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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年鉴（2018年内容）

供稿内容以及供稿单位

特 载

报告（党办、校办供稿、核稿）

2018年1月24日袁寿其同志在党委三届八次全委会上的工作报告

2018年2月25日袁寿其同志在四届二次“两代会”暨全校干部教师大会上的总结讲话

2018年12月15日袁寿其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江苏大学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2018年2月25日颜晓红同志在四届二次“两代会”暨全校干部教师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2018年6月19日颜晓红同志在江苏大学创建一流学科推进大会暨第四次学科建设与研

究生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2018年9月1日颜晓红同志在新学期全校干部教师大会上的讲话

概 况

2018年学校综述（校办供稿、核稿）

2018年学校党政工作要点（党办供稿、核稿）

2018年学校规划（规划发展处供稿、核稿）

2018年学校十件大事（档案馆供稿、核稿）

组织机构及负责人（档案馆供稿、组织部核稿）

校党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名单

校长、副校长名单

校纪委书记、副书记名单

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委员名单

中共江苏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校党群单位（部门）及负责人

校行政单位（部门）及负责人

学院（部）、科研机构及负责人

直属单位及负责人

新增党委系统部分非编常设机构及其组成人员

调整党委系统部分非编常设机构及其组成人员

新增行政部分非编常设机构及其组成人员

调整行政部分非编常设机构及其组成人员

江苏大学工会委员会委员名单（工会供稿、核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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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织机构及成员名单

学校教职工在各级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等机构任职情况（统战部供稿、核稿）

学校教职工在国家、省、市、区人大、政协任职情况

学校教职工在民主党派中央、省、市级组织任职情况

学校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及成员数民盟江苏大学委员会

学校教职工在市、校侨联、台谊会任职情况

学校教职工在省、市、校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联谊会任职情况

党群工作

党风廉政建设与纪检监察工作（纪委办供稿、核稿）

组织工作（组织部供稿、核稿）

综述

党组织基本情况一览

党员基本情况一览

宣传与思想工作（宣传部供稿、核稿）

综述

2018年校外媒体重点宣传报道目录

统战工作（统战部供稿、核稿）

综述

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情况

离退休工作（老干部部供稿、核稿）

综述

离休干部情况一览

保密工作（保密办供稿、核稿）

综述

国防教育（人民武装）工作（党委保卫部、保卫处供稿、核稿）

综述

群团工作

校工会、教代会工作综述（工会供稿、核稿）

共青团工作综述（团委供稿、核稿）

关心下一代工作综述（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供稿、核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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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本科教育

普通本科教育（教务处供稿、核稿）

综述

江苏大学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江苏大学国家级精品课程

江苏大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名单

江苏大学省级及以上品牌特色专业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精品（优秀）课程（群）

江苏大学获国家级规划教材

江苏大学入选省级精品（重点）教材

2018 年江苏大学新增校外实习单位、实习基地

2018 年江苏大学入选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项目

2018 年江苏大学获江苏省优秀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2018 年江苏大学优秀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2018 年在校本科生人数（按学院统计）

2018 年在校本科生人数（按专业统计）

2018 届本科毕（结）业生人数统计表

江苏大学 2017 级学生计算机等级考试通过率统计

江苏大学 2017 级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通过率统计

民办本科教育（京江学院供稿、核稿）

京江学院（独立学院）综述
2018 年京江学院专业、在校学生数

继续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学院供稿、核稿）

继续教育学院综述

江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专业（本科、专科升本科）

江苏大学函授、业余在籍学生数

江苏大学函授站（点）分地区统计（截止 2018 年 12 月）

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课程、重点专业名单

江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改革与创新（教务处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获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018 年江苏大学获批国家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2018 年江苏大学获批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研究生教育（研究生院供稿、核稿）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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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工作

2018 年江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情况

2018 年江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情况

2018 年江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018 年江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获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

2018 年江苏大学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

研究生教育工作

2018 年招收全日制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情况

2018 年江苏大学录取非学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情况

2018 年江苏大学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018 年江苏大学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018 年江苏大学获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018 年获江苏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018 年获江苏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改革与创新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 2018 年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名单（省立省助）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 2018 年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名单（省立校助）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 2018 年普通高校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名单（省立省助）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 2018 年普通高校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名单（省立校助）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 2018 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省立省助）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 2018 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省立校助）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 2018 年度优秀研究生课程名单

江苏大学获江苏省 2018 年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名单

2018 年江苏省研究生暑期学校（江苏大学）

2018 年江苏省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江苏大学）

2018 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课题立项汇总（江苏大学）

2018 年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立项课题（江苏大学）

江苏大学 2018 年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

江苏大学 2018“香江学者计划”资助人选进站项目

2018 年江苏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

2018 年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获批名单（江苏大学）

2018 年江苏省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优秀基地

留学生教育（海外教育学院供稿、核稿）

综述

专业设置情况

改革与创新

其它

科学研究·科技服务·校办产业
（科技处供稿、核稿）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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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

江苏大学2018年通过鉴定（评审）的科研项目(江苏大学第一单位)
江苏大学2018年科技项目（成果）获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江苏大学2018年获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立项情况

江苏大学2018年学校教师出版著作（译著）情况

江苏大学2018年出版基金资助出版著作情况

江苏大学2018年各类技术合同统计

江苏大学2018年获得授权发明专利情况（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供稿）

科研基地

江苏大学国家级、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苏大学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情况

江苏大学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大学国家级平台

江苏大学国际合作平台

江苏大学 2018 年新建校外地区研究院及研究中心

论文收录

江苏大学 2018 年论文发表及被收录情况（论文发表数目、被 SCI、EI、ISTP、CSSCI 收录情

况）

校办产业（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供稿、核稿）

综述

2017年校办产业情况统计

江苏大学全资、参股企业一览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处供稿、核稿）

综述

社会科学项目、成果

江苏大学 2018 年获省部级及以上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立项情况（江苏大学第一单位）

江苏大学 2018 年获省部级及以上人文社科奖项科研项目成果情况

江苏大学 2018 年教师出版人文社科著作（译著）情况

江苏大学 2018 年专著出版基金资助出版人文社科著作情况

江苏大学 2018 年教师收录人文社科学术论文情况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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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基地

江苏大学人文社科国家级基地

江苏大学人文社科省部级基地

江苏大学人文社科市级基地

江苏大学校级基地

学科建设
（研究生院供稿、核稿）

综述

学科建设与学位点

江苏大学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

江苏大学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

江苏大学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授权一览

其它

师资队伍建设
（档案馆供稿、核稿）

综述

师资队伍

2018 年新增教授（含其他系列正高）名单

2018 年新增副教授（含其他系列副高）名单

江苏大学 2018 年度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名单

江苏大学 2018 年度新增学术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名单

江苏大学 2018 年度新增专业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名单

江苏大学入选 2018 年度江苏省特聘教授人员名单

江苏大学入选 2018 年度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赴境外研修人员名单

江苏大学入选高校 2018 年度江苏省“333 工程”资助科研项目名单

江苏大学入选 2018 年度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名单

江苏大学入选 2018 年度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名单

江苏大学入选 2018 年度高校“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培养对象名单

江苏大学入选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农业行业省直资助项目

2018 年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录取名单

江苏大学入选 2018 年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选派高校专业骨干教师赴美国培训名单

江苏大学入选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选派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设计与开发研修人员赴加拿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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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名单

江苏大学入选 2018 年度国家留学奖学金录取人员名单

江苏大学入选 2018 年度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录取人员名单

2018 年江苏大学“青年拔尖人才造就对象”名单

2018 年江苏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青年学术带头人培育人选

江苏大学入选 2018 年江苏省产业教授（兼职）名单

江苏大学 2017、2018 年“青年英才培育计划”培育人选名单

“双创计划”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引进人才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18 年新增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2018 年新增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人员名单

2018 年新增镇江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人员名单

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突出贡献奖

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考核优秀人员

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2018 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人员名单

2018 年获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名单入选

江苏大学 2018 年“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名单

江苏大学入选 2018 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江苏大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候选人推荐人选

江苏大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候选人推荐人选

江苏大学入选省级及以上人才工程项目人选名单

江苏大学“科技创新团队”人员名单

江苏大学“优秀教学团队”人员名单

江苏省卫生厅公派人员名单

江苏省双语教学公派人员名单

江苏大学入选江苏省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专家名单

江苏大学入选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培育点名单

表彰与奖励

江苏大学2018年度教职工个人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江苏大学2018年度教职工个人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附表

江苏大学2018年教职工情况

江苏大学2018年度专任教师、聘请校外教师岗位分类情况

江苏大学2018年教职工中其它情况

学生工作

本科生、研究生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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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处综述（党委学工部、学工工作处供稿、核稿）

研究生工作部综述（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2018级免试硕士研究生推荐资格学生名单（教务处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名单（档案馆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升学”名单（学工部、学工处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 2018 届本科毕（结）业人数及获取学位情况统计（教务处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学工部、学工处供稿、核稿）

京江学院2018届本科毕（结）业人数及获取学位情况统计（京江学院供稿、核稿）

京江学院2018届毕业生就业率统计（京江学院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 2018 年选调生名单（学工部、学工处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 2018 年“村官”名单（学工部、学工处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2018届博士毕业生名单（档案馆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2018届学术型硕士毕业生名单（档案馆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2018届专业型硕士毕业生名单（档案馆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2018届ＭＢＡ硕士毕业生名单（档案馆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2018年获取高教硕士学位名单档案馆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2018年获取工程硕士学位名单（档案馆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2018年获取同等学历硕士学位名单（档案馆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2018年研究生就业情况统计（研工部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2018年毕业研究生就业率统计（研工部供稿、核稿）

奖学金（学工部、学工处、研工部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 2017—2018 学年国家奖学金：博士研究生获奖名单

江苏大学 2017—2018 学年国家奖学金：硕士研究生获奖名单

江苏大学 2017—2018 学年国家奖学金：本科生获奖名单

江苏大学 2018 年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学生名单

江苏大学 2018 年社会奖助学金获奖名单及发放情况

校内奖学金（学工部、学工处、研工部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 2017—2018 学年校长奖学金：研究生获奖名单

江苏大学 2017—2018 学年校长奖学金：本科生获奖名单

江苏大学 2018 年校内阳光助学金：本科生获资助名单

江苏大学 2018 年校内阳光助学金：研究生获资助名单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供稿、核稿）

综述

留学生学生工作（海外教育学院供稿、核稿）

综述

江苏大学 2018 年毕业留学生名单

奖学金

江苏大学 2018 年外国留学生校长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江苏大学 2018 年江苏省茉莉花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江苏大学 2018 年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江苏大学 2018 年孔子学院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江苏大学 2017—2018 学年优秀来华留学生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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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与奖励
江苏大学学生集体、个人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各学院、中心、研究机构提供材料，

档案馆汇总）

江苏大学学生集体、个人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档案馆供稿、核稿）

附表（档案馆供稿、核稿）

招生、在校学生来源情况

在校学生年龄情况

在校学生其他情况

外国留学生情况

学生变动情况

其它

交流与合作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供稿、核稿）

综述

出国（境）情况（港、澳、台列入“港澳台工作”）

江苏大学2018年短期公派出国（境）情况

来华（大陆）情况（港、澳、台列入“港澳台工作”）

江苏大学20178聘请长期外国文教专家、教师情况

江苏大学2018年短期外国专家来校讲学、访问情况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情况（港、澳、台列入“港澳台工作”）

江苏大学2018年与国（境）外高校、研究单位合作交流签署协议情况

举办国际会议情况（与港、澳、台会议列入“港澳台工作”）

江苏大学2018年举办（承办）国际会议情况

港澳台工作

江苏大学2018年赴台湾、香港交流情况

江苏大学2018年与台湾、香港高校签署协议情况

江苏大学2018年短期公派情况（港澳台地区）

江苏大学2018年举办（承办）会议情况（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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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管理·服务·保障

校园校舍

江苏大学2018年校园面积分布及土地资产明细表（国资处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2018年校舍情况（档案馆供稿、核稿）

仪器设备（设备处供稿、核稿）

综述（综述材料包含分析测试中心内容）

江苏大学2018年仪器设备添置及分布情况及金额

国有资产（国资处供稿、核稿）

综述

江苏大学固定资产情况

财务与审计

财务工作综述（财务处供稿、核稿）

2018 年收入分析表

2018 年收入完成情况分析表

2018 年事业支出分析表

2018 年事业支出完成情况分析表

审计工作综述（审计处供稿、核稿）

采购与招标（采购与招标办公室供稿、核稿）

综述

后勤与服务（后勤管理处供稿、核稿）

综述

安全与保卫（保卫处供稿、核稿）

综述

信息化建设（信息中心供稿、核稿）

综述

江苏大学2018年校园网建设统计表

江苏大学2018年公共多媒体教室统计表

2018年校园网用户

机电总厂（机电总厂供稿、核稿）

综述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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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校区建设（京江学院校区建设办公室供稿、核稿）

综述

附属学校（附属学校供稿、核稿）

综述

图书·档案·出版

图书资源（图书馆供稿、核稿）

综述

2018年图书馆馆藏资源及新增情况一览

档案文献（档案馆供稿、核稿）

综述

2018年江苏大学档案馆馆藏情况

出版社（出版社供稿、核稿）

综述

2018年江苏大学出版社图书出版情况

杂志社（杂志社供稿、核稿）

综述

江苏大学杂志社2018年期刊出版一览表

学院·中心·研究院
学院综述（各学院供稿、核稿。综述十分之一内容叙述挂靠研究院情况）

农业装备学部

机械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与工程学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理学院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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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

管理学院

财经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法学院

文学院

外国语学院

艺术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医学院

药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京江学院

体育部

中心、研究院综述（各中心、研究院供稿、核稿）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生命科学研究院

能源研究院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语言文化中心

校友会·董事会·基金会
（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供稿、核稿）

综述

2018年江苏大学各地校友会成立情况

江苏大学校友会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江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会、监事会组成人员名单

其它

附属医院
（附属医院供稿、核稿）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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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奖励
（档案馆供稿、核稿）

党政管理奖项

2018年江苏大学及学校各单位（部门）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2018年江苏大学各单位（部门）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教学成果奖项

江苏大学2018年省级教学成果获奖情况

江苏大学2018年校级教学成果获奖情况

江苏大学2018年优秀教学研究论文获奖名单

江苏大学2018年图书获奖情况

江苏大学2018年市级教学成果获奖情况

2018年江苏大学外宣、出版等获奖情况

其它奖项

大事记
（档案馆供稿、核稿）

江苏大学2018年大事记

附 录
（档案馆供稿、核稿）

文件题录

校党委印发的管理文件题录

校行政印发的管理文件题录

上级印发的重要文件题录

编后语

江苏大学档案馆

2020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