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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党委印发的部分管理文件题录

序号 文号 题名 日期 页数
保管

期限

１ 江大委〔２０１３〕１号 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

定》的通知
２０１３．１．１６ ３ 永久

２ 江大委〔２０１３〕３号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２０１３年党政工作要点》的通知 ２０１３．３．１ １２ 永久

３ 江大委〔２０１３〕１５号 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关于邵仲义同志先进事迹宣传

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３．４．１２ ２０ 永久

４ 江大委〔２０１３〕１７号 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江苏大学第三次代表大会筹备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２０１３．４．２７ ３ 永久

５ 江大委〔２０１３〕１８号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的

通知
２０１３．５．６ １４ 永久

６ 江大委〔２０１３〕１９号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三育人先进个人”和“师德标

兵”评选表彰办法》的通知
２０１３．６．５ ５ 永久

７ 江大委〔２０１３〕２８号 关于印发《江苏大学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０１３．８．１２ １１ 永久

８ 江大委〔２０１３〕３２号 关于转发《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关于梅强等同志任

职的通知》的通知
２０１３．９．２９ ２ 永久

９ 江大委〔２０１３〕３９号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江苏大学第三次代表大会的

决定
２０１３．１２．２ ４ 永久

１０ 江大委〔２０１３〕４１号 关于中共江苏大学第三届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

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２０１３．１２．２ ５ 永久

１１ 江大委〔２０１３〕４３号 关于同意附属医院第二次党代会代表选举江苏大学

第三次党代会代表的批复
２０１３．１２．１３ １ 永久

江苏大学行政印发的部分管理文件题录

盒号 件号 责任者 文号 题名 日期 页数
保管

期限

１ １９ 江苏大学
江大校

〔２０１３〕１９号
关于公布江苏大学第六届教师教学

竞赛结果的通知
２０１３．２．２６ ３ 永久

１ ２３ 江苏大学
江大校

〔２０１３〕２３号
关于成立江苏大学汉语国际推广中

心的通知
２０１３．２．２７ ２ 永久

１ ２７ 江苏大学
江大校

〔２０１３〕２７号
关于成立江苏大学财经工作领导小

组的通知
２０１３．３．１ ２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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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盒号 件号 责任者 文号 题名 日期 页数
保管

期限

１ ３９ 江苏大学
江大校

〔２０１３〕３９号
关于成立江苏大学后勤工作领导小

组的通知
２０１３．３．１１ ２ 永久

１ ５４ 江苏大学
江大校

〔２０１３〕５４号
关于成立江苏大学留学服务中心的

通知
２０１３．３．２８ ２ 永久

１ ７０ 江苏大学
江大校

〔２０１３〕７０号
关于成立江苏大学专利培育与运营

中心的通知
２０１３．３．２８ ２ 永久

２ ９５ 江苏大学
江大校

〔２０１３〕９５号
关于公布２０１３年校级教学成果奖
评选结果的通知

２０１３．４．１６ ６ 永久

２ １０１ 江苏大学
江大校

〔２０１３〕１０１号
关于成立江苏大学实验室工作领导

小组的通知
２０１３．４．２５ ２ 永久

上级印发的重要文件题录（选录）

盒号 件号 责任者 文号 题名 日期 页数
保管

期限

１ １ 江苏省委教育

工作委员会

苏委教组

〔２０１３〕６号

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印发《江苏省普

通高等学校党支部工作规定（试

行）》的通知

２０１３．１．３１ １１ １０年

２ ７ 江苏省委教育

工作委员会

苏委教组

〔２０１３〕３０号

省委教育工委转发《关于推进党的

代表大会代表工作室建设的意见》

的通知

２０１３．５．９ １０ １０年

３ ８ 江苏省委教育

工作委员会

苏委教组函

〔２０１３〕４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毕业生党员教

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２０１３．５．３０ ６ １０年

４ １１ 江苏省教育厅 第２５期
省教育厅通报《沈健同志在省教育

厅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

大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３．７．１０ １４ １０年

５ １２ 江苏省委教育

工作委员会

苏委教

〔２０１３〕７号

省委教育工委转发中共教育部党组

关于在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

２０１３．１０．１０ １１ １０年

６ １６ 江苏省教育厅

党组

苏教党

〔２０１３〕１号

省教育厅党组关于印发《省教育厅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２０１３．１．１０ ９ １０年

７ １７ 江苏省教育厅

办公室
第４期 沈健同志在２０１３年全省教育系统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３．２．６ １８ １０年

８ １９ 江苏省委教育

工作委员会

苏委教

〔２０１３〕９号
关于印发《江苏省高等学校教职工

代表大会实施办法》的通知
２０１３．１２．２３ １６ １０年

９ ２０ 江苏省委教育

工作委员会

苏委教组

〔２０１３〕９８号

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加强教育系统学

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的

意见

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１０ 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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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盒号 件号 责任者 文号 题名 日期 页数
保管

期限

１０ ２２ 国家发展改革

委员会

发改地区

〔２０１３〕８１４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苏南现代

化建设示范区规划的通知
２０１３．４．２５ ４９ １０年

１１ ２５ 江苏省委组

织部

苏委教

〔２０１３〕３号

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

传部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

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

务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２０１３．９．１０ １２ １０年

１２ ２６ 江苏省委办

公厅

苏办发

〔２０１２〕６０号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加快推进社科强省建设实施意

见》的通知

２０１２．１２．２０ １５ １０年

１３ ２８ 江苏省委组

织部

苏组通

〔２０１３〕４６号

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在干部教育

培训中加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通

知》的通知

２０１３．７．２５ ５ １０年

１４ ３６ 镇江市政府办

公室

镇政办发

〔２０１３〕６６号
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２０１３
年科技工作的意见

２０１３．２．２７ １０ １０年

１５ ４６ 江苏省委教育

工作委员会

苏委教组

〔２０１３〕９５号

转发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系

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讲话精神的意见》的通知

２０１３．１２．９ １６ １０年

１６ ４９ 江苏省教育厅
苏教办

〔２０１３〕４０号
关于印发《江苏省教育厅新闻宣传

工作规程》的通知
２０１３．１１．３０ １６ １０年

１７ ５０ 省委教育工委
苏委教

〔２０１３〕８号

转发省委组织部《关于建立健全发

展党员工作六项制度的意见》的

通知

２０１３．１１０．４ ８ １０年

１８ ５１ 江苏省教育厅
苏教办

〔２０１３〕３４号
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政务微博建设和

管理的意见
２０１３．１０．１２ ７ １０年

１９ ５２ 江苏省委组

织部

司学

〔２０１３〕１号
关于印发《江苏省普通高校武装部

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０１３．５．８ ９ １０年

２０ ８０ 教育部
教体艺

〔２０１３〕１号
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全

面提高学生军事训练质量的通知
２０１３．９．９ ８ １０年

２１ ８２ 教育部
教思政

〔２０１３〕３号

教育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

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网络建设和

管理工作的意见

２０１３．８．２ ８ １０年

２２ ８７ 江苏省委教育

工作委员会

苏委教办

〔２０１３〕１０号
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关于筹建江苏

教育党建网的通知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４ １０年

２３ ８８ 江苏省教育厅
苏教办

〔２０１３〕２１号
关于征求对省教育厅加强作风建设

意见和建议的通知
２０１３．７．３ ３ １０年

２４ ９０ 江苏省教育厅
苏教传电

〔２０１３〕１８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的

通知
２０１３．６．２０ ３ １０年

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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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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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记载２０１３年１月

１日起至１２月３１日止学校所发生和存在的事实。

《江苏大学年鉴（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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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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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和附录等栏目，比较系统、客观地反映了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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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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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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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涉及全校各单位，内容多、工作量大，加之编撰人员少且受水平局限，因而所编

年鉴难免存在疏漏与不妥之处，恳请各级领导和广大师生员工批评指正。

江苏大学档案馆
２０１６年６月

６６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