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大学研究生实践基地及实践导师申报结果公示 

(2021年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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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月共有 18 家研究生

实践基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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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6日至 10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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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月江苏大学研究生实践基地获批名单 

2.2021年 7-8月江苏大学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获批名单 

 

 

研究生院 

2021年 10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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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1年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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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星新型碳材料常州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陈武峰 

2 国家气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机械工程学院 钱鹏飞 

3 常州市沃尔核材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刘桂玲 

4 中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学院 王权 

5 苏州凯瑞汽车研发有限公司 汽车工程研究院 徐兴 

6 开沃新能源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工程研究院 徐兴 

7 江苏鑫品茶叶有限公司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欧阳琴 

8 中科怡海高新技术发展江苏股份公司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林颢 

9 浙江科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王鹏 

10 瑞通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化学化工学院 邱凤仙 

11 江苏钟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 法学院 牛玉兵 

12 北京盈科（镇江）律师事务所 法学院 牛玉兵 

13 山东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艺术学院 张凯 

14 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彭光杰 

15 江苏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科技信息研究所 唐恒 

16 南京九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信息研究所 王秀红 

17 山东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 能源研究院 何志霞 

18 钧风电控科技（泰州）有限公司 能源研究院 何志霞 



附件 2.2021年 7-8月江苏大学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获批名单 

 

序号 
校外实践导

师姓名 
工作单位 校内负责人 牵头学院 

1 蔡冬林 江苏宏大特种钢机械厂有限公司 王匀 机械工程学院 

2 韩志伟 江苏宏大特种钢机械厂有限公司 王匀 机械工程学院 

3 黄大春 江苏宏大特种钢机械厂有限公司 王匀 机械工程学院 

4 朱强龙 江苏宏大特种钢机械厂有限公司 王匀 机械工程学院 

5 周云申 常州英诺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张朝阳 机械工程学院 

6 罗虹 江苏京治海上风电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杨超君 机械工程学院 

7 卢钰 江苏集萃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顾寄南 机械工程学院 

8 叶兴海 镇江四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郑刚 机械工程学院 

9 陈武峰 昂星新型碳材料常州有限公司 王权 机械工程学院 

10 陈家伟 江苏一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权 机械工程学院 

11 唐永波 江苏一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权 机械工程学院 

12 刘丽娇 国家气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钱鹏飞 机械工程学院 

13 任志胜 国家气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钱鹏飞 机械工程学院 

14 余增峰 常州市沃尔核材有限公司 刘桂玲 机械工程学院 

15 余宗萍 瑞通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邱凤仙 化学化工学院 

16 周伟 苏州晟德源科技有限公司 袁志钟 机械工程学院 

17 蔡忠伟 腾达电动科技镇江有限公司 黄林平 机械工程学院 

18 贺赟晖 中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权 机械工程学院 

19 刘承光 中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权 机械工程学院 



20 颜爱忠 中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权 机械工程学院 

21 陈岭 江苏奥雷光电有限公司 王亚伟 机械工程学院 

22 向华荣 苏州凯瑞汽车测试研发有限公司 徐兴 汽车工程研究院 

23 陶涛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徐兴 汽车工程研究院 

24 许国林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徐兴 汽车工程研究院 

25 黄民峰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徐兴 汽车工程研究院 

26 沈磊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徐兴 汽车工程研究院 

27 贾红伟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徐兴 汽车工程研究院 

28 程志刚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徐兴 汽车工程研究院 

29 蔡双飞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 徐兴 汽车工程研究院 

30 张勇 开沃新能源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兴 汽车工程研究院 

31 董钊志 开沃新能源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兴 汽车工程研究院 

32 刘立军 开沃新能源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兴 汽车工程研究院 

33 芦波 开沃新能源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兴 汽车工程研究院 

34 尤振军 开沃新能源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兴 汽车工程研究院 

35 丁文杰 中科怡海高新技术发展江苏股份公司 林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36 周小玲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徐斌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37 王宏平 中储粮镇江粮油有限公司 徐斌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38 王镇 江苏鑫品茶业有限公司 欧阳琴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39 朱慎刚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中飞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40 梅启文 浙江科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王鹏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41 李丹 浙江科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王鹏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42 张茂诚 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 李炳烁 法学院 

43 吴锡滨 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 李炳烁 法学院 

44 李瑜 江苏金荣恒顺律师事务所 李炳烁 法学院 



45 洪奎 江苏金荣恒顺律师事务所 李炳烁 法学院 

46 李永燕 江苏金荣恒顺律师事务所 李炳烁 法学院 

47 刘晶晶 江苏金荣恒顺律师事务所 李炳烁 法学院 

48 王忠城 江苏路韬律师事务所 李炳烁 法学院 

49 姜威 江苏路韬律师事务所 李炳烁 法学院 

50 颜开 江苏路韬律师事务所 李炳烁 法学院 

51 王寂然 江苏路韬律师事务所 李炳烁 法学院 

52 钱磊 江苏路韬律师事务所 李炳烁 法学院 

53 张天翼 江苏路韬律师事务所 李炳烁 法学院 

54 黄程 江苏路韬律师事务所 李炳烁 法学院 

55 王佩 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 李炳烁 法学院 

56 陶然 江苏钟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 牛玉兵 法学院 

57 吴儒风 江苏钟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 牛玉兵 法学院 

58 张丽 江苏钟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 牛玉兵 法学院 

59 许宏远 江苏钟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 牛玉兵 法学院 

60 陈凡 江苏钟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 牛玉兵 法学院 

61 叶亚东 山东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凯 艺术学院 

62 胡新颜 山东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凯 艺术学院 

63 任锁 山东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凯 艺术学院 

64 周新法 南京九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王秀红 科技信息研究所 

65 褚正东 镇江市图书馆 刘桂锋 科技信息研究所 

66 张珺 镇江市图书馆 刘桂锋 科技信息研究所 

67 吕超 镇江市图书馆 刘桂锋 科技信息研究所 

68 丁岚 镇江市图书馆 刘桂锋 科技信息研究所 

69 崔欣卉 镇江市图书馆 刘桂锋 科技信息研究所 



70 谢萍 镇江亿百特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刘桂锋 科技信息研究所 

71 杨桦 江苏大学图书馆 卢章平 科技信息研究所 

72 傅巧琳 江苏大学图书馆 袁润 科技信息研究所 

73 汪满容 江苏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唐恒 科技信息研究所 

74 赵春艳 江苏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唐恒 科技信息研究所 

75 张强 江苏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唐恒 科技信息研究所 

76 于建锋 钧风电控科技（泰州）有限公司 何志霞 能源研究院 

77 邵壮 山东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 何志霞 能源研究院 

78 李卫民 山东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 何志霞 能源研究院 

79 胡金生 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 彭光杰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80 胡自强 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限公司 彭光杰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