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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校园面积分布及土地资产明细表
截至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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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证号

１
校本部

江苏大学 丹徒路３０１号 ９１８１２５．７ １３７７．１８ ２０００－１２－１３ 镇国用（京２０００）字
第０２１０１７６号

江苏大学 镇澄路王龙桥旁 １４６０３．３ ２１．９ ２００１－０７－１３ 镇国用（京２００１）字
第０２１００８７号

江苏大学 镇江市学府路北侧 ７６９４４６ １１５４．１６ ２００４－０６－１６ 镇国用（京２００４）字
第１１４７９１７号

江苏大学 镇江市学府路３０１号 １７２１０．５ ２５．８２ ２００６－０６－２１ 镇国用（京２００６）
第１１５９１８７号

江苏大学 镇江市学府路３０１号 ４１７２．７ ６．２６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镇国用（京２０１２）
第１５０７９号

江苏大学 镇江市学府路３０１号 ３８９７．８ ５．８５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镇国用（京２０１２）
第１５０７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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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７－０５－１６ 镇国用（京９７）字
第０１５号

江苏大学 镇焦路２号 ６４９８９．３ ９７．４８ ２０００－０６－１３ 镇国用（京２０００）字
第１００６９号

江苏大学 东吴路２０号 ２１５０．９ ３．２３ ２０００－０６－２９ 镇国用（京２０００）字
第１００８４号

小计 ６７９６７．２ １０１．９５

３
梦溪校区 江苏大学 梦溪园巷３０号 ４４３７８．２ － ２０００－０７－１５ 镇国用（京２０００）字

第１００８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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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０７－２８ 镇国用（京２００４）字
第１１４８７９５号

５ 附院老

门诊部
江苏大学 解放路３０７号（老门诊部） ６６６６．７ １０ ２０１１－１２－０６ 镇国用（京２０１１）

第１２４３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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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０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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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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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７６４０５ ７７４４

一、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 ２ ６１９３０２ ７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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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３５３ ７７４４

　　体育馆 ７ ２６７１１

　　会堂 ８ ８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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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１５３   

五、其他用房 １７ ５９３３８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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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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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理科和实验动物中心。现有人员

２８人，其中处长１名，副处长２名，副调研员
２名，科长 ４名，副科长 １名，员工 １８名。
２０１４年度管理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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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新增设备总额１１０８１
万元、１５７２３台件，调拨３０多台件，处理报
废申请１４２４台件。目前，全校在账仪器设
备资产达８亿元，７０７３９台件。
【实验室管理工作】　１．推进科研实验室中
心化建设。依据“江苏大学科研实验室中心

化的建设方案”，在处领导带领下，全处深入

各学院，进行科研中心化建设的调研；帮助

学院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收集各学

院中心的意见，并组织召开了由各学院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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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参加的科研实验室中心化推进会，进一

步明确了建设的目标与任务。２．仪器设备
资产管理。依据省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考核办法及相关评分细则，管理处对设备

归口部分进行逐条分析研究、细化，责任到

人，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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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加点，认真做好学校设备资

产评价资料的准备工作。作为设备资产的

归口管理部门，管理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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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各单位打印仪器设备

标签，进行仪器设备的核查、调拨、报废、查

账、统计等账务工作；注重落实学校国有资

产管理的有关规定，按合同、发票审核各类

设备信息。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管理处按时完成
省教育厅关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实验室信息
及仪器设备信息上报工作。３．大型仪器共
享平台建设。管理处加大大型仪器设备共

享力度，与镇江新区共同编写“江苏大学—

镇江新区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宣传册，

１００多台大型仪器设备的设备名称、型号、
产地、技术参数、用途、收费标准及联系人都

列在宣传册中，一目了然，有效地促进了学

校的仪器设备的共享；继续抓好大型仪器

设备共享平台的建设，平时注意整理大型仪

器设备的相关数据，及时做好上校网、市网、

省网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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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１台，设备值达２亿多元，可以
预约运行２５０台，加入江苏省大仪网、镇江
市大仪网１７９台。管理处积极配合科技处
搞好江苏省科技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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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台；根据省教育厅的关于２０１４
年度实验室数据统计工作的要求，在１１月
对全校符合考核条件的４０万元以上大型仪
器设备共１４８台进行了效益评价，总平均分
７６．５，优秀为 １５．５．１％，良好 ５２％，合格
１７．６％，大型仪器设备利用率比往年有所提
高。４．实验室队伍建设。管理处注重加强
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培训，提高实验室人员的

实验技术水平，及时通知实验人员参加各类

培训；２０１４年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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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实验室安全
工作。管理处积极协助“危化品中心”做好

危险化学品的合同签订、化学品的审批购

置、使用管理、废物回收等各项工作，加强危

化品的日常管理，经常性地到各学院检查督

促；随时了解兄弟院校实验室安全方面的

相关信息，及时通知他们做好实验室安全方

面的工作，并做好节假日前实验室安全工作

的检查督促工作，确保了全年全校实验室安

全无事故。６．实验室管理绩效考核。管理
处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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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采购工作】　１．强化服务意识，注重
廉洁自律。在收到学校下达各项目的执行

计划及校办通知后，立即安排，经办人员主

动和相关项目学院及项目负责人联系，积极

主动地和用户沟通，要求用户进一步规范材

料，在严格审批的基础上提高效率，做到“及

时沟通、及时汇报、及时操作”。放弃暑假休

息时间，配合学校完成中山校区改造项目的

多媒体教室建设、一卡通系统完善、职工医

院驻中山校区等相关设备购置、京江学院多

媒体教室改造项目的建设及各急需购置设

备项目的招标工作等。全体同仁任劳任怨、

加班加点、积极主动、团结一心，按照学校招

标投标管理办法和我处自主招标办法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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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努力做到“程序规范、操作严谨、材料齐

全”，实现仪器设备采购的“公开、公平、公

正”。在操作过程中，要求经办人员一心为

公，为学校把好关、用好钱。按规章规定办

事，按程序规范操作，坚持原则，廉洁自律。

２．强化科学管理，提高管理成效。注重科
学管理，２０１４年管理处正式启用合同管理
系统，做到项目管理、合同管理系统化、科学

化，实现了项目管理、合同管理的自动化，做

到了执行、统计、查询的自动化管理。根据

处领导的要求，实现招标材料的项目管理，

对于省级以上获批项目的执行合同分别装

订，并更新目录，更有利于项目的验收和审

计。３．工作踏实认真，确保工作目标如期
实现。管理处全年安排委托国际招标项目

５个；组织２０万元以上学校招标项目的开
标洽谈１０３场次，５万元至２０万元部门自主
招标项目的招标洽谈 １２７场次；全年签订
合同４２６份，合同总金额 ７０４５．６２５万元；
执行校办通知签订合同 ８１份，总金额
５９５．３３万元；完成了优势学科一期建设的
全部计划，优势学科项目签订合同７１份，执
行金额１７６７．５７万元。４．管理处对于招标
过程中存在问题或特殊项目的招标，均于每

周二将议题提交国资处，并于每周三各职能

部门招标例会进行讨论，加强招标工作前期

的透明性；同时，积极探索自主招标的信息

公开，并拟于２０１５年正式实施；做好每周招
标工作的计划安排，并于每周五提前送交各

职能部门；做好招标材料的规范及审核工

作，做好招标文件、招标公告、合同文本的拟

定，以及合同审核签订、招标材料的归档工作。

【设备管理工作】　１．提高效率，强化设备
管理工作。管理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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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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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８０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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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采购进口设备１６０台
套，合计金额４２５万美元，签订合同１２０个；
接受新购入设备３００余次、１０００多台套，并
且协助学院老师进行初步的验收和设备的

安装。２．及时落实，设备报废、军工论证工
作。管理处严格按照学校设备报废程序，集

中处置了学校陈旧老化彻底报废仪器设备

１０００余件，其中报废的锅炉两台，合计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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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终坚持“能用则用，能修则修，变废为宝”的

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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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建立了军工科研设备台

账，制订了仪器设备的维护、检定计划，并进

行经常性的督促与检查，积极参与上级部门

的验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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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规范操作，认真做好进口设备商
检工作。管理处努力做好进口设备的机电

证申请、免税、商检等工作，做好镇江海关进

口设备的稽查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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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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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管理工作】　１．做好仪器设备维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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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工作，在实现有效保障的基础上努力为学

校节约维修经费。设备维修保养是延长设

备正常运作周期、把常见的故障发生率降到

最低的有效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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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校节省维

修费用，强化使用单位设备维修责任意识，

对维修申报单进行完善，增设使用单位领导

确认审批环节。全年维修、维护仪器设备共

计５０００余台（件），使用维修经费４００万余
元。确保设备的正常使用，为教学、科研工

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２０１４年
完成了三江楼中央空调系统的改造工作。

２．加强合同档案规范管理。随着学校设备
经费投入的逐年增加，学校对各项目完成情

况、项目操作的规范性及合同档案规范管理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２０１４年管理处累计
签订合同４３３份，合同数量较往年有所下降
但执行总金额却多于往年，大型、精密、高端

仪器设备购置及使用管理正逐渐成为今后

的工作重心。从２０１４年上半年省国有资产
检查、中央专项检查、优势学科检查，以及下

半年校纪委、国资处、审计处等部门对自主

招标项目的检查来看，主要都是通过对仪器

设备采购合同档案资料的查阅、分析来反映

设备采购操作过程的规范性。管理处进一

步加强合同档案的规范管理，着重做好以下

工作：合同及时交接、即时登记；合同管理

软件及时审核；对新交接合同材料进行扫

描；新增纸质合同资料的电子化处理，极大

地提高合同资料查阅效率；对３年前的合
同资料进行装订成册，并与校档案馆做好交

接工作。３．履行处办公室职能，做好ＯＡ系
统信息接收传递工作，加强印章管理，严格

用章程序，完成处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实验动物中心工作】　实验动物中心本着
为教学和科研第一线服务的宗旨，２０１４年
度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１．进一步健全
了实验动物中心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加强劳动纪律。根据中心运行时的现实情

况，对相关的制度和规程进行了修改和强

化，保障中心平时运行顺畅和规范。２．为
全校的教学科研提供合格实验动物，全年兔

用量４０００余只，大、小鼠３万只以上，蟾蜍
１５００余只，豚鼠２００余只。３．成功举办第
二届江苏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实验操作技

能大赛，并受到与会人员一致好评。４．迎
接省动检二站对中心进行环境抽检，各项指

数达标。经全体人员的工作努力，中心顺利

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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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检工作。

５．江苏大学实验动物生物安全应急预案实
施工作有序展开。在学校统一领导下，建立

了江苏大学实验动物生物安全事件应急领

导小组和具体的生物安全事件应急队伍。

在全校发布《江苏大学实验动物生物安全应

急预案》。６．实验动物中心门禁系统改造
升级完成，系统启用保证了实验室安全。实

验人员管理能够做到有序规范，保证动物实

验质量和动物福利。实验室建设已见成效，

实验环境达标，仪器设备的添置，对开展动

物实验研究和对外承接实验都有了可靠的

保证。全年为开展动物实验技术人员提供

实验技术培训服务８０人次；接纳动物实验
项目１１７项、服务单位１５家，可靠的实验动
物、配套的仪器设备，将会迎来越来越多的

科研人员来中心开展实验，从而提高实验动

物中心的知名度。

（撰稿人：石　峰　核稿人：石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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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仪器设备添置、分布情况及金额

部门

编码
部门名称

购置

数量

购置金额

（元）

部门

编码
部门名称

购置

数量

购置金额

（元）

合计 １５７２１ １１１１０８９３５．４０

１０１ 党委办公室 ４ ２４６１０．００

１０２ 纪委监察处（纪委办公室）

１０３ 组织部（党校） １ １３９８０．００

１０４ 宣传部（新闻中心） １３ ６７３３０．００

１０５ 统战部

１０６
退休教职工管理处（老干

部工作部）
３ ６１００．００

１０８ 研究生处 １５９６ １９１７６０２．００

１１０ 工会

１１１ 团委 ５ ２４５００．００

１１３ 关工委

１１８ 校办实体

２０１ 校长办公室 ８ ３１２４０．００

２０２ 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３ ９６３０．００

２０３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

台事务办公室）
３ ２２３５０．００

２０５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 ４ ３６２３７０．００

２０６ 教务处（招生办公室） １７ ２２７４０１．００

２０７ 科学技术与产业处 １７ ５６６４０．００

２０９ 学生工作处 １０ ３１５９８．００

２１０ 财务处 ８ ４２２００．００

２１１ 审计处 ３ ２２２００．００

２１２ 保卫处（人民武装部） １８ １３１５７４０．００

２１４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３３ ２５５７０５２．４９

２１５ 后勤管理处 １４ ３６２４８３．１０

２１６ 医学部 ２ ４４００．００

２１７ 国有资产管理处 ４ １６２０６．００

３０１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３２６ ３８０７０３４．９５

３０２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生物

机电工程研究院）
１７９ ６８０１７３６．９５

３０３ 科学研究院 １８ ９３８５８．００

３０４ 生命科学研究院 ７３ ５４６３９１．５６

３０５
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
４ ４７２３０．００

３０６ 分析测试中心 ２０ ２７３０６０．００

３０７ 工程技术研究院

３０８ 镇江工程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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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院

３１２
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

调创新中心

３１５ 新农村研究院

３１６
廉政法治研究与评估

中心

３１７ 能源研究院

４０１ 机械工程学院 １１９ ５７８３７３６．１６

４０２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２０７ ３８９８８８２．８４

４０３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１９９ ８１３１０９８．０３

４０４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２５５ １０２２２９４２．６８

４０５ 电气工程学院 ３６２ ３７４７２８８．３３

４０６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 ３８４ １７５０９２５．５０

４０７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２１９ ４６３３３９９．２８

４０８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１２６ １９９８７０１．１８

４０９ 化学化工学院 ２２０ １３９８３５３．７５

４１０ 临床医学院（暂不用）

４１１ 医学院 ２５８ ３６７０２０９．３８

４１２ 药学院 ９２ ８５７００１．１６

４１３ 理学院 ２６１ ２５３６９８７．２８

４１６ 外国语学院 ２９ １６２３００．７６

４１７ 艺术学院 ２４ １６４８７０．００

４１８ 管理学院 ５１ １０３８５１９．３０

４１９ 财经学院 ３５ ２３０８５０．００

４２０ 教师教育学院 １２ ３４８１５．００

４２１ 京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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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

编码
部门名称

购置

数量

购置金额

（元）

部门

编码
部门名称

购置

数量

购置金额

（元）

４２２ 继续教育学院 ５ ３３９８０．００

４２３ 海外教育学院 ３８ ３５７８３３．００

４２４ 体育部 ５４ １７４０８８．００

４２５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８７ １４７４６２４．３６

４２６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６ ２５４４７．００

４２７ 文法学院 ２９ ２６１５００．００

５０１ 档案馆 １ ５９５０．００

５０２ 图书馆（科技信息研究所） ４７ １０１３０５６．０２

５０３ 出版社

５０４ 杂志社

５０５ 附属医院

５０６ 后勤集团 ９７２９ ３４０４１２１９．４８

５０７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８ 信息化中心 ３２９ ２６０３８６１．６０

５０９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５１０ 附属学校 ４３ １７８６４０．２０

５１１ 职工医院 ４ １０２７６２４．０６

５１２
基础工程训练基地（机

电总厂）
１７ ２３６３２０．００

５１３
工程训练中心（工业中

心）
７６ ６４４９４１．００

５１４
教育教学研究与评估

中心
７ ２８５９６．００

５１５
京江学院校区建设办

公室
１０ ５５４３０．００

５１８ 语言文化中心

６００ 其他

（撰稿人：石　峰　核稿人：石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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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收入情况】　学校 ２０１４年收入共计为
１３０３４２．４６万元，比 ２０１３年净增 ５５０７．４６
万元，增长４．４１％。财政拨款本年度为
７４１７０．８２万元，同比增加了 １３４００．８７万
元，增长２２．０５％，占总收入的５６．９０％。事
业收入２０１４年为４２４３７．７９万元，同比增加
了６０４３．５８万元，增长１６．６１％，占总收入

的３２．５６％。附属单位上缴收入１３９．４３万
元，为京江学院上缴教学工作管理费。其他

收入１３２６３．２３万元，其中：收江苏大学基金
会捐赠款 ２０００万元；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１９５．５８万元；图书折让收入１０８．６８万元；
职工医院收取的各项收入３８６．４３万元；收
取的科研管理费１６７．９１万元；京江学院上
缴资源占用费５２２７万元；收取的违约金
５２．７６万元；校内部门对外服务收入
２３８０．５６万元等。２０１４年收入情况详见
下表：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收入分析表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年实际数 ２０１３年实际数 所占比重（％） 比２０１３年增长（％）

财政拨款 ７４１７０．８１ ６１１６９．９４ ５６．９１ ２２．０５

上级补助收入 ３３１．２ ４９５．７５ ０．２５ －３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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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２０１４年实际数 ２０１３年实际数 所占比重（％） 比２０１３年增长（％）

事业收入 ４２４３７．７９ ３６３９４．２１ ３２．５６ １６．６１

经营收入 ６９６．４９ －１００．００

附属单位缴款 １３９．４３ ９２２８．９８ ０．１１ －９８．４９

其他收入 １３２６３．２３ １６８４９．６４ １０．１７ －２１．２８

合计 １３０３４２．４６ １２４８３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１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收入完成情况分析表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年预算数 ２０１４年实际数 ２０１４完成收入（％）

财政拨款 ７４１７０．８１ ７４１７０．８１ １００．００

上级补助收入 ３３１．２

事业收入 ２３１１６．１６ ４２４３７．７９ １８３．５８

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缴款 １３９．４３

其他收入 ３３０００ １３２６３．２３ ４０．１９

合 计 １３０２８６．９７ １３０３４２．４６ １００

【支出情况】　２０１４年学校支出总额为
１３５１６６．３６万元，比２０１３年减少了２６３５．８１
万元，降低１．９１％。其中：基本支出和项目
支出２０１４年为１３４９６３．３６万元，占总支出
的９９．８５％；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２０２．８９
万元，占总支出的 ０．１５％。基本支出和项
目支出明细如下：工资福利支出２０１４年为
４３２６５．８４万元，同比减少２３９５．５６万元，减
少５．２５％，占总支出的３２．０１％。商品和服

务支出２０１４年为３４８２１７５万元，同比增加
１１４２．１１万元，增长 ３．３９％，占总支出的
２５．７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２０１４年
为２９３０３．９６万元，同比减少 ３０７６．７３万
元，减少９．５０％，占总支出的２１．６８％。其
他资本性支出２０１４年为２５４２１．８２万元，同
比增加２０１７．１４万元，增加８．６１％，占总支
出的１８．８１％。２０１４年事业支出情况详见
下表：

２０１４年事业支出分析表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年支出数 ２０１３年支出数 比２０１３年增长数（％）

工资与福利支出 ４３２６５．８４ ４５６６１．４０ －５．２５

商品和服务支出 ３４８２１．７５ ３３６７９．６４ 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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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２０１４年支出数 ２０１３年支出数 比２０１３年增长数（％）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２９３０３．９６ ３２３８０．６９ －９．５０

基本建设支出 ２０ ０

其他资本性支出 ２５４２１．８２ ２３４０４．６８ ８．６１

债务利息支出 ２１２９．９８ ２６７５．７０ －２５．６２

合计 １３４９６３．３６ １３７８０２．１１ －２．０６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事业支出完成情况分析表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年部门预算数 追加专项支出 ２０１４年实际数 ２０１４年完成支出（％）

基
本
支
出

工资福利支出 ４０７９４．９９ ４３２６５．８４ １０６．０６

商品和服务支出 ２３８８３．４２ １１４６０．８６ ４７．９９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２３４０６．０７ ２４１３９．３８ １０３．１３

其他资本性支出 ２９５．４

基本支出小计 ８８０８４．４８ ７９１６１．４９ ８９．８７

项
目
支
出

行政事业性项目支出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１７０．２５ ４４１３６．４２ ４４１．３６

基建项目支出 １１２６３ ２０ １１６６５．４５ １０３．５７

项目支出小计 ２１２６３ １４１９０．２５ ５５８０１．８７ ２６２．４４

合计 １０９３４７．４８ １４１９０．２５ １３４９６３．３６ １２３．４３

【净资产构成情况】　２０１４年年末，学校净
资产总额３４４６３８．０８万元，比２０１３年增加
１５２９０．４１万元，增长４．１４％。其中：事业基
金为１９．１８万元，比 ２０１３年减少 ６９．１３万
元；非流动资产基金 ２９１４７９．２９万元，比
２０１３年度增加８９７７．３０万元，增长３．２０％，
占净资产的８４．５０％；专用基金为４８９９．１８

万元，比２０１３年减少１１７０．６０万元，减少
１９．２９％，占净资产的１．６１％；财政补助结转
６７６９．７８万元，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７００万元，增长
１１．５３％，占总资产１．６４％；非财政补助结转
４１４８０．６０万元，比２０１３年增加５６１０．２９万
元，增长１５．６４％，占总资产９．８５％。

（撰稿人：卢桂成　核稿人：孙亚莉）

江苏大学固定资产情况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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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３ ２００５２４７５４３．０７

２ 通用设备 ５８８８５ ７３９４５３０３４．４３



%&'()*

（２０１５）

４９６　　

续表

编码 名称
结存

数量 金额（元）

３ 专用设备 ４５２２ ４６２１４２０６．８０

４ 文物和陈列品 ２５６ ３７０８２３７．６１

５ 图书、档案 ２２６４３１４ ７８３５４３８３．１６

６ 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２５１２５０ ８５４６７０１２．１３

合计 ２５７９７４０ ２９５８４４４４１７．２０

（撰稿人：黄爱华　核稿人：赵喜仓）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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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０３３３３ １２８００００ １２６２４７ ２８２．５３ ５．２４ １４６６９ １０４０４

非学校产权 ２

１．独立使用 ３

２．共同使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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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５３１ ３０４ ２９２２５１．８３６６２９４．５１ ８３７７．５５ １７０２６．２７ ２０５４．４１

非学校产权 ２  

１．独立使用 ３  

２．共同使用 ４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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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工作综述

　　根据学校２０１４年工作目标和党政工作
要点，财务处年初在贯彻执行新高校会计制

度与财务制度、财务预算编制与执行、科研

经费管理、学生收费管理、财务信息化和机

关作风建设等方面制定了《财务处２０１４年
主要工作目标》和任务目标分解方案，在全

体财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总体上完成了全

年工作任务，为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

可靠的财务保障。

【机构设置和科级干部聘任】　根据学校的
统一部署，结合新的高校会计制度的要求，

２０１４年财务处对内科级机构和各科职责作
了重大调整：将原会计核算科、基建财务科

和资金结算科合并为会计科，减少了科室间

工作的程序，加强了会计业务全过程的管

理，提高了应对报销高峰的机动性；新增设

了科研经费管理科和财务信息化科，为加强

科研经费管理和推进财务信息化提供组织

保证；按照《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科级干部聘
任工作实施方案》，将公道正派、事业心和责

任感强、有奉献精神、组织协调能力强的同

志选聘到相应的科级岗位。

【财务预算编制与执行方面】　２０１４年的校
内预算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优化支出结构和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要求，在预算收入减少

的情况下，统筹兼顾，优先保证内涵发展和

学生住宿条件改善的投入。财务处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和《江苏省高等学校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的有关规定》（苏教财正〔２０１３〕１７
号），２０１４年部门（不含学院、研究机构）日
常维持费和业务招待费均在２０１３年预算核
定数基础上统一压缩１０％；在预算执行中，
使用预算模板加强预算经费的精细化管理。

【债务化解情况】　２０１４年年初学校银行贷
款余额为４０１００万元，新增贷款２７０００万
元，偿还银行贷款３５１００万元；年末实际银
行贷款余额为 ３２０００万元，较年初下降
２０．２０％，超额完成本年度化债任务。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方面】　财务处完成了
２０１４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１０
个项目的预算调整和下达执行工作；配合

研究生院完成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第

二期６个学科建设项目的预算上报工作。
省财政厅对学校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中央财政支
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和省财政配套资

金的管理、使用、绩效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财务处牵头汇同研究生院、设备处等部门，

组织各项目实施单位做好迎接检查工作，完

成江苏大学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中央财政支持地
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总结。在日

常工作中，财务处加强２０１３年中央财政支
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和优势学科建设专项

资金的使用进度控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科研经费管理方面】　学校修订并出台了
新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及其配套制度，对于

如何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宣传，做好整

改和新政策新要求的落实工作，财务处主动

和科技处一起学习讨论，形成共识；在处内

组织学习《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

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江苏省省

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江苏大学科研

经费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和制度；邀请专

家讲解新的科研经费管理政策下的科研项

目预算和会计核算问题；成立专门的科研经

费管理科，负责科研经费预算指导、立项开

卡和决算审核等工作；和科技处、审计处一

起，组织开展科研经费管理自查自纠，加强

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宣传，完成《科研经费

管理自查自纠工作报告》；配合有关部门完

成４个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结题审计、１２
个省财政厅产学研项目的中期检查和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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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厅前瞻性项目审计工作；根据相关政策

要求，制定了《关于研究生科研劳务费与助

研津贴启用“酬金系统”直接发放到个人的

通知》《关于做好科研项目结题财务决算编

制与审计相关工作的通知》等具体管理

制度。

【学生收费管理方面】　按照研究生学费收
费新政策，财务处做好研究生学费收费相关

工作，按照本科生学费结构性调整方案，做

好本科生学费标准调整方案的制定和备案

工作，将研究生和本科生有关收费新政策的

宣传和执行落到实处；顺利完成了毕业生

学费和书费的结算及毕业离校的相关工作；

积极配合招生工作，和银行联系完成了新生

银行卡的制作和准确发放，暑假期间完成了

新学期收费系统的初始化工作；协助学工

处完成各种奖助学金的发放和生源地助学

贷款的到账处理工作；主动与海外教育学

院沟通，整理留学生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规范留学生交费、退费流程，完善留学生公

寓“一站式”管理工作。

【财务信息化方面】　财务处充分认识到财
务信息化在加强财务管理和提高效率中的

重要性，成立了专门的财务信息化科；为保

证财务服务器的安全运行，将财务服务器搬

迁到了校信息化中心机房；加强财务系统的

日常维护，定期进行财务系统的正确性、一

致性检查和升级，加强对系统各类人员的权

限管理，按规范做好系统灾难预防与恢复工

作；在信息化建设推进方面，已经全面建成

自助缴费平台，完成缴费平台的测试，实现

与收费系统、留学生报名系统等业务系统对

接，完成缴费平台与成教教务管理系统对接

方案的初步设计。新学期学生的学费和书

费等将通过自助缴费平台缴纳，下一步将进

一步做好使用的宣传工作，逐步将校内所有

的收费项目纳入自助缴费平台来统一管理；

完成酬金系统运行环境的建立及初始化工

作，已借助酬金系统发放科研劳务费和助研

津贴。

【贯彻执行新高校会计制度和加强会计核算

工作方面】　财务处组织新高校会计和财务
制度的学习、培训工作，做好新老会计制度

衔接；制定《江苏大学会计核算科目及核算

范围》，进一步统一会计核算口径，规范会计

核算程序，减少错账的发生，提高会计核算

工作质量。为有效解决报销“排长队”问

题，财务处利用暑假组织实施报账叫号系

统，添置座椅，改善了报账环境；出台江苏

大学差旅费报销有关问题的解答，组织财会

人员加班，宣传推广网上预约报账系统和酬

金申报系统，有效地解决了报销“排长队”

问题；重视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提出的问

题进行了梳理，对照制度的要求，参照兄弟

院校的做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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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作风建设方面】　组织执行《财务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方案》，重视机

关工作作风和财会人员学习管理，通过培训

和学习，提高了全处人员的财务服务能力，

提高了财务服务质量。

（撰稿人：卢桂成　核稿人：孙亚莉）

审计工作综述

　　２０１４年度，审计处在学校党政正确领
导下，紧扣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提出的“创建

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学”战略目

标，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助推研

究型大学建设”的工作理念；坚持“全面审

计，突出重点”工作方针，以廉政建设、制度

建设、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职业培训和审计

信息化建设为保障措施；通过精心组织实

施各类审计工作项目，在严格预算控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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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经费使用、强化经济责任、加强风险管控、

保证资产安全，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廉政建

设，维护财经法纪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不断

提升审计工作的整体效能。全年完成各类

审计项目４１９项，审计总金额９７．２６亿元，
提出审计建议４００余条。
【学习教育】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升审
计队伍政治素质。审计处认真组织党员干

部和职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通过

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等多种形式，不断加强

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培养审计人员爱岗敬

业、恪尽职守、勇于奉献的精神，组织审计人

员参加廉政读书、观看警示录像和廉政知识

答卷等多种形式的勤政、廉政和遵纪守法教

育。审计处部门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一岗

双责”责任，班子成员发挥表率作用，自觉抵

制不正之风，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部门工作

的重要任务之一，督促审计人员遵守职业道

德，规范审计行为，牢固树立廉政意识、风险

意识，防止产生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规定的

行为。

【制度建设】　健全审计规章制度，完善工
作流程，防范制度风险。根据新颁布的审计

法规和上级规定，审计处完善内部审计制

度；２０１４年７月，进一步理顺内部分工，科
学设置岗位，明确财务审计、综合审计、工程

审计３个科长岗位职责，规范审计工作流
程；修订完善审计制度，梳理制度建设目

录，按时上报学校核准；对原有的１２个制
度，保留４个，修改８个，新增１个；强化审
计台账管理，进一步优化审计流程，促进内

审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通过完善

办法，规范具体审计业务活动，不断提高审

计质量。

【信息化建设】　加快信息化建设，改进技
术手段，提升审计质量和效率。学校的快速

发展，审计部门的工作量不断增加，落后的

审计手段与人手不足的矛盾突显，现代化管

理需求日益增强。加强审计信息化工作是

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工程审计软件

使用多年，需要不断优化。目前，审计处新

增加了分专业软件１．５套，以满足工程审计
业务需要，但财务审计软件仍缺乏。省教育

厅要求省属高校加快审计信息化建设，“江

苏省教育内部审计系统”软件已在部分省属

高校推广试用，为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学校

审计处积极响应教育厅要求，全员参与，全

员学习，以利尽快试用，加快审计工作信息

化建设步伐。

【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根据上级有关
规定和学校党委组织部委托，２０１４年度下
半年，审计处对１６个学院或部门的行政领
导班子进行了任期内的经济责任审计。此

项工作涉及行政领导班子和主要负责人经

济责任履行及业绩考核评价等方面，政策性

强、要求高。为此，审计处一方面做好审计

计划、审计方案准备及审计实施等工作，严

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审计事项；另一方面

合理分工，组成审计小组，针对不同类型的

被审计单位，找出审计重点，优化审计方案，

统筹兼顾，确保审计质量、提高审计效率。

处领导带头，全处齐心协力，在规定的时间

完成了审计工作任务。２０１４年干部任期经
济责任审计总金额为７７亿元，提出审计意
见和建议５３条。审计完成后，形成汇总审
计报告上报校领导。通过审计，督促领导干

部增强责任意识，切实履行经济责任，保证

资产安全，遵守财经法纪，促进廉政建设。

【预算执行与财务收支审计】　强化预算执
行约束，做好二级单位预算及财务收支审

计。审计处根据省教育厅规定，２０１４年对
附属医院、后勤集团、京江学院和职工医院

等４家二级核算单位２０１３年财务收支和决
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审计资产 １３亿元。
提出加强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提高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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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规范票据管理、结算管理和往来款项清

理及规范现金使用等审计建议１１条。在肯
定成绩的同时，对相关问题提出审计整改意

见和建议，并形成汇总审计报告上报校领

导，以促进问题整改。

【校办企业年报审计】　加强对校办企业的
监督管理，做好２０１３年企业年报审计。根
据省教育厅要求，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学校

资产公司等１４家全资、控参股企业２０１３年
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审计金额１．９亿元，
提出审计建议４２条。将存在问题、审计建
议等相关情况与财务处、资产经营公司进行

沟通交流，适时向学校领导提交汇总报告，

为学校加强对企业的管理提供依据，促进企

业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工程结算审计】　控制基建维修工程成
本，严格工程结算审计工作。根据相关制度

和规定，审计处及时开展工程审计工作，全

年共完成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审计项目 ５５３
个项，竣工结算审核金额５２６０．７３万元，核
减２８５．７４万元，其中：内审项目５３８项，出
具８２份审计报告，结算审核金额２４２７．４８
万元，核减１５３．５６万元；外审项目１５项，结
算审核金额２８３３．２５万元，核减１３２．１８万
元，提出审计建议３０条。为提高审计质量
和效率，审计处对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的

项目，做好监督和协调工作；对内部审计项

目，加强项目现场调研，从开工至完工的全

过程进行了解，为工程结算审核提供依据；

工程竣工结算审计完全应用计算机软件，实

行三级复核，提高了审计效率，做到年度内

无积压项目。

【科研经费审签】　优化审计流程，严格科
研专项经费审计。超前谋划，积极参与科研

管理办法的制订。１２月初，会同财务处、科
技处联合下达“关于做好科研项目结题财务

决算编制与审计相关工作的通知”，审计处

预先明确科研经费、专项经费的送审时间节

点、审计（签）范围和材料报送等要求；通过

加强宣传、前期沟通和部门联动，项目负责

人增强了经费规范使用意识和配合审计意

识，材料报审及时性、完整性不断加强。全

年完成科研经费审计（签）共 ９１项，金
额２０８０万元，提出审计建议３２条；完成教
学实验中心等专项经费审计４项，金额８００
万元，提出审计建议６条。
【优势学科经费审计】　增强服务重点工作
意识，开展优势学科经费跟踪审计。审计处

围绕“国字头”项目建设等中心工作抓审

计，以适应研究型大学的创建对审计工作提

出的新要求；积极配合做好优势学科一期３
个项目中期评估审计，独立开展日常跟踪审

计和项目结项（完工）审计工作，审计金额

２．５９亿元，提出审计建议１５条；通过提前
介入，加强督促，提高了优势学科经费使用

的时效性、规范性和合理性。

【后续审计】　强化审计建议落实，积极做
好后续审计工作。审计处对二级核算单位

财务收支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工程结算审

计和合同审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类

汇总，研究分析，要求单位与部门重视审计

整改，检查督促审计意见和建议的落实。

２０１４年度，对后勤集团、附属医院等单位开
展后续审计，通过沟通交流，梳理存在问题，

分析原因，寻求解决办法，提出具有建设性

的整改意见和建议。

【经济合同审核】　维护学校合法权益，认
真开展经济合同审核工作。按照学校规定，

审计处全年受理审核５０万元以上各类重大
经济合同４０份，审核金额６４００余万元，提
出审核修改意见 ２４２条；在内部审核基础
上，委托江苏君业律师事务所对江苏大学经

济合同进行审核，合同审核工作力求及时、

准确、高效；对重大项目合同，在合同签订

前，按照内部审计流程，由专人负责及时与

承办单位进行沟通情况、会商，遇到困难，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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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领导出面协调解决，助推学校重大项目顺

利进行，减少漏洞和纠纷，防范风险。

【采购监督管理】　参与部门自主招标监督
管理，督促招投标程序的规范执行。审计处

参加有关部门工程项目、物资采购的招投标

管理，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严格招标纪律；对发现单一来

源项目较多的情况，提出进一步扩大信息公

开面，争取更多单位参与竞标，提高项目竞

争力，提升项目采购质量，为学校节约支出；

全年参加后勤、设备等部门自主招标项目共

１５０项，预算金额 ４６０万元，提出审计建议
２０条。
【专项审计调查】　开展专项审计调查，提
供决策支撑。审计处对经济活动中的重点、

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审计调查，如会同监察

处、国资处对后勤管理处等５个单位、部门
的合同管理工作进行检查；揭示经济活动

中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从完善体制和健

全机制等入手，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及时为学校领导及相关部门决策提供服务。

【作风建设】　履行服务承诺，增强服务意
识，争创满意机关。审计处坚持群众路线，

增加凝聚力，搞好班子团结；领导干部、党

员起模范带头作用，爱岗敬业、任劳任怨；

倡导自律自强，修身养性；严格按照学校机

关作风建设要求，切实履行“客观公正，准确

及时，优质高效，廉洁自律”的审计服务承

诺；实行“首问负责制”，增强主人翁意识和

责任意识；提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做到热情服务；着力提高审计服务质

量和服务效率，提升审计服务能力和服务水

平。２０１４年度，审计处获学校机关作风建
设考评先进单位。

【队伍建设】　加强队伍建设，重视职业培
训，提升专业胜任能力。优化审计队伍的专

业结构、年龄结构，结合科级干部聘任，充实

１名年轻审计人员。重视审计人员业务能

力的提高，分批次、分专业组织２３人次参加
会议交流、理论研究、专业考试、协助检查、

调研工作和后续教育等各种层次培训学习。

审计处充分利用周三学习会，进行业务研讨

交流，做到一人参与培训、全处共享资源；

积极参加省（市）内审协会、教育审计主管

部门和中国机械行业高校审计研究会等活

动，加强与兄弟高校的交流学习，派人参与

省教育厅对有关高校的审计调查工作，扩大

视野，全面提高审计人员综合素质。

【审计宣传】　做好审计宣传，营造良好环
境。９月，对审计部门网站网页进行了更新
和完善，及时发布审计公告和审计工作相关

信息，２０１４年共发布各类审计信息、报道等
３０余条。加强审计宣传和交流，审计处利
用江苏大学校园网、部门网络及内部审计协

会刊物等载体，做好审计宣传工作，营造良

好的审计环境；通过审计信息，有关领导、

部门和单位及广大教职工能够进一步了解审

计工作，理解审计工作，进而支持审计工作。

良好的审计环境促使审计部门不断上台阶上

水平，为学校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撰稿人：胡凤芝　核稿人：嵇康义）

«¬Qtu

后勤管理处工作综述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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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科学谋

划，扎实推进，圆满完成了全年工作目标。

【细致规范，不断提升后勤管理水平】　
１．校园环境进一步提升。２０１４年后勤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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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校园环境的整体规划，要求学校绿卫中心

和合肥原野绿化中心对缺失的行道树、玉带

河沿岸绿化、校园内廊架植物等进行补植；

在三山楼北侧山头和花房东北侧等地建造

苗圃，在美化环境的同时，节约了学校未来

的绿化成本；对违规侵占绿地种菜等行为

进行了集中清理，建立了长效管理制度，维

护了葱绿的校园环境；通过对保洁范围、时

间、要求、垃圾清运时间和方式等不断优化，

以及添置垃圾桶和分类果壳箱、建立白色垃

圾巡检制度等措施，校园卫生程度得到进一

步提升；督促相关单位加强楼宇周边车辆

停放管理，对部分师生将非机动车带进楼宇

问题进行了专项整治，提升了校园整洁度。

经过一年的努力，校园的管理水平有所提

高，校园环境更加爽心悦目。２．管理措施
进一步细化。针对校内绿化养护和物业管

理有多个部门负责的实际情况，后勤处对绿

化养护、卫生保洁、物业管理等责任范围做

了进一步界定，明确了工作范围，杜绝了工

作盲区；同时进一步明确了管理要求和标

准，指导并帮助各承包单位建立包干责任制

和问责制，形成内部督查制度，建立了各种

管理台账，对卫生保洁时间节点、责任人等

明确记录，提高了校园精细化管理水平。

３．考核方式进一步科学。后勤处 ２０１４年
在明确了绿卫和物业管理的工作要求和工

作目标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日巡查、周抽

查、月例会及工作通报制度，及时发现问题

并提出整改要求；研究制定了量化考核办

法，将往年的集中考核改为集中考核与日常

抽查考核相结合，改进了管理模式；邀请学

校党代会、教代会代表参与检查考核，提高

了师生的参与度和工作的透明度。通过一

年的努力，后勤物业和绿卫管理水平得到了

广大师生的高度认可。４．公共资源管理力
度进一步加大。后勤处要求广大物业管理

人员加强公共资源的管理和维护，坚持自修

教室按需、分批、分层开放，提高教室的使用

效能；明确了教室、报告厅、小礼堂的管理

要求，规范了公共资源的借用审批制度；加

大了对违规使用的处罚力度，建立了校内培

训机构签订《法人代表授权书》和《承诺书》

制度，有效杜绝了冒名借用问题。

【严谨认真，不断提升工程管理质量】　
１．科学严谨做好项目论证。一年来，对各
单位申报的年度计划项目、来自 ＯＡ系统的
请示项目及师生日常反映的问题，后勤处都

精心组织并邀请用户单位代表一起论证，通

过实地考察、专题论证、调研学习等方式，充

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保证论证方案的科

学性、合理性、前瞻性，对项目的经济性、必

要性等方面提出详细的论证意见，供领导决

策参考。２．扎实推进基本建设工程。２０１４
年学校基本建设总投入约５６００万元。其
中，投资约４０００万元的国家水泵及系统技
术研究中心实验楼及其附属工程如期交付；

投资７００万元的材料中心实验楼建设进展
顺利，现已完成主体工程，不久就可进行设

备安装，四五月份可竣工交付；投资９００万
元的后勤综合楼于７月初恢复施工，现正按
计划进行，预计年底完成主体封顶，该项目

接受了镇江市建筑市场大检查并得到良好

的评价。３．认真实施维修改造项目。为了
保证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２０１４年学
校共投入了５４００多万元用于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及各类维修改造工程，在“保障重点、

兼顾一般”的基础上，重点保障教学、科研、

生活等方面的基本设施改造。２０１４年，植
物工厂建设、化学化工实验室改造、新能源

户外基地建设等项目完成，改善了部分科研

单位的工作条件。校园监控系统、老图书馆

消防系统、学生公寓门禁系统改造、汽车实

验楼后山体挡土墙建设等项目的实施，有效

提高了校园安全性。后勤处利用暑期对

２０００多间新生宿舍维修出新，为校本部所



��rtur_ 

５０３　　

有学生宿舍都安装了空调，极大地改善了学

生的住宿条件；为配合学校国际化进程，用

短短３个月时间将学生Ｃ区８—９幢改造成
海外留学生公寓，同时紧急完成了停用多年

的中山校区维修改造，缓解了本部的办学压

力。４．科学严谨抓好质量监审。质量是根
本，管理是关键。后勤处全年严谨、规范地

做好各类招（投）标工作，修订了项目管理

质量监审实施细则；在实施过程中，对每个

项目都明确责任人，全程跟踪管理，把好过

程关；按照招（投）标要求，各类施工材料进

场前均仔细核对数量、品牌和品质，对不符

合要求的坚决要求退换，严把材料进口关；

严格按规范和要求组织验收，把好质量关；

对每一笔费用都仔细核算，把好审核关；力

争把每个项目都做成精品，把每一分钱都用

到实处。２０１４年，各类工程总量达 ５００余
项，总投入超过１．１亿。已经完成项目竣工
和质保验收 １７２项，完成设备进场验收 ７
项，完成各类预算、决算、变更等审核 ５２８
项，审核总金额４３８８．０９万元，核减金额
３０２．０６万元，核减率达６．８８％。
【大胆探索，努力建设节约型校园】　１．完
善水电管理制度。在学校节能减排领导小

组的正确领导下，后勤处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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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江苏大学科研经费

管理办法》《江苏大学科研项目燃料动力费

中水、电、气费收取实施细则》的起草和修订

工作，为创建节约型校园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２．提高节能管理水平。（１）校园节能
监管平台一、二期工程如期建成，并投入试

运行，实现了对学校所有楼栋、所有二级单

位、绝大部分行政办公、科研实验用房用水

用电情况的实时监测；节能监管平台三期

工程已完成招标，即将开工建设。（２）通过
开展学生宿舍电费预收制度，保证了学生宿

舍电费回收率 １００％。２０１４年共计发生

交易２１８７４笔，收缴电费约 ５２．７４万元。
３．探索节能技术的使用。以后勤综合楼和
学生Ｄ区６栋的高层建筑为试点，引进了立
式不锈钢多级增压泵和变频控制技术，预计

两组泵每年可节约用电约２０万度，直接经
济效益１１万元；将已普遍损坏的新校区８２
套庭院灯改用 ＬＥＤ灯，提高了照度，增加了
使用寿命，预计每年可节约用电６０００度，
节约电费３２００余元；筹建中的青年教师公
寓项目，将全面引用新型节能技术，目前已

完成地源热泵系统的岩土层热响应试验并

形成了测试报告。４．积极配合各类检查，
及时上报相关数据。（１）按照江苏省省级
机关事务管理局和省教育厅要求，按时、保

质、保量地完成统计台账、数据填报与分析

等工作。（２）认真完成了江苏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关于做好万家企业节能目标责

任考核”的工作，并根据《万家企业节能目

标责任考核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向省教

育厅、省经信委递交了自评报告。（３）认真
筹备江苏省和镇江市对学校节水型单位的

复查工作。５．抓住契机，积极争取上级资
金。后勤处密切关注地方政府关于节能降

耗的有关政策，抓住学校废除两台１０吨燃
煤锅炉和镇江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契机，

主动搜集相关文件，保留有关影像、文字资

料，向镇江市政府申报，现已获得６０万元的
补助资金。经统计，学校２０１４年１—１０月
份实际支付水电费１６９７．８１万元，其中实
际支付电费１１７７．１２万元，实际支付水费
５２０．６９万元。在学校实验设备和空调等设
备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与２０１３年同期相比，
全校１—１０月份，水费仅增加了约１０．０８万
元，电费仅增加了约２１．５６万元，较好地控
制了水电费增幅，节能降耗效果显著。

【加强学习，注重部门内涵建设】　１．加强
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全处上

下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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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各种文件精神；始终坚

持“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牢记“两个务必”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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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意识，使学校交办的各项工作得到有序

推进，使师生诉求得到及时响应；对无法完

成或需要长远规划的项目，通过耐心细致的

解释取得师生谅解和支持。２．加强学习交
流，促进人才队伍建设。事业要发展，人才

是根本。２０１４年，后勤处努力创造条件，为
全处相关专业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学习的机

会，通过参加高校后勤系统的专业年会、研

讨会等，同志们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

通过对招投标法、２０１３合同示范文本、节能
技术等知识的学习，以及参加“高级能源管

理师”培训等，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的专业

水平，为后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了知识

和人才储备。３．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
巩固拒腐防变成果。处领导以身作则，定期

组织学习教育活动，形成了“三不准”制度，

即不准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不准

接受施工单位以任何名义馈赠的“红包”

“礼品”，不准参与施工单位组织的宴请、休

闲、娱乐等违规活动，做到在思想上警钟长

鸣，在行动中防微杜渐，永葆纯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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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

面广、量大、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全处

上下凝心聚力，放弃了大量的休息时间，保

质保量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未来，后勤处将更加努力，为全校师

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努力打造更多的精

品工程，为大家创建更加美丽高雅的校园

环境。

（撰稿人：戴明新　核稿人：吴麟麟）

后勤服务集团工作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４年，后勤服务集团在校党政
正确领导下，在集团领导班子、全体干部职

工的共同努力下，以十八大和学校第三次党

代会精神为指引，围绕学校转型发展新目

标，坚持推进“品质后勤”建设，努力提升服

务水平，圆满完成了工作目标，为学校建设

“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学”提供

了坚强有力的后勤服务保障。集团共有员

工１６９０余人，其中大专以及上学历１４０人，
中高级职称４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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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馆管理中心（江大恒昌物业）、幼儿园、专

家楼等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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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儿教育等服务项目，全面履行江苏大学后勤

服务职能，为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优

质的后勤服务保障。２０１４年，集团各部门
以《２０１４年度目标管理责任书》为中心，提
高工作效率，实现产值１．８８亿元，实现收入
１．６６亿元，其中，学校大协议约２２８３万元。
全年平均满意度为８９．４２％，较２０１３年增长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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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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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先后制定出台了《江苏大学幼
儿园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江苏大学幼

儿园教育教学综合奖励办法》《后勤服务集

团财务开支及审批权限管理办法（补充规

定）》《食堂主任考核实施方案》《江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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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服中心蔬菜验收细则》等５项制度；修订
完善了《恒昌公司市场开拓奖励办法》《饮

食中心岗位工作流程》《新菜开发实施办

法》《厨师水平提高方案》《水电与修缮中心

工程管理办法》《二次供水管理制度汇编》

《公寓管理中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方

案》《防自燃灾害应急预案》《防震、防台风

暴雨等自然灾害演练方案》《专家楼运行模

式调整方案》《包厨协议》和《餐厅管理服

务》等１２项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后勤
服务保障管理，为建设“品质后勤”提供了

制度保障。集团坚持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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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查处

漏水点３５处，减少总计约５．９万吨的漏水
量；供电设备的无功补偿超过电力行业考

核标准，为学校减少电费支出１７．６万元（直
接抵充电费）；坚持优化后勤队伍，加大培

养力度。集团暑期举行了第四期科级干部

及骨干培训班；新提拔１位副处职领导，２
名正、副处级调研员，新增设２个科级机构
和４个科级职务，新提拔１３名正、副科级干
部，其中３名来自校学工战线，新招聘５名
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重新聘任６岗、７岗
管理人员，新吸纳６２名优秀劳务派遣员工
为集团企业编制员工，进一步优化了集团干

部职工结构，提高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增

强了集团管理队伍的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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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狠抓企业文化建设，做

好集团宣传交流工作，充分利用校内外媒

体、微信公众平台等渠道，宣传后勤一线优

秀职工和典型事例；及时更新集团网站信

息，让师生理解后勤、监督后勤、支持后勤。

【饮食服务】　饮食中心不断调整餐饮结
构，形成了保障型食堂与风味特色餐厅相结

合的办伙格局。饮食中心下辖９个学生大
伙食堂（教工、一、二、三、四、六、梦溪、北固、

中山）保障全校师生基本大伙，８个特色餐
厅（高知、风华苑、五谷粮、东山美食城、西山

美食城、润江缘、清真食堂、西餐厅）满足师

生不同层次的就餐需求，３个特色窗口（面
包房、瓦罐汤、清真拉面窗口），１个卤菜加
工点。２０１４年中心为进一步落实《关于加
强食堂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严把入口关，

加强对蔬菜等物资的验收，出台了《江苏大

学饮服中心蔬菜验收细则》，进一步细化

《饮食中心岗位工作流程》，规范岗位操作

的相关规定。中心按照“安全为根本、菜肴

为关键、现场为形象”的工作思路成立风险

源管理工作组，加强对安全隐患检查排查，

发现问题确保及时整改。对职工进行“食品

安全知识培训”“饮食从业应知应会”“消防

安全知识培训”等岗前培训和员工手册及食

品卫生法知识培训。上半年集团继续加强

对食堂监控管理，６月份全面完成食堂物质
验收点、库房监控探头的安装调试工作；下

半年完成特色餐厅及网点的招标及商业谈

判，主要有：润江缘美食城、西山美食城（五

食堂）、东山美食城５号档口、清真食堂、面
包房、五谷粮餐厅等。中心积极改善师生就

餐环境，各食堂均安装了空调，部分桌椅进

行了更新维修，部分食堂加装了吊顶，进行

了墙面出新，就餐环境极大改善。为提高伙

食质量，饮食中心推进菜品研发工作，各食

堂坚持每月推出新菜；组织食堂红、白案技

术骨干进行学习、培训及技能竞赛，提高技

术水平。２０１４年全年实现产值 ９２６７．７
万元。

【物资供应】　采供配套中心现有员工 ２８
名，下设中心办公室、采供站、设备保障组

（含一卡通充值）、浴室服务。２０１４年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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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员工的共同努力下，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

作。规范操作，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完成

了集团各有关部门的招标、议标及询价采购

共计１６８个项目；坚持验证、索证制度，严
格把好饮食物资入口关，全年验收饮食物资

４６类计１３９６多个品种，总重１６００万斤，总
金额５３６０万元；努力做好一卡通充值、浴
室服务等后勤保障工作，全年浴室产值

４５０．８万元，与２０１３年同期相比增长２０％，
设备保障组共完成各项维修任务２２３０项，
设备保养２３８２次，有效保障了各食堂的正
常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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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公寓管理中心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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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

行７Ｓ管理，积极探索公寓管理的新举措，成
立“公寓民主管理委员会”，充分发挥学生

“三自”作用，广泛收集合理化意见和建议。

一年来，中心完成了８０１２名毕业生离校和
３５２０名共８８７间非毕业班学生宿舍的搬家
工作；２０１４年９月完成了８０１０名２０１４级
新生接待各项后勤保障工作、海外学院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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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暑期，配合相关部门，完成了 ５５幢
公寓楼１５６１个水栓维保和 Ｄ、Ｆ、Ｇ区的５
栋楼９５０个消防探头专业清洗和检测工作；
完成了７０００台空调安装、二期２３套门禁系
统的安装，以及 Ｃ、Ｄ区２０幢宿舍电网增容
改造、２３９５间老生宿舍的调整、出新和维修
改造、２０００余间新生宿舍出新和维修改造
等工作。配合集团的“文化建设月”活动，

中心党支部召开“公寓是我家，温馨靠大

家”公寓管理工作座谈会，举办创建“社区

温馨服务站”活动、“走进公寓，共创和谐”

公寓一日体验活动、“珍爱生命，平安公寓”

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等，申报“最佳党日

活动”１个，创建党员示范岗１个，优质服务
窗口３个，优质服务标兵３个，并在海外公
寓设立“海外学堂”，分专题对公寓员工进

行系统培训，培训员工１２０人次；组织全体
党员观看《建党伟业》，积极开展纪念建党

９３周年主题教育活动；４月下旬至５月下
旬，中心党支部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勇于

攻坚克难　争做先锋党员”加强公寓门禁管
理和禁止外卖进宿舍的主题党日活动，获得

江苏大学“最佳党日活动”二等奖；积极开

展《在岗位上成长》读书交流活动，撰写学

习心得１６篇，研究性论文１篇。中心全年
集团发稿５４篇，其中校外发稿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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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优质服务为工作重点。中心下设物

业办公室、教学一区、教学二区、北固校区、

梦溪校区、中山校区物业项目部，通信工程

部、租赁办等７个班组。中心主要承担着全
校邮件收发，以及校本部教学楼、实验楼、办

公楼、单身职工宿舍和职工医院的物业管

理，北固、梦溪、中山校区的教学楼、实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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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山校区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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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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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８１％，全
年未发生一起服务质量投诉，二次投诉率为

零。中心圆满完成新生报到、老生入学、毕

业生离校等服务工作，为７６名贫困学生提
供了勤工助学岗位；重点保障了“肿瘤学术

年会”“临床医学院手术衣物洗涤”等专项

任务；积极配合“学校公房普查”“省平安校

园”等检查工作；开展节水节电、春季防病、

健康饮食等宣传活动，全年累计在校内外发

表新闻报道近２０篇。２０１４年，中心党支部
共有党员 ６名，支部先后开展了“读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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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优质服务月”等活动，其中“安全在身

边”党日活动，获得学校“最佳党日活动”三

等奖；在江苏大学首届民主管理暨第六届

“三育人”工作研讨会上，支部组织撰写的

论文《高校后勤文化与德育教育的关联及思

考》荣获了三等奖。

【水电管理】　水电与修缮中心下设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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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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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水电与
修缮中心始终坚持以节水节电、节能技改、

长效管理为工作重点，加强供水供电管理，

完善维修计件制，相继修订了《二次供水管

理制度汇编》《零星维修流程的补充规定》

《水电与修缮中心工程管理办法》等相关制

度，实现全年学校水电平稳安全运行，共完

成小型零星维修工程约４９０余项，约１２００
万元，利润约 ３５万元，全年共完成产值
１６９０万元，超额完成１２％，其中完成经营性
产值约为１２００万元，超额完成１８％，实现
利润约５２万元。中心行之有效的节能措施
得到了省有关部门的高度肯定，６月，学校
获评“２０１３年度江苏省高校节能工作先进
院校”；７月获评镇江市“安全５Ａ级电力用
户”，１２月完成省节水型单位复审工作。
２０１４年，水电与修缮中心认真落实一岗双
责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以创建学习

型集团、和谐集团与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为抓手，与能动学院热物理本科党支部联手

开展并申报最佳党日活动和党建创新创优

活动；积极申报“优质服务窗口”“优质服务

标兵”和“党员示范岗”，充分发挥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和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辐射作

用，为中心员工树立榜样；积极参加“书记

课堂”理论学习活动、２０１４年度集团读书学

习活动，以及后勤服务集团第四期科级干部

及骨干培训班和学校纪委组织的科级干部

党风廉政教育培训班等活动，用科学理论武

装头脑，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绿化卫生】　绿化卫生中心下设绿化维护
（含绿化工程、外包工程、外包项目管理）、

道路卫生、花卉服务３个班组。２０１４年，中
心全面承担校本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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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继续做好校外绿化养护
项目，梦溪、北固校区各成立一个养护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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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合同价为２６万元），全面保障了学校
节日、重大活动及会议用花的需要。中心全

年共实现生产总值２９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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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花坛３３０平方米得到保障，全年
共生产绿植花卉约２１００盆；全年共签订长
期花卉租摆服务合同４０家，经营收入１１万
元；临时花卉租摆服务３０余次，经营收入２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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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垃

圾共８０００吨左右，装修垃圾 ２００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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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服务】　２０１４年，运输服务中心本着
“为教学、科研、师生提供安全、准点、热情、

周到的服务”为宗旨，为保障全校教学、科研

及重大活动等用车。中心现有车辆１９台，
其中金龙大客１０辆、宇通大客２辆、金旅中
客１辆、柯斯达１辆、依维柯１辆、面包车２
辆、别克商务２辆。一年来，运输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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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班车运行达９６００多趟次，校区间学生
上课用车２４００多趟次，各学院市里和长途
学生实习２００多趟次，大小车辆长途服务用
车９６０多趟次，圆满完成了１２６３名医学类
学生、２５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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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次重大用车活动保障。
中心的用车费用基本做到当月用车，当月结

算。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各项工作取得了

明显成效，全年实现产值４５６万元，利润１０１
万元，日常质量及安全整改率 １００％，师生
满意度９０．６％，全年车辆行驶总公里达６６
万多公里，无大的车辆安全事故发生，为各

类会议和重大活动用车服务提供了有力的

保障。

【会议服务】　接待会议中心下设办公室、
会议中心、纪念品服务部３个部门，主要负
责学校大型会务和纪念品服务工作。其中：

会议中心现有大报告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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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堂可容纳１８００
人，小礼堂可容纳７７０人。纪念品服务部主
要负责开发和设计提供具有学校历史文化

的学习生活用品和具有纪念意义的纪念品。

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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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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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

心２０１４年接待各类大型会议及活动７２０场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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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场，人数约
６万；小礼堂各类大型会议场次共１８场，人
数１１０００人；校史馆全年接待参观共 １８０
场，人数约１．６万。
【专家接待】　专家楼招待所现有大小餐厅
７个，客房３４间，高档套房３间，主要提供大

型餐饮招待和外来宾客的住宿服务。专家

楼招待所坚持“管理服务以人为本、安全生

产以勤为本”的服务宗旨，通过集中员工学

习新的服务技巧，集合管理层交流灵活适用

的管理经验，每月选出“服务之星”，使招待

所员工素质得到提升。在食品安全方面，制

定《菜品验收办法》，初步完成对所购货品

的索证索票工作，定期开展员工食品安全知

识培训，对厨房进行日常食品安全检查。在

菜品方面，规范采购，降低成本，降低餐饮毛

利率至４８％左右。在厨房考核上，每月更
换１～２名厨师，并推出４～５道新菜品，逐
步建立专业化的菜品质量评估体系。

【印刷服务】　印刷服务中心下设生产调度
室、排版室、试卷印刷、机印车间和装订车

间，主要承担学校教学、科研、办公的自编教

材、讲义、试卷、日常办公及会议材料的印刷

工作。服务项目有样本的设计、打印、复印、

印刷、装订，以及名片、证件制作等。中心现

有员工１５名，拥有单色对开胶印机、Ａ８开
胶印机、晒版机、制版机、切纸机、直线胶包

机、一体机等１５台。中心以服务师生、教学
和科研为定位，以强基础、稳增长、调结构为

思路，以标准化、高速化、数字化为目标，以

质量提升和项目拓展为抓手，扎实开展制度

建设，完善内部管理，健全考核和培训制度

并在实践中运用和落实；加强安全建设，注

重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掌握安全技能；

开展上门服务活动，广泛征求对印刷质量和

服务项目的建议和要求，及时加以整改和改

进，提高了师生的满意度；积极拓展服务范

围，以设备更新为支撑，加强“两个融合”力

度，提升印刷规模，争取了更多的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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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达到规范

化、数字化、表格化。全年共完成１４０００００
印试卷、２０万册自编教材讲义手册、产值达
到１２１万元，圆满完成全年的各项任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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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和办公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场馆管理】　２０１４年，场馆管理中心（恒昌
公司）按照年初目标，上半年紧紧围绕“以

服务求生存、以改革求发展、以管理求效益”

的工作思路，推行目标管理，做好常规服务、

保障重点服务、强化内涵建设、开拓外部市

场，以党建带动全体职工共建，全面开展工

作。下半年，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后就公司的

发展定位、经济目标、工作思路、采取措施等

方面进行深入调研和大胆尝试，在上半年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经过多方努力，公司顺利晋升物业二级资

质，并配合集团相关部门完成一系列名称变

更等；在标书制作、价格定位、物业接管方

案制定等方面建立起与二级资质相匹配的

资料系统，借以展示公司管理实力，扩大公

司影响。在市场开拓方面，中心顺利完成了

丹阳市国税局、丹阳市人社局、丹阳市检察

院、丹阳市交通局、丹阳市国土局、丹阳市地

税局、镇江市检察院项目的物业托管续签工

作，合同标的增加２５．６４万元／年，政策性增
资费用１６１万余元；顺利接管镇江市宝马
４Ｓ店、丹阳市圣豪驾校的物业托管项目，新
增标的１３．７万元，全年实现产值 １９８０万
元。全年在校内网站发稿３０篇，在中国院
校后勤信息网发稿２篇；获得校工会第六
届“三育人”征文二等奖一篇。

【幼儿园教育】　２０１４年幼儿园共有１１个
班级，幼儿人数３２９人，全园教职工３８人，
其中教师２３人，保育员 １１人，保健医生 １
人，正、副园长共３人。幼儿园坚持“遵循规
律，科学发展”，以贯彻安全工作为主线，以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目的，以提升幼儿园保

教质量为核心，以教学研究为重点，以教研

平台建设为载体，以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为目

标，积极推进教学创新和管理创新，扎实开

展各项工作。幼儿园开展了“优化服务质

量，打造服务品牌”的优质服务月活动，年级

组长魏海霞负责的小班教研组获得“优质服

务窗口”优秀等级，郜非老师获得“党员示

范岗”优秀等级；明确办园方向，推行目标

管理，签定目标管理责任书、一岗双责安全

工作责任状，年末根据目标的达成度进行考

核；出台《江苏大学幼儿园最新绩效考核方

案》，强化过程考核，将考核结果与年终考

核、评优、职评等挂钩，做到多形式、多渠道、

多方位考核；开展了教师素养能力的基本

功展示。幼儿园积极参与各项评比活动，孙

维老师参加京口区经验型教师教学活动评

比，唱歌活动“大雨小雨”获二等奖，张云老

师参加京口区“研培赛训”活动评比，韵律

活动“小兵突击”获一等奖，张群、赵亚男、

仇静、张云、马敏５名教师全年参与京口区
共同体数学、音乐、游戏三大内容的网络培

训，并做好在本园的推广和传达工作，带动

大家共同参与研讨。全园共有１１篇论文参
加２０１４年江苏省优秀教育论文评比，６人
分获二、三等奖；１３篇文章参加镇江市“我
的教育教学故事”征文评选活动，１１人分获
二、三等奖。

（撰稿人：王　磊　杨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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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兼管集体户口管理与社

区服务工作。２０１４年，保卫处（部）下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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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有所变更，除保卫科、治安科、校卫队不变

外，原综合科撤销，增设技防（消防）科与国

防教育科。在２０１４年度校园安全管理工作
中，保卫处（部）广泛开展法制安全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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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群体性事件。

【队伍建设】　建设专兼职保卫队伍。一是
继续推进校园１１０党员示范岗建设，发挥党
员干部的模范先锋作用，带动与提升整体专

职保卫队伍的战斗力。２０１４年完成了党支
部换届选举工作，考察转正党员１名。二是
组织保卫人员数十人次，参加各级各类业务

技能学习、岗位培训与学术会议。三是分批

组织消防志愿者、兼职消防管理员、大学生

安全信息员、大学生治安巡逻大队队员等兼

职保卫队伍，开展岗位业务培训与安全法制

教育，并及时补充更新兼职保卫队伍，指导

他们广泛参与校园安全管理，不断扩大校园

群防群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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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活动等多种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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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
保卫处（部）在校园网上发布校园安全信息

与安防知识等６２项，在学生与职工 ＱＱ群
发布安防知识与安全预警 １００多项；向学
生发放防诈骗专项宣传册６０００份，向入学
新生寄发安全防范手册１万多份；在校园
公共宣传区域悬挂安全宣传横幅１５条，展
出综合性安全画报３套，张贴悬挂安全类标
识等２４００多张，制作与巡展消防安全宣传
展板２５块，在３０幢建筑中悬挂消防安全告
知书；组织综合性学生安全知识讲座１６场
次，开设反恐防暴专项与女生专场安全讲座

共３场次，教育与培训师生员工达１３０００多

人次；组织消防安全知识讲座与培训３７场
次，组织灭火与疏散逃生演练２９场次，培训
与演练师生员工达 ２９５００多人次；组织
１１０００多名师生员工参与消防知识问卷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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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校
园公共场所及相关网络巡查与管控，与宣

传、学工等部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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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校园安全信息，妥善化解与处置安
全事端。通过与相关部门、一些教职员工、

大学生安全信息员队伍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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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矛盾，平息可能影响校园

稳定的苗头。全年搜集与掌握有效安全信

息７０多条、重大信息４条，查证１名擅入学
生宿舍非法传教人员。３．做好反恐防暴基
础调查及防范工作。会同专门机关、学工部

门与相关学院，共同开展学校涉恐涉稳调查

与反恐防暴宣传指导，形成与报送相关基础

信息８６件。４．开展涉外涉密涉民族宗教
等政保事务９５项，及时掌握各类基础政保
数据与信息。２０１４年，保卫处（部）办理师
生员工相关政审５００多人次，开展出国（境）
人员安全宣教３９５人次。５．协调处置５名
学生及１名教师在校内外非正常死亡事件，
以及１名学生意外坠楼受伤事件，确保校园
平稳有序。６．配合地方公安与安全机关开
展校园专项调查６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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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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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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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２．严格门卫值守，执行机动车辆凭
证出入制度。保卫处（部）完成２４００多辆
机动车辆ＥＴＣ年审工作；门卫投放门禁临
时通行 ＩＣ卡 ６５８０６６张，收接待券 ８２６４
张，查验载物出门机动车辆 ２７６辆次。
３．组织全天候校园巡逻守护，常年开展校
园秩序整治。清查与劝离在校园内拾荒、流

动摊贩、违规钓鱼等闲杂人员 ３４００多人
次，清理违章摊点６２０多个，清理校园小广
告８２９００多份，撤除违章横幅（板报、灯箱）
等２４７条（块、只）。专项整治学生公寓区
送、卖快餐乱象，收缴快餐７００多份。４．应
急处置校园警情，制止现行违法行为。保卫

处（部）依托校园１１０接处警调度平台与视
频监控系统，及时处置警情，协助警方开展

案件调查或侦查，制止校园违法犯罪行为。

２０１４年校园１１０协调处置警情７９０多起，其
中治安警情２４０多起，交通事故警情３９起，
师生急病救助１３起，其他协调服务４８０多
起。查看视频录像３８０多小时，发现案件线
索１０多条，确认７名违法犯罪嫌疑人影像。
协助警方破获案件２０多起，确认与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１０人，教育与劝离擅入学生
公寓外来推销人员２７人。追回与归还师生
员工手机２３部、电动车８辆、摩托车１辆、
自行车９辆、钱包１５只、一卡通４９张、人民
币 １６０００多元、其他证件与外币若干。
５．组织实施并圆满完成毕业生供需洽谈
会、专升本考试、四六级英语考试、校两代

会、毕业典礼、新生报到、科技工作会议，以

及其他贵宾来校等大型校园活动安保７２场
次。６．完善校园技防设施与保卫装备。一
是协助开展数字化校园安防１期工程建设，
协调确定与建设校本部视频监控探头点位

４４９个，基本覆盖了校园主要公共场所出入
口及道路路口，整个系统处于运行调试阶

段。另外，在中山校区增建了１６个点位的视
频监控探头。二是配备警用制式单人电动车

４辆，２人座电动小汽车２辆，公共自行车专
用驳运车１辆，以及一些警用防暴装备。
【消防安全】　贯彻“教育为先、预防为主、
防救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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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共发生并及时扑灭初起火情 ７起。
１．学校与校内各防火单位签订消防安全管
理责任书 ５４３份，落实三级消防安全责任
制。２．开展防火检查，督促落实隐患整改。
全年组织用火用电、高层建筑、实验室、危险

化学品、校园门面房等专项消防检查３０多
次，开展消防安全例查 ２３８次，检查部位
１１２０多个，发现火灾隐患５６处。向各相关
单位发出消防安全工作联系单２９份，提出
防火要求２１９条；发出火灾隐患整改通知
书５份，对７处隐患提出专门的整改方案；
督促落实整改隐患 ５２处。３．检修维护设
备设施，确保完好有效。全年共检查检测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３０套，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３８套，防排烟系统 ４６套，室外消防栓 １６２
只，室内消防栓３７８４只，火灾探测器１８００
多只。维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１０套，更换
自动报警系统模块 ２８０多只，排除故障点
２１００多个；排除防排烟系统故障 １２处。
修复消防泵与稳压泵等 １４处；维修应急
灯、疏散指示灯１８００多只；清洗拆装火灾
探测器３６００多只；保养风机１４台，更新风
机５台；增设疏散指示灯２０只；对４２００只
灭火器进行编号，更换 ６２幢楼宇灭火器
３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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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成校园绿色交通

体系。全年接报与协助处理各类校园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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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３９起。１．继续发挥校园智能交通门
禁系统作用，严格控制出入校园机动车辆。

２．警校合作，继续加强校大门门前广场的
交通秩序整治。３．联合警方共同开展校园
交通安全管理：在重要路段、交通复杂区域

等指派专人定时定点疏导交通。全年共发

出校园机动车辆违停告知单２６０多份，纠正
校园违章停车 ２９０多辆次；清缴校园“三
无”摩托车６６辆，清理校园废旧无主自行车
１７００多辆。４．重视校园大型活动交通疏
导与管制，制定专门方案，确保活动安全有

序。５．加强道路交通巡查，及时维护与建
设校园交通设备设施。全年更换了１５处计
２３４块道路减速坎，定制与安装机动车辆禁
停标志７块、警示标志８块、交通隔离墩８
个。６．多渠道增加校园公共交通供给，压
缩校园私车保有量，减轻道路交通压力。在

加强校园电动交通班车的运行监管、增加班

车数量的基础上，又协商引进镇江市公共自

行车系统，建设校园站点 １１个、桩位 ４５０
套、自行车３５０辆。
【其他工作】　１．文字材料工作。拟定与报
送各类部门文字材料１１３项，发布安保工作
通讯报道等８０多件；完成保卫学学术论文
３篇；整理与提交部门电子档案３卷计４５
件，纸质档案２卷，实物档案１份；整理形
成并保存部门内部档案２卷。２．完成部门
办公用品购置发放、会议会场协调、办公设

备报修、固定资产入库、保卫人员每月工资

津贴的核算审批与报销分放等各类部门办

公室事务３６０多项。
【户政服务】　办理集体户口迁出２１１６人，
集体户口迁入 ５８７人；核销集体户口管理
卡２１１４张。办理师生员工借用户籍原件
及复印件等服务１７１２人次，接待有关户口
咨询服务每日平均约２０人次。
【社区服务】　进行经济普查，登记法人单
位８３家、个体工商户 ７６家，税源企业 ２２

家。调查、登记与发放尊老金人员１２１人，
退休人员２８３人，就业年龄段残疾人２３人，
合作医疗居民１５５人，单独二孩夫妻４９对，
少数民族清真饮食人员申报 １１５人；就业
登记本１６８本，合作医疗保险卡９７本，独生
子女证 ７本，准生证 １０本，残疾人轮椅 １
辆，公交卡２张。组织学生志愿者清理居民
区小广告；联合江大急救协会，组织社区居

民学习急救知识与技能；救助困难家庭 ３
户；援助江大附小电脑６台，充实其少年电
子阅览室；协助申报大学生创业项目

１２个。

（撰稿人：周静菊　核稿人：曹广龙）

°±²OP

综述

【概述】　信息化中心是学校信息化建设与
管理的直属单位，是学校一卡通建设与管

理、校园数字化规划与建设、校园网建设与

管理、网络信息系统建设与管理、教学设施

的建设与管理、现代教育技术科研和培训、

全校弱电系统归口管理单位。２０１４年，中
心根据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十二五”总体

规划，完善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实施了学校

办公区无线网络建设，完成后将覆盖 ９５％
的教学行政区；实施数据中心基础架构和

数字化校园信息系统虚拟化建设，建成云计

算平台并投入使用；推进教学资源建设，在

８４２Ｔ课程平台上，在线推出一百多门课程，
新建３个自动教学录播教室，为教学信息化
提供技术服务支撑；完善校园数字化服务

体系，完善校内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和公

共数据安全管理机制，完善信息系统、网络

安全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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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信息化中心为学校正处级建
制单位，下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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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网基础设施建设】　１．完成办公区无
线网络建设方案设计，开始逐步实施。

２．优化校园网络架构。完成核心网络设备
板卡扩容；完成学生宿舍区网络优化、性

能、带宽升级，实现到校园网双万兆互联，降

低了学生宿舍区网络故障率，改善了学生宿

舍区网络性能，学生宿舍区到校园网主干峰

值流量已达到１．３万兆。３．增加与联通公
司的有线网络合作，学生宿舍区的用户可在

学校管理模式下自由选择多个网络服务运

营商；开展家属区电信光纤入户工作，配合

中国电信在校园园区内 ＷＬＡＮ的接入服
务，提升网络服务带宽和质量。４．完成网
络流量管理系统建设，为网络精细化管理提

供了决策依据和实现手段。５．重新部署、
升级、优化关键系统的服务，如电信、联通反

向透明代理等，满足了信息系统访问用户网

络带宽不断增加的需求。６．随着校园大门
门禁、学生宿舍门禁、节能减排网络、校园安

防视频监控网络的建设完成，初步建成校园

智能业务ＩＰ专网。７．加强ＶＰＮ安全管理。
修复ＳＳＬ软件的漏洞，升级了 ＶＰＮ系统的
版本，现已支持智能终端（手机、Ｐａｄ等）的
访问。８．完成中山校区网络及一卡通开通
启用工作。９．配合财务处专网服务器托管
的相关网络改造及割接；配合联通公司实

施学生宿舍区有线网络的开户；配合学工

处实施新增５４栋学生宿舍门禁系统的网络
规划、交换机配置及网络调试；配合后勤处

完成节能减排二期及三期工程的网络规划、

交换机配置及调试运行。

【数据中心基础架构和数字化校园信息系统

建设】　１．建设完成云计算平台。安装部
署ＨＤＳ存储和 ＩＢＭ刀箱，实现了服务器虚

拟化、存储虚拟化、网络虚拟化；迁移虚拟

机１００多台，完成了重要数据的稳步迁移；
实现存储虚拟化，新旧存储统一入口管理，

将分散的异构存储资源进行整合，提高了管

理的效率。２．完成Ｗｅｂ应用防火墙部署工
作。Ｗｅｂ应用防火墙将对全校 Ｗｅｂ应用统
一防护。梳理、完善安全策略及机制。

３．完成学工、研究生、房地产等系统的数据
集成规划工作，完成财务处电子缴费平台系

统集成工作。４．部署新版本内容管理系
统，建设新江苏大学主页框架，完成了主页

改版设计和数据的迁移。５．建设完善安卓
版、ＩＯＳ版“掌上江大”移动校园应用。
６．配合完成建行 ＡＴＭ、网银等对学校一卡
通充值功能，财务处电子缴费系统、审计系

统的部署工作。７．完善数字化校园共享数
据集成标准和规范，搭建集成数据监控管理

平台。８．完成２０１４年迎新和毕业生离校
系统的保障工作。

【教学资源建设】　１．完成６４个多媒体教
室设备更新。２．完善 ８４２Ｔ课程站群平台
的建设。实现课件文档自动转码、教学视频

在线点播。个性化模板定制，实现８４２课程
的统一展示和管理和移动客户端支持等功

能。３．８４２Ｔ课程网站的日常管理。在线推
出的课程共计 １３０门，发布各类教学资源
４０００余条。４．配合教务处推进课程平台
的建设。５．完成３个高清录播教室、２套非
编系统及１套音频处理系统的调研、设计和
建设。６．国家教学奖申报“创业人生”课程
视频重新合成编辑；完成外国语学院、教务

处３０课时的摄像和编辑工作。
【网络与信息安全责任管理】　１．落实网络
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定期对网站、应用系

统、数据库等信息系统进行安全巡检。

２．贯彻江苏省教育厅和镇江市公安局的文
件精神，开展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的工

作，做好信息系统的定级备案、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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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定期对责任人工作进行检查。对存在安
全隐患或已发生安全事件的信息系统及时

发放整改意见并监督其整改情况。

【日常用户服务】　１．重要系统的常态化保
障工作。随着学校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信息系统逐年增加，中心对基础保障工作提

出了不间断服务的更高要求；运行监控关

键系统包括邮件、ＤＮＳ、ＤＨＣＰ、ＩＤＳ、信息门
户、共享数据中心、统一身份认证、一卡通系

统、江大主页等公共服务系统。２．学校主
页、信息公告网、各部门二级网站的技术维

护。全校二级网站的数量已经达到１３９个。
３．配合学校加强教学秩序管理，梳理主要
教学楼和学生宿舍的无线楼内分布和手机

信号分布情况。４．完成了共享数据中心人
员数据有效性的清洗工作。５．全校各部门
业务系统协调及保障，如校办的办公系统、

财务处的财务系统、教务处的教务系统、后

勤集团的采供系统、研究生处的研究生管理

系统、后勤处的门禁系统、节能减排系统等

３０多个信息系统。６．完成３７０个多媒体教
室３１．２万学时、２个报告厅３０６学时的多媒
体教学保障任务；受理１１５９学时的多媒体
教室借用工作。７．利用自动教学录播系
统，为１２个学院录制了１６门视频课程，共
计６１５学时。８．完成校园网络运行维护，
校园网用户及一卡通的日常管理工作；管

理及维护全校１０００多台网络设备，近４万
个信息点，办理相关业务５万多人次；保障
新生一卡通数据集成和发卡工作。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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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理新增网络接入申请６５０点。１０．规范信
息化条线工作。加强信息化立项管理，落实

软硬件建设可行性、认证、审核、开发、维护

和信息化专项管理机制。１１．完成老图书
馆六楼办公室装修工作。协调装修方案的

前期认证，对临时过渡办公室的环境和设施

进行整理，完成临时搬迁工作。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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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５２８ ３４３ ３８８７１
土木结构实验室，流体科研楼，先进

制造与现代技术工程研究院，汽车

与交通学院

２ 光纤距离（ＫＭ） １１８．５ ４０ １５８．５ 校园安防一期

３ 主干路由交换机 ６ ０ ６

４ 节点交换机

２２ １ ２３ 校园网，中山校区

０ １ １ 安防一期

８ ０ ８ 节能减排

１ ０ １ 一卡通

５ 接入交换机

８９０ １ ８９１ 校园网，中山校区

９６ ０ ９６ 节能减排

０ ２１ ２１ 安防一期

１２ １ １３ 一卡通，Ｃ－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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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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接入交换机 ２２２ ３０ ２５２ 学院自购，土木，流体科研

６ 边界路由器 ４ ０ ４

７ 防火墙 ６ ０ ６

８ 联网校区 ３ １ ４ 中山校区

９ 联网教学、办公、

实验楼
８０ ２ ８２ 流体办公和科研楼，土木结构实

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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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 １４ ５４ ＩＢＭ刀片服务器１４片

１３ 托管服务器 ５８ －１５ ４３ 服务器虚拟化，台数减少

１４ 自有应用系统 ６３ １０ ７３

十佳教师评选，会议签到系统，纪委

考评系统，移动门户平台，ＳＡＫＡＩ在
线教学，８４２Ｔ课程平台，视频录播
系统，ＷＬＡＮ认证系统，虚拟机数据
备份系统

原有数量

重新确认

１５ 托管应用系统 ４３ １２ ５５

海外教育学院教务管理，人事系统，

房地产管理系统，研究生管理系统，

审计系统，档案管理系统，科研管理

系统，奥兰学工管理，奥兰学生管

理，爱课程教学平台，招办预录取，

虚拟仿真实验系统

原有数据

重新确认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公共多媒体教室统计表

楼宇名称
原有多媒体教

室数量（个）

座位数

（座）

现有多媒体教

室数量（个）

座位数

（座）

更新多媒体

设备教室数
备注

校本部

三山楼 １０８ １０９４９ １０８ １０９４９

三江楼 ５９ ６６６８ ５９ ６６６８ ３ 高清录播教室

主楼 ６ ５８０ ６ ５８０

主Ａ楼 ２５ ２６８２ ２５ ２６８２

机械楼 ４ ３６０ ４ ３６０

药学楼 ６ ７９３ ６ ７９３ ５

医技楼 ９ ６４２ ９ ６４２ ９

医学楼 ９ ９６８ ９ ９６８ ７

研究生楼 ３０ ５０９２ ３０ ５０９２ ２２

计算机楼 １０ ８６９ １０ ８６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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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楼宇名称
原有多媒体教

室数量（个）

座位数

（座）

现有多媒体教

室数量（个）

座位数

（座）

更新多媒体

设备教室数
备注

校本部

化学化工楼 ４ ３９１ ４ ３９１ ４

电气学院楼 ４ ４５０ ４ ４５０ ４

京江学院 ７９ ８９６７ ７９ ８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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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溪校区

理化楼 ５ ７００ ５ ７００

艺术楼 ５ ７００ ５ ７００

梦溪楼 １ ５０ １ ５０

图书馆楼 １ ５０ 设备拆移本部

总计 ３７３ ４１７９１ ３７２ ４１７４１ ６４

（撰稿人：舒洪红　核稿人：许晓东）

江苏大学２０１４年信息化建设情况

编号

网络信息点数（个）

计
其中：

无线接入

上网课程

数（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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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总计 １ ４０５６７ １７０５ ６８ ３８６８ １３９３．８ ２１０３７ ７１５０ ５０ ３２

（撰稿人：沈　芳）

�³(/

综述

【概况】　附属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学校设中学部和小学部，双轨制１８个
班级，在校学生数７１９人。学校占地面积约
５２１０平方米，建筑面积约３７３５平方米，有
中学楼和小学楼２幢，有２个运动场地，配
备有小学自然、中学物理、化学和生物４个
实验室，图书室、阅览室齐备，各个班级配备

了多媒体教学设备，基本满足学校日常教学

的需求。现有教职工 ５６人；专职教师 ５５
人；小学部３１人，京口区骨干教师６名；中
学部２５人，镇江市中青年骨干教师 ５名。
在江苏大学统一领导下，附属学校班子成员

于２０１４年６月底做出了一些调整：原校长
连利升任副调研员，原直属党支部书记卢金

星兼任校长，副校长陶筱青、皮庆元、夏文

祥。附校领导班子成员精诚团结、恪尽职

守，为附属学校的发展努力工作，２０１４年附
属学校中考再创佳绩，４０人达镇中、一中统
招分数线，占学生数的５８％；８门学科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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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属第一，总均分市属第一。

【教学与教科研】　附校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开展“高效课堂建设年”活动，以“高效

课堂探索”为主题，并以“镇江好课堂”为契

机，面向全体教师组织了教学案例设计比

赛，课堂教学比赛。其中，９人晋级共同体
学校比赛，４人晋级京口区和市属学校比
赛，１人晋级大市比赛。１人参加省中小学
教学研究室“教学新时空———名师课堂的录

制，１人获全国优质地理数字课程资源评比
特等奖，１人获市信息化能手竞赛二等奖，１
人获市青年教师基本功竞赛二等奖，１人获
市班主任竞赛二等奖，１人获市语文优质课
二等奖。１人获市数学学科说课比赛三等
奖。在市微课制作比赛中，一、二等奖各 １
人，三等奖４人。毕业年级的教学工作是教
学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学部围绕“中考继续

创辉煌”做好文章，教务处制定并试行了

《九年级阶段性调研测试方案》，每次调研

测试教师们认真命题、密封阅卷、统一结分，

考后及时对平均分、及格率、增长率进行试

卷分析，并对下一阶段提出具体量化目标。

教务处对九年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

结果分别召开师生座谈会，征求意见，开展

培优补困工作。２０１４年中考再创佳绩。小
学部２０１４届毕业班六上在京口区调研检测
和六下在共同体学校联考中均取得总均分

第一名。开展学科活动，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社团活动：中学部开发２个校本课程，
创建７个社团；小学部创建２２个社团，全
校师生１００％参与到社团活动中。传统活
动：语文组继续开展“三江韵”读书节活动，

推进“海量阅读”，成功举办第五届“三江

韵”读书节暨“吟诵经典———唐诗专场”经

典诵读比赛。英语组组织全校一至八年级

学生参加第七届“关爱杯”英语演讲比赛，

评出一、二、三等奖４８名；按年级组织英语
单词和学生课外英语的比赛活动。综合实

践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市博物馆、走进江大

食品学院、走进３Ｄ打印实验室、考察校园、
走进自然等活动。各类学科竞赛成绩喜人，

中学部：２０１３年省“时代杯”数学应用与创
新邀请赛中，省一、二、三等奖分别为４、２、６
人；２０１４“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中，市特
等奖４人，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各 ７、９、
２２、４人。２０１４年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ＮＥＰＣＳ）中，全国一、二、三等奖各 ２、７、１
人；２０１３年江苏省作文大赛中，省三等奖１
人，市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各 ２、４、６、８
人；２０１４年“万科杯”汉字听写大赛初中组
团体三等奖；２０１４年金钥匙科技竞赛省二、
三等奖各１、３人；２０１４信息学奥林匹克联
赛全国一等奖 １人，省二等奖 １人。小学
部：第八届ＡＢＣ全国青少年英语口语大赛
全国口语银奖１人，省金奖、银奖、省铜奖各
３、１、１人；２０１４年全国小学生英语竞赛
（ＮＥＣＰＳ）全国一、二、三等奖各 ２、２、４人；
第六届“小数报杯”评选省一、二、三等奖各

７、４、１４人，数学组获优秀团体奖；２０１４年
省科技“金钥匙”比赛省特等奖、一、二等奖

各１人，市一等奖１人；市中小学生“万科
杯”汉字听写赛市团体二等奖；２０１４年度中
央电视台“希望之星”英语风采赛市特等奖

４人，市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各５、４、９、６
人；２０１４年市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市男子甲
组和乙组各第三名；２０１４省少儿门球比赛
获团体第１３名；２０１４年市青少年机器人竞
赛小学组获市三等奖４人；省第二十五届
青少年科技创新赛（镇江赛区）科学论文市

一、二、三等奖和鼓励奖各２、４、４、６人；市
少儿书法大赛市二、三等奖各２、７人；京口
区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女子２００２年龄组垒球
第二名、男子跳远第二名、男子１００米第五
名、女子４００米第六名、女子８００米第五名、
男子垒球第六名、男子４００米第七名、男子
１５００米第八名、男子垒球第七名、女子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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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名；２０１４年京口区小学生绘画、制作比
赛获一、二等奖各 １、４人；２０１４年镇江市
“公路杯”中小学生作文赛市一等奖１人。
【德育工作】　重视心理健康教育。附校从
学生成长特点和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入手，

以“团体心理辅导”为主要途径，着力探讨

学生发展特点、心理素质与健康等方面内

容，为学生心理健康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与

指导。王伟微参加镇江市“心育”好课堂大

赛，获市属学校一等奖，镇江市二等奖。

２０１４年３月，市属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组观摩七（２）班团体心理辅导课，《京江晚
报》报道了本次活动。与镇江市妇联、翔平

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中心共同举办“家长教

子”公益活动２０期，活动中渗入团体心理辅
导，成效显著。德育处根据多年来进行的团

辅训练活动，完成了《学校团体心理辅导与

训练》校本教材、案例的整理和汇编。此外，

附校进行了个体沙盘与团体沙盘的探索、运

用，重内涵与实效，不断提升班级特色活动

的规格与品质。班级活动系列化，坚持主

题，定期开展，使一大批学生得到锻炼和发

展；班级活动社区化：充分利用江苏大学的

优势，走进实验室，做粽子、蛋糕、饼干；走

进物理、农工实验室、人体博物馆、图书馆、

工厂参观，参加慧鱼创新工作室动手创作等

活动，培养学生在实践中的学习能力。班级

活动资源化：充分调动家长，利用家长志愿

者开展有效、有意义的活动，如“百善孝为

先”讲座，参观镇江市醋博物馆，进行班级音

响、绿化、空气净化的投入。学校传统与特

色教育活动追求高质高效：清明节，与江大

关工委共同组织老领导、大学校领导、中层

干部、大学生代表及中小学师生再次在王龙

墓前缅怀革命先烈，感恩今天来之不易的生

活。全国五好小公民“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
梦”系列活动有突破，在京口区演讲比赛中

１名获区级一等奖，首次进入市级演讲并获

二等奖；１名一年级同学在征文比赛中获全
国一等奖。附校与江苏大学关工委、职工医

院成功举办“５·１２”护士节纪念日。“六
一”儿童节，同学们在“舌尖中的附校”“友

谊商城”“有爱的游戏”中愉快度过。“感

恩、成长、攀登”中、小学毕业典礼真情实感，

所有参与成员记忆深刻而感动。“我们十岁

啦”成长仪式是家校合作活动的亮点，镇江

电视台新闻频道做了深度报道。附校学生

在镇江市“第３０个教师节庆祝大会”“同城
文明书法大赛颁奖典礼”“江大校团委‘五

四’表彰大会”“江苏大学迎新晚会”等活动

中得到锻炼，学生的自信和学校的美誉度均

得到提升。江大关工委“四点钟学校”切实

为大学青年教职工排忧解难，家长不再担心

孩子无人接问题。习惯养成教育坚持不懈，

思考、拟稿“附校习惯养成特色”分层项目，

并在学生、老师、家长层面进行调研，希望来

年得到实施。六（１）、二（１）班中队分别被
评为京口区“先进集体”“特色中队”，在镇

江市红领巾读书征文中获得“集体组织

奖”。２人获“江苏好少年”荣誉称号。１、５、
１２人分别被评为京口区“优秀学生干部”
“三好生”“特长生”。在“全国五好小公民

读书征文”活动中获“市先进集体”，获全国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为２、２、５人次，
１人获市二等奖；获区一、二、三等奖分别为
２、１、２人次。
【党的建设与教师队伍建设】　第一，加强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支部工作紧紧

围绕学校教育教学这一中心开展，以宣讲江

苏大学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为主线，充分发挥

了党支部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通

过加强支部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支部向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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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增强“四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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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即党员意识，先锋意识，宗旨意识，责任

意识。学校党支部一方面不断加强理论学

习，加强对党员的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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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能

力：（１）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能力；
（２）凝聚人心和思想工作的能力；（３）不
断改进工作方法、提升工作艺术性；（４）提
高合作共事的能力。卢玉华同志于 ６月 ４
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重视教职

工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严格按照学

校工作安排间周各安排一次教职工政治学

习和业务学习。政治学习按照江苏大学党

委宣传部的要求结合附校工作实际，宣讲十

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教师

师德修养的学习。２０１４年下半年，按照镇
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小学在职教师有

偿家教和收受礼品礼金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的通知》精神，全体教师签订附校教师拒绝

有偿家教和收受礼品礼金承诺书。创新业

务学习的形式，通过专题学习教育教学理

论、教师论坛等形式，让教师介绍自己教育

教学的成功的经验和做法，相互取长补短，

不断提高育人水平。第三，为教师专业发展

搭建平台。２０１４年下半年起，镇江市教育
局开展镇江好课堂活动，市、区教育行政部

门组织的教研活动空前活跃，学校精心组

织，教师踊跃参与。中小学先后有１２名教
师参加市属（京口区）教师好课堂选拔赛，

王伟微老师脱颖而出，代表市属学校参加镇

江市“心理健康教育”和“初中数学”赛课，

为青年教师的成长营造了一个积极向上的

标杆。经过多方努力和多次磋商，成功地将

附属学校教师纳入江苏省中小学教师信息

管理系统中，并将教师培训纳入江苏省教师

网培系统，为今后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做好必

不可少的准备。充分利用依托江苏大学的

优势，下半年与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签署

合作协议，成为江苏大学硕士研究生培训基

地，既为附校教师培训提供了一个其他学校

无法比拟的优越的条件，也为优秀教师的专

业化成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群团建设】　以党建带团建，促进团组织
工作的优化。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大胆探索

新时期学校党建带团建工作的新思路，为有

志的优秀青年团员提供锻炼自我、展示自我

的平台。充分发挥分工会的积极性，营造良

好的校园文化。指导分工会开展各项工作。

充分发挥工会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作用。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娱乐

健身活动，丰富教职工业余生活。关心教职

工的思想、工作和生活，适时适地为教职员

工排忧解难。２０１４年秋季教职工运动会
上，以附校教师为主的广场舞团队又一次荣

获江苏大学一等奖的好成绩；教职工运动

会团体总分第三名；教职工羽毛球、乒乓球

比赛第四名，并积极组织教职工参加江苏大

学排球比赛及春季长跑健身活动。附校李

琦、孔祥燕、姜茂盛、章冬翠、夏文祥５名同
志荣获江苏大学群众体育工作先进个人；９
月份附校申报镇江市“三八”红旗集体。落

实关工委工作常态化建设，发挥老同志作

用。按照省有关基层学校关工委工作常态

化的要求，充分发挥老同志在学校建设中的

作用，有条不紊地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附

校关工委继续办好“四点钟学校”，规范“四

点钟学校”规章制度，受到家长的一致好评。

附校“四点钟学校”被江苏大学关工委命名

为江苏大学关工委直属工作小组。

（撰稿人：连　利　核稿人：卢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