副省长
就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和
科技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和谐
稳定等４个方面问题对学校提出了具体要
求和希望。
３月１７日　 印度驻上海总领事古光明

先生一行６人访问学校，并出席了“镇江
市印度文化周之印度电影周”开幕式。副
校长陈龙教授会见了来宾，并代表学校与
印度奥里萨邦卡林加工业技术学院大学
（ＫＩＩＴ）、卡林加社科研究所（ＫＩＳＳ）签订
友好合作协议。目前学校在读印度学生有
２００余名。

３月１８日　 江苏大学ＭＰＡ联合会成立
大会在学校举行。
３月２１日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公布

了“２０１６年获发明专利授权量前５０名高
校”和“至２０１６年底有效发明专利量前
５０名高校”两项数据，江苏大学获发明专
利授权量８８４件，列全国高校第８位；至
２０１６年底有效发明专利量２ ６３４件，列全
国高校第１２位。
３月２２日　 中央纪委宣传部原常务副

部长杨小平来校作“学习贯彻中央纪委第
七次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专题报告。校党委书记袁寿其主持报告会。
３月２５日　 据人民网消息，中国管理

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
２０１７中国大学教师学术水平排行榜，学校
名列全国第３２位、江苏省第７位。
３月２７日　 中国教育部和墨西哥公共

教育部共同举办的“第二届中墨大学校长
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
与交流司副司长李海、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秘书长生建学、墨西哥驻华大使馆公
使Ｅｎｒｉｑｕｅ Ｅｓｃｏｒｚａ、全墨高等教育协会秘书
长Ｊａｉｍｅ Ｖａｌｌｓ Ｅｓｐｏｎｄａ等出席此次论坛并致
辞。学校校长颜晓红出席论坛并以“创新
创业教育”为主题发表演讲，向在场的４９
所中墨高校和相关机构的１００余名代表介
绍了学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措施和成果，
并表达了学校愿与墨西哥高校在工程领域
开展研究生层面的学位互授、联授合作，
同时招收长、短期墨西哥学生来校交流学
习的意向。
３月２８日　 镇江市市长张叶飞一行到

江苏大学京江校区调研推进新校区建设。
张济建副校长陪同调研，并向张叶飞市长
一行介绍了京江校区功能布局、工程进度、
工程质量和建筑风格等情况。京江校区总
面积２６ ９万平方米，主体封顶的建筑面积
已达到１４ ３万平方米，目前正进入内外装
施工及安装施工，１２ ６万平方米已进入桩
基施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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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９日　 省教育厅公布了《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建设名
单的通知》，学校梅强教授主讲的“创业
管理”、李毅心教授主讲的“决策模拟”、
杨娟教授主讲的“材料科学研究方法”、
王谦教授主讲的“工程热力学”、黄娟副
教授主讲的“机械制图”、袁志钟副教授
主讲的“金属材料学”、朱茂桃教授主讲
的“汽车构造”、胡嘉波教授主讲的“临
床基础检验技术”和邵世和教授主讲的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９门课程获批江
苏省在线开放课程立项建设项目。

四月
４月６日　 据学校要闻报道，近期教

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下发了《关于公布
第二期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评选结
果的通知》，学校财经学院吴梦云教授主讲
的“会计学”、计算机学院王昌达教授主
讲的“信息安全技术”和医学院封云副教
授主讲的“药理学”等３门课程入选教育
部第二期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学
校入选课程数量在全国高校中并列第５位。
４月６日　 据学校要闻报道，江苏省

教育厅公布的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创新团队考核验收结果的通知（苏教社政
函〔２０１７〕５号），由学校梅强教授领衔的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研究团队”荣获优秀
等级。
４月６日至２５日　 学校外国语学院和

国际论辩研究院（ＩＬＩＡＳ）举办首次“语
用论辩学国际高端系列讲座”。系列讲座由
国际顶级论辩理论专家、国际论辩研究院院
长弗兰斯·范爱默伦（Ｆｒａｎｓ ｖａｎ Ｅｅｍｅｒｅｎ）
教授和国际论辩研究院荷方秘书长巴
特·哈尔森（Ｂａｒｔ Ｇａｒｓｓｅｎ）博士联合
主讲。
４月７日　 江苏大学北汽集团礼堂揭

牌，校长颜晓红、北汽集团副总经理孔磊、
镇江市丹徒区委副书记谈沁磊等参加了揭
牌仪式。北汽集团向江苏大学赠送了实验
用车，同时签署了校企购车合作协议，惠
及全校师生。
４月８日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生态

环境材料论坛”在学校召开。副校长李洪
波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来自１０多家高
校、研究院所的３０余位专家参加了论坛。
４月８日　 国内第一家校企联合培养

国际化人才的联盟—江苏大学“一带一
路”国际人才培养产学联盟理事会一届二
次会议在上海自贸区举行。校长颜晓红、
副校长张济建等出席会议。２０余家企业理
事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颜晓红校长代表
学校讲话，他要求联盟首先要聚焦国际化
人才培养，借助“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培
养产学联盟这一平台，在人才培养的源
头———高校和人才使用的终端———企业之
间架起了一座互通的桥梁；其次要聚焦科
技创新平台构建，按照基地＋平台＋项目
的思路，大力开展“一带一路”国际科技
协同创新，努力建设一批产学研合作、科
技创新及技术研发、转移的国际创新平台，
真正搭建起中国高校及企业与沿线各国高
校及企业之间深度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４月１０日　 《中国教育报》在一版报

眼位置，以“学生在哪里， ‘朋友圈’就
在哪里”为题报道了学校思政教育这一典
型经验。同日，《中国教育报》５版、高教
周刊头条也发表了校党委书记袁寿其的署
名文章《工程人才培养要避免“一头
热”》。
４月１０日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美国

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了江苏大学附属医
院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内毒素引起
的自分泌ＡＴＰ信号通过促进肌球蛋白轻链
磷酸化抑制中性粒细胞趋化功能”。这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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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和独立完成单位
在ＰＮＡＳ上发表的高水平研究论文。该研
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４月１１日　 据学校要闻报道，江苏省

教育厅办公室下发了《关于２０１６年度江苏
教育新闻工作情况的通报》，学校荣获
２０１６年度江苏教育新闻工作表扬单位。

４月１２日　 学校在体育馆召开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部署推进学校今后一个时期
的思想政治工作。校党委书记袁寿其做了
题为“坚定方向立德树人全面提升学
校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的工作报告，总结
回顾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成绩和经验，并
对学校今后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及重点任务进行了阐释；
要重点推进思想政治素质提升工程、师德
师风铸魂工程、以文育人工程、课堂教学
引领工程、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工程、阵地
建设巩固工程、党建工作创新工程、队伍
建设保障工程“八项工程”。会上，农业
装备工程学院党委等１０家单位被授予“江
苏大学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江苏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挂靠马克
思主义学院）正式成立，校党委书记袁寿
其为研究院授牌。校长颜晓红作总结讲话。
师生代表近４ ０００人参加了会议。
４月１２日　 学校发文成立农业装备学

部，统筹农业装备学科“双一流”建设，
试行新机制。
４月１３日　 镇江市委书记惠建林来到

江苏大学京江校区调研指导工作。校党委
书记袁寿其、副校长张济建，市领导郭建
等陪同调研。张济建副校长详细介绍了京
江校区规划布局及工程建设进度，学校将
在京江校区设置科研孵化基地，推动新校
区教育科研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４月１３日　 科技部基础司副司长郭志

伟一行来学校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考察调研。
４月１６日　 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

重点专项启动会暨国际合作交流会在学校
召开。学校副校长程晓农教授，日本名城
大学、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日本东海
大学、日本三重大学、东南大学、艾特克
控股集团及学校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程晓农副校长代表江苏大学在会上讲话，
本次合作不仅要做好项目研究工作，更重
要的是建立一个长效机制的合作平台。会
上明确了合作各方的职责和要求，就进一
步合作进行了热烈讨论，对联合申报“国
际联合研究中心”达成共识。
４月１７日　 学校要闻报道，江苏大学

与江苏环太集团联合申报的“太阳能级高
效多晶硅片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被国
家工信部批复立项，该项目为镇江市近年
来获得国家财政绿色发展类资金补助数额
最大的项目。项目总投资１１ ７９０万元。
４月１８日　 学校要闻报道，学校与高等

教育出版社（爱课程网）共同打造江苏大学
在线课程中心（网址：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ｉｃｏｕｒｓｅｓ．
ｃｎ ／ ｓｃｈｏｏｌ ／ ｕｊｓ）建成试运行。
４月１９日　 加纳库玛西技术大学校

长、瑞金特科技大学校长等４人访问学校。
校长颜晓红教授会见了来宾。双方就续签
合作协议、加强两校在留学生培养等方面
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４月２０日　 学校要闻报道，２０１６年度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正式公布（人
社部发〔２０１６〕１３６号），学校食品学院邹
小波教授、药学院徐希明教授入选２０１６年
度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４月２０日　 学校参加江苏高校服务企

业走出去发展对接会。学校副校长陈龙及
全省４１所大学的校长和１６家企业代表出
席会议。
４月２６日　 《光明日报》第６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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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们在成长‘灌浆期’加足阳光和
水分”为题，介绍了袁寿其对进一步加强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和思考。
４月３０日　 ８０余名来自四面八方、

奋战在水泵行业的历届流体机械及工程专
业校友返校聚会。

五月
５月２日　 学校要闻报道，第九届

“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第十二届中
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结果揭晓，
学校海外教育学院副院长王丽敏荣获第九
届“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入围奖，食品
学院本科生郭丽娜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大
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
５月４日　 学校要闻报道，江苏团省

委印发２０１６年度五四表彰文件。学校汽车
学院团委荣获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五四红旗
团委”称号；法学院法学１４０４团支部、食
品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１３０２团支部荣获
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五四红旗团支部”称
号；法学院陈昊淼、马克思主义学院吕宏
宇、电气学院朱云涛等３名同学荣获２０１６
年度“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５月４日　 学校要闻报道，校纪委六

项措施推进“打铁还需自身硬”专项行
动。校党委常委、校纪委书记高庆国对学
校“打铁还需自身硬”专项行动进行了全
面部署。
５月５日　 学校要闻报道，学校附属

医院独立完成首例“左心耳封堵手术”。
江苏省仅少数医院能够开展该类手术。
５月５日　 镇江市委书记惠建林来到

学校进行实地调研，参观了有关实验室，
听取了学校情况汇报，了解校地融合、政
产学研合作、科研成果转化、创新创业等
方面情况。学校党委书记袁寿其、校长颜
晓红陪同调研。校长颜晓红汇报了目前学

校高水平大学建设成效、服务镇江的相关
情况、学校关于“双一流”和江苏高水平
大学建设的思考，提出了携手实施“镇
江—江苏大学名城名校协同跃升工程”的
构想及恳请市委、市政府关心支持的几个
问题。惠建林书记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学
校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并针对学校提出
的“名城名校协同跃升工程”提出六点
要求。
５月５日　 学校派非洲代表、赞比亚

中国武术协会会长崔恒武博士在赞比亚首
都卢萨卡成功举办了“赞比亚国家武术队
训练中心落成典礼”暨“首届非洲杯中国
武术锦标赛”媒体发布会。该活动受到中
国驻赞比亚使馆、赞比亚体育部及在赞各
界华人华侨的大力支持。
５月１０日　 学校要闻报道，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会发布了《关于公布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第６１批面上资助获资助人员名
单的通知》，学校共获得５１项资助（其中
一等资助１０项），总数位居江苏省第１位，
全国高校排名第１１位。
５月１０日　 学校要闻报道，江苏省新

闻工作者协会公布了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报纸
优秀作品，学校吴奕、张明平的《高铁前
窗玻璃穿上“防弹衣”》荣获通讯类二等
奖；吴奕的《胰岛素坐上了口服“直通
车”》荣获消息类三等奖；吴奕、古瑾的
《食堂做义工换早餐送老人一群大学生展
开爱心接力》荣获消息类三等奖。
５月１０日　 学校召开了海绵校园建设

现场推进会，副校长张济建、镇江市海绵
城市建设指挥部胡坚副局长现场察看了学
校海绵校园建设施工情况。学校家属区直
供水、天然气、海绵体改造将于６月１５日
完工，玉带河项目将于８月１５日完工。张
济建副校长代表学校对安全文明施工、施
工进度和质量提出要求，强调海绵校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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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必须尊重现状有序更新，最大限度减少
对学校影响，让广大师生满意，并就玉带
河上拦水坝的位置及标高、五棵松大门东
侧景观布置、建设范围内既有构筑物的保
留修复、家属区管线施工协调等问题提出
具体要求。
５月１１日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ＣＣＴＶ －４）《走遍中国》栏目系列片《青
年先锋》专题报道了由学校团委和镇江市
委宣传部联合协助拍摄的《连环画追
梦记》。　
５月１２日至１４日　 ２０１７年第二届海

外高层次人才论坛在校举行，校党委书记
袁寿其致开幕辞，校长颜晓红主持，副校
长陈龙、纪委书记高庆国出席论坛开幕式。
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
国、德国、荷兰、日本、新加坡等２１个国
家（地区）的海外优秀博士、博士后、助
理教授等高层次人才共计７５人参会，其中
包括加拿大工程院院士Ｍｕｔｈｕｋｕｍａｒａｎ
Ｐａｃｋｉｒｉｓａｍｙ及马来西亚大学副校长、最年
轻的院士陈国银。截至目前，已有３４位海
外人才签署了工作协议，此外仍有２０余人
正在洽谈、办理签约事宜。
５月１３日　 “学创杯”２０１７全国大学

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江苏省省赛在校举行。
由学校李昕老师指导的学校代表队江大启
创团队在比赛中荣获一等奖。来自２１所高
校的５９支队伍参加了此次比赛。
５月１３日至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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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召开。
医学院院长许文荣教授作关于医学检验专
业发展的工作报告。
５月１４日　 学校法学学科建设推进会

暨首届法律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会在校举行。
５月１５日　 学校杰出校友、中国一拖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剡水一行６人来到

学校参观考察、洽谈校企合作。校长颜晓
红，副校长程晓农、陈龙等校领导会见了
赵剡水校友一行，在联合申报国家创新中
心、国家科技成果奖、合作共建研究院、
合作建设江苏大学农机展示馆、联合培养
“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等５个方面提出
了进一步与一拖集团深化合作的建议。赵
剡水校友就学校现代农业装备科研成果展
示及着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深化校企合作
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５月１６日　 巴基斯坦苏库尔工商管理

学院院长Ｎｉｓａｒ Ａｈｍａｄ Ｓｉｄｄｉｑｕｉ教授、教务
长Ｚａｈｉｄ Ｈｕｓａａｉｎ Ｋｈａｎｄ博士、电气学工程
系主任Ｆａｈｅｅｍ Ａｋｈｔｅｒ博士一行３人访问学
校。校长颜晓红教授会见了代表团。两校
在招收巴基斯坦留学生、本科生２ ＋ ２联合
培养、研究生１ ＋ １联合培养、教师交流、
共建孔子学院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共识。两
校领导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５月１６日　 颜晓红校长调研本科人才

培养体系建设工作。教务处赵玉涛处长就
拔尖人才、卓越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和国
际化人才培养思路、改革方向，以及教师
教学发展、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实施举措向
调研组做了汇报。梅强副校长简要介绍了
近几年教学条线的重点工作。调研组针对
学校本科人才培养和教学质量提升积极出
谋划策，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颜晓
红校长对学校本科人才培养工作表示充分
认可，并结合新形势提出四点要求。
５月１７日　 学校召开会议部署开展违

规吃喝问题专项整治“回头看”及危化品
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副校长程晓农对危化
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进行了部署，对当前
网络安全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校纪委
书记高庆国对违规吃喝问题专项整治“回
头看”工作进行了部署。
５月１８日　 ２０１７年全省普通高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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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南京召开，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莉新，省政府党
组成员、副省长张敬华等领导出席会议并
讲话。黄省长在讲话中先后两次提到“江
苏大学全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对学
校就业创业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颜晓红
校长以“实施‘三大工程’ ‘四大项目’
合力共促大学生就业创业层次提升”为题，
全面介绍了学校在大力推进大学生就业创
业工作中的创新理念和扎实举措。学校是
２所典型经验交流发言的高校之一。

５月１６日至１９日　 由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学生工作研究分会主办、中北大学承办
的“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
题研讨会暨学生工作研究分会第二次会员
代表大会”在山西太原举行，来自全国
１１０余所高校的３５０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大会选举了学生工作研究分会第二届理事
会，李洪波当选为副理事长，杨志春当选
为常务理事。会议期间，李洪波副校长应
邀在大会“书记、校长论坛”中做主题发
言———“以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为抓手
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会上江苏
大学有９位老师荣获２０１６年高校学生工作
优秀学术成果奖。
５月２０日　 主题为“约在江苏，共筑

梦想”的首届江苏发展大会在南京开幕，
１ ２００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江苏籍和在江苏
学习、工作过的各领域知名人士，以及获
得江苏荣誉公民、江苏友谊奖的外籍友人
等汇聚在这里，共叙乡情友谊，共话江苏
发展。学校党委书记袁寿其应邀参加大会，
并接受了相关媒体的采访，向社会传达了
江苏大学主动聚焦和融入国家战略，在强
化服务和提升贡献中开辟事业发展新空间
的特色经验和做法。面对《新华日报》记
者的专访，袁寿其说：“李强书记在讲话中

特别重视人才，而人才也是江苏历来的优
势，如何培养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创新人
才，是每一所高校都必须认真思考并作出
回答的现实课题。”他表示，高校在成果转
化、人才培养等方面主动服务地方经济，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作为江苏省委委员，
袁寿其还欣然为《新华日报》题词“八秩
风雨兼程，谱写兴国华章”，祝贺《新华
日报》创刊８０周年。采访中，袁寿其介绍
了江苏大学如何把传统优势化为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的典型经验
和具体做法，相关报道在交汇点刊发。
５月２２日　 学校要闻报道，荷兰莱顿

大学ＣＷＴＳ发布２０１７世界大学排行榜。学
校位居“荷兰莱顿大学２０１７全球大学排行
榜”中国大陆高校第４０名。全球共９０２所
大学上榜，中国高校有１５５所，包括中国
香港６ 所、中国澳门１ 所、中国台湾
１７所。

５月２３日　 学校组织收看全省教育系
统“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和“双抓双
促”大走访大落实工作推进视频会议。
５月２５日　 学校要闻报道，省教育厅

办公室公布了２０１６年度高校技术市场交易
统计结果。统计了２０１６年度全省９２所高
校开展“四技”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情况。学校
年度“四技”合同金额４ ５８１ １亿元，排
名第６ 位，合同金额较２０１５ 年度上升
８ ９％，排名比２０１６年上升一位。

５月２４日至２６日　 ２０１７年江苏省
“大学生创业教育指导与服务专题研修班”
在校举办。副校长李洪波出席开班典礼并
讲话，来自全省７９所高校的８４名创业教
育相关老师参加了研修班。副校长梅强为
全体学员做了题为“大学生创业教学课程
建设”的专题报告。
５月２５日　 以“投身创新争先，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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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聚一高’”为主题的２０１７年全国科技
工作者日、全国科技活动周暨江苏省第２９
届科普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宁举行。学校农
业装备工程学院毛罕平教授、药学院刘晗
青特聘教授被授予“江苏省创新争先奖
章”。副校长程晓农教授、土木工程与力学
学院骆英教授被授予“江苏省创新争先奖
状”。获奖人数列全省第一。
５月２７日　 澳门圣若瑟大学副校长杨

诚教授率３０余名师生访问学校。副校长陈
龙教授会见了代表团。双方希望以“江
苏—澳门葡语国家高等教育联盟（ＪＭＰ）”
为平台，推动两校在文学与教育领域的交
流互动。
５月２７日　 苏宁体育２０１７江苏省大学

生城市足球联赛决赛暨闭幕式在南京奥体
中心进行。学校获得苏宁体育２０１７江苏省
大学生城市足球联赛亚军。学校被评为最
佳赛区组织奖。

六月
６月１日至３日　 受科技部中国农村

技术开发中心支持，由江苏大学和南京工
业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四届食品物理加工
技术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工业大学召开。
科技部农村中心黄圣彪副主任、省科技厅
段雄副厅长、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院士
等出席了会议。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
等全国３０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８０
余名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共同探讨食品物
理加工技术的跨界发展。会议由学校食品
与生物工程学院马海乐教授主持，并希望
通过打造高端平台引领食品物理加工科技
创新发展。１７位专家做了精彩报告。
６月３日至５日　 由江苏大学、山东

大学共同主办，学校理学院承办的“２０１７
非线性分析与反应扩散方程国际研讨会”
举行。会前学校校长颜晓红教授看望了部

分专家，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平台，促进各
方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本次研讨会围绕非
线性分析、变分法与偏微分方程、微分方
程和反应扩散方程、哈密顿系统等为主题
展开学术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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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５日　 学校举行“江苏大学精神

解读”专题报告会，校长颜晓红教授作专
题报告。颜校长从五个方面对“江大精
神”进行了精辟的解读。还就如何弘扬
“江大精神”、如何践行“江大精神”及学
校将会采取什么举措来推进和落实“江大
精神”等问题与师生进行了现场互动。师
生代表近３００人参加了报告会。
６月７日　 由学校主办、江苏大学农

业装备工程学院、农业部植保工程重点实
验室、《农资与市场》杂志社和江苏省现
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
的“２０１７全国植保工程暨静电喷雾施药技
术发展论坛”在校召开。国务院参事、原
农业部副部长、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袁寿其研究员，全国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处长赵清研究员，
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局党组成员卓炜等领
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开幕式由江苏大
学农业装备学部执行主任毛罕平教授主持。
论坛从国际精准施药技术、零增长背景下
的植保机械发展、高效静电喷雾施药技术
与应用等方面做了交流。会后，刘坚部长
一行参观了学校校史馆，并现场题词“坚
持特色办学，创农业工程世界一流学科”。
随后参观农业装备工程学院实验室，现场
观看静电喷雾施药装备演示，近距离体验
高效静电喷雾施药装备的作业效果。本次
论坛前，江苏大学校长颜晓红教授就学校
事业发展概况向刘部长做了专题汇报。刘
部长在听取汇报、现场参观后，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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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校的建设成就，他指出江苏大学作为
我国农业机械学科领域的传统强校，长期
以来，为我国农业装备行业培养了大批的
优秀人才，在农业装备领域取得了丰硕的
科研成果，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农业装备行
业发展。在新的发展时期，江苏大学应紧
抓《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国家“双一流”建
设和江苏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等契机，进一
步发挥学校农业装备学科群的优势，为实
现我国农业装备转型升级做出更大的贡献。
新华网、《农民日报》、农林卫视、农资与
市场杂志社４家媒体、国内相关高校、科
研院所、国内农药制造企业、规模农业植
保合作社等代表共２００余人出席了会议。
６月７日　 受教育部委派的全国高校

创新创业总结宣传工作第７调研专家组来
到学校，就学校申报“全国创新创业典型
经验高校”的有关情况进行全面考察。江
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潘漫、省高校招生
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鲁学军陪同调研。
学校校长颜晓红，副校长施卫东、梅强、
李洪波出席调研活动。专家组听取了由李
洪波副校长代表学校做的题为“因势利导、
纵横有道，深化‘产品开发型、专业服务
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工作汇报，召
开了教师座谈会和学生座谈会，详细核查
数据、统计资料，对２０１６届创新创业学生
进行了抽样电话访谈，实地走访相关基地。
专家组充分肯定了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的成效，认为学校创新创业工作基础扎实、
工作思路清晰，尤其是“全员化、全程式
的双创素质育成体系” “层级化、递进式
的双创教育教学体系” “全链条、渐进式
的实践孵化体系” “交融性、协同式的双
创扶持体系”等日臻完善，走在兄弟院校
前列；指出学校“机制先导、教学主导、
培训指导、实践引导”四位一体的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和“纵向全链条的创新创业载

体建设、横向协同式的创新创业资源整合”
纵横有道的创新创业支持体系，都具有典
型示范效应。同时，也就应进一步强化创
新创业教育工作“以学生为主体”、进一
步推进创新创业实践“与专业深度融合”、
进一步提升创新创业工作示范推进的速度
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校长颜晓红表示
江苏大学将以此次教育部评估调研为工作
提升的良好契机，研究落实好专家组的反
馈意见和建议，继续深化“以学为中心”
“以教为主体”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更
好发挥学校创新创业工作的优势和特色。
６月８日　 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

库珀应邀来到学校为师生做了题为“特朗
普时代的美国经济及中国经济展望”的学
术报告。理查德·库珀还受聘为学校荣誉
教授，校长颜晓红教授为理查德·库珀教
授颁发聘书，佩戴校徽。报告中，理查
德·库珀围绕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特朗普经济学、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分析、
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近４０年
的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未来中国经济增
长放缓的６个根本原因、外国人眼中的中
国成功代价等问题做了讲解。双方就“一
带一路”的发展前景、中国共享经济的成
长、中国经济增长速率的战略性放缓、中
国可燃冰新能源的发现和经济价值等当前
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理查德·库珀表示，
特朗普近日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让世界大部分国家和人民感到失望，他希
望中国同其他加入《巴黎协定》的国家一
起坚持下去，为了全球的气候变化共同努
力。理查德·库珀还认为，中国正在推行
的“一带一路”，是一项非常好的举措，
可以让很多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合
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报告结
束后，校党委书记袁寿其等领导会见了理
查德·库珀教授，并与库珀教授进行了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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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交谈，就中美两国的教育差异进行了探
讨，表达了江苏大学走向国际化的美好
期望。
６月９日下午　 校园热点面对面系列

活动之“‘双抓双促’ 江大在行动”现
场访谈会在学校举行。本次访谈会是“校
园热点面对面”系列活动的开篇之作，校
党委书记袁寿其就学校“双抓双促”大走
访大落实活动，以及师生们普遍关注的现
实问题，与师生代表进行了现场交流，为
师生们释疑解惑，听取了师生们关于学校
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６月１０日　 团省委副书记司勇在团省

委高校工作部部长陈文娟的陪同下，莅临
学校指导共青团工作。副校长李洪波热情
接待了司勇一行。校团委书记王丽敏汇报
了学校共青团近几年的工作做法、取得的
实效及工作思考。司勇副书记充分肯定了
学校共青团工作，并对学校共青团工作提
出三点希望和要求。
６月１２日　 镇江市京口区副区长林黎

明、顾明华率领教育、科技、国土、规划
等条口单位负责人一行１０人来校开展校地
合作对接。学校副校长程晓农、张济建与
来宾进行了座谈。双方就深化科技与人才
互动合作，共同开发建设“ｅ创小镇”，共
建江苏大学网络与信息技术产业研究院、
江苏大学“双创”孵化基地，以及江苏大
学附属学校扩建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６月１２日　 学校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与德国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联合培
养的博士研究生张帆在德国凯泽斯劳滕工
业大学顺利通过博士学位答辩，并被授予
工学博士学位。Ｍüｌｌｅｒ教授为答辩主席，
Ｍａｒｔｉｎ Ｂｈｌｅ教授和学校党委书记袁寿其研
究员为答辩委员。
６月１３日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机关

党委书记左敦传一行７人来校走访调研。

副校长陈龙与来宾进行了会谈，建议进一
步加强警民共建，以学校为试点，在涉外
管理方面打造亮点特色，并表示将一如既
往配合公安机关加强对留学生教育管理工
作。市公安局就服务留学生出入境管理新
举措、管理上警校联动一体化、打击“三
非”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通报，就创新
方法警校联动、留学生合法就业等工作提
出了设想。双方就协助公安机关举办外警
培训、加强留学生动态管理、宗教信仰管
理、服务镇江市“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
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交流。
６月１４日至１５日　 学校承办全国教育

关工委创新工作案例交流会。教育部关工
委主任李卫红，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
育厅厅长葛道凯出席会议并讲话。江苏大
学关工委《“奇思妙想”点燃创新之火》
入选十佳创新案例。
６月１４日至１６日　 党委书记袁寿其研

究员率领流体中心组成的代表团应邀访问
了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双方在国际科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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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提出在两校原有成功合
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解，深化各层次
合作，在高层互访、校际联合实验室、本
科与硕士生双学位联合培养、申请中欧学
术交流基金等方面继续开展广泛的实质性
合作，共同推进两校的事业发展。最后，
袁寿其书记与Ｒｉｚｚｕｔｏ校长续签两校合作协
议。学校流体中心主任袁建平研究员和帕
多瓦大学工业工程学院院长Ｍａｓｓｉｍｏ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ｉ教授共同签署了学校流体中心与
帕多瓦大学工业工程学院在合作谅解备忘
录框架下具体的科研合作与人才交流协议。
６月１５日　 学校要闻报道，教育部高

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和中国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协会联合公布２０１６年专业认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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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化学工程与工艺、车辆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环境
工程和食品科学与工程６个专业顺利通过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过专业认证数创全
国数量之最。这６个专业是我国成为《华
盛顿协议》正式成员之后首批参加工程教
育教育专业认证的专业。
６月１６日　 学校要闻报道，校党委常

委、校纪委书记高庆国主持召开学校违规
吃喝问题专项整治“回头看”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通报前一阶段全校开展违规吃喝
问题专项整治“回头看”自查自纠工作情
况；学习了江苏省财政厅等五个部门《关
于开展公务接待情况专项督查的通知》精
神。确定３２个单位进行抽查，并对抽查工
作进行了布置安排。会议还对学校党委办
公室主持修订的《江苏大学关于严格和规
范国内公务接待工作的规定》进行了讨论。
６月１６日　 校长颜晓红率中国电子教

育学会高等教育分会部分领导一行５人调
研西藏大学，并做了专题学术报告。西藏
自治区教工委委员、西藏大学校长纪建洲
热情接待了颜校长一行，双方进行了友好
座谈。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推动共同快速发展。颜晓红校长做了题为
“地方综合性大学的高水平大学发展之路：
以江苏大学为例”的学术报告。
６月１６日　 江苏省教育厅委派２０１７年

全省就业创业工作督查组第十三组来校，
督查江苏大学及江苏大学京江学院２０１４年
至２０１７年的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学校副
校长李洪波出席督查活动，整体介绍了学
校近年来的办学发展情况及毕业生就业创
业工作成效；学生工作处处长杨道建、京
江学院党委书记陈志刚分别就江苏大学和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近三年的就业创业工作
进行了全面汇报。在全面、深入地考察之
后，督查组充分肯定了学校就业创业工作

的成效，认为学校就业创业工作基础扎实、
工作思路清晰，走在全省兄弟院校前列。
６月１９日　 学校要闻报道，国家留学

基金委（Ｃｈｉｎ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Ｃｏｕｎｃｉｌ，ＣＳＣ）
发布了《２０１７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
研究生项目》的资助名单，流体中心共有
顾延东、石磊、汤攀等９名研究生获得该
项目资助，资助金额达１６４万元。
６月１９日　 学校要闻报道，学校杰出

校友、福田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王桂民一行６人来校参观考察、开
展校地合作对接。校长颜晓红会见了王桂
民校友一行。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联
系深化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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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月２１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届毕业生毕

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校体育馆举行。
２０１７届１０ ２９０名毕业生完成学业。

６月２２日　 学校召开内部控制建设专
题会议，陈龙副校长出席会议并讲话。内
部控制建设工作小组和监督评价工作小组
成员认真讨论了《内部控制建设实施方
案》，就建设范围、建设方法和时间节点等
方面提出建议。
６月２２日　 学校举办江苏高水平大学

建设专题研讨会。来自省内、校内２０余名
专家学者参与研讨。校长颜晓红教授、副
校长张济建教授出席会议。江苏省社科联
副主席徐之顺、江苏教育评估院副院长杨
权海、江苏省教科院高教所所长宋旭峰、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建华、 《江苏高教》
主编邱梅生、江苏教育评估院办公室主任
洪港应邀与会。规划发展处处长符永宏教
授主持会议。颜校长指出，近年来江苏大
学紧紧围绕创建世界一流学科和建设江苏
省高水平大学的战略目标，始终坚持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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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作为学校发展的主要动力，各项事业呈
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特别是学校集聚
全体师生的智慧和力量，科学制定了“十
三五”事业发展规划，确定了新一轮发展
的奋斗目标和战略构想，并在高水平有特
色国际化方面形成了很好的发展思路和战
略举措。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和
《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的颁布实施，
使学校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内在条件和
阶段性要求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此次研讨
会的举办，恰逢其时、意义深远，必将有
力推动学校研究型大学建设内涵提升，促
进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迈上新台阶。与会
专家学者就江苏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现实
方位，江苏如何主动对接国家“双一流”
战略，围绕“两聚一高”，探索形成具有
江苏特色的实施方略、推进模式和考核标
准等热点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认为，
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应该既精准支持塔尖
大学，使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有高峰”，
同时也支持发展小而精、有专业特色的学
校“有顶点”。而且，高水平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要强调绩效导向、引入竞争、形
成激励约束机制、扶优扶强。在实施机制
上“放大招”，进一步突出江苏省高校的
特色，并充分激发高校争创一流办出特色
的动力与活力，有力促进江苏高校差别化
发展。张济建副校长指出，学校在国家
“双一流”与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中
应当通过研究引领，在人才培养、科研创
新、服务社会、文化传承等方面挖掘江大
特色和优势，立足江苏，加强资源整合，
创新制度，探索江大特色的高水平建设
之路。
６月２２日　 广东校友会向母校捐赠了

４台客车充电桩。广东校友会会长、深圳
铭利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陶诚校友，

广东校友会副会长、深圳首航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许韬校友，以及江苏大学副
校长程晓农、张济建出席了本次捐赠仪式。
作为捐赠方代表，许韬校友表示创业后一
直想为母校做点贡献，在得知母校在新能
源方面的需求后，第一时间通过广东校友
会表达了捐赠意愿，他希望更多的校友加
入进来，把母校建设得越来越好。
６月２３日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江苏

省知识产权局指导，江苏大学、中国专利
保护协会主办的第五届“三江知识产权国
际论坛”在江苏镇江举行。中国专利保护
协会秘书长马维野、镇江市副市长詹立风、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局长支苏平、学校校长
颜晓红等领导出席此次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本届论坛主题为“创新质量与知识产权新
供给”，本届论坛聚焦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
相关热点，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成功
经验，搭建了国内外同行沟通的平台，增
加了学术界和实务界专家之间的交流机会。
６月２３日　 加纳塔科腊迪理工大学副

校长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Ｏｋｕｍｉ Ａｎｄｏｈ教授、原校长
Ｊｏｈｎ Ｆｒａｎｋ Ｅｓｈｕｎ教授一行再次访问学校。
副校长陈龙会见了来宾，介绍了加纳留学
生在校学习的基本情况和该校所派教师在
校进修情况，希望以后推荐更多优秀留学
生来学校学习深造，愿意继续接受该校教
师来学校学习进修。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Ｏｋｕｍｉ
Ａｎｄｏｈ副校长表达了今后开展“２ ＋ ２”联
合办学的愿望。目前，江苏大学共有２８４
名加纳留学生，其中研究生约１９０人。
６月２３日　 “科学中国人２０１６年度

人物盛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学
校流体中心张德胜研究员荣获“科学中国
人２０１６年度人物”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诺
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
丁·查尔菲教授和原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
为其颁奖，全国共２３人获此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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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３日至２４日　 “跨界·融合—
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与人才培养机制改
革”———第四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
坛在驻马店市召开。教育部副部长孙尧、
教育部学校规划与建设中心主任陈峰、教
育部规划司副巡视员晁桂明、教育部学校
规划与建设中心首席专家牟延林等出席论
坛。江苏大学“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培养
产学联盟理事长、校长颜晓红在论坛作主
题发言。来自７个国家的６３位教育机构负
责人、大学校长和知名学者、３４家国内外
知名企业代表、１０５所国内高校的负责人
参加了本届论坛。在“融入全球创新
链———中英、中爱国际合作分论坛”高水
平大学合作分论坛上，校长颜晓红应邀代
表江苏大学做了题为“创新设计建平台、
极优路径育人才———江苏大学留学生培育
实践与探索”的报告，学校在提升来华留
学服务企业“走出去”能力上所做的努力
及取得的成绩引起参会代表的广泛关注和
充分肯定。会后新华社还围绕“一带一
路”国际人才培养产学联盟工作对颜晓红
校长进行了独家专访。
６月２６日　 《中国教育报》刊发文章

《最后一课是否“难为”》，报道学校在本
科教学质量名校建设的过程中倡导上好最
后一课，回归教育本身。
６月２６日　 由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协会仪器分委员会选派的专家一行７人莅
临学校，对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进行为期
３天的工程教育认证现场考查。学校校长
颜晓红、副校长梅强参加了见面会。专家
组对测控专业在基于ＯＢＥ理念的课程体系
设置、评价与持续改进机制、学生指导体
系和措施，以及专业教师对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的认识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同
时，也指出了学校和专业存在的一些不足
和需要关注的问题。

七月
７月１日　 学校要闻报道，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了《中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收录来源期
刊和收录集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目录》，学
校主办的《高校教育管理》和《江苏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分别入选ＣＳＳＣＩ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来源期刊和扩展版来源
期刊。
７月１日　 学校要闻报道，学校师生

在能源材料领域国际顶级期刊《先进能源
材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Ｆ ＝
１６ ７２１）上在线发表论文“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２Ｄα
Ｆｅ２Ｏ３ ／ ｇＣ３Ｎ４ ＺＳｃｈｅｍｅ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７，１７０００２５），
引起了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并成
为当月该杂志访问量最大的１０篇文章之
一。该论文是许晖副教授以共同通讯作者
与美国莱斯大学合作完成，江苏大学为该
论文的第一完成单位，博士生佘小杰为论
文的第一作者。该研究工作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计划资
助下完成。
７月３日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

在学校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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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座谈会。座谈
会围绕学校科研诚信相关规则和政策、学
校对学术论文的管理制度安排和奖惩措施、
学校科研项目申报和经费管理等方面展开。
７月４日　 省教育厅落实高校思政会

精神督查工作第六组来到学校，督查学校
及镇江市高校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情况。校党委书记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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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其向督查组汇报了江苏大学学习部署贯
彻落实全国全省思政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
做法，总结了学校近年思政工作成绩和不
足，对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政工作水平提出
了建议。
７月５日　 两年一届的产学研合作成

果展示洽谈会在南京开幕。省委书记李强、
代省长吴政隆发表了重要讲话。学校校长、
博士生导师颜晓红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参会，
学校流体中心、农业装备工程学院专家参
加了展示对接会。学校袁寿其书记团队的
“新型低能耗多功能节水灌溉装备”“百万
千瓦级核电站余热排出泵水力样机”、毛罕
平教授团队的“设施农业环境智能控制技
术”、李耀明教授团队的“高效能稻麦油
联合收割机”等国家级科研成果被推选参
展。许多企业现场表示了合作意向。
７月６日上午　 校领导班子“两学一

做”常态化制度化第一次专题研讨会召开，
与会领导围绕“旗帜鲜明讲政治”开展专
题讨论发言，会议由校党委书记袁寿其
主持。
７月１２日　 颜晓红校长在张济建副校

长陪同下先后到京江校区、海绵校园、文
华楼改造、青年教师周转公寓等在建工程
施工现场检查指导，并看望慰问仍旧坚守
基建岗位、抢抓工期的一线建设人员。
７月１４日至１５日　 学校选派流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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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江苏省专
家服务基层助力特色产业创新沛县行活动。
７月２１日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材料类

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
理分会主办，江苏大学、江苏省机械工程
学会热处理学会共同承办的２０１７ “丰东
杯”第三届中国大学生材料热处理创新创
业大赛总决赛在校举行。来自清华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等２４家高校、企业的３０支

代表队参加了本次总决赛。学校参赛的
《超高强度、服役寿命多元合金铸铁活塞
环》作品获特等奖；另一件作品
《Φ０ ８ｍｍＫＳＣ７２Ａ钢丝水浴淬火组织与性
能研究》获一等奖。
７月２２日　 由江苏大学和江苏省热处

理学会共同承办的第十二届中国热处理活
动周在学校开幕。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
机构、企业的专家、学者和学校师生代表
５００余人参会。会上举行了２０１７ “丰东杯”
第三届中国大学生材料热处理创新创业大
赛颁奖仪式和通过《热处理质量控制体
系》国家标准评审认证企业授牌仪式。安
排大会报告１０ 场，设立专题论坛报告
３５场。

７月２４ 日　 学校要闻报道，“内蒙
古·响沙湾”第十三届中国大学生沙滩排
球锦标赛圆满结束。学校男子沙排健儿黄
明发、黄圣宏两位选手组成的江苏大学代
表队以全胜战绩荣获第１３届中国大学生沙
滩排球锦标赛男子高水平组冠军。
７月２６日　 学校要闻报道，江苏省现

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发展规划
（２０１７年—２０２０年）论证会在校召开，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易中懿，江苏大学党
委书记、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主任袁寿其，江苏大学农业装备学部执
行主任、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常务副主任毛罕平，江苏大学重大科技
项目与成果办公室主任金玉成及协同中心
各研究方向负责人出席论证会，中心执行
主任毛罕平做了协同创新中心发展规划汇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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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未来４年的发展
规划，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中心发展规划。
７月２８日　 学校要闻报道，教育部公

布了“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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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单，学校入选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创新创
业典型经验高校５０强。学校是江苏省唯一
一所省属本科入选高校，这是学校继２０１５
年度荣获首批“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
业基地”之后，在创新创业工作方面获得
的又一国家级殊荣。学校先后获评了首批
“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地方
院校仅７所）、首批“江苏省大学生创业
教育示范校”、首批“江苏省大学生创业
示范基地”、首批“江苏省高校大学生就
业创业指导站”等殊荣。分管副校长李洪
波教授也以“大学生专业创业引导策略”
项目入选教育部思政“杰青”。
７月２８日　 由外交部、教育部、贵州

省政府主办，以“十年教育同携手‘一
带一路’谱新篇”为主题的第十届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州省贵阳市拉开帷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刘延东出席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开幕式由教育部
部长陈宝生主持。刘延东和宋赛·西潘敦
共同为“中国

!

东盟教育交流周永久会
址”揭牌。孙志刚、陈宝生为“一带一
路”人才培养校企联盟揭牌。

江苏大学“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培养
产学联盟理事长、校长颜晓红应邀参加本
届交流周开幕式，在以“凝聚共识、共享
创新———构建中国—东盟创新创业教育共
同体”为主题的“中国—东盟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校长论坛”中，颜晓红校长等发言
嘉宾围绕会议主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分享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经验，畅谈了
提高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做法，
表达了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的强烈愿望并联合签署了《中国—东盟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合作备忘录》，见证
“一带一路”国际教育协同创新中心揭牌
仪式，共同发起正式成立“中国—东盟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开幕式后，颜校长

又出席了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永久会
址举办的“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校企合作
对话会，与泰国王室席琳·荣颂亲王、中
国—东盟中心秘书长杨秀萍、中国国家发
改委丝路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心主任谢阳
军、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
宁宁、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执行总监程霁、
亚洲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合总会会长
王志民，以及中非泰达投资股份公司、碧
桂园集团、阿里巴巴集团、一拖集团、申
康机械有限公司、天禄眼镜电商公司代表
等交流国际人才培养经验做法，颜晓红校
长在对话会上还与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朱卫江签署《国际人才培养校企
合作谅解备忘录》。本次中国—东盟交流周
校企联盟活动是江苏大学“一带一路”国
际人才培养产学联盟工作成效示范性效应
的应用成果，在活动中，各联盟互为平台，
互相借鉴，学校“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培
养产学联盟提高了知名度，分享了工作经
验，为联盟单位提供了很好的高校资源和
企业需求对接机会，各自也建立了新的合
作伙伴关系，向全球知名学者及企业和行
业专家学习了先进的理念和举措，为学校
帮助企业“走出去”再一次指明了方向，
为共同搭建“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库再一
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７月３１日　 镇江市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高校园区建设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
挥赵玉华等领导一行，在学校张济建副校
长陪同下，对梦溪校区、中山校区和附属
医院老门诊楼进行了实地考察，就加快推
进学校新校区建设和校区置换交换了意见。

八月
８月３日　 学校要闻报道，经专家评

审，教育部对学校申报的机械工程（流体
机械及工程方向） “一带一路”国际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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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项目予以支持立项。同意委托学校承担
“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国际学
生培养工作。至此，学校成功取得“丝绸
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国际学生招收
资格。成为国家首批“丝绸之路”中国政
府奖学金项目委托培养院校。
８月３日　 由江苏大学组织，车载信

息服务应用产业联盟牵头，江苏大学、同
济大学、中国兵器工业集团２０１所的近３０
名专家组成调研工作组对中国（兴化）粮
食生产功能示范区无人农机系统建设方案
进行调研。学校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流体
机械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电气信息工程
学院、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
与通信工程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等
的１２位专家参加本次调研活动。
８月９日至１１日　 以“节能减排、绿

色能源”为主题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
的第十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
科技竞赛决赛在华北电力大学举行。校党
委书记袁寿其教授带领有关部门及参赛学
生参加了决赛。学校共获得特等奖１项、
一等奖１项、三等奖８项，学校获得优秀
组织奖。
８月１１日　 颜晓红校长、梅强副校长

在校办、教务处主要负责同志的陪同下，
对学校暑期学科竞赛的组织工作进行了实
地考察和调研，并亲切看望了在高温下备
战２０１７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和第十五届“挑战
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学生
及指导教师。
８月１１日至１２日　 中国机械工业教育

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学
校党委书记袁寿其教授当选为中国机械工
业教育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８月１７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公布了２０１７年集中受理期申报项目的评审

结果。学校共获资助项目１６８项，立项数
全国排名第４４位。
８月１８日　 第五届中日韩暑期创新工

程设计国际化项目在学校开幕。韩国国立
首尔大学、群山国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江苏大学等国内外１３所高校的１０６名学生
参加，３０余名国内外教授组成了强大的全
英文国际化教学团队。
８月２３日　 学校要闻报道，２０１７年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结果揭晓，学校药学
院徐希明院长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联合
申请的“３Ｄ仿生打印定位、梯度、长效释
药系统及其修复脊髓损伤研究”成功获批
国家自然基金重点国际合作项目，实现了
学校医药板块国家级重点项目零的突破。
８月２８日　 第一批ＣＣＮ国际预科中心

３０名俄罗斯籍学生顺利抵达学校，他们将
在学校ＣＣＮ国际预科中心进行为期１年的
预科学习。
８月２９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

专家组在北京对以江苏大学为依托单位建
设的“机械工业离心泵重点实验室”运行
情况进行了考核评估。专家组一致同意考
核评估成绩评定为“优秀”。

九月
９月１日至２日　 江苏大学四届一次教

职工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审议
通过了校长工作报告和工会工作报告，听
取了财务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告和工会
经费审查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工会委
员会、教代会执委会和工会经费审查委员
会委员；表决通过了第四届教代会提案委、
青工委、女工委、福利委、大病医疗互助
基金管理委员会、住房民主管理委员会委
员名单和《团结带领全校教职工全面深
化改革深入推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
决议。会议期间还分别召开了新一届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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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全体委员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工
会主席、常务副主席，以及各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秘书长等。
９月２日　 学校要闻报道，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公布了２０１７年度与泰国国家研
究理事会合作研究的批准项目，学校能源
与动力工程学院王军锋教授主持申报的
“基于过程强化的高品位生物燃料制备与应
用基础研究”成为本年度成功获批的４个
项目之一，直接研究经费２００万元。
９月４日　 学校要闻报道，校党委书

记袁寿其教授带领学校专家、教授一行，
对青海省门源县的教育卫生各方面事业进
行了考察和共建帮扶，洽谈校地合作发展，
双方就农牧产品深加工、设施农业建设及
农业机械化、精细化等方面产学研合作达
成了一致意见，将进一步落实和签订协议。
此次活动受到了光明网、中青网、西部计
划网、视觉江苏网、门源电视台等媒体的
报道。
９月５日　 学校要闻报道，学校能源

研究院师生在国际权威期刊《先进功能材
料》（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６
年影响因子为１２ １２４）上发表最新科研成
果《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Ｃ３Ｎ４ ３Ｄｈｙ
ｄｒｏｇｅ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ｏｎｉｃ Ｌｉｑｕｉ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Ｇｅｌａ
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Ｇａｓ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且入选为内封面论文。
该成果是与美国莱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合作完成，江苏大学为该论文的第一完成
单位，许晖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颜佳博
士为论文的第一作者。
９月６日上午　 党委书记袁寿其、校

长颜晓红一行专程赴宁看望学校退休老教
师、我国著名农业工程学家、教育家、农
业机械学科奠基人高良润先生，向高良润
先生致以教师节的问候。交谈中，袁寿其、
颜晓红向高良润先生简要汇报了学校近期

的发展状况。高良润先生向学校领导表达
了自己对江苏大学的关注，高度评价了学
校“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
学的办学定位，表达了对学校师生员工的
祝福。２０１７年恰逢高良润先生百岁生日，
袁寿其、颜晓红还代表学校向高良润先生
赠送了精心制作的人像摆件，并用“期颐
德昭”四字高度礼赞高良润先生爱国敬业、
严谨笃学、为人师表、志存高远的高尚品
德，共同祝贺其百岁生日。
９月８日　 由学校财经学院承办的

“中韩首届博士论坛”在镇江开幕。副校
长张济建、韩国建国大学商经学院院长金
振郁、亚洲未来学会会长李玑成、财经学
院院长孔玉生等出席论坛。双方就学生交
换交流及教师交流互访等进行了深入的讨
论与协商，希望由此开展更广泛的交流与
合作。
９月８日至１０日　 学校共接待新生

１１ ５４５人，其中本科生８ ５１７人（含京江
学院２ ７０６人），硕士研究生２ ８４９人，博
士生１７９人。校长颜晓红、副校长李洪波
走访了各校区报到点和火车站接待点，深
入学生宿舍看望新生、工作人员和学生志
愿者。学校还准备了６００份爱心助学礼包
发放给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为他们送上来
自江苏大学的第一份关怀。
９月１０日　 颜晓红校长在校办、人事

处等部门领导的陪同下，赴相关实验室看
望并慰问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徐希明教授、国家“优青”获得者由天艳
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邹小波教授
等学校高端人才代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
敬意与节日的问候，并亲切询问了教师代
表在工作生活中的困难，以及对于学校人
才事业发展的意见与建议，要求有关部门
共同关心关注广大教职员工的工作生活、
切实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营造良好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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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科研和生活环境。颜校长对三位教师
代表在学校事业发展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给
予了充分肯定，对他们长期奋斗在教育第
一线、坚持教书育人事业的辛勤劳动表达
了诚挚谢意，勉励他们充分发挥学术带头
人作用，形成更多科研成果，培育优秀传
承者。
９月１１日　 格拉茨大学常务副校长

Ｍａｒｔｉｎ Ｐｏｌａｓｃｈｅｋ率副校长Ｐｅｔｅｒ Ｒｉｅｄｌｅｒ和
孔子学院院长Ｃｈｅｎ Ｗａｎｊｉｅ访问学校。校长
颜晓红会见了来宾，就加强江苏大学与格
拉茨大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进行会谈。双
方希望能以格拉茨大学孔子学院为平台，
进一步拓展在招聘海外人才、共建联合研
究基地、推动多边合作与交流等方面的合
作，充分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协助推进
两校的交流与合作。
９月１２日　 江苏大学２０１７级研究生入

学教育大会在校举行。２０１７级２ ０００余名
研究生参加了教育活动。大会由党委研究
生工作部部长沈晨主持。
９月１２日　 学校与格拉茨大学共建的

孔子学院２０１７年理事会会议在学校召开。
格拉茨大学常务副校长Ｍａｒｔｉｎ ＰＡＬＡＳＣＨＥＫ
（理事长）、江苏大学副校长陈龙（副理事
长）、格拉茨大学副校长Ｐｅｔｅｒ ＲＩＥＤＬＥＲ
（理事）、江苏大学国际处处长李仲兴（理
事）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格拉茨大学孔
子学院２０１６年工作报告和２０１７年行动计
划，审议通过了《格拉茨大学孔子学院的
“战略—计划—组织—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理事会结束后，双方还就中德语
言文化中心、中欧创新与合作中心等具体
事宜召开专题会议。
９月１４日　 学校召开思想政治工作

“八项工程”推进会，研究进一步贯彻落
实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推进思想
政治工作“八项工程”的落实。

９月１５日　 由江苏省教育厅主办，南
京艺术学院、江苏大学和泰州学院承办的
第三届“时代风华———江苏省高校美术作
品展”江苏大学展在镇江市城市山林美术
馆展出，学校有３６件作品入选，其中８幅
作品获优秀奖（最高奖），学校获组委会
优秀组织奖。
９月１５日至１７日　 由中国机械工程学

会摩擦学分会（ＣＴＩ）和日本摩擦学会
（ＪＡＳＴ）共同主办，江苏大学、常州大学、
常州光洋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第８届中日
摩擦学高端论坛（８ｔ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在镇江举行。中国科学院宁波
材料研究所薛群基院士、中国机械工程学
会摩擦学分会理事长葛世荣教授、清华大
学及东京农工大学等单位的３０余名摩擦学
领域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９月１６日　 学校举行２０１７级新生开学

典礼。
９月１６日　 留学中国海外预科教育联

盟（ＣＣＮ）会长于书诚、沃国成秘书长等
一行３人来校检查“江苏大学ＣＣＮ国际预
科中心”开学工作，颜晓红校长会见了检
查组成员。于书诚会长充分肯定了江苏大
学ＣＣＮ国际预科中心的开学工作的同时，
也就预科中心师资配备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９月１６日至１８日　 第三届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在西安举行。学校选拔的创新创业项目
“激光微智造关键技术及系列装备”获全
国银奖（全国金奖４３个、银奖１２３个），
获奖比例约三千分之一。中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目前全球参
赛规模最大、竞争最为激烈的创新创业赛
事。本届大赛共吸引了２ ２４１所高校参赛，
团队报名项目３７ 万个、参与学生１５０
万人。
９月１７日　 学校要闻报道，中华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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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十九次全国心血管年会在山西省太原
举行，大会期间，由美国心脏协会
（ＡＨＡ）和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ＣＳＣ）合作开展的“中国心血管疾病医疗
质量改善项目（ＣＣＣ项目）”进行了２０１７
年度总结表彰。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
继２０１６年获奖后再次蝉联“急性冠脉综合
征医疗质量金奖”，并同时获“急性冠脉
综合征医疗质量持续优秀奖” “心房颤动
医疗质量进步奖”两项大奖，是全国唯一
一家包揽此次“中国心血管疾病医疗质量
改善项目”全部三项医疗质量技术大奖的
单位。
９月１８日　 加拿大湖首大学副教务长

Ｊａｍｅｓ Ａｌｄｒｉｄｇｅ、学校加拿大校友会会长薛
永立、加拿大国际学院院长陈耀彬博士访
问学校。校长颜晓红教授会见了来宾。双
方就学生交换、联合培养等项目进行了详
谈，拟在计算机、数学、艺术、工程学、
管理、环境等学科领域开展多层次、多模
式的交流合作。
９月１８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

专家对江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承担的
“机械工业新能源车辆驱动电机与控制重点
实验室”建设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验收
专家组一致同意该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
９月１８日至２０日　 由中国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协会选派的专家一行５人来到学校，
对“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进行为期
３天的工程教育认证现场考查。颜晓红校
长、梅强副校长出席见面会，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杨娟教授代表专业对自
评报告进行了补充汇报。反馈会上，专家
组组长陈关龙教授对现场考查详细情况进
行了通报，高度评价了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专业的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同时，也
指出了专业在建设中存在的需持续改进的
问题。

９月１９日　 学校要闻报道，省教育厅
下达了《关于公布２０１７年江苏省教学成果
奖获奖项目的通知》（苏教人

"

２０１７
#

１５
号），学校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３项、二等
奖８项，获奖数量仅次于南京大学、东南
大学，位居省内高校第三、省属高校第一。
特等奖为程晓农教授主持的《金属材料工
程“全素质链”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
践》，一等奖的三项成果分别为袁寿其教授
主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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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余
庆教授主持的《跨学科工程创新能力国际
联合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和文学舟教
授主持的《“一心两翼三融合”工商管理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９月２１日　 教育部来华留学招生和管

理专项督查专家组莅临学校，对国际学生
招生和管理工作进行专项督查。督查组专
家重点就留学招生入学门槛、中介合作、
入学审查、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留学生教
育评估体系建设等方面与参会人员、部分
留学生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交流。督查组
充分肯定了学校国际学生招生及管理工作，
高度评价了学校在建立国际学生招生和管
理工作制度体系等方面开展的有益探索和
取得的成绩，希望继续加强管理，强化规
范意识，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将
国际学生教育培养工作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９月２１日至２３日　 两年一度的欧亚经

济论坛在西安开幕。２０１７年的主题是“共
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对接”，国务
院副总理汪洋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尼泊尔议长昂萨莉、阿富汗议会下院议长
易卜拉希米、全国政协副主席欧亚经济论
坛组委会名誉主任陈元等４ ０００名嘉宾参
会。江苏大学“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培养
产学联盟理事长、校长颜晓红应主办单位
商请，率团出席了欧亚经济论坛并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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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动。颜晓红校长主持了“新技术革
命下高等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
论坛，并在“‘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培
养机制与模式创新”分论坛作了题为“江
苏大学国际化办学的探索与成果”的主题
报告。
９月２２日　 学校要闻报道，２０１７年全

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评审在西安交通大
学举行。江苏大学获得１项国家一等奖、１
项国家二等奖；４项省一等奖、４项省二等
奖。竞赛成绩继续保持省内高校前列。今
年共有来自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的１ ０６６所高校、１４ ４０６支队伍、４３ ２１８名
学生报名参赛。
９月２２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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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
部等单位主办，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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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位国
内知名专家、教授做了大会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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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会
特邀报告。专家学者围绕水力机械学科的
发展战略，就水力机械内部流体动力学问
题、空化与磨蚀、优化设计、水力机械系
统过渡过程及其控制等问题开展了激烈
讨论。
９月２３日　 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

型经验高校座谈会在西安召开。学校被教
育部正式授牌为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
校。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林蕙青出席
会议并讲话。学校副校长李洪波、学工处
处长杨道建参加会议并接受教育部领导颁
发荣誉牌匾。２０１７年度５０所全国创新创
业典型经验高校中江苏大学是江苏省唯一
一所省属本科高校。

９月２４日　 第五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
赛在长春落下帷幕，学校附属医院代表江
苏省医院参加此届全国比赛，获二等奖。
９月２５日　 学校要闻报道，中央军委

装备发展部２０１７年重大专项项目已完成择
优评审工作，学校电气信息工程学院赵文
祥教授主持申报的“高效轻质电机装置技
术”项目入围。
９月２５日　 深圳奋达科技董事长、

ＣＥＯ、学校铸造８２级校友肖奋，向母校
捐赠１ ０００万元，设立“江苏大学奋达教
育发展基金”。他表示，本次的捐赠款将
重点支持学校“高端、青年、国际化”
的人才培养战略。设立的基金主要用于奖
励江苏大学青年英才培养和优秀学生海外
留学。
９月２６日　 农业部植保工程重点实验

室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暨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工作会议在镇江召开，新疆农垦科学院陈
学庚院士、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所长陈巧敏研究员、江苏大学副校长程晓
农教授、农业部现代农业装备学科群代表
秦维彩博士等３０余人出席了会议。陈学庚
院士充分肯定了实验室建设任务规划和建
设进展，对江苏大学植保工程学科优势、
“十二五”建设成绩、人才梯队建设和科
研特色给予了高度评价。
９月２７日下午　 江苏大学研究生“三

江讲坛”在学校举行，校党委书记、博士
生导师袁寿其教授受邀为２０１７级全体研究
生作“研究生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专题
报告。
９月２９日　 ２０１７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颁奖仪式，由学校选
推的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农业
部西部研究中心研究员潘忠礼博士荣获
２０１７年中国政府友谊奖，国务院副总理马
凯为获奖者颁发了奖章和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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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１０月２日至９日　 学校代表团一行４

人应邀赴奥地利格拉兹大学和德国安贝格
威登应用科技大学交流访问，在进一步拓
展合作领域，推进本科生、研究生互换、
博士联合培养和扩大语言文化交流等方面
取得共识；代表团还现场开展了海外高层
次人才招聘工作。１０月３日，代表团赴格
拉兹大学，双方就合作申请ＥＲＡＳＭＵＳ项
目、选派德语系硕士毕业生到江苏大学任
教，学校组织学生、教师赴格拉兹大学进
行短期德语培训等内容达成一致；此外，
对于加强学生互换、推动管理、环境等领
域的博士、博士后培养及两校学术期刊的
交流与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１０月６日，
代表团应邀来到德国安贝格—威登应用科
技大学访问，双方就博士联合培养和本科
生交换项目达成共识；双方商定明年年初
学校选派汉语教师赴德进行短期汉语培训；
双方一致同意未来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和
合作范围，将目前与汽车学院开展的科研
合作和学生互换，进一步扩展至机械学院、
环境学院等相关单位的交流和合作。
１０月６日上午　 学校１ ０００余名８７

届、９７届校友返回母校，参加毕业３０ ／ ２０
周年纪念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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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８７届校友捐
赠母校价值１０万元的文化纪念品，８名企
业家校友受聘为学校创新创业学校的“创
业导师”，还有不少班级现场认养纪念树等
等，校友们纷纷以各种形式回报母校的培
养，激励在校大学生奋发进取。
１０月９日　 学校要闻报道，从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获悉，学校化学化工学院
毛宝东研究员获批２０１７年度人社部高层次
留学人才回国资助项目，这是学校首次入

选该项目，也是江苏省今年唯一入选的
项目。
１０月９日　 学校召开临床医学专业认

证暨学科建设工作推进会。颜晓红校长在
讲话中指出，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和临床医
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申报对学校综合实力
的提升十分重要。希望各附属医院全力配
合，要求教务处、医学院近期组织好校外
专家对学校进行模拟认证。
１０月１０日　 学校要闻报道，“最好大

学网”根据Ｓｃｏｐｕｓ提供的数据，正式公布
２０１７中国顶尖成果（高被引论文）百强高
校。学校位居全国第５０名。此次江苏省进
入中国高被引论文百强高校共１５家，学校
名列省内第６名。
１０月１０日　 江苏省高校后勤安全工

作检查组对学校的后勤安全工作进行了检
查。张济建副校长向专家组介绍了学校概
况和后勤安全工作。学校后勤党委书记朱
思银代表学校向检查组汇报了学校后勤安
全工作的具体做法。反馈会上，检查组肯
定了学校在后勤安全工作方面所做出的努
力和取得的成绩，并中肯地指出了检查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改进意见
和建议。
１０月１４日至２１日　 校长颜晓红教授

应邀率领材料学院院长乔冠军教授、机械
学院院长任旭东教授、国际处副处长黄婷、
电气学院高效能电机系统与智能控制研究
院副院长赵文祥教授访问了法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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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工程师教育已有两百年历史，教学质量、
理念世界领先，校企合作水平一流。ＥＳＴＩＡ
工程师学院成立于１８８５年，在法国２３０个
工程师学院中列第２０位。该学院院长Ｐａｔｘｉ
Ｅｌｉｓｓａｌｄｅ教授、副院长Ｘａｖｉｅｒ Ｆｉｓｈｃｅｒ教授、
巴约纳市工商联主席Ａｎｄｒｅ Ｒｒｅｔａ先生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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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代表团，签署了《江苏大学与ＥＳＴＩＡ
工程师学院学生交换协议》，达成了如下合
作意向：学校将通过ＥＳＴＩＡ工程师学院加
强与法国高等教育行业的合作，在共建中
法工程师联合培养班的基础上，进一步通
过２４小时创新大赛、工程师寒假研习营等
拓展学生交流学习的形式，加大与法国综
合性大学在联合培养博士、招聘外籍博士
后方面的工作力度。学校与英国高校的合
作历史悠久，代表团此次赴英，是为了进
一步拓展学校与英国高校在科研合作、教
师互访、学生交流、海外人才（外籍博士
后）招聘等方面的工作。访问中国驻英国
大使馆教育处期间，学校进一步了解了英
国高等教育基本情况和两国交流工作，今
后将在教育处的帮助下，拓展与英国（尤
其是苏格兰、威尔士地区）名校的合作，
并通过大使馆的平台招聘更多海外英才。
德比大学创始于１８５１年，是英国排名前５０
的综合性大学。该校校长Ｋａｔｈ Ｍｉｔｃｈａｌｌ教
授、副校长Ｗａｒｒｅｎ Ｍａｎｎｉｎｇ教授、副校长
Ｎｉｋｏｓ Ａｎｔｏｎｏｐｏｕｌｏｓ教授、工程技术学部副
部长Ｌｏｕｉｓｅ Ｐｉｇｄｅｎ，以及电子、计算机和
数学学院院长刘路教授等与代表团进行了
交流，签署了《江苏大学和德比大学关于
共建国际联合重点实验室的谅解备忘录》。
在两校已有合作基础上，该联合实验室聚
焦智能网联与交通大数据领域，整合学校
在智能汽车、车辆网信息安全技术和德比
大学在信息材料、大数据技术方面的学科
优势及研究基础，促进两校在国际学术合
作、研究生联合培养、共同举办国际会议
等方面的合作。会谈后，代表团还与德比
大学１０多名博士进行了交流，宣传了学校
海外人才招聘政策，欢迎更多杰出人才加
盟学校建设事业。克兰菲尔德大学是英国
唯一一所只培养硕士和博士的顶尖研究型
大学，凭借世界级的教学科研、一流的设

施及与企业的良好合作关系享誉全球。该
校校长Ｐｅｔｅｒ Ｇｒｅｇｓｏｎ教授、爵士，副校长
Ｓｉｍｏｎ Ｐｏｌｌａｒｄ教授，制造系、生物能源与
资源管理系、材料结构系、焊接工程与激
光加工系等部门负责人与代表团进行了座
谈，签署了《江苏大学与克兰菲尔德大学
学术与科研合作谅解备忘录》，就工程领域
国际科研合作、研究生联合培养等达成了
合作意向。
１０月１５日　 由学校管理学院主办的

２０１７年首届中国留韩学者经济与管理学术
研讨会在校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创
新与可持续发展”。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
学、暨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日本立命
馆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等２６０余名
代表参会。学校管理学院院长杜建国教授
主持开幕式。
１０月１７日　 校党委书记、博士生导

师袁寿其教授为全体学生工作人员作“坚
持立德树人，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
知心朋友”专题报告。全体专兼职辅导员、
学工处、党委研工部、团委工作人员、学
业导师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由学生工作
处处长杨道建主持。
１０月１８日　 泰国职业教育委员会代

表团一行２２人访问学校，就泰国学生来学
校留学、为泰方学校教师进行师资培训等
事宜交流会谈。双方就学术交流、师资培
训、来华留学深造等合作事宜进行交流并
达成了初步共识。
１０月１８日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学校
师生员工通过电视、网络和广播等多种途
径收看收听开幕会盛况，认真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大会
报告。
１０月１９日至２１日　 由中国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协会选派的专家一行６人莅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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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进行为期３天的
工程教育认证现场考查。程晓农副校长、
梅强副校长出席见面会。在认证反馈会上，
专家组组长易健宏教授对现场考查情况进
行了通报，详细反馈了每个标准项的达成
情况，对相关标准项的持续改进和关注方
面也做出了说明。
１０月２１日至２３日　 由江苏大学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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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高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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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校领导、专家学者
和学校创新创业学院、管理学院２００余位
本校师生参加了论坛。校长颜晓红致欢迎
辞。大会围绕创新人才培养、创新创业教
育课程体系等开展了专题研讨，学校副校
长梅强以“因势利导、纵横有道———江苏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与支持体系”为题向与
会师生分享了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
支持体系的主要内容。报告会后，学校校
长颜晓红向下一届举办单位台湾云林科技
大学校长杨能舒移交了联盟旗帜。
１０月２３日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丁晓

东副主任在江苏省教育厅俞向东副处长的
陪同下，带领上海大学、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中医
药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体育学院及
上海市教委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来校调
研“双一流”建设、学科发展、地方高校
的投入与建设、２０１１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及
产学研孵化与转化等工作，校党委书记袁
寿其、副校长程晓农在会议中心会见了
来宾。
１０月２３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

布了２０１７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人员
名单，学校李红研究员、邹小波教授入选，

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
誉称号。
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７日　 第２４届三国三校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三重大学举行，本
次研讨会的主题是“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Ｌｏｃａｌ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校学生工作处处长杨道建研究
员率领江苏大学代表团一行２４人参加了本
次研讨会。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泰国等５个国家１０所高校的１２０
余名代表参会。会议期间，杨道建处长与
参会高校就学生交流、教师互访进行洽谈，
并达成初步共识。学校代表团获得“最佳
口头汇报奖”和“最佳墙报奖”。学校外
国语学院冯瑞贞副教授应邀作“２１世纪中
国儿童文学翻译综述：现状与展望”的主
题报告，能动学院赵斌娟教授做了“液压
机械气蚀：现状与展望”的报告。
１０月２５日　 深化全省教育体制机制

改革高校调研座谈会在学校召开。省教育
厅副厅长洪流，省发改委社会发展处、省
人社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及教育厅相关
处室领导出席会议。调研座谈会由洪流副
厅长主持。会上，颜晓红校长代表学校做
了经验交流。与会各学校领导围绕立德树
人、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学科
建设、科研体制及高水平大学建设等方面
的改革做了经验交流，并提出了具体意见
和建议。
１０月２５日　 学校财务管理及内控建

设工作推进会在校召开。副校长陈龙、省
教育会计学会常务副会长、省教育厅财务
处处长周亚君出席会议。各单位分管财务
和内控建设的处级领导、内控建设联络员，
财务处等相关职能处室全体人员及二级核
算单位财务人员２００多人参加了会议。会
议由财务处处长嵇康义主持。周亚君处长
做了题为“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高
校财务工作”的专题报告。嵇康义处长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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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了财务处结合审计问题整改正在进行和
即将开展的工作，就往来款清理、专项资
金管理、科研经费管理、公务卡管理和内
控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陈龙副校
长最后做了总结讲话。
１０月２５日　 ２０１７年江苏大学留学生

开学典礼暨奖学金颁奖典礼在校举行。现
有在校留学生人数已超过１ ７００人，生源
遍布五大洲的１００多个国家，其中２０１７年
新增国家１０个，并有４０７名学生分别来自
于２８个“一带一路”国家。
１０月２７日　 学校第一次妇女代表大

会召开，校党委书记袁寿其，校党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金丽馥，海外教育学院院长、
妇委会主任高静，镇江市妇联主席张宜英，
镇江市妇联副主席郑迎伟等出席会议，副
校长缪子梅主持会议。近１５０名妇女代表
参加了会议。校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部
长金丽馥向大会作筹备工作报告。海外教
育学院院长、妇委会主任高静向大会作
“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开创学校妇女工作
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大会经过投票选举
产生江苏大学第一届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
会。高静当选江苏大学首届妇联主席，林
新荣、王丽敏、许湘琴、葛慧敏为副主席。
１０月２７日　 由学校承办的２０１７年全

国交通运输工程领域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工作研讨会在学校举行。来自全国４０
余所高校和科研院的７０多位专家和代表参
加了本次研讨会。
１０月２８日　 由中国数学会主办的

２０１７年第九届全国高校大学生数学竞赛
（江苏赛区）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学校
学生荣获数学专业组一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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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２８日至２９日　 ２０１７ （第二届）

全国高等院校项目管理大赛在北方工业大
学举办。７３支代表队的２９２名选手参加了
决赛。学校管理学院选派了２个研究生团
队和１个本科生团队共１２名选手参与了大
赛角逐，由管理学院储佳娜、陆淑娴、赵
荧梅、顾文灏组成的研究生队荣获大赛研
究生组团队特等奖，由管理学院赵斗艳、
赵梦、史、杨轩组成的本科生队荣获大
赛本科生组团队特等奖，常悦、姚孟婷、
严敏宇、顾加慧组成的本科生队荣获大赛
本科生组团队二等奖。１０名选手分获１项
个人特等奖、２项个人一等奖、４项个人二
等奖及３项个人三等奖。指导老师屠文娟、
刘昌年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学校获优秀
组织奖。
１０月３０日　 学校举行本科教学督导

换届聘任大会。
１０月３０日至１１月１日　 学校图书馆

承办的２０１７华夏阅读论坛暨书评馆员培训
与全民阅读立法促进研讨会召开。来自全
国各级各类图书馆的近３００人参加会议。
开展了书评征集活动及书偶创意赛；分享
了阅读推广及校园文化建设的成果和经验；
探讨了全民阅读立法与图书馆阅读推广工
作之间的关系；交流了各级各类图书馆在
推进全民阅读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新方法、
新思路和新案例。
１０月３１日　 学校要闻报道， “十三

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水资源高效开发
利用”重点专项“海水淡化泵与能量回收
一体机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
（２０１７ＹＦＣ０４０４２００）”的项目实施方案专家
评审会与启动会在天津举行。学校科技处
处长李红研究员应邀参加了启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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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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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总经费１ ７６９万元，其中国拨专项经费
４６９万元。

１０月３１日　 校纪委、校党委组织部
组织新提职处级领导干部、人财物相关管
理部门的科级领导干部７０余人到镇江市经
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
育活动。
１０月３１日　 镇江市人大常委会与江

苏大学合作共建的“江苏大学卓越法律人
才培养工作站与镇江市立法研究中心”签
字仪式在校举行。校长颜晓红与镇江市人
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洪水共同为“江苏
大学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工作站”与“镇江
市地方立法研究中心”揭牌。副校长缪子
梅与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琳代表双
方签订了合作协议。
１０月３１日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副

校长Ｌｉｚ Ｇｒｏｂｓｍｉｔｈ一行２人访问学校。副
校长陈龙教授会见了来宾。访问期间，Ｌｉｚ
Ｇｒｏｂｓｍｉｔｈ副校长为车辆工程专业项目班学
生做了题为“如何让大学教育受益终生”
的讲座，并和学生们进行了交流座谈。
１０月３１日　 俄罗斯中学校长团一行１５

人访问学校。来自莫斯科地区的８所中学校
长在留学中国预科教育联盟（ＣＣＮ）驻俄罗
斯主管亚历山大（АлександрАвакянц）和上
海总部徐文静女士的陪同下，对学校进行了
参观访问，颜晓红校长亲切接见俄罗斯代
表团。

十一月
１１月１日　 学校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座谈会。袁寿其书记发表了重要
讲话，他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是摆在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师生面前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学校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并就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做了三个方面

的要求。
１１月１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

国机械工程学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表彰
２０１７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奖励项
目的通报》，由学校李耀明教授领导的收获
机械创新团队完成的“高效能履带式全喂
入水稻联合收获机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
荣获“２０１７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
奖”一等奖。
１１月３日　 由学校研究生院承办的第

九届全国工科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在学
校召开。学校党委书记袁寿其教授致欢迎
辞。国务院学位办学位处栾宗涛处长，江
苏省教育厅洪流副厅长，省学位办杨树兵
主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秘书长、
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姚强教
授，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工科工作
委员会秘书长胡洪营教授等领导参加了开
幕式。来自全国１６０所高校的５００余名专
家和教师参加了此次会议。学校党委书记
袁寿其介绍了江苏大学发展历程和学校工
科学科的基本概况，以及学校研究生教育
教学、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和科研方面的
情况，同时指出高等教育建设内涵式发展
是提高高校质量的必由之路。校长颜晓红
教授分别就博士生综合改革、研究生立德
树人的教育理念、专业学位研究生实验课
程探索、以工程为导向的国际化视野下高
层次人才培养问题做了精彩的大会报告。
１１月３日　 由学校教务处承办的江苏

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会教务管理工作
委员会２０１７年年会在镇江召开。会议主题
是新形势下教务管理的实践与创新。学校
副校长梅强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来自全
省１３０余所高校的３５０余名领导和教师参
加了此次会议。
１１月５日至８日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协会专家莅临学校，对药学院制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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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专业进行工程教育认证现场考查。副校
长梅强出席了见面会，校长颜晓红出席了
现场考查情况反馈会。反馈会上，专家组
组长高占先教授代表专家组对现场考查详
细情况进行了通报，另外两位专家进行了
补充反馈。专家们高度评价了制药工程专
业的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同时，也指出
了专业在建设中存在的需持续改进的方面。
１１月６日上午　 江苏省委教育工委书

记、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来学校作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辅导报告。省委教育工
委组织处处长眭平主持报告会，校党委书
记袁寿其致辞。全体校领导、全体正处职
领导干部、师生代表３００余人聆听了报告。
１１月６日　 ２０１６年度中国高校校报好

新闻评选结果揭晓。学校选送的５项作品：
《高校如何唤醒“沉睡”的科研成果》（薛
萍）荣获言论类一等奖； 《高铁前窗玻璃
穿上“防弹衣”》（吴奕）荣获通讯类一等
奖；《江苏大学报（新闻版）》 （吴先琳）
荣获版面类一等奖； 《胰岛素坐上了口服
“直通车”》 （吴奕）、 《我向总理说句话》
（杨雨）分获消息类、新闻摄影类二等奖。
１１月７日至１２日　 在江苏省教育厅的

组织下，学校参加了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举办的中国工业博览会。学校荣获优秀组
织奖，流体中心刘厚林研究员的成果《全
工况高性能泵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
获得工博会高校展区一等奖。
１１月７日　 校党委书记袁寿其同志为

第２９期全省高校院（系）党政负责人培
训班学员作《加强学科专业建设与创新人
才培养》专题报告。来自全省１２３所高校
１４７名院（系）党政负责人聆听了报告。

１１月７日至１６日　 副校长梅强教授应
邀率领医学院、法学院、农业装备工程学
院、国际处等单位相关领导访问了赞比亚
农业部、赞比亚大学、中国驻赞比亚大使

馆、加纳海岸角大学。赞比亚农业部部长
Ｈｏｎ Ｄｏｒａ Ｓｉｌｉｙａ女士会见了代表团，双方
就农业机械培训等合作事项进行了沟通交
流，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访问赞比亚大
学期间，双方同意由赞比亚大学草拟合作
意向书，尔后进一步洽谈合作事项。访问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期间，参赞陈世杰先
生会见了代表团，并进行了亲切交流。学
校进一步了解了赞比亚的基本情况，今后
将在大使馆的帮助下，开展与赞比亚在农
业机械培训、医疗、法律等方面的合作。
海岸角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ｅ Ｃｏａｓｔ）坐
落于加纳，是西非最好的大学之一，学校
为海岸角大学培养了不少师资，与其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代表团此次访问，是
为了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学校与海岸角大学
的合作事项。梅强副校长代表江苏大学在
海岸角大学举行海外人才（外籍博士、外
籍博士后）招聘工作，向与会２００余名研
究生介绍了学校的发展历程及优势学科建
设情况，并现场进行互动问答。访问期间，
代表团还参观了赞比亚公立医院、中国
（赞比亚）农业机械公司等。
１１月８日至９日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

学会和美国食品科技学会主办的中国食品
科学技术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第九届中美
食品业高层论坛在江苏无锡召开。会上，
公布并表彰了２０１７年度中国食品科学技术
学会科技创新奖。学校食品与生物工程学
院张红印教授获得“２０１７年度中国食品科
学技术学会科技创新奖———杰出青年奖”。
１１月９日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

统一部署，省委第九巡视组巡视江苏大学
党委工作动员会召开。会上，省委第九巡
视组组长郜虎林就即将开展的巡视工作作
了讲话，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袁寿其主持会
议并作表态发言。省委第九巡视组副组长
董文娟及巡视组有关成员、江苏大学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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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学校党委委员、纪委
委员，全体中层干部，市级及以上各级党
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校各民主党
派负责人，部分退出领导岗位的校领导列
席会议。巡视组指出本轮巡视工作，将紧
紧围绕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
党三个方面，坚持从总体上把握监督要求，
并紧密结合江苏大学的实际，深入查找党
委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执行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院（系）党建工
作，落实“两个责任”的情况，以及在基
建工程、科研经费、招生招考、职称评聘、
教材建设等重点领域是否存在以权谋私、
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突出问题。
１１月１０日　 “我心中的思政课”全

国高校学生微电影展示活动颁奖礼在武汉
大学举行，教育部社科司司长刘贵芹出席
并致辞。学校党委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学
院联合推送的《一封家书》荣获二等奖。
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３日　 学校承办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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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江召开。中国
工程热物理学会荣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徐建中及亚洲流体机械委员会主席
ＫｗａｎｇＹｏｎｇ ＫＩＭ、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席
光、中国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陈海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程三处主任纪军等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开幕式由江苏大
学党委书记、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袁寿其主持。本次会议旨在通
过搭建知识共享平台，加强亚洲区域网络
化协作，鼓励学术界与企业界的技术交流
与合作，探讨工程热物理学科如何在可持
续发展、传统能源消耗、环境恶化等问题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期３天的会议分别
在１５个会场进行学术交流，宣读报告４６５

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报告６０篇，墙
报展示８８篇。有国内外专家学者近７００人
参会。
１１月１１日至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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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在南京举
办，校副校长陈龙应邀出席。学校外国语
学院来自越南的留学硕士研究生ＮＧＵＹＥＮ
ＴＨＩ ＨＯＡＮＧ ＯＡＮＨ （阮氏黄莺）获得了最
佳队长奖，财经学院来自巴基斯坦籍的留
学博士研究生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Ｉｍｒａｎ （徐英朗）
获得了最佳个人奖，财经学院印度尼西亚
籍留学硕士研究生ＳＵＲＹＡＷＡＴＩ （刘小玲）
所在团队获得最佳团队奖，他们与管理学
院越南籍留学博士研究生ＮＧＵＹＥＮ ＢＩＣＨ
ＮＧＯＣ （阮碧玉）、医学院印度籍本科生
ＭＡＮＯＪＫＵＮＡＲ ＡＪＡＹＤＥＶ （阿吉）５名留
学生一起获得“丝路青年使者”荣誉
称号。
１１月１２日　 第十一届中国产学研合

作创新大会在山东济南举行。学校教授委
员会主任、高分子学科带头人李松军教授
被授予２０１７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
１１月１２日　 ２０１７中国（镇江）先进

流体工程装备技术转移大会在镇江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建中、江苏省科技厅副
巡视员景茂、亚洲流体机械委员会主席
ＫｗａｎｇＹｏｎｇ Ｋｉｍ、镇江市副市长桑长清、
学校党委书记袁寿其、中国通用机械工业
协会泵业分会理事长孔跃龙、镇江新区管
委会主任薛峰、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技
术转移部总监庄韦等出席了开幕仪式，大
会由学校流体中心党总支书记张德胜主持。
学校镇江流体工程装备技术研究院院长袁
建平与英国ＡＤＴ公司、上海连成（集团）
有限公司、格兰富水泵（苏州）有限公司
等１０余家企业进行了项目签约仪式。会议
还围绕技术推介、成果发布和技术交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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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１２个报告。本次大会秉承“创新融
合、合作共赢”的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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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１２日　 第十一届中国产学研合

作创新大会在山东济南召开。学校原副校
长施卫东研究员荣获产学研合作促进奖，
材料学院李松军教授荣获产学研合作创新
奖。以施卫东研究员、张德胜研究员为主
要完成人的“南水北调工程用低扬程泵关
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符永宏教授主要参
与完成的“海洋石油钻井平台井口智能装
备及其应用”荣获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
一等奖。汽车学院葛如海教授、电气学院
孙俊教授、材料学院霍向东副教授等主要
参与完成的三项成果荣获产学研合作创新
成果奖二等奖。
１１月１４日　 中集车辆集团董事总经

理、江苏大学客座教授李贵平一行７人来
到学校，与校长颜晓红签署了总额为２００
万元的捐赠协议，中集车辆（集团）有限
公司与镇江市人民政府联合在学校设立
“中集车辆奖助学金”，奖励资助学校菁英
学院和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的优秀学子。
１１月１６日　 国家外专局中国国际人

才交流协会办公室夏兵主任在江苏省外国
专家局刘盨副局长的陪同下来学校调研。
校党委书记袁寿其、副校长陈龙在会议中
心会见了来宾，３名外国专家代表对江苏
大学外专工作表示了感谢和肯定，一致认
为学校的外专聘任工作政策规范、待遇较
高，工作成效明显。夏兵主任对学校国际
化和外专工作的快速推进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很多工作经验值得其他高校学习和
借鉴。
１１月２０日　 根据省委办公厅的要求

和省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省委宣讲团成
员、十九大代表、镇江市委书记惠建林来

学校作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报告会由校
党委书记袁寿其主持。全体校领导、全体
中层干部及各学院师生代表参加了报告会。
惠建林书记以翔实的数据和大量的案例从
７个方面对十九大的主要精神和历史贡献
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
１１月２１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

马清贵厅长在镇江市副市长桑长清的陪同
下，来校调研农业装备工程学院中心实验
室等，学校副校长程晓农在会议中心会见
了来宾，农业装备工程学院、科技处等部
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双方就农业装备工
程技术研发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工作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
１１月２１日　 程晓农副校长一行８人参

加了在索普集团举行的“江苏大学—索普
集团产学研创新发展洽谈会”。双方一致同
意进一步推进江苏大学和索普集团在产学
研领域的协同创新，促进资源共建、优势
互补。
１１月２１日至２４日　 由中国科学技术

部、乌克兰教育科技部联合主办的“中
国—乌克兰科技创新展”在乌克兰首都基
辅举办。学校袁寿其研究员团队的“精确
喷灌技术与产品”成果由我国科技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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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果继２０１６年入选我国“十二
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之后，再次入选中
国—乌克兰科技创新展。
１１月２２日　 江苏大学第一期大学生

骨干培训班开班。校党委书记袁寿其教授
做了“国际化与大学生成长成才”专题讲
座。２５０余名师生参加了开班典礼，聆听
了专题讲座。
１１月２２日　 省档案局公布“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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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文化建设精品”评选结果，学校档案
馆编纂的《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获评“江苏省档案文化建设精品”三等
奖。本次评选省局按照《江苏省档案文化
精品奖评选办法》和“‘十三五’档案史
料典籍整理与研究工程实施意见”的要求，
经全省档案文化精品奖评审委员会评审，
共评出特等奖３项、一等奖１５项、二等奖
２５项、三等奖４０项。此次活动，全省只
有南京大学、江苏大学２所高校入围奖项，
分别获得三等奖。学校档案馆编研成果是
继２０１３年之后连续第三次获得此奖项。
１１月２２日　 江苏大学研究生“三江

讲坛”特邀校长颜晓红教授为２０１７级全体
研究生做题为“做新时代创新的弄潮儿”
的专家报告。２０１７级２ ０００余名研究生参
加了报告会。
１１月２２日至２４日　 ２０１７年江苏省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示范培训项目———高校
院（系）党委（总支）副书记学生事务管
理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在学校成功举办。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苏春海、
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袁寿其、副校长李洪波
等出席开班典礼。来自全省８５所高校的８７
名院（系）党委（总支）副书记参加了此
次研修班。副校长李洪波教授为学员代表
颁发了结业证书并作总结讲话。
１１月２３日　 财经学院承办“２０１７年

第十届ＡＣＣＡ华中区高校财会论坛”。本次
论坛围绕国际化人才培养新模式、新常态
下企业新的商业模式中财会人员的角色与
作用等话题进行交流研讨。会议期间，江
苏大学与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签署合作备忘
录，江苏大学财经学院为苏宁云商颁发了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实习基地”牌匾。来
自澳大利亚迪肯大学、ＡＣＣＡ国际总部、
苏宁云商、通用电气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全国３０多个高校的８０余位同仁参加了

论坛。
１１月２４日　 镇江市京口区委书记殷

敏、区长徐申锋、副区长顾明华率区委办、
区科技局、象山街道、江苏北固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等单位负责人来校调研交流。校
党委书记袁寿其、校长颜晓红、副校长程
晓农、张济建等领导与来宾进行了座谈交
流。双方就深化科技创新、人才互动合作、
大学生创业就业、社会管理服务、校友资
源开发、 “双创”孵化基地及江苏大学附
属学校扩建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双
方均表示将进一步细化相关项目合作方案，
加快推进校地融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１１月２４日　 驻镇高校学生工作座谈

会在校召开。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
成员苏春海、江苏大学副校长李洪波、教
育厅高校学生处副处长许正亚、教育厅干
部张丽娜、江苏大学学工处处长杨道建及
驻镇各高校领导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上，
李洪波副校长汇报了江苏大学辅导员队伍
建设的情况，并结合江苏大学辅导员队伍
的选聘、培养和发展实际，对推进辅导员
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提出了良好的
建议和对策，并结合本校学生工作实际，
分享了学生管理工作、辅导员队伍建设等
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１１月２６日　 “东方红”杯第三届全

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成功举行。
本次大赛由江苏大学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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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工程院
罗锡文院士、陈学庚院士、向仲怀院士、
杨华勇院士，以及来自全国４６所高校的领
导、专家学者和６００多名参赛选手参加了
开幕式。本届大赛学校获得特等奖１项、
一等奖５ 项、二等奖１１ 项，并捧得优
胜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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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７日　 学校要闻报道，江苏省
委宣传部《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全省优秀理论成
果评审情况的通报》公布了２０１６年度省优
秀理论成果评审结果，学校石宏伟教授的
专著《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社会保障一
体化研究》入选。这也是学校教师首次入
选该类奖项。
１１月２７日至３０日　 以著名病理学家、

原吉林大学副校长李玉林教授为组长的教
育部专家组对学校临床医学专业开展了历
时４天的认证工作。李玉林教授结合本科
医学教育标准１０个一级指标和４４个二级
指标，从办学宗旨及目标、教育计划、学
生成绩评定、学生、教师、教育资源、教
育评价、科学研究、管理和行政、改革与
发展等方面对江苏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长
处及需要改进之处做了初步报告。
１１月２８日　 学校要闻报道，教育部

公布了“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
库”入库导师名单，共确定４ ４９２位导师
为首批入库导师。学校梅强副校长等７名
校内外创业导师入选。
１１月２８日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加强机关党政干部的
思想建设，机关党群、机关行政、机关教
科研党总支近３００人聆听了学校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董德福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从‘新’启航”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
机关行政党总支书记徐伟主持会议。
１１月２９日　 在江苏大学举办的现代

农业装备与技术发展国际高层论坛上，中
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国２００余位农机
专家共同见证了农业装备学部的正式成立。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康绍忠、陈学庚、
巴黎高科法国高等工程技术大学教授
Ｇéｒａｒｄ ＢＯＩＳ、农业部农机化司副司长李安
宁、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罗俊杰、江
苏省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沈建辉、镇江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曹丽虹、江苏大学党委书记
袁寿其、校长颜晓红为农业装备学部揭牌。
１１月２９日　 以江苏省档案局科技处

姚军处长为组长的评估组一行６人，依据
江苏省数字档案工作等级评估办法及评估
细则，对学校创建“江苏省５Ａ级数字档
案馆”进行了现场评估。缪子梅副校长代
表学校致欢迎词，并简要介绍了学校的百
年办学历史、事业发展现状及档案工作情
况。档案馆馆长沈芳从学校数字档案工作
的组织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业务、
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网站建设、业务技能
等１０个方面详细汇报了学校数字档案馆的
建设过程与工作情况。评估组专家经过听
取汇报、审查材料、现场观看演示、提问
质询和综合评估，一致认为江苏大学档案
馆档案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各项指标均
符合《等级评估办法》规定的省５Ａ级标
准，评估予以通过。５Ａ级是江苏省数字档
案工作的最高级别。
１１月２９日　 学校２０１７ “江大之梦”

微电影展映活动举行。
十二月

１２月１日至２日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
会学术年会在无锡举行，表彰了江苏省第
四届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颁发了江苏
省２０１６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学校教育教学研究与评估中心获得
“江苏省第四届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称号，计算机学院朱轶老师的成果获得江
苏省２０１６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二等奖。
１２月４日　 《光明日报》８版用整版

的篇幅，聚焦学校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扎根
中国大地办出农机高校特色》一文报道
了学校作为一所以农机起家的高校，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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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办学历史和传统学科特色，立足新时
代，把握新思想，开展新实践，矢志不渝
地坚持现代农业装备的特色发展方向，为
服务“三农”贡献江苏大学智慧和江苏大
学方案。党委书记袁寿其以“做深做实，
奋力迈向高水平”为题，发表专栏文章，
结合学校实际工作畅谈学习十九大报告的
深刻体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周海燕、
外国语学院学生会主席王卓然分享了学习
十九大精神的感受。
１２月４日　 加纳塔卡拉迪理工大学校

长Ｊｏｈｎ Ｆｒａｎｋ Ｅｓｈｕｎ一行３人访问学校，校
长颜晓红会见了来宾。两位校长一致同意
在已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
拓展学生交流、科学研究、课题申报等方
面的合作，并签署了两校友好合作备忘录。
１２月４日至６日　 由学校后勤管理处

（后勤服务集团）承办的江苏省高等学校
后勤协会能源管理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７年年会
暨高校节能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在镇江召
开。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徐子敏、学校党
委书记袁寿其，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副处
长徐泰来、省教育厅安稳处副处长韩叶祥
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学校党委书记袁
寿其代表学校致欢迎辞，并简要介绍了江
苏大学建设发展的基本情况及在绿色学校
建设方面的典型经验和取得的成绩。张济
建副校长主持会议，并做了《省能专会
２０１７年工作报告》。

１２月５日　 尼日利亚新任驻上海总领
事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Ｍａｄｕｂｉｋｅ一行３人访问学校。
校长颜晓红会见了来宾。双方就加强学校
与尼日利亚高校在学术交流、语言培训、
留学生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目前学校共有５４名尼日利亚籍留学生，并
新聘了１名尼日利亚籍博士为学校外籍行
政员工。
１２月５ 日　 农业部发布了《关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的表
彰决定》，学校马海乐教授团队完成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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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科技成果一等奖。
这是学校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农业部颁发的
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
１２月６日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２０１８届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
频会议，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林蕙青
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学校在会议中心
组织收看了２０１８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
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副校长李洪波出
席会议。２０１８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
８２０万人。

１２月６月　 教育部公示了２０１７年度教
育部科学事业费项目拟立项项目名单，“江
苏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入选科技
创新平台培育项目，全国只有８家高校获
批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江苏省仅有２
所高校入选。
１２月６日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
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和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教学之星”大赛全国
总决赛在北京举行。外国语学院李超老师
获得２０１７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总
决赛一等奖。这是学校自参加此项大赛以
来获得的最好成绩。
１２月８日　 江苏省第四届“紫金奖”

文创大赛颁奖典礼在南京落下帷幕，学校
艺术学院动画系肖晨老师获公益传播设计
类“金奖”。这是学校参加“紫金奖”文
创大赛四年来首件金奖作品。
１２月８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

业教育分会２０１７年工作年会暨第八届全国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高峰论坛在山西太原举
行。学校被评为“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特色典型经验高校” （全国６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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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中、张玉宝、陈权等老师提交的创新
创业论文在年度优秀论文评选中获一等奖
２篇（全国仅１３篇）、二等奖１篇。获奖
层次和数量居全国高校前列。
１２月８日　 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江

苏大学农业装备学部科研团队建设与管理
办法（试行）》《江苏大学农业装备学部项
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江苏大学
农业装备成果奖励办法（试行）》３个农业
装备学部特区政策文件，通过学部特区政
策全力推动学科特区建设。
１２月８日　 第二届全国“互联网＋”

快递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湖北武
汉落下帷幕，学校推荐的６个参赛项目获
得了２项银奖、４项铜奖，学校荣膺大赛
“优秀组织奖”。
１２月９日至１０日　 经中国化工学会材

料专委会授权，学校材料学院承办的２０１７
全国先进复合材料科学与应用研讨会在镇
江召开。学校校长颜晓红教授出席大会开
幕式并致辞。原化工部科技司司长于希椿、
中国化工学会材料专委会主任李效玉、中
国化工学会材料专委会秘书长张晓丰、学
校材料学科带头人程晓农副校长出席了大
会。来自全国的２００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高分子材料带头人李松军教授
发起，学校乔冠军教授、赵玉涛教授等在
会上做了学术报告。
１２月１０日　 江苏省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联合会工程与材料专家委员会执行班
子工作会议在校召开。江苏大学副校长程
晓农教授、江苏省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联合会工程与材料专业委员会主任杨建红
教授、副主任兼常务理事张晓晗教授等出
席了会议。
１２月１２日至１３日　 第十二届孔子学

院大会在西安举行，大会以“深化合作，
创新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

量”为主题，国务院副总理、孔子学院总
部理事会主席刘延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学
校颜晓红校长带领格拉茨大学共建孔子学
院外方院长陈万杰、中方院长张瞞、学校
语言文化中心及国际处领导参加会议。本
次会议举办了１５场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和孔
子学院院长论坛、孔子学院办学成就展、
汉语教材展、中国书法学院书法文创产品
展，并就如何通过孔子学院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孔子学院如何与中外企业合作
等问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探讨交流。来自
１４０多个国家的大学校长、孔子学院（课
堂）代表和国外语言文化推广机构代表等
近２ ５００人参加会议。
１２月１３日　 学校２０１７年本科教学工

作会议召开，校长颜晓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副校长梅强主持会议。会上发布了《生源
质量报告》 《毕业生专业满意度与在校生
学情调查报告》 《就业质量报告》和《江
苏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报告》，以客观数
据展示了人才培养过程学生各个阶段的状
态。副校长梅强从“以学生为中心” “目
标导向”持续改进”的三个核心教育理
念，强调了发布报告作为教学工作目标管
理和持续改进依据的重要性，同时肯定
２０１７年本科教学工作取得的成绩。

１２月１６日　 在以“新时代新使命”
为主题的人民网２０１７大学校长论坛上，人
民网发布了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２０１７年度
排行榜，其中学校的“高校网络舆论影响
力”排名第二位。
１２月１６日　 “２０１７年江苏省中小企

业发展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在校举行。
主题为“一带一路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
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江苏省
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刘天宇、江苏大学副
校长梅强教授、江苏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
院长全力教授出席了论坛开幕式，来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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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２６所高校的２４０余名研究生参加了本次
论坛。
１２月２０日　 据学校要闻报道，近日

公布的２０１７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用
联合基金项目中，由学校计算机科学与通
信工程学院王良民教授牵头主持、与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联合申报的“移动互联网络
及设备的匿名及应对机制”项目获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资助经费
３０１ ２万元（直接经费２５１万元）。

１２月２２日　 学校主办的以“融合共
建大平台多赢同筑强支撑”为主题的
２０１７ “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发展
论坛在校开幕。１００余名中外专家、学者
等来宾就新时代深化校际、校企之间跨国
跨界交流合作，搭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和互利共赢平台，探索“一带一路”产业
布局与教育对外开放、国际人才培养等协
调发展的新机制等议题展开广泛交流。校
长颜晓红主持此次论坛，校党委书记袁寿
其致欢迎辞。师生代表共８００余人参加开
幕式。
１２月２４日　 根据江苏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党组“大学习、大调研、大落实”活
动安排，省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贞强一
行４人到江苏大学出版社调研。杂志社社
长崔金贵、出版社总编芮月英等在会上分
别就行业前景和存在的困难向省局领导做
了汇报。
１２月２４日　 由江苏省教育厅主办、

江苏省高教保卫学会承办的江苏省第六届
大学生安全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江
苏电视台教育频道举行。学校文学院吴晨
璐、汽车学院郑曰文、土力学院廖芮琦３
位同学代表江苏大学参赛，徐甲、常天艺、
顾佳敏３位同学代表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参
赛，均荣获二等奖。
１２月２５日　 学校要闻报道，学校物

理声学袁寿其课题组本科生钱姣同学以第
一作者在国际知名应用物理学术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ＪＣＲ二区）上
发表了题为“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ｂｙ ｃａｖ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ｈａｓ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的论文［Ｊ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 １２２，２４４５０１
（２０１７）］。该工作在宽频带相控阵列声聚
焦透镜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具有较
大的创新性，被编委会推荐为封面论文。
同时，该工作也被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ＩＰ）网站作为每期一篇编辑精选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的首页头条报道。该论文的共
同第一作者是１６级硕士生夏建平，共同通
讯作者是理学院孙宏祥副教授。
１２月２７日至２９日　 江苏大学召开第

三届海外高层次人才论坛，来自１７个国家
（地区），包括英国牛津大学、英国帝国理
工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密歇根大
学等世界顶尖名校在内的７６名优秀海外人
才应邀参加本次论坛。校党委书记袁寿其
致开幕辞，校长颜晓红、副校长陈龙、校
纪委书记高庆国出席。
１２月２８日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公布了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学校
农业工程学科由全国并列第５位提升至全国
前３位，获评为Ａ －等级，进入了全国前
１０％；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并列全国第８
位，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提升至并列
全国第９位（第三轮评估第１２位），机械工
程学科提升至并列全国第２０位（第三轮评
估并列第２７位），这三个学科获评为Ｂ ＋等
级，进入全国前２０％；另外还有材料科学
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环境科学与工程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等５
个学科获批评为Ｂ等级，进入全国前３０％。
本轮评估学校共有１个学科进入前１０％、３
个学科进入前２０％、５个学科进入前３０％。
１２月２８ 日至２９ 日　 学校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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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中日韩微纳米先进制造技术论坛”，
来自韩国、日本和中国的１３名学者、专
家参加了论坛。韩国全南国立大学的
ＤｏｎｇＷｅｏｎ Ｌｅｅ教授、日本兵库县立大学
的Ｔａｋａｙｕｋｉ Ｆｕｊｉｔａ教授和江苏大学的任旭
东教授分别就生物传感器应用及展望、微
纳器件制作及应用、纳米金刚石／石墨烯

制备及应用做了主题报告，探讨了三方在
该领域的合作方案和计划，签署了江苏大
学与韩国全南国立大学、日本兵库县立大
学就新一代微纳米器件制造技术及应用合
作协议。

（撰稿人：沈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