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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校舍

２０１０年校园面积及分布情况
截至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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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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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里甸龙脉桥河东 ３４３０８ ５１．４６ １９７８．１２．２６

梦溪校区 七里甸龙脉桥河西 ９１０２．４ １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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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８６７３ ２９０７．９９

（撰稿人：刘显根　审稿人：嵇康义）

２０１０年校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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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６４１８４ ０ １２０００ ０ ５０００ ０ ０ ０

一、教学及辅助用房 ０２ ５７０５９０ ０ １２０００ ０ ５０００ ０ ０ ０

　　教室 ０３ ２１１７８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图书馆 ０４ ６４９３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实验室、实习场所 ０５ ２６２９４５ ０ １２０００ ０ ５０００ ０ ０ ０

　　体育馆 ０６ ２６７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会堂 ０７ ４２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二、行政办公用房 ０８ １０４７６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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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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活用房 ０９ ５５８００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学生宿舍（公寓） １０ ４４８２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学生食堂 １１ ３８４４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教工单身宿舍 １２ ３４９５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教工食堂 １３ １４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生活福利及其他用房 １４ ３４９５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四、教工住宅 １５ ３０８３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供稿人：沈　芳）

仪器设备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０年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下
设：实验室管理科、设备供应科、设备管理科

和实验动物中心。现有人员２３人，其中处
长１名，副处长 ２名，调研员 １名，科长 ４
名，员工１５名。本年度按照学校的统一部
署，围绕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做好实验室

管理、仪器设备采购、仪器设备管理和维修

等服务工作，各项工作得到了有效推进和落

实，不折不扣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２０１０
年新增仪器设备 ４７９４台（件），建帐价值达
５３９４万元，打印设备标签 ４５８２张，因机构
调整、人员变动而调整部门账目 ８１８６台
件，校内调拨５０台件。学校仪器设备资产
总值已达５．６７亿元，仪器设备台套数达 ５５
２６６台套。
【实验室管理】　１．改善实验室条件。今年
中央财政在原“中央与地方共建高等学校专

项资金”的基础上，设立中央支持地方高校

发展专项资金，我校共申报１８个项目，获批
１６个项目。在实验室建设经费的使用过程

中，强化经费的管理，实行实验室建设立项

申报评审制度，按照“优化配置、统筹规划、

保证重点、发展特色”的原则，最大限度发挥

经费投入效益，使得实验室内涵得到进一步

充实，实验室的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为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条件保障作用。２．精心组织实验室会
议。为进一步规范实验室管理工作，促进我

校实验室建设和实验教学改革，我处组织召

开全校实验室管理工作会议，作了《提高层

次，强化管理，为高水平大学建设提供强有

力支撑》的主题报告。全面回顾了我校“十

一五”以来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所取得的成

绩，指出了实验室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和困

难，提出了下一步做好实验室管理工作的思

路与措施。３．配合做好中央财政支持地方
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我处分别组织

各学院分管实验室的院长、实验室主任、重

点学科的相关负责人，组团１００余人，分两
批参加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参观“２０１０中国
（南京）国际教育装备暨科教技术展览会”。

通过展览会为各学院实验室建设提供了仪

器设备咨询、交流、采购的平台，使参会者及

时了解当前高校仪器设备产品的技术水平

和发展趋势，更好地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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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实行综合评价。根据《江苏大学实验室
管理绩效考核暂行办法》，在年底我处分五

组对全校对 ２３个实验中心、４个科研机构
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室综合效能、技术开发及

社会服务、实验室综合管理三个方面的全方

位考核，学校平均得分为 ８５．３２分，６个优
秀，１５个良好，６个合格。５．推行共享开
放。大型仪器共享平台网站运行状况良好，

共收录 １０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 ３２２
台，可以预约运行１４２ 台。加入江苏省大
仪网、镇江市科技网１１５台，其中１６台参加
省大型平台运行绩效评价。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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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６台。
７．建立实验室安全长效机制。实验室安全
始终是实验室工作的首位。加强实验室日

常安全检查，及时治理隐患，完善管理机制

等措施，切实加强了实验室安全稳定工作。

先后组织各学院和重点部门制订应急预案

和落实安全措施，并对安全隐患进行治理。

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周实验室安全工作检查。

８．加入镇江市易制毒品协会，组织召开了购
买化学品的实验保管人员会议，明确相关规

定，规范购买程序，并与各学院签定化学易制

毒品安全责任书；迎接镇江环保局对放射源

的检查，并签定相关承诺书；协助人事处搞好

从事有毒、有害人员的保健费发放工作。

【设备供应】　１．合理安排工作。每周五都
能事行安排好下一周的采购计划，以书面形

式提交给分管校长、处领导、财务处和招投

标办等相关部门，提高工作效率。２．认真
做好设备的论证及购前准备工作。深入有

关单位，细致、全面地进行调查，２０１０年我
处牵头组织考察１５余次，全年共组织招标
洽谈１８０余次，洽谈金额达 ５３５８万元。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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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有限的经费添置更多更好的教学科研设

备，较好的完成了部省共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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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各项采购任务

的顺利完成。截止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底，共签订
合同４２４份，合同金额 ４３５８万元。４．认真
做好进口设备免税工作。２０１０年共签订外
贸协议４８份，办理免税证明４８份，办理机
电产品进口许可证９份，全年进口设备金额
约 ２１００万元，为学校申请免税 ４２０万
余元。

【设备管理】　１．维护保养仪器设备。对设
备维修申报单及时安排维修，充分利用校内

强有力的技术力量和校外供应厂家的优势，

保证了设备在“良好、稳定、安全、有效”的

状态下运行，围绕“节约型校园建设”的主

题，为学校节省了维修费用。２０１０年维修、
维护仪器设备共计 ２９５０余台（件），使用维
修经费２３７．２９万余元。其中厂家直接维修
２５５台件，使用经费９４．４５万元。多媒体教
室使用经费１１．２万元，中央空调使用经费
５１万元。进口设备维修 ５６．４万元。保证
了设备的完好，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２．强化设备管理工
作。加强实验室与设备的管理，做到“不漏

掉一个环节，不耽误一项工作”。有力地保

障了全校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对所

有合同进行计算机管理，做到及时上载合同

信息数据，严格执行合同，及时做好催货、提

货、安装、验收、建账、付款工作，同时加大对

合同执行的清理力度，对０８年之前的合同
均进行了清理。３．积极配合财务处、镇江
税务司事务所进行国内采购教学科研类设

备退税工作的申报、验证工作。４．严格按
照学校设备报废程序，审核并控制设备的报

废，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设备的效能。始终

坚持“能用则用，能修则修，变废为宝”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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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控制设备报废，节约学校的建设资金。

５．配合军工办公室，在军工质量管理体系、
安全等方面，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建立了

军工科研设备台帐，制定了仪器设备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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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做好镇江海
关进行了进口设备的稽查工作。海关还对

我处监管期限内减免税货物的进口、保管及

使用情况进行了稽查，抽查的１６票报关单
项下监管期限内减免税货物的进口、入账、

保管及使用情况，未发现存在违反海关监管

规定情况。全年迎接镇江商检局对我校生

命科学院、基础医学与技术学院、环境学院、

食品学院、动物中心等的高压灭菌锅、超低

温冰箱等２０余台件进口设备检查三次。在
进口设备的过程中，严格把好资金安全关，

确保学校资金的安全。同时抓好进口设备

的保险关，确保进口设备的安全。７．认真
做好本年度的合同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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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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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处理工作。

【实验动物中心】　１．本年度圆满完成教学
供应要求。切实保证全校教学用实验动物

供应。全年供应教学兔用量 ３４４０只，大、
小鼠 １１０２０只，蟾蜍 １２６７只，豚鼠３１３只。
２．全年生产间和实验室无故障运行，屏障
环境达标。对屏障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易

发故障段做好定期检查和保养，系统供排风

机组完成备用系统自动切换。中心安全得

到进一步保证。３．实验室建设初具成效。
初步建成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能够独立开展

简单分子生物学实验。接待动物实验项目

１１项，其中国家级项目５项，省级项目３项，
合作单位评价良好。全年创收经费超１０万
元。４．优化配置，提升服务能力。对中心
工作人员根据工作能力，优化配置，取长补

短，生产能力和科研服务能力同步提升。

５．科学管理，节约运行。进一步加强中心
内部制度化建设，科学管理工作人员，科学

管理中心事务。大力倡行廉洁工作，节俭工

作。全年实际运行经费３２．６万元，较去年
相比下降１５．７％。

２０１０年学校仪器设备添置及分布情况
单位

编号
领用单位号

台

（件）
金　额

单位

编号
领用单位号

台

（件）
金　额

００ 江苏大学 ４７９４ ５３９４３０９２．１３

０１ 机械工程学院 １０８ １９３８９３５．７７

０１０１ 　　工程图学实验室 ９ ４７９７１６．８３

０１０３ 　　先进成型技术 ７ ３８２６００．００

０１０４ 　　激光研究所 ２４ ３７３１２６０．００

０１０５ 　　微纳米研究中心 １４ １８１２７３．００

０１０６ 　　制造信息 １ ３６５０．００

０１０７ 　　机械测控系 １３ ５３７０８．１９

０１０８ 　　机械机电系 ３４ ４５３９７１．７５

０１９９ 　　机械学院办公室 ６ １０８９０．００

０２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１３３ １６９０５９９．４０

０２０１ 　　汽车中心实验室 １２８ １６６３２５９．４０

０２９９ 　　汽车学院办公室 ５ ２７３４０．００

０３ 能动与动力工程学院 １０９ ３２７６３０７．２９

０３０１ 　　能动中心实验室 １０８ ３２７３９２２．２９

０３９９ 　　能动学院办公室 １ ２３８．００

０４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１４０ ２５４７１４２．３９

０４０１ 　　材料中心实验室 １３０ １９３９５９８．２４

０４０６ 　　光子制造科学技术 ５ ５８６６２４．１５

０４９９ 　　材料学院办公室 ４ ２０９２０．００

０５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３３９ １５９１３７３．３９

０５０１ 　　电气工程实验中心 ３３７ １５３９５７３．３９

０５９９ 　　电气学院办公室 ２ ５１８００．００

０６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 ４１９ １８７２４７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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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编号
领用单位号

台

（件）
金　额

单位

编号
领用单位号

台

（件）
金　额

０６０１ 　　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心 １２３ ５６７８３５．００

０６０２ 　　计算机中心实验室 ２９６ １３０４６４０．００

０７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１２１ １２４７４６１．５８

０７０２ 　　食生中心实验室 １２０ １２４２６６１．５８

０７９９ 　　食生学院办公室 １ ４８００．００

０８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３２ １３９５４０８．２０

０８０１ 　　化学化工实验中心 １３２ １３９５４０８．２０

０９ 临床医学院 ８１ ９８１３０５．９７

０９０１ 　　临床影像实验中心 ６９ ５０２２１６．４０

０９０７ 　　法检所 １２ ４７９０８９．５７

１０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１６４ １８６６５９５．８５

１００１ 　　医学技术实验中心 ４３ ２０３０２０．００

１００５ 　　检验医学研究所 ５６ ８２３１５８．８５

１０１０ 　　基础医学实验中心 ４０ ６７４６１０．００

１０１１ 　　动物中心 ２３ １５６５７７．００

１０９９ 　　基技学院办公室 ２ ９２３０．００

１１ 药学院 ４４ ３９０９６３．００

１１０１ 　　药学中心实验室 ４１ ３８４２６４．００

１１０２ 　　新药研究基地 １ ２４５０．００

１１０３ 　　制药工程 １ １２９９．００

１１９９ 　　药学院办公室 １ ２９５０．００

１２ 理学院 １２０ １０８０４４１．７３

１２０１ 　　物理实验中心 ２１ ９２６８０．００

１２０２ 　　土木工程专业实验室 ６０ ６５０２３０．６２

１２０３ 　　非线性科学研究中心 ３３ １９１５８１．００

１２０５ 　　工程力学实验中心 ５ １４３８００．００

１２９９ 　　理学院办公室 １ ２１５０．００

１３ 人文学院 ２９ １１８２５０．００

１３９９ 　　人文学院办公室 ２９ １１８２５０．００

１４ 外国语学院 ７２ １１１５５０．００

１４０４ 　　外语学习中心 ６７ １０２１８０．００

１４９９ 　　外语学院办公室 ５ ９３７０．００

１５ 艺术学院 ６１ ９３０９０．００

１５０１ 　　艺术设计中心实验室 ６１ ９３０９０．００

１６ 工商管理学院 ６８ ４３９４３５．００

１６０１ 　　工业工程专业实验室 ５ １６１４４０．００

１６０２ 　　经管实验室 ３９ １９４６７５．００

１６９９ 　　工商学院办公室 ２４ ８３３２０．００

１８ 教师教育学院 ３５ ７０９２１４．００

１８０１ 　　教师教育学院 ３５ ７０９２１４．００

１９ 成教院 ２５ １２７０４０．００

１９０１ 　　成教院 ２５ １２７０４０．００

２０ 京江学院 ３０１ １２３１５８３．００

２００１ 　　京江学院 ３０１ １２３１５８３．００

２１ 体育部 ８１ ２７１６５９．０５

２１０１ 　　体育部 ８１ ２７１６５９．０５

２２ 工业中心 ８０ ２１３９６８３．２３

２２９９ 　　工业中心 ８０ ２１３９６８３．２３

２３ 流体与生医所 １５７ １８２２１３８．８６

２３０２ 　　流体中心 １５７ １８２２１３８．８６

２４ 现教中心 ２９６ １３７９１２８．３５

２４０１ 　　现教中心 ２９６ １３７９１２８．３５

２５ 机电总厂 ５２ １３３６０８３．６６

２５０１ 　　机电培训中心 ５２ １３３６０８３．６６

２６ 图书馆 ７２６ ５７８１７４０．７８

２６０１ 　　图书馆 ７２６ ５７８１７４０．７８

２７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１ １８５０．００

２７０１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１ １８５０．００

２８ 农业工程研究院 １０６ ２２８７１１７．８３

２８０１ 　　农业工程研究院 １０６ ２２８７１１７．８３

２９ 生命科学研究院 １２６ １０３４３８３．４８

２９０１ 　　生命科学研究院 １２６ １０３４３８３．４８

３０ 党政及综合部门 １４４ １４４０１４０．０２

３００１ 　　党委办公室 ２ １２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２ 　　校长办公室 ３ ４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３ 　　研究室 １ １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５ 　　组织部 ６ ８２９３０．００

３００６ 　　宣传部 １７ ８９４５０．００

３００７ 　　学生工作处 ３ ５２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８ 　　纪委监察处 ２ ７７１０．００

３００９ 　　人事处 ３ ２２０５０．００

３０１０ 　　教务处 １９ ５７６６０．００

３０１１ 　　设备管理处 ２ ６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２ 　　后勤管理处 １１ ５２６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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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３ 　　保卫处 １７ １１８１００．００

３０１４ 　　财务处 １４ ２５６５５５．００

３０１７ 　　研究生部 １ ４７５０．００

３０１９ 　　退管处 ４ １０８５０．００

３０２４ 　　团委 ７ １６９８０．００

３０２５ 　　档案馆 ７ ７１６８５．００

３０２７ 　　杂志社 １７ ２９９７０．００

３０３０ 　　机关党委 １ ５２０．００

３０３１ 　　国防保密办（党办） ２ ７９００．００

３０３３ 　　发展办 １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３５ 　　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４ ３４２３０．００

３１ 科学研究院 ３６ ２３１８８１．００

３１０１ 　　科学研究院 ３６ ２３１８８１．００

３２ 环境学院 １８３ １５０２２６０．８８

３２０１ 　　安全与环境 １８２ １４９５５２０．８８

３２９９ 　　环境院办 １ ６７４０．００

３３ 财经学院 ４６ ２３８１９８．００

３３０１ 　　财经学院 ４６ ２３８１９８．００

３４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２６ １３８６８０．００

３５ 法学院 ４ １２３３０．００

３６ 分析测试中心 ４１ ２６４３１６６．４７

３６０１ 　　分析测试中心 ４１ ２６４３１６６．４７

４０ 后勤集团 １４８ ７１４５５６．５０

４００１ 　　后勤集团行政 １６ １２９７１０．００

４００２ 　　恒昌物业管理中心 １４ ６７３１８．５０

４００５ 　　饮食服务中心 ７４ ３８７１５０．００

４００６ 　　接待服务中心 １２ ３０３５０．００

４００７ 　　物业管理中心 １０ ２１５４０．００

４００８ 　　园艺工程中心 １２ ３３４８８．００

４０１２ 　　水电中心 １０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１ 　　职工医院 ２１ ３１６８８６．００

６００２ 　　附属中小学 １２ ６６７２０．００

６００３ 　　幼儿园 １ ４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４ 　　附属医院 ６ ７８７１３１６．４５

（撰稿人：黄　芳　审稿人：石宏伟）

经费与资产

综述

【收入情况】　本年度学校收入总计为 ８８
３５０．４１万元，其中：财政补助收入 ３８６９６．
６９万元，占总收入的４３．８％，事业收入 ２９

５６９．８４万元，占总收入的３３．４７％，事业收
入中预算外资金收入为 １８７５５．６２万元，占
事业收入的６３．４３％。经营收入４５９．８８万
元，占总收入的 ０．５２％。附属单位缴款收
入为 １１７３９．００万元，占总收入的１３．２９％。
其他收入为 ７８８５．００万元，占总收入的
８．９２％。

２０１０年收入分析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年实际数 ２０１０年实际数 所占比重％ 比２００９年增长％

财政拨款 ３５６１２．２６ ３８６９６．６９ ４３．８０ ８．６６

上级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 ２２７４５．７９ ２９５６９．８４ ３３．４７ ３０．００

经营收入 ６４８．３８ ４５９．８８ ０．５２ －２８．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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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２００９年实际数 ２０１０年实际数 所占比重％ 比２００９年增长％

附属单位缴款 １０４４４．０１ １１７３９．００ １３．２９ １２．４０

其他收入 １００８０．１６ ７８８５．００ ８．９２ －２１．７８

合计 ７９５３０．６１ ８８３５０．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９

２０１０年收入完成情况分析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年预算数 ２０１０年实际数 ２０１０年完成收入／％

财政拨款 ２２５６４．３５ ３８６９６．６９ １７１．４９

上级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 ２４６７５．６２ ２９５６９．８４ １１９．８３

经营收入 ６００．００ ４５９．８８ －７６．８３

附属单位缴款 ９４２０．００ １１７３９．００ １２４．６２

其他收入 ７５８０．００ ７８８５．００ １０４．０２

合计 ６４８３９．９７ ８８３５１．４１ １３６．２６

　　财政拨款与以前年度和本年预算相比
有较大的提高，其主要原因为增加了

１６１３２．３４万元的专项拨款，２０１０年预算数
中财政拨款仅反映按定额计算的经常性拨

款数。基本拨款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０９年基本持
平。项目拨款 ２０１０年比 ２００９年增加
３１３１．２６万元，增幅为２４．０８％。其他收入
中包含接受江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

款４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９年相比减少的原因为
２０１０年尚未收到镇江市财政局转拨的公费
医疗补助款。

【支出情况】　本年学校支出数为８００５５．３３
万元，其中：教育事业支出５８９７５．８６万元，
科研支出５５１６．６４万元，结转自筹基建支
出１１００５．７７万元，支付贷款利息支出
４３８９．５６万元。分别比上年增加 ５．２２％、

３．４１％、５３．４２％、８６．５３％、－１２．０７％。科
研支出增长比较大，这与科研经费的收入是

成比例的。自筹基建支出比去年有很大的

提高，主要是因为省里化债资金的到位及学

校积极筹措资金的结果。本年贷款利息的

降低主要是学校 ２０１０年银行贷款减少了
１２５００万元。省政府的化解高校债务工作
起到明显的效果。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的

差异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的增加。经营

支出１６７．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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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８２０．２６万
元，占事业费支出的４３．７８％，商品与服务支出
为１５０３４．９９万元，占事业费支出的２５．４９％。
对个人家庭的补助支出１２７１８．２１万元，占事
业费支出的２１．５７％。

４８７



()*+,-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支出比较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年支出数 ２０１０年支出数 ２０１０年增长数％

工资与福利支出 ２８０４０．１１ ２５８２０．２６ ２５．６３

商品和服务支出 １８３７４．４１ １５０３４．９９ －０．２３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１４０５１．２５ １２７１８．２１ １４．５７

其他资本性支出 １６７５０．３６ ５４０２．４０ －１５．０９

合计 ７７２１６．１３ ５８９７５．８６ ６．１７

２０１０年基本支出完成情况分析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年预算数 ２０１０年实际数 ２０１０年完成支出％

工资与福利支出 ２５９９４．５９ ２５８２０．２６ ９９．３３

商品和服务支出 １２８３１．８３ １５０３４．９９ １１７．１７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１２０３１．５５ １２７１８．２１ １０５．７１

合计 ５０８５７．９７ ５３５７３．４６ １０５．３４

【净资产构成情况】　２０１０年末，学校净资
产合计 ２９８９９９．７８万元，比上年增加
４９２５１．０７万元。其中：事业基金为３８５６２．４８
万元，比上年增加 ６２２３．１３万元，增长
１９．２４％，占净资产的 １２．９０％；固定基金
２５２２８９．１０万元，比上一年度增加４０５５６．２６
万元，增长１９．１５３％，占净资产的８４．３８％；专
用基金为４６７６．５２万元，比上年减少２８１．１１

万元，减少５．６７％，占净资产的０．２％；其他
净资产３４７１．６８万元为财政应返还额度，占
净资产的１．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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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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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４２６８．７ ２５５０３３．８４

其中：房屋 ９１７２８３．５ １２８２９１ １０１８３０９．４２ １６２２７５．２４ 含已上报报

废数

　　　设备类 ５０５０３ ５１５２１．３２ ４８１２ ５２４３．３１ ５５３１５ ５６７６４．６３ 以入库时间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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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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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具 ２５０８９６ ７３９５．０８ ９２２１ １０００．５９ ２６０１１７ ８３９５．６７ 含已上报报

废数

　　　图书 １９５０３０３ ５６６８．１９ ８７１９０ ５３７．０６ ２０１９４９３ ６２０５．２５

　　　土地 １９０７２０４ ２１３９３．０５ １９０７９４７．８０２１３９３．０５

七里甸龙脉

桥土地取得

土 地 权 属

证明

（撰稿人：黄爱华　审稿人：赵喜仓）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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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８６７３ １０３０８００ １３５２１３

图书（万册） 数字资源量（ＧＢ） 计算机数（台）

计 当年新增 计 电子图书 计 教学用（台）

２５６．９９ ９．３３ ２２０５２ ８２５２ １３０８０ １１５４９

语音实验室座位数（个） 多媒体教室座位数（个） 上网课程数（门）

２１４０ ２５５７９ ２３３

固定资产总值（万元） 上学年度信息化经费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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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建设经费 运行经费

２１２３０９．３５ ３８６３５．４１ ２８６１．９５ １００８３．００ １１３９．００ ６３０ ５３２ ９８

网络信息点数

（个）

校园网出口总带

宽（Ｍｂｐｓ）
管理信息系统

数据总量（ＧＢ）
电子邮件系统

用户数（个）

信息化工作

人员数（人）

信息化培训

人次（人次）

３７１３１ １６００ ２６２ １２６８３ ２９ ３５０

（供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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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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部门预算基础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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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编

制的预算达到科学性、完整性、准确性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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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性达标准备工作】

　依据《江苏省教育厅直属学校（单位）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考核暂行办法》的要求，

结合我校实际，制定了《江苏大学会计基础

工作规范化考核工作实施方案》、《江苏大

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办法》等相关文

件。全校财务人员，积极投身到创建我校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活动中去，对照《标准》

进行自查，找出差距，进行整改，极大地提高

了我校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水平。

【创新财务管理手段，提升财务精细化管理

水平】　为大力推进我校财务信息化建设，
提高财务工作效率及会计核算工作质量。

财务处于２０１０年９月开始实施了“银企互
联结算工作”，减少了现金的流通量。

【开展“小金库”治理“回头看”工作】　根据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小

金库”治理“回头看”工作的通知》要求，财

务处积极与校纪检、监察部门配合，在全校

范围内认真开展宣传、部署、组织“小金库”

治理“回头看”专项工作，按时向省教育厅

提交了《“小金库”治理“回头看”工作总

结》。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筹措学校资金】　从
２０１０年开始我校进入还贷高峰，为解决学
校资金及财务费用过高的问题，按照学校的

要求，我们分析了金融政策及走势，采用竞

争性谈判方式选择放贷银行，取得良好的效

果。在获得的２．５亿元银行贷款的授信中，
１．５亿元的贷款利率为银行基准利率下浮
６％，０．８亿元的贷款利率为银行基准利率
下浮５％，为此节省了较多的贷款利息支
出，降低了学校的筹资成本。另外，学校在

实施“校园一卡通”项目过程中，还争取到

银行８００万元左右的设备和设施的支持。
【继续做好基建资金筹集和债务化解工作】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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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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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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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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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全体财会人员学

习《关于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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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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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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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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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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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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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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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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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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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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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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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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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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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下旬，镇江、扬州、

泰州、南通四市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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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后勤管理处在校
党委、校行政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学校党政工作要点，坚

持以服务师生和保障后勤供给为主要工作

任务，确实抓好制度建设，狠抓机关作风建

设，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很好地

完成了２０１０年学校下达的各项任务和年初
制订的全处工作计划。后勤管理处代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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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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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管理处

２０１０年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基本建设】　基本建设主要完成了汽车与
交通工程学院实验楼及室外管网、道路、绿

化等基建项目。

【维修改造】　维修改造主要完成了暑期新
生公寓维修出新、生物质能源研究所改造，

医技学院屋面防水、化学化工学院消防报警

系统安装、中门干挂花岗岩基层撤除及石材

干挂、实习工场维修、中澳光电中心实验用

房改造、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改造、东山网

球场改造等维修改造工程２００余项。
【房地产管理】　积极推进公用房管理的改
革工作，对照《江苏大学公用房管理暂行条

例》及其《实施细则》，组织全校各单位申报

了本单位的公用房数量，与２０个学院就申
报情况进行了沟通。完成了家属区二区第

７、８幢和四区第２、３、４、５、６幢共２２２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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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的办证工作。做好门面房的校内注册

工作。现已对校内１９处共１２３０８平方米的
门面房核发了校内注册证。搜集学校３０多
年来规划利用龙脉桥农场土地的部分资料，

克服诸多困难办理了龙脉桥农场土地权属

证明，目前，市国土部门正依据土地权属证

明办理农场土地的收购工作，该农场土地将

会给学校带来近数千万元的收益。

【校园管理工作】　加大对物业管理和后勤服
务协议的监督力度，严格签订各类后勤服务协

议，召开物业服务意见征求会，听取各用户对

物业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对后勤服务项目进行

定期考核和巡查，不断提高后勤服务质量。

【核算工作】　主要完成了土建方面决算初
核１４项，安装工程决算初核３５个项，土建
送审价３３４０万元，初核为３０７１万元，核减
２６９万元；其中主要有完成了４＃～６＃新女生
公寓、研究生３＃、４＃、５＃、６＃楼、艺术学院、图
书馆自控工程、西南片区１０ＫＶ线路、新校
区运动场工程、新校区绿化工程、财经学院

改造等初审工作。

【加强节水节电管理】　根据《江苏大学水
电管理办法》、《江苏大学水电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及时调整了节水节电办公室成员，

落实水电考核指标，注重制度建设，节水相

关统计台帐完备；平时强化学生节水意识，

同时聘请学生节水检查员，坚持不懈组织查

漏堵漏；提出节水节电技改方案，积极开展

节水技改和废旧管道的改造，节水效果明

显。积极开展创建“节约型校园”活动，近

期我校作为“江苏省节水型单位”顺利通过

国家节水型城市专家组的验收。

【更新服务理念强化服务意识，乐于奉献】

　后勤管理处始终站在学校后勤保障工作
全局的高度，为学校后勤工作当好参谋出好

主意。对学校党委、校行政部署的工作坚决

贯彻，克服困难认真执行。根据学校发展规

划，超前谋划，本着科学和事实求是的精神，

认真考虑各实施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经

济性、社会性及效率。全处人员精诚团结，

勤政高效，乐于奉献。为做好后勤管理的各

项工作，全处人员放弃了寒暑假和节假日，

战高温迎严寒加班加点坚持工作在本职岗

位上，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体现了

后勤人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奉献精神。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不断提高办事效率】

　后勤管理处认真组织学习《关于加强和改
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学习十七届四中

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中关于作风建设提出的五点要求；

坚持“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教育全体人员

牢记“热情、勤奋、高效、廉洁”的服务宗旨。

通过狠抓后勤管理处机关作风建设和干部

群众思想教育，使后勤管理处工作作风明显

好转，办事效率明显提高，为全校师生员工

提供了优质服务，使全处能树立全局意识，

对学校党委、校行政部署的各项工作，坚决

贯彻，认真执行。

【加强廉政建设，提高防腐拒变能力】　通
过定期组织法律法规、政治理论学习活动，

教育后勤管理处全体人员认真吸取身边发

生腐败案件的惨痛教训，要求大家任何时

候、任何场合，不准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谋

取私利。要求党员干部自觉遵守《中国共产

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党

章》有关规定，坚决执行廉洁自律的有关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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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

请、休闲娱乐活动等。

（撰稿人：戴明新　审稿人：施爱平）

后勤服务集团工作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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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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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集团改革与发展的重点任务开展各项

工作，坚持强化内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为

目标，坚持拓展服务领域，提高经营能力为

重点，不断强化管理创新，提升“两个效

益”。集团共有员工１７７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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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服务集团立足

校内，狠抓服务，坚持以人为本，强化“三服

务两育人”宗旨，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益。

２０１０年，实现经营服务收入１１９７３万元，进
一步完善“价格调节基金”机制，稳定学生

大伙食堂；加强学生公寓管理服务，开展了

第四届“公寓文化节”，第四届“消防安全服

务月”等活动，努力把学生公寓建设成为

“文明社区”、“平安社区”；后勤服务集团努

力打造江大恒昌物业品牌，开拓校外，提升

效益。学校物业、机关楼宇、医院服务、电梯

维保已成为恒昌物业鲜明的特色，年均产值

超千万元，其中百万元以上的物业管理项目

２个。２０１０年后勤服务集团荣获“高校后勤
社会化改革先进院校”荣誉称号。２０１０年
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成品中心第四食堂和物

业中心学生公寓四区被评为镇江市“五·一

文明班组”。后勤服务集团党总支《一名党

员一面旗—党员示范岗创建活动》荣获江苏

大学党建工作创先创优十佳奖。

【饮食服务】　饮食系统由饮食部、饮食成

品中心、饮食配套中心、采供中心四个部门

组成，始终坚持以确保师生餐饮安全平稳供

应为工作重点，做好服务保障工作。２０１０
年，为了改善学生就餐条件，利用寒暑假期

间，集团投资２５万余元，完成了对学生第三
食堂的内部改造；投资近１０万元完成了对
西山美食城排油烟系统的改造；投资１０余
万元完成了对各食堂排油烟系统的清洗，消

除了火灾安全隐患；投资８万余元在四、六
食堂安装了天然气蒸汽发生器，还积极配合

学校安装了新的一卡通系统，进一步营造了

良好的食品卫生环境。为保障食品安全和

全校师生的饮食服务工作，饮食系统一是加

强饮食物资检查验收措施和处理力度；完善

饮食原料采购索证和验收制度，从食品源头

杜绝安全卫生隐患，保证食品卫生安全，为

推动校园的稳定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二是加强对新进员工岗位技能、安全知

识和消防能力的培训，强化内部管理，提高

饮食服务水平；三是为增进饮食服务与广大

师生的沟通与理解，积极配合校关工委做好

深入食堂伙食的调研工作，与校团委、学生

会分别举办了第三届美食节“美食每刻”学

生厨艺大比拼和“食堂一日体验活动”；饮

食系统还举办了“江苏大学第二届劳动竞赛

烹饪比赛选拔赛”和岗位技能切土豆丝比赛

活动。２０１０年饮食成品中心第四食堂被评
为镇江市“五·一文明班组”。

【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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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从事着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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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０００余间，有３３５００余名研究生、本科生、
留学生和成教生常住。２０１０年 ６月，顺利
完成了７０００余名毕业生离校和３０００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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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搬家任务；９月初，又扎实有效地做好
了９０００余名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报
到服务工作。中心开展了“红旗值班室”评

比活动，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为加强宿管共

建，中心每年与学工处宿管科、研究生处、各

学院师生代表召开座谈会，了解服务对象的

需求；组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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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份，中心组织员工开展技能与趣味相结
合的“文体活动周”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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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开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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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中心被评为“后勤服务集团先进集
体”；中心党支部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

动，学生公寓四区被评为镇江市“五·一文

明班组”，支部开展的“我为职工作表率”党

日活动荣获江苏大学“最佳党日”活动方案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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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工程项目，保

障全校的供水、供电，负责全校水电计量和

回收等工作。２０１０年水电建安中心以改革
创新为动力，开拓进取，取得较好成绩。一

是坚持节能技改，扩大新型节能产品使用力

度。在校本部学生四区１幢计量远程控制
成功的基础上，利用北固校区东四楼电路改

造的机会，新装远程计量控制系统，采用网

络集中器，实现载波远程抄表。在校本部办

公室内，可以通过学校局域网对北固校区学

生公寓计量进行适时监管，时刻监控用电异

常，保证用电安全，实现了用电智能化管理。

二是制订水电指标，推行定额管理。２０１０

年３月，学校印发了《江苏大学水电管理办
法》和《江苏大学水电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为落实学校节水节电工作的有关精

神，中心积极配合后勤处依据《办法》和《细

则》，反复核对，初步测算出全校各单位

２０１０年的水电指标用量，９月初通过学校节
水节电工作领导小组的审定后下达各单位。

这是我校继２００４年９月在学生公寓试行水
电定额管理以来，我校水电定额管理得到了

进一步推广。三是节水节电常抓不懈，确保

水电安全平稳。节能班始终坚持每月两次

的夜间巡查，并增加白天和寒暑假对重点区

域的勘察，全年共查出漏水点３８处。２０１０
年在学校不断投入新建楼宇使用的情况下，

用水量减少近３０万吨。全校未出现非正常
停水停电现象，妥善处理水电突发事件 １８
次，平稳供电 ３１４７万度，安全供水 ２１３万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剔除新增楼幢增加的

电费，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０９年同期相比水电费实
际减少６６．３０万元。年末顺利通过国家节
水型城市专家组验收。

【绿化卫生】　绿化卫生中心下设绿化工
程、绿化维护、道路卫生、花卉服务４个项目
部。２０１０年绿化卫生中心绿化维护部完成
校本部１２９万平方米绿化的日常维护工作。
继续采用注射方式对相关树木的介壳虫、煤

灰病进行病虫害防治，实施‘树虫一针净’

行道树注射并推广至栾树、柳树等树种，累

计注射行道树９３６棵，防治效果显著；１０月
份对静湖内的大面积栀子花进行定型修复，

取得了良好的景观效果；１２月份开展冬季
绿化树木修剪及安全操作培训工作。花卉

生产服务部全年提供长租花服务单位 ４４
家，共租摆花卉７５３盆，共提供临时会议活
动用花卉服务２８０余次，为学校教代会、校
友会、新生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第二次学生

工作会议、９０届同学联谊会等提供了会场
花卉服务。绿化工程部顺利完成汽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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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周边绿化、家属区缺陷补缺工程、新

图书馆内绿化工程、梅花园移树工程等 １６
个工程的绿化建设。共完成绿化面积

１００００余平方米，改造绿化面积３００００余平
方米，栽植各种苗木１００００余株，绿篱色带
４７００余株，铺草５０００平方米。特别完成了
难度较高的北大门２９棵香樟的栽植任务，
采用人工与机械配合施工，移植结束精心养

护，确保了香樟树的成活。

２０１０年绿化卫生中心在完成道路卫生
保洁３３．６万平方米的前提下，还承接了镇
江市古城公园修剪等三项校外绿化维护服

务项目，为开拓校外市场积累经验。

【运输服务】　运输服务中心 ２０１０年本着
“为教学、科研、师生提供安全准点、热情周

到的服务”为宗旨，加强与校有关部门协作

配合，积极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学校教学、科

研、重大活动等用车保障。运输服务中心现

有车辆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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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辆，面包车２辆，别克商务１辆，小车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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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多趟次。圆满完成了７００多名医
学类学生、３００多名师范生长途实习接送任
务。为学校新生接待、毕业生离校、新生开

学典礼、新生军训打靶等重大活动的用车服

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一年来，运输服务中

心在运营过程中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的方针，不断强化员工的安全意识和

责任意识，严格要求驾驶员遵守交通法规，

规范驾驶车辆，全年车辆总行驶６４万多公
里无安全责任事故。

【江大恒昌物业】　２０１０年，江大恒昌物业
公司坚持以“校内项目为基础、稳步拓展校

外市场”的工作思路，不断完善和创新管理

机制。公司主要托管了校内三江楼、实验楼

群、京江学院、体育馆、会议中心、行政一、二

号楼、东山、西山、京江三个体育场等１０多
个物业项目；主要校外物业项目有人民银行

镇江市中心支行、镇江市检察院、镇江市国

安安全局、镇江市第一中学以及丹阳交通、

国税、地税、检察院、国土、商务等１０多个独
立物业项目。２０１０年在政府上调职工最低
标准工资的情况下，恒昌公司全面顺利续签

所有校外物业项目，合同标的较２００９年环
比上涨１１．３３％。此外，２０１０年，公司还通
过投标、议标等形式顺利托管了校新图书

馆、镇江市检察院办公大楼保安以及镇江市

外国语学校校园物业三个物业项目。为进

一步拓展公司的经营服务范围，２０１０年公
司先后拓展了校园纪念品代售、镇江一中校

园护车队、江滨医院食堂定配餐三个服务项

目，全年实现产值近 １２００万元，公司荣获
“２０１０年度后勤服务集团先进集体”称号。
【幼儿教育】　２０１０年幼儿园共９个班级，
幼儿人数２７０人，全园教职工３２名，其中教
师１９名，保育员９人，管理人员４人。２０１０
年以教师专业发展和素质提高为宗旨，坚持

以教研为基础，以科研为先导，以管理作保

证，在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

并通过了镇江市“绿色幼儿园”的创建工

作。积极开展“我是小兵”、“安全教育主题

周”活动及“一教三研”、“师徒结对”活动。

抓好骨干教师培养，为骨干教师提供锻炼和

展示的机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蒋志华参

加“京口区骨干教师优质课展评活动”获一

等奖，还荣获了“江苏大学新长征突击手”

光荣称号；方芳、魏海霞参加了“师德演讲比

赛”荣获一、二等奖；虞子敏老师积极参加京

口区业务园长展示课活动；徐红平、魏海霞

老师参加京口区教师听评课评比，分别获得

一、二等奖；蒋志华、常玲老师获“三我故

事”评比一等奖、魏海霞获二等奖；蒋志华、

莫小英获优秀案例评比二等奖、虞子敏、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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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霞获三等奖；石春玲获得镇江市第十七次

教育科研优秀论文评比一等奖；卜微微、莫

小英二位老师在非省示范园“师徒结对”优

质教学活动评比活动中分别获得说课、上课

一等奖和二等奖。组织幼儿参加京口区“三

人行”变废为宝小巧手制作大赛获得一

等奖。

（撰稿人：施正福　审稿人：陈　斌）

安全与保卫

综述

【概况】　保卫处（部）是学校负责实施校园
安全保卫任务的职能部门，在学校党委与行

政的领导下，在国家公安机关与安全机关的

指导下，开展内部安全防范，维护学校的治

安安全与政治稳定，建设安全有序的校园环

境。保卫处（部）还兼管集体户口管理与社

区服务工作。２０１０年，保卫处（部）继续学
习与实践科学发展观，落实内部安全防范措

施，巩固“江苏省平安校园”建设成果，全年

未发生群体性事件，未发生重特大刑事案

件，未发生重大火灾事故与其他重大责任事

故。保卫处干部集体编写出版了《大学生安

全教育》一书，报送江苏省高教保卫学会保

卫学论文４篇。保卫处（部）处（部）长曹广
龙同志获镇江市公安局表彰，记三等功 １
次。黄忠来同志获镇江市公安局“全市单位

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先进个人”。

【安全教育】　通过校园网、宣传栏、报纸等
媒体，以简报、通讯、培训、演练等形式，开展

法制安全知识教育，组织安全技能培训，增

强师生员工的法制安全意识与自防自救能

力。２０１０年，保卫处（部）在校园网上发布
安全工作简报３期，简讯１０余条，校报报道

２次。制作安全宣传栏３期，悬挂安全宣传
横幅２２条，组织安全知识问卷５００份。制
作与张贴安全标识与标语６０００多件。与地
方公安机关联合举办外籍人员交通安全知

识讲座，以中英文发布《致学生朋友们的一

封信》，宣传安全行车。组织校消防专兼职

管理员、值班员、电工等７００多人次进行消
防安全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组织７２００多
人次师生员工开展治安安全知识教育、火场

逃生与灭火技能培训与演练，开展大、小型

应急疏散演练２０多场次。
【政治保卫】　坚持校园与网络巡查，控制
信息渠道，及时搜集与掌握校园信息动态。

开展涉外安全管理与服务。配合地方公安

机关与安全机关开展工作，并与校其他单位

密切合作，共同维护校园政治稳定。２０１０
年，保卫处（部）开展出国（境）人员安全宣

教２２１人次，清理与收缴纸质反动宣传品
１００多份、反动光碟 ８６张。配合地方公安
与安全机关开展专项调查３０多次。
【治安安全】　严格门卫、公共场所、重要部
位的安全管理，开展校园治安综合治理。落

实安全措施，继续巩固校园内部安全综合防

范体系，确保校园安全有序。１．学校与各单
位签订校园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４５份，层
层落实安全责任，齐抓共管安全保卫工作。

２．开展基础安全管理，整治校园内部环境。
执行机动车辆凭证出入制度，换发校园机动

车辆临时通行证１０８７９０余辆次，查验载物
出门车辆４２９辆次。清理校园违章停放机
动车辆１５３０余辆次、违章摊点６１０个。撤
除违章悬挂横幅９４条。清理小广告１３３４０
多份。劝离闲杂人员、流动商贩等９８０余人
次。调查登记校园出租房１４２户，一般租住
人员３１４人，商业租用房６户计８人。协助
办理暂住证３７９份。３．组织校园巡防，开展
警情调查，打击违法犯罪。２０１０年，校园
１１０接报各类求助 ６５４起，其中安全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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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起，其他协调服务出警４５４起。查破治
安警情２２起，调解纠纷２２起。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１８人，其中８人移送公安机关处
理，１０人受到校纪校规处理。与地方公安
机关一起解救陷入传销组织的在校学生２
名。缴获书包 ２３只，ＭＰ４计 ５只，手机 １７
部，电动车２辆，其它物品与现金等一批赃
物。４．组织实施校园大型活动安保任务。
完成校两代会、新生接待、白岩松文化讲座、

校友会、校第二次学生工作大会等大型校园

活动安全保障任务４６场次，确保了大型活
动中人员安全与校园的井然有序。

【消防安全】　建立健全消防管理机构与队
伍，开展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检查与

督促整改火灾隐患，维护与配备消防设备设

施，杜绝了较大火灾事故的发生。２０１０年，
江苏大学获镇江市公安局消防支队颁发的

消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田厚康、曹卫明同

志获镇江市公安局消防支队颁发的消防工

作先进个人称号。１．学校与各单位签订消
防安全责任书４６份，各单位签订岗位消防
安全责任书４８０份，落实防火责任。２．建立
了３５个防火检查组，６８个防火巡查队，有
防火巡查员４２８名。组建了５６个应急疏散
组，有安全疏散引导员２８０名。原校义务消
防队更名为校志愿消防队，有成员４１０名。
３．开展消防安全普查与专项检查，督促整改
隐患。全年查出安全问题部位９８处，消防
设施故障点 ９３０多处，一般性火灾隐患 ８
处，较大火灾隐患２处。向存在消防隐患的
相关单位发出整改通知书４份，消防工作联
系单１４份，提出防火要求与建议８０多条。
组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运试验，更换探测

器、模块等部件３５０多只。检测与清洗火灾
探测器４５００多只，维护防火卷帘门３５９扇，
更换灭火器１９００多只。
【交通安全】　通过规范机动车辆入校管
理，联合警方开展校园交通整治，抓校园重

大活动期间交通秩序，检查整改道路隐患，

完善交通设施等各方面工作，以维护校园交

通安全。２０１０年，改造减速带８道，增设道
路禁令标志３块、指示标志３块、警示牌４
块，增划车位线４６０个、道路网格线５７２平
方米。

【户政服务】　办理集体户口迁出５３０２人，
集体户口迁入２２３０人。办理师生员工借用
户籍原件及复印件等服务２５００多人次，接
待有关户口咨询服务近３０００人次。办理入
伍、入党、就业、出国（境）等政审与证明３８０
多人次。

【社区服务】　完成江苏大学社区第４届居
委会改选工作。协助地方政府分别开展创

业人员情况调查、社区养老服务需求调查、

社区“尊老金”发放人员登记调查、失业人

员独生子女奖励金登记等社区服务工作。

通过社区向政府申请帮困助学在校大学生

１名。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２０１０年９月，以
保卫处（部）为主组织开展了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江苏大学社区人口普查工作，组建近

百人的人口普查队伍，历时２个多月，填写
表格 ２万多张，普查登记居民 ３万 ４千
多人。

（撰稿人：周静菊　审稿人：曹广龙）

职工医院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学职工医院在岗职
工４２名，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３９人，占职工
总数的 ９２．２９％ ，合同工９人，返聘１人，其
他人员３人。学校委派２名专职会计负责
医院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职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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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一级甲等医院，也

是镇江市社会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江苏

大学社区卫生服务站。主要职责是为全校

师生员工及家属提供医疗、卫生保健、计划

生育、医疗保险等综合服务。

【医疗保障】　２０１０年在医院党政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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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０９０人次，
发生费用３９８９７３５．８５元；各类体检人数达
１９２８２人次；办理计划生育手续、报销、换卡
等８９１７人次，办理学生、儿童报销票据审核
２９２７０６．２８元，办理医疗保险相关事宜
１８７５万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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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事业单位独立法人资格】　２０１０年６
月取得事业单位独立法人资格，给广大师生

员工带来了更多的医保优惠政策。例如挂

号费下降为０．８元，不收取诊疗费。职工医
药费进入统筹阶段后，在社区医院就诊每次

只自付１０％，而在三甲医院需自付５０％；同
时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同规格、同品名、同

产地药品比三级医院便宜３５％。
【体检与健康教育】　（１）做好新生入学
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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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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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检、中小学生体检工作，并对体检结果及

时反馈，并提出健康建议。２０１０年度完成
各类体检总计１９２８２人次。（４）年底举行
健康咨询会，邀请相关医疗专家为师生员工

解答健康问题。

【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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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增添】　２０１０年 ５月放射科菲利普
ＤＲ机安装调试完毕，开始工作。购置了高
清晰视屏，并与江大附院建立了远程会诊通

道。对院前广场进行了改造整修，开通下水

道，增加了停车位，种植了草皮，使师生员工

就诊更加便捷。

【职工培训】　安排职工参加省、市举办的
各种医疗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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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

年招聘了两名应届生（检验、耳鼻喉科各一

名），下半年引进江大附院妇产科医生一名，

使妇科就诊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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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每位职工加强作

风建设，爱岗敬业，改善服务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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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上，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提供可靠保障。

（撰稿人：华长虹　审稿人：兰魁田）

数字化建设

综述

【概述】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是学校信息化
建设规划、实施、协调、管理及教育技术应

用、研究的直属单位，副处级建制。主要负

责校园网建设与管理、网络信息系统建设与

管理、现代教学设施的建设与管理、现代教

育技术培训、全校弱电系统归口管理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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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设置四个科级部门：综合管理部、信息

部、运行维护部、培训教学部。现有工作人

员３０人，其中外聘人员５人。２０１０年，学校
全面启动数字化校园建设及“一卡通”工

程。３月，江苏大学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
苏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签约数字化校园建

设及“一卡通”建设合作项目，预计双方共

投入资金约 １７００万元。江苏大学“一卡
通”与数字化校园建设已初具规模，基础平

台已完成一期建设，同期完成了网络计费系

统、图书系统和一卡通系统的集成。初步达

到以下预期建设目标：① 用户在使用基础
平台及已集成系统时，只需记住一套账号／
密码，且每次使用只需登录一次即可使用相

关系统。使用更方便、系统更安全。② 用
户进入门户后，即可获得一个方便的工作平

台，获得个性化的工作提醒、获知学校相关

信息、获得快速进入相关系统的快速通道。

③ 搭建公共数据平台，基于该平台，部门将
减少基本数据重复收集，提高工作效率。

【数字化校园建设及“一卡通”建设】　
１．制定江苏大学数字化校园和“一卡通”数
字化需求书。２．起草和审核了数字化校
园、“一卡通”软硬件的招标技术方案。

３．全校基础统一编码和标准的起草和初稿
制定。４．数字化校园部署方案、网络计费
的集成方案、“一卡通”集成方案、图书馆集

成方案的制定并组织实施。５．“一卡通”和
数字化校园应用系统的安装与部署。

６．“一卡通”专网的搭建，全校食堂 ＰＯＳ机
安装，商务网关的安装和线路的布放。

７．全校９５％教职员工的一卡通照片采集，
收集整理各部门基本用户信息，完成了３万
张校园卡的分类、初始化工作。８．配合财
务部门完成“一卡通”与三家银行的技术对

接测试。

【基础设施建设】　１．新建图书馆的网络交
接、光纤工程和联网工作。完成职工医院北

大门及家属区二区的弱电管线的改造。

２．校本部办公科研区和学生宿舍区的光纤
改造施工，形成了四个主节点间主干 ３
１４４芯的光纤环路，到每栋楼内的光纤数量
为２４芯以上。同时为一卡通专网运行提供
专线。３．升级主干设备，协调电信公司升
级公用ＢＲＡＳ设备，完成学生宿舍网近５００
台网络设备的升级维护。完成学生区所有

主干设备软件升级，同时将学生宿舍区与校

园网主设备间链路升到 ３Ｇ。４．协调移动
公司完善校园无线网络建设，并将我校的

Ｗｌａｎ网络建设跟移动ＴＤ室内分布相结合，
达到共用一套天馈系统。目前完成所有瘦

ＡＰ的改造工作。５．调整北固校区网络出
口及系统的升级改造。６．新建公共多媒体
教室１８个。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共拥有６４个 Ｃ
类ＩＰ地址，校园网带宽出口１Ｇ，共铺设光
纤１１６．５ＫＭ。主干路由、交换机二十余台，
其他类型交换机千余台，信息点建设达到

３７０００多个。联网计算机２万余台。无线
ＡＰ台数达６００余台。实现了教学、办公、实
验以及学生公寓和教工宿舍近２００栋楼宇
的联网。

【信息资源建设与安全保障】　１．完善校园
信息网信息的发布机制和部门信息系统托

管的管理。２．网络信息安全监控、服务器
安全监控。３．ＢＢＳ的升级改造。４．配合学
校检查考评全校二级网站，更新主页内容。

５．完成江苏大学三维全景网站的建设，全
方位、多角度展示江苏大学风貌。目前，学

校二级网站达８１个，其他各类精品课程和
示范中心网站３０多个，各类信息系统３０多
个，其中包括一批基础服务，如网上统一身

份认证平台，电子邮件、ＦＴＰ、ＶＰＮ、ＤＮＳ、网
络管理系统、流量监控，还包括一大批与教

学科研办公相关的应用系统，如：办公系统、

教学管理、研究生管理、继续教育管理、财务

管理、档案管理、党员干部学习与管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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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心理健康管理、多媒体教学管理、招

生管理、视频会议等多个应用系统和平台，

为全校师生提供了现代化的信息交流和资

源共享的环境，逐步汇聚了全校教学、科研、

管理等各个方面信息资源。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及研究】　１．完善江苏
大学教学资源平台，丰富教学资源，新增各

种教学资源２０余门。２．全校８０多门教学
网站的管理，新增 ２２门教学网站的管理。
３．１０个学院的教学视频录编，共计摄录３４
学时，编辑 １３６学时。完成江苏大学 ２００７
级师范生“精彩一课”竞赛的摄录编工作，

共计摄录８学时，编辑３２学时。４．江苏大
学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平台的改版及日常

管理。５．完成第十五、十六期现代教育技
术培训。

【用户服务及教学保障】　１．校园网上网账

户、邮件、信息公告网等常规网站的日常维

护。２．规范办公、家属和学生区网络用户
报修流程。３．校园网络日常管理与服务：
管理及维护全校网络设备（１０００多台）、服
务器（６０多台）环境监控、服务器的硬件安
全监控和定期巡检、服务器故障的应急处

理、托管服务器的维护管理，保障了校园网

络的畅通。做好了２０００多研究生的离校工
作和９０００多本科毕业生的账户整理工作。
全年累计上门维护达８００多次。４．多媒体
技术保障服务：完成１６万学时（约３００个教
室）多媒体教学的保障工作；讲堂群报告厅

４１２场次服务工作；多媒体临时借用一千多
学时的保障工作。更换投影机５１台、移频
功放５７台、计算机５２台、控制柜２５只、幕
布３０块、更换投影机灯泡６６个，清洗投影
机９０台，其它维修２５６台次。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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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３５３ ２２８０ ３７６３３ 新图书馆

２ 光纤距离（ｋｍ） １１０ ６．５ １１６．５ 新图书馆及家属区二区光

纤下地
其中租用３２ｋｍ

３ 主干路由交换机 ４ １ ５

４ 节点交换机 １８ ３ ２１

５ 接入交换机 ９８８ ４７ １０３５ 学生宿舍及一卡通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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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７８ 新图书馆

１０ 联网学生公寓 ６０ ０ ６０

１１ 联网教工宿舍 ５８ ０ ５８

１２ 自有服务器 ７５ ０ ７５

１３ 托管服务器 ３０ ９ ３９ 各学院部门应用系统托管

１４ 网管系统 ３ ０ ３

５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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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计费系统 ２ ０ ２

１６ 数据库系统 ５ ０ ５

１７ 管理应用系统 １６ ０ １６

１８ 托管应用系统 ２４ ０ ２４

２０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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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频功放 吊架 音柱 中控 讲桌

１ 二号楼 ２１１３ ４０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３０ｉ－ＩＣ 得实

２ 二号楼 ２１１５ ４０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３１ｉ－ＩＣ 得实

３ 二号楼 ２２１３ ４０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３２ｉ－ＩＣ 得实

４ 二号楼 ２２１５ ４０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３３ｉ－ＩＣ 得实

５ 二号楼 ２３１３ ４０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３４ｉ－ＩＣ 得实

６ 二号楼 ２３１５ ４０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３５ｉ－ＩＣ 得实

７ 二号楼 ２４１４ ４０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３６ｉ－ＩＣ 得实

８ 二号楼 ２４１６ ４０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３７ｉ－ＩＣ 得实

９ 二号楼 ２４１８ ４０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３８ｉ－ＩＣ 得实

１０ 二号楼 ２４２０ ４０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３９ｉ－ＩＣ 得实

１１ 主Ａ楼 Ａ１０２ ４９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４０ｉ－ＩＣ 得实

１２ 主Ａ楼 Ａ１０６ ４９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４１ｉ－ＩＣ 得实

１３ 主Ａ楼 Ａ２０２ ４９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４２ｉ－ＩＣ 得实

１４ 主Ａ楼 Ａ２０６ ４９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４３ｉ－ＩＣ 得实

１５ 主Ａ楼 Ａ３０２ ４９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４４ｉ－ＩＣ 得实

１６ 主Ａ楼 Ａ３０６ ４９ ２０１０．９ ＳＯＮＹＥＸ７０ ８４寸 无 投影吊架 有源音箱 ＤＳ－ＮＥＴ６４５ｉ－ＩＣ 得实

１７ 医学楼 医３０２ ７７ ２０１０．９ ＮＥＣＮＰ５１０Ｃ １２０寸 昊天７９００ 投影吊架 ＤＳ－ＮＥＴ６４６ｉ－ＩＣ 得实

１８ 医学楼 医３０４ ７７ ２０１０．９ ＮＥＣＮＰ５１０Ｃ １２０寸 昊天７９００ 投影吊架 ＤＳ－ＮＥＴ６４７ｉ－ＩＣ 得实

２０１０年校园网用户统计

用户类型 ２０１０年以前 ２０１０年新增 ２０１０年注销 合计

家属区宽带用户 １６０３ １１６ ７０ １６４９

拨号用户 ５６ ０ ０ ５６

普通用户 １８５３ ２０７ ０ ２０６０

学生用户 ９８７８ ３３７０ ４２０３ ９０４５

总计 １３３９０ ３６９３ ４２７３ １２８１０

（撰稿人：舒洪红　审稿人：许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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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学校

综述

【党建与政治思想工作】　１．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党建工作：坚持“三会一课”制度，逐步

使组织生活正常化、党课教育规范化、党员

学习制度化；建立健全各项党建工作台帐，

使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加强支部和党员的

目标管理，做到考查与考核相结合；积极做

好党员发展工作，抓好入党积极分子建设，

帮助入党积极分子不断向组织靠拢。坚持

发展党员公示制度，保证基层组织的先进

性、纯洁性。今年１名预备党员转为中共正
式党员，１名入党积极分子被列为发展对
象，２名入党积极分子，２名同志向党组织提
出申请。２．抓活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创先争优活动。根据江苏大学党委部署和

要求，结合我校工作实际，制订具体实施方

案，创建党员示范岗，１１月 １７日在全校教
师层面召开推进会，全体党员庄严的作出承

诺，并在承诺书上签字。党日活动。我支部

委员３人中有２人不是学校领导，学校领导
４人中有３人不是支部委员，为增进彼此的
交流与沟通，促进学校工作的开展，１２月４
日组织全体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开展了

“重走抗日路，共议发展策”红色之旅活动，

将附校的统战工作纳入到议事日程。３．宣
传工作：为开创我校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局

面，我校成立了由书记任组长的学校宣传领

导小组，由支部委员、中层干部、各教研组组

长、教学骨干、家长代表组成了宣传工作信

息网络。今年上半年江苏大学２０１０年二级
网站评比中获得８７分的好成绩，位列６５个
二级网站的第４３位；今年共有１篇报道在
江南时报上发表和１个活动在镇江电视台
播出、镇江教育信息网有２篇报道、江苏大

学网页上报道 ３篇，位列 ６６单位中第 ４６
名。在江苏大学２０１０年“我坚守的师德”征
文中，参评９篇论文有７篇获奖。其中一、
二、三等奖各为１人，鼓励奖４人。参加江
苏大学读书思廉活动，４篇送评论文中由１
篇获三等奖。

【教科研】　社会关注的热点中考业绩：学
校加强毕业班的教学管理，中学语、数、英进

行适当分层，强化提优补困，使各层次学生

的学习效率最大化。针对 ２０１０年中考，４
月份学校组织语、数、外、物、化、史、政教师

到扬中外国语参加第五届四校（丹阳华南实

验学校、扬中外国语、魅力之城实验学校）中

考复习研讨系列活动，我校何梅生和吴凡老

师承担化学、历史两门学科四校指导中考的

复习工作。今年中考获得了总均分为市属

第二名的好成绩，达一中、镇中分数线占毕

业生数的７６．７％，达到镇江市最高分数段
６５０分以上４人；有四名学生被江苏省南师
附中录取。我校被镇江市树为减负增效的

典型，多次在镇江市教学工作会议上受到上

级领导的表扬，今年镇江市媒体、电台报道

表扬我校共 ７篇次，京口区媒体报道 ４篇
次。为教师成长搭建各种平台：为提供师生

发展的平台，我校邀请镇江新东方学校校长

和教师在我校开设学习讲座并举办英语学

习培训；学校联系组织相关教师赴溧阳一中

和后六中学、丹阳华南实验学校和润欣实验

学校学习，将这些学校先进管理经验应用在

我校的工作中；请镇江翔平心理健康中心主

任对全体教师做《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培

养孩子的健全人格》和《接纳学生》的讲座；

请优秀校友凌佳寅和家长对中学生、教师和

家长开设学习经验交流和互动；邀请镇江市

民盟多次委派教授进校园开设科普知识等

一系列讲座，提高师生综合素质；请区教科

所长到我校全员培训教师１次；今年有６项
市、区级课题立项；京口区小学科学录像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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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秀教学光盘课各一节；参加市小学体育

教学能手选拔和区美术优质课评选各１人
次；区“网上教研”上传我校数学教案供全

区研讨；承办京口区常态课教学研讨活动４
节；初中承办了 ３次市属（语文、英语、体
育）教学研讨活动，最多一次听课教师来了

近１００位；与新东方镇江分校进行了同课异
构教学研讨；学校加强异地联谊学校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教师的综合素质在这些历练中

得到了提高。由我校提议将教学交流首先

辐射到学校德育工作，１２月２９日我校相关
人员在丹阳华南实验学校召开了首届四校

德育工作研讨会，由我校提议筹备落实各学

科听课、评课活动；中学安排每个教研组在

一周内集中开课，集中研讨与交流，本年度

共组织教学活动４０余次。小学部教师共听
课１０００余节，中学部教师开设公开课 ４７
节，每位（女５０、男５５岁以下）教师均开设
了至少一节校内公开课，其中市级公开课３
节，师范生示范课６节；平时加强教学常规
检查，要求做到“四精四必”：即精选、精练、

精批、精评，有发必收、有收必批、有批必评、

有错必纠；对教师备课、作业的布置和批改

进行了教学常规专项检查，并且强调及时进

行二次复批；为加强考试命题管理，通过试

卷双向细目表的制定，提高试卷质量和考试

的信度与效度。参加苏教版小学语文教学

大赛和市骨干教师培训各１人次；有１名初
中教师被评为镇江市学科带头人，６名初中
教师被评为镇江市第五批中青年骨干教师；

省“蓝天杯”论文评选１０篇次；数学教师全
员参加区试卷命制比赛。通过课题引领、论

文撰写，提升教师理论修养，２０１０年，在镇
江市教科研论文、案例评选中获一、二、三等

奖各５篇、１０篇、１０篇，区二等奖４篇；江苏
省优秀论文评选获二、三等奖各 ３篇和 １１
篇，省级论文发表２篇；获区学校中层领导
教学展评一等奖和市科学课评比二等奖各

１人；获小学剪纸贴画制作比赛区指导教师
奖和美术优质课评比区二等奖各１人；获省
小数学家评选指导教师奖３人次；中央电视
台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市优秀指导教师

奖２人次。通过这些活动教师开阔了眼界，
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为学生成长创造丰

富的机会：为使学生综合素质得到更好的锻

炼，附校确保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运动，４
月３０日在江大东山操场成功举行第２０届
运动会；全校师生参与了广播操、拔河、跳绳

等比赛活动，并将学生体育课的出勤率作为

评三好以及和中考成绩挂钩。通过这些活

动有效促进了学生的体质健康。附校传统

活动于４至５月举行第三届“关爱杯英语演
讲比赛”初赛、复赛和决赛，为面向全体初赛

全体学生参加；为提高学生文学修养，开展

“三江韵”读书活动，各年级段评选 １０名
“金话筒”诵读学生，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

力和诵读水平；镇江市第十七届中小学论文

送评２８篇次；区“三我”故事评选１６篇次；
２０１０年，组织学生参加江苏省英语口语大
赛、江苏省作文大赛、江苏省数学文化节“能

力素质挑战”赛、镇江市中小学电脑制作活

动、中学生优秀政治小论文大赛、小学生汉

字录入等比赛，获全国一、二、三等奖分别是

５人次、３人次、７人次，省二等奖２人次，市
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分别是５人次、９人
次、１６人次、８人次；第十五届全国中小学生
绘画、书法作品比赛获国家书法二等奖 １
人；中央电视台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获省

一等奖和三等奖１人次和５人次，获市冠军
奖和特等奖分别是１人次、８人次，市一、二
等奖分别是６人次和７人次；省第二届小数
报小小数学家评选获省一、二、三等奖分别

是７人次、６人次和１３人次；市首届中小学
生环保艺术节一、二、三等奖分别是１人次、
１人次和１３人次；获京口区故事评选一、二
等奖各１人和２人；小学生剪纸贴画制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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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获区一、二、三等奖分别为 １人次、１人
次、４人次。组织学生参加“巨人杯”全国第
二届汉字规范书写大赛；４名同学分获一、
二、三等奖；初中获镇江市属学校文艺汇演

集体三等奖。上交学生习作省、市级各８篇
和１篇。在这些活动中学生和教师都得到
了成长。

【学生工作】　１．强化学生行为习惯养成：
为提高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经过学校申

报、创建、专家评估，１０月份附校被授予“镇
江市中小学学生行为规范示范学校”荣誉称

号，为强化这项工作，特邀“镇江船艇学院船

艇教练大队ＡＤ２１２艇”于１０月份对初一新
生作了为期两天的行为规范集训。２．用科
研引领学校德育工作：今年市级课题《合作

背景下，班级美学管理的研究》申报成功，班

级“阶梯管理”模式的探索初见成效，注重

以“个性发展为导向的优秀班级”评选，引

领各班开展班级素质教育工作。３．特色活
动丰富有效：２月开展了“关爱杯·元宵节”
系列活动，并报导在《现代教育》和《京江晚

报》上；４月组织学生参加了“与上党小朋友
手拉手”活动及“心系灾区，情暖玉树”捐赠

活动，《京江晚报》、《中国儿童报》报导了本

次活动。６月精心举办的“交响仲夏———江
大附校‘六一’综艺·表彰庆祝大会”，表彰

了本学年“区先进集体”四（１）班和“区特色
中队”三（１）中队以及“年度十佳”、“星级学
生”和“学科获奖”等个人 ３５０余人次。同
时，以较高的艺术形式展示出学校的教育教

学理念和成果，大学校领导、关工委、退休教

师和附校全体师生共同参与活动之中，并给

与了较高评价。认真组织参加《我是 ９０

后》全国读书征文活动并获得“市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同时获全国一、二、三等奖和

优秀奖分别为１人次；２人次、３人次，４人
次；获全国指导教师一等奖１人，优秀奖９
人。９月举行了民族精神教育实践———“王
龙特色”中队评选答辩会，其过程使同学们

更加感受到民族兴旺的责任心与使命感；１１
月少先队干部开展了“废旧电池回收”活

动，回收电池三千多节，大大增强了学生的

环保意识；１２月学校组织了“童声里的中
国———附校首届少儿歌手大赛”；积极参加

镇江市关工委举行的“百名教授老区行”捐

书活动。本年，开展“让家长成为教师的同

事”系列沙龙活动３６次，为学校和家长间的
理解合作建立了较好的平台。在京口区举

办的“革命英雄故事大赛”中，一名同学获

得“优秀宣讲员”的荣誉称号；在京口区首

届歌手大赛中五人分别获一、二、三等奖；在

镇江市中小学暑假阅读征文比赛中，四人获

一、二、三等奖；初中部在镇江市“中华经典

诵读比赛”中获第二名；小学部在京口区

ＹＯＹＯ球赛中获团体二等奖和优秀组织奖；
“金钥匙”竞赛中各有一名同学分别获省

一、二等奖；在镇江市中小学网络读书活动

中４位同学分别获市一、二、三等奖；《爱我
附校》系列征文发表于《现代教育》。

附校２０１０年４月荣获江苏大学关心下
一代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荣获由镇
江市文明办、镇江市关工委、镇江市老促会、

镇江市总工会联合颁发的“百名教授老区行

活动”先进集体。

（撰稿人：连　利　审稿人：卢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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