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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题录

校党委印发的部分管理文件题录

序号 文件题名 文件编号 档号

１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办

法》的通知
江大委〔２０１０〕２９号 ２０１０－ＤＢ－永久－２９

２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意见
江大委〔２０１０〕３２号 ２０１０－ＤＢ－永久－３２

３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实

施意见
江大委〔２０１０〕３４号 ２０１０－ＤＢ－永久－３４

４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辅导员岗位聘任办法》

的通知
江大委〔２０１０〕３６号 ２０１０－ＤＢ－永久－３６

５ 关于设立江苏大学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助理的

通知
江大委〔２０１０〕４３号 ２０１０－ＤＢ－永久－４３

６ 关于转发《江苏省高等学校贯彻党委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江大委〔２０１０〕４５号 ２０１０－ＤＢ－永久－４４

７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党委全委会议事规则》、

《江苏大学党委常委会议事规则》和《江苏大

学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的通知

江大委〔２０１０〕４６号 ２０１０－ＤＢ－永久－４６

校行政印发的部分管理文件题录

序号 文件题名 文件编号 档号

１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科研经费决算审签办

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

２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财务收支审计办法》的

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４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４

３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董事会章程》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７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７

４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关于加强出国（境）证照

管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６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６

５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招聘录用工作人员实施

办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７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７

６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编制外用工管理办法》

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８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８

７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专业技术人员服务期限

实施办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１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１

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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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文件题名 文件编号 档号

８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未聘人员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２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２

９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福利费使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４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４

１０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关于举办国际会议和出

国（境）参加国际会议的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５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５

１１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中外合作（联合）办学暂

行办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６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６

１２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实施办

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８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８

１３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加强各类人员因公出国

（境）管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３０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３０

１４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教职工考勤及各类假期

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３２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３２

１５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教职工工资管理办法》

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３３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３３

１６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人事档案管理办法》的

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３４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３４

１７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３６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３６

１８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预算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３７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３７

１９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暂

行规定》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４３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４３

２０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优秀教师、江苏大学先

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办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４６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４６

２１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工作人员校内调动管理

办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４８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４８

２２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教职工公派出国（境）留

学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６２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６２

２３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档案工作暂行规定》的

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６９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６９

２４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教学委员会工作条例》

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８８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８８

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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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题名 文件编号 档号

２５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学分制管理暂行规定》

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８９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８９

２６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公共选修课管理办法》

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９０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９０

２７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教学质量监控委员会工

作条例》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０２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０２

２８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期中教学评价工作实施

办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０３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０３

２９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大学生学籍管理条例》

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０６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０６

３０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

实施办法》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０８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０８

３１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关于实施专业核心课程

教授主讲制的规定》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１８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１８

３２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工

作条例》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１９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１９

３３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实践基地建设委员会工

作条例》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２０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２０

３４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４７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４７

３５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计划管

理办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４８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４８

３６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研究生学术交流资助管

理办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４９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４９

３７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研究生就业工作实施细

则》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５０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５０

３８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条例》

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５１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５１

３９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

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５７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５７

４０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的

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６４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６４

４１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

则》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１８６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１８６

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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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题名 文件编号 档号

４２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实验室管理办法》的

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０１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０１

４３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

业同等学力的在职人员硕士学位工作的实施

细则》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０９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０９

４４ 江苏大学关于实施＂教学名师工程＂的意见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１８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１８

４５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考试工作实施细则》的

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２１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２１

４６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条例》

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４０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４０

４７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关于硕博连读研究生选

拔培养工作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４５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４５

４８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校级重点学科建设与管

理办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５１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５１

４９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研究生奖励条例（试

行）》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５２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５２

５０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

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７３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７３

５１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实施

方案》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２８６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２８６

５２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教材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３４３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３４３

５３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全日制本科生招生工作

规程》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３４５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３４５

５４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

设置办法（试行）》的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３５３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３５３

５５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与境外合作（联合）办学

学生学籍管理和学位授予工作暂行规定》的

通知

江大校〔２０１０〕３６８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３６８

上级印发的重要文件题录

序号 文件题名 文件编号 档号

１ 省教育厅关于转发《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的通知
苏教安〔２０１０〕１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４０３

２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体育工作先进学

校评选办法》的通知
苏教体艺〔２０１０〕２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４０４

６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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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题名 文件编号 档号

３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教育网络视频会

议系统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苏教办〔２０１０〕６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４１２

４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团管

理办法》的通知
苏教体艺〔２０１０〕８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４１３

５ 省教育厅关于加强独立学院教学工作提高教

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苏教高〔２０１０〕９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４２４

６
关于印发《江苏省本科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标准（试行）》《江苏省高职院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建设标准（试行）》的通知

苏教社政〔２０１０〕１０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４５０

７ 省教育厅关于成立江苏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苏教学〔２０１０〕１９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４６５

８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若干意见
教思政〔２０１０〕１１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４８１

９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财政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规范和加强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工作的意

见》的通知

苏教财〔２０１０〕１０７号号 ２０１０－ＸＢ－永久－５４４

（撰稿人：王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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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后 语

《江苏大学年鉴》是在“江苏大学年鉴编纂委员会”领导下由校档案馆负责编撰的一部

编年体工具书和史料文献。《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１）》，其内容记载的是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至
１２月３１日止学校所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１）》设有特载，概况，党群工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服务、校
办产业，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工作，管理、服务、保障，图书、档案、出版，学院、中心、

研究院，校友会、董事会、基金会，附属医院，表彰奖励，大事记，附录等栏目，比较系统、客观

地反映了２０１０年度学校在党建工作、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管理服务、后勤保障等
各方面的最新成就。

《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１）》的编撰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了全校各单位（部门）的高度重视和
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谨向对学校年鉴编撰工作给予关心支持的各级领导和付出辛勤劳动的

各位撰（供）稿人表示衷心感谢！

校档案馆作为学校年鉴编撰的责任单位，编撰学校年鉴虽已多年，但由于年鉴涉及到全

校各单位，内容多、工作量大，加之编辑人员少且受水平局限，本次所编学校年鉴可能还存在

疏漏与不妥之处，恳请学校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师生员工批评指正。

江苏大学档案馆

二○一二年九月

６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