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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课。６．工业中心以优秀成绩通过
国家级实验示范中心验收。７．校外实习基
地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学校和中国一拖集

团、中国重汽集团、上海凯泉集团、上海工具

厂、南京汽车集团、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日立泵制造有限公司、中国一汽无锡柴油机

厂等企业联合申报的国家级实践教育中心

被评为首批国家级实践教育建设单位，江苏

大学—上汽南京汽车制造公司成功申报国

家级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江苏大学———大全

集团获批成为省级实践教育中心。８．组织
完成了新一轮“８４２Ｔ工程”课程建设项目的
评审，共遴选出 ３６门课程进行立项建设。
同时，完成了前两期“８４２工程”课程建设项
目的中期检查和验收工作。

【提升教书育人荣誉感，营造重视教学氛

围】　１．组织“江苏大学首届最受学生欢迎
的十佳教师”奖评选，促进全校形成更加重

视本科教学，更加尊重一线教师的优良校

风。２．组织开展了“江苏大学第六届教学

大赛”，６２名教师分高级组、中级组、新教师
组和实验组参加了决赛。共评选出一等奖

４名，二等奖１２名，三等奖２０名，优秀奖２６
名。本次大赛历时半年以上时间，各学院领

导的重视度，教师的参与度，以及比赛的关

注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充分表明近年

来，学校的本科教学氛围正日趋浓厚。

【进入招生改革快车道，提高高分生源比

例】　１．江苏大学作为江苏省实施自主招
生改革的六所高校之一，规范化地实施招生

改革工作，并对招生、就业“双低”的专业采

用停招、限招、减招的办法，优化了招生专业

结构。２．通过加大招生宣传力度，给予考
生保证专业、进入卓越班、给予奖学金等优

惠政策，吸引考生报考，２０１２年与 ２０１１年
相比，高分考生明显增多。结合自主选拔试

点工作，提前锁定文化有基础、学科有特长、

发展有潜力的优秀考生。

（撰稿人：薛宏丽　审稿人：许文荣）

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０８０２０１ 工学 材料类

２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工学 材料类

３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３ 工学 材料类

４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０８０２０４ 工学 材料类

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０８０３０２ 工学 机械类

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复合材料与工程 ０８０２０６Ｗ 工学 材料类

７ 财经学院 会计学 １１０２０３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８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０２０１０２ 经济学 经济学类

９ 财经学院 财政学 ０２０１０３ 经济学 经济学类

１０ 财经学院 金融学 ０２０１０４ 经济学 经济学类

１１ 财经学院 保险 ０２０１０７ｗ 经济学 经济学类

１２ 财经学院 统计学 ０７１６０１ 理学 统计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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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１３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１１０２０４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１４ 财经学院 能源经济 ０２０１２１Ｓ 经济学 经济学类

１５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０７１２０１ 理学 电子信息科学类

１６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１７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２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１８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０８０６０３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１９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０８０６０７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０８１９０２ 工学 农业工程类

２１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１１０１０２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２２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１１０１０３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２３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１１０２０１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４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１１０２０２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５ 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１１０２０５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６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１１０２０９ｗ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７ 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１１０３０２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２８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１１０２１０Ｗ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２９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兼师范） ０７０３０１ 理学 化学类

３０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０８１１０１ 工学 化工与制药类

３１ 化学与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０７０３０２ 理学 化学类

３２ 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０８１００１ 工学 环境与安全类

３３ 环境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０８１００２ 工学 环境与安全类

３４ 环境工程学院 环保设备工程 ０８１００９Ｓ 工学 环境与安全类

３５ 机械工程学院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０７１２０３ 理学 电子信息科学类

３６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３０１ 工学 机械类

３７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０８０３０７ｗ 工学 机械类

３８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０８０４０１ 工学 仪器仪表类

３９ 机械工程学院 包装工程 ０８１４０３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类

４０ 机械工程学院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０８１９０１ 工学 农业工程类

４１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医学影像学 １００３０３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４２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医学检验 １００３０４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４３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卫生检验 １００２０２Ｓ 医学 预防医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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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４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０８０６０４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４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０８０６０５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４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 ０７１２０５ｗ 理学 电子信息科学类

４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０８０６１１Ｗ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４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网络工程 ０８０６１３Ｗ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４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０８０６４０Ｓ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５０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学 ０４０１０１ 教育学 教育学

５１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０４０１０４ 教育学 教育学

５２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兼师范） ０７０１０１ 理学 数学类

５３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０７０１０２ 理学 数学类

５４ 理学院 物理学（兼师范） ０７０２０１ 理学 物理学

５５ 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１００３０１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５６ 临床医学院 护理学 １００７０１ 医学 护理学类

５７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兼师范） ０３０４０４ 法学 政治学类

５８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０８０５０１ 工学 能源动力类

５９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０８０７０４ 工学 土建类

６０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０８０５１２Ｓ 工学 能源动力类

６１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０８０３０６Ｗ 工学 机械类

６２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０８１２０１ 工学 交通运输类

６３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交通工程 ０８１２０２ 工学 交通运输类

６４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０８１８０１ 工学 生物工程类

６５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技术 ０７０４０２ 理学 生物科学类

６６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０８１４０１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类

６７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０８１４０７Ｗ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类

６８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土木工程 ０８０７０３ 工学 土建类

６９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工程管理 １１０１０４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７０ 外国语学院 英语 ０５０２０１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７１ 外国语学院 日语 ０５０２０７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７２ 文法学院 法学 ０３０１０１ 法学 法学类

７３ 文法学院 汉语言文学（兼师范） ０５０１０１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７４ 文法学院 历史学（兼师范） ０６０１０１ 历史学 历史学类



:MNO

１０５　　

续表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７５ 文法学院 对外汉语 ０５０１０３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７６ 药学院 制药工程 ０８１１０２ 工学 化工与制药类

７７ 药学院 药学 １００８０１ 医学 药学类

７８ 药学院 药物制剂 １００８０３ 医学 药学类

７９ 艺术学院 雕塑 ０５０４０５ 文学 艺术类

８０ 艺术学院 美术学（兼师范） ０５０４０６ 文学 艺术类

８１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０５０４０８ 文学 艺术类

８２ 艺术学院 动画 ０５０４１８ 文学 艺术类

８３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０８０３０３ 工学 机械类

国家级特色专业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科门类 专业类别 公布时间

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３０１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０７

２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０８０６０１ 工学 电气信息类 ２００８

３ 金属材料工程 ０８０２０２ 工学 材料类 ２００９

４ 车辆工程 ０８０３０６Ｗ 工学 机械类 ２０１０

５ 医学检验 １００３０４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２０１０

国家级精品课程

序号 类别 课程名称 负责人 评选年份

１ 国家精品课程 电路 孙玉坤 ２００６年

２ 国家精品课程 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马海乐 ２００８年

３ 国家精品课程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赵杰文 ２０１０年

４ 国家精品课程 创业管理 梅强 ２０１０年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序号 类别 课程名称 负责人 评选年份

１ 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创业人生 梅强 ２０１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