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015 年大事记 

经贸办〔2016〕1 号 

一月 

1 月 8 日 职业教育国际贸易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报关

实务》课程建设项目启动大会在我校顺利召开。江苏报关协

会、南京海关、南京宏康通关物流有限公司、江苏奕舜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等专家顾问及全国 15 所高职院校建设人员出

席会议。我校院长薛茂云到会祝贺。 

1 月 12 日 学校举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

会。省委宣讲团成员、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旺洪教授应邀

作报告。学校全体党政领导、中层干部以及教师党员共 250

多人参加了报告会，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健主持会议。 

1 月 21 日 学校院长薛茂云出席全省高职院校教师培训

工作 2014年总结暨 2015年部署会，并做交流发言。 

1 月 23 日 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青年教师企业实践国家

级培训项目在我校举行开班典礼。江苏省教育厅职业教育教

师培训中心副主任方健华、南京均益会计师事务所所长曹小

枚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的学员出席了会议。我校副院长王志

凤到会祝贺。 

1 月 29 日 江苏省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平台建设工作座谈

会在我校顺利召开。江苏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林

跃、副处长俞晓南，江苏省留学生教育管理研究会会长单位、

苏州大学国际处黄兴处长出席会议，来自省内部分本科和高

职院校国际交流处的工作人员参会发言。我校院长薛茂云出

席致辞。 



▲江苏省教育厅公布 2014年度全省教育信息工作先进

单位名单，我校被评为“江苏省教育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二月 

2 月 11 日 校党委书记蒋云尔，院长薛茂云，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陈健，副院长储锦超走访慰问部分离退休老同

志。 

2 月 27 日 学校召开中层以上干部大会，校党委书记蒋

云尔传达第二十三次全省高校党建工作会议和 2015 年全省

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部署学校 2015年党政工作。 

2 月 28 日 学校召开了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

项目工作布置会。 

三月 

3 月 2 日 学校新学期正式上课，全体校领导检查和指导

新学期教学、学生管理、后勤服务等工作情况。 

3 月 10 日 南京体育学院纪委书记李江一行 4人来我校

交流纪检监察审计工作。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陈健接待来访的客人。 

3 月 11 日 学校举办辅导员素质提升综合培育工程启动

仪式。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同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吴庆宪副校长一行 6人来我校

考察交流。我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副院长储锦超接待来访的

客人。 

3月 12日 新加坡特许科技学院院长李德威、法国 Esker

公司亚太教育发展代表新加坡维有天成公司总裁廖国祥一

行来访我校，洽谈 CIMA管理会计资格证书项目合作事宜。

院长薛茂云接待来访的客人。 



同日 学校召开 2015 年度党务工作会议。校党委书记蒋

云尔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月 13 日 省委第二巡视组组长韩波代表巡视组向江苏

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领导班子反馈巡视情况。校党委书记蒋云

尔主持反馈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3月 15日 学校举办江苏省 2015年普通高校对口单招财

会类、体育类技能考试，全省 13个地市 4000 多名考生参加

了考试。校党委书记蒋云尔、院长薛茂云对筹备工作提出了

高标准严要求。 

3 月 17 日 学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省委巡视反

馈意见整改工作。全体校领导参加会议。校党委书记蒋云尔

传达了省委第二巡视组对我校的巡视反馈意见。 

3 月 18 日 学校召开 2015年就业创业工作大会。院长薛

茂云、副院长王志凤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月 19 日 荷兰泽兰德大学副校长 John Dane 一行 3 人

来访我校洽谈合作项目。副院长王志凤接待来宾。 

3月 20日 南京市江宁高新园区政协委员一行 11人来我

校考察。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健接

待来宾。 

3月 21日-22日 学校举办第 42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NCRE），四个等级共 7220 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考生规

模创历年之最。校党委书记蒋云尔，院长薛茂云，副院长崔

建宁、李畅、王志凤等对考察进行巡查。 

3月 21日  学校召开四届五次教职工暨六届五次工会会

员代表大会。校党委书记蒋云尔，院长薛茂云，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陈健，副院长崔建宁、李畅、储锦超、王志凤以及

两会正式代表、列席代表共 92人参加了会议。 



3 月 23 日-24日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中层干部培训活动

在我校举行。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省财政厅副厅长徐宁

到会作专题讲座，省教育厅副厅长倪道潜出席开班典礼并讲

话。 

3 月 25 日 学校召开省委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部署

动员大会，传达学习省委巡视组反馈意见精神，全面部署整

改工作任务。学校全体校领导、中层以上干部（调研员）、

副高以上职称人员、民主党派代表、政协委员等参加会议。

校党委书记蒋云尔代表学校党委作动员部署报告。院长薛茂

云主持会议。 

同日 学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训班正式开班。院长薛

茂云，南京晓庄学院发展规划处教师教学中心主任张相学、

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徐敬标、教师教育学院周红博士，我校人

事处负责人以及近 3 年入校的青年教师等参加了开班典礼。 

3 月 28 日 2015年养老职业技能竞赛、教材资源库和组

织建设工作座谈会在我校召开。院长薛茂云出席会议并讲话，

来自全国 30 多家单位的近 60 名专家学者、院校领导、专业

负责人、教师和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3 月 31 日 伊犁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党总支书记、

物流管理专业教师巴合提• 博斯肯拜受学校委派来到我校，

参加为期 3个月的挂职锻炼和跟岗研修。副院长崔建宁接待

来宾。 

▲南京电子商务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员大会选

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 我校作为唯一的高职院校被选为

副理事长单位。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学生联合会联



合发布了《关于表彰 2014年全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团苏委联〔2015〕2 号），我校荣获 2014年全省大中专学

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会计学院“美丽中国—千乡万村环保行”服务

团队荣获“十佳团队”荣誉称号；公共管理学院张梦然同学

荣获“十佳使者”荣誉称号；工程技术学院党总支书记孙芳

老师荣获“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我校是唯一获得“十佳

团队”的高职院校。 

▲共青团江苏省委下发了《关于表彰 2014年全省大中

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单位、优秀文化产

品、优秀项目、优秀组织奖的通知》（团苏委发〔2015〕5

号），我校荣获 2014年全省大中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活动“先进单位”称号,我校申报的“文明修身

工程”荣获全省大中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

动“优秀项目”奖，“优秀项目”奖项全省仅 52个。 

四月 

4 月 1 日 学校第六届读者服务月活动正式开幕。副院长

李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4 月 2 日 学校召开了 2015年关工委工作会议，全面部

署学校 2015 年关工委工作。校关工委主任、党委书记蒋云

尔出席会议并讲话。关工委副主任、副院长王志凤主持会议。 

同日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东阳一行 3人来

我校考察交流。我校院长薛茂云、副院长王志凤接待来宾。 

4 月 3 日 我校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江宁

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污贿赂局局长汤文国到校作预

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专题报告。学校领导，全体中层干部（调



研员），副高以上职称教师，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以及资产公

司、后勤集团在编人员参加了学习。 

4 月 7 日 学校召开本学期首次专业建设委员会会议，研

讨专业建设规划并确定 2015 年招生专业。院长薛茂云，副

院长崔建宁、李畅、储锦超、王志凤以及校专业建设委员会

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4月 8日 学校举办大学生心理健康协会成立十周年庆典

活动。副院长王志凤参加了庆典活动。 

4月 9日 学校召开省委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征求意

见座谈会。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健，相关职能部门负

责人，副高以上职称人员，民主党派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以及部分教师代表参加会议。 

4 月 10 日 学校举行第二十六届田径运动会。 

同日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卞志村一行 4人来访

我校，洽谈金融管理专业“专接本”项目合作事项。我校副

院长储锦超接待来宾。 

4 月 15 日 江苏省教育厅委托以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鞠

兴荣教授为组长的验收专家组，对以我校为依托建设单位的

江苏省食品安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进行验收。副院长李

畅，科技与产业处、食品安全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工程技术

学院负责人以及团队成员参与了验收工作。 

4 月 16 日 学校召开 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校

领导班子成员、中层以上干部（调研员）、副高以上职称人

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民主党派代表等 170多人参加会

议。 

4 月 20 日 学校召开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会议。整改

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陈健副书记主持。 



4 月 23 日 学校举行与苏果超市有限公司共建的“江苏

经贸·苏果学院”揭牌仪式。苏果超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

永明、院长薛茂云出席仪式并讲话，苏果超市有限公司助理

总经理孙波为“苏果学院·店长班”授牌，副院长王志凤主

持仪式。 

4 月 24 日 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副院长王志凤应邀参加

了在宁举行的陶欣伯基金会院校座谈会。 

同日 学校举行 2015年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

开幕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教育厅副

厅长丁晓昌主持开幕式。省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杨献春，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黄志球，华三教育系统部部长沈慧，神

州数码网络有限公司职教行业总经理罗光，我校全体校领导

及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计算机网络应用两个赛项 66 个代

表队的领队、选手、指导教师、裁判员共 400多人参加了开

幕式。 

4月 26日 学校举行 2015年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计算机网络应用两个赛项闭幕式。

院长薛茂云出席闭幕式并讲话。 

同日 学校举行 2015 年单独招生考试。此次单独招生考

试共面向省内招收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管理、制冷与空调技

术等 23个专业共 1225人，来自省内各地 2400名学生参加

了考试。 

4 月 29 日 学校举行第三届“如家之星—江苏经贸班”

毕业典礼。如家管理大学总监王华峰致辞，我校副院长崔建

宁出席毕业典礼并讲话。 

同日 学校召开安全工作会议。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陈健出席并主持会议。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 2014年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的通知》（人社部函[2015]19 号）文

件精神，我校李畅副院长获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根据共青团江苏省委《关于表彰 2014年度江苏共青

团运用新媒体和文化载体引导青年创新案例奖的决定》（团

苏委发〔2015〕21 号）文件，我校《用跳跃的照片献礼 60

年甲子轮回》荣获“运用文化产品引导青年创新案例”二等

奖。“运用文化产品引导青年创新案例”全省仅 25 个，我

校是唯一获此荣誉的高职院校。 

▲江苏省第五届“卓越杯”英语大赛在宁举行。我校学

生周梦雨同学获得一等奖、王海蓉、朱琳、彭缨茹、张幸缘

荣获二等奖。 

五月 

5 月 4 日 学校召开 2014-2015 年度“五四”表彰大会。

副院长王志凤出席大会并讲话。 

5月 7日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杨群祥应邀

来访我校。校党委书记蒋云尔，院长薛茂云接待来宾。 

5月 8日 学校牵头组织在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召开南

京高校三片关工委 2015年度工作会议。省教育系统关工委

主任葛高林出席会议并讲话，我校党委书记、关工委主任蒋

云尔主持会议。 

5 月 11 日 学校党委召开落实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

作推进会，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党委书记

蒋云尔主持。 

5月 13日江宁大学城首届手语操大赛暨校第九届“5·25”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启动仪式在我校举办。江宁团区委书记

丁雪，江宁大学城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南京



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王云强以及部分兄弟院校心理健

康教育负责老师受邀出席活动，我校副院长王志凤出席活动

并致辞。 

同日 学校举办专利开发与申报知识专题讲座。 

5月 14日 学校与江苏陶欣伯基金会签署 2015年度合作

协议。党委书记蒋云尔、副院长王志凤接待来宾。 

5 月 18 日 学校举办第五届中华读书月颁奖典礼暨第六

届读者服务月闭幕式。 

5月 19日 学校召开财务管理和招标采购工作培训会议。

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出席会议并讲话。 

5月 27日 学校召开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会议。

校党委书记蒋云尔作“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动员部署，并做

了专题党课。 

5 月 28 日 学校与南京艾玛施贸易有限公司举行校企合

作签约仪式。艾玛施公司总经理崔婷、院长薛茂云出席仪式

并讲话。 

5 月 29 日 省高校校园安全检查第七小组来访学校检查

校园安全工作。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健就校园安全检

查落实、隐患排查及整改工作作了专题汇报。 

同日 学校举办第六届全国职业院校民政职业技能大赛

（养老护理员组）闭幕式。民政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常

务副主任王深远，江苏省民政厅副厅长钮学兴，院长薛茂云

出席闭幕式并讲话。 

5 月 30 日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扬州、泰州地区校友

分会成立大会在扬州举行。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友总会

会长、院长薛茂云出席大会并讲话。 



▲在 2015南京高校普通大学生“星得斯杯”女子足球

高职组的比赛中，我校女子足球队获得第一名。 

▲我校李畅教授受聘担任南京大学教育博士专业首批

博士学位研究生校外兼职导师，成为我校首位受聘 985高校

兼职博士生导师的专家。 

▲我校教师荣获第六届“外教社杯”全国大学英语教学

大赛江苏省一等奖（旅游外语学院颜君）。 

六月 

6 月 1 日 学校举行与江苏首屏（集团）公司战略合作签

约暨“江苏经贸首屏学院”揭牌仪式。江苏首屏（集团）公

司总裁李中兵，院长薛茂云出席仪式并讲话。 

6 月 5 日 学校召开了数字化校园建设推进会。数字化校

园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出席会议并讲话。 

6月 8日 江苏高职院校与台资企业对话交流座谈会在我

校召开。省台办主任杨峰、省教育厅港澳台办处长林跃出席

会议并讲话，校党委书记蒋云尔致欢迎辞，院长薛茂云主持

会议。 

同日 全国高职高专创新创业教育南京现场会在我校成

功召开。省教育厅学生处处长杭连生、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出

席会议并致辞，院长薛茂云主持会议。 

6 月 11 日 学校与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签署共建 Ed.D & 

Ed.M（教育专业博硕士）实践基地协议。南京大学教育研究

院院长王运来教授、张红霞教授，我校党委书记蒋云尔教授、

院长薛茂云教授出席签约仪式。 

6月 11日 2015年江苏地区连锁业校企合作座谈会在我

校召开。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校企合作委员会主任郭玉金到会

讲话，院长薛茂云出席会议并致辞。 



6 月 13 日 江苏省商业会计学会、江苏省职业教育会计

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在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召开。学校党委

书记蒋云尔出席会议并讲话。 

6月 17日 新疆伊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到我校交流学习。 

6 月 19 日 江苏省养老服务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促进会

（以下简称“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在省会

议中心召开，我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当选为“促进会”首任会

长。院长薛茂云到会致辞。 

同日 2015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计算机

网络应用赛项在我校正式开赛。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出席

开幕式并讲话，校党委书记蒋云尔致欢迎辞，院长薛茂云主

持开幕式。 

6 月 29 日 我校举办 2015年电子商务专业、物流管理专

业、连锁经营管理专业、财会专业类、旅游管理专业国家级

师资培训班。省教育厅师资处副处长许小梅，省高等教育教

师培训中心主任朱新生，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出席开班典礼。 

6月 30日 学校举行 2015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出征仪式。副院长王志凤出席仪式并讲话。 

▲党委“创新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努力提升大学生党

建工作水平”项目荣获江苏高校“2013－2014 年度党建工

作创新奖”三等奖；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校社暖爱促和谐，

携手共筑中国梦”项目荣获“2014 年度最佳党日活动优胜

奖”优胜奖。 

▲根据《关于公布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

名单的通知》精神，我校“电子商务专业”被确立为 A类品

牌专业，“连锁经营管理”专业被确立为 C类品牌专业。 



▲在江苏省第三届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中，学

校荣获了专科类优秀组织奖，林知璐、王熙明 2位同学获得

二等奖，32名同学获得三等奖，176 名同学获得优秀奖。 

七月 

7月 1日 学校召开庆祝建党九十四周年暨“七一”表彰

大会。全体校领导、在职教职工党员、离退休党员和学生党

员代表、民主党派代表参加表彰大会。 

7月 7日 党委书记蒋云尔为全校辅导员作专题辅导讲座。 

7 月 9 日 学校承办 2015财经商贸类专业指导性人才培

养方案实施及教学模式改革研训班。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出席

开班典礼并致辞。 

7 月 20 -23 日 学校举办 2015 年暑期中层干部培训班。

培训围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

校验收准备工作的再动员、党风廉政建设专题教育三项主题

开展。省教育厅副厅长倪道潜、常州大学党委书记史国栋等

领导和专家到校作报告。院长薛茂云作专题党课。培训期间，

全体中层干部到南京江宁监狱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活动。 

7 月 27 日 学校领导班子举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严

以修身”专题的第二次集体学习研讨。省委组织部干部五处

封春晴处长一行莅临指导。党委书记蒋云尔主持。 

7 月 31 日 院长薛茂云出席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长高

峰会，并作主题发言。 

▲我校《推进产教融合，实现校企协同育人》案例入选

《2015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我校啦啦操队在 2014—2015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

赛暨中国啦啦之星争霸赛总决赛中夺魁。 



▲在江苏省 2015年信息化教学比赛中，工商管理学院

郑伟、旅游外语学院颜君分获课堂教学组一等奖和三等奖，

工商管理学院尹微微，公共管理学院裘云、石晓燕、李梓伊

获教学设计组二等奖，艺术设计学院李姝获教学设计组三等

奖。 

八月 

8 月 19 日 学校召开安全工作专项大检查工作会议。校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健出席会议并作工作部署。 

8月 21日 学校慰问我校 6名参加抗战革命的离休干部。 

8 月 25 日 我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出席全国商业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总结及规划研讨会，并主持连锁经营管理专业 2016

年国赛方案的申报审核工作。 

8 月 31 日 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仲锁林，省商业联合会

会长潘宪生一行 7 人到校访问。院长薛茂云、副院长崔建宁

接待来宾。 

▲省教育厅发文（苏教高【2015】13号）公布了 2015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评选结果，我校申报的

6 项课题获得立项。 

▲我校 8 种教材入选第二批“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连锁企业门店开发与设计、老年运动与保健（第

一版）、广告原理与实务（第二版）（五年制高职）、国际

货运代理实务、会计专业英语、外贸单证操作（第三版）（五

年制高职）、管理会计、管理会计学习指导、习题与项目实

训】 

九月 

9 月 2 日 学校召开新学期首次中层干部会议。学校全体

中层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9月 4日 韩国庆熙大学副校长刘永学一行六人来访我校。

院长薛茂云接待来宾。 

9 月 5 日 学校召开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通报会。

校党委书记蒋云尔主持会议并通报整改工作情况。全体校领

导、近年来退休的老校领导以及各基层单位、机关部门主要

负责人、调研员、民主党派及政协委员代表等参加了会议。 

同日 院长薛茂云为全校辅导员作专题报告。至此，辅

导员素质提升工程完成全部的计划和任务。 

9 月 9 日 学校召开庆祝第 31 个教师节暨迎接国家示范

（骨干）校验收动员大会。全体校领导，中层干部、教师、

管理人员及离退休同志代表参加会议。 

9月 15日 学校举行 2015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

会。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二级院（系）党政负责

人、辅导员、军训团教官及 4200多名新生参加了大会。 

9 月 17 日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健出席省直单位老干

部工作党校片会议。 

同日 副院长王志凤出席 2015年度江苏省会计专业中职

教师企业实践国培项目开班典礼。 

9 月 18 日 江苏省高职高专思政课微课教学比赛评审会

在我校召开。我校两位参赛教师均获得二等奖，取得了较好

的成绩。 

9 月 22 日 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调研团一行在广

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丁开万带领下到校考察

交流。副院长王志凤接待来宾。 

9 月 22 日 学校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调研座谈会。 



9月 23日 学校举行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训班结业典礼。

南京晓庄学院校长许承明，我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出席结业典

礼并讲话。 

9月 25日 学校举行消防疏散逃生演习。校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陈健，保卫处、学工处工作人员和 2015级全体新

生参加演习活动。 

9月 28日 学校 2015级新生军训汇报表演暨总结表彰大

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73097部队操场隆重举行。 

▲江苏省科技厅、江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

了《关于下达 2015 年度省第四期“333 工程”科研项目资助

计划通知》（苏人才办〔2015〕22 号），我校石雪萍老师申

报的项目“茶多酚代谢产物的制备及其对结肠癌细胞增值作

用抑制研究”经专家评审、专家委员会审定获得资助，项目

编号 BRA2015388。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发布了《关于公布 2014年度全

省学生资助绩效评价结果的通知》（苏教助[2015]5 号），

学校在江苏省学生资助工作绩效评价中首次获得“优秀”。 

▲在首届江苏省“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首届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江苏选拔赛中，我校

金融学院陈小芳和会计学院夏梦团队的“创业帮帮”项目获

得了实践组二等奖的佳绩。学校同时荣获了大赛优秀组织奖。 

▲在江苏高校国旗班比武大会中，我校国旗班在决赛中

荣获二等奖。 

十月 

10 月 10 -11 日 省教育厅、财政厅专家组对我校国家示

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进行了省级验收。专家组组长

由上海教科院副院长马树超担任，成员包括常州大学党委书



记史国栋、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陈解放教授、浙江金融职业技

术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戴勇、常

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袁洪志和苏州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院长李振陆。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丁晓昌，省

商务厅副厅长仲锁林，省财政厅科教文处处长朱忠迎，省教

育厅财务处处长周亚君，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袁靖宇，

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副处长经贵宝、王建军等领导莅临现场

检查指导工作。学校全体党政领导、重点建设专业（项目）

团队成员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了验收工作。 

10 月 13日 常州市天宁区副区长、健康养老服务业集聚

区主任魏敏一行到校考察交流。副院长崔建宁接待来宾。 

10 月 16-18日 薛茂云院长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高等职

业教育校长联席会议学术年会并作交流发言。 

10月 17日 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教授应邀来

访我校，校党委书记蒋云尔、院长薛茂云接待来宾。 

10 月 17日至 18日 全国电子商务运营技能竞赛苏皖赛

区决赛在我校举行。江苏科建教育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虞维

平，南京市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陈武光，北京博导前程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白妍燕，副院长崔建宁、李畅，

16 支代表队的参赛选手、指导教师。 

10 月 18日 学校举办 2015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10月 20日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朱同福一行到

校，洽谈校政合作事项并签署合作协议。副院长崔建宁接待

来宾。 

同日 学校举办 2015 年党务干部培训班。党委书记蒋云

尔出席开班仪式并作专题讲座。 



10 月 23日 学校举行 2015级留学生开学典礼。今年新

招 38 名留学生。 

同日 学校召开 2015 年度院级科研课题评审工作会议。

副院长李畅出席会议并讲话。 

10 月 25日 2015年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青年教师企业

实践国家级培训项目（会计与电算化专业）在我校举行。江

苏职业教育教师培训中心主任方健华，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分

别作专题讲座。 

10月 27日 学校举行第六期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学

习调研活动。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综合处主任蒋红

平，校党委书记蒋云尔，江苏现代服务业职业教育集团理事

长、院长薛茂云，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网总编辑、特别顾问岳

维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网编辑运营中心副主任王达伟及来

自江苏现代服务业职教集团成员单位和全国 30余家职教集

团负责人出席了启动仪式。 

10月 28日 学校举行 2015-2016学年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学院开班仪式。副院长王志凤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10月 29日 韩国庆州大学校长李顺子一行到校访问交流。

院长薛茂云与国际接待来宾。 

▲在江苏省第三届高校就业创业指导教师教学技能比

赛决赛中，金融学院秦蔚蔚老师进入十强并取得三等奖的佳

绩，缪宏兵老师荣获优秀奖。 

十一月 

11月 3日 蒋云尔书记出席 2015国际社会养老事业发展

合作论坛暨江浙沪养老服务业高峰论坛。 

同日 学校召开第九届校园廉洁文化活动周总结表彰会

议。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健主持会议并讲话。 



11 月 4 日 学校召开专业建设工作会议。校专业建设委

员会全体成员参会。 

11月 5日 学校举行 2015级千年珠宝班开班典礼暨校企

合作签约仪式。江苏千年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勇、院长薛

茂云出席仪式并讲话。 

同日 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王魏峰带领该省 7 所

高职院校的同行来我校访问交流。副院长崔建宁接待来宾。 

11 月 6 日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组织在宁高校召开座

谈会。作为基金会唯一资助的高职院校，学校副院长王志凤

应邀参会并作了交流发言。 

同日 学校举办 2015 年教职工趣味运动会。 

11 月 7 日 学校召开第一届江苏省养老产业与职业教育

对接会。江苏省养老服务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促进会会长、

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副院长储锦超，来自养老服务界的 23

家企业代表和全国从事涉老专业人才培养的 8所院校负责人

出席会议。 

同日 北京市教委高教处副处长荣燕宁、北京财贸职业

学院副院长吕一中带领北京市 14所高职院校教务处长来我

校访问交流。副院长储锦超接待来宾。 

11 月 7-8日 学校举办 2016 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 

11月 11日 学校与广东犹九集团共建南京大学生跨境电

商创业孵化基地签约揭牌仪式。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巡视员江萍出席仪式并讲话。副院长王志凤与广东犹九集

团为树公司 CEO蒋文天签署合作协议并共同为孵化基地揭牌。 

11月 14日 江苏省计算机学会信息技术职业教育专业委

员会 2015年年会在我校召开。我校副院长李畅当选新一届



理事会会长。信息技术学院院长吴洪贵、副院长罗晓东和汪

晓璐老师分别当选新一届理事会副会长、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11 月 16-17日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委员、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参加全国商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换届大会暨 2015年年会。 

11 月 18 日 学校第二届“周恩来班”、“邓颖超班”、

“周恩来团支部”、“邓颖超团支部”授牌仪式在中国共产

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举行。副院长王志凤，梅园新村纪

念馆馆长沈浩、原馆长王化许出席仪式。 

11 月 19 日 院长薛茂云带领党院办、宣传部、人事处、

工商管理学院工作人员赴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习交流。 

11 月 20日 学校召开 2015年江苏省普通高校对口单招

体育技能考试研讨会。省体育局副局长刘彤、青少年处处长

王伟中，省教育厅职教处处长尹伟民、社会教育处副处长李

海宁，省教育考试院高招处副处长徐德明，院长薛茂云、副

院长王志凤等出席会议。 

11 月 26日 学校举办关工委会议暨 2015年度骨干培训

班。关工委主任、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出席会议并讲话。关工

委常务副主任周家华、陈德祥与校两级关工委全体成员参加

大会。关工委副主任、副院长王志凤主持会议。 

11月 28日 党委书记蒋云尔出席江苏省商业会计学会成

立 30 周年庆祝大会暨第四届高层论坛，并致辞。大会由江

苏省商业会计学会副会长、江苏省职业教育会计研究会会长、

我校副院长储锦超主持。 

11 月 29日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章程》获江苏省教

育厅核准。 



▲在第九届“新道杯”全国大学生会计信息化技能大赛

中，会计学院孙详培、刘文静、李媛媛、贺绪东、沙鑫鑫、

张燕、姚凯健、葛顺东 8 位同学组成的两支代表队分别以江

苏省第二名和第五名的成绩，夺得全国总决赛团体一等奖，

黄莉娟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在第六届“外研社杯”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中，

旅游外语学院季佳钰、工程技术学院古琳钰分获个人一等奖

和三等奖。  

▲学校获得“2015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江苏分赛区

优秀组织奖”、“2015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先进单位”

两项荣誉。崔建宁、蒋建成被授予“2015年江苏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先进个人”称号。裴勇、孙玉娣被授予“2015年江

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程晨、时满谦、

丁自杨三位同学被授予“2015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标

兵”称号。 

▲在 2015零售新星大赛决赛中，我校工商管理学院 13

连锁（本）班夏志发、张雪妮、张文秀三位学生组成的代表

队以华东区初赛第一名晋级决赛，最终荣获决赛团体一等奖，

王玮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在“花桥国际商务城杯”江苏省第十届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大赛决赛中，我校会计学院王宏荣获专科组一等奖，

并获得专科组 “十佳职业规划之星”荣誉称号，指导教师

徐燕获得“优秀指导老师”荣誉称号。 

十二月 

12 月 3 日 学校举行第七期音乐照顾实务带动者培训班

开班仪式。江苏省老龄产业协会会长张建平、上海福祉实业



有限公司经理韩菊、日本 MUSIC CARE 协会讲师松本铃子和

浦川晓美出席仪式。学校党委书记蒋云尔出席并致辞。 

12 月 4 日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梁家峰一行到

校访问交流。党委副书记、院长薛茂云接待来宾。 

12月 5日 我校召开合作办学联盟理事会 2015年年会暨

江苏现代服务业职教集团成立 10周年发展论坛。江苏省商

业联合会会长潘宪生，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徐萍及我校领

导出席会议。会上，我校与用友集团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接受了该集团捐赠的 ERP

协同创新平台、师资研修院平台、新道人才网平台等价值壹

佰伍拾万元的软件和服务。 

12 月 8 日 南京高校三片关工委负责人培训班在南京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省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葛高林出席会

议并讲话，我校党委书记、关工委主任蒋云尔主持会议，来

自南京地区 16所高校的关工委负责人参加培训。 

12 月 9 日 学校“烽火记忆一二·九，青春建功十三五”

纪念“一二·九”运动 80周年大合唱比赛暨第二十届校园

文化艺术节闭幕式在大学生活动中心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

蒋云尔、院长薛茂云、副院长王志凤，相关职能部门和二级

院（系）主要负责人出席活动，与现场 500多名师生共同缅

怀革命历史，弘扬时代精神。 

同日 我校举行 2015 级班级心理委员培训启动仪式。副

院长王志凤出席活动并讲话。 

12月 16日 学校召开党委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议，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省教育纪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纪检组副组长、



监察室主任荆和平应邀作专题报告。校党委书记蒋云尔主持

会议。学校全体中层以上干部参加学习。 

12 月 19日 学校在苏州召开招生就业工作推进会议。院

长薛茂云出席会议并讲话，副院长王志凤主持会议。各二级

院（系）党政负责人，校友总会工作人员，南京、常州、扬

州、徐州、盐城、南通、苏州等地 150多名校友代表齐聚苏

州，叙情谊、促合作、谋发展。 

12 月 22日 学校召开青年教师座谈会。校党委书记蒋云

尔出席会议并讲话。18 名青年教师代表参会。 

12 月 23日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许书平、院长徐

庆国一行 6人来我校访问交流。校党委书记蒋云尔、院长薛

茂云、副院长崔建宁接待来宾。 

同日 南京师范大学胡建华教授应邀来我校作了题为

《大学章程：从理论到实践》专题讲座。院长薛茂云主持会

议，学校全体中层以上干部与部分教师、学生代表参加学习。 

12 月 25日 召开校领导班子 “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

活会。校党委书记蒋云尔主持会议，校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参

加会议。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纪检办公室及监察处负

责人列席会议。 

12月 26日 学校召开第五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第七次工

会会员代表大会。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潘漫、省直机关工会

主席张启俊出席大会开幕式。学校两代会正式代表、特邀代

表和列席代表共 153 人参加会议。 

12月 28日 学校正式启动生产性实训基地——三创大厦

项目桩基工程。 

12 月 30日 学校举办“示范建设展新姿、和谐奋进奏华

章”教职工迎新联欢会。 



12月 27日-31日 学校副院长王志凤与国际教育学院工

作人员一行 4人应邀赴越南胡志明市经济技术高等专科学校、

河内大学、河内工业大学访问交流，洽谈国际教育合作。 

▲12月 10日-12日 全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第九

次全体理事代表大会暨学会成立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

召开。薛茂云院长当选为全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副会

长。我校牵头的国际合作交流工作委员会被评为“全国高职

研究会优秀分支机构”，王兆明同志被聘为全国高职教育研

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王骏同志荣获全国高职教育研究会

“优秀理论研究奖”。 

▲学校啦啦操队在 2015—2016全国啦啦操联赛暨中国

啦啦之星争霸赛中夺魁。 

▲公共管理学院（老年产业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吴

晓英同学被授予“江苏好青年”荣誉称号。 

▲学校获得 2015年度全省高职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优

秀组织奖。 

▲12 月 29 日，江苏省人才创新创业促进会、江苏人才

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发布了《江苏高职院校人才竞争力 30

强报告(2015)》，我校人才综合竞争力跃居全省高职院校第

四位，在商贸财经类院校中位居第一。在五个一级指标中，

人才教育贡献竞争力指标位居全省高职院校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