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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校园面积分布及土地资产明细表
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

序号 校区 土地使用权人 坐落位置 面积（ｍ２） 折合亩 发证或取得日期

１
校本部

江苏大学 丹徒路３０１号 ９１８１２５．７ １３７７．１８ ２０００．１２．１３

江苏大学 镇澄路王龙桥旁 １４６０３．３ ２１．９ ２００１．７．１３

江苏大学 镇江市学府路北侧 ７６９４４６ １１５４．１６ ２００４．６．１６

江苏大学 镇江市学府路３０１号 １７２１０．５ ２５．８２ ２００６．６．２１

江苏大学 镇江市学府路３０１号 ４１７２．７ ６．２６ ２０１２．１２．５

江苏大学 镇江市学府路３０１号 ３８９７．８ ５．８５ ２０１２．１２．５

小计 １７２７４５６ ２５９１．１７

２
北固校区

江苏大学 镇江市京口区医政路 ８２７ １．２４ １９９７．５．１６

江苏大学 镇焦路２号 ６４９８９．３ ９７．４８ ２０００．６．１３

江苏大学 东吴路２０号 ２１５０．９ ３．２３ ２０００．６．２９

小计 ６７９６７．２ １０１．９５

３
梦溪校区 江苏大学 梦溪园巷３０号 ４４３７８．２ ６６．５７ ２０００．７．１５

小计 ４４３７８．２ ６６．５７

４ 中山校区 江苏大学 中山西路６３号 ３２８０６．５ ４９．２１ ２００４．７．２８

５ 附院老

门诊部
江苏大学

解放路３０７号
（老门诊部）

６６６６．７ １０ ２０１１．１２．６

上述合计 １８７９２７４．６ ２８１８．９

６
江大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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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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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２４０５８．５ ３６．０９

全校总计 １９０３３３３．１ ２８５４．９９

（撰稿人：郇　强　核稿人：许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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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校舍情况

编
　
号

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积（ｍ２）

计

其中

危房
当年

新增校舍

被外

单位借用

正在施工

校舍建筑

面积

非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积

合计
独立

使用

共同

使用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总　计 １ １２７０４９９ ２４９５

一、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 ２ ６１１５５８ ２４９５

　　教室 ３ ２２２４９０

　　图书馆 ４ ５０９６６

　　实验室、实习场所 ５ ２７８５７０

　　专用科研用房 ６ ２４６０９

　　体育馆 ７ ２６７１１

　　会堂 ８ ８２１２ ２４９５

二、行政办公用房 ９ ３９１６１

三、生活用房 １０ ５３１４５１

　　学生宿舍（公寓） １１ ４３１８６１

　　学生食堂 １２ ３８４４４

　　教工宿舍（公寓） １３ ３４２５６

　　教工食堂 １４ １４４０

　　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 １５ ２５４５０

四、教工住宅 １６ ２８９９１   

五、其他用房 １７ ５９３３８

（撰稿人：沈　芳）

£¤P¥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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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人，其中处
长１名，副处长２名，副调研员１名，科长４
名，员工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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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实验动物供给保障等服务工作。全年

各项工作得到了有效推进和落实，圆满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２０１３年新增仪器设备４９３５
台（件），建账价值达８７２２万元。学校仪器
设备资产总值已达７．１５亿元，仪器设备台
套数达５９０９０台套。
【实验室管理工作】　１．推进科研实验室中
心化建设。为进一步强化实验室在教学、科

研和社会服务中的作用，提高效率，整合实

验室资源配置，加强资源共享，优化实验室

建设格局，规范和加强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以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搭建优质平台。在

处领导的带领下，对大型仪器设备较多的

１２个学院、中心进行了走访、调研，草拟《江
苏大学科研实验室中心化的建设方案》，进

一步推进了科研实验室中心化建设。２．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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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建设。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实验室建设规划
的实施已接近尾声，在总结上阶段实施情

况，进行广泛交流，按照资源整合、开放共享

的思路，在扩大实验室规模、充实实验室建

设内涵的同时，统筹规划，草拟了《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实验室建设规划的意见》，组
织专家组论证、评审，形成了《江苏大学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实验室建设规划》。积极参
加省高等教育学会、高校实验室研究会组织

的各项活动，交流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经

验，提升我校实验室工作水平。我处被评为

“江苏省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工作先进集体”，２名实验室工作人员被评
为先进个人。积极参加省高教研究会实验

室管理等项目的申报，我校获批２项。实验
室建设设备购置计划制订中进行充分论证，

合理配置，资源共享，以防重复购置。协助

财务处和相关专项资金项目仪器设备购置

预算表进行上报。组织相关单位进行教学

实验室建设经费６００万元的设备购置计划
的制订。３．实验室设备信息化管理。按照
省国有资产的评价相关评分细则，对设备归

口部分进行逐条分析研究，做好学校设备资

产评价资料的准备工作，督促各单位资产管

理员进行资产的核查、标签的粘贴，及时解

答“迎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省国有资

产系统运行过程中，积极主动协调相关部

门，理顺设备资产建账程序，解决资产管理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及

时做好设备资产建账的培训，进行仪器设备

的核查、调拨、报废、查账、统计等账务工作。

１０月份，按时完成教育厅关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实验室信息及仪器设备信息上报工作。

４．大型仪器共享平台建设。注意整理大型
仪器设备的相关数据，及时做好上校、市、省

网的工作。今年，在江苏省大型仪器设备共

享服务平台的评比中，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被评“省仪器平台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运行服务

先进集体”，１名同志获得共享服务技术类
先进个人。同时，我校大型仪器共享服务有

７个机组获得２０１２年江苏省大型仪器设备
的运行补贴，有 ６个机组分别获得镇江市
２０１２年优秀服务机组一等奖（１个）、二等
奖（５个）。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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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６台，可以预约运行２４２台，加入
江苏省大仪网、镇江市大仪网１７９台。配合
科技处搞好江苏省科技厅“科技基础资源调

查”，提供相关数据信息，对５０万元以上的
大型仪器设备进行资料的整理，共上报１０３
台。根据省厅相关要求，在１１月份对全校
符合考核条件的４０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
共１２４台进行了效益评价，总分７６．９，优秀
为１６．１％，良好 ５７．３％，合格 １４．５％，利用
率比往年有所提高。５．加强实验室队伍建
设。注重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培训。５月份，
组织实验室分管院长、实验室主任、实验室

技术人员近１００人参加江苏省科教仪器设
备会展。协助处领导完成实验室队伍建设

调研工作，配合人事处做好今年２２名实验
室技术人员的招聘工作。６．实验室安全工
作。及时通知做好实验室安全方面的工作。

接受镇江市环保局的日常检查，并按时上报

我校核应用项目的相关材料；做好迎接镇江

市公安局来我校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的检查

工作；加强易制毒品的管理，召开了易制毒

品购买管理人员会议；参加了后勤处组织的

“固、废液回收工作”协调会；与保卫处一起

到兄弟院校调研危险化学品管理情况，积极

协助“危化品中心”的成立工作；协助人事

处做好年度从事有毒有害营养费审核工作；

加强日常实验室检查工作，确保了全年全校

实验室安全无事故。７．落实《江苏大学实
验室管理绩效考核暂行办法》，组织对全校

３１个实验室进行实验室管理绩效考核，校
总评分８８．２分，７个实验室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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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采购工作】　本年度，计划供应科在
处领导的领导下，勤勉敬业，踏实工作，及时

落实校办通知的执行，利用暑假加班，完成

学校及京江学院多媒体教室的建设，完成海

外学院留学生公寓的空调等的建设，以及推

进优势学科、中央专项、重点学科等项目的

执行等。１．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能力。
注重科室人员业务学习，使大家能够熟悉与

本职工作相关的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

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努力提高人员的业务水

平。规范了合同模板，并提请律师审核后使

用，最大限度地规避学校在执行合同中的潜

在风险。２．落实科学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加强工作的计划性和透明度，做到每周都将

本科室的下周工作计划安排好，并送学校各

相关职能部门，方便工作落实的同时主动接

受监督。对于学校下达的通知，能够及时落

实，提高效率，保证按时供货。针对目前项

目管理及合同管理的现状及流程，开发合同

管理系统，实现项目及合同的自动化管理，

并已经完成安装调试、培训，进入测试试用

阶段。３．强化主动服务，完成工作目标。
科室工作人员能对照自己的工作任务，主动

及时地与各项目的负责人联系，针对各项目

的具体要求，完善相关材料的同时，积极推

进各项目的执行，特别是大力推进优势学科

项目的完成，保质保量地完成优势学科的项

目。对照年度工作目标，圆满地完成了年度

工作计划和工作任务。通过国际招标，完成

了以下重大项目的招标工作：农业工程研究

院农业工程优势学科项目中离子锥形束立

矩式微焦点 ＣＴ，流体中心动力工程优势学
科项目中的闸阀安全阀、压力容器，基础医

学与技术学院中央专项项目中的流式细胞

仪等。全年签订合同 ５３６份，合同总金额
９４８３．８６万元。其中，执行校办通知签订合
同１２３份，执行金额７８６．１６万元；执行优势
学科签订合同１２４份，执行金额４０７７．１７万

元；执行中央专项项目签订合同１２９份，执
行金额２８１４．６９万元。及时与外贸代理公
司联系，签订外贸代理协议，同时积极与各

相关学院和老师沟通，办理贷款手续，落实

免税材料，及时办理进口设备的免税工作；

全年共签订外贸代理协议１０２份，协议金额
６３６．９４万美元，合计人民币４０３５．５万元。
４．严格操作程序，实现阳光操作。严格执
行学校的招标投标办法，对于２０万元以上
项目，均统一送国资处招标科进行审核后按

程序操作。对于非公开招标项目及１００万
元以上的重大项目，均提请每周三由国资

处、纪委、财务处、设备处共同参加的例会进

行讨论，形成一致意见后报学校审核批准后

实施。对于５万（含）～２０万元的项目，严
格按学校和我处的规定进行招标采购，不满

足招标条件的，均要求按程序审批后方可操

作执行。实现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操作。

及时完成我处在学校信息公告网的信息上

载，全年上载更新信息公告１９条。做好部
门网站的维护，全年完成新闻公告等信息上

载更新 ５０条。协助完成 ２０１３年中国（南
京）国际教育装备暨科教技术展览会的参展

工作等。

【设备管理工作】　１．做好仪器设备维护保
养工作，并努力为学校节约维护经费。设备

维修保养，即延长设备正常运作周期，把常

见故障发生率降到最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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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维修、维护仪器设备共计

４０００余台（件），使用维修经费３００万余元。
确保设备的正常使用，为教学、科研工作的

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２．提高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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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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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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购

设备验收后，及时按规范地进行账务处理工

作，全年付款金额达５８６５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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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共计退税金额达３５０万元。３．及时落
实，报废军工论证工作。严格按照学校设备

报废程序，集中处置学校陈旧老化彻底报废

仪器设备１０００余台套，总资产达２０００余
万元。严格审核并控制设备的报废，最大限

度地发挥现有设备的效能。控制设备报废，

节约学校的建设资金和腾挪出报废设备存

放场地。配合军工办公室，在军工质量管理

体系、安全等方面，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建立

了军工科研设备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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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派相关

同志参加“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管理信息系

统”培训，并积极做好迎接军工系统对我校

军品装备检查的相关工作。４．规范操作，
认真做好进口设备商检工作。努力做好进

口设备的机电证申请、免税、商检等工作。

配合镇江海关进行了进口设备的稽查工作。

我科室针对监管期限内减免税货物的进口、

保管及使用情况严格自查，积极开展自查工

作，确保无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情况。做好镇

江商检局对我校部分进口机电产品抽检准

备工作，抽检合格率１００％。在进口设备的
验收工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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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动物中心工作】　１．切实保证全校教
学和科研用实验动物供应。全年实验动物

中心积极组织生产实验动物，充分满足教学

和科研需要。全年供应教学用兔４５２３只，
大、小鼠３万余只，蟾蜍１３５０只，豚鼠４００
多只。圆满完成本年度教学供应要求。

２．实验动物中心安全运行得到有力保障。
实验动物中心屏障系统全年稳定运行。在

屏障系统完成升级改造后，对易发故障段做

好定期检查和保养，保证了全年整套设备无

故障运行，保证屏障环境级别达标。３．本
年度中央与地方建设经费全部投入，根据建

设规划，使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得到进一步提

升。已经建成的微生物学检测实验室运行

良好，能够完成中心生产动物的自检工作，

保证实验动物质量合格。在处领导及各位

同事的大力支持下，公共服务平台开始运行

并对外服务。４．规范管理，成效显著。成
功组织、举办江苏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实验

操作技能大赛。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江苏大

学实验动物管理办法》，使全校的实验动物

管理走上正轨。本年度迎接江苏省动检二

站对我中心进行环境检测，各项指标顺利过

关，积极准备合格证５年换证年检工作，经
过中心全体人员的努力，顺利取得《江苏省

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和《江苏省实验动物

使用许可证》，这是全年工作重中之重。江

苏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在省内已有一定的知

名度。５．依托科研，提升内涵。实验动物
中心依托现有的先进系统，积极开展科学研

究。２０１３年承担科研项目８２项，其中校内
科研项目４８项、校外科研项目３４项目，全
年全校发表与实验动物相关文章 ６０篇以
上。同时，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强化服务理

念，竭诚为每一个委托项目做全程服务工

作，得到了各个项目运行课题组和单位的一

致好评。本年度对外供应实验动物和科研

项目收益良好，全年收益达 ２５万元以上。
６．强化自身建设，提高队伍素质。进一步
建立健全实验动物中心各项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强化劳动纪律每个工作人员岗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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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分工到位。中心工作虽有分工，但分工

不分家，所有人员团结协作，努力实现团队

化运作。７．实验动物中心网站建成。
８．江苏大学实验动物生物安全应急预案
出台。９．江苏省实验动物管理系统网络
试行。

【行政管理及其他方面】　１．加强思想政治
学习。通过两周一次的全处大会，传达学校

相关文件、会议精神，并根据校党委宣传部

制定的教职工思政学习计划，组织开展学

习。梳理近期工作进展，部署下阶段工作任

务。强化工作责任心和树立廉洁自律意识。

２．通过处长例会制度、处务扩大会议制度
和全处会议制度，做到上情下达，确保各项

工作迅速得到贯彻落实。３．加强机关作风
建设。在工作中做到热情、高效、廉洁，提高

每一位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并主动深入学

院听取学院和部门的意见和建议。４．配合
校组织、人事、工会等部门做好关系到党员

干部及每一职工切身利益的工作。年终看

望和慰问设备处离退休老教师、老职工。

５．加强廉政建设，处长与副处长、副处长与
科长、主任都签订了廉政责任状。在工作中

始终要求大家警钟长鸣、依法依规办事，全

处规范管理，严格纪律，全年没有发生违法

违规事件。

（撰稿人：石　峰　核稿人：石宏伟）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度仪器设备添置、分布情况及金额

部门

编码
部门名称

购置

数量
购置金额

部门

编码
部门名称

购置

数量
购置金额

合计 合计 ４９３５ ８７２２７００２．３０

０３８ 校办企业

１０１ 党委办公室 ３ ７４８０．００

１０３ 组织部（党校） ２ ７４００．００

１０４ 宣传部（新闻中心） １８ ９８７１０．００

１０５ 统战部

１１０ 工会

１１１ 团委 ３ ５９８０．００

１１２ 机关党工委 １ ８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 校长办公室 ４ １２４３０．００

２０２ 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２０３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１２ ５７７００．００

２０４ 纪委监察处（纪委办公室） ３ ９１００．００

２０５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 ２ ６１８０．００

２０６ 教务处（招生办公室） ３２ １５６７２０．００

２０７ 科学技术与产业处 ８ ３４５００．００

２０８ 研究生处 ８ ２８８０６．００

２０９ 学生工作处 ５ ７２８００．００

２１０ 财务处 １３ ７１６６０．００

２１１ 审计处 ２ ７８８０．００

２１２ 保卫处（人民武装部） ６ １５２３３０．００

２１３
退休教职工管理处（老

干部工作部）
２ ７４５８．００

２１４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４１ ５６１９９５３．６０

２１５ 后勤管理处 １５ ４６３９００．００

２１６ 医学部

２１７ 国有资产管理处 ２ ７９８０．００

３０１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２７７ ３６８３７８７．４２

３０２
农业工程研究院（生物

机电工程研究院）
１４５ ７５５３５７２．７６

３０３ 科学研究院 １４ １０００６９．００

３０４ 生命科学研究院 ８１ ３５８２９６．００

３０５
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
１１ ５１６２６．００

３０６ 分析测试中心 １７ ６９７６９９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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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

编码
部门名称

购置

数量
购置金额

部门

编码
部门名称

购置

数量
购置金额

３０８ 镇江工程研究院

３０９ 常州工程技术研究院

３１０ 东海汽配研究院

３１１
江苏大学生物质能源研

究所

３１２
现代装备与技术协调创新

中心

４０１ 机械工程学院 ９５ ９２４９２８．００

４０２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２４８ ３６７８９３６．２４

４０３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１５９ ４３６１１５１．３０

４０４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３００ １２４０６７８７．０５

４０５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４７７ ５４２９６７２．９５

４０６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 ４６７ ２７６３００１．４０

４０７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２０１ ５６０７５５１．６２

４０８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１４４ ２０２１８５３．９８

４０９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７７ ２２６１１１８．０５

４１０ 临床医学院 ４３ ３４０７３７．７２

４１１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２２３ １９７８８７１．９８

４１２ 药学院 １０２ ４２２２４８．００

４１３ 理学院 ２０４ １９８８４２６．１２

４１６ 外国语学院 １６ ４５４６２０．００

４１７ 艺术学院 ４２ ２６４０７５．００

４１８ 管理学院 ５９ １４７３４２３．００

４１９ 财经学院 １１ １９３４４１．５０

４２０ 教师教育学院 ９ ２３６６９０．００

４２１ 京江学院 ９０ ３５１６００．００

４２２ 继续教育学院 １ ８８００．００

４２３ 海外教育学院 ７８ ２３２７１８．００

４２４ 体育部 ３８ １７８５０９．８０

４２５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７４ ３２９６７７０．０７

４２６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６ ２４９００．００

４２７ 文法学院 ３７ ４７９２５８．００

５０１ 档案馆 ２ １９２００．００

５０２
图书馆（科技信息研

究所）
３ １８１００．００

５０３ 出版社

５０４ 杂志社 １６ ４９６８０．００

５０５ 附属医院

５０６ 后勤集团 ６４９ ５８９９１３０．７０

５０７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８ 信息化中心 ９５ ２８４６８４０．００

５０９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１ ８２００．００

５１０ 附属学校 ５４ ２３４０８０．００

５１１ 职工医院 １４ ４２５５９６．６３

５１２
基础工程训练基地（机

电总厂）
３ ２８２０００．００

５１３
工程训练中心（工业

中心）
７０ ５０１９７４．００

５１４
教育教学研究与评估

中心

５１５
京江学院校区建设办

公室

６００ 其他

¦§Q�w

综述

【收入情况】　本年度收入共计１２４８３５万
元，比去年净增 ２５３４７．２８万元，增长

２５．４８％。财政拨款本年度为 ６１１６９．９４万
元，同比减少了４３３．６８万元，减少０．７０％，
占总收入的 ４９．００％。事业收入本年为
３６３９４．２１万元，同比减少了７３５．４６万元，减
少１．９８％，占总收入的２９．１５％。经营收入
６９６．４９万元，同比增加 １９６．４９万元，增长
３９．３０％，占总收入的０．５６％。附属单位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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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９２２８．９８万元，主要包括：京江学院
６７７９．９７万元，江苏大学附属医院１９７８．３４
万元，江苏大学流体机械质量技术检验中心

有限公司２８．８７万元，江苏大学汽车摩托车
研究所有限公司５２．６９万元，江苏大学土木
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１２１．５４万元等。
其他收入１６８４９．６４万元，其中，捐赠收入
为７０５３．５９万元，银行存款利息收入２０３．０１
万元，固定资产出租收入１６．７８万元，职工

医院收取的各项收入６１３．７６万元，镇江市
公费医疗拨款收入１５２３万元，校内部门服
务收入２８９４．４７万元，图书折让收入８３．３８
万元，收取的科研管理费、资源占用费、间接

费用１１９３．３９万元，江苏省教育厅等拨付
专项经费１０６１．７０万元，收国税退购固定
资产增值税款２０７．１０万元，后勤集团上交
款５５０万元，收取违约金５２．７６万元，其他
１３９７．４４万元等。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收入分析表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年实际数 ２０１２年实际数 占总收入比例（％） 比２０１２年增长（％）

财政拨款 ６１１６９．９４ ６１６０３．６２ ４９．００ －０．７０

上级补助收入 ４９５．７５ ０．４０

事业收入 ３６３９４．２１ ３７１２９．６７ ２９．１５ －１．９８

经营收入 ６９６．４９ ６７３．７２ ０．５６ ３．３８

附属单位缴款 ９２２８．９８ ９２９０．９２ ７．３９ －０．６７

其他收入 １６８４９．６４ １４０７５．０４ １３．５０ １９．７１

合计 １２４８３５．００ １２２７７２．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８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收入完成情况分析表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年预算数 ２０１３年实际数 ２０１３完成收入（％）

财政拨款 ６１１６９．９４ ６１１６９．９４ １００．００

上级补助收入 ４９５．７５ ４９５．７５ １００．００

事业收入 １９０７８．４７ ３６３９４．２１ １９０．７６

经营收入 ５００．００ ６９６．４９ １３９．３０

附属单位缴款 ９２２８．９８

其他收入 ３２６００．００ １６８４９．６４ ５１．６９

合计 １１３８４４．１６ １２４８３５．００ １０９．６５

【支出情况】　本年支出总额为１３７９５４．９６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分别为

９０８３８．２５万元和４６９６３．８６万元，占总支出
的６５．８５％和 ３４．０４％。经营支出本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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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８５万元。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中：工
资福利支出本年为４５６６１．４０万元，占总支
出 ３３．１％；商 品 和 服 务 支 出 本 年 为
３３６７９．６４万元，占总支出 ２４．４１％；对个人
和家庭补助支出本年为３２３８０．６９万元，占
总支出２３．４７％；债务利息支出２６７５．７０万
元，占总支出１．９４％；其他资本性支出为
２３４０４．６８万元，占总支出的 １９．９７％。人
员支出为７８０４２．０９万元，其中：补发２０１３
年绩效工资３２７５．４５万元，２０１０年绩效工

资２６２４．１８万元，２０１１年绩效工资２６２２．４４
万元，２０１２年绩效工资２６１７．９１万元。扣除
补发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的绩效工资外本年的绩
效工资支出为２６４０８．４１万元。事业支出
为１３７８０２．１１万元，扣除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绩
效工资后的人员支出比率为５４．０１％；公用
支出为４７７１２．８７万元，公用支出比率
３９．５７％；离退休人员支出１８５２２．２１万元，
扣除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绩效工资后的人均基本
支出为１６．９１万元。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事业支出分析表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年支出数 ２０１２年支出数 比２０１２年增长（％）

工资与福利支出 ４５６６１．４ ２９１２７．７２ ５６．７６

商品和服务支出 ３３６７９．６４ ２８１２７．８９ １９．７４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３２３８０．６９ ２０７３４．０４ ５６．１７

其他资本性支出 ２３４０４．６８ ３２１６０．２６ －２７．２２

债务利息支出 ２６７５．７ ３７０３．８６ －２７．７６

合计 １３７８０２．１１ １１３８５３．７７ ２１．０３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事业支出完成情况分析表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年部门预算数 追加专项支出 ２０１３年实际数 ２０１３年完成支出（％）

基
本
支
出

工资福利支出 ３１１０４．５２ ４５６６１．４０ １４６．８０

商品和服务支出 ３４２０９．４９ １４８６６．４９ ４３．４６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１２４７３．７１ ３０３１０．３６ ２４２．９９

其他资本性支出

基本支出小计 ７７７８７．７２ ９０８３８．２５ １１６．７８

项
目
支
出

行政事业性项目支出 ８７００．００ ２３２３５．５０ ３４７４９．５４ １０８．８１

基建项目支出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１２２１４．３２ ９３．９６

项目支出小计 ２１７００．００ ２３２３５．５０ ４６９６３．８６ １０４．５１

合 计 ９９４８７．７２ ２３２３５．５０ １３７８０２．１１ １３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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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构成情况】　年末净资产总额为
３２９３５７．６２万元，较上年净增２３２３０．８２万
元，增长７．５８％，占总资产７２．１６％。其中：
事业基金８８．３１万元，净减１９７３６．６２万元，
减少９９．５５％；非流动资产基金２８０８５８．４８
万元，净增３２４４６．９６万元，增长１３．０６％，
占总资产６１．５３％，其中长期投资６４１１．０２
万元，固定资产２４０４９１．５５万元，在建工程
３３９５５．９１万元；专用基金６０６９．７８万元，净
增７３２．２８万元，增加１３．７２％，占总资产

１．５４％，专用基金主要包括职工福利基金
９８３．３６万元、学生奖贷基金９３０．３７万元、勤
工助学基金 １３８４．２７万元、修购基金
２１７８．７７万元、其他基金５９３．０１万元；财政
补助结转 ６４７０．７４万元，比去年净增
３０００．８９万元，增长８６．４８％，占总资产
１．６４％；非财政补助结转３５８７０．３１万元，比
去年净增６８９１．９８万元，增长２３．７８％，占
总资产９．０８％。

（撰稿人：卢桂臣　核稿人：孙亚莉）

江苏大学固定资产情况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结存）

编码 名称
结存

数量 金额（元）

１ 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５４８ ２００８６６８８８５．０１

２ 通用设备 ５３８５９ ６７４３４３５２７．１６

３ 专用设备 ４５６４ ４０３１８４９４．２６

４ 文物和陈列品 ２０３ ３４５１１６６．６１

５ 图书、档案 ２２２８４１６ ７５９５８１２２．７９

６ 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２４６７２７ ８３８１７２４０．０９

合计 ２５３４３１７ ２８８６５５７４３５．９２

（撰稿人：黄爱华　核稿人：赵喜仓）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资产情况

编号

占地面积（平方米）

计

其中：

绿化用

地面积

运动场

地面积

图书（万册） 计算机数（台）

计
其中：

当年新增
计

其中：

教学用

计算机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学校产权 １ １９４６８３７ １２５００００ １０９４６９ ２７７．２９ ６．２５ １３４４１ ９８２３

非学校产权 ２

１．独立使用 ３

２．共同使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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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多媒体教

室座位数

（个）

语音实验

室座位数

（个）

固定资产总值（万元）

计

其中：教学、科研

仪器设备资产值

其中：信息化

设备资产值

计
其中：

当年新增
计

其中：

软件

甲 乙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学校产权 １ ２８３０８５．１３５９７６３．１７ ５０１２．５７ １５３６７．０３ １６１２．３６

非学校产权 ２  

１．独立使用 ３  

２．共同使用 ４  

（撰稿人：沈　芳）

¨uQ©ª

财务工作综述

【专项经费管理】　负责完成中央财政支持
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建设
规划的编报工作。学校明确该项工作由财

务处牵头负责。我们根据省财政厅关于编

制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建设规划的通知要求，加强
与省财政厅的沟通联系，组织遴选确定建设

项目１９个。其中，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类项
目２个，竞争优势和特色优势明显的学科建
设类项目 ５个，教学实验平台建设类项目
１０个，智慧化校园建设类项目１个，学科带
头人和学术团队建设类项目１个。确定规
划建设总资金１４４４０万元，其中，财政专项
资金 １２８４０万元、学校自筹资金 １６００
万元。

【教育经费管理年活动】　根据省教育厅转
发《教育部关于开展“教育经费管理年”活

动进一步用好管好教育经费的通知》（苏教

财〔２０１３〕６号）和有关视频会议精神，起草

并下发《关于开展“教育经费管理年”活动

的通知》（江大校〔２０１３〕１９８号）。组织全
处人员学习文件，充分认识开展“教育经费

管理年”活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利用财务

处网站，进行教育经费管理年活动的宣传。

汇同科技处分析科研经费管理工作现状，修

订提出《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并完善建议。

分析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

和优势学科专项资金等的使用情况，分析项

目建设和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工作

建议。

【信息化建设】　１．利用暑假对财务系统进
行了全面升级。结合功能更强大的新系统，

对原有项目大类进行了梳理、调整，重新界

定了项目属性和切面定义，初步形成了新的

项目分类办法；将每个项目负责人的一卡通

号与项目相关联，方便了项目负责人对项目

的查询、管理；针对不同经费来源设计不同

的预算模板，对部分项目实施了细化的预算

控制。２．推行网上预约报账系统，有效降
低师生报账等待时间。３．启用电子对账系
统。在工商银行的支持下，实现１５５８８０银
行到账单通过网银自己打印，做到了到账及

时上网通知，解决了教师科研经费到账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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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４．积极推进自助缴费平台的引进
工作。在调研基础上，最后选择上海复旦

天翼软件公司的软件，在相关银行的大力

支持下，目前已完成自助缴费平台的安装

调试工作，下学期初就可以投入使用。该

自助缴费平台的建成，将彻底改变原有的

收费模式，有助于提高收费效率和加强收

费管理。

【预算管理】　进一步规范预算管理程序，
提高预算准确性。学校成立了财经领导小

组，加强了预算管理工作的领导；适应实行

绩效工资制度的管理要求，调整相关预算项

目的口径，合理预计人员支出，在资金上保

证学校绩效工资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在

编制预算前，与研究生院、科技处、教务处、

人事处、学工处、信息化中心、后勤处等部

门，就预算项目设置、预算经费的测算和预

算执行等问题进行沟通、增进了解，提高了

预算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预算审核程序

上，所有二次立项项目均通过学校办公系统

上报，审核批准后下达执行。

【制度建设】　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
和提高会计核算质量。１．结合新的《事业
单位会计制度》《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修订

完善《江苏大学会计核算科目及核算范围》

的有关内容，统一会计核算口径。２．分析
汇总财务报销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制订、完

善《江苏大学财务报销指南》和《江苏大学

科研经费入账流程》等，具体包含财务报账

的票据要求、暂付款的结算规定、报销业务

的注意事项，以及常规附件资料和专项经费

使用的有关规定等。３．重视财务及科研项
目审计，做好审计整改工作。２０１３年接待
了多批次的审计组，主要有：省教育厅安排

的２０１２年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及决算审计、
审计厅安排的省优势学科一期工程专项审

计、教育发展基金会和校友会的年报审计、

基金会的换届专项审计、科技部组织的

“８６３”等重大课题中期检查和各类科研经
费结题专项审计等多次。按照教育厅及各

审计要求对审计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对

照制度的要求，对一些问题及时进行了整

改，对一些不能及时整改的问题，提出改进

的方案或措施，不断提高我校的财务核算和

管理水平。４．总结往年财务决算中出现的
问题，进一步细化决算分析指标，结合财务

预算，提高决算的质量和实用性。

【基建及化债】　根据新开工工程和已接近
完工工程建设情况，编制２０１３年基本建设
工程款支付计划。２０１３年基建净投入２８８８
万元，及时筹措资金，保证了国家水泵及系

统工程实验中心的建设和学术报告厅工程

款支付；积极参加工程的招投标，及时了解

和掌握工程进行的第一手资料，把握合同的

基本要求，结合合同加强工程预算管理和工

程款支付的审核，同时做好各项工程的财务

档案管理工作。加强维修专项和维修经费

管理，起草下发《后勤维修改造项目经费管

理实施细则》。根据政策要求及时调整化债

计划，化债成效明显。２０１３年生均财政拨
款标准提高，对化债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

及时调整并执行了２０１３年化债方案，全校
债务由年初的５１９６０万元下降为４３４１１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从 ４６８５０万元下降为
４０１００万元，年下降 １４．４％，工程欠款从
５１１０万元下下降为 ３３１１万元，年下降
３５．２％，全年债务比年初共减少 ８５４９万
元，下降１６．４５％。同时做好基本建设债务
化解有关报表报送工作。

【投资理财】　稳妥开展投资理财业务。继
续在确保资金运转正常的前提下开展投资

理财业务，坚持合法运作，不购买国家非金

融机构理财产品，坚持重大事项汇报、重大

决策集体讨论原则，按照规范的工作程序操

作每一笔理财业务，确保学校资金在零风

险、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资金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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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在基金会收入较以往大幅度减少
的情况下，共申购长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及

利用资金使用上的短暂时差办理人民币长

短期存款２０余笔，获得的资金收益较上年
增长５８％，较好地实现了资金的保值增值
目标。

【机关作风建设】　坚持“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和机关作风建设、提高服务质量相

结合。按照“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方案

要求，重点围绕“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

治病”的要求，经过多次召开座谈会，广泛征

求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找出了

财务处在“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剖

析产生“四风”问题的主要原因，形成了财

务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方案，提出

了具体实施措施和组织保障。我们坚持“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机关作风建设、提

高服务质量相结合，注重实效，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

（撰稿人：卢桂成　核稿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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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上级主

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对学

校及所属单位的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

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实施审计监督，

以规范经济秩序，加强财务管理，维护学校

权益，提高办学效益，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保

障学校各项经济活动健康有序进行。２０１３
年，审计处围绕学校工作大局，认真履行审

计工作职责，通过全处同志的努力，较好地

完成各项年度工作目标，为学校建设和事业

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审计处现有审计人

员８人，其中５人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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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附属医院、京江学院、后勤集团、职工医院

等４个二级财务核算单位２０１２年度预算执
行和决算及财务收支情况实施审计，重点对

预算执行、财务决算、资产管理和经济运行

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资产额达１２亿元，提
出审计建议２４条。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对
独立学院财务收支和资产负债情况开展审

计调查的通知》（苏教办审〔２０１３〕２号）文
件精神，对江苏大学京江学院２０１２年度财
务收支和资产、负债状况，以及学院举办以

来基本建设情况、举办者投入情况等实施了

审计调查。按时将《关于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财务收支和资产负债情况的审计调查报告》

报省教育厅。

【科研经费审计】　开展科研经费审计和优
势学科专项经费跟踪审计工作。根据上级科

研经费管理规定和学校科研经费审计办法，

对７６项各级各类结题或验收科研项目的经
费决算进行审签或审计，按照省有关文件和

《江苏大学优势学科专项经费跟踪审计办

法》，对３个优势学科专项经费实施跟踪审计。
【企业审计】　根据省教育厅苏教办财
〔２０１１〕２３号文件精神，委托中介机构对学
校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等１５家全资、控
参股企业２０１２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审
计开始前，与财务处、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发文，对企业财务报告的编制和审计

工作做出具体安排，对参与审计工作的社会

审计机构提出严格要求。审计结束后，要求

中介机构向审计处递交书面总结材料。针

对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与财务处和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沟通，提出整改建

议，并向分管审计和分管企业的校领导汇

报。通过审计，掌握了学校全资（含参股）

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学校加强企

业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促进了企业提

高财务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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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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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年完成工程结算审计项目９０项，审计结算
金额１７５３８．５３万元，核减８８３．４６万元。其
中：审计处人员内部审计 ６５项，审核金额
１２５８．６５万元，核减 ９４．７０万元；外审项目
２５项，审核金额 １６２７９．８８万元，核减
７８８．７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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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受理审核５０万元以上各类
重大经济合同５０份，审核金额１．０２亿元，
提出审核修改意见２９３条。会同监察处、国
资处对后勤管理处等５个职能部门自主招
标和合同审核工作进行检查。合同审核工

作及时高效，遇到问题妥善协调处理，保证

了学校建设和事业发展中的合同工作需要，

同时也为相关单位提供合同工作咨询，防范

合同风险，最大限度维护学校利益。

【招投标管理】　２０１３年，参与基建、后勤、
设备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规定限额以下的

自主招标项目的议标、考察和验收工作１２３
项，发挥审计工作在小额招标、零星采购工

作中的监督作用。

【队伍建设】　重视审计人员作风建设，切
实履行向全校做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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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成学校布置的政治学习任务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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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人：于　纹　核稿人：嵇康义）

«¬Qtu

后勤管理处工作综述

２０１３年，在校党委、校行政的正确领导
下，在学校各部门、各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积

极协助下，后勤管理处紧紧围绕学校各项中

心工作，坚持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师生员

工服务的宗旨，科学谋划，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创新管理体制，不断提升工作效率】　
１．加强作风建设，努力提升单位形象。一
年来，全处上下深入学习领会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武装头脑，以发展的眼光、求实的精神，不断

改进工作思路，努力提升领导能力和决策水

平。定期组织学习《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

风建设的决定》及校党委范明书记在机关作

风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重要文件，

始终坚持“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牢记“两

个务必”，牢记“热情、勤奋、高效、廉洁”的

服务宗旨，狠抓干部群众思想教育，牢固树

立全局意识，使学校交办的各项工作得到有

序推进，较好地展示了部门的形象。积极参

与省市后勤评比工作，获得“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度江苏省后勤工作先进集体”“镇江市低碳

试点单位”等荣誉称号。２．改进工作机制，
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在处领导的带领下，全

员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以学

校党政工作要求引领思路、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不断完善工作制度，优化办事程序和

工作机制。一年来，召开科长例会１７次、工
程例会４６次、甲乙方协调会１６次、绿化工
作例会１１次、物业管理例会６次、方案讨论
会１６次、图纸会审会各 ３５次，对标会 ６０
次。在专业人才配备严重不足，又有４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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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被学校抽调到京江学院新校区建设办公

室的情况下，积极研究对策，调整人员配置，

整合科室职能，明确岗位职责，动员全处上

下加班加点工作，保证工作效率。据不完全

统计，全处累计加班１０１００余小时。以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广泛听取

全校师生意见和建议，深挖自身不足，开设

了处长信箱和投诉信箱，共收集到意见和建

议４７条，对能立即整改的及时整改，不能立
即整改到位的确定了整改措施并上报学校。

【扎实履行保障职能，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１．科学严谨做好项目论证和质量监审。以
创建品质工程为目标，以求真务实为原则，

对全校申报的６００多个项目逐项论证，制订
方案并匡算经费报学校审批，一年来，向校

长办公会汇报１７次。对每一项工程都严格
管理，对每一笔费用都严格把关，努力把学

校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实处，把每一项工程都

做成精品。我们努力克服人手相对不足、专

业人员配备不全等困难，设法调动每个成员

的积极性，始终坚持“狠抓工程质量、力促工

程进度、严控工程投资、确保施工安全”，努

力在强化管理上要效益，在科学安排上抢时

间，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在核算方面，

累计完成各类预、决算、变更等审核 ８７１项，
审核总金额达７６４７．３１万元，审核核减金
额５１７．０２万元，核减率达６．７６％。２．扎实
有序推进基本建设。对在建工程，严格按程

序进行工程管理、按制度办事，合理分工，明

确责任，努力克服人员相对不足、专业人员

配备不全、工作面广量大的实际困难，努力

在强化管理上要效益，在科学安排上抢时

间，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完成全年

工作目标。目前，学术报告厅已交付使用；

国家水泵中心土建顺利封顶，室内装饰正在

进行，室外工程即将进行；材料综合实验楼

在完成绿化移植、室外箱变迁移等前期工作

后，桩基工程已经进场施工；植物工厂项目

已经开工。除此之外，还完成了京江学院新

校区方案规划、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大楼方案设计等工作。在申报手续

方面，学术报告厅的气象局、消防支队相关

手续已完成，完成了避雷验收、消防验收，组

织了校内验收，为工程项目整体验收创造了

条件。国家水泵中心的可研报告通过了教

育厅、发改委的审批；完成了前期消防图纸

的审核和图纸审查中心的审核，通过了市规

划局建设方案的审批及环保局的环保审批，

保证了后续规划许可证的办理。经积极争

取，材料综合实验楼的立项手续、可研报告

等审批已经省教育厅和发改委同意下放至

市发改委并获得通过，有效提高了前期手续

办理效率；消防审核、申报规划许可证所需

材料的收集整理、规划方案的报批工作已完

成。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前

期立项工作完成，编制了可研报告，经与省

教育厅和发改委多次沟通，同意我校仍按照

２００４年科技园的批复执行该项目的前期手
续办理，不但节省了报批手续，更争取了建

设时间。目前该项目的规划方案初稿已完

成，正在向市规划局申报方案。３．精心组
织落实维修改造工程。今年，后勤处进一步

强化维修工作的计划性，严格控制计划外项

目，提高了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从论证

立项到组织实施，始终遵循“保障重点，兼顾

一般”的原则，对关乎教学、科研、生活等方

面的项目予以重点保障，对需要紧急维修的

项目立即组织实施；分 ３个批次对户外钢
构、泵阀等公共设施进行了维修保养。今年

暑期，全处上下放弃休假，白天黑夜加班，在

短短的一个半月内完成了８０余项维修改造
工程，对２０００余间新生宿舍维修出新，启动
了学生宿舍安装空调工程，完成了新生宿舍

空调安装，大大改善了学生的生活条件；对

全校电路进行了一级增容，保证了学校供电

正常；对教工食堂等进行了维修改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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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师生的就餐条件；对部分教学楼、办公楼

进行出新，改善了办公、生活条件；处置突发

抢修１０余起；等等。目前，已累计完成各
类维修、改造、抢修４００余项，包括基本建设
在内，签订合同 ３４７份，累计合同金额
９２９１．７０９１万元。４．规范高效完成物资采
购工作。由我处负责的新生代办用品采购、

研究生公寓家具采购等工作早筹划、早落

实，６月份就完成了招（投）标工作；对于各
单位申请的办公家具添置，我处均认真组织

论证，对布局、款式提出设计建议，对学校批

准购置的家具，规范、及时地完成采购任务。

全年累计完成学生公寓用品采购６批次，累
计金额５２６．２８０１万元；家具采购２０批次，
累计金额９２．３４８１万元。
【积极推进美丽校园建设，不断提升校园品

味】　１．加强校园绿化卫生监管工作。建
立健全了对校园保洁、绿化维护等的日常巡

查制度，召开绿化养护例会１１次；会同学校
相关部门，对校园内的毁绿种菜现象进行了

１０余次集中整治，复绿面积近千平方米；对
全校３７．５万平方米的绿化养护工作进行公
开招标，通过竞争机制促进绿化养护质量和

水平提升；启动了校园水面清洁美化和绿化

优化工程；更换了１１０只分类果壳箱，完成
了对生活垃圾、固体废弃物的有序管理。校

园环境不断美化，校园品味不断提升。

２．加大物业招标和监管力度。今年是新一
轮物业重启年，经过细心谋划，完成了京江

学院楼群、三江楼及医学楼群等１１组楼群
的物业招标工作，并为物业队伍补充了新鲜

血液。我处对照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明确

物业公司的职责，不断加强对物业的督查力

度，召开物业管理例会６次；通过不定期抽
查与用户打分测评相结合，发现问题并及时

督促整改；研究并修订了物业考核奖惩办

法，有效地促进了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

升。今年还对图书馆的物业管理模式进行

了调整，由图书馆负责对本楼物业的具体管

理，学校进行宏观管理与指导。值得欣慰的

是，自１２月份开设“物业服务质量投诉意见
箱”以来，没有收到一份投诉意见。３．加强
校园环境综合整治。近年来，我处与保卫处

联合，按区域增设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

场，在部分区域增设了交通标识，增画了交

通标线、停车标线，极大地缓解了校园内车

辆乱停乱放问题。为加强学生安全管理，对

学生公寓Ａ区、Ｂ区、Ｅ区、Ｇ区及 Ｄ区１－
２、９－１０幢安装了门禁系统，开设了专门的
访客通道；对部分学生楼宇进行了围合。全

校监控系统改造工程正在完善设计阶段，争

取寒假前完成招标，预期建成后将实现全校

监控无死角，提高了校园管理的规范性和安

全性。

【大力推进节约型校园建设，努力降低运行

成本】　１．大力推进节能监管体系建设。
节能监管平台一期及配套工程今年１月份
建成并于５月份顺利通过住建部验收，使我
校成为省属高校第一所通过验收的高校。

为了完善节能监管体系，我们启动了节能监

管平台二期建设工程，目前已完成招标，进

入开工建设阶段。建成后，将实现“能耗数

据化、数据可视化、节能指标化、管理动态

化、决策科学化、服务人性化”，提高学校能

源管理水平，有效降低能耗，实现资源利用

最优化、能耗效益最大化。暑假期间，对全

校６３３２个学生宿舍进行了智能用电系统
改造，开发了学生公寓智能用电管理系统，

实现了电表远程传输、采集、控制；对安装空

调的２６０４间学生宿舍实行“先缴费，后用
电”的用电预付费制度，并提供网上查询、圈

存机自助购电、用电余额短信报警等服务，

有效地实现了电费 １００％回收率。截至目
前，共计发生交易 ６４０５笔，收缴电费约
１２．３３万元。２．加强节能监督和检查。今
年，我处加强了对水电的巡查监督力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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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巡查１８０余次，对发现的５０余次不合
理用水用电现象均及时制止并耐心做好解

释工作。严查办公室和各类教育教学场所

的长明灯和无人灯，明确规定空调的使用时

间和设定温度。研究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假期节水节电工作的通知》《关于学生

公寓使用即开式电开水器饮用水的通知》

《关于学生公寓饮用水采取刷卡收费模式的

通知》《江苏大学学生宿舍空调使用管理规

定（试行）》《关于校本部新生宿舍实行用电

预付费管理模式的通知》《关于切实加强冬

季节约用电的通告》等一系列文件，通过制

度建设提升工作实效。邀请专业公司对学

校水网查漏，一年来，共查到大中型漏点 ８
处、小型漏点１０余处，全年减少浪费自来水
３０余万吨，节约经费１００万元左右。３．废
除燃煤锅炉，改变供热方式。经过周密论证

并报校长办公会研究，学校决定于２０１３年
废除校本部锅炉，改变食堂、浴室、学生饮用

开水的供热方式，食堂采用蒸汽发生器供

热，学生饮用水采用即开式开水炉供水。经

过暑期的努力，全校５６栋学生宿舍楼内安
装了２６３台即开式电开水器，保障了学生能
够及时、便捷的饮用安全、卫生的开水；食堂

安装了６０台蒸汽发生器，保障了师生员工
的饮食供应。４．加大公共资源管理力度，
实行有偿使用。通过不间断的校园巡查，及

时发现并纠正违规使用教室等公共资源的

情况；及时维修损坏的课桌椅；通过宣传和

教育，及时制止在教室乱涂乱画行为，对“重

灾区域”及时清洁；对非授课使用教学资源

的实行收费管理，对小礼堂的使用实行审批

制。一年来，累计收取教学资源占用费 ２０
余万元。

【强化廉政建设，提高防腐拒变能力】 后

勤管理处作为与人、财、物打交道的部门之

一，与各类经营人员接触较多。对此，处领

导高度重视廉政工作，做到长抓不懈，定期

开展学习教育活动，提醒全处人员认真吸取

身边发生腐败案件的惨痛教训，要求党员干

部带头遵守《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

从政若干准则》等相关规定，做到在思想上

警钟长鸣，在行动中防微杜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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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等

违规活动。过去的一年，后勤管理处得到了

校党委校行政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得到

了全校各单位及广大师生的密切配合和鼓

励，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各项制度不断完善，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撰稿人：钱宇平　核稿人：吴麟麟）

后勤服务集团工作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３年，后勤服务集团以党的十
八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学校党政工作中

心，深化后勤改革，增强保障能力，实施品质

提升工程，提高服务质量，加强队伍建设，确

保安全稳定，推进科技后勤和节约后勤建

设，以优异的成绩为学校赢得“江苏省高校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后勤工作先进集体”“江苏
省高校节能工作先进院校”“镇江市创建国

家节水型城市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集团

共有员工１７００余人，其中大专以及上学历
１２１人，中高级职称 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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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部、计划财务部、质量安全监

督部等４个职能部门；饮食服务中心、采供
配套中心（物资供应中心）、公寓管理中心、

物业管理中心、水电修缮中心、绿化卫生中

心、运输服务中心、印刷服务中心、接待与会

议中心（含专家楼）、场馆管理中心（江大恒

昌物业）、幼儿园等１１个下属部门；涵盖了
餐饮、物业、水电、维修、绿化、运输、印刷、客

房、会务、建材供应、幼儿教育等服务项目；

全面履行江苏大学后勤服务职能，为学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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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后勤保障服务。

２０１３年，后勤集团实现了全年产值 １．７亿
元，其中，学校大协议约 ２２４４万元，约占
１２％，集团其他服务经营产值约１．５亿元，
约占８８％，实现利润３００余万元，圆满完成
年度经济目标。全面启用“后勤物资采供信

息系统”，加强了饮食物资管理，有效控制了

饮食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不断提高服务

质量和服务水平，服务质量满意度为

８８．９７％，超过了年度工作目标。年初，与各
部门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实行安全生产

“一票否决制”。坚持完善规章制度，提高

管理水平，２０１３年，集团先后制定了《后勤
服务集团七岗主管（管理员）聘任办法》《后

勤服务集团关于加强技能型职工队伍建设

的意见》《后勤服务集团（恒昌公司）录用企

业编制人员管理办法（试行）》《后勤服务集

团财务开支及审批权限管理办法》（修订）

《后勤集团宣传报道奖励办法（修订稿）》

《后勤服务集团工作服管理办法》《恒昌公

司市场开拓奖励暂行办法》《江苏大学饮食

物资验收管理规定》《后勤服务集团饮食物

资管理办法》《关于推进学生食堂民主管理

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食堂安全管

理的若干意见》《饮食系统设备管理办法》

等１２项制度。坚持开展“双创双优”活动、
“优质服务月”活动和“党员示范岗”活动，

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坚持推进节约

后勤建设，打造美丽校园，全年水电成本同

比降低１．５％，餐厨废弃物减少２／３；坚持对
后勤干部加大培养力度，暑期举行了第三期

科级干部及骨干培训班；集团领导班子不断

完善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坚持“一岗双

责”，规范操作流程，加大对大宗物资招投标

关节点的监督监管力度，与各部门（中心）

逐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杜绝“小

金库”现象；狠抓企业文化建设，做好集团网

站更新升级工作，增加“群众路线”专栏，增

设“服务热线”板块。

【饮食服务】 饮食服务中心始终坚持以食

品卫生安全为工作重点，依照《食品安全

法》和《学校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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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的招标采购服务工作。２０１３年 ４月，集
团对饮食系统部门进行了调整，饮食管理中

心和饮食成品中心合署办公，以饮食中心口

径统一管理学校食堂。中心积极推进制度

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出台了《江苏大学饮

食物资验收管理规定》《后勤服务集团饮食

物资管理办法》《关于推进学生食堂民主管

理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食堂安全

管理的若干意见》和《饮食系统设备管理办

法》５个管理性文件。持续改进内部管理，
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推进学生食堂民主管理

工作机制，做到管理制度公开、职工分配公

开、经营情况公开，积极建立职工参与监督

的长效机制，并实施保管员轮换机制；坚持

信息公开机制，在集团网站公布每周菜谱，

加强共建机制，坚持与食品学院的共建；以

优质服务月为契机，提高食堂服务水平和塑

造良好的外部形象。开展江大美食节活动、

学生进食堂一日体验活动，召开“与后勤集

团面对面与江大学子心连心”饮食工作座谈

会，开展“倡导健康饮食，关注你我健康”咨

询活动，遴选２０１３级３０名贫困学生资助日
常伙食帮助完成学业等５个大活动；不断完
善管理制度，统一所有食堂台账内容和形式

的管理要求，完善员工岗位职责、工作流程、

考核办法，规范食品添加剂的管理工作，加

强进出通道的安全管理，强化设备设施等固

定资产管理；不断完善经营模式，根据学生

的饮食需求，将风华苑食堂从大伙食堂调整

为特色风味餐厅，根据梦溪校区的实际状况

增加了风味窗口，两个食堂经营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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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学生满意度、职工收入

均得以提高，实现了多赢的局面。此外，与

附属医院合作增设职工餐厅也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围绕保障饮食安全、饭菜品种与价

格、物资验收与管理、员工素质提高等方面，

中心加大人员培训的力度，提高员工安全意

识与操作技能，继续推进“７Ｓ”食堂的现场
管理；为加强成本核算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饮食系统积极组织做好相关培训工作，提高

饮食物资采供与核算管理水平；加强协调，

做好学生开学、节假日、毕业生离校等特殊

时期的伙食保障工作。积极做好防控禽流

感形势下的饮食工作，把好进货关，停供禽

类制品，加强员工晨检，增加鱼类供应，更新

开发伙食品种，确保供应，我校的做法镇江

市城市资讯频道予以报道。为响应国家光

盘行动的号召，构建节约型校园，中心开展

反对餐桌浪费为主题的光盘行动。２０１３年
全年实现产值９０００万元。
【物资供应】 中心下设办公室、采供站、设

备保障组（含一卡通充值）、浴室服务 ４个
部门。２０１３年完成了集团各有关部门的招
标、议标及询价采购共计９２个项目各项工
作，规范操作，公平、公正、公开；全年验收饮

食物资３０类计２０００多个品种，总重７５０万
公斤，总金额５２００万元，坚持验证、索证制
度，严格把好饮食物资入口关；做好一卡通

充值、浴室服务等后勤保障工作，全年浴室

产值 ３７８．５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２０％，上半年锅炉生产蒸汽 ２２００吨，确保
了食堂的正常生产，下半年由于锅炉停运，

部分人员成立了设备保障组，自１０月份开
始运行，３个月共完成各项维修任务 ５８９
项，设备保养４８６次，有效保障了各食堂的
正常运行；与学校相关部门进行主动沟通，

核对学生住宿信息，顺利完成了上半年学生

开水费的收缴，共计收缴水费４７．３万元；积
极参与集团的创“双优”活动，采供站荣获

集团“十佳优质服务窗口”。

【公寓管理】 ２０１３年，公寓管理中心坚持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学校、集团

党政工作要点，在集团领导的指导下，凝心

聚力，深化后勤改革，强化内部管理，狠抓安

全质量，努力挖潜增效，扎实做好学生公寓

服务管理工作，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汇编，

全面推行７Ｓ管理，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科
学化、规范化、合理化轨道；成立了民主管理

考核小组，通过民主评议，综合考虑各种因

素，分别计算各部门考核起评分，量化考核

指标，使中心对部门考核数据化。全年中心

对各部门进行了４次服务质量检查考核、评
比，较好地调动了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

主动性。２０１３年６月，中心完成了２０１３届
毕业生离校和非毕业班学生搬迁工作；２０１３
年９月初，完成了２０１３级新生入学、军训等
各项开学后勤保障工作、海外学院２０１３级
留学生新生入学接待及家属区三区７栋留
学生公寓接管及老生宿舍调整工作，完成

新、老生开水供应模式调整、空调使用管理

规定、宿舍用电收费管理等宣传沟通解释工

作。全年中心配合学工处宿管科对学生公

寓进行了１０次卫生检查、１０次安全用电检
查，共查缴违章电器４００余件；中心收取学
生宿舍超额用电费用４６余万元；在计财部
指导下完善海外公寓管理制度、清理上交集

团财务留学生及临时来访外宾住宿费１６万
余元；签订海外公寓按“一站式模式运行”

的物业管理协议，沟通、结算２０１２年９月以
前的二笔 ３７万余海外公寓物业管理费。
２０１３年中心每学期均联合学工处、保卫处
开展“安全月活动”，并多次召开中心安全

工作专题会议，适时开展主题鲜明的公寓管

理座谈会、消防演练、公寓一日体验、消防安

全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及技能培训比赛、便

民一日活动、“认识人、了解人”竞赛、创建

温馨公寓社区等活动，申报了优质服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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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个，优质服务标兵３个，在集团评比中，公
寓Ｂ区总值班室获优秀服务窗口。中心党
支部适时组织全体党员和员工进行政治理

论学习，开展“双创”和“党员示范岗”活动，

创建党员示范岗一个。中心党支部开展的

“悠悠粽叶香，浓浓公寓情”端午节节日慰

问活动在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最佳党日活动”
评选中，荣获三等奖。积极开展《员工必备

的１６种精神》《做最好的团队》读书交流活
动，撰写学习心得１３篇，结合工作实际撰写
研究性论文发表１篇，全年共发稿７０篇，其
中校外发稿１２篇。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中心坚持以“三服

务，两育人”为服务宗旨，坚持以围绕师生需

求、创建平安社区为工作重点。中心下设物

业办公室、教学一、二区物业及北固、梦溪校

区物业、通讯工程部、租赁办等７个班组，岗
位１６４个。中心主要承担着全校邮件收发，
校本部１６幢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和单身
职工宿舍、职工医院的物业管理；北固、梦溪

校区的教学楼、学生公寓的物业管理及校区

安全保卫、绿化养护、道路卫生等工作，校本

部及中山校区家属区的保洁工作；负责学校

６０余处经营性用房的租赁管理及租金收缴
工作。２０１３年，中心严格履行服务承诺，完
成各项物业管理常规工作，全年师生满意率

达９０．７５％，全年未发生一起服务质量投
诉，二次投诉率为零。重点完成奥数班、流

体班、新疆班学员的后勤接待工作；完成新

生报到、老生入学、毕业生离校等后勤保障

工作；配合“省高校后勤工作先进集体”“国

有资产管理考核评价”等检查工作；开展节

水节电、春季防病、健康饮食等宣传活动，成

功防控了禽流感疫情；配合润州区政府，协

助蒋乔街道顺利完成农场拆迁工作。２０１３
年，中心党支部共有党员７名，培养入党积
极分子 １名，支部先后开展了“双优”“党
日”“读书交流”“党员示范岗”“优质服务

月”“践行群众路线实践教育”等活动，先后

组织员工参加集团组织的首届运动会、春季

长跑、登山等活动；为５０名贫困学生提供了
勤工助学岗位。

【水电管理】 水电与修缮中心是后勤集团

下属服务部门之一。中心下设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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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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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为规范日常管理，中
心牢固树立“三服务二育人”的管理理念，

进一步完善了中心的岗位管理。继续推进

“７Ｓ”管理，完善服务流程和岗位职责，强化
岗位责任意识。通过现场管理的规范化、科

学化、制度化，降低维修费用，提高管理效

率。紧紧围绕“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主

题，以“重大责任事故为零、重大设备事故为

零”为目标，在中心大小会议上重点强调安

全生产的重要性，同时安排专人对工程项目

进行现场检查，保证了中心安全生产。中心

平时强化反事故应急演练，缩短事故时间，

妥善处理了停电、停水突发性事故。坚持以

节水节电、节能技改为工作重点：１．强化节
水节电巡查及管理工作。在坚持每月两次

夜间巡查和白天巡查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寒

暑假加班加点对学校漏水疑点进行勘察，全

年共查出漏水点 ４２处，节约用水约６５０００
吨。２．进一步完善学校水电计量设备，提
高计量仪表的校验水平，加强学校及各学

院、楼栋水电的计量分析，建立节约监督机

制，及时与相关单位联系、沟通，倡导节约意

识，完善水电月用量数据记录。３．结合学
校育人工作的特点，中心采取了多种形式的

活动在校园内营造节能文化氛围，培养员工

的节能意识。如联合能动学院热物理本科

党支部开展了节能宣传活动，在各单位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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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场所张贴了节约用水用电的宣传标语以

及宣传节水节电的小知识等。积极配合后

勤处做好节约型校园节能监管平台建设，并

顺利通过住建部验收，有效提高我校节能系

统运行的效率和节能管理水平。２０１３年，
中心严格执行电力行业标准，加强供电设备

监管力度，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测和维护保

养。保证供电设备的无功补偿满足并超过

电力行业考核标准。全年供电公司奖励近

９万元，直接抵减电费。２０１３年１—１２月份
回收电费２８５．９８万元、水费４８．７７万元，水
电合计回收３３４．７５万元。同时，利用暑期，
请有资质的单位对全校二次供水蓄水池、水

箱等进行了清洗、消毒，要求供水站值班员

工身体进行定期体检，从源头上保证了全校

的用水质量。全年学校水电平稳安全运行，

无非正常停水停电现象。为保证改造工程

的质量和进度，争做优质工程，以信誉求发

展，中心加强了工程项目的督查力度，要求

项目负责人每天到工地进行检查，分管主任

到工地进行督查，并每周召开工程例会，了

解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情况。２０１３年，全
年完成小型零星维修工程 ３５７项，金额约
２００万元，全年共完成产值１６９０万元，超额
完成目标２７％，其中经营性产值约为１２００
万元，超额完成６２％，全年实现利润约为３０
万元。

【绿化卫生】 绿化卫生中心下设绿化维护

（含绿化工程、外包项目管理）、道路卫生、

花卉服务 ３个班组。２０１３年，全面承担校
本部６０万平方米的绿化维护任务，在完成
全年校园绿化日常维护工作的同时，完成包

括校方下达的绿化工程项目产值１２０万余
元，并及时进行了病虫害防治工作。为继续

做好校外绿化养护项目，确保绿化养护质

量，梦溪、北固校区各成立了一个养护班组，

进一步加强对绿化的养护管理。全年与江

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公安局新签绿化维

护合同３５万元，同比增长４０％。为全面保
障学校节日、重大活动（如教代会、校友会、

毕业典礼、开学典礼、材料学院学术会议、研

究生院学术会议、ＭＢＡ学术会议等）及会议
用花的需要，全年共实现生产总值２５００００
元，并在安全生产、技能培训、基础设施建设

等方面工作得到了优化。全年共生产草花

４８９００盆，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不断摸索，在
原有的一叶兰、玉簪、常春藤绣球和满天星

５个生产品种的基础上，新增玉树、雀舌黄
杨、非洲茉莉和海芋４个生产品种，并设立
母本繁殖生产区，全年共生产绿植花卉约

４９００盆。全年共签订长期花卉租摆服务合
同５１家，经营收入为８４０００元。临时花卉
租摆服务３０余次，经营收入为 ３００００元。
为确保校园安全、卫生、整洁、有序，绿化卫

生中心严格根据合同要求把关垃圾清运，基

本做到日产日清，没有发生二次污染，全年

共清出校内生活办公垃圾４７４５吨、绿化垃
圾１３６８．７吨、装修垃圾 ８０吨，配合后勤处
安装新果壳箱 １２５只，每天负责校本部
６８０８８平方米的水面进行清捞，保证水面干
净，同时确保一些突击性的卫生保洁任务的

顺利完成。完成学校后勤处及集团下达的

包括梅园绿化恢复、学术报告厅周边绿化、

图书馆西侧假山周边种植、园丁林绿化修复

４个绿化施工任务，以及校本部西大门南侧
移植大香樟树、新校区科技园苗圃内移植苗

木、学生公寓室外苗木移植补植、工业中心

南侧花槽移植花木等７个绿化移植项目，工
程绿化面积１８０００平方米；完成镇江市公
安局４００００平方米的绿化维护。
【场馆管理】　２０１３年场馆管理中心（江苏
江大恒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紧紧围绕集团

年初制定的党政工作要点，秉承“以校内项

目为基础，稳步拓展校外市场”的发展思路，

始终坚持“规范化管理、人性化服务、专业化

保障、效益化运行”的经营服务理念开展全



%&'()*

（２０１４）

４８８　　

年的工作。全年实现产值２０２８余万元，托
管面积８０余万平方米，员工总数５００余人，
形成以学校、机关行政楼宇、医院物业、电梯

维保四大特色；服务项目有值班、保洁、工程

维修、医疗配送、电梯司乘、医疗陪检、餐饮

服务、驾驶、会务、银行柜面等１０余个门类。
５月份，完成四年一次的电梯 Ｃ级资质换证
评审工作。８月份，完成追加注册资金５５０
万元，由镇江江大恒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更

名为江苏江大恒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并着

手申报二级物业资质。暑假期间参与了校

内三江楼、三山楼群、京江学院３个标段的
竞标工作，最终获得了三江楼项目的中标并

顺利签订物业托管合同，合同标的增加 １６
万元／年；经过与图书馆、后勤处的多轮商务
洽谈，新签的议标项目有图书馆、实验楼群、

行政１、２号楼、体育馆、京江学院操场等。
人民银行镇江支行、镇江市外国语学校、镇

江市检察院、江大附院、丹阳国税局、丹阳地

税局、丹阳交通局、丹阳国土局等８个到期物
业项目合同顺利续签或延期；同时人行项目

合同标的增加１５万元／年，镇江市外国语学
校项目合同标的增加７万元／年，附院项目合
同标的增加１５万元／年，取得了一定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心党支部荣获２０１３年
度江苏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运输服务】 运输服务中心２０１３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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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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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现有车辆

２０辆，其中：金龙大客１０辆，金旅中客１辆，
普客１辆，柯斯达１辆，依维柯１辆，面包车
２辆，别克商务２辆，小车２辆。一年来，运
输服务班车运行达９６００多趟次，校区间学
生上课用车２３００多趟次，各学院市里和长
途学生实习２４０多趟次，大小车辆长途服务
用车９８０多趟次，圆满完成了７２５名医学类

学生、３００多名师范生长途实习接送和毕业
典礼、新生接待、新生军训打靶、新生开学典

礼、校庆用车服务，以及校有关部门、学院组

织的会议培训等３４次重大用车活动保障，
车辆总行驶６８万多公里，无发生重大的车
辆安全责任事故。

【接待与会议服务】　２０１３年接待与会议中
心下设专家楼招待所、会议中心、纪念品服

务部等３个部门，主要负责对外餐饮接待、
学校大型会务工作和纪念品服务工作。其

中，专家楼招待所现有大小餐厅１２个，客房
４２间，高档套房１间，主要提供大型餐饮招
待和外来宾客的住宿服务。会议中心包括

会议中心、大礼堂、小礼堂和校史馆。现有

大报告厅、小报告厅、多功能报告厅、圆桌会

议室各１个，长桌会议室２个，贵宾休息室３
间供会议接待使用；大礼堂可容纳１８００人
供演艺活动使用；小礼堂可容纳７７０人，供
学校大型会议接待使用。一年来，会议中心

各类大型会议暨活动场次共７２０场，人数约
４．５万，其中重大型会议２０余场；大礼堂演
艺活动场次共１００场，人数约５万；小礼堂
各类大型会议场次共１１场，人数７０００人；
校史馆全年接待参观共１８０场，人数约１．６
万。纪念品服务部，主要负责开发设计和经

营具有学校历史文化的学习生活用品和具

有纪念意义的纪念品。２０１３年，中心始终
抓住“服务”二字不放松，秉承认真、细致、

热情、周到的服务理念，学习集团“争创优质

服务窗口、争创优质服务标兵”活动有关文

件精神，制定中心“两争”活动实施方案，并

组织中心职工积极开展“两争”活动，精心

打造后勤集团优质接待服务窗口形象，为学

校各项会议演艺活动提供有力保障。

【印刷服务】 印刷服务中心下设业务部、

试卷印刷部、排版车间、机印车间和装订车

间，主要承担学校教学、科研、办公的教材、

讲义、会议材料的印刷工作。服务项目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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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样本的设计、印刷；书刊的排版、印刷、装

订；名片、证件的制作；各类表格、联单印刷。

中心现有员工１５名，拥有单色对开胶印机、
８开胶印机、晒版机、小胶印制版机、切纸
机、直线胶包机、一体机等１５台。中心坚持
专业化服务、效益化运行，坚持“主动热情、

诚信高效”的服务理念，扎实开展制度建设，

完善内部管理，理顺内部关系，健全考勤制

度、检查制度、培训制度、奖惩制度并在生产

实践中运用和落实；加强安全建设，成立以

中心主任为组长，其他骨干为组员的安全管

理小组和应急预案队伍，加强安全培训，强

化安全意识，掌握安全技能；开展与业务部

门的沟通和协调，广泛征求对印刷质量和服

务规范的建议和要求，对反馈的信息加以整

改和改进，提高了师生对印刷工作的满意

度；积极开拓校内市场，努力争取校内的各

单位的印刷业务。加强精细化管理，注重细

节。细化工作流程和操作规程，严格成本控

制，规范物资采购和物资领用，管理达到数

字化、表格化。全年完成 ２８００类试卷、２０
万册教材讲义手册，产值达到１１０万元，圆
满完成全年的各项任务，为教学、科研和办

公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幼儿园教育】 ２０１３年幼儿园共１１个班
级，幼儿人数３３５人，全园教职工３８名，其
中教师２３名，保育员１１人，管理人员４人。
２０１３年，我园在学校、后勤集团及本市教育
科的关心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领会《幼儿

园工作规程》，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为

指南，扎扎实实地抓好本园教育教学工作，

优化幼儿一日生活，立足于本园特色，规范

管理，扎实工作，分层次对教师进行培训，促

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在全体教

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圆满顺利地完成了各项

工作任务。一年来，共培训保教人员３８０人
次，撰写了新闻稿件３０篇。赵亚男老师参
加高级育婴师培训，并获得资格证书。组织

５名青年教师张云、王旭、王慧敏、陈莹、庄
银鑫参加青年教师的岗前培训，切实提高青

年教师基本功技能，使她们尽快成长进步。

配合师培中心举行科大片区幼儿园老师心

理培训讲座，教师撰写心得体会４篇。组织
教师参加“内修外显话礼仪”培训讲座。全

园教职工在如何通过
)

修外显，提高自身素

质。推荐张群、仇静、赵亚男三位老师参加

京口区教育共同体网络教研的活动区、数

学、音乐研讨活动。做好在本园的推广和传

达工作，带动大家共同参与研讨。做好“国

防教育”课程的研究，为了使国防教育课程

的内容形式更丰富合理化、课程的范围更广

泛化，完成课程方案的改进和编制工作，编

制出完整的课程实施方案，将园本课程推陈

出新，合理有效地开展实施。组织教师总结

国防教育课题实施以来的经验和心得，撰写

相关的案例、论文近１０篇，将课题建设提升
理论高度。总结和回顾与工兵红一连１０年
的共建历程，年初举行了“军民共建十周年

晚会”。

（撰稿人：王　磊　章晓丹　核稿人：杜圣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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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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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内部安全教育与管理，建设安

全有序的校园环境，维护学校的安全与稳

定。保卫处（部）还兼管集体户口与社区服

务工作。２０１３年，保卫处（部）开展法制安
全教育，突出校园交通环境与设施建设，落

实安全责任与安防措施，完成了年度工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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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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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学

生群体性事件。江苏大学荣获省第二届大

学生安全知识竞赛一等奖，２名保卫人员获
优秀指导教师奖。保卫处（部）处（部）长曹

广龙获省公安厅授予的“高校专项维稳工作

先进个人”称号。１名保卫人员获镇江市京
口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表彰。１名保卫人
员获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省高教保卫学会先进
工作者称号。保卫处顺利完成省高教保卫

学会课题３项。
【队伍建设】　建设专兼职保卫队伍。１．组
织开展党员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提升队伍凝

聚力。２．深入推进校园１１０党员示范岗建
设，与药学院结对共建，开展各项党建活动。

今年考察转正党员１名，考察吸收预备党员
１名。保卫处党支部被评为学校先进基层
党支部。３．组织保卫人员 ６０多人次参加
各级各类业务技能学习与岗位培训。４．继
续建设江苏大学大学生安全信息员队伍，培

训兼职消防队伍与大学生治安巡逻大队，指

导他们广泛参与校园安全管理，开展群防

群治。

【安全教育】　利用校园网、报纸、宣传栏、
展板、安全手册等载体，以警情通报、简讯、

简报、讲座、演练等多种形式，常年开展法制

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师生员工的法制安全观

念与自防自救能力。２０１３年，保卫处（部）
在校园网上发布校园安全信息与安防知识

等６０项，在江苏省高教保卫学会网与我校
校园网等媒体发布安保动态２００多件。制
作发布简报４期。制作展出安全宣传展板
２０块、安全宣传栏 ８期、安全宣传横幅 １８
条。举办安全知识讲座与培训３６场次，组
织灭火与应急疏散演练２８场次。编印发放
《江苏大学大学生安全防范手册》１万多份，
编印与张贴各类安全标语与标识２０００多
件。在全校组织发放《大学生安全知识》读

本７９００册。
【政治保卫】　与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
协作，与学校其他相关单位联动，互通安全

信息，共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１．坚持校
园公共区域与网络巡查，正面引导校园及网

络舆情，防止不良信息在校园内大规模传

播。２．发挥大学生安全信息员队伍作用，
积极搜集与掌握校园一线信息，疏导负面情

绪与动态，做好校园预警。全年搜集与掌握

有效安全信息６０多条，发现并制止了１起
学生群体性事件苗头。３．开展涉外涉疆涉
民族宗教等基础安全管理，及时掌握各类基

础政保数据与信息。２０１３年，保卫处（部）
办理师生员工相关政审２４０多人次，开展出
国（境）人员安全宣教４０７人次。４．稳妥处
置２起非正常死亡事件与２起交通意外致
伤事故。５．配合地方公安与安全机关开展
校园专项调查３０多次。
【治安安全】　落实各项安防措施，开展以
门卫、公共场所、重要部位为主要内容的安

全管理，继续突出防范，巩固校园内部安全

综合防范体系，建设平安校园。１．按照“谁
主管谁负责”原则，签订校园治安综合治理

责任书９８份，督促学校各单位开展校园治
安综合治理，组织安全防范，层层落实安全

责任。２．严格门卫值守，执行机动车辆凭
证出入制度。１—３月份换发校园机动车辆
临时通行证７９６０多辆次。４月起启用智能
交通门禁系统，共投放 并 回 收 ＩＣ卡
３０３７００多张，回收接待券５２００多张。查验
载物出门机动车辆２２７辆次。３．开展校园
基础巡防与综合整治。组织校园全天候巡

逻守护，常年开展校园环境整治。清查与劝

离在校园内无证拾荒、流动摊贩、违规钓鱼

等闲杂人员 １７８０多人次，清理违章摊点
８６０多个，清理校园小广告５１１００多份，撤除
违章横幅等 １１０多条（块）。４．利用校园
１１０接处警平台，打击现行，及时处置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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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校园违法犯罪行为。２０１３年接报与处
置警情１０００多起，其中治安警情出警２７８
起。查询监控录像５４０多小时，发现警情线
索２０多条。调解纠纷５０多起，救助师生员
工４０多人次。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５６名。
追回手机、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电瓶、皮

箱、钱包、证件及人民币等一批赃物。５．组
织实施并圆满完成附校校庆５０周年、１２届
校运会、研究生入学考试等校园大型活动安

保警卫任务 ５７场次。６．不断论证数字化
校园安防１期工程建设方案，参与设计方案
５轮集中审核与３轮网络沟通，做好校园视
频监控系统的相关建设工作，同时维护原有

在用视频系统，确保日常使用。

【消防安全】　继续开展消防安全“四个能
力”建设，组织消防安全宣传与培训，维护与

配备消防设备设施，落实消防安全措施，杜

绝了较大火灾事故的发生。１．学校与校内
各防火单位层层签订消防安全三级责任书

９２５份，落实三级消防安全责任制。２．开展
全校性消防普查２次，开展高层建筑与易燃
易爆化学品等专项防火检查８次、防火安全
例查２３８次，检查防火部位１３８０多个。发
现火灾隐患３８处，较大隐患２处。向存在
消防隐患的相关单位发出整改通知书５份、
消防工作联系单１０份，提出防火要求与建
议８２条，督促并协助各单位落实整改。检
测维护消防设备设施４万多件，投入消防
经费１５０多万元。全年排除自动报警系统
故障近２１００多个、其他消防设施故障 ３２
处。清洗火灾探测器３６００多只，更换其模
块２８０多只。维修应急疏散指示灯 １８００
多只、防火卷帘门 １２扇。更新灭火器
２１００只。
【交通安全】　规范机动车辆入校管理，联
合警方及学工部门常态化整治校园“三无”

摩托车，抓校园重大活动交通秩序，检查整

改道路隐患，完善校园道路交通设备设施，

维护校园交通安全。全年处理各类校园交

通事故３２起。１．建设开通校园智能交通
门禁系统。４月，学校正式启用校园智能交
通门禁系统。开展７类车辆计２５０２份信息
的采集、安装等工作。协调与处置车辆撞

杆、冲卡、“黑车”堵门事件等４０多起，做好
运行适应期矛盾调解工作。制作警示标语

牌１２块，安装灯带１４０米。修复闸机２６台
次、闸杆 ４０根、警示牌 ８块、灯带 １００米。
２．加强重要路段或部位的机动车辆管理。
联合警方开展中门广场交通秩序与校园“三

无”摩托车整治，收缴“三无”摩托车２８辆。
同时加强校园五棵松、桥头、六食堂、行政

１、２号楼等重要区域和路段的交通安全管
理与疏导，在学校重要禁停路段发出违停机

动车辆告知单７５０多份，规范入校机动车辆
停放。３．整治校园非机动车辆停放秩序。
与后勤处、后勤集团等单位一起，开展校园

非机动车辆秩序整治与分区域分责任长效

管理，多次联合清理校园废旧自行车计

２０８５辆，非机动车辆停放秩序大有好转。
４．优化校园交通环境。（１）改造与增加人
行通道，平整与增建机动车辆停车场，增设

道路交通标志标识，添置交通管理设施。全

年增画机动车泊位１９９个、非机动车停车线
９３０米，安装交通指示牌 ４６块、减速带 ５０
米。添置车轮锁 １０个、停车牌 １０个。
（２）引进开通校园绿色电动交通班车，便
捷校园交通，缓解交通压力。同时加强对

交通车的安全监管，督促营运单位做好安

全保障。

【户政服务】　办理集体户口迁出２５４０人，
集体户口迁入７２１人。核销集体户口管理
卡２５１３张。办理师生员工借用户籍原件
及复印件等服务１９００多人次，接待有关户
口咨询服务日均２０人次。
【社区服务】　开展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
创新社区管理，推进网格化管理模式，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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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网格长１０人。组织后勤集团餐饮服务
人员岗位技能培训与鉴定２５０人次。发放
社区就业失业登记证 ２２６本、社会保障卡
２０１张、退休人员养老金资格认证 １１１人、
尊老金１８１人。申办大学生创业营业执照
２０份。配合省级机关工作作风测评入户
调查３０户。协助政府开展第三次全国经
济普查，普查法人单位６４家、个体工商户
５３家。

（撰稿人：周静菊　核稿人：曹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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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信息化中心是学校信息化建设与
管理的直属单位，具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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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电系统归口管理和学校信息化发展相关

的协调工作。２０１３年，信息化中心积极参
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四

风”。根据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十二五”

总体规划，结合中心年度计划，提升技术支

撑能力和用户服务水平，加强信息化技术与

教学、管理的结合，进一步推进数字化校园

建设。完成学校数字化校园（一期）主要建

设项目的验收，总结和完善校园数字化服务

体系，建立校内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和公共数

据安全管理机制，完善信息系统、网络安全

管理规范。协助学校保密办完成军工保密

资格认证工作。

【组织机构】　信息化中心正处级建制，设４
个科级部门：综合管理部、信息技术部、网络

技术部和教学技术部。现有工作人员

３２人。

【数字化校园（一期）主要建设项目验收】　
数字化校园（一期）软件开发项目、“校园一

卡通”（一期）建设项目和校网络主机房建

设项目通过验收。数字化校园（一期）软件

开发构建了校园信息门户平台、统一身份认

证平台、共享数据中心平台、信息标准与数

据规范等基础平台，集成了数字图书馆系

统、电子邮件系统、一卡通系统、网络计费系

统、教务系统、研究生系统、财务系统、办公

自动化系统等十几个系统。校园一卡通

（一期）目前实现的主要功能有：食堂消

费、图书借阅、浴室洗澡，校内乘坐电瓶车、

自助洗衣、超市消费、女生宿舍门禁通道、

会议签到、校园网账号充值、图书馆通道、

缴纳图书欠费及使用存包柜等。校园网络

主机房包括：主机房区、一卡通及用户服务

大厅、一卡通专网及校园网监控大厅、２４
小时值班室及配线间、配电间等辅助用房。

【信息系统安全保障机制】　建立校内信息
系统安全等级和公共数据安全管理机制，落

实省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协调小组办公

室和镇江市公安局备案工作，完成二级信息

系统１４个，校内二级单位网站备案９９个，
制定等保相关条例９个。全校二级网站管
理安全培训１次。根据等保条例，落实安全
责任岗管理员７人。规范了网站发布和托
管流程。

【数据中心建设和信息系统建设】　１．明确
数据使用责任，提升共享数据质量，对共享

数据中心数据进行了清理，提升数据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２．促进职能部门业务提升管
理信息化能力。完成学工系统、科研系统、

毕业设计管理系统、海外教育学院教务与数

字化校园的整合，同时建设数字迎新系统工

作。３．利用一卡通实现物理实验考勤，为
教学实验管理做好示范工作。完成了新版

会议中心一卡通签到系统的开发。４．建设
移动校园门户平台，初步完成了校园移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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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掌上江大”的开发工作，开发了手机

Ｗｅｂ版和安卓版客户端。初步集成了邮件、
校园新闻、信息公告网等多个应用系统。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技术保障】　
１．无线网络（ＷＬＡＮ）网页接入认证测试工
作，通过一卡通号进行统一身份认证，用户

可以使用平板电脑、手机等终端上网，在线

用户近千人，实现学校有线无线一体化认

证，有良好用户体验。２．部分教学科研区
楼栋网络接入环境规范、整治，完善各网络

机房、光纤、信息点等配线资料。３．加强一
卡通系统、校园网主要服务、网络设备的实

时监控等工作，提升了服务响应时间。

４．新主干交换机 ＩＰｖ６网络的测试与应用。
５．启用一卡通校内通勤车收费及学生宿舍
电开水炉缴费功能。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及研究】　１．推进信息
化在教学和管理中的应用。协同教务处，开

发了“８４２Ｔ”课程站群平台，以及工商管理
学院３门、机械学院２门、财经学院１门教
学网站的管理。２．学校“创业人生”资源共
享课、教学技能大赛、思政教学比赛、英语讲

课、高校英语讲课比赛的摄录编工作，共６０
课时。３．“多媒体教室的使用”“一卡通使
用”的多媒体课件的制作，改变培训方式，提

高培训质量。

【日常服务及教学保障】　１．管理及维护全
校网络设备 １０００多台，近 ４００００个信息
点，服务器 １００多台，１０多套关键业务系
统。维护学校三个校区 ３００多台 ＰＯＳ机，
８００多个水控点，７个商务网关，９个充值
点，６个综合业务服务点。２．完成校园网及
校园一卡通的日常管理与用户服务工作。

３．新建弱电项目的系统审核、新建大楼的
联网工作和部分大楼网络的改建、扩建工

作。４．部署２０１３级毕业生离校系统，并保
障系统的实施。５．完成３３７个多媒体教室
的教学保障任务。

【队伍与考核体系建设】　１．中心引进信
息化人才 ２位，申请获批访美学者 １位。
２．对中心服务岗位进行量化考核，进一步
提升了服务质量。３．根据安全等保要求，
完成安全自查工作，建立了等保应急工作

机制。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校园网建设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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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信息点 ３８２８７ ２４０ ３８５２８ 土木工程实验室、国际处外教公寓、

宣传部电子阅报栏

２ 光纤距离（ｋｍ） １１８．５ ０ １１８．５

３ 主干路由交换机 ６ ０ ６

４ 节点交换机 ２８ ２ ３０ 节能减排

５ 接入交换机 １１９３ ５０ １２４３ 节能减排

６ 边界路由器 ３ １ ４ Ｃｉｓｃｏ７６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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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 ０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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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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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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２２ ４０ 服务器数据清理，台数减少

１３ 托管服务器 ５８ ０ ５８

１４ 网管系统 ３ ０ ３

１５ 计费系统 ２ ０ ２

１６ 数据库系统 ６ ０ ６

１７ 管理应用系统 ２１ ０ ２１

１８ 托管应用系统 ３１ ２ ３３ 海外教育学院教务管理，人事系统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公共多媒体教室统计表

楼宇名称

原有多

媒体教

室数量

座位数 新建数量 座位数
现有总

数（个）

座位数

（座）

更新多媒

体设备教

室数

备注

校
本
部

三山楼 １０３ １０７４９ ５ ２００ １０８ １０９４９ １３

三江楼 ３４ ４１４０ ２５ ２５２８ ５９ ６６６８

主楼 ４ ３７８ ２ ２０２ ６ ５８０ ４

主Ａ楼 ３２ ３２９６ －７ －６１４ ２５ ２６８２ ２２
７个教室设备
移至三江楼 ６
个、三山楼１个

机械楼 ４ ３６０ ４ ３６０

药学楼 ５ ６３７ １ ７８ ６ ７１５

医技楼 ９ ６４２ ９ ６４２

医学楼 ９ ９６８ ９ ９６８

研究生楼 ２２ ３２６８ ８ ９１２ ３０ ４１８０

计算机楼 １０ ８６９ １０ ８６９

化学化工楼 ４ ３９１ ４ ３９１

电气学院楼 ４ ４５０ ４ ４５０

京江学院 ７９ ８９６７ ７９ ８９６７ ２２

北
固
校
区

图书馆楼 ４ ４００ ４ ４００

综合楼附楼 ３ ３６０ ３ ３６０

外总楼 １ １２０ １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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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楼宇名称

原有多

媒体教

室数量

座位数 新建数量 座位数
现有总

数（个）

座位数

（座）

更新多媒

体设备教

室数

备注

梦
溪
校
区

理化楼 ５ ７００ ５ ７００ ４

艺术楼 ５ ７００ ５ ７００ ２

梦溪楼 １ ５０ １ ５０

图书馆楼 １ ５０ １ ５０

总计 ３３９ ３７４９５ ４１ ３９２０ ３７３ ４０８０１ ６７

（撰稿人：舒洪红　核稿人：许晓东）

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

编号

上学年度信息化经费投入（万元） 网络信息点数（个）

计
其中：

建设经费 运行经费
计

其中：

无线接入

校园网出

口总带宽

（Ｍｂｐｓ）

上网课程

数（门）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总计 ０１ ３９９３９ １７０５ ４４

编号

电子邮件

系统用户

数（个）

管理信息

系统数据

总量（ＧＢ）

数字资源量（ＧＢ）

计
其中：

电子图书

信息化

培训人次

（人次）

信息化

工作人员

数（人）

甲 乙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总计 ０１ ３７００ １３５３．８ １７９５６ ６７８０ ５ ３１

（撰稿人：沈　芳）

�³(/

综述

【概况】　江苏大学附属学校是一所九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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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８人，在编教职工５６人，教师学历
合格率１００％。中学部共有教师２５名，中小
学高级教师１８人，中小学一级教师７人，镇

江市中青年骨干教师５名。小学部教师共
有３０名，中小学高级教师１人，中小学一级
教师２７人，中小学二级教师１人，镇江市中
青年骨干教师１名，京口区中青年骨干教师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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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和思想工作】　附校支部在江苏大学
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围绕“快乐和谐、求

实求是、开拓创新、追求卓越”这一中心开展

工作。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

以迎接江苏大学第三次党代会为契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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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党支部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自开展创建党员示范岗活动以来，支部就提

出以“自身素质高于群众，工作质量优于群

众，完成任务好于群众，奉献精神强于群众”

的总体要求，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公开承

诺。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增强“四种意识”，

即党员意识、先锋意识、宗旨意识、责任意

识。学校党支部也不断加强能力建设，不断

提升驾驭学校全局的工作能力。一方面不

断加强理论学习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加强对党员的理想和信念教育。教育

党员要不断增强身份意识和岗位意识，另一

方面，要求每个党员和干部着重提升４种能
力：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能力，凝聚人

心和思想工作的能力，不断改进工作方法、

提升工作艺术性的能力，提高合作共事的能

力。２０１３年有３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江苏
大学党校学习，拟发展党员１名。认真执行
党委有关指示精神，推荐第三次党代会党委

委员、纪委委员人选，严格按照党章选举我

直属支部第三次党代会代表２名。
【教育教学工作】　１．中考成绩：２０１３年达
一中、镇中统招分数线的占毕业生数的

５３．２％，达一中、镇中择校分数线的占毕业
生数的８３％，名列镇江市属学校前茅，这些
对提高我校的知名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２．学生获奖情况：２０１３年附校中小学
生在各类竞赛中获奖具体如下：（１）全国中
学生英语能力竞赛（ＮＥＰＣＳ）中，二等奖 ６
人，三等奖４人；（２）第七届“懿德杯”全国
中学生优秀政治小论文大赛中，一等奖 ３
人，二等奖４人，三等奖２人；（３）全国“初
中生五好小公民”读书征文比赛中，一等奖

１人，二等奖２人，三等奖３人；（４）市“中
学生与社会”作文比赛中，一等奖３人，二等
奖３人，三等奖４人；（５）市“金山湖杯”初
中生作文比赛中，二等奖１人；（６）市红领
巾读书演讲比赛中，二等奖１人；（７）初中

生红领巾读书征文比赛中，省一等奖１人，
省二等奖１人，省三等奖２人，市一等奖２
人，市二等奖２人，市三等奖３人。（８）在
小学生京口区现场作文竞赛中，３名学生脱
颖而出参加了镇江市作文竞赛，荣获特等奖

１名、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１名。（９）５名学
生组队参加了镇江市汉字听写大赛，已通过

复赛，进入决赛。（１０）数学组教师参加各
级各类竞赛、评比获奖较多。本学期数学老

师们组织辅导三至六年级，４０名学生参加
第五届“小数报杯———小小数学家评选活

动”决赛，成绩斐然，４０名学生参赛，３５名学
生分获省一、二、三等奖，其中省一等奖 ４
人、省二等奖１３人、省三等奖１８人。同时，
张菊芳老师和徐兰青老师获得“优秀辅导老

师”奖。在《江苏教育报》总社主办的２０１２
年度优秀数学科普小论文评比中，获省一等

奖６人、省二等奖４人、省三等奖１０人。此
外，综合组组织学生参加“金钥匙”比赛，获

得省特等奖２名和省一等奖２名的优异成
绩，尤其是六年级在京口区调研中取得总均

分第一，数学、英语单科第一，语文第二的好

成绩。附校为江大教职工子女提供了优质

的教育资源，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对吸

引优秀人才到江大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３．教师业务提升：只有勤于学习才会乐于
施教，也只有勤于学习，才能真正教好书、育

好人。在内涵建设上不断强化业务学习，充

实教师知识结构，提高教师理论素养。把教

学和教研有机结合起来，强化问题意识，努

力把问题转化为课题，积极撰写教学论文和

教学案例。为此，学校每两周组织一次业务

学习，邀请教育专家开设《教育研究方法与

论文写作规范》的讲座。张莉莉老师参加江

苏省培训后为全体教师开设了第１４讲教师
论坛“中小学教师自我素质提升”讲座。今

年教师在省级期刊发表论文７篇，其中核心
期刊６篇；教师教科研论文获奖７５篇；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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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表文章２６篇，指导学生获奖２１４人
次；１个市级课题结题。学校配合新上的教
学系统软件，邀请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教

育事业部陈经理给全体教师做培训。蒋俊

参加镇江市优质课比赛获第一名，并代表镇

江市参加江苏省优质课比赛荣获一等奖。

张莉莉、王伟微参加市优质课赛课，分别获

市二等奖和三等奖。纪琴参加全国电子白

板教学录像课比赛获三等奖，纪琴、师茗参

加区新秀杯教学比赛获一、二等奖，吴凡开

设市属公开课，陈晓敏、石红梅在京口实小

的教学节观摩活动中上课获得好评，夏文

祥、吴凡、张莉莉、王萌开设师范生示范课４
节，杨晓然、牛金娟在区域性集体备课活动

中上研究课。我校还成功为新疆建设兵团

的老师开设多节观摩课，为文法学院的学生

开设指导课，均获得好评。每个教研组除了

制订好本学科教学计划外，还合理安排教学

进度，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小学利用

教研活动时间集体观摩《语文新课程标准解

读》《阅读教学案例解读》《作文教学案例解

读》，并要求做好笔记，写好学习心得，集体

交流，整理学习材料上报教研室。数学组对

照《新版课程标准解析与教学指导》，再一

次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估、教育价

值观等多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本学

期数学教师们全部参加了区教研室组织的

培训考核。英语组把自主学习和集中学习

相结合，先后自学了《怎样听课与评课》《任

务型教学的有效研究》，并参加了新课程培

训。在省、市新的一轮高效课堂打造工程

中，我校潘丽玲、何梅生被镇江市教育局选

中作为初中高效课堂专家组成员，两位教师

还多次被镇江市教研室邀请外出作专家报

告。小学部与京口区实验小学、桃花坞小学

三所学校结成校际联盟，形成教育共同体。

我校以“优质、共享、均衡、共进”为主题，立

足常态课堂，以生为本，努力打造轻负高质

的“高效课堂”。在执行“一教一辅”上排除

阻力，强化教师精选作业，作业全批全改，提

倡个别化的学习指导，抓好重点错题的滚动

练习，不搞题海战术，让学生有自主学习的

时间和空间。在联盟校内，以“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合作共赢”为工作方针，科学开展成

员学校的互帮互补互比活动，取人之长，补

己之短。教师在联合教研活动中，能与更多

同年级任课教师相互交流，碰撞出更多思想

火花。教研组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校内

“公开课”的听课、评课工作，通过听评课活

动，开展常态课堂的教学研究。中学参与了

二中、三中、四中、十一中、实验初中等学校

的教学研讨活动，通过相关学科活动的组织

开展，提高教师业务素质。在市属期中和期

末联考中，英语组两次承担了九年级英语的

试卷命制工作。我校和丹阳华南实验学校、

扬中外国语中学、丹徒实验学校进行第８届
中考教学研讨，并与金坛华罗庚学校、武进

和句容等知名学校进行中考资料共享。本

年度中小学教师分别开设公开课４９节和６２
节，课堂高效率、教学高质量成了每个教师

的追求目标。老师们努力把信息技术与课

程教学进行整合，利用学校已有的硬件设

施，提高教学效益。教师都能根据教学内容

自行制作多媒体课件，每位教师的公开课独

有自己的个性特色，课堂氛围形式多元化丰

富多 彩。４．学 生 工 作 及 特 色 活 动：
（１）２０１３年２月经附校与江大外国语学院
多次商量，决定拓展共建活动，包括模拟联

合国社团、英语演讲活动及相关公益活动，

于４月１９日在附校操场举行启动建启动仪
式，并组织学生观摩参与外国语学院“模拟

联合国”的活动，学生受益匪浅。（２）扎实
开展“关爱杯”英语演讲比赛。这是我校的

一项具有传统和特色的学生活动，我们本着

“培养兴趣、增强信心、树立榜样”的原则，

旨在选拔附校英语爱好者中的佼佼者，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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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风采。为期一个半月的“关爱杯”英

语演讲比赛经层层选拔，到今年已有近

３０００人次参加，涌现出许多优秀选手。最
后一轮决赛，我校在大学会议中心聘请外教

和大学英语教师作为第五届“关爱杯”英语

演讲比赛的评委，现场抽题答题，充分展示

学生的应对能力，共评出一、二、三等奖 ４８
名。英语组坚持用好英语报，开展“小报知

识小擂台”，提高学生的课外知识，为镇江市

和江苏省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锻炼和选

拔选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校组织学生

参加镇江市和江苏省“希望之星”英语风采

大赛，有２３名学生在镇江赛区获奖，９名学
生在江苏赛区获奖，１人获省一等奖。参加
全国ＡＢＣ英语口语大赛，２名学生获口语大
赛银奖。在２０１３镇江市中学生英语口语电
视比赛中，我校学生荣获镇江市第一名的好

成绩。（３）语文组继续开展“三江韵”读书
节活动，继续推进“海量阅读”活动，评出

“阅读大王”，大大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中小学分别组队参加“万科杯汉字听写大

赛”，还成功举办了首届经典诵读比赛，反响

热烈。继续开展优秀美术毕业作品评选，共

评出２８件优秀作品，并在“六一”表彰会中
进行了展示。（４）结合学校特点和现有条
件，充分利用大学资源与小学共办２５个社
团，中学以教研组为单位共创建７个学生社
团，全校师生 １００％参与到社团活动之中，
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活动成为我校素质教

育的一个新亮点。５月１４日，附校邀请镇
中的哈佛录取生高秋秋同学给全校学生作

励志讲座，交流成功的经验，学生热情高涨。

（５）学校高度重视阳光体育运动，并将其作
为一项长期的工作进行，常抓不懈，开足体

育课，保证课时，保障学生每日１小时的体
育锻炼。４月２８日召开附校２２届田径运动
会，共打破校纪录 １７项；１２月 ３１日召开
“迎新年庆元旦”趣味运动会。平时每天组

织大课间活动，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加强体育

锻炼的重要性。今年，校篮球队代表京口区

参加镇江市１４届篮球比赛获得男子甲组第
四、乙组第二的好成绩。附校除了做好常规

工作外还做了一项重要工作：附校５０周年
校庆。这项工作涵盖的内容广、工作量大，

涉及多方面，尤其是附校历史上从未搞过校

庆，没经验、缺资料、缺人手。但在大学领导

和镇江市教育界各位领导的关心指导下，我

们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承办了附校５０周
年校庆，做了附校 ５０周年校庆的见证人。
一著名校友为母校捐赠的现代化教学设备

价值 １００多万：３套多媒体互动式教学系
统。这３套设备分别安装在多媒体教室、语
音室和计算机房。同时，还给学校装修了一

间常态化高清云录播教室，安装了 ｅ学习系
统，并被命名为思源教室。这些都强烈的表

达着校友对母校水乳交融的情意，这些设备

的添置有效改善了附校的硬件条件，提高了

教师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效率。镇江市副市

长曹丽红等各界领导发来了贺信，市教育局

赵珏局长为５０周年庆典活动致贺词，京口
区教育局局长、镇江市属、京口区各校校长、

镇江市教育局各职能部门领导，以及江大范

明书记、宋余庆副校长和大学各职能部门领

导、５０年来的附校部分校友、退休教师、家
长、全体在校师生济济一堂，共同参与了以

“当我们小的时候”为主题的 ５０岁生日
庆典。

（撰稿人：卢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