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大学研究生实践基地及实践导师申报结果公示 

(2021年 6 月)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江苏大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与管理实施办法（试

行）》（江大校〔2020〕244 号）和《江苏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

生专业实践管理实施细则》（江大校〔2020〕245 号 ），经基地依

托企业申请、研究生培养单位考察与审核，本月度共有 36 家研究生

实践基地、78 名研究生校外实践指导老师申报，经研究生院基地办

资格审查、研究生院院务会审议通过，现将获批的实践基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21年 7月 6日至 7月 13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

可通过书面、电话、邮件形式反映。联系电话：0511-88987590，邮

箱：jdlpb@ujs.edu.cn。 

 

附件： 

1.2021年 6月江苏大学研究生实践基地获批名单 

2.2021年 6月江苏大学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获批名单 

 

 

研究生院 

2021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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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1年 6月江苏大学研究生实践基地获批名单 

序号 实践基地名称 牵头学院 校内负责人 

1 琦瑞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机械学院 樊薇 

2 江苏联益友测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学院 樊薇 

3 上海埃立曼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学院 王霄 

4 南京必蓝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刘志刚 

5 苏州工业园区航星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计算机学院 周莲英 

6 南京华飞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计算机学院 王良民 

7 镇江嘉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韩豫 

8 江苏中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张富宾 

9 镇江中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学院 王国栋 

10 江苏亿能电气有限公司 管理学院 何娣 

11 常州市翰琪电机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杨丽丽 

12 桐乡市申昊进出口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贺丹 

13 江苏长海粮贸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徐小阳 

14 镇江华星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陶忠元 

15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财经学院 朱乃平 

16 上海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李靠队 

17 苏亚金城会计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张华 

18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 财经学院 谢竹云 

19 迈安德集团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张华 

20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张华 

21 江苏润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孔玉生 

22 北京市京师（无锡）律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程李梅 



23 江阴利之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程李梅 

24 百通（赫思曼）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顾水彬 

25 河北占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朱乃平 

26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泰州分所 财经学院 顾水彬 

27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顾水彬 

28 镇江新区坏境监测站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张华 

29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蒋苏月 

30 昆山伯冠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张华 

31 镇江领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徐文学 

32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通分所 财经学院 朱乃平 

33 南京地平线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谭中明 

34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孔玉生 

35 双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研究院 徐丽 

36 镇江市星翌交通设备配件有限公司 电气学院 廖志凌 

 

 

 

 

 

 



附件 2.2021年 6月江苏大学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获批名单 

序号 工作单位 牵头学院 实践导师 校内联系人 

1 镇江蓝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李鸿伟 沈春根 

2 江苏微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何龙 沈春根 

3 江苏大力城电气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高勇 张西良 

4 上海埃立曼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娄万里 王霄 

5 常州金坛腾远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学院 汪雪峰 王霄 

6 常州金坛腾远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学院 朱浩元 王霄 

7 常州金坛腾远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学院 丁玉 王霄 

8 常州金坛腾远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学院 陈月芳 王霄 

9 中联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工程学院 贡军 卢泽民 

10 中联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工程学院 高一平 卢泽民 

11 苏州久富农业机械公司 农业工程学院 董运华 李耀明 

12 苏州久富农业机械公司 农业工程学院 王克玖 李耀明 

13 苏州久富农业机械公司 农业工程学院 徐正华 李耀明 

14 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刘超 刘军 

15 南京必蓝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叶根喜 刘志刚 

16 江苏澳洋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武涛 赵如金 

17 苏州工业园区航星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计算机学院 项文新 周莲英 



18 镇江默勒电器有限公司 计算机学院 徐幸荣 宋雪桦 

19 江苏茴香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学院 周渊 陈锦富 

20 江苏茴香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学院 吴银春 陈锦富 

21 南京华飞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计算机学院 阎星娥 王良民 

22 镇江嘉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冯志达 韩豫 

23 镇江嘉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宋琴琴 韩豫 

24 镇江嘉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龚顺利 韩豫 

25 江苏中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孙文 张富宾 

26 江苏中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曹晨 张富宾 

27 江苏中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朱明袖 张富宾 

28 江苏中野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孙渊 张富宾 

29 江苏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大队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陆振裕 李传勋 

30 江苏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大队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李程 李传勋 

31 江苏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大队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李全军 李传勋 

32 江苏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大队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臧一平 李传勋 

33 江苏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大队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刘敬锋 李传勋 

34 江苏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大队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葛鹏 李传勋 

35 江苏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大队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王卫国 李传勋 

36 江苏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大队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姚宝宽 李传勋 

37 镇江中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学院 朱东旦 王国栋 



38 江苏汇智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管理学院 包甄珍 赵观兵 

39 江苏亿能电气有限公司 管理学院 惠延东 何娣 

40 常州市翰琪电机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张莉 杨丽丽 

41 桐乡市申昊进出口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秦京京 贺丹 

42 江苏长海粮贸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焦青林 徐小阳 

43 镇江华星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孙泽东 陶忠元 

44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刘玉莹 顾水彬 

45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泰州分所 财经学院 丁双梅 顾水彬 

46 河北占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郭润义 朱乃平 

47 百通（赫思曼）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王娜佳 顾水彬 

48 江阴利之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陈刚 程李梅 

49 北京市京师（无锡）律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柳向魁 程李梅 

50 江苏润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范汝森 孔玉生 

51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徐晨 张华 

52 迈安德集团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叶美 张华 

53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财经学院 吴晓蕊 谢竹云 

54 苏亚金城会计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张杰 孔玉生 

55 苏亚金城会计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叶向军 章文芳 

56 苏亚金城会计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何荣华 张华 

57 苏亚金城会计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倪松 徐文学 



58 上海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沈斌 李靠队 

59 上海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沈佳赛 孔玉生 

60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李文沁 朱乃平 

61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周芳芳 李靠队 

62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苏凤英 徐文学 

63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杨成艳 顾水彬 

6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董文茜 程李梅 

65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程世杰 张华 

66 镇江新区坏境监测站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袁爱国 张华 

67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殷磊刚 蒋苏月 

68 昆山伯冠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施文静 张华 

69 镇江领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臧春梅 徐文学 

70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通分所 财经学院 方平 朱乃平 

71 南京地平线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刘国艳 谭中明 

72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财经学院 周峰 孔玉生 

73 江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财经学院 吴云 王海军 

74 镇江市博物馆 艺术学院 霍强 陈见东、朱光耀 

75 镇江市博物馆 艺术学院 蓝旻虹 朱光耀 

76 镇江市美术馆 艺术学院 常卫平 姜松平 

77 镇江市美术馆 艺术学院 孙炜 吕冰 



78 双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研究院 刘巍 徐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