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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法学院本科学生支部举行

2018 年度主题党日活动启动仪式

2018 年 3 月 14 日下午，王健法学院本科学生支部 2018 年度主题党日活

动启动仪式在法学院东吴大讲堂成功举行。我院党委副书记王振华、本科一支部

书记曹妍、全体本科生党员出席活动，本科生部分入党积极分子、研究生党员代

表全程列席观摩，校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袁洁老师也应邀参加了本次活动。

王振华书记主持了本次仪式，他

提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是本年度党员教育的重点，学院党

委决定在学生支部中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他向在座的本科生党员讲解了本年度党日活动的时间安排、参与范围及活动

内容。本年度的主题党日活动主要分为学习教育、交流实践和总结提高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活动，如专题辅导报告、现场教学活动、党员团体辅导、上

党课等。王书记详细地解释了三个阶段中各项活动的具体内容和任务，并且对参

加活动的学生党员提出了相关要求。最后，他还对本科生今年度发展对象人选提

出了一些学习建议和要求。仪式后，本科生支部还分头进行了 2017 年度党员民

主评议和组织生活会，并对 2018 年度党员发展计划进行了酝酿和讨论。举办这

次仪式就是要让学院学生党员教育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让每一个学生党员

明晰学习任务，明确职责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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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办四届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大会

2018 年 3 月 21 日下午，王健法学院四届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

大会在大会议室隆重举行，我院院长胡玉鸿、党委书记周国华、行政副院长严俊

及全体教职工参加了此次代表大会。周国华担任此次会议的主持。

大会伊始，胡玉鸿院长首先代表

学院领导班子向全体教职工做 2017

年度工作汇报。胡玉鸿院长从党的建

设、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教学

质量、科研质量、平台建设、人才培

养、行政管理七个方面总结并回顾了 2017 年度学院的工作，胡院长在总结经验，

直面问题的基础上，希望今后能强化内涵，巩固基础，全面提升学院发展潜力，

同时也要树立正气，强化规则，进一步扩大学院的学术影响，最后期待我院的明

天会更加美好。

随后严俊副院长、李小伟副教授、上官丕亮教授分别进行了王健法学院财务

工作报告、王健法学院财务监督工作报告、

王健法学院工会工作报告，对这一年的工

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同时周国华书记还

对上次教代会的提案办理情况予以了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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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束后，周国华书记、胡玉鸿院长、卜璐副教授分别对王健法学院教职

工年度考核优秀等第评定办法》（2018 修订版）、《王健法学院管理服务工作

先进个人评选办法》（2018 修订版）、《王健法学院奖励性工资分配办法》（2018

修订版）、《王健法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管理规定》（2018 修订版）、《王健

法学院科研考核及奖励规定》（2018 修订版）、《王健法学院教职工社会服务

工作量计分办法》（2018 修订版）、《王健法学院专业教师兼职本科生班主任

工作实施办法》（2018 讨论稿）、《王健法学院院内财务监督管理办法》（2018

讨论稿）进行了说明。

方潇、丁建安、赵毅、卜璐、蒋莉、施立栋、王俊、范茜、张焕然、曹妍、

上官丕亮等 11 位老师做了提案人发言。

紧接着，与会代表分为三个小组进行了热烈讨论。代表们紧紧围绕学院拟制

定或拟修改的文件、院长工作报告、教职工提案，立足工作实际，纷纷建言献策，

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分组讨论后，周国华书记根据讨论的结

果，说明了执委会的一些修改意见，但由于

所涉条款较多，拟在下次会议时再进行表决。

最后，胡玉鸿院长作总结发言，胡院长

从学术竞争、人才潜力、评价体系等各方面说明了目前形势的严峻，但又指出目

前在优势学科、平台建设、科研及人才政策上都有着发展的机遇，在此基础上，

胡院长围绕学科评估、科研成果、教学成果三项指标勾画了学院的未来发展蓝图，

并提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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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知识产权研究院落户苏大

日前，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江苏省教育厅联合发文，同意在苏州大学建设省

级知识产权研究院，并定名为“江苏省知识产权（苏州大学）研究院”。研究院

将以苏州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为载体，通过省知识产权局、省教育厅、苏州大学

联合共建的方式运作，旨在以省级知识产权智库和高水平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培训

基地为建设目标，为江苏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省级知识产权研究院正式落户苏大，既是上级部门给予关心、大力支持的结

果，也是知识产权研究院不断进取、努力开拓的回报。创办于 2013 年的苏州大

学知识产权研究院为苏州大学、苏州高新区管委会、苏州市知识产权局联合共建

的研究机构，创办以来，以“政企智库”、“行业纽带”为功能定位，经过多年

的创新发展，在知识产权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培训、产学研服务、运营与维权等

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赢得了上级管理部门的高度赞誉。在

各方的积极推动下，省知识产权局联合省教育厅，拟定将知识产权局升格为省级

知识产权研究院的规划，省教育厅为此专程派员来苏州进行实地考察，听取了研

究院近年来的工作汇报，肯定了研究院所取得的工作业绩。最终，省级知识产权

研究院花落苏州，为苏州大学又增添了一个省级研究平台。

在建设高质量的省级知识产权研究平台的工作目标下，苏州大学知识产权研

究院和王健法学院将进一步作好规划，凝聚力量，加强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

培训知识产权法律人才，开展知识产权社会服务，为国家和江苏省知识产权的战

略规划献计献策。可以相信，在苏州大学的直接领导和关心支持下，研究院的工

作将会有更高的目标、更大的动力、更好的追求，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作出无

愧于省级研究院的工作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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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在 2017 年度社科评价中再创佳绩

2018 年 3 月 27 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举办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发布论坛，发布了 2017

度转载指数排名和 2017 年版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我院院长胡玉鸿

教授代表王健法学院及《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参加了本次论坛，并受邀在

“话语引领与法政期刊建设分论坛”上作了题为“马克思的良法观及其时代意义”

的主题发言。尤其值得庆幸的，在本次发布会上，我院教师论文转载量及《学报》

均表现不俗，取得了令人振奋的佳绩。在高等院校二级院所分学科排名中，我院

教师 2017 年度论文转载量 14 篇，全文转载量及综合指数排名均列全国第九名，

保持了连续几年均在全国前十的优良名次。

创刊仅四年的《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表现优异，在本次成果评价中异

军突起，表现可佳：

（1）顺利入选新版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复印报刊资料重要来

源期刊（2017 年版）从 1952 种转载期刊中遴选出入选期刊 745 种，其中法学

类期刊从 299 种期刊中遴选出 45 种，入选期刊占被转载期刊总量的比例为

15.05%；

（2）在高等院校主办学报（共 1150 种）2017 年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率排名中列第 36 位；

（3）在法学学科期刊 2017 年度全文转载率排名中全文转载率排名中列 2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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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

教授，民商法学博士

掌握外语语种：

英语

意大利语

教学和研究领域：

民商法学

欧洲民法史

主要研究经历：

2005-2006 年度，赴意大利罗马第二大

学研修罗马法；现主要担任法学院民法

学、商法学本科、研究生教学。

曾发表论文于：

《法学研究》

《中外法学》

《法商研究》

《法学》

《环球法律评论》

《北大法律评论》

《私法研究》

《私法》

《Marco Paolo 750 anni》等

主要专著：

《欧陆民法传统的历史解读——

以罗马法与自然法的演进为主线》

合著、参编：

《中国公民的财产权益保护》

《中国民事法律制度继承与创新》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

《物权法》等

科研项目：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研究

《民法典》的结构设计比较研究

和谐社会中的私法伦理

多数人侵权的责任分担机制研究

主要获奖：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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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和研究领域：

国际私法

体育法

现职：

中国国际私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

著作：

《外国体育法律制度专题研究》

《国际体育仲裁的理论与实践》

《体坛说法——体育运动中的法律问题》

《什么是体育法》等

译著：

《体育纠纷的调解解决——国内与国际

的视野》

《体育法》

曾发表文章于：

《读书》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中外法学》

《比较法研究》

《法学》

《法学评论》

《民商法论丛》

《中国国际法年刊》

《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

《朝阳大学法律评论》（台湾）

《月旦民商法杂志》（台湾）

《体育科学》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Journal

Marquette Sports Law Review 等

个人荣誉：

2010 年入选中国法学创新网“中国法

学新秀 100”

郭树理

法学博士，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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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992 届校友录

陈燕 常熟市纪委

石玉英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

章勤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孙逸萍 靖江市交通局

周庆琳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冯骏 江苏冯骏律师事务所

李江明 溧阳市人民法院

王震 南京国税务局

徐发银 江苏同瑞律师事务所

陈华良 无锡市滨湖区纪委

杜峥 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

李平 江苏朱方律师事务所

陈宏良 江苏广浩律师事务所

徐祥 大丰市人民法院

卢苍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

姓名 工作单位

唐风华

姓名 工作单位

邹云翔 泰州市人民检察院

孔善波 浙江律师事务所

兴化市法制办

张军 宿迁市开发区招商局

魏明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刘海平 徐州市公安局

刘永 常州市司法局

马骏 镇江市人民检察院

王文萍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宗鸣 扬中市人民法院

张淳 盐城市公安局

张炜 江苏友联律师事务所

王劲松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宋军 淮安市人民检察院

顾群英 江苏升浮律师事务所

吴志惠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阳阳 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

郭迎春 盐城市公安局

邓宏林 泰州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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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江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

张华 海门市人民检察院

张徐宁 北京世华律师事务所

侍育忠 常州市天宁区司法局

况世道 徐州市同瑞律师事务所

王建华 江苏成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倪蓉 启东市人民检察院

张文菁 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

韩学艳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春晖 南通市人民检察院

秦辉 上海盈科律师事务所

黄磊 江苏再保融资租赁公司浦洪 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

韦兴进 镇江丹徒区人民法院

姜志新

杭为民 盐城市《盐阜大众报》采访部

周中华 徐州市房地产管理局

张卫红 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

王丽君 无锡崇安区人民法院

虞新 苏州市人民广播电视台

顾文武 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

章春源 江苏汇瑞律师事务所

李飞 建设银行南京分行

魏怀勤 泰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陈洁 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徐茵 上海菲亚特(中国)公司

杨文 江苏省警官学院

赵荩 仪征市人民检察院

姚培源 中国建行徐州分行

肖维贤 张家港市国税局

吴宏庆 盐城市委 610 办公室秘书室

倪小涛 南通市开发区人民法院

姓名 工作单位姓名 工作单位

钱文 北京金诚国际保险经纪公司

戴涛 连云港市东海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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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风雷          基督教牧师 

陈冬梅        赛思德贸易公司 

张扣成        江宁区人民法院 

包元亮        丹阳市供销总社 

臧有恒            出国 

陈国斌       宜兴市人民法院 

汪文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渊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 

沈雯蕾      无锡市滨湖区司法局 

陈晓鲸    中国进出口银行南京分行 乐涛    泰晤士环保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注：排列不分先后，信息如有变动，请将新信息

发至 wangjianfxxyll@163.com 

王东辉        常熟市人民法院 曹俊      扬州市邗江区瓜洲镇 

姓名          工作单位 姓名          工作单位 

浦莉       苏州姑苏区人民法院 

腾辉          常州市司法局 

赵干              出国 

柏宏忠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晓冬         山东科技大学 

刘平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施政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 

张坤       江苏崇安律师事务所 

何卫星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彭非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 

金爱晶       徐州市人民检察院 

姚蕾      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顾继红      南京杰宁进出口公司 

史洪松        灌云县委组织部 

张越             出国 

周宇         江苏省公安厅 

郭九地        盐城市科技局 

曾璐         南通市公安局 

丁志荣      苏州市广播电视台 

黄斌         国华集团法务部 张存华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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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 2018 年校友返校日邀请函

亲爱的校友：

为进一步凝聚校友力量，增进校友情谊，加强校友与母校的交流互动，学

校将每年 5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定为“苏州大学校友返校日”，自 2013 年设立以

来，已连续举办四年，上百个班级、数千名校友回到母校，回忆往昔美好的校

园时光，感受母校今日的发展变化，丰富的活动和热情的服务让每一位校友的

心都与母校紧密相连。2018 年 5 月 19 日，一年一度的校友返校日将如约而至，

此次活动主题是“重逢忆青春，携手共发展”，届时我们将举行丰富多彩的返

校日系列活动。您或可观看校友师生同台表演的叙事音乐会，或可参加校友座

谈会为母校发展建言献策，或可漫步百年校园寻找青春的印记，或可回到学生

食堂品味母校的味道，或可再次穿上学位服体会那庄严神圣的时刻，或可参加

各学院（部）组织的特色活动，丰富的返校活动等着校友们的参与和体验。

我们诚挚地邀请毕业逢“五”或逢“十”的校友们以毕业院（系）或班级

为单位集体返校再聚母校，参加校友返校日活动，同时倡议明年计划举办返校

聚会的校友尽量将聚会时间调整至校友返校日。

我们热诚地期待海内外校友能重返母校，一起追忆菁菁校园，畅叙师生桃

李情，同忆好友同窗事，见证母校今日发展。校友师生济济一堂，共庆母校即

将到来的 120 周年华诞，共创苏大灿烂辉煌的明天！

返校报名电话：0512-65224035，65224032，邮箱：suaa@suda.edu.cn

苏州大学校友会

二O一七年十二月

mailto:suaa@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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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 2018 年校友返校日”

校友返校服务菜单

类 别 服务内容 服务说明

策划服务
全程方案策划

协助完成个性化、合理化行程安排
日程活动安排

纪念品服

务

校友卡 免费制作校友卡

校友返校礼包 免费提供校友徽章、校友杂志等

班级定制纪念品
协助联络专业机构提供有偿服务，享

受校友专属价格

光影留声

制作校友通讯录

协助联络专业机构提供有偿服务，享

受校友专属价格

制作纪念画册

制作老照片视频

全程摄影摄像

聚会视频制作及光盘刻录

宣传服务

信息发布 在校友会网站、校友会微信公众号、

《苏大校友》杂志等平台予以宣传发

布

校友文苑

校内宣传

后勤保障

住宿服务
协助联络学校周边宾馆，享受校友专

属价格

交通服务 协助联络学校车队安排车辆

聚餐服务 协助联络周边饭店餐厅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以上服务菜单由返校班级根据实际情况自由选择。

参观活动

参观博物馆 返校日全天开放，并提供讲解服务

体验母校/母院新气象 协助安排各校区的校园通行

参观生活学习过的宿舍/教

室等
免费预定公共教室

参观学校实验机构、科研院所 提前申请后，协助与相关机构预约

主题活动

一顿食堂饭 凭校友卡免费体验食堂午餐

一次主题班会/师生联谊会 协助安排教室、邀请人员等

一场球赛 协助安排体育场地

一次全家福
提供拍摄台阶，协助安排预约拍摄人

员

爱心感恩

迎母校 120 年华诞年度捐赠

项目

还可根据捐赠者意愿设立以个人或

班级名称命名的其它捐赠项目

校友林项目

校友书架项目

“思源”校友基金项目

苏大人捐赠项目



感谢您对校友会简报的支持！

祝您工作顺利、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素材：王健法学院官方网站

审核：范茜

制作：刘家薪、黄婕琳

颜怀哲、莫程荭、王晓宇、杨诗

闫蕾、杨思昀、周筱

苏州大学团委校友联络部联合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