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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校舍

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校园面积及分布情况

序号 校区 所在校区 坐落位置 面积（ｍ２） 折合亩 发证或取得日期

１ 校本部

校本部 丹徒路３０１号 ９１８１２５．７ １３７７．１８ ２０００．１２．１３

校本部 镇澄路王龙桥旁 １４６０３．３ ２１．９ ２００１．０７．１３

校本部 镇江市学府路北侧 ７６９４４６ １１５４．１６ ２００４．０６．１６

校本部 镇江市学府路３０１号 １７２１０．５ ２５．８２ ２００６．０６．２１

校本部 镇江市运河路３２号 ５４８．４ ０．８２ ２００９．５．３１

２ 北固校区

北固校区 镇江市京口区医政路 　８２７ 　 １．２４ １９９７．０５．１６

北固校区 镇焦路２号 ６４９８９．３ ９７．４８ ２０００．０６．１３

北固校区 东吴路２０号 ２１５０．９ ３．２３ ２０００．０６．２９

３ 梦溪校区
梦溪校区 梦溪园巷３０号 　４４３７８．２ 　６６．５７ ２０００．０７．１５

梦溪校区 七里甸龙脉桥 ４２８８１ ６４．３２ １９７８．１２．２６

４ 中山校区 中山校区 中山西路６３号 　３２８０６．５ 　４９．２１ ２００４．０７．２８

５ 附属医院

附属医院 解放路４３８号（住院部） 　２３６０７．４ 　３５．４１ ２００２．１０．２８

附属医院 解放路３０７号（门诊部） ６６６６．７ １０ ２００４．８．２４

附属医院 解放路３０７号（住宅地） ４５１．１ ０．６８ ２００４．８．２３

全校总计 １９３８６９２ ２９０８．０２

（撰稿人：刘显根　审稿人：嵇康义）

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校舍情况
单位：平方米

编
　
号

学校产权建筑面积

计 其中：危房
其中：当

年新增

其中：被外

单位借用

正在施

工面积

非学校产权建筑面积

计
独立

使用

共同

使用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总　计 ０１ １２５５４５３ ７３９６６

一、教学及辅助用房 ０２ ５６１４６５ ４３９６６

　　教室 ０３ ２１１７８７

　　图书馆 ０４ ７６７３７ ４３９６６

　　实验室、实习场所 ０５ ２４２０１３

　　体育馆 ０６ ２６７１１

　　会堂 ０７ ４２１７

二、行政办公用房 ０８ １０４７６０

三、生活用房 ０９ ５５７７３０ ３００００

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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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
　
号

学校产权建筑面积

计 其中：危房
其中：当

年新增

其中：被外

单位借用

正在施

工面积

非学校产权建筑面积

计
独立

使用

共同

使用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学生宿舍（公寓） １０ ４４８３１８ ３００００

　　学生食堂 １１ ３８４４４

　　教工单身宿舍 １２ ３４９５１

　　教工食堂 １３ １４４０

　　生活福利及其他用房 １４ ３４５７７

四、教工住宅 １５ ３１４９８

（供稿人：沈　芳）

仪器设备

综述

【概况】　２００９年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现有
人员２０人，其中处长１名、副处长２名、调
研员１名、员工１６名。处内下设实验室管
理科、设备供应科、设备管理科和实验动物

中心。２００９年度通过全处员工的共同努
力，新增仪器设备 ４５８２台（件），建账价值
达５７０９万元，打印设备标签５．５万多张，因
机构调整、人员变动而调整部门账目２３６台
（件），金额４３４万元，校内调拨１３９台件，金
额 １５８万元。全校固定资产 ５０５０３台
（件），总值达５．１４亿元，其中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４１３５６台（件），总值４．５２亿元。
【实验室管理】　１．增订、修改７个规章制
度，分别为《江苏大学实验室管理绩效考核

暂行办法》、《江苏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共享

运行管理办法》、《江苏大学实验室管理办

法》、《江苏大学安全管理制度》、《江苏大学

设备管理办法》、《江苏大学自制仪器设备

管理办法》、《江苏大学仪器设备平台管理

办法》。２．学校实验室建设规划从２００９年
３月开始，组织各学院（中心）较为全面深入

地制订了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实验室建设规
划，并进行了校内专家论证。４年实验室建
设规划经费预算合计 ３７２０２．６７５万元，并
装订成册，以便组织实施。３．实验室与设备
管理处组织了２００９年度５个实验室建设项
目的申报（现代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实验室、

能源利用与动力工程实验室、安全工程专业

实验室、教师模拟训练中心、医学技能实验

室），进行了材料的审定、报送等工作，共获

批中央财政 ３个项目、省财政资助 ２个项
目。４．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做好２００９年中
央与地方共建高校项目评估工作的通知》精

神，对２００８年的５个共建项目执行情况进
行了评估（材料制备与分析中心实验室、现

代电气工程实验创新服务平台、计算机应用

技术学科实验室、数字化设计制造综合训练

基地、检验医学专业实验室），执行进度达到

９６．３％。对３个部省共建项目（现代设计制
造及自动化实验室、能源利用与动力工程实

验室、安全工程专业实验室）进行评审，并进

行预审汇报，预审中央财政经费达１８５０万
元。５．２００９年度的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专
项资金正式获批，３个项目共下达１０００万
元，其他２个项目获省财政资助３５０万元。
按省厅的要求进行了项目的设备购置计划

调整，按时上报省教育厅，并下发执行计划。

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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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填报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９年的共建专项资金
使用情况的各种报表，收集相关资料，按时

保质完成调研工作任务。７．建成并开始运
行大型仪器共享平台网站。该平台收录了

学校２１个单位，近２４４台１０万元以上的大
型精密仪器的详细资料，有４５台大型仪器
设备可以进行预约、登记使用。８．组织全
校设备资产管理员培训（３５个单位８６人参
加，与国资办一起组织），宣讲资产管理的相

关制度，作了《加强规范化的管理，提高仪器

设备的管理水平》的讲座，并对江苏大学仪

器设备管理系统网络版进行培训，拟写《仪

器设备管理系统网络使用说明》，印制１００
份（２４页）的说明书，发放给各资产管理员，
并组织进行了机上操作。确保全校仪器设

备在全校资源共享。９．召开了实验室安全
工作会议。组织了两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

大检查，对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的落实和制

度上墙、实验室的环境卫生、实验室日常安

全检查记录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检

查，处理实验室出现的安全问题，做好实验

室的安全工作。１０．按时向镇江市相关部
门上报实验室危险品、放射性元素的安全情

况。抓好特种设备的安全使用，及时安排相

关人员到镇江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参加特种

设备的培训。１１．组织全处人员对全校各
单位２００８年的标签粘贴情况进行大检查，
并在网上公布检查情况。及时在网上提供

设备资产数据，供各单位下载、对账使用，为

江苏省科技厅“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提供仪

器设备数据信息，进行相关数据汇总，填报

科技创新情况调查表，特别是对５０万元以
上的大型仪器设备进行资料的整理，共上报

４８台。１２．为“高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
计”中的关于设备数据的调查提供相关的数

据准备。调查需要每年的数据，但系统只能

查询现有数据，全处人员在工作中不怕麻

烦，进行变动数据的恢复、录入，顺利地进行

了表格的转换，为审计工作提供了准确的数

据。１３．根据省教育厅关于２００９年度实验
室数据统计工作的要求，对全校大型精密仪

器进行考核，按时完成省教育厅实验室信息

及仪器设备信息报盘工作。

【设备供应】　１．协助学院完成教学示范中
心的申报工作，对省下达的能动学院的示范

中心项目（２００万元）建设，进行设备购置计
划的论证、修订，下发执行。２．草拟并参加
讨论２００９年实验室建设经费分配方案，对
２００８年实验室建设经费的执行情况进行检
查（经费执行达９８％），并初审、修订、上报，
下达２００９年度教学实验室建设经费（６００
万元）。处理校办通知，进行相关项目设备

的购置预算论证 ２０多次。３．完成部省共
建、学科建设、创新团队建设、重点实验室建

设等各类经费购置的仪器设备的采购任务。

全年共组织招标洽谈２００余次，洽谈金额达
７５８８万元，为学校节约设备经费６００余万
元。２００９年共签订合同 ６４１份，合同金额
５６９９万元，其中完成校办通知２１２份，采购
金额达１６１６万元。４．加强实验室建设计
划的进度控制与管理。５．协助处领导进行
校内资源的优化配置。６．按仪器设备的购
置程序，对批量大、金额高的仪器设备组织

招标、议标和商务洽谈。７．办理进口设备
的有关报批手续。

【设备管理】　１．严格执行合同，定期检查
合同履行情况；清理预付款，清理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及以前的合同尾款，并及时做好设
备的报废（损）工作；定期与财务处核对付款

情况，做到及时付款。２．积极做好进口到货
设备的商检申报、现场开箱检查，并做好设备

的提、运、安装、调试工作，到各施工现场查看

安装情况等。３．做好仪器设备的维修、维护
和保养工作。全年维修设备２０９０台件，其中
返厂修理３５１台件、进口设备４７台件、中央
空调及成套设备３２９套，设备维修总经费１８８

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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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４．做好进口设备的机电证申请、免
税、商检、退货及索赔等工作。签订进口代理

合同６１份，办理相关免税申请表６１份，办理
进口设备机电许可证１９份。进口设备合同
总金额２２７８万元，为学校申请免税４５６万
元。参加镇江市海关组织的海关免税政策培

训，收集近５年学校共３４４台件进口设备的
相关资料，填报海关近５年《进口免税使用报
告书》。５．认真做好本年度的合同付款，以
及设备的提、运、安装、调试、验收工作，保证

老师教学科研的正常进行。６．配合军工保
密办公室做好军工检查工作。在军工保密、

质量管理体系、安全等方面，积极主动地开展

工作，建立了军工科研设备台账，制订了仪器

设备的维护、检定计划，并进行经常性的督促

与检查，积极参与上级部门的验收。７．和使
用单位一起提出损坏设备修复方案，并进行

落实。８．对符合报废条件的仪器设备，按照
规定程序办理有关报废手续。９．对于新购
且验收合格到校设备，负责办理结算、付款等

有关事项。１０．及时做好合同登记、软件录
入、装订等工作，做好学校办公系统的公文转

发、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主页及学校信息公

告网的及时更新工作以及日常办公事务的处

理等工作。

【实验动物中心】　１．顺利完成从老实验动
物房到新实验动物中心的整体搬迁。２００９
年３月，实验动物中心从原医学院将设备及
动物全部搬迁到校本部新大楼内，按照原来

实验动物中心的规划进行合理分配，实现了

由原来的简陋饲养到屏障饲养的过渡。

２．取得了屏障环境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和
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两证的获得为实验动

物中心生产清洁级实验动物和使用清洁级动

物开展实验提供了法制保证，为学校开展与

实验动物有关的科研实验提供了有利条件。

３．从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公司引进清
洁级ＫＭ小鼠及ＳＤ大鼠公母各５０对，在我
中心屏障系统内顺利繁育成功，并形成合理

规模的核心群和扩大群。经江苏省实验动物

质量检测一站检验合格，表明我中心繁殖的

清洁动物符合各项规定要求，开创了中心生

产清洁级动物工作。在此基础上，与临床医

学院、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等单位签订

了动物实验协议书，为学校各单位的动物实

验需求提供了有力保证。４．本年度动物中
心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学校与实验动物有关的

教学和实验需求。共提供教学实验用大小鼠

７０００只以上、兔子３５００只以上、豚鼠５００只
以上、蟾蜍１５００只以上，屏障实验室内饲
养科研用实验动物２００只以上，屏障环境内
进行动物实验８次以上，承接校内外科研项
目３项以上。５．开展实验动物中心制度建
设工作，全年制订了包括监控值班室工作制

度、动物饲养楼管理制度、工作人员守则、屏

障系统动物实验管理制度以及消毒、防疫、

隔离制度、饲料保管制度、垫料管理制度、定

期检测制度等多项管理制度，同时制订了各

生产和实验区的 ＳＯＰ规程，并逐步根据实
验动物中心的具体情况加以完善和落实。

２００９年仪器设备添置及分布情况
领用单位号 台（件） 金　额

江苏大学 ４５５２ ５６５１８３９５．３０

机械工程学院 １０１ ４５５８３１５．６４

　　激光研究院 １０ ９０２４５９．０５

　　微纳米研究中心 ５ ６３３００．００

续表

领用单位号 台（件） 金　额

　　机械测控系 １１ ２６９８５０．００

　　机械机电系 １２ １９６５７８０．００

　　机械学院办公室 ６３ １３５６９２６．５９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１５４ ３２０７７８２．５１

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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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用单位号 台（件） 金　额

　　汽车中心实验室 １３０ ２９３６００４．７１

　　发动机排放实验室 １５ ２３４６８４．８０

　　内燃机工程中心 ２ ７２００．００

　　汽车学院办公室 ７ ２９８９３．００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１１７ ８７２５７９．７１

　　能动中心实验室 ３１ ２７２７４４．２０

　　中心实验室（热能） ６ ５１９１０．００

　　中心实验室（力学） １１ ５５６１９．００

　　中心实验室（热物理） ２３ ３１６３８６．５１

　　中心实验室（环境） １ １４０００．００

　　能动学院办公室 ４５ １６１９２０．００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８０ ６６３５００５．９２

　　材料中心实验室 ６７ ２３４３１０１．４３
　　光子制造科学技术重

点实验室
１１ ４２０９８５４．４９

　　摩擦学重点实验室 ２ ８２０５０．００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９５１ ３５２０５８０．５０

　　电气工程实验中心 ９４３ ３４７４２２０．５０

　　电气学院办公室 ８ ４６３６０．００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

学院
３４４ １４８１８７３．００

　　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心 １００ ３２４２００．００

　　计算机中心实验室 ３２ ５３０００．００

　　中心实验室（硬件） １９７ ９９７９３０．００

　　中心实验室（通信） １ ５４９９．００

　　网络大学 １４ １０１２４４．００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１３８ ２９２８２４９．２５

　　食生中心实验室 １３７ ２９００２４９．２５

　　食生中心实验室（生技） １ ２８０００．００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３５ １４９７６１１．６８

　　化学化工实验中心 １３５ １４９７６１１．６８

临床医学院 ９４ １６６１３０．００

　　临床医学 ７８ １２７２３０．００

　　法检所 １６ ３８９００．００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２１６ ３７００３８０．５２

续表

领用单位号 台（件） 金　额

　　医学技术实验中心 ８１ ４０４１４０．００

　　检验医学研究所 ７７ ２８１５３９６．２７

　　基础医学实验中心 ５４ ４６７８３４．２５

　　基技学院办公室 ４ １３０１０．００

药学院 ７７ １９８１０４１．３４

　　药学中心实验室 ２１ １０１９５０．００

　　新药研究基地 １５ ６５２９０８．２１

　　制药工程 ３６ １２１２５８５．１３

　　药学院办公室 ５ １３５９８．００

理学院 ４５３ ３３４４４８１．２３

　　物理实验中心 １６６ ３４６６８６．００

　　土木工程专业实验室 ６３ ５４９４８２．００

　　非线性科学研究中心 ７７ ４０３２２６．００

　　工程力学实验中心 １４６ ２０４４２３７．２３

　　理学院办公室 １ ８５０．００

人文学院 ２ ４９８０．００

　　人文学院办公室 ２ ４９８０．００

外国语学院 １０ ４２９１６０．００

　　日语系 １ ３８４０．００

　　外语学习中心 ６ ４０５８２０．００

　　外语学院办公室 ３ １９５００．００

艺术学院 ５０ ２８２６２６．００

　　艺术设计中心实验室 ５０ ２８２６２６．００

工商管理学院 ５３ ３２１８２６．００

　　工业工程专业实验室 ５ １１２２３０．００

　　经管实验室 ２８ １０３６００．００

　　工商学院办公室 ２０ １０５９９６．００

教师教育学院 １４ ８５７３０．００

　　教师教育学院 １４ ８５７３０．００

成教院 １７ ３８１４０．００

　　成教院 １７ ３８１４０．００

京江学院 ６６ １３３８０２０．００

　　京江学院 ４３ １２５２９１０．００

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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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用单位号 台（件） 金　额

　　其他 ２３ ８５１１０．００

体育部 ４１ １００１７１．７６

　　体育部 ４１ １００１７１．７６

工业中心 １２８ ２４８８１５４．３８

　　工业中心 １２８ ２４８８１５４．３８

流体中心与生医所 ８６ ４２９６９１．１４

　　流体中心 ８３ ４１０８９１．１４

　　生物医学研究所 ３ １８８００．００

现教中心 ３１７ ２５５０６８４．０６

　　现教中心 ３１７ ２５５０６８４．０６

机电总厂 １１ １１６９０００．００

　　机电培训中心 １１ １１６９０００．００

图书馆 ３ ４１００．００

　　图书馆 ３ ４１００．００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９ ３２３３０．００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９ ３２３３０．００

农业工程研究院 １５８ ２２４３５０４．６０

　　农业工程研究院 １５５ ２２３７５９９．６０

　　农工院办公室 ３ ５９０５．００

生命科学研究院 ４６ ２７０２５３．８６

　　生命科学研究院 ４６ ２７０２５３．８６

党政及综合部门 １８６ ６６６４５０．７０

　　党委办公室 ５ １９１９０．００

　　校长办公室 ２７ ４８１８５．００

　　国际合作处 １０ ３８９００．００

　　组织部 ２ １４０００．００

　　宣传部 ３ ２３９００．００

　　学生工作处 ３ ７１３９．００

　　纪委监察处 ２ ４３２８．００

　　人事处 ６ ２０１００．００

　　教务处 ６ １２３９０．００

　　设备管理处 １３ ６０４２６．００

　　后勤管理处 １４ ５２５１０．００

　　财务处 １７ ５１１９８．００

续表

领用单位号 台（件） 金　额

　　科技产业处 ８ ２８７３０．００

　　研究生部 １３ ８３６２８．７０

　　退管处 ２ ３３３０．００

　　审计处 ３ １９８００．００

　　统战部 １ ２９００．００

　　团委 ４ ３０７３１．００

　　档案馆 ９ ５０９４０．００

　　杂志社 １ １１００．００

　　医学部 ３ ９５４０．００

　　国防保密办（党办） １９ １１９２０．００

　　发展办 ２ ２０００．００

　　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

１３ ６９５６５．００

环境学院 ６４ ８８９６０８．８２

　　安全与环境 １ ９０００．００

　　环境工程 ６０ ８７３３０８．８２

　　环境院办 ３ ７３００．００

财经学院 １６１ ７００２９７．００

　　财经学院 １５０ ６５１９６８．００

　　财经学院办公室 １１ ４８３２９．００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４ ２７４４０．００

法学院 ４ １２６００．００

分析测试中心 ９ ６８２０２６８．２４

　　分析测试中心 ９ ６８２０２６８．２４

后勤集团 １８９ １３９３８０６．４４

　　后勤集团行政 １１ ５１６７７．００

　　恒昌物业管理中心 ４０ ２３２４７０．００

　　建安工程中心 ２ ４６５０．００

　　饮食服务中心 ８８ ３３６５２２．００

　　接待服务中心 ２６ ６１１６８．００

　　物业管理中心 ６ ８９１５５．４４

　　园艺工程中心 １１ ３０９００．００

　　水电中心 ３ ７６５０．００

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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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领用单位号 台（件） 金　额

　　运输服务中心 ２ ５７９６１４．００

职工医院 ２７ ７１６２０．００

附属中小学 １７ ２１１４２２．００

幼儿园 ２０ ４２４７９．００

经费与资产

综述

【收入情况】　本年度学校收入总计为
７９５３０．６１万 元，其 中，财 政 补 助 收 入

３５６１２．２６万元，占总收入的 ４４．７８％，比
２００８年增加５０８３．４３元，财政补助收入在总
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与２００８年相比略有增加，
财政补助收入中基本支出为２２４０３．５７万元、
项目支出１３２０８６９万元，所占拨款比重分别
为６２．９１％和３７０９％。事业收入２２７４５．７９
万元，占总收入的２８．６０％。事业收入中预算
外资金收入为１４０８４．５６万元，占事业收入的
６１．９２％。经营收入６４８．３８万元，占总收入
的０．８２％。附属单位缴款收入为１０４４４．０１
万元，占总收入的 １３．１３％。其他收入为
１００８０．１６万元，占总收入的１２．６７％。

２００９年收入分析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年实际数 ２００９年实际数 所占比重％ 比２００８年增长％

财政拨款 ３０５２８．８３ ３５６１２２６ ４４．７８ １６．６５

其中：基本支出 ２０１３３．６３ ２２４０３．５７

上级补助收入 ６０００．００

事业收入 ２２８７８．７２ ２２７４５．７９ ２８．６０ －０．５８

经营收入 ６７７．４５ ６４８．３８ ０．８２ －４．２９

附属单位缴款 １１１３５．９４ １０４４４．０１ １３．１３ －６．２１

其他收入 ４９８６．９８ １００８０．１６ １２．６７ １０２．１３

合计 ７６２０８．９２ ７９５３０．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６

２００９年收入完成情况分析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年预算数 ２００９年实际数 ２００９年完成收入／％

财政拨款 ２２６１１．１８ ３５６１２２６ １５７．５０

上级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 ２００８４．５６ ２２７４５．７９ １１３．２５

经营收入 ５００．００ ６４８．３８ １２９．６８

附属单位缴款 １０４４４．０１

其他收入 １０３７５．００ １００８０．１６ ９７．１６

合计 ５３５７０．７４ ７９５３０．６１ １４８．５０

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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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拨款与以前年度和本年预算相比
有较大提高，其主要原因为专项的增加，

２００９年预算数中财政拨款仅反映基本支出
数。基本支出 ２００９年比 ２００８年增加
２２６９．９４万元，增幅为１１．２７％。项目支出
２００９年比２００８年增加２８１３．４９万元，增幅
为２７．０７％。财政拨款含基建国债转拨款
的１５４５．４５万元专项建设经费。其他收入
２００９年与２００８年相比增加５０９３．１８万元，
增幅为１０２．１３％，其他收入增加的主要原
因是２００９年学校接受江苏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捐赠４０００万元。
【支出情况】　本年学校支出数为７７５２６．６４
万元，其中，事业费支出７７２１６．１３万元，占
总支出的 ９９．６０％，含基本支出 ５２８７８．５４
万元、项目支出２４３３７．５９万元；经营支出
３１０．５２万元，占总支出的０．４０％。

事业支出中各项目的支出数、比例及变

动主 要 原 因 如 下：工 资 福 利 支 出 为

２８０４０１１万元，占事业费支出的３６．３１％，
工资福利支出比２００８年增加５７２０．１万元，
是因为２００８年学校根据年报审计的要求年
终教师超工作量酬金改预提为按实际发放

时做支出处理，２００９年１月发放２００８年年

终教师超工作量酬金５０６５万元。商品与
服务支出为１８３７４．４１万元，占事业费支出
的 ２３８０％。对个人家庭的补助支出为
１４０５１．２５万元，占事业费支出的１８．２０％。
对个人家庭的补助支出比 ２００８年增加
１７８６３９万元，主要原因为：２００９年学校提
高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多缴６００万元；多
发放购房补贴 ４００万元；多付学生助学金
１００多万元及增加退休费支出３００多万元。
其他资本性支出１６７５０．３６万元，占总支出
的２１６９％。人员经费与２００８年相比有了
一定的提高，说明教职工的生活水平有所改

善。商品与服务支出与２００８年相比压缩了
４１万元，其主要原因是本年支付的贷款利
息有所减少。今年银行贷款利息总计

５０８５．０５万元，比２００８年少支付１９４１．３６
万元。其主要原因是银行贷款利率的降低

和本年度学校银行贷款余额降低。在商品

与服务支出中水电费有２０７０．７７万元，比
２００８年增加２０２．３４万元，占商品与服务支
出的１１２７％。交通费、差旅费２３６７．４３万
元，比２００８年增加２９．６４万元，占商品与服
务支出的１２．８８％。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支出比较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年支出数 ２００９年支出数 ２００９年增长数％

工资与福利支出 ２２３２０．０１ ２８０４０．１１ ２５．６３

商品和服务支出 １８４１６．０４ １８３７４．４１ －０．２３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１２２６４．８６ １４０５１．２５ １４．５７

其他资本性支出 １９７２７．８３ １６７５０．３６ －１５．０９

合计 ７２７２８．７４ ７７２１６．１３ ６．１７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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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基本支出完成情况分析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年预算数 ２００９年实际数 ２００９年完成支出％

工资与福利支出 ２２８３３．１４ ２６４４５．１１ １１５．８２

商品和服务支出 ８４７５．４１ ９８１８．７１ １１５．８５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１０５２２．１９ １２７３３．０１ １２１．０１

其他资本性支出 ２２８６．７１

合计 ４１８３０．７４ ５１２８３．５４ １２２．６０％

【净资产构成情况】　２００９年末，学校净资
产合计 ２４９７４８．７１万元，比上年增加
１１２３７．３０万 元。其 中：事 业 基 金 为
３２３３９．３５万元，比上年增加 ７６５５．５５万
元，增长３１０１％，占净资产的１２．９５％；固
定基金２１１７３２．８４万元，比上一年度增加
３８０３．６５万元，增长 １．８３％，占净资产的
８４．７８％；专用基金为 ４９５７．６３万元，比上
年减少４６５．５６万元，减少８．５８％，占净资

产的１．９９％；其他净资产 ７１８．８９万元为
财政应返还额度，占净资产的０．２８％。专
用基金减少原因是学校收支实行全额预算

后，从２００８年起不再计提学生奖贷基金，
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都纳入预算管理，发

生时直接列报支出。

（撰稿人：卢桂臣　审稿人：孙亚莉）

２００９年学校固定资产统计

固定资产

年初数 当期增加 当期减少 年末数

单位 金额 单位 金额 单位 金额 单位 金额

Ｍ２（件） 万元 Ｍ２（件） 万元 Ｍ２（件） 万元 Ｍ２（件） 万元

备注

总值 ２０７９６８．４１ ６４３２．５９ １３２．３３ 　　０ ２１４２６８．６７

其中：房屋 ９２２７３９．４５ １２８４２３．０２ ５４５６ １３１．９９ ９１７２８３．４５ １２８２９１．０３ 含已上报报

废数

　　　设备类 ４５９５３ ４５８７９．０３ ４５５０ ５６４２．２９ ５０５０３ ５１５２１．３２ 未含已上报

报废数

　　　家具 ２４８４２７ ７１６７．０１ ２５００ ２２８．４１ ３１ ０．３４ ２５０８９６ ７３９５．０８ 含已上报报

废数

　　　图书 １８７５６４０ ５１０６．３７４６６３ ５６１．８９ １９５０３０３ ５６６８．１９

　　　土地 １９０７２０４．２８ ２１３９３．０５ １９０７２０４．２８ ２１３９３．０５

（撰稿人：黄爱华　审稿人：赵喜仓）

４６３



()*+,-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年学校资产情况

学校产权

占地面积（平方米）

计 其中：绿化用地面积 其中：运动场地面积

１９３８６９２ １０３０８００ １３５２１３

图书资源

图书（万册） 数字资源量（ＧＢ）

计 当年新增 计 电子图书

２４７．６６ １０．８７ ２０９９２．００ ８１９２．００

计算机教学用（台） 语音实验室座位数（个） 多媒体教室座位数（个） 网上教学课程数（门）

９６９６ １９８１ ２３２５４ ２３３

固定资产总值（万元）

计
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 其中：信息化设备资产

计 当年新增 合计 其中：软件

２１２３０９．３５ ３８６３５．４１ ２８６１．９５ １００８３．００ １１３９．００

（供稿人：沈　芳）

财务与审计

财务工作综述

【综合预算】　优化财务综合预算的编制，
加强预算执行控制。在按照省财政厅、教育

厅的要求编制学校 ２００９年部门预算基础
上，财务处研究提出了优化学校财务综合预

算管理，通过强化预算管理来优化学校内部

经济运行秩序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的思路，改

进校内预算编制的结构，合理设置项目，优

化支出项目的分类，进一步严格项目的支出

范围，规范各类项目支出的审批程序。在预

算编制时，坚持预算编制原则，力求编制的

预算达到科学性、完整性、准确性的要求。

财务处认真落实校长办公会关于“二级核算

单位需列明细化的收入、支出预算项目和必

要的测算依据，对工资外的奖金福利性开支

需提出或提供详细说明及管理控制措施”的

要求，及时起草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明确二

级核算单位２００９年预算编报要求的通知》，
明确了二级核算单位预算编报的具体要求。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加强财务预算执行的控

制和分析，及时做好预算调整工作。

【制度建设】　财务处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
和部署，起草提交了《江苏大学二级独立核

算单位财务管理若干规定》、《江苏大学关

于规范服务及管理性收费的若干规定》、

《江苏大学预算管理暂行办法》、《江苏大学

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４个文件。参与
学校深化附属医院管理体制改革调研组，提

出进一步深化附属医院管理体制改革的有

关建议。财务处和研究生处一起研究专业

学位与非学历研究生教育经费管理问题，下

发《江苏大学专业学位与非学历研究生教育

经费管理办法》。另外还配合其他相关处

室，研究文件的增补、修订和完善，及时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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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财务和会计的相关管理办法。

【“小金库”专项治理】　在宣传发动和各单
位自查的基础上，组织“小金库”专项治理

重点检查，分３个小组，分别对京江学院、人
文学院、能动学院、电气学院、艺术学院、理

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科技处、设备处、团委、

图书馆、工程训练中心、杂志社和后勤集团

等１４个单位进行重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
进行原因分析，提出了完善制度、深化改革、

强化源头治理、建立和完善防治“小金库”

的长效机制的主要措施。

【收费管理】　做好收费备案和收费管理工
作。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全日制自筹经费

研究生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价费

［２００９］１６６号、苏财综［２００９］２３号、苏教财
［２００９］１５号）的要求，和研究生处一起制订
了全日制自筹经费研究生收费标准和２００９
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收费标准，于

６月完成了研究生学费标准的备案工作。
另外，按期保质保量完成２００９届毕业生离
校结算工作及缓发证书接受工作，及时做好

应收学费的统计工作，配合学工部门做好欠

费清缴工作，按政策完成了学生生源地助学

贷款的确认入账、学生奖助学金的发放

工作。

【基建资金筹集和债务化解】　继续做好基
建资金筹集和债务化解工作。新校区的工

程建设项目已近尾声，但是建设工程款的支

付量还相当大。财务处及时筹措资金，掌握

付款尺度，努力协调好工程进度和工程资金

这一对矛盾。根据２００９年新的经济和金融
形势，认真执行《江苏大学化解基本建设债

务方案》，落实化债工作保障措施，合理调度

资金，保证年度化债目标的完成和基本建设

资金的及时支付。

【国资管理】　第一，协助资产经营公司建
立经营性资本运行管理体系，制订企业目标

管理责任书，明确各企业２００９年的经营目

标、上交指标及年终奖金的发放办法；协助

企业和税务部门做好高新技术企业的评估

验收的有关事项。第二，参与学校资产置换

和有关证照补办工作。第三，加强固定资产

账户管理工作，完成了２００８年家具用具类
固定资产明细账登记；比对２００８年财务部
门（含二级核算单位财务）资产总账和资产

管理部门资产明细分类账，发现问题及时查

找，减少了差错；核实拟报废资产，并按规定

报省教育厅核批。第四，在设备管理信息系

统试运行期间，会同设备处组织国资管理员

培训，学习国资管理文件和设备管理信息系

统操作。

【会计基础工作】　按照省教育厅关于《高
校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达标验收标准》，组

织全处财会人员学习，按照标准做好会计基

础工作规范达标验收准备工作。配合校档

案馆清理核销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０年超期会计
档案，同时做好部分会计档案移交工作。起

草下发了《关于清理暂付款的通知》（江大

校［２００９］２３１号），完成了暂付款的初步清
理。论证和制订财务管理系统集中统一管

理方案，撤销继续教育学院和职工医院二级

账，取消京江学院财务服务器。完成了财务

处财务服务器的更新和升级。完成了无现

金报账支付方式方案的初步论证。

【机关作风建设】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提
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在学校开展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学校下发《关于加

强机关作风建设的意见》（江大委［２００９］３２
号）文件后，财务处立即召开全处人员会议，

组织全体财会人员学习并部署贯彻落实。

通过学习，认识到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和提高

管理水平，是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内在要

求，有利于形成优良的工作氛围和育人环

境，有利于提高师生员工和社会各界对学校

办学治校能力的满意度，有利于推动高水平

大学建设进程。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也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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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内在要求。同时，按

照服务型机关“热情、勤奋、高效、廉洁”的

总体目标和增强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意

识、效率意识、服务意识和廉政意识”的要

求，结合财务处实际，提出了相应的“有效改

进机关作风，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服务大局、

服务基层、服务师生，积极推动高水平教学

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建设进程”的措施。从遵

守劳动时间严肃劳动纪律入手，以提高服务

质量为核心，改进服务态度，加强制度建设，

充实网站资料，添置必要硬件，提高服务

水平。

（撰稿人：卢桂臣　审稿人：孙亚莉）

审计工作综述

【概况】　审计处是学校的专职内部审计机
构，其主要职责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

以及上级部门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对学校及

所属单位的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的

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内部审计监

督，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加强财务管理，规

范经济秩序，提高办学效益，促进党风廉政

建设，保障各项经济活动健康有序进行。

２００９年，按照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做好２００９
年全省教育审计工作的通知》（苏教办审

［２００９］３号）和学校要求，围绕学校工作大
局，在履行审计监督职责的同时，认真做好

学校招投标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相关工作，较

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为学校建设和事

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２００９年，审计处共
有审计人员１２人，其中８人具有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

【制度建设】　２００９年是学校的制度建设
年，审计处根据学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的统一部署和制度建设的具体要求，根据

审计环境的变化，结合学校实际，对已有的

内部审计规章制度进行认真梳理，有针对性

地进行增订和修订。按照科学性、规范性、

可行性、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增订《江苏大

学财务收支审计办法》、《江苏大学建设项

目财务决算审计暂行办法》等 ２项规章制
度，对原有的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工程

项目审计、科研经费审签、固定资产审计、企

业领导人经济责任审计、合同审核等７项规
章制度中过时的、不适应形势需要的内容进

行了修订。通过制度建设，使审计工作规章

制度更加健全、更加切合实际、更具可操

作性。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根据学校党委组织
部委托，依据上级有关规定和《江苏大学党

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

审计处对６个学院或部门的行政领导班子
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对领导干部任期内

履行经济管理职责情况作出客观公正的评

价，对相关单位内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增强领导干部的经济

责任意识，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预算执行和财务收支审计】　根据上级有
关规定和《江苏大学财务收支审计办法》，

审计处对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京江学院、继

续教育学院、后勤集团、职工医院等５个二
级财务核算单位２００９年度预算执行和财务
收支情况实施审计，审计总金额近１０亿元。
审计工作中，重点关注预算执行、资产管理

和经济运行等情况，促进二级财务核算单位

加强内部管理，规范财务核算，确保年度预

算得到有效执行，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企业审计】　根据上级要求，审计处委托
社会审计机构对１６家校办全资（含参股）企
业２００９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要求社
会审计机构对审计情况进行总结，对审计发

现的企业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梳理，

提出加强管理的建议。通过审计，基本掌握

校办全资（含参股）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为学校加强企业管理提供依据，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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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促进了企业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和经济效

益；担任江苏大学资产经营公司监事，履行

监事职责，督促企业依法经营、按章办事；参

与部分企业的清算工作，发挥审计监管作

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企业提供会计审

计咨询服务，关注企业经济运行情况。

【工程项目审计】　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
《江苏大学基建、修缮工程项目审计实施办

法》，审计处完成工程项目结算审计１３４项，
审计结算金额１２３８６万元，核减８５８万元。
其中：内部审计８７项，审计金额１９７６万元，
核减１０７万元，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审计 ４７
项；审计金额１０４１０万元，核减７５１万元，节
约大量资金，维护学校合法权益。对委托社

会中介机构审计的项目，做好协调和管理工

作。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江苏大学基建、

修缮工程全过程跟踪审计办法（试行）》，委

托社会中介机构对新校区图书馆等工程进

行全过程跟踪审计，发挥事前、事中监督作

用。审计处主要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并对社

会中介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合同审核】　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江苏
大学合同审核工作暂行办法》开展合同审核

工作。２００９年，审计处共受理并审核５０万
元以上的各类重大经济合同３０份，审核金
额５７７５万元，提出审核修改意见１２０余条。
合同审核工作中，及时与合同承办单位和法

律顾问沟通，研究解决合同审核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确保审核工作及时高效。通过合同

审核，规范合同签订，防范合同风险，维护学

校合法权益。

【招投标管理】　１．完善和认真执行招投标
管理制度，处理好招标工作“规范”与“效

率”的关系。（１）严格执行制度，认真贯彻
江苏大学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程序”和

“细则”，履行管理职能，保证规范运行，平

稳有序。督促部门严格执行“细则”，规范

部门自主招标行为。（２）强化责任意识，明

确职责分工。严格管理，狠抓招标信息发

布、招标文件会审、资格审查、抽取评委、招

标结果上报等主要环节，促进评标活动公

开、公平、公正。（３）充实专家评委库，进一
步规范评委抽取程序。经广泛征集，现有各

类专家评委近３００人，其中：设备类１５３人，
建筑装饰类５５人，水电安装类３７人，造价
类４４人，其他类 １１人。新增评委 １００余
人，有效地扩充评委队伍。严格控制评委抽

取时间，严格评委的回避制度，严格评标纪

律。（４）增强服务意识，创新工作。灵活运
用各种招标方式和评标办法，保证学校利益

最大化。有效防止围标、串标事件。如：图

书馆家具、设备，附院墙地砖和交换机招标

项目，节省了大量资金。

２．招投标管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１）履行招投标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一定额
度以上的招标项目的直接管理职责。２００９
年实施直接管理的招标审批项目１１８项，预
算金额１５８５８万元。其中：基建项目７项，
计５１５万元；后勤项目２３项，计２７３８万元；
设备项目５５项，计４１７６万元；附院项目３３
项，计８４２９万元；发布招标公告１００余次，
审核招标文件１２０余份。召开资格预审、会
审招标文件等各种小型会议３００余次，及时
高效地配合学校的基本建设、维修改造和设

备采购工作。（２）履行招投标领导小组办
公室对一定额度以下的招标项目的间接管

理职责。监督、参与学校基建、后勤、设备和

附属医院自主招标项目的评标和验收工作。

２００９年，实施间接管理备案项目３９３项，预
算金额４４９０万元。审计人员积极参与学
校基建、后勤、设备等部门一定额度以下的

自主招标项目的议标和验收工作２８７次，项
目金额２２１６万元，发挥审计工作在招投标
管理中的作用。（３）组织召开招投标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１９次，下发会议纪要１９份。
研究解决招投标管理工作中重大问题。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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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招投标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查

找招投标管理过程中薄弱环节，明确各部门

分工和职责，进一步完善招投标管理体制。

（４）开展对部门自主招标项目进行检查，提
高自主招标项目的工作质量。

【队伍建设】　加强作风建设，切实履行“客
观公正，准确及时，优质高效，廉洁自律”的

服务承诺，审计人员自觉遵守职业道德，爱

岗敬业，恪尽职守，依法审计，廉洁自律，在

审计工作中，认真完成项目审计任务，切实

履行监督职责。重视审计人员政治理论学

习和业务能力的提高，组织审计人员认真完

成学校布置的政治学习任务，组织审计人员

参加省市有关部门及学校组织的后续教育

和各种培训，鼓励审计人员参加相关专业考

试，鼓励审计人员结合工作开展理论研讨。

２００９年，审计人员在《财会通讯》等中文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２篇，承担中国教育审计学
会审计科研课题１项，承担江苏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基金课题１项。
【审计创新】　按照省教育厅“内部审计工
作转型”的要求，积极探索高校内部审计工

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并在审计实践中进行

初步实践。例如：在对附属医院进行年度财

务收支审计时，就学校领导关注的耗材偏高

问题，重点检查附属医院的材料采购制度和

管理流程，作出恰当评价，提出改进建议；在

对后勤集团进行年度财务收支审计时，重点

关注价值数千万元的膳食材料采购的程序

和方法，对其内部控制机制和定价机制作出

恰当的评价；从管理审计的角度，对学校招

投标工作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

【其他工作】　审计处筹备并主持召开江苏
省教育审计学会苏中片２００９年年会，协办
全国机械工业审计学会常务理事会和华东

地区机械系统审计研讨会。４月下旬，镇
江、扬州、泰州、南通４市１８所高校审计处
负责人和省教育厅审计处长与会，就教育审

计转型、工程审计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１２月初，协助全国机械工业审计学会举办
常务理事会和华东地区研讨会，交流信息，

扩大学校影响，获得与会代表好评。

（撰稿人：彭绍进　审稿人：许如民）

后勤与服务

后勤管理工作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后勤管理处在校党委、
校行政的领导下，代表学校行使后勤管理职

能，全面负责学校后勤保障工作，履行学校

后勤工作的计划制定、专项审核、过程监控

等职能。后勤管理处的办事宗旨是：竭诚为

学校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的生活服务并提

供有力保障和支持。后勤管理处下设计划

科、基建工程科、房地产管理科、校园管理

科、核算科。２００９年后勤管理处以为学校
教学、科研以及师生员工提供后勤保障为宗

旨，按照学校的工作要求，围绕学校党政工

作要点，在分管校领导的直接领导下，坚持

以人为本，以和谐校园建设为中心，以科学

规划为主线，以资源合理配置为主题，以质

量与效益为目标，一手抓规范操作，一手抓

严格监控，为全校师生员工提供优质服务。

全处同志团结一心，通力协作，很好地完成

了学校下达的各项任务和年初制订的全处

工作任务。其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基本建设】　基本建设方面主要完成了学
生宿舍６区５号、６号公寓楼和图书馆新建
项目及室外管网、道路、绿化等配套工程。

【维修改造】　维修改造方面主要完成了农
业工程研究院改造、财经学院改造、暑期学

生宿舍维修出新、北固校区及化工学院上下

水改造、行政１号楼下水道改造、二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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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北侧道路改造、京江学院电子屏安装、

东大门门卫室改造、幼儿园围墙栏杆改造、

教工之家南及四区住宅路灯改造、新大门路

灯改造、梦溪校区体育馆改造、北固校区外

科中心实验楼直供水改造、土木实验室改

造、理学院后楼改造、北固校区食堂设备添

置及安装、分析测试中心改造、玉带河整治

等维修改造工程。校本部家属区楼道出新

等惠民工程正在实施中。

【房地产管理】　做好教职工购（住）房补贴
申请的受理、报批和发放工作。后勤管理处

全年向 １０５名教职工发放购（住）房补贴
２０２万元。及时为 １００名新引进人员安排
了过渡住房。为１１４人次自主寻租社会房
源的职工发放租金补贴４．７万元。对全校
３１３套公有住房进行分类统计（其中校本部
２２１套），形成完整的数据资料。做好房屋
租金的收缴工作。全年共收到房屋、汽车库

租金１５０．７万元（较去年增加２４万元）。做
好日常服务工作。办理引进人员登记 １２５
份，职工离校登记２２份，出具职工住房证明
８２份，为１１８名职工办理退房手续，为２０位
职工办理汽车库租用手续，为８位引进人员
办理自租房备案手续。做好校区内产权房

交易申请的受理工作。该项工作受到全校

教职工的广泛关注，交易信息页面自５月份
发布以来点击率已高达 １７８００多次，受理
售房申请３４份，现已成功交易房屋３２套，
６４户职工家庭从中受益。落实《短期租用
房暂行规定》，切实为教职工排忧解难，受理

短期租房申请２２份，解决了申请职工的临
时住房问题。做好公有住房交易工作。

２００９年共办理了９套公有住房交易，其中
按房改成本价回购住房 １套、出售住房 ２
套；按市场评估价购进住房１套、出售住房
５套。做好二区７，８幢、四区２，３，４，５，６幢
职工合作建房办证的准备工作。为力争这

一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在校、处领导的关

心下，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２月分别向镇江市人民
政府、镇江市房产管理局递交了申请办理合

作建房房产证的请示，并分别收到市政府专

题会议纪要、市房管局批复一份，为办理该

批房产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上述７
幢共２２２套职工合作建房已完成市房管局
的立项审批，竣工交付后的审核工作已获市

发改委、规划局、国土局、财政局、物价局的

审批同意，参加合作建房的职工已填写了

《镇江市区职工合作建房审批表》。做好全

校公用房使用现状普查工作，核查面积达

３７万ｍ２，以核查确定的公用房信息为基础
数据，完善校内各单位公用房使用信息平

台。协调收回老铸造车间片区拆除房

２８６１ｍ２，办 理 已 拆 除 房 屋 核 销 手 续
５４５６ｍ２，校内调配房屋面积达１６６００ｍ２。
【学校部分房产处置工作】　后勤管理处完
成了原成诚饭店土地证、中山校区高职院综

合楼的房产证的办理工作，向镇江市人民政

府递交了《出让我校中山校区相关问题的请

示》。做好全校家具资产的管理工作。今年

新购各类家具报账登记共２５００件（套），经
费计２２８．４万元；旧家具报废（损）３１件，经
费３４４０元。做好房屋资产的报账登记工
作，回购住房２６１．４６ｍ２，经费２３９５２４元；
出售住房 ７６９．０５ｍ２，经费２０７９９６０元；拆
除公用房５４５６ｍ２，资产原值１３１９８６９元。
【校园管理工作】　建立物业管理监督网
络，加大管理力度。后勤管理处先后和后勤

服务集团、南京安居物业以及各用户单位，

建立了物业管理监督网络，对物业管理工作

的监督检查能突出重点、关注难点、不留盲

点。树立责任意识，主动热情为教学科研做

好后勤保障服务工作。积极配合综合治理

办公室对校本部家属区违规搭建进行助拆，

现在违规搭建拆除已进入尾声，家属区的环

境优化出新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核算工作】　加强工程预、决算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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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管理处全年审核各类工程３０余个，审
核金额达 １１３２３．３７万元，核减金额达
１２０６．２５万元。其中完成强弱电审核金额
达２２１１．３７万元，核减金额４８２．２５万元；完
成土建审核金额９８３６万元，核减金额７２４
万元。

【做好甲流防控工作】　做好甲流防控用
房、家具及生活用品的配置、采购工作。后

勤管理处全员出动，加班加点将校心理中心

在职工医院楼内的四间工作用房调配作为

甲型流感诊疗室；将老生楼后楼的１０３个房
间配置４１８张双层铁床及２００套桌椅，用作
甲型流感接触人员隔离房；将科技楼的 ４２
个房间布置为发热人员隔离治疗用房，搬运

安装双层铁床１５４张、办公桌椅１１套，配置
了必要的生活用品。

【加强廉政建设，提高防腐拒变能力】　
２００９年后管理处通过组织学习《中国共产
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党

章》有关廉政建设规定及学校廉洁自律的相

关规定，对照身边发生的腐败现象，认真总

结教训。制订了《后勤管理处反腐倡廉规

定》，教育全处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自觉遵守

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恪守职业道

德，坚持原则，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切实维护

个人形象和学校声誉。杜绝向施工单位索

要回扣现象，不接受施工单位以任何名义馈

赠的“红包”、“礼品”等，不参与施工单位组

织的可能对公务有影响的宴请、休闲、娱乐

活动等。

（撰稿人：戴明新　审稿人：施爱萍）

后勤服务集团工作综述

【概况】　２００９年，后勤服务集团坚持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

完善企业化运行机制，全面履行江苏大学后

勤服务经营职能。集团共有员工１７３８人，
其中大专及以上１４０人，中高级职称４４人。
集团按照服务专业化和管理企业化的要求，

设立了综合办公室、计划财务部、质量监督

部（租赁办公室）、饮食部等５个职能部门。
设立了饮食成品中心、饮食配套中心、采供

中心、物业管理中心、恒昌物业公司、水电管

理中心、建安工程中心、绿化卫生中心、运输

服务中心、印刷服务中心、物资供应中心、接

待服务中心、幼儿园等１３个下属部门；涵盖
了餐饮、物业、学生公寓、幼儿教育、水电管

理、维修、绿化、运输、印刷、客房、会务、建材

供应等服务项目，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师生

员工提供优质的后勤服务与保障。

【饮食服务】　饮食系统由饮食部、饮食成
品中心、饮食配套中心、采供中心４个部门
组成，始终坚持以食品卫生安全为工作重

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卫生五四制》和《学校食堂与学生集

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的要求，为全校师生

提供大众化餐饮、各种风味小吃、特色餐饮、

洗浴和开水服务工作，同时肩负学校饮食物

资及集团大宗物资的招标采购服务。２００９
年饮食系统继续建设价格调节基金，加强饮

食物资检查验收措施和处理力度，全年处罚

金额达３万元，全部进入调节基金；完善饮
食原料采购索证和验收的管理制度，建立食

品快速检验室，增强食品检验能力，加大食

品源头暗访和检查力度，从食品源头杜绝安

全卫生隐患，保证食品卫生安全。饮食系统

为增进饮食服务与广大学生的沟通与理解，

经常与校团委、校学生会生活部联合举办

“３·１５饮食消费者维权互动”、“大学生美
食节”和“食堂一日体验”活动，与校心理学

会举办了“我最喜爱的食堂服务人员”评选

等活动，为推动校园的稳定和谐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２００９年荣获“江苏省高校文
明食堂”先进单位；荣获“镇江市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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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自律体系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物业与公寓管理】　物业管理中心坚持
“以人为本、主动热情、求真务实、诚信高

效”的服务理念，一切围绕师生需求，以创建

安全社区、和谐校园为工作重点。中心从事

近９０栋学生公寓楼、教学楼、办公楼、实验
楼的物业管理工作，包括邮件收发、电话维

修和两校区的绿化养护、道路卫生等，其中

学生宿舍１０８３３间，有３３０００余名研究生、
本科生、留学生和成教生常住。为扎实做好

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心加强过程管理，规范

细节服务，制订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

度。每年开展“红旗值班室”评比活动，以

评促建、以评促管；为加强安全管理，中心注

重对员工和学生的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

每年开展“安全月”主题活动，使大家树立

安全防范意识，掌握安全防范技能；为加强

宿管共建，中心不定期与学工处宿管科、研

究生处、各学院等召开座谈会，了解服务对

象的需求。并组织学生开展消防技能竞赛、

学生宿舍舍标评比活动、“地球一小时”签

名活动等；为增强员工凝聚力，树立集体荣

誉感，中心每年组织员工开展技能与趣味相

结合的“文体活动周”活动。２００９年，中心
参加了“江苏省高校文明宿舍”创建活动，

顺利获得了“江苏省文明宿舍先进单位”荣

誉称号；中心被评为“后勤服务集团先进集

体”；中心综合部获得了“江苏大学青年文

明号创建单位”荣誉称号；公寓四区获得了

镇江市教育系统“‘五一’文明班组”荣誉称

号；中心党支部开展的“创文明、我先行，永

葆党员先进性”主题党日活动，荣获江苏大

学“最佳党日活动”三等奖。中心党支部荣

获“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水电管理】　水电建安中心是后勤集团下
属服务部门之一，中心下设中心办公室、预

决算部、节能班、供水班、供电班、电工班、水

工班、五金班、木工班和校区维修班１０个班

组，主要承担学校水、电、瓦、木和五金等日

常零星维修及后勤处下达的工程项目维修，

保障全校的供水、供电，负责全校水电计量

和回收等工作。２００９年始终坚持“以服务
求生存，以改革求发展”的工作思路，坚持以

制度建设为抓手，规范程序，提升服务水平，

先后增订并完善了上下班签到制、上班去向

告知制。积极配合后勤处完成《江苏大学水

电管理办法》、《江苏大学节水节电实施细

则》、《江苏大学水电经费核算办法》、《水电

计量管理制度》等制度的征求意见稿，测算

出学校各部门２００９年水电经费指标，为学
校各部门下达水电指标、实行定额管理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２００９年，水电建安中心在
节水节电、狠抓长效管理上下工夫：共查出

漏水点４７处，为学校减少支出１００多万元，
在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用水无增

加反减少４１万吨；发现绕越表计窃电营业
网点６家，无表计用电网点２家，追缴电费
４５４２６．５８元。２００９年全校未出现非正常
停水停电现象，平稳供电２９８５万度，安全
供水２４２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多支出电
费２４．２４万元，少支出水费５６．３４万元，水
电费合计少支出３２．１０万元。剔除水电价
格上涨多支出的 ５１．７９万元，２００９年全年
与２００８年同期相比，水电费合计少支出
８３８９万元。零星维修创新服务管理模式，
引入维修计件制，对维修人员进行合理化设

置，分工种进行维修，仅９至１１月份共完成
学生宿舍维修１２０００多项，完成食堂维修
１０００多项。同时，做好了甲型Ｈ１Ｎ１流感隔
离病房的维修保障。确保了学校正常的供

水供电和维修服务工作。

【绿化卫生】　绿化卫生中心隶属后勤集团
管理，中心下设绿化工程、绿化维护、道路卫

生、花卉服务４个项目部。２００９年，全面承
担校园卫生、绿化管理、养护管理区域９３万
平方米，绿化保洁区域２７３万平方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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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卫生保洁３３．６万平方米，负责水面卫
生区域 ６．８万平方米，一二年生花卉约
１０９０００株，绿色植物２２０００余盆，栽培各种
苗木９３００万余株，绿篱色带４７０００余株，
铺设草坪４万平方米，为全面提升校园环境
及景观质量提供了优质服务。

【运输服务】　运输服务中心本着“为教学、
科研、师生提供安全准点、热情周到的服务”

的宗旨，保障全校师生教学、科研及生活用

车的有偿服务。运输中心现有车辆２４台，
其中：金龙大客１０辆、金旅中客１辆、普客２
辆、柯斯达１辆、依维柯２辆、面包车３辆、
别克商务１辆、小车４辆。一年来，运输服
务班车运行达９７００多趟次，接送教职工３６
万多人次；校区间学生上课用车２２００多趟
次，各学院市里和长途学生实习 １８０多趟
次。为学校新生入学接待、老生毕业离校、

新生开学典礼、校董事会成立等重大活动的

用车服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幼儿园工作】　２００９年幼儿园共 ９个班
级，幼儿人数２７１人，全园教职工２８名，其
中教师１８名，保育员６人，管理人员４人。
幼儿园服务对象为全校教职工子女、第三代

子女以及部分周边地区子女，解除了家长的

后顾之忧，切实为学校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后

勤保障服务。幼儿园坚持“一切为了孩子，

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一切”的教育理念。

积极开展了“我是小兵”、“绿色主题周，安

全在心中”活动，开设小年龄班“分享阅读”

课程等丰富多彩的幼儿主题教育活动，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向全区开放了第九期“园本

教研”园园行活动，来自京口区１００余位同
仁观摩了我园半日活动，蒋志华、徐莉开放

了公开课；参加京口区“六一”幼儿文艺会

演，幼儿舞蹈“悄悄话”获得特等奖，蒋志华

等获辅导奖；石春玲、韩先虹参加论文大赛

分别获省二等奖和区一等奖；卜微微参加区

集体教学优质课评比获二等奖；史萍参与

“三人行”自制教玩具大赛，获得区一等奖；

蒋志华参加京口区教师听评课比赛获一等

奖，虞子敏参加镇江市园长听评课比赛获一

等奖；石春玲获得江苏大学“三服务、两育

人”先进个人；常玲获得镇江市卫生保健工

作先进个人，幼儿园获得镇江市卫生保健工

作特等奖。

【江大恒昌物业】　江大恒昌是后勤集团社
会化改革的成果，是我校后勤对外服务的窗

口和品牌。始终坚持“规范化管理、人性化

服务、专业化保障”的企业经营服务理念。

服务项目涉及：高校物业管理、机关行政办

公楼宇物业管理、医院物业管理、餐饮服务

等领域；服务内容涵盖了：保安、保洁、工程

维修、医疗配送、电梯司乘、陪检、餐饮服务、

驾驶、会务服务等１０余个门类。２００９年延
续了所托管的所有校内项目合同，并进一步

开辟了校园纪念品代售、空调专业清洁、保

养、业务等服务项目；坚持拓展校外物业市

场，在完成镇江市人民银行、镇江一中、丹阳

市检察院、丹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丹阳

国税局、丹阳地税局、丹阳市国家安全局等

多个项目的物业合同续签工作的基础上，还

新增托管了镇江市检察院、丹阳市国土局、

丹阳市商务局３家单位办公大楼的物业服
务项目，为进一步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恒昌

物业品牌形象搭建了良好平台。江滨医院

项目部电梯司乘班组荣获“江苏大学青年文

明号”称号。

（撰稿人：施正福　审稿人：陈　斌）

安全与保卫

综述

【概况】　按学校部署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结合创建“江苏省平安校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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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边学边改，以改促建，完善制度，全面落

实安全防范措施，维护学校的安全稳定。全

年无重、特大刑事案件，无重大火灾事故与

其他责任事故，无群体性事件。学校首批荣

获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综治办、江苏省公

安厅联合颁发的“二九年度江苏省平安

校园”铜牌。保卫处荣获镇江市公安局评定

的安全保卫集体三等功。保卫处党支部荣

获校先进基层党支部称号。张文忠、张志平

２位同志荣获镇江市京口区见义勇为基金
会“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称号。保卫处申报

获批江苏省高教保卫学会保卫学研究重点

课题１项，自筹课题３项。
【安全教育】　通过宣传栏、报纸、网络等载
体，以讲座、简报、警情通报、培训等形式，开

展全校性法制安全宣传教育。张贴警示通

告２５００多份。制作发布保卫工作简报 ５
期、安全宣传专栏３期，悬挂安全宣传横幅
２２条。制作消防讲座课件４套。举办安全
知识讲座２４场次、专项消防培训４次、灭火
与疏散演练３９次。发放与回收消防安全知
识问卷１０００份。７０００多名师生员工接受
了现场集中安全教育，各楼幢消防责任人近

１０００人次经培训取得了消防技能上岗合格
证。在校园内，多次与公安部门联合举办反

传销、防盗窃、戒网瘾等专项安全宣传活动。

【制度建设】　学校修订了７个有关校园安
全管理的制度，分别是《江苏大学校园综合

治理工作条例》、《江苏大学校园环境管理

规定》、《江苏大学校园治安管理规定》、《江

苏大学校园交通管理规定》、《江苏大学校

园大型活动安全工作管理规定》、《江苏大

学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江苏大学校内暂

住人口管理办法》。保卫处制订完善了《门

卫管理规定》、《校园１１０接处警规定》、《干
部值班制度》和《干部督查制度》等内部管

理制度。

【政治保卫】　完善《江苏大学处理突发事

件工作预案》，与地方公安机关、安全机关紧

密合作，与学校其他单位密切配合，共同做

好校园安全稳定工作。控制信息渠道，收集

相关信息，开展涉外管理，突出重点时期校

园政治保卫工作。全年共收缴非法宣传品

１５０多份。
【治安安全】　 将人防、技防、物防有机结

合，构筑内部安全防范体系。开展门卫、公

共场所、重要部位与暂住人口的安全管理工

作。全年清理违章停放机动车辆１６２１７辆
次、违章摊点 ２７６个。拆除违规广告牌 ８
块、条幅１５４条。清理小广告２８０５０份。劝
离拾荒、钓鱼等闲杂人员９１９人次。协助清
查与拆除校内违章建筑 １４０处。校园 １１０
接报求助报警１０９０起，其中治安出警２３１
起、一般纠纷出警３２起，其他协调服务出警
８２７起。平息纠纷３１起，护送老弱病人１５７
人次，查破治安事件７２起，抓获违法犯罪嫌
疑人２５人，其中被公安机关处理１４人。配
合公安机关做好校园暂住人口登记、外调、教

育与发证工作，学校共有暂住人员８５７人。
【消防安全】　制订与制作《灭火和应急疏
散预案》，在图书馆等２５个部位张贴明示。
开展防火安全检查：进行全校性防火普查４
次、重点部位检查 ４次、专项检查检测 １８
次，走访例查部位９３５个。查出一般火灾隐
患３８处、较大火灾隐患２处，发出整改通知
书５份、安全通知书１０份，提出防火建议８２
条。检修与保养消防设备设施：检测与清洗

火灾探测器１０５１０只，更换２２０只；维修应
急照明与疏散指示灯１５００多只，更换８００
多只；更换灭火器１９００多只。另外，做好
新建筑消防设施验收、季节性防火防雷、易

燃易爆危险物品的管理等工作。

【交通安全】　定期检查校园交通设施，维修
与更换交通标志３块，增补限速坎４２米、反
光镜１面。全面出新校园道路标线，画定人
行横道线７道、车位线５６个。严格执行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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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凭证出入校园制度，全年办理机动车辆

通行证１４０２份，门卫换发机动车辆临时通行
证１４４３５０余辆次。多次与市交警支队协调
校中门前红绿灯设置事宜，以解决校中门前

交通隐患。针对附校、幼儿园门前道路存在

的交通隐患，向学校呈批整改方案，并派专人

定点定时值守，维护该路段交通安全。

【设备设施】　配备了 ２辆警用电动巡逻
车。视频监控系统监控点增至４０５个。有
１３个部位与楼宇装有 ＣＫ防盗报警系统和
周界报警系统。

【重大活动安保】　组织新生接待、甲型流
感病区隔离与人员入校控制、６０周年国庆
烟火晚会、成立校董事会等校园大型活动安

保警卫６７项。
【户证服务】　办理户口迁出５２２９人、迁入
２９０１人。核销户籍管理卡５２２１张。借用
户籍卡原件及复印件服务２１３１人次。接
待户证咨询服务日平均２０人次。
【社区服务】　发放《镇江市防灾应急手册》
１０５０本、“镇江市旅游消费券”１０６４套。
为１名贫困生申请慈善救助，６名学生申报
象山镇品学兼优奖励金。登记办理城镇居

民合作医疗保险１５３人，认证社区企业离退
休人员养老资格１３２名。

（撰稿人：周静菊　审稿人：曹广龙）

职工医院

综述

【概况】　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职工医院在岗职
工４１名，其中卫生技术人员３８人，占职工
总数的９２．６８％ （中级职称３１人、高级职称
６人），其他人员３人。根据医院具体情况
制订和完善了党政各项管理制度和规定３７

项，形成全面、有效、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

用制度规范工作，强化二级管理，使各项工

作得以全面贯彻执行。２００９年７月京口区
江苏大学社区卫生服务站在职工医院成立，

为更好地为全校师生员工服务建立了一个

新平台。

【医疗保障】　２００９年在医院党政部门的领
导下，经过全院职工的共同努力，顺利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门诊就诊人数达７８０７６人
次，发生费用２９０．８万元；各类体检人数达
１９１０８人次；办理计划生育手续、报销、换卡
等８５３６人次，办理学生、儿童报销票据审
核２５０４０６．９１元，办理医疗保险相关事宜
３．３１６万人次。继续实行内分泌、心血管专
家门诊，每周为长期卧病在床、行动不便的

病患巡诊一次，另外还承担了全校各类大型

会议、活动、校内突发事件的医疗服务工作。

【卫生服务站成立】　２００９年７月江苏大学
社区卫生服务站获批在职工医院正式成立，

给参加医疗保险的广大师生员工带来了更

多的医保优惠政策和服务，使离退休老同志

就诊更加方便。自付医保药品目录增加

２００余种，取消了药品中自费部分。
【体检与健康教育】　（１）做好新生入学体
检、在校学生体质监测和毕业生就业体检工

作；建立学生档案，对各类健康资料进行统

计分析，根据存在问题及时采取有效预防措

施。２００９年完成本科新生体检６８９０人次、
研究生３１０３人次。（２）做好学生疾病的监
测、统计和上报工作。对患病学生进行个体

疾病咨询、治疗与健康指导。对因病不能坚

持学习者，根据学籍管理规定，提出休、退学

处理意见。（３）做好全校教职员工每年一
次的体检及其他各类人员体检工作。２００９
年度完成教职员工体检 ３２９１人次、妇检
８４２人次、中小学生体检６２８人次。
【公共卫生】　 全力迎接省高校公共卫生工
作考核，完成江苏省高校公共卫生管理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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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材料的上报工作。贯彻执行传染病防

治法规，配合疾病控制中心在学生中开展肠

道传染病、霍乱、红眼病、麻疹等传染病知识

宣传，定期检查食堂及饮食网点的卫生。做

好学校内传染病预防和治疗工作，发现传染

病患者及时报告，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

治疗、早处理”。２００９年 ９月以来甲型
Ｎ１Ｈ１流感逐渐在校园流行，职工医院认
真、及时、全面执行甲流感防控预案及指令，

实行专人２４小时防控监测，及时上报疫情，
做好测控、消杀、隔离观察、治疗等各项工

作。全校体温测控 ６万余人次，隔离观察
１０１３人次，信息上报８６次，发放消毒、防护
物品２．０８万份，隔离点、学生宿舍、公共场
所消杀１１２次。
【职工培训】　安排职工参加省、市举办的
各种医疗培训，实行医生、护士到江大附属

医院轮训制，鼓励职工参加学历教育，提高

专业技术水平，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今年

１１月医院所有医护人员均通过考试，获得
社区医疗上岗证。６月引进硕士生１名。
【精神文明】　组织全院职工深入学习和落
实科学发展观重要理论，提高思想觉悟，树

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形象。要求每位职工将

江大委〔２００９〕３２号文件精神落实到实处，
加强作风建设，爱岗敬业，改善服务态度，在

职工中倡导“一切为了病人，一切方便病人，

一切服务于病人”的理念，使爱岗敬业的精

神深入职工的思想和行动，为学校的教学、

科研提供了可靠保障。

（撰稿人：华长虹　审稿人：兰魁田）

数字化建设

综述

【概况】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是学校信息化

建设与管理、校园网建设与管理、信息系统

建设与管理、教学信息化设施建设与管理、

现代教育技术研究、应用与培训、全校弱电

系统归口管理的直属单位。下设４个科室：
综合管理部、信息部、运行维护部和培训教

学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学校与中国移动通讯
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共同签订江

苏大学一卡通与数字化校园建设项目的合

作协议，对促进学校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

具有长远意义。

【数字化校园基础建设】　１．教学区新增网
络出口带宽 ５００Ｍ，共 １Ｇ（其中教育网
１００Ｍ、电信６００Ｍ、网通３００Ｍ），共铺设光纤
１１０公里、信息点３５３５３个，联网计算机２万
余台。无线 ＡＰ数达 ６００余台。共拥有 ６４
个Ｃ类地址，校园网主干路有交换机２０余
台，其他类型各种网络设备１０００余台套，
网络覆盖全校各校区教学、办公、科研以及

校本部学生和教工生活等区域近２００栋楼
宇。２．完成ＶＰＮ建设项目，实现校外职工
用户对校内资源的访问。３．新建两栋研究
生高层公寓楼的网络交接、光纤工程和联

网；新建女生宿舍区（４，５，６）号楼的网络开
通；实验楼、机械楼一楼、土木实验室和农机

院大楼的网络改造。４．学校与电信公司合
作，完成学生宿舍区网络的系统升级和改

造，推进学生宿舍区网络差异化服务；与移

动公司合作，实现学生宿舍区 ＡＰ的全覆
盖，实现学生宿舍区移动无线网、校园网、电

信有线网三网合一的网络保障。５．调整校
园网收费标准，使用网络充值卡消费。

６．配合保卫处完成校园视频安全监控系统
工程验收和 ２５个消防点的联网工作。
７．按省教育厅要求，建设全省联网的视频
会议系统１套。８．进行学校有线电视网整
体转换的协调。９．多媒体教室设备的更新
改造，新建多媒体教室 ３５个（含京江学院
１５个），更新投影机５０台、计算机３０台、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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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功放 ３１套。全校公共多媒体教室近
３００个。
【信息资源建设及安全保障】　１．启动数字
化校园和一卡通系统的一期建设项目，开展

调研与制定数字化校园与一卡通系统的技术

方案。２．规范部门信息系统的托管，如招
办、设备处、研究生部、组织部、宣传部、京江

学院、档案馆等一批与学校管理相关的信息

系统，配合教务处建设多个实验示范中心网

站。３．完成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建设，推进办
公自动化以及各业务部门管理信息系统的应

用。４．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监控，逐步建立监
控体系，及时掌握校园网络信息动态。加强

网络安全的监控，保障网络系统的安全运行。

５．加强全校服务器的安全保障工作，强化网
站信息发布安全责任制。６．实施校园网络
主节点机房的远程管理和监控。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及保障】　１．开发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网站；搭建Ｍｏｏｄｌｅ教学辅助

平台。在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多媒体课件评

比活动中，学校获得特等奖１项、二等奖５
项。２．配合学院完成重点学科视频的摄录
编工作。主要完成了教务处、外国语学院、计

算机学院、理学院、能动学院、校团委、校纪委

的相关视频录制。３．举办江苏大学第１４期
现代教育技术培训班。４．教师使用多媒体
上课机时１６万学时，报告厅使用３９６次。
【管理制度的规范】　１．制订学校制度：《江
苏大学信息化建设管理规定（试行）》、《江

苏大学网站建设与管理办法》、《关于调整

校园网络收费标准的通知》。制订部门制

度：《二级网站技术规范和精品课程申报网

站发布规范》、《录课教室使用管理办法》、

《多媒体实时录课系统使用管理办法》、《校

内信息网信息发布规范》。２．完善服务责
任制度，强化职工服务意识。进一步规范办

公、家属和学生区网络用户报修流程。

２００９年校园网建设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原有数量 新建数量 现有总数 新建部分用途 备注

１ 信息点 ３３７４３ １６１０ ３５３５３ 新建研究生５，６号楼

２ 光纤距离（ｋｍ） １０９ １．０ １１０ 新建研究生５，６号楼光纤 其中租用３２ｋｍ

３ 主干路由交换机 ４ ０ ４

４ 节点交换机 １８ ０ １８

５ 接入交换机 ８２３ １６５ ９８８ 办公区新建、改建工程、学

生新增

６ 边界路由器 ３ ０ ３

７ 防火墙 ６ ０ ６ 虚拟防火墙

８ 联网校区 ４ ０ ４

９ 联网教学、办公、

实验楼
７７ ０ ７７

１０ 联网学生公寓 ５８ ２ ６０ 新建２栋研究生公寓楼

１１ 联网教工宿舍 ５８ ０ ５８

１２ 自有服务器 ５５ ２０ ７５ 新增刀片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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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原有数量 新建数量 现有总数 新建部分用途 备注

１３ 托管服务器 １２ １８ ３０ 各学院部门应用系统

托管

１４ 网管系统 ３ ０ ３

１５ 计费系统 ２ ０ ２ 城市热点、亿邮

１６ 数据库系统 ５ ０ ５

１７ 管理应用系统 １４ ２ １６ 增设ＯＡ，ＵＳＢ共享服
务器

１８ 托管应用系统 １２ １２ ２４

增设５个示范中心和
京江教务、招办、组

工、心理等一批托管

系统

２００９年新增多媒体教室

序号 楼宇名称 教室号 座位数 建成时间 投影机 电动幕 吊架 移频功放 音柱 中控

１ 主Ａ楼 Ａ１０１ ２１０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５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２ 主Ａ楼 Ａ２０１ ２１０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５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３ 一号楼 １０４０５ １１７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４ 一号楼 １０４０９ １１７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５ 一号楼 １０５０５ １１７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６ 一号楼 １０５１１ １１７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７ 一号楼 １０６０４ １３８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８ 一号楼 １０６０５ １１７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９ 一号楼 １０６０７ １１７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１０ 一号楼 １０６０９ １１７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１１ 一号楼 １０６１１ １１７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１２ 机械大楼 ＪＸＢ４０１ ９０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１３ 机械大楼 ＪＸＢ４０４ ９０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１４ 机械大楼 ＪＸＢ４０６ ９０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１５ 机械大楼 ＪＸＢ５０４ ９０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１６ 机械大楼 ＪＸＢ５０６ ９０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ＣＸ１３１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１７ 计算机楼 计１０１ ７４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１８ 计算机楼 计１０３ ７４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１９ 计算机楼 计１０５ ７４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２０ 计算机楼 计１０７ ７４ ２００９．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１２０ 投影吊架 昊天ＤＳ６６００ 昊天 ＨＴ－２０Ｐ 航标 ＨＢＣＣ－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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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校园网用户统计

用户类型 ２００９年以前 ２００９年新增 ２００９年注销 合计

家属区宽带用户 １４９２ １６２ ５１ １６０３

拨号用户 ５６ ０ ０ ５６

普通用户 １６６８ １８５ ０ １８５３

学生用户 ７３４３ ５６１５ ３０８０ ９８７８

总计 １０５５９ ５９６２ ３１３１ １３３９０

（撰稿人：舒洪红　审稿人：许晓东）

附属学校

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附属学校（以下简称附
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占地面积约

５２１０平方米，建筑面积约３７３５平方米，现
有教学班１８个，在校学生７３９人，在编教职
工５４人，教师学历合格率１００％。中学部共
有教师２５名，其中：中教高级１６人、中教中
级８人、中教初级１人、镇江市中青年骨干
教师６名、学科带头人１名。小学部教师共
有２８名，其中：小学高级２５人、小学中级３
人，京口区中青年骨干教师１名。中、小学
先后被镇江市、京口区评为模范学校和素质

教育先进学校。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附校在江苏大学
党委的领导下，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活动，在党建和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

等方面，紧紧围绕学习实践活动，系统梳理

学校办学理念和思路。按照江苏大学党委

的统一部署，自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１日至７月１０
日，全面深入地开展学习实践活动。附校围

绕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服务全体师生员

工、服务教育大局出发，做了一系列实际工

作：（１）通过访谈、教师座谈、学生座谈、民
主生活会、征集意见等形式，广开言路，寻找

制约学校科学发展的原因与对策。（２）进
一步完善教代会制度，在２００８年附校首届
教代会（二级）的基础上，多次召开校务会，

使得教代会提案得以落实与完成。（３）健
全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为更好地促进教

师、学生和学校的发展，用制度去管人、管

事，为学校的科学发展奠定基础。今年完成

的制度有：教职工综合考核条例、中层干部

考评条例、优秀班主任评选奖励办法、家长

学校制度、职称申报推荐制度等。（４）在创
新体制机制上有新突破。一是理念创新。

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办学

理念，并在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活动中得到了

进一步的提升与完善，最终确立以“快乐和

谐、求实求是，开拓创新，追求卓越”为办学

理念，以“九年一贯制精品化”为办学目标，

以“德育为先，教学为主，育人为本，质量为

上”的办学原则，以“科研促发展，质量铸品

牌，特色塑强校”为办学策略，努力体现“博

学、求是、明德”的六字校训和“勤勉、诚朴、

奋进”的六字校风。二是制度创新。附属学

校围绕江苏大学党委要求，重点整合、完善

和优化学校各项管理制度，切实增强了工作

制度的执行力和实效性，建立起了一套符合

附属学校实际、管理环节严密、可操作性强

的办学、教学、德育、后勤工作执行体系。三

是方法创新。为确保各项工作措施和任务

落实到实处，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解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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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力转变工作方式方法。以学习实践活

动为契机，促进支部建设。支部根据学校实

际，积极做好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

青年教职工的工作，本着“坚持标准、保证质

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要求，严肃认真

地对待党员发展工作。今年，附属学校共发

展党员１名，发展对象１名、积极分子１名，
另外有１名同志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
【教科研工作】　附校围绕江苏省《关于规
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意

见》，着力践行“减负增效，内涵发展”的宗

旨，强化备课和作业布置与批改环节中精细

化的落实，从根本上转变教师教和学生学的

行为。严格控制学生在校集中教学活动时

间。小学 ６小时，初中 ７小时。每日有检
查，有记录。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开齐

开足全部课程，课表上墙、上网公布，接受社

会监督。中小学生每天在校体育活动时间

不少于１小时。通过课外兴趣活动、个别辅
导等形式，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相继开展了

信息技术兴趣小组活动（电脑作品制作及编

程）、绘画书法、爆破英语培训班以及美文欣

赏、武术、手工、奥数、合唱等社团，并将优秀

作品制成展板展出。组织中学生参加全国

信息技术奥林匹克竞赛、全国物理竞赛、江

苏省第八届作文大赛、江苏省英语口语大

赛、江苏省数学文化节“能力素质挑战”赛、

江苏省首届“未来杯”中小学生奇思妙想大

赛、江苏省汉字书写大赛、镇江市中小学电

脑制作比赛、镇江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中央电视台“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江

苏大学第二届“关爱杯”英语风采大赛等活

动。学生各类比赛获全国一等奖５人次，全
国二等奖１１人次，全国三等奖１５人次；省
一等奖３２人次，省二等奖３３人次，省三等
奖５９人次；市级奖项８３人次；区级奖５１人
次。２００９年３月，第四届中考四校（附校、
丹阳华南实验学校、扬中外国语学校、大港

中学）研讨会在丹阳华南实验学校召开，会

上，对２００８年中考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对
２００９年中考趋势进行了分析，对考前复习
工作做了充分的研讨和布置，附校承担了化

学和历史两门复习课的主备任务。附校根

据学情，在毕业班实行分层教学，针对中考，

加大提优补困力度，使各个层次的学生都能

得到最大限度的进步。通过多种形式对学

生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心理焦虑，减轻心理

负担。在２００９年镇江市中考中，６００分以
上占毕业生数的３６．４％，达一中、镇中统招
线占毕业生数的 ４７３％，达四星级高中录
取线占毕业生数的８２％。附校在镇江市４０
多所小学毕业调研考试中名列前茅，数学均

分获第一。附校在教学管理中狠抓４个聚
焦。第一，聚焦校本培训。组织教师“走出

去听请进来讲”，今年组织师生教学活动４６
场，中小学教师共听课１０００多节，其中开
设校级公开课８１节，区级公开课３节，市级
公开课１３节。第二，聚焦校本科研。今年
市立项课题３项、区级课题１项，另有４项
课题进入结题阶段，教师在各级刊物上发表

论文９篇，获全国奖２篇、省级奖１３篇、市
级奖２２篇、区级奖６篇。第三，聚焦名师工
程。重视青年教师培养，今年被镇江市评为

市级学科带头人１名，镇江市中青年骨干教
师 ６名。通过教科研活动，探讨“减负增
效”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改革，促进教师素质

提高。４月１６日，附校成功承办了镇江市
的政治教研活动，政治教师杜惠芳开设了公

开课。１２月８日，成功举办了以“践行减负
增效提高教学效益”为主题的市级公开教学

活动，７位教师（吴涛、杨建华、钱云月、张莉
莉、王艳丽、郭佳、蒋俊）面向市属及区县兄

弟学校１００多位老师展示了自己的教学风
采。语文教师吴涛在镇江市教师教育技术

能力大赛中获一等奖；小学部成功举办了京

口区小学劳动与技术常态课教学专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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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在江苏省第一届“小数报杯·小小数

学家”４人次获教师指导奖；科技教师吴正
琼在２００９年京口区小学科学实验操作比赛
中荣获二等奖，并在金钥匙科技竞赛中被评

为市优秀指导教师；获京口区“三我故事”

一等奖２人次、二等奖４人次；英语教师师
茗获“牛津英语教研网魔幻英语大挑战”指

导奖；信息教师郭佳获京口区第二届小学生

汉字录入“优秀指导教师奖”。今年５月镇
江电视台《教育在线》栏目对附校“轻负担

高质量”的教学工作作了专题报道，并在镇

江电视台多次播放。

【学生工作】　基于附校打造“精品学校”的
这一目标，同时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设置

阶梯，步步爬高，让学生们体验团队成功的

喜悦，用成功导致成功。２００９年附校试行
了班级“阶梯管理”模式，即要求班班达到

“文明班级”标准，在此基础上５０％的班级
创建“以‘个性发展’为导向的优秀班级”，

继而小学部、初中部分别创建一个“王龙特

色中队、团队”。２００９年，附校对德育的美
学特征开始进行具体的探索与实践。常规

工作中继续推进养成教育，深入开展“文明

礼仪伴我行”活动，每月设立一个主题进行

“星级学生”的评选，并结合“校园十佳”进

行表彰，鼓励先进，树立典型；完善了学生

“奖惩制度”，设立“三好学生”、“学习标兵”

和“星级学生”的评价标准，修改了“处分条

例”中的有关内容。４月，开设“少年团校”，
聘请党员老师上团课，引领进步学生，提升

学生思想，发展新团员５２人。加强班级和
学校文化建设，通过班徽设计、特色班级创

建、班牌展示、“凡人哲语”的征集等活动，

彰显个性，丰富生活，培养激情。针对学生

特点，结合节假日、纪念日组织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校园文化实践教育活动。主题为“唱

响和谐　２００９我最快乐”的“六一”庆祝活
动，通过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即亲子互动、附

校“吉尼斯”、班级文化、业绩、管理个性展

示，使孩子、老师、家长都乐在其中。１２月
３１日，开展“元旦庆祝大会暨‘我体验我快
乐’跳蚤市场、美食一条街活动”，孩子们都

感到非常快乐、开心，镇江电视台对此进行

了采访和报导。在镇江市“我身边的地理标

志产品”的参观征文比赛中曾天玮同学获特

等奖、杨思颖同学获一等奖、梁嘉宝同学获

三等奖；在镇江市首届“我爱地球”环保大

赛中徐菁怡同学获征文比赛市一等奖，多名

学生获二、三等奖；在全国“五好小公民”

《我的祖国》读书实践活动征文比赛中２人
次获一等奖，２人次获二等奖，３人次获三等
奖，３人次获优秀奖。罗芙蓉、韩晓燕、刘江
萍、吴涛老师获指导教师奖；附校通过申报、

创建，获得镇江市“绿色学校”的荣誉称号。

（撰稿人：连　利　审稿人：卢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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