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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校园面积分布及土地资产明细表
截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３０日

行次资产
分类

资产
名称

数量／面积
（平方米） 折合亩 原值

（元）
取得
日期

持证
人

发证
日期 权属证号 坐落位置

１ ０２０１０１
平原

教育
用地９１８ １２５ ７０ １ ３７７ １８ ２３ ３７８ １１９ ４８ ２０００

０２ １３
江苏
大学

２０００
１２ １３

镇国用（京２０００）
字第０２１０１７６号丹徒路３０１号

２ ０２０１０１
平原

住宅
用地１４ ６０３ ３０ ２１ ９０ １ ００ ２００１

０７ １３
江苏
大学

２００１
０７ １３

镇国用（京２００１）
字第０２１００８７号

镇澄路
王龙桥旁

３ ０２０１０１
平原

教育
用地７６９ ４４６ ００ １ １５４ １６ １８４ ２０９ １７１ ００ ２００４

０６ １６
江苏
大学

２００４
０６ １６

镇国用（京２００４）
字第１１４７９１７号

镇江市学
府路北侧

４ ０２０１０１
平原

教育
用地１７ ２１０ ５０ ２５ ８２ ５ ８２０ ８５３ ００ ２００６

０６ ２１
江苏
大学

２００６
０６ ２１

镇国用（京２００６）
第１１５９１８７号 镇江市学府路

５ ０２０１０１
平原

住宅
用地 ８２７ ００ １ ２４ １ ００ １９９７

０５ １６
江苏
大学

１９９７
０５ １６

镇国用（京９７）
字第０１５号 京口区医政路

６ ０２０１０１
平原

教育
用地６４ ９８９ ３０ ９７ ４８ １ 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６ １３
江苏
大学

２０００
０６ １３

镇国用（京２０００）
字第１００６９号 镇焦路２号

７ ０２０１０１
平原

教育
用地 ２ １５０ ９０ ３ ２３ １ 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６ ２９
江苏
大学

２０００
０６ ２９

镇国用（京２０００）
字第１００８４号 东吴路２０号

８ ０２０１０１
平原

教育
用地４４ ３７８ ２０ ６６ ５７ ５２２ ３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７ １５
江苏
大学

２０００
０７ １５

镇国用（京２０００）
字第１００８７号

梦溪园巷
３０号

９ ０２０１０１
平原

教育
用地３２ ８０６ ５０ ４９ ２１ １ ００ ２００４

０７ ２８
江苏
大学

２００４
０７ ２８

镇国用（京２００４）
字第１１４８７９５号

中山西路
６３号

１０ ０２０１０１
平原

科教
用地 ６ ６６６ ７０ １０ ００ １ ００ ２０１１

０９ ０９
江苏
大学

２０１１
１２ ０６

镇国用（京２０１１）
第１２４３２号 解放路３０７号

１１ ０２０１０１
平原

科教
用地 ３ ８９７ ８０ ５ ８５ １ ００ ２０１２

１２ ０５
江苏
大学

２０１２
１２ ０５

镇国用（京２０１２）
第１５０７８号

江苏大学静
湖西北侧

１２ ０２０１０１
平原

科教
用地 ４ １７２ ７０ ６ ２６ １ ００ ２０１２

１２ ０５
江苏
大学

２０１２
１２ ０５

镇国用（京２０１２）
第１５０７９号

江苏大学静
湖西北侧

合计 １ ８７９ ２７４ ６０ ２ ８１８ ９０ ２１３ ９３０ ４５１ ４８

（撰稿人：周　 莹　 核稿人：黄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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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校舍情况

编
　
号

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积（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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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８３ ２８３

一、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 ２ ６２１ ３８１

　 　 教室 ３ ２２２ ４９０

　 　 图书馆 ４ ５０ ９６６

　 　 实验室、实习场所 ５ ２８０ ６４９

　 　 专用科研用房 ６ ３２ ３５３

　 　 体育馆 ７ ２６ ７１１

　 　 会堂 ８ ８ ２１２

二、行政办公用房 ９ ３９ １６１

三、生活用房 １０ ５３６ １１７

　 　 学生宿舍（公寓） １１ ４３１ ８６１

　 　 学生食堂 １２ ３８ ４４４

　 　 教工宿舍（公寓） １３ ３４ ２５６

　 　 教工食堂 １４ １ ４４０

　 　 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 １５ ３０ １１６

四、教工住宅 １６ ２７ ２８６   

五、其他用房 １７ ５９ ３３８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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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在
校党委和行政的正确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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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校科研、教
学提供合格实验动物，以及开展教学和动
物实验等，确保各项工作得到有效推进和
落实，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目前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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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中心等５个科室、中心；现有人员２７
人，其中处长１名、副处长２名、副调研
员２名（其中１人兼科长）、科长５名、副
科长１名。
【实验室管理工作】 １ 实验室建设。完成
“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实验
室数据的填报工作，组织相关学院在国有
资产管理系统中按本科教学实验室、科研
实验室、行政等进行分类，调整设备相关
数据；配合学校４个专业的认证工作；在
材料学院召开“科研实验室中心化建设研
讨会”，推进全校科研实验室中心化建设。
２ 仪器设备资产管理。注重落实学校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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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按合同、发票审核
各类设备信息。２０１６年，调拨仪器设备
１９２台／件，处理报废申请５ ５２４台／件，折
合人民币４ ５１３万元。目前，全校在账仪
器设备共计８０ ０７１台／件，资产总额达９ ８
亿元。参加学校２０１６年国有资产清查工
作。按时完成省教育厅关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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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抓好大型
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的建设，整理大型仪器
设备的相关数据，及时做好校网、市网、
省网登记查询工作；积极配合做好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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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台；
落实大型科研仪器开放服务信息公示制度。
根据省教育厅的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实验室数据
统计工作的要求，对全校符合考核条件的
４０万元以大型仪器设备共２３６台进行了效
益评价，总平均分７６ ５，优秀为１７ ７％，
良好６０ ０％，合格９ ７％，大型仪器设备
利用率比往年有所提高。４ 实验室队伍建
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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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安排
实验人员参加各类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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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学院实验室相关人员近１７人参加省实验
室年会及实验室管理经验交流会。５ 实验
室安全工作。落实省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
全专项整治和开展高等学校科研实验室安
全检查的通知精神，按照“全覆盖、零容
忍”的总体要求，以实验室安全检查各项
细则内容为标准，对全校各实验室开展危
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和实验室安全
隐患查找，共查找１４６个安全隐患，与相
关部门配合，逐步消除安全隐患。印制

《江苏大学实验室安全手册》２ ０００册，发
放到各实验室；制作实验室安全知识展板
到各相关学院巡展，提高广大师生的安全
意识；投入经费近６０万元，用于购置各类
安全柜、钢瓶固定架、小推车、喷淋装置、
急救箱等实验室安全设施，并负责安装到
位。顺利通过省教育厅实验室安全专家组
的检查，得到了好评；加强实验室安全管
理员培训，组织近１６人参加江苏省及全国
高校实验室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关证书。
积极协助“危化品中心”做好危险化学品
的合同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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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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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全年全校实验室安全无事故。６ 实验
室管理绩效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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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成绩良好以上。
【设备采购工作】 １ 制定部门实施细则，
规范相关表格表式。制定《江苏大学实验
室与设备管理处自行招标采购管理工作实
施细则（试行）》。在新的制度下，进一步
加强公告发布、报名、资格审查、开标谈
判、结果公示等程序的规范，以及采购公
告、招标文件、评审记录等招标采购过程
中的相关表格表式的规范，在公开、公平、
公正地进行采购工作的同时，努力提高工
作效率，同时规范了采购招标材料归档要
求。２ 组织全科业务培训，提高人员的业
务水平。组织全科人员集中培训学习《江
苏大学采购管理办法（试行）》《江苏大学
网上商城采购实施办法（试行）》《关于进
一步规范进口设备产品采购工作的通知》
《江苏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自行招标采
购管理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等，进一
步明确归口部门职责，熟悉采购类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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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方式、采购审批流程等，并进行了交流。
加强制度学习，提高业务能力。３ 加强工
作的计划性。强化年度工作安排的计划性，
力争做到实现周周有计划、月月有计划、
年度有计划。坚持每周采购工作例会，采
购方式的确定、招标文件的审核、资格审
查及招标投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都提
交例会讨论，确定形式，明确解决方式，
更加客观、公正、透明。４ 合同管理系统
维护。用好合同管理系统，实现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付款管理信息化，为项目执行、
合同签订、付款进度提供了更方便、更快
捷、更科学的统计查询手段。５ 进口设备
审批。严格按《进口设备管理办法》及按
《省财政厅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
的规定，对目录内及限额标准内的进口设
备，规范网上申报审批手续。全年申报进
口设备审批７项。６ 网上商城采购。严格
执行网上商城采购实施办法，探索完善并
形成网上商城采购设备的维护、维修及管
理方案，探索网上商城采购的计划性。共
下单３８９笔，采购商品２ ０００余件，下单金
额３２７ ３１万元。７ 招标采购、签订合同。
本学期以来，大力推进优势学科、中央专项
等专项经费项目及各学院委托采购项目的实
施。共发布部门招标采购公告１５１份，部门
招标采购结果公示１１１份。全年组织自主招
标资格审查７６次，全科人员参与学校招标
项目资格审查１８９次。实施的１００万元以上
项目主要有：汽车学院的新能源汽车动力与
传动试验台架１套、材料学院的热场发射扫
描电镜４０ ４３万美元、后勤集团的新能源汽
车１０辆３４２万元等十三项。本年来共签订
合同３６６份，合同总金额１０ ８５７ ５１４ ６９万
元。其中，优势学科项目执行２ ９０５ ８２５ ９
万元，占执行总额的２６ ５％；中央专项项目
执行２ ４０５ ６６７ １万元，占执行总额的
２１ ９４％；实验室建设（含６个学院的专业

认证）执行１ ７９２ ６５万元，占执行总额的
１６ ３５％；学院委托项目的量近年上升趋势
明显，全年执行学院委托项目２ ０２９ ６３万
元，已经达到全年执行总额的１８ ５１％。
【设备管理工作】 １ 规范进行账务处理工
作，全年付款金额达５ ４００万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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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计退税金额约５００万元。３ 全
年采购进口设备１１０台套，合计金额约５６０
万美元，签订合同８６个；及时接受新购入
设备３００余次，１ ０００多台套，并且协助学
院老师进行初步的验收和设备的安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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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万余件。
５ 努力做好进口设备的机电证申请、免
税、商检等工作。做好镇江商检局对学校
部分进口机电产品抽检准备工作，抽检合
格率１００％。
【综合管理工作】 １ 做好仪器设备维护保
养工作，并努力为学校节约维修经费。提
高设备使用效率，延长设备正常运作周期，
把常见的故障发生率降到最低。对学校各
单位申报的故障设备及时安排人员进行检
查维修，并充分利用校内强有力的技术力
量和校外供应厂家的技术优势，确保设备
在“良好、稳定、安全、有效”的状态下
运行，强化使用单位设备维修责任意识。
全年维修、维护仪器设备共计５ １００余台
（件），使用维修经费５００万余元，为教学、
科研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设备保障
和技术支持。２ 巩固前期成果，加强合同
档案规范管理。巩固和完善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学校对仪器设备采购的项目操作相关流
程和制度的规范性，以及合同档案规范管
理。从中央专项、优势学科检查审计到校
纪委、国资处、审计处等部门对我处自主
招标项目的检查来看，合同资料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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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常管理等方面较往年均有很大程度的
提升。自本年度起，对照合同交接清单进
行资料的核对接收，确保接收资料的完整
性。对合同管理系统中登记的合同及时审
核。接收的合同材料进行及时扫描和上
传，实现合同资料的电子化存档和查阅，
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配合校内相关部门
对所需项目资料进行调阅。与校档案馆做
好２０１４年度／ ２０１５年度合同资料交接工
作，将２０１６年合同资料进行核对、整理、
归档。
【实验动物中心工作】 １ 实验动物中心本
着为教学和科研第一线服务的宗旨，较好
地完成了各项工作。２ 根据中心运行时的
实际运行情况，对相关的制度和规程进行
修改和强化，保障中心运行更加有序、规

范。３ 为全校教学科研提供合格实验动
物，全年兔用量３ ５００余只，大、小鼠３万
只以上，蟾蜍１ ５００余只，豚鼠２００余只。
４ 全年为开展动物实验技术人员提供实验
技术培训服务９６人次。全年接纳动物实验
项目１０６项，服务单位１４家，动物实验服
务能力稳步提升，获得了学校及周边地区
兄弟单位的高度认可。５ 顺利通过江苏省
实验动物质量抽检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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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进行中心
内部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完成生物安全设
施和设备的配备和改造。顺利通过江苏省
实验动物生物安全监督检查工作。

（撰稿人：石　 峰　 核稿人：石宏伟）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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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８９１ ９５ ６５９ ９３５ ３１

１０１ 党委办公室 １１ ４７ ４０９ ０３

１０２ 纪委监察处（纪委办公室） ２ ４ ９９８ ００

１０３ 组织部（党校） １０ ３８ ４４１ ７０

１０４ 宣传部（新闻中心） ４ ４３ ２７０ ００

１０５ 统战部

１０６
退休教职工管理处（老干
部工作部） １０ ６２ ０３０ ７８

１０８ 研究生处 ５ ４２ ６００ ００

１１０ 工会 ２ ６ ５６０ ００

１１１ 团委 ３ １５ １９８ ００

１１３ 关工委
１１８ 校办实体
２０１ 校长办公室 １７ ４６４ ８２０ ９１

２０２ 发展与对外合作办公室 １ １ ９８０ ００

２０３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
台事务办公室） ２ ８ ７９８ ００

２０５ 人事处（人才交流中心） ８ ２２ ８２４ ８３

２０６ 教务处（招生办公室） ５９ ５０６ ５９８ ９６

２０７ 科学技术与产业处 ６５ ７５６ ７７６ １１

２０９ 学生工作处 １７ ８３ ７５３ ００

２１０ 财务处 ２７ ６７９ ２４８ ２５

２１１ 审计处

２１２ 保卫处（人民武装部） ４ ２５ ０７１ ３７

２１４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４２ ３５０ ２６６ ４０

２１５ 后勤管理处 ９ ９４ ２９３ ００

２１６ 医学部 ３ ９ ４９７ ００

２１７ 国有资产管理处 １３ １１０ ３８７ ９１

２１８ 社会科学处
２１９ 采购与招标办公室

３０１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２２３ ５ １６１ ７０３ ６０

３０２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生
物机电工程研究院） １６８ ６ １５５ ９３３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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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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３ 科学研究院 １２ １５４ ２９２ ００

３０４ 生命科学研究院 １０３ ３ ２１８ ３６７ ９６

３０５ 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３ １０１ ５６３ ００

３０６ 分析测试中心 １３ １２０ 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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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 ５０５ １９１ ４０

３１９ 农业装备学部
４０１ 机械工程学院 １８９ ４ ３６１ １８５ ９６

４０２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２２５ ９ ６０７ １６２ ９５

４０３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１８６ ３ ３１４ ６０１ ５０

４０４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３２２ １１ ５２３ ６０３ ９１

４０５ 电气工程学院 ８６２ ７ ７９０ ７６１ ７８

４０６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 ４５６ ３ ５３８ ７４５ ２４

４０７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３２７ ５ ５４１ ６４７ ３１

４０８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４９７ ７ ０３６ ６２７ ９８

４０９ 化学化工学院 １７７ ４ ７７５ １９７ ９７

４１０ 临床医学院（暂不用）

４１１ 医学院 ２０３ ２ ６３３ ０４２ ６０

４１２ 药学院 ９８ １ ０３１ ２２０ ９２

４１３ 理学院 ３１２ １ ６３３ ６６４ ３２

４１６ 外国语学院 ３５ １７１ ４５９ ４１

４１７ 艺术学院 ７１ ８５２ ５０８ ０１

４１８ 管理学院 ４５ ８８７ ７３３ ９５

４１９ 财经学院 １９ ９１８ ７０３ ８０

４２０ 教师教育学院 ４７ ２５８ ５６４ ８４

４２１ 京江学院
４２２ 继续教育学院 ６ ２５ ７１６ ００

４２３ 海外教育学院 ９ ３８ ５０７ ５０

４２４ 体育部 ２２ ８８ ８８３ ５３

４２５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３１４ ３ ２３４ ０１７ ００

４２６ 马克思主义学院 ３ ２５ ４８６ ００

４２７ 法学院 １１ １７７ ６９７ ００

４３０ 文学院（语言文化中心） ５２ １８７ ５１７ ５１

５０１ 档案馆 １ ３ ３９９ ００

５０２ 图书馆 ３６ ６８９ ７４１ ９０

５０３ 出版社
５０４ 杂志社
５０５ 附属医院
５０６ 后勤集团 ３１１ ４ １７４ ５２７ ６７

５０７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８ 信息化中心 ８９ ２ ０３５ ５５９ ８６

５０９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１ ３４ ５００ ００

５１０ 附属学校 ６ １６ ２９９ ００

５１１ 职工医院

５１２
基础工程训练基地（机
电总厂） ３８ １７６ ６４０ ００

５１３
工程训练中心（工业
中心） ９ ５５ ２１６ ００

５１４
教育教学研究与评估
中心 ３ ７ ３４０ ０４

５１５
京江学院校区建设办
公室

５１８ 语言文化中心（不用）
６００ 其他 ６ １９ ６８０ ００

（撰稿人：石　 峰　 核稿人：石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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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收入情况】 ２０１６ 年收入共计为１７６
５１５ ０３万元，比去年净增１６ ９７６ ３６万元，
增长１０ ６４％。财政拨款本年度为
９７ ０５１ ３５万元，同比增加了１０ ６２８ ６３万
元，增长１２ ３０％，占总收入的５４ ９８％。
事业收入本年度为５２ ７７８ １２万元，同比增
加了７ ９４８ ５４万元，增长１７ ７３％，占总收
入的２９ ９０％。附属单位上缴收入１ ６８４ ９７
万元，主要为附属医院上缴款、京江学院
上缴教学工作管理费、江苏汇智知识产权

服务有限公司上缴资源占用费等。经营收
入１０ ８５１ ５９ 万元，其中饮服中心
１０ ４６４ ２７万元，其余为司法鉴定所和校内
交通车收入。其他收入１４ １４９ ０１万元，
其中：非本级财政拨款０ ６万元，银行存
款利息收入２００ ８２万元，租金收入４８７ ５５
万元，捐赠收入９０５ ００万元，图书折让收
入１２４ ２８万元，京江学院上交资源使用费
６ ２２６ ８９万元，宿迁学院上交管理费
１２８ ００万元，教育部政府奖学金３２５ ００万
元，校内部门其他服务收入２ ２２５ ７４万元
（板图租金、测试费、查新费、中标服务费、
会议费等），购国有设备退增值税４２ ５３万
元，后勤集团对外服务收入１ １８１ ００万元，
其他零星收入２ ３０１ ５８万元。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收入分析表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年实际数 ２０１５年实际数 所占比重（％） 比２０１５年增长（％）
财政拨款 ９７ ０５１ ３５ ８６ ４２２ ７２ ５４ ９８ １２ ３０

上级补助收入 ０ ００ １４０ ００ ０ ００ － １００ ００

事业收入 ５２ ７７８ １２ ４４ ８２９ ５８ ２９ ９０ １７ ７３

经营收入 １０ ８５１ ５９ １０ １５７ １５ ６ １５ ６ ８４

附属单位缴款 １ ６８４ ９７ １ ０１１ ９６ ０ ９５ ６６ ５１

其他收入 １４ １４９ ０１ １６ ９７７ ２５ ８ ０２ － １６ ６６

合计 １７６ ５１５ ０３ １５９ ５３８ ６７ １００ ００ １０ ６４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收入完成情况分析表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年预算数 ２０１６年实际数 ２０１６完成收入（％）
财政拨款 ６９ ３６２ ００ ９７ ０５１ ３５ １３９ ９２

上级补助收入 ０ ００ ０ ００

事业收入 ５０ ０６０ ００ ５２ ７７８ １２ １０５ ４３

经营收入 ０ ００ １０ ８５１ ５９

附属单位缴款 ０ ００ １ ６８４ ９７

其他收入 １０ ５００ ００ １４ １４９ ０１ １３４ ７５

合计 １２９ ９２２ ００ １７６ ５１５ ０３ １３５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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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情况】 ２０１６年支出总额为１６７ ０３２ ２８
万元，比上年增加１０ ２５５ ３３万元，增加
了６ ５４％。其中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合计
为１５６ ３１８ ８６万元，占总支出的９３ ５９％。
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明细如下：工资福利
支出本年为５１ ３４１ ４６ 万元，同比增加
３ ６１１ ９６万元，增长７ ５７％，占总支出的
３０ ７４％；商品和服务支出本年为
４３ ０２１ １２万元，同比增加６ ６８２ ３１万元，

增长１８ ３９％，占总支出的２５ ７６％；对个
人和家庭补助支出本年为３７ １８２ ８４万元，
同比增加４ ６６５ １７万元，增长１４ ３５％，
占总支出的２２ ２６％；债务利息支出
７８９ ４２万元，同比减少７９７ ８７万元，减
少５０ ２７％，占总支出的０ ４７％；其他资
本性支出为２３ ９８４ ０２万元，同比减少
４ ７３８ ８４万元，减少１６ ５０％，占总支出的
１４ ３６％。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事业支出分析表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年支出数 ２０１５年支出数 比２０１５年增长数（％）
工资与福利支出 ５１ ３４１ ４６ ４７ ７２９ ５０ ７ ５７

商品和服务支出 ４３ ０２１ １２ ３６ ３３８ ８１ １８ ３９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３７ １８２ ８４ ３２ ５１７ ６７ １４ ３５

基本建设支出 ０ １９５ ３７ － １００ ００

其他资本性支出 ２３ ９８４ ０２ ２８ ７２２ ８６ － １６ ５０

债务利息支出 ７８９ ４２ １ ５８７ ２９ － ５０ ２７

合计 １５６ ３１８ ８６ １４７ ０９１ ５０ ６ ２７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事业支出完成情况分析表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年部门预算数追加专项支出２０１６年实际数２０１６年完成支出（％）

基
本
支
出

工资福利支出 ４８ １０４ ２１ ７０３ ３０ ５１ ３４１ ４６ １０５ １９

商品和服务支出 ３３ ５６９ ７６ ３５ ８４７ ７３ １０６ ７９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３０ ４７８ ０３ ２７ ９２９ １９ ９１ ６４

其他资本性支出 ４６７ ９９

基本支出小计 １１２ １５２ ００ ７０３ ３０ １１５ ５８６ ３６ １０２ ４２

项
目
支
出

行政事业性项目支出 ６ ６５０ ００ ２４ ２９２ ４５ ２６ ８８３ ７１ ８６ ８８

基建项目支出 １１ １２０ ００ ２ ６９３ ６０ １３ ８４８ ７９ １００ ２５

项目支出小计 １７ ７７０ ００ ２６ ９８６ ０５ ４０ ７３２ ５０ ９１ ０１

合计 １２９ ９２２ ００ ２７ ６８９ ３５ １５６ ３１８ ８６ ９９ １８

【净资产构成情况】 ２０１６年年末，学校净
资产总额３９９ ４８３ ４０万元，比上年增加
２３ ７１２ ９１万元，增长６ ３１％，占总资产的
８７ ６９％。其中：事业基金为３ ０５２ １４万

元，比上年净减１１ ７６８ ８０万元，主要原
因是将部分事业基金转入非流动资产基金；
非流动资产基金３７６ ６０５ ８６万元，比上年
度增加３３ ０８５ ９２万元，增长９ ６３％，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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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的９４ ２７％；专用基金为７ ８２２ ５４
万元，比上年增加２４９ ６７ 万元，增长
３ ３０％，占净资产的１ ９６％；财政补助结
转１１ ８７６ ０５万元，比上年增加２ ２２５ ２８

万元，增长２３ ０６％，占总资产２ ６１％；
非财政补助结转为１２６ ８１万元。

（撰稿人：邓汉宾　 核稿人：卢桂成）

江苏大学固定资产情况
（２０１６年０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固定资产类别
期初 购置

数量／面积
（平方米） 原值（元） 数量／面积

（平方米） 原值（元）
合计 ５ ６３４ ５１５ ５７ ３ ０７３ ９８８ ２３６ ９４ １１５９６７ ９４ ５６６ ７３４ ３３

一、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２ ９２８ ３５０ ５７ ２ ００６ ４０１ ０２１ ７０ １ １２ ６００ ００

　 　 其中：房屋 １ ００７ ３９３ ２９ １ ６２６ ８６３ ６０７ ６６

二、通用设备 ６５ ８８５ ７６２ ４１８ ０９３ ５２ ４ ９４９ ７２ ６８５ ２４１ １９

　 　 其中：汽车 ５１ １９ ６４８ ８６４ １８ ２ ４０６ １２０ ７８

三、专用设备 ７ ５８１ １２５ １９３ ８４１ ３７ ６３２ １１ ２８５ ４００ ６５

四、文物和陈列品 ３１８ ４ ２１０ ６１９ ６１ ２６ ２１１ ８８２ ００

　 　 其中：（１）文物
（２）陈列品 ３１８ ４ ２１０ ６１９ ６１ ２６ ２１１ ８８２ ００

五、图书档案 ２ ３７７ ４９４ ８６ １１４ ７８１ ５２ １０１ ０１３ ６ ６８１ ２２２ １１

　 　 其中：图书资料 ２ ３７７ ４９４ ８６ １１４ ７８１ ５２ １０１ ０１３ ６ ６８１ ２２２ １１

六、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２５４ ８８７ ８９ ６４９ ８７９ ２２ ９ ３４６ ３ ６９０ ３８８ ３８

　 　 其中：家具用具 ２５４ ８５７ ８９ ４６８ ２６５ ２２ ９ ３４６ ３ ６９０ ３８８ ３８

固定资产类别
原值变动 处置 期末

增加（元） 减少数量／面积
（平方米） 原值（元） 数量／面积

（平方米） 原值（元）
合计 １２ ７５３ ３３４ ５４ ５９ ７０ １０ ０５８ ８５ ５ ７５０ ４２２ ８７ ３ １８１ ２９８ ２４６ ９６

一、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７ ８２０ ５４４ ２７ ５９ ７０ １０ ０５８ ８５ ２ ９２８ ２９１ ８７ ２ ０１４ ２２４ １０７ １２

其中：房屋 ７ ８２０ ５３６ ２７ ５９ ７０ １０ ０５８ ８５ １ ００７ ３３３ ５９ １ ６３４ ６７４ ０８５ ０８

二、通用设备 ４ ５６４ ７８６ ２７ ７０ ８３４ ８３９ ６６８ １２０ ９８

其中：汽车 ５３ ２０ ０５４ ９８４ ９６

三、专用设备 ３６８ ０００ ００ ８ ２１３ １３６ ８４７ ２４２ ０２

四、文物和陈列品 ３４４ ４ ４２２ ５０１ ６１

其中：（１）文物
（２）陈列品 ３４４ ４ ４２２ ５０１ ６１

五、图书档案 ２ ４７８ ５０７ ９２ ７９６ ００３ ６３

其中：图书资料 ２ ４７８ ５０７ ９２ ７９６ ００３ ６３

六、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４ ００ ２６４ ２３３ ９３ ３４０ ２７１ ６０

其中：家具用具 ４ ００ ２６４ ２０３ ９３ １５８ ６５７ ６０

（撰稿人：周　 莹　 核稿人：黄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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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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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计 其中：
当年新增 计

其中：教学用计算机

计 其中：平
板电脑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学校产权 １ １ ９０３ ３３３ １ ２５３ ４９１ １２６ ２４７ ２９９ ６８０ ４ ８ ５６７ ６ １６ ９３２ １１ ３７７ ４５

非学校产权 ２

１ 独立使用 ３

２ 共同使用 ４

编号

教室（间） 固定资产总值（万元）

计
其中：网
络多媒体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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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学校产权 １ ５２６ ４３０ ３１４ ３８３ ７６ ８３ ４１６ ２２ ７ ５２６ ８５ ２０ ５１８ ９６ ２ ５２４ ８９

非学校产权 ２  

１ 独立使用 ３  

２ 共同使用 ４  

（撰稿人：沈　 芳）

¬yW®

财务工作综述
　 　 ２０１６年，财务处紧紧围绕年度工作目
标，通过精心组织实施各项财务核算和管
理工作，在预算编制和执行、加强会计基
础工作、进一步完善制度、加强科研经费
和财政专项管理、提高财务信息化水平和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全面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为学校“双一
流”建设和转型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２０１６年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制度修订与完善】 修改出台了《江苏大
学关于规范服务及管理性收支的若干规定》
《江苏大学会议费管理办法》《江苏大学票
据管理办法》《江苏大学预算管理办法》
《江苏大学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江苏大学
收费管理办法》。根据国家相关科研经费管
理政策，提出了《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初
步修改意见。对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进
行了调研，形成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的
初步意见，并经校长办公会会议通过执行。
完成差旅费和会议费中有关住宿费标准的
修订。配合有关处室在制度建设中就经费
管理和会计处理问题提出建议。
【预算编制和执行】 ２０１６年预算编制，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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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总要求和
“统筹兼顾、保证重点、勤俭节约”的总
原则，在保证基本支出的基础上，支持学
校重点工作的实施，对部分政策进行了规
范。其主要包括：一是重点保障审核性评
估和专业认证工作，加大本科学生实习、
实践和教学评估等教学专项的投入；二是
加大对学生创新创业工作的投入；三是加
强学校安全建设，加大校园消防安全设施
和危化品废物处理方面的投入；四是进一
步明确校级专职科研机构的资助标准；五
是提高和改变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经费资助
额度和方式；六是进一步明确教职工福利
费的支出标准和方式。同时，统一预算申
报的口径，将经营收支纳入预算当中，与
决算口径统一，使预算编制更加全面。
【财政专项管理方面】 主要完成３项工
作：一是完成省优势学科专项资金的预算
申报及下达工作；完成江苏省品牌专业的
预算编制、申报及下达工作；完成中央财
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的预算申报及下
达工作，９月份完成该专项资金的预算调
整和预算的下拨工作。二是接待和配合省
审计厅审计调查组和省教育厅财务检查组，
对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协同创新中心和
品牌专业，以及对学校《会计法》执行情
况和部分财政专项的检查。三是对２０１４年
以前的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
金项目和省高校重点学科专项资金项目开
展了第二轮清查，对第一轮已经清查过的
项目进行再次复查。重点检查财政资金使
用效率、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和建设目
标完成情况等。
【科研经费管理方面】 主要完成５项工
作：一是对全校２０１５年度５１３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在研项目及３１７项２０１５年度之前
已结题项目的收入、支出和结存情况进行
整理分析。二是对２０１５年度１１６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结题项目的财务决算进行审核。
三是对２０１４年度和２０１５年度共４７项江苏
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经费使用
和收支情况进行检查，并形成检查报告。
四是配合科技处、审计处对２０１３年度、
２０１４年度立项的１５２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项目进展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
查，针对经费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初步的解决方案。五是完成２０１６年度１
０２２项的科研项目经费立项和预算输入工
作，以及１５０余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等
结题项目的经费决算审核工作。接待科技
部和省科技厅的项目审计８项。
【落实省委巡视和财务预决算审计整改工
作】 迎接并配合省委巡视组工作，落实问
题整改。牵头起草“关于财经纪律执行不
严格的问题”的整改方案，在全校范围内
组织开展“小金库”专项检查，积极落实
整改工作。根据省教育厅安排，学校接受
社会中介机构对２０１５年度财务预算执行及
决算进行审计。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对审计
发现问题进行整改的要求，对审计报告中
提出的问题分类汇总，逐条对照，研究落
实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进度，并将整改情
况书面报告省教育厅。
【财务信息化建设】 这主要包括：一是针
对高级财务查询平台可能存在的ＳＱＬ注入
漏洞进行升级，最大限度保障财务数据安
全。二是实现资金来源的初步控制，为将
来全面实行来源核算奠定基础，同时为实
现财政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三是完成无现金系统的全面升级，加强了
支付管理的控制，加强了高校财务内部控
制。四是实行财务专网和校园网分开运行，
更换了新的防火墙，同时对财务内网上运
行的计算机统一安装了网络版杀毒软件，
消除财务内外网并行带来的安全隐患。五
是进一步扩大缴费平台的使用，１１月份以



%&'()*+

２０１７
,

５６６　　

后所有缴费项目包括英语四六级考试费、
计算机等级考试，以及学费、住宿费等一
律通过平台缴纳。
【国有资产清查】 根据学校要求，汇同国
资处积极开展国有资产清查工作。财务处
主要负责账务清理和流动资产、对外投资、
在建工程等资产的清查。在全校范围内发
放了《关于核对清理往来款的通知》，要
求借款人及时办理核销手续。在会计师事
务所指导下，填制、完善了对外投资、在
建工程等财产清查报表。组织对存货进行
盘点，编制了存货盘点表，做到账账一致。
对开封中州的投资（资产公司已核销对外
投资，但学校未核销相应对资产公司的投
资，形成了学校对资产公司投资的账面差
异）、印刷厂注销的相关材料和后勤集团部
分无法收回的应收款等，在全面清查的基
础上，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到工商管理部
门调取了相关机读档案材料。对部分无法
收回的长期投资、其他应收款搜集了详细
的佐证材料，按程序上报省财政厅进行
核销。
【会计稽核工作】 ２０１６年，重点对劳务费
和专家咨询费等劳务性质的费用发放及会
计核算工作进行稽核，并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整改建议。依据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江苏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有关财务规
章制度，从各科室抽调了相关人员，组成
稽核小组。通过稽核，全面梳理了劳务酬
金的发放种类、发放的标准及劳务酬金管
理、账务处理、发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探讨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规范劳务酬金的
管理，为劳务酬金发放管理提供了直接的
基础数据。
【会计基础工作方面】 根据２０１６年政府收
支分类科目对支出类科目进行调整，将部
分科目进行合并，统一核算口径。强化档
案管理，要求相关科室将相关财务档案及

时整理、归档，并对档案室进行整理。及
时制订资金用款计划，确保按要求和进度
完成国库专项资金的申请和使用。完善会
计科各岗位职责，将人员分成小组，强化
责任落实。在报销高峰期采取收单和适当
延长对外服务时间等措施，尽可能减少办
事师生的排队时间。根据相关财务制度规
定和学校实际情况，通过会议纪要等形式
适时调整和规范会计核算流程，制定了
《餐费报销指南》等，为教职工报销提供
参考依据。积极宣传和推动公务卡集中办
理，完成第二轮“营改增”、企业“三证
合一”、金税三期个税申报转换和国产教学
研发设备的退税工作。
【机关作风建设】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教育学习和研讨活动，巩固“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活动成果；召开科长以上干部会
议，对财务处的廉政风险点开展排查，并
提出防控措施；按照财政部《关于全面推
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财会〔２０１５〕２４号），研究和推进学校内
部控制建设，成立学校内部控制建设与评
价工作领导小组，邀请省教育会计学会前
会长进行内控建设与基础性评价培训；调
整会计内部工作组织方式，采取先收单后
台加班报销，有效减少师生报销的排队时
间，受到师生好评。

（撰稿人：邓汉宾　 核稿人：卢桂成）

审计工作综述
【概述】 ２０１６年度，在国家、省启动“双
一流”建设和学校加快推进转型发展的背
景下，在学校党政的正确领导下，审计处
按照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内部审计
发展“十三五”规划》的要求，牢固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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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助推研究型大学建
设”的审计工作理念；坚持“依法审计，
规范操作，全面审计，突出重点”工作方
针。全年共完成各类审计项目８５７项，审
计总金额２３７ ４４６万元，提出审计建议３００
多条，为学校节约工程资金６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５年，学校被评为镇江市内部审计先进
单位。
【廉政教育】 认真开展廉政教育和遵守审
计职业道德教育，做到警钟长鸣，拒腐防
变。部门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一岗双
责”责任，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部门工作
的重要任务之一。认真梳理本部门党风廉
政建设风险点，并制定防控措施，在实施
审计项目前，重申廉政纪律要求，防止产
生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规定行为。开展多种
形式的勤政、廉政和遵纪守法教育，组织
员工参加廉政读书。注重机关作风建设，
实行“首问负责制”，加强内部管理，提
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强化政治理论学
习，不断提高审计人员政治修养。审计处
始终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党风廉政建设摆在
重要位置，定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廉政
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注重增强审计人员
的服务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重点
培养审计人员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勇于
奉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上级从严治党的
要求，积极贯彻落实学校重大决策决议，
主动适应学校事业转型发展，创新审计理
念、改革审计方法、提升审计监督服务
能力。
【制度建设】 建章立制、优化工作流程，
参与重大决策管理。围绕学校“十三五”
规划，按照研究型大学建设需要，审计处
继续修订和完善内审制度规范，增立、修
订并由学校发文８项制度，优化审计工作
流程，推进各项经济活动规范有序开展。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督查】 协助校党

委、纪委开展６０个单位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落实情况督查，促进巡视监督、审计
监督与财务监督等各类专项督查有效整合，
将风险预警分解到教学、科研、建设、物
资采购、科研经费、专项资金、后勤保障、
校办企业等各个环节，围绕风险管理目标，
进行风险管控排查，提供监管建议。进一
步强化责任主体意识、责任意识，从审计
角度严格党风廉政建设项目的推进。
【专项审计及调查】 １ 优势学科经费审
计。服务重点工作，落实优势学科日常跟
踪和中期审计。根据省教育厅要求，审计
处完成了对６个优势学科项目进行日常跟
踪审计，审计金额１２ ０００万元，提出审计
建议２４条。加强了对财政资金使用政策相
符性、目标相关性、经济合理性的检查，
有效地帮助了各学科发现并解决问题，规
范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
用绩效及审计服务保障能力。２ 协同创新
专项资金审计。推进重点项目，开展协同
创新专项资金审计。完成江苏省现代农业
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和高端金属结构
材料及重大装备关键部件成形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培育）专项审计２项，审计金额
４ ６９６万元，审计建议６条。通过审计，及
时发现了预算执行率、会议费支出、物资
材料采购及使用管理等问题，为中心通过
绩效评估打下良好基础。３ 开展专项审计
调查。根据省审计厅要求，审计处牵头完
成对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审计工作机构
设置、人员组成、管理体制和工作开展情
况调研报告；完成了对４个二级核算单位
２０１５年度绩效工资发放情况专项审计调
查，关注“三公经费”使用和“八项规
定”执行情况；完成江苏省高等学校实验
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建设专项审计２项，
审计金额１ ２８０万元，提出意见建议８条；
参加学校资产及办公用房的清理督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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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学校“小金库”清查专项治理和违规
吃请和公款吃喝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检查、
整改工作。完成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９
月银行对账单的“双签”审核工作。
【科研经费审签】 优化审计流程，提升科
研经费审计审签效果。根据上级和学校新
的规定，审计处开展各类科研项目结题结
项审计、审签和调查，重点做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结项审签。共完成科研经费审
计（签）１６８项，金额６ ２１５万元，提出建
议１８条，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１６
项，金额４ ２４３万元；国家及省社科基金
３３项，金额１ ８１６万元；博士基金结题审
计（签）共１９项，金额１５６万元。形成年
度科研经费专项审计调查报告，提出有针
对性的意见建议，促进科研经费合理使用
和规范管理。同时，完成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４年
省自然基金项目中期检查１５１项，涉及资
金３ ２１８万元，加强项目执行中的过程检
查，更好地发挥事中审计作用。
【预算执行与财务收支审计】 严格预算约
束，深化预算及财务收支审计。审计处根
据省教育厅规定，对附属医院、后勤集团
等四家二级核算单位２０１５年预算执行及
财务决算情况进行审计，资产总额
１４０ ３２６万元。提出加强风险管理与内部
控制、规范票据管理和往来款不良资产清
理等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建议１８条，形
成综合审计报告上报校领导，以促进问题
整改。
【后续审计】 加强后续审计，促进问题整
改。审计处完成了对附属医院等４个二级
财务单位的后续审计，审计金额２７ ０５５万
元，对预算编制、财务状况、往来款项和
待处理资产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
４条，促进了各单位对存在问题的整改，
改变了部分单位“重审计，轻整改”的现
状。同时，审计处多次会同财务处、研究

生院、科技处和教务处召开了优势学科、
协同创新和品牌专业３项资金审计问题整
改专题会议，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制定整
改措施。与农装院、材料学院研讨协同创
新经费审计问题及整改措施；在学校召开
的优势学科建设推进会上督促学科、学院
就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
【工程结算审计】 控制工程成本，严格结
算及全过程跟踪审计。根据规定，审计处
开展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工作，共完成２９３
项，出具审计报告９９份，后勤处初核后送
审金额７ ３８０万元，审定金额６ ６８６万元，
核减６９３万元，其中：内审２６２项，后勤
处初核后送审金额１ ５９２万元，审定金额
１ ４４７万元，核减１４５万元，提出审计建议
４条；外审３１项，后勤处初核后送审金额
５ ７８８万元，审定金额５ ２３９万元，核减
５４８万元，提出审计建议２条。安排审计
人员深入现场调研，加强全过程跟踪审计
服务单位的督查，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率，
强化现场工作量复核和质量控制，为工程
结算审核提供依据。加强对青年教师公寓
建设项目全过程跟踪审计服务单位的督查，
促进审计质量提升。
【校办企业年报审计】 加强投资企业管
理，做好企业年报审计工作。根据省教育
厅要求，委托中介对学校资产公司等１３家
全资、控参股企业２０１５年度会计报表进行
审计，审计资产１９ ６２９万元，提出审计建
议１０条。与财务处、资产公司进行研究，
召集相关企业财务负责人会议，进行问题
交底，提出审计建议，督促整改，为企业
加强管理提供依据。
【经济合同审核】 受理审核５０万元以上各
类合同７１份，审核金额１０ ６５５万元，提出
审核修改意见２３９条。合同审核力求及时、
准确、高效，助推学校重大项目顺利进行，
避免纠纷，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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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招标管理】 参加采购例会讨论议题
７３项；参加设备处、后勤处等小型工程项
目、物资采购招投标项目２１１项，预算总
金额８ ２１０万元。认真履行监管职责，严
格招标纪律，监督招投标程序的执行。
【作风建设】 履行服务承诺，增强服务意
识。审计处注重机关作风建设，坚持群众
路线，倡导爱岗敬业、恪尽职守、自律自
强。实行“首问负责制”，强化责任意
识，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
水平。
【队伍建设】 加强审计队伍建设，提升专
业胜任能力。审计处重视部门人员业务能
力提高，通过参加后续教育、会议交流、
理论研究、协助检查工作、专题调研等形
式，分批次、分专业组织３０余人次参加
省、市组织的各种形式培训学习，鼓励审
计人员参加相关专业考试，完成注册会计
师、会计证、ＣＩＡ证、高校内部控制专题
等后续教育，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鼓励
审计人员结合工作开展理论研讨，积极参
加省、市、行业内审协会、教育审计主管
部门和中国机械行业高校审计研讨会等活
动，完成中国教育审计学会科研课题１项，
并获得三等奖；发表论文２篇、会议交流
论文３篇。
【审计宣传】 做好审计宣传，重视审计成
果运用。加强内部审计宣传，建立内部审
计的公开制度，利用校园网、部门网站及
时发布法律法规、审前公示、结果公告等
审计信息５９条，使有关部门和广大教职
工理解、配合和支持审计工作。加强内部
审计工作成果宣传，改善内部审计环境。
通过对审计信息的分析、数据挖掘，将审
计成果与部门共享，提升审计成果利用
水平。

（撰稿人：胡凤芝　 核稿人：许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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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管理处工作综述
２０１６年，在校党委、校行政的正确领

导下，在学校各部门、各单位及全体师生
的共同努力和积极配合下，后勤管理处全
体人员以“聚时一团火，散时满天星”的
工作态度，紧扣学校中心工作，全心全意
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的学习、
生活提供保障和支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２０１６年，学校荣获江苏省政府授予的
江苏省“十二五”节能工作先进单位（全
省仅两家高校）、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示范
单位等荣誉称号；入围教育部能效领跑者
示范建设试点高校，成为首批获批的全国
１４所高校之一（全省三家高校）；荣获江
苏省高校节能先进单位荣誉称号，一名同
志获江苏省高校节能先进个人称号；在省
高等学校后勤协会能源专业委员会组织的专
家库、节能课题立项、最佳节能实践案例评
选中，学校６人进入专家库，４个节能课题
立项、入选１个最佳节能实践案例。圆满完
成了本年度工作目标。现简要总结如下：
【创新工作理念，不断提升后勤管理水平和
服务质量】 １ 加强作风建设，不断提高
服务质量。后勤管理处深入开展“两学一
做”专题教育活动，通过学党章党规、学
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活动，分别围绕
“七查摆七强化”和“五查摆五强化”，广
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深刻查摆剖析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要求全体员工严
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坚持把工
作做实、做细，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把好
事办好，实事办实，努力使学校和师生员
工满意。２ 强化科学论证，努力提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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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后勤管理处对年度计划中的项目、
ＯＡ系统申报项目及师生反映的问题，精心
组织并邀请用户单位代表一起论证，通过
实地考察、专家论证等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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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建议，供领导
决策参考。２０１６年，后勤管理处共接受、
处理ＯＡ系统各类请示建议１１２份，共论
证三江楼顶棚维修、西山田径场改造等维
修改造项目３７０余项。３ 加强学习交流，
着力提升人员素质。针对工作人员严重缺
编、专业人员不够匹配、工作任务繁重等
问题，后勤管理处一方面通过集中学习、
鼓励自学、工作研讨等，提升后勤管理处
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服务意识和工作能
力；另一方面，派遣人员参加节能减排、物
业管理、工程修缮等各类与后勤管理有关的
培训和会议，积极与兄弟高校交流工作，汲
取经验。２０１６年，全处１８名同志全部轮训
一遍，为打造一支高素质、适应研究型大学
建设的后勤工作队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围绕中心工作，全心全意为教学科研提供
优质保障】 １ 配合教学评估、专业认证，
认真实施维修改造项目。为配合教育部本
科教学审核性评估、教育部来华留学生教
学质量评估、７个本科教学专业的专业认
证等学校重点工作的开展，后勤管理处完
成了力学结构实验室加层改造、分析测试
中心成教楼一楼的实验室用房改造、土木
专业实验室（老图书馆）改造、药学院中
心实验室改造、老图书馆三楼能源研究院
实验室改造，以及部分学院的屋面渗漏维
修和部分房屋室内外维修出新工作，实施
校园基础设施维修、校园绿化改造等各类
零星维修工程１３０余项，有力地保障了本
科教学评估和专业认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２ 积极推进家属区直供水改造，保障教职

工饮水安全。校本部家属区地下供水管网
建设时间较长，腐蚀严重，加上地下地质
沉降造成的地下管道损坏，经常出现“黄
水、浑水”等情况，家属区住户反映强烈。
在校领导的关心和多次亲自出面协调下，
经过一年来的积极努力，学校正式列入镇
江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范围，并与镇江市
自来水公司部签署合作协议，学校出资
２００万元，自来水公司出资６００万元，对
家属区进行直供水改造。改造工作正在实
施，项目完成后将大大改善家属区供水质
量，提高教职工饮用水安全。３ 加强内涵
建设，进一步推进物业管理规范化和标准
化。以“江苏大学首届物业内涵建设年”
为契机，从形象建设、台账管理、物业例
会、专题交流、个别访谈等入手，通过物
业例会、专题交流、个别访谈等方式，了
解基层工作详情，了解物管人员的身心状
况。与主管以上管理人员进行座谈，柔性
化管理，提高了员工的幸福度。定期召开
物业工作例会，听取物业公司阶段性工作
汇报，交流工作进展，反馈并处理工作中
遇到的难点问题，对阶段性工作进行部署
落实。借助新媒体手段畅通信息反馈机制，
通过“江大物业管理”ＱＱ群等及时发布
信息、通报情况，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率，
促进了工作效率提升。通过以上工作的开
展，物业员工对工作的认知与态度明显改
进，人员素质较大提升，大大提高了工作
的积极性和服务质量。４ 整修校舍，为师
生学习、生活提供舒适环境。完成了行政一
号楼办公室改造、暑期新生宿舍维修出新、
三山楼教室装空调电路增容、３５ ｋｖ变电站
水电改造、节能平台三期新增计量建设、附
校操场改造、西山操场改造、三江楼顶棚维
修、全校食堂油烟净化等重大维修改造工
程，以及４５０余项零星维修工程。在基建工
程和维修改造工程中，后勤管理处以“狠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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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质量、力促工程进度、严控工程投资、
确保施工安全”为目标，努力在强化管理上
要效益，在科学安排上抢时间，为学校教
学、科研、师生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
【优化办学条件，为学校提升发展赢得更大
空间】 １ 建设、改造青年教师公寓，为
高层次人才改善住宿条件。后勤管理处积
极与省、市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克服工
作面广量大、人员严重不足、专业人员配
备不全等实际困难，努力在强化管理上要
效益，在科学安排上抢时间，尽最大努力
加快青年教师周转公寓（静湖楼）建设进
度，现工程主体竣工并进入外装阶段，热
水系统、电梯、空调、室内装饰设计等配
套工程已确定施工单位。青教公寓食堂建
设方案确定，项目的前期申报工作正在进
行，整体工程预计明年交付投入使用；单
教一及后勤综合楼１７７间空房间维修、单
教三改造，已竣工验收，为引进高层次人
才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２ 兴建科技园
大楼，为学科建设提供发展空间。经学校
研究决定，２０１６年８月重启科技园大楼建
设项目。后勤管理处根据学校指示，积极
组织设计单位、编标单位，细化工程图纸，
编制预算清单，快速确定了桩基工程的施
工单位。现科技园大楼试桩检测已经完成，
场地平整全面展开，土建及装饰工程的方
案设计、编标和３个主入口门厅的二次精
装修设计工作已经完成。３ 制作地下管网
地理信息系统，为维修改造提供数据支撑。
对校本部给水、排水、强电、弱电等地下
各类管网进行探测、归纳、整理，绘制管
线走向、埋深、材质、管径、闸阀井、表、
特征点（包括起点、终点、分支点、转折
点等）及坐标，现场标注各种管线特征点
名称、走向、埋深、材质、管径、井等信
息，形成电子图形文件及３Ｄ效果，制作
完成的管道综合布置图形数据库，为以后

的基础设施改造提供全面数据支持。
【打造品质后勤，提升校园环境品味】
１ 建设海绵校园，提升校园景观环境。通
过努力，学校与镇江市海绵建设指挥部签
署合作协议，由市政府全额出资５ ０００余
万元，对玉带河进行海绵体建设，对玉带
河及沿岸进行改造，从上游孟家湾水库引
入“活水源头”，对进入玉带河的排水建
设重力流湿地净化过滤设施，拓宽河道，
增加流动性，有效改善玉带河水质，提升
玉带河周边生态环境和校园美感，努力将
玉带河真正打造成为学校的景观河和美丽
的名片。家属区海绵体建设将与直供水改
造同步进行。改造后的家属区海绵体将实
行雨污分流，去除化粪池，就地建造雨水
花园，狭窄路面实行雨水渗透铺装，宽阔
路面黑色化。海绵校园建设工作已全面开
工，计划２０１７年暑期基本建成。海绵校园
建成后，可以有效应对３０年一遇降雨，校
园面源污染削减率为６０％ （以ＳＳ计），校
园年径流总量控制在７５％以上，提高雨水
利用率，提升校园景观和环境品味。２ 加
强绿化养护和卫生保洁，提高校园美感和
整洁度。加强对绿化养护、卫生保洁等工
作的巡查与监督工作。在绿化养护方面，
除了要求按规范性做好绿化养护、病虫害
防治等工作以外，还对绿化存活率、存活
质量、美观度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在卫生保洁方面，清理了室外台阶、
校园边角、游园等卫生死角，并形成日常
化的督查制度，提高了校园的整洁度；添
置校园垃圾桶及分类果壳箱，并进行优化
配置；与校团委合作，借用微信号等自媒
体进行校园文明宣传；针对２０１６年雨量
大、持续时间长等情况，提前做好雨季前
的室外排水管道的清淤等防汛减灾工作；
清理枯枝死树，减少安全隐患。可以预计，
海绵校园建成以后，广大师生的学习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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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环境将会得到跨越性提升。
【降低运行成本，促进学校资源优化配置、
合理使用】 １ 申请上级资金，减少学校
财政支出。后勤管理处积极向上级部门申
报节能引导资金，２０１６年获得住建厅既有
建筑节能改造专项资金５６万元，用于三江
楼节能改造；撰写《江苏大学节水及海绵
校园改造项目实施方案》，申报２０１６年中
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专项资金１ ２００
万元，用于学校节水及海绵校园改造。
２ 管控教室资源，合理收取费用。继续加
强对学校公共资源的管理力度。对非教学
使用的公共资源，及时收取教学资源占用
费２０ ４９万元，对于海文考研在研究生楼
违规使用教室问题进行查处，按规定分别
给予海文考研和恒昌物业５ ０００元罚款处
罚，并在全校范围通报。３ 严控水电浪
费，节约学校运行成本。依托江苏大学节
能监管平台，分析查找节能空间；完善节
能监管平台的各项功能，根据实际情况和
发现的问题，不断改进平台的操作使用方
式、内部监控数据和功能模块，提高平台
的使用效率。按照《江苏大学水电管理办
法》和《江苏大学水电定额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的文件精神，年初下发全校各单
位节水节电指标，年底核算用能情况，强
化节能考核力度，加强与各单位的沟通协
调，提高全体教职工的节约意识。尽力堵
塞水电使用漏洞。全年共巡查１１０余次，
发现“跑冒滴漏”和违反规定用电３０余
次。聘请专业查漏公司对学校地下供水管
网进行查漏，共查处大中型漏点２３处，年
节约自来水９０余万吨，可节省经费３００余
万元。４ 严格招标程序，细化招投标办
法。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
用原则，修改后勤处招投标管理办法，通
过小额维修、单一来源洽谈、竞争性谈判、
公开招标等方式，慎重遴选基建、维修改

造工程的施工队伍，全年共完成招标项目
１３３项，其中镇江市公开招标项目８项、
校内公开招标项目３０项。全年通过招投标
工作减少基建维修经费支出约５００万元。
５ 做好质量监督和项目预（决）算审核，
确保资金合理使用。全处持续做好在建工
程的质量监督和工程项目的决算审核工作。
对每个项目都明确责任人，全程跟踪管理，
把好过程关；严把材料进口，按照招
（投）标要求，对各类施工材料一一对照，
仔细核对数量和品质，有效控制“三无”
产品和低劣材料进入施工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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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
度共完成各类预算、决算、变更等审核
１ ０１４项，审核总金额６ ５７８ ４８万元，核减
金额４００ ７４万元，核减率达６ ０９％。
【加强廉政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自觉
提高防腐能力】 后勤管理处人员在日常工
作中，时常与项目承建单位接触，这就要
求我们要坚守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
保持清正廉洁，“拒腐蚀，永不沾”。全处
通过每两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年终民主生
活会等形式，认真组织学习国家和学校党
风廉政建设的相关文件；结合“两学一
做”教育和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全
处人员从自己做起，增强自律意识筑牢思
想道德防线，自觉做到“常修从政之德、
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坚决制止
和杜绝违纪违规现象。总之，后勤管理处
将在２０１６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服务意
识，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水平打造品
质后勤，提升校园环境建设的品位和档次，
为广大师生创造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为
学校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学
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撰稿人：戴明新　 核稿人：朱思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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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服务集团工作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６年，后勤服务集团共有员工
１ ８１５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２１３人，中
高级职称４７人。设有综合办公室、人力资
源部、计划财务部、质量安全监督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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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与修缮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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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集团在校党政正确领导下，在集
团领导班子成员、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
力下，圆满完成了年初设定的各项目标。
主要成绩如下：１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
丰收。全年共完成生产总值２ １６７亿元，
超额完成目标产值１ １４０万，较去年增加
２ １６０万；平均满意度９１ ８％，较去年增
长０ ５６％。２ 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在目标
考核上，２０１６年将财务预算纳入学校财务
预算管理体系，全年维持费较预算下降
１０ ３％。在内部管理上，以全面贯彻执行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质量管理体系为主线，制
（修）订了《后勤服务集团满意度测评办
法》《后勤服务集团职工退休谈话及探望
慰问办法》 《饮食物资供应商信誉评价管
理办法》 《学生食堂直拨饮食物资验收模
式调整方案》 《后勤服务集团内部修缮与
结算管理办法》 《运输服务中心单车考核
方案》等规章制度，有效规范了内部管理。
３ 深化后勤供给侧改革。在服务保障方
面，创新食堂菜肴评价管理，引入“第三
方评价机制”，邀请专家对各食堂菜品进行
评价；调整大伙食堂餐厅保洁模式，改善

就餐环境；调整学生食堂直拨饮食物资验
收模式，严格饮食物资验收管理制度；在
食堂、浴室试点引入微信报修平台，提高
了维修速度，便捷了维修服务；将满意度
测评方式由单一的网上测评改为网上测评
和纸面问卷调查相结合，并结合部门性质
和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问卷调查，
真实反映集团服务质量，查找不足，及时
整改，促进了服务质量的提升。在绩效分
配方面，二食堂试行“分班组考核”；运
输中心制定了驾驶员奖励考核方案，试行
运输车辆单车核算制度；印刷服务中心推
进积分制管理，坚持多劳多得，激发企业
活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２０１６年集团
自筹资金建设了荤食集中加工间、蔬菜集
中加工间，修复了米饭生产线；将西山美
食城北侧改造为留学生餐厅，将风华苑三
楼改造为新疆清真餐厅，丰富了伙食品种，
提升了餐饮水平；将Ｃ区开水房改造为咖
啡屋，对三食堂餐厅进行了装饰改造，为
学生食堂安装了油烟净化器；更新了食堂
工作服、教工食堂餐具等；购置了数码彩
印机等印刷设备；对幼儿园部分教室进行
出新改造，并添置了多媒体教学一体机等；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对润江缘浴室
进行改造，改善了学生洗浴条件；选取学
生公寓Ｅ区１ － ２栋先行试点进行标准化公
寓建设，对公寓大厅及周边环境进行了美
化改造，增设相应服务设备，提升了公寓
服务管理品质，形成了公寓服务新特色新
亮点。在安全管理方面，开展安全教育培
训，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建立了集团、中
心（部门）、项目（班组）、岗位４级安全
目标防范体系，完善了公寓、食堂、幼儿
园等重要场所的监控系统，认真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和追究制，签订安全责任书，
层层落实安全责任，实行安全生产“一票
否决制”，全年无安全责任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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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专门组织人员到燕
山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
进行现场招聘，共招聘录用１８名本科及以
上大学生（其中５名党员），为集团注入
了新鲜血液，增添了发展动力；本着锻炼
培养年轻同志的目的，选聘１名食堂管理
员，对部分人员进行了轮岗交流及岗级调
整，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增强了管理
队伍的活力；对恒昌企业编制中未定岗级
人员进行岗级确定，将幼儿园非事业编制
保教人员转入恒昌企业编制，进一步理顺
了用工关系；将１８名优秀劳务派遣工转入
恒昌企业编制，调动了职工工作积极性；
确定了集团职工退休后重新聘用的基本原
则及工资待遇标准，进一步规范了用工管
理；举行各级各类培训３２次，其中重点组
织开展了新员工入职培训、科级干部及骨
干人员培训、英语口语培训等，进一步提
升了集团职工整体素质。５ 加强集团文化
建设。继续开展文化建设月、“学习身边榜
样、争当服务标兵”、优质服务月、读书交
流、专题调研等系列活动，强化职工服务
意识，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激发职工的
内在潜力，提高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进一步打造集团的文化亮点、特色、品牌。
６ 扎实有效地开展党建工作。在组织建设
上，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
动，制定了《后勤服务集团党总支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实施方案》，继续开
展“书记课堂”，加强“结对子、攀亲家”
共建活动，全年新接收中共预备党员１名，
转正党员２名。２０１６年，公寓管理中心党
支部开展“情牵中外献爱孤老” “志愿有
我服务争先”“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离别
更温情”等志愿服务活动，绿卫中心党支
部开展“植树节”活动、“绿色人文和谐
校园”清理活动，水电中心党支部开展
“为退休老职工上门维修服务”；积极参加

学校党建研究和最佳党日活动，获得校党
建论文三等奖１项、鼓励奖２项，校“最
佳党日活动”三等奖１项、鼓励奖１项，
党建创新创优成果鼓励奖１项。在廉政建
设上，继续与各部门逐层签订了《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书》，组织集团全体党员开展党
纪党规知识在线测试，强化党员宗旨意识；
为纪念建党９５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
年，组织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观看了红色
电影《长征》 《尺度》 《周恩来的家风家
规》《“四讲四有”先进典型报告会》《永
远在路上》等专题片，并对集团敏感岗位、
关键岗位实施轮岗，营造了清正廉洁干事
氛围。７ 积极开展群团活动。举办了二届
五次职代会，为职工搭建建言献策平台，
积极组织集团员工参加学校运动会、春季
长跑、南山绿道快走、排球比赛、乒乓球
比赛等文体活动；积极关心爱护职工，组
织非事业编制员工进行健康体检，为职工
发放劳保用品， “三八妇女节”为女职工
发放慰问纸品；重组集团团总支，搭建青
年团员展示自我平台，为集团培养得力助
手和后备力量。指导团总支开展集团
“青”字号活动，团结凝聚集团青年，为
集团文化发展多做贡献。集团先后荣获
“镇江市模范中心小家”“学校二级教职工
（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工作先进单位二等
奖”“学校群众体育活动先进集体”“校第
七届教职工排球赛冠军” “校广场舞比赛
一等奖”“校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名”“校
教职工乒乓球比赛第七名”等奖项。８ 加
强集团宣传工作。积极向校内外媒体投稿，
学校新闻中心用稿２３５篇，校内排名第１２
名；中国教育后勤协会网站、镇江民生频
道均有新闻报道；集中开展了“心牵你我，
勤满江大”后勤体验周活动，组织学生深
入饮服、公寓、水电、绿卫、印刷等中心
岗位体验，搭建了沟通交流的平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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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服，提升集团形象；承办江苏省高校
后勤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接待昆明理工
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海南大学、嘉兴学
院等兄弟院校的来访交流，有效提升了学
校和集团的影响力。
【饮食服务】 饮食服务中心下辖９个学生
大伙食堂，保障全校师生基本大伙用餐；
１０个特色餐厅，满足师生不同层次的就餐
需求；此外还设立３个特色窗口、５个加
工点。共有员工５１０人（大伙食堂２８０人，
委托经营食堂２３０人，其中校编员工４４
人、企编员工１３人），２０１６年实现产值
９ ９０７万元，较２０１５年增幅７ ８％，师生满
意度达９０ １１％，超目标７％。日常质量及
安全及时整改率达１００％。全年度计划培
训５００人次，完成６００人次。“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根据工
作实际，中心制订了“跬步计划”。２０１６
年，中心全体干部职工紧紧围绕集团工作
要点和中心工作计划，围绕“品质后勤”
建设目标，认真落实“跬步计划”，上下
一心，努力工作，成绩显著。将西山美食
城东侧改造为留学生餐厅，风华苑三楼改
造为新疆主题风味餐厅，二区开水房改造
为咖啡屋，并对三食堂餐厅进行了改造装
饰。通过改造，美化了就餐环境，为师生
提供了更好的就餐条件；为提高效率、改
善工艺，中心成立了荤食加工间、蔬菜加
工间，恢复了米饭生产线，实现对本部大
伙食堂猪肉品种及部分品种的蔬菜供应，
实现了对部分食堂米饭的供应；加强对技
术骨干的培养，选派刘宏斌、陈顺国参加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团膳快餐大赛，获得金奖；
依托江大美食节等活动，开展食堂厨艺比
赛，加强厨师之间的交流，提高厨师厨艺
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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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员工的安全服务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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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资供应】 采供配套中心下设中心办公
室、采供站、设备保障组（含一卡通充
值）、浴室服务组。２０１６年中心在全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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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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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类计１ ５６５个品种，总金额５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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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０万元，
设备保障组共完成各项维修任务１ ７６０项，
设备保养１ ８１２次，有效保障了各食堂的
正常运行；积极参与集团“双创”活动，
采供站站长陈宏荣获“优质服务标兵”称
号，润江缘浴室荣获集团“十佳优质服务
窗口”。
【公寓管理】 ２０１６年，公寓管理中心在集
团领导的指导下，强化内部管理，狠抓安
全质量，凝心聚力，挖潜增效，扎实做好
学生公寓服务管理工作，完善中心各项管
理制度，配合集团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
贯标工作，对中心各项管理制度及服务提
供规范进行修订完善，使中心各项工作逐
步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合理化的轨道；
中心民主管理考核小组不断完善中心考核
办法，量化考核指标，进行了２次服务质
量检查考核、评比，积聚正能量，较好地
调动了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中心在安全管理工作上丝毫不松懈，确定
楼栋安全责任人，中心与主管、主管与员
工分别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层层落实
安全责任，确保责任到人。２０１６年６月，
完成了８ ６１５名２０１６届毕业生离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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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３名医学类学生大进大出、９５名护理实
习学生返校住宿接待，以及２ ０７７间毕业
生宿舍的清理工作；７月，完成了北固、
梦溪、中山、校本部４ ０１３名本科生及７９
名研究生的宿舍调整工作；９月，完成了
５ ７２２名２０１６级新生接待服务工作。中心
配合保卫处完成了７栋楼９２处报警点的检
修工作；配合校园管理科及维保单位完成
了９ ２５５台空调维修保养工作；配合相关
部门，完成了新老生宿舍的出新和维修改
造工作。配合集团的“文化建设月”活
动，中心党支部开展了海外公寓管理工作
座谈会、“海外学堂”培训、样板值班室
评比、 “寓你相约，文明先行”活动等，
申报“最佳党日活动”１个，创建优质服
务窗口３个，获评优质服务标兵４个；支
部于９月至１１月开展了“践行两学一做，
争当时代先锋”主题党日系列活动，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学”的基础
打得更牢，保证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获江
苏大学“最佳党日活动”三等奖。读书交
流活动中，撰写学习心得４０篇、研究论文
１篇。中心全年集团内发稿４８篇，其中校
外发稿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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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平安校园为工作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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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个班组。中心
主要承担全校邮件收发，以及校本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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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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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余处经营性用房的租赁
管理及租金收缴工作。２０１６年，中心严格

履行服务承诺，完成各项物业管理常规工
作，师生满意率达９０ ８９％，未发生一起
服务质量投诉，二次投诉率为零。完成中
心“十三五”规划的组织、编制、论证工
作，为今后的工作目标指明了方向；完成
校内三家银行、两家超市招标服务工作，
门面房经营状况良好；完成新生报到、老
生入学、毕业生离校等后勤保障工作，为
３１名贫困学生提供了勤工助学岗位；配合
“镇江市创建卫生城市”“本科教学审核性
评估”等检查工作；开展节水节电、春季
防病、健康饮食等宣传活动，累计在校内
外发表新闻报道１５篇。中心党支部共有党
员６名，先后开展了“两学一做”主题教
育、“读书交流”，以及“优质服务月”等
活动，积极搭建“党员讲学平台”，进一
步丰富基层党员组织生活的内涵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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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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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设备的无功补偿满足并超过电力
行业考核标准；对全校二次供水蓄水池、
水箱等进行了清洗、消毒，从源头上保证
了全校师生及家属区的用水质量。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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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年
学校水电平稳安全运行，并严格贯彻执行
《后勤服务集团维修工程包清工管理办法
（试行）》，共完成小型零星维修工程５６０
余项，金额为１ ４４２万元，利润为２５万元；
全年共完成产值２ ３４７万元，其中完成经
营性产值为１ ４４２元，超额完成３％。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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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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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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卫生】 绿化维护部承担校本部６０
万平方米的绿化维护任务。２０１６年度，共
完成包括“学生Ｅ区１—２栋绿化改造”
“公寓１—７栋绿化改造” “励志亭山体清
理绿化”等在内的约５７ 万元经营产值
（目标为５０万元）。绿化维护部在没有专
门绿化施工队伍、维护人员严重缺编的情
况下，尝试进行改革原有员工上班制度，
全体人员解放思想，采取“员工包做”的
方式和方法，在主管领导的正确领导下，
强化主观意识，充分调动和发挥员工的积
极性，利用中心现有资源，调动一切可调
动的劳动力，在短时间内办成事，并及时
进行了病虫害防治工作。花卉生产服务部
全面保障了学校节日、重大活动及会议用
花的需要。全年共实现生产总值４１２ 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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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２得到保障，全年共生产绿植花卉８
２００盆。全年与４２家共签订长期花卉租摆
服务合同，经营收入１１４ ５８０元。临时花
卉租摆服务２５次，经营收入１７ ９５０元。道
路卫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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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清出校内生活办公垃圾、绿化垃圾共
８ ３００吨左右，装修垃圾１８０吨左右，配合
后勤处安装新果壳箱３０只，负责校本部
６８ ０８８ ｍ２水面经常性的清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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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中心有员工２９人，

车辆２７台，其中金龙大客２辆、宇通大客
２辆、金旅中客１辆、宇通纯电动客车１６
辆、柯斯达１辆、依维柯１辆、面包车２
辆、别克商务２辆。２０１６年来，运输服务
中心全年班车运行达８ ９０６趟次，校区间、
市里实习（上课）用车２ ６０２趟次，长途
实习用车２０８趟次，大小车辆长途服务用
车８５０趟次，有力地保证了学生实习（上
课）、各部门教学科研、活动等用车任务的
完成。中心在切实做好常规用车服务的同
时，认真抓好重点服务用车的保证：配合
医学部１ ０５２名医学类学生实习接送、学
工处组织的毕业生典礼、新生接待、校友
会、能动学院及有关部门组织的会议和培
训等３６次重大用车服务保障。全年实现产
值４５０万元，利润１００万，日常质量及安
全整改率１００％，师生满意度９２ ０１％。全
年车辆行驶总公里达６５万多公里，无重大
安全责任事故发生。积极参加集团的“优
质服务月”和“双创”活动，中心连续三
年获评后勤服务集团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会议服务】 ２０１６年会议中心主要负责学
校大型会务、演艺和校史馆接待服务工作。
会议中心包括会议中心、大礼堂、小礼堂
和校史馆。其中，会议中心有大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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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００人演
艺活动使用，小礼堂可容纳７７４人学校大
型会议接待使用。２０１６年，共接待、举办
各类会议报告、文艺演出、学术论坛、参
观等活动共计１ ２７８场次，其中会议中心
接待８９８场，重要接待２０余场；校史馆参
观接待１６７场，参观人数万余人；大礼堂
演艺活动１２０场，小礼堂９３场。重点保障
了新学期“两代会”、本科教学审核性评
估会议、五四表彰、毕业生晚会、首届吟
诵大赛、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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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学开学典礼、中日洽谈、校友返校
联谊会、学校团学研代会等重要接待工作。
２０１６年中心始终抓住“服务”不放松，秉
承“认真、细致、热情、周到”的服务理
念，认真学习集团“争创优质服务窗口、
争创优质服务标兵”活动有关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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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接待】 ２０１６年，专家楼招待所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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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中努力做到高标准、严要求，慎思慎
行，细致周到，满腔热情地为客人做好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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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注重挖掘地方
特色，如餐饮，突出了江鲜、肴肉、盐水
鹅等，既体现了江南特色，又宣传了镇江
特产。在菜品采购方便，规范采购，从源
头保证菜品安全，对供应商严格筛选，坚
持定点采购、并注重对原材料的保鲜保质。
在厨房考核上，每月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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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厂下设生产调度室、排
版室、试卷印刷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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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日常办公及会议材
料的印刷工作。服务项目有样本的设计、
打印、复印、印刷、装订，名片、证件制

作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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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机、
切纸机、直线胶包机、一体机、彩色打印
机等１６台。２０１６年印刷厂以服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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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服务竞争新优势，打造
项目拓展新亮点，激发转型新动力。以坚
定的信心和奋进的勇气，牢牢把握“强基
础、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降成本”
的目标，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全面完成
年度目标，工作取得新成效。１ 经济效益
稳中有升。在讲义减少１８万的情况下，经
济产值达到１３０万，比去年增长８％，环比
增加１８％，全年完成试卷印刷量２００万印，
增长３０％；新增服务１５％，原材料成本下
降１２％，增收降本效果明显。２ 项目建设
取得新效果。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突破项
目建设的难点、堵点和痛点，加快项目延
链补链强链，取得了招生宣传画册等１２个
项目，超过上全年预期目标，成为经济增
长的一大亮点。３ 保障能力有新提升。在
集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集团投资２２万，
用于购买彩色打印机等设备，有力破解要
素制约，有力保障教学，有力提高生产效
率。４ 优质服务形成新特色。结合中心实
际，开展岗位体验活动，提供包装袋，印
制爱心记录本，赠送贫困生。开展“增服
务降成本”等活动，打造用心服务品牌，
树立良好服务形象。５、结构调整取得新进
展。中高档产品达到４０％以上，彩色印刷
增加３００％。做好宣传工作，全年共在中
国院校后勤信息网、学校江帆网、集团网
发稿２０篇，超额完成全年宣传稿件计划。
【场馆管理】 ２０１６年，场馆管理中心（恒
昌公司）按照全年工作目标，紧紧围绕后
勤党政工作中心，推行目标管理，强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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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管理，狠抓安全质量，做好常规工作，
保障重点服务，确保平稳有序发展，稳固
现有项目，努力拓展内外市场。公司现有
员工总数５９８人，全年完成产值２ ３９６万
元，服务项目有值班、保洁、工程维修、
医疗配送、电梯司乘、电梯维保、医疗陪
检、餐饮服务、驾驶、会务、银行柜面１１
个门类。公司根据集团ＩＳＯ９００１贯标工作
部署，先后完成ＩＳＯ９００１内审及外审工
作，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深化内部改
革，提升管理水平；认真执行业主沟通机
制，对业主单位定期回访，通过回访及时
了解业主需求、意见或建议，服务满意率
均达到合同要求（其中校内项目满意度为
９２ ２８％）；校内项目全年共计接待各类
会议等１ ６３０场次。在市场开拓方面：公
司２０１６年新接管了光大银行、江苏运达
精密零部件有限公司、镇江市公安局高速
一大队、句容市国税局、校本部大伙食堂
保洁及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的物业托管项
目，完成与丹阳国税局、宝马４Ｓ店、丹
阳人社局、镇江市外国语学校、镇江市检
察院、镇江市一中等单位新一轮物业合同
续签，并与附院完成２０１６年政策性增资
《补充协议》的签订工作，圆满完成了年
初制定的开拓市场目标。公司同时加大宣
传力度，及时报道各项工作的落实和进展
情况，全年在中国院校后勤信息网和学校
江帆网、集团网发表通讯报道２５篇；公
司荣获“江苏大学学雷锋活动优秀团队”
和“江苏优质诚信服务示范单位”等荣
誉称号。
【幼儿教育】 ２０１６年幼儿园共有１３个班
级、４１１名幼儿，４８名教职工。幼儿园以
精良的师资队伍，促进园所发展；以扎实

的保教工作，优化办园品质；以高效的管
理，保障各项工作的良好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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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优化
服务质量，打造服务品牌”的优质服务月
活动，树立后勤服务的良好形象；中一班
保教团队获得“优质服务窗口”荣誉，仇
静老师获得“优质服务标兵”荣誉称号，
张新生老师被集团评为“最美后勤人”。
在园务管理中运行ＩＳＯ９００１的管理模式，
提高工作质量，确保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在校、集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幼儿园积
极谋划，对现有教室资源进行充分挖掘，
合理调配，及时扩增班级。开展多种安全
教育活动，让幼儿从小接受安全教育，大
大提高了全园师生的危险应急能力和安全
防范意识。为促进教师的可持续发展，保
持教师队伍的整体结构优化，进一步加大
教师的培养力度，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市、
区的各项专业技能比赛，推动骨干教师的
进步与成长。为幼儿创设富有教育意义的
环境，推进幼儿园游戏活动的有效开展。
根据“课程游戏化项目”精神，提高游
戏、学习、运动和日常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实效，改变统一作息，推行幼儿弹性作息
制度。充分发挥幼儿生活活动的自主性和
适宜性。深入挖掘父教资源，促进广大家
长对父教理念的转变及价值认识，充分发
挥幼儿园科学宣教的功能。

（撰稿人：杨　 晶　 核稿人：王　 磊）



%&'()*+

２０１７
,

５８０　　

±²We³

综述
【概况】 保卫处（部）是学校负责实施校
园安全保卫任务的职能部门，在学校党委
与行政的领导下，在国家公安机关与安全
机关的指导下，开展内部安全教育与管理，
建设安全有序的校园环境，维护学校的安
全与稳定。２０１６年，保卫处（部）围绕学
校党政工作要点的要求，以维护校园安全
稳定为目标，以服务师生为宗旨，扎实推
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三
严三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全
面组织开展校园政治保卫、治安安全、消
防安全和交通安全管理、打非治违专项行
动、反恐防暴公共安全管理、校园及周边
治安综合治理等各项工作，确保了学校全
年无群体性事件、无重特大刑事案件、无
重大火灾事故与其他安全责任事故。学校
获首批“江苏省平安校园建设示范高校”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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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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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学生平安ＱＱ群与教职
工群、校园网、校橱窗宣传栏等媒体，通
过举办法制安全讲座与安全知识竞赛、组

织实地演练、警方与校内其他单位联合举
办校园防诈骗现场会、国家安全日活动及
其他安全主题活动，多渠道、多形式开展
校园防火防盗、防诈骗、防安全事故、防
人身伤害等各类法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提高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针对网
络、电信诈骗多发的情况，联合公安民警
进行了５场专题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手册
２ ０００余份；与京口交警大队、禁毒大队和
疾控中心开展合作，对学校留学生开展交
通安全、防毒禁毒和防止艾滋病的专题讲
座；９月新生入学后，开设了１６场入学安
全教育课，发放《２０１６年新生安全知识读
本》８ ４００本；选择了７９套安全微课，供
大一新生学习考试。组织消防安全知识讲
座与培训２０余场次，培训与演练师生员工
达９ ０００余人。组织消防疏散演习专项活
动３次，参加演练的师生达１ ９００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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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相关部门、一些教职
员工和大学生安全信息员队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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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多条。３ 与学工条线、涉
外部门、统战部门及各学院等密切合作，
协助与配合地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
共同开展反恐防暴基础调查及涉外涉民族
宗教等专项安全调查５０余次，收集与报送
相关基础信息３０余件，并做好相关数据记
录备案工作。４ 开展涉外涉密涉民族宗教
等政保事务８０余项，及时掌握各类基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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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数据与信息。２０１６年，办理副高及副处
级以上人员因私出国（境）报备审核２００
余人次，因公出国（境）报备审核３４０余
人次，师生员工政审、无犯罪记录证明等
３００多人次。５ 协调处置１名学生非正常
死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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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份，明确各单位的
安全管理责任，督促指导各单位开展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进一步巩固校园防控综合
体系，切实保障校园安全有序。２ 门卫严
格执行岗位职责，盘查与禁止小商贩与可
疑人员入校，核查载物出门机动车辆，筑
牢校园安全管理第一道防线。全年门卫共
投放门禁临时通行ＩＣ卡７５４ ７０６张，收接
待券１４ ４０８张，查验载物出门机动车辆
２９７辆次，阻挡送快餐人员入校每日近６０
人次。３ 组织全天候校园巡逻守护，常年
开展校园秩序整治。开展校园交通疏导与
秩序整治工作。巡查校园主要交通干道，
对校内违停车辆采取贴违停告知单及锁车
的方式，全年共处理违停车辆８００余辆次；
对幼儿园、东山教工食堂、五棵松、行政
楼等重要交通路段，指派专人定时定点疏
导交通；每周一至周五附校上午７：３０—
８：３０上学高峰时段，派遣多名保安进行
路段管控，实行玉带路附校段机动车限时
由西向东单向行驶，缓解了附校周边道路
交通压力，保障了附校、幼儿园师生及接
送家长的交通安全。继续做好校园公共自
行车的驳运、维护及清理工作。加强校园
电动交通班车的安全监管，建立绿色小公
交监控系统，督促并要求运营商整改交通
车运营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保障校园公共

交通的有效供给。持续开展快餐外卖专项
整治、黑车专项整治、 “三无”摩托车专
项整治和违章摊点专项整治工作。全年共
清理校园小广告２０ ０００多份，清理违章摊
点３６０多个，收缴违章横幅（板报、灯箱）
２１０条（块、只）。劝离在校园内拾荒、送
快餐外卖及其他闲杂人员２ ６００多人次。
劝离违章钓鱼人员８００余人次。捕杀校园
流浪犬５条。清理黑车２０余辆、无主废旧
自行车２ ３４６辆，收缴“三无”摩托车７４
辆，有效地维护了校园的良好秩序。４ 应
急处置校园警情，制止现行违法行为。依
托校园１１０接出警平台及视频监控系统，
保卫处及时处置校园治安警情与其他求助
服务，协助警方开展案件调查，积极防范
与制止校园现行违法行为。２０１６年，校园
１１０共接报与协调处置警情９８０多起，其
中治安警情２１３起、交通事故警情１６起、
师生急病救助１４起、其他协调服务６３０余
起。帮助２名学生找回丢失在出租车上的
行李物品。追回与归还师生员工笔记本电
脑５台、手机２部、电动车４辆、摩托车１
辆、自行车４辆、钱包８只，以及一卡通、
人民币、其他证件与外币若干。另外，校
园１１０监控中心充分利用视频监控系统，
接待警情监控查询２２０余人次，监看视频
录像１ ７００多小时，发现案件线索８０多条。
协助警方破案１７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７
人。５ 组织实施校园大型活动安保。全年
组织实施毕业生供需洽谈会、新生入学、
毕业生离校、四六级英语考试、研究生升
学考试、人大代表选举会议、科技工作会
议、师资工作会议，以及其他贵宾来校等
大型校园活动安保９０余场次，圆满完成各
项安保任务，确保大型活动期间校园安全
有序。
【消防安全】 始终贯彻“预防为主，防消
结合，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采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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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措施，多管齐下，齐抓共管。１ 签订责
任书，落实责任制。年初，保卫处（部）
代表校消防工作领导小组，与学校５５个处
级单位及重点防火部位主要责任人，签订
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书，层层落实消防安全
责任，明确了各单位各岗位各责任人的具
体消防责任。２ 开展防火检查，督促落实
隐患整改。严格执行消防例行检查制度，
多次组织全校性火灾隐患大排查，督促各
单位各条线加强安全检查与整改。２０１６
年，共组织用火用电、高层建筑、实验室、
危险化学品、校园门面房等专项消防检查
１２０多次，检查部位２５６个，发现隐患１６０
多处，发出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２份。由
于认识明确、措施到位，形成了人人重视
消防、人人参与消防的良好工作氛围，全
年学校未发生重大火灾事故。
【其他工作】 １ 部门办公室事务。完成设
备报修、固定资产管理、保安工资核批报
销发放、职工信息更改等办公室事务５００
余项。拟订与报送各类部门文字材料１０５
项，发布安保工作通讯报道等８０多件。
２ 户籍管理。完成毕业生户口集中限时迁
移工作，批量迁出户口９３９人。新生户口
批量迁入４１６人；零散迁出户口４４人次、
迁入６６人次。核销户籍管理卡９９９张。办
理师生员工集体户口借用服务等１ ０００余人
次。接待户口来电来人咨询近５ ０００人次。
３ 社区服务。本年度走访慰问困难居民８
户；新增登记申报８０岁以上老人尊老金４８
人；失业证年检４人；为６１人发放医疗
保险卡；为卫生城市迎检，在社区内建毒
饵站１３０个；发放“创业就业登记证”
４０本；将学校２０名残疾人信息录入残联
通；办理合作医疗１５１人；将６３名育龄
妇女生育信息录入江苏省计划生育信息平
台；在失独、独生子女伤残家庭信息平台
录入５人（３户）信息；为５人申请计划

生育公益金；精准扶贫慰问１户；司法惠
民进社区活动３次；“失业创业证”累计
发放１２８本；发放伊斯兰教清真饮食补贴
４ ０３２元。

（撰稿人：许　 雷　 核稿人：曹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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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概述】 信息化处（中心）是学校信息化
建设与管理的归口部门，负责制定学校信
息化建设的总体发展规划；制定学校信息
化建设的信息标准、管理规范和规章制度；
学校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学校校园网、一
卡通、信息化公共平台、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安全、教学资源、多媒体教学设施的
运行与管理；学校现代教育技术培训及全
校弱电系统的管理工作。２０１６年是“十
三五”的开局之年，信息化处（中心）
在校党委、校行政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开
展学习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专题教
育活动，认真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部
署和要求。实行服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
等工作制度，热情接待师生员工，认真执
行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
管理规定。主要工作：完善学校信息化
“十三五”规划，制定和修订了《江苏大
学信息化建设管理规定》《江苏大学信息
系统数据管理办法（试行）》等管理制
度。推进站群管理系统、高性能平台、移
动端微信服务平台、数据平台等全校性信
息化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完善信息化服
务体系。完成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与定级备
案。完成存储扩容、邮件升级、多媒体教
室设备更新等优化信息化基础环境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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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整合教学资源，提升信息化与教学的
融合。
【组织机构】 ２０１６年３月，学校成立信息
化处，与信息化中心合署。６月，成立互
联网与计算技术研究所，挂靠信息化中心。
信息化处（中心）为学校正处级建制单
位，下设综合管理部、信息技术部、网络技
术部、教学技术部和互联网与计算技术研究
所５个科级部门。现有工作人员３１人。
【信息化规划与管理】 １ 学校信息化“十
三五”规划的制定。紧密围绕学校的发展
战略，以学校的核心工作为服务重点，借
鉴国内外先进的教育信息化理论成果和实
践经验，基于校内各单位、各类型用户的
信息化需求，完善了信息化建设“十三
五”规划。２ 制度和队伍的建设。制定和
修订了《江苏大学信息化建设管理规定》
《江苏大学信息系统数据管理办法（试
行）》《江苏大学网站建设与管理办法》等
８个管理制度。加大人才招聘和引进力度，
引进２名工作人员。加强开发技术团队建
设，设立学生软件实习基地，为学校公共
平台建设节省了大量的资金。同时积极开
展横向合作，与大全公司合作开发工业品
的电商平台，提升了技术人员开发能力。
３ 全校性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管
理。站群管理系统建设与管理：随着学校
信息化的推进，各院系部门二级网站已达
１５０个。为方便二级单位网站的建设与管
理，减少网站建设成本，中心加快推进了
学校网站站群系统的建设，改善了网站建
站标准不统一、网站信息共享难、存在网
站安全漏洞、安全整改困难等问题。高性
能计算平台建设：制定了《江苏大学高性
能计算平台管理办法（暂行）》，面向全校
师生开放运行，进行了高性能计算平台的
使用培训和用户交流会，已有６个二级单
位开通了使用账号。平台安装了２０多种并

行计算的软件，全年完成了５１ ５９７个作
业。该平台是高水平科研项目的基础平台，
建好高性能计算资源，将减少学校计算资
源重复投资、使用效率低等问题。移动端
微信服务平台建设：从师生需求的角度出
发，建设移动端综合服务平台，构建办事
等服务应用。一期建设上线运行了４０余项
高频使用服务，如网上办事大厅的一卡通
自助充值、交流平台、校内通知公告等。
４ 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与定级备案。开展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的工作，完成信息
系统的定级备案。开展校内涉及全校师生
信息的多个关键信息系统的自查和申报，
并填报“２０１６年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情况
登记表”及“自查表”，包括一卡通综合
管理系统、信息门户、人事管理平台等７
个系统的二级等级登记备案。配合镇江市
公安局对学校信息网络安全执法检查，落
实安全预案和演练工作。保障重要时期学
校信息安全工作，做到２４小时值班。在
全校开展ＷＥＢ系统的安全检查，对５个
站点下发了整改通知，并协助安全整改。
５ 加强信息化调研、宣传与服务。为推
进信息化与学校各业务的深度融合，开展
了系列调研座谈活动，走访了学工处、财
务处、研究生院、党办、校办等单位，组
织多场集中调研，收集信息化建设存在的
问题，多方位了解用户需求，为学校信息
化规划和完善信息系统功能提供需求来
源，为今后工作方向提供指引依据。加强
信息化建设、安全和使用等宣传，与镇江
市互联网协会合作，组织开展防信息诈骗
的宣传。建立二级网站管理员、高性能用
户等专题活动群，完成了新版信息化校园
用户手册的编辑等工作。配合“领航杯”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大学生数字媒体作品竞赛
活动，参与规划与组织该活动在学校进行
数字媒体作品的申报、筛选及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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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优化信息化基础环境】 １ 存储扩容、邮
件升级、多媒体教室设备更新。随着学校
业务系统的日益增加，现有存储系统的容
量已不能满足数据快速增长的需要，高性
能计算平台项目也对存储设备提出了新的
需求。本着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原则，采用
在原有高端机头基础上扩充磁盘的方案。
扩容后，有效缓解了存储容量紧张的局面，
提升了数据备份的空间，保障了学校业务
系统的发展。邮件系统进行了升级，加强
了系统的安全和个人的安全设置。将学生
邮箱和校友邮箱进行整合，开展学生云邮
箱的建设工作，每个学生都将拥有一个终
生邮箱。完成１４０个多媒体教室设备的更
新工作。２ 完善无线校园网覆盖。调研全
校各学院无线网络建设和使用情况，在此
基础上结合网络测试、运行情况及无线网
络的发展趋势，完善学院无线网络覆盖。
完成无线网后期建设的方案规划。３ 网络
流量保障控制。为分析网络流量和网络资
源的使用情况，提升用户的网络体验，进
行了网络流量保障控制与网络资源缓存测
试与分析工作。在计费系统升级后，通过
流控与计费系统的对接，实现基于用户组
的带宽保障限制功能。４ 虚拟化平台管理
维护方式提升。在服务器和存储虚拟化平
台上部署应用系统已经成为学校各部门进
行信息化建设的一种主流趋势，且虚拟机
数量也稳步上升，对管理软件平台及一些
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需求，落实通过云管
理平台、门户集成统一身份认证、高性能
计费和监控等进行整合，为用户提供良好
的管理维护接口，将虚拟化平台向云平台
发展。
【完善信息化服务体系】 １ 数据平台建
设。围绕数据中心建设，进行数据的采集、
集成、存储与处理，相应的规范、标准的

制定等工作也在逐步开展，对几个校园数
据进行试点应用，包括就餐、学生画像及
学生个人消费报告推送等试点应用。在微
信企业号中推出“微信大数据分析”的
应用，对全校本科生、研究生、教师的数
据进行直观的统计分析。２ 迎新、离校
系统移动化改造。新生进校采用新的报道
方式，每位学生的录取通知书上印有条形
码，迎新系统采用微信扫条形码为主、
ＰＣ端刷身份证为辅的报到方式，共完成
本科生４ ０９７人次和研究生２ ３６０人次的
新生报到。更好地为新生进校、毕业生离
校提供信息化服务支撑，减少人为手工办
理和审批，提升学校学工业务服务水平和
办事效率。
【教学资源整合】 １ 教学资源建设。配合
学校相关部门完成部分学科教学视频的摄
录编辑工作。完成计算机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法学院、文学院、海外学院、环
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的微课程和视频公开课
程，以及本部门的教学平台、高性能计算
机专题等相关视频的拍摄制作任务，完成
录制编辑工作１２５学时。自动录播教室录
制“临床免疫学及检验” “大学物理Ⅰ”
“计算机犯罪通论”等１０门课程，共计
４８６学时。２ 研究生课程线上平台的管理。
配合研究生院完成Ｓａｋａｉ教学平台的管理工
作，建立教师服务群的管理工作，定期发
布课程进度要求，提供技术指导，及时回
答教师提出的问题。每个月对课程建设进
度进行统计，生成报表，反馈给研究生院。
协助１５个学院的１９位教师完成了课程建
设，并协助研究生院完成教师在线课程项
目的验收工作。３ 监考和监控教室技术
方案的整合。对多媒体教室远程管理系
统、标准化考场管理系统、常态化录播系
统和教室安全监控系统的集成做了初步调
研工作。对智慧教室及云录播方案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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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
【日常用户服务】 １ 重要系统保障与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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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主页等
公共服务系统，各个职能部门管理系统３０
多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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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个。２ 一卡通与用户服务。
一卡通与开水费、电费、门禁系统对接的
日常维护，一卡通食堂窗口机、圈存机、
水控、电控、小绿车设备维护。与后勤集
团协调改建浴室水控系统。开展第一届校
园一卡通卡面图样设计大赛，确定第二版
校园一卡通样卡。完成２０１６级新生卡的制
作和发放工作。服务大厅柜面接待业务：
办理校园卡业务１万多张，圈存发放补助，
发放体育馆健身补助，按月发放江滨医院
餐费补助，更改银行卡绑定，校园网新开
户、修改密码等工作，毕业生离校上网账
户销户。３ 有线与无线基础网络运维服
务。管理有线网络交换机１ ３５４多台、无
线ＡＰ３３５８台、ＰＯＥ交换机２０３台，配合无
线用户自服务系统，实现用户更换终端设
备后，自助解绑老设备。处理网络报修
６４２次；更换、增加网络设备３６台；主机
房维护登记１１３次，全校机房巡检２次，
机房钥匙借出登记１ １７６次。基础网络保
障工作。学生区ＱｉｎＱ改造，优先解决网络
故障比较多的楼栋，Ｃ、Ｄ、Ｅ、Ｆ、Ｇ区共
１３栋宿舍楼，配置交换机近２００台，改造

后故障率显著下降。ＶＰＮ设备软件版本升
级，解决了Ｊｕｎｏｓ Ｐｕｌｓｅ不支持Ｗｉｎ１０的问
题。完成学校８栋楼宇综合布线改造的验
收，并调试开通了网络，新接入交换机１１
台；新接入４１５个信息点。４ 多媒体教室
与监考系统保障。完成３８７个多媒体教室
约３１ 万学时的多媒体教学保障任务，
２ ４００学时的“多媒体教室借用”管理工
作，完成标准化考场的管理的交接工作。
完成四六级英语考试、招生综合评价录取
考试、江苏省成人学士学位英语水平考试
和研究生考试的标准化考场设施的检查和
视频录制的技术保障。协助艺术学院、海
外教育学院完成２个会议室、１３个多媒体
教室的技术方案制定。加强多媒体设备安
全、多媒体教室使用情况等的巡视检查工
作。５ 通信运营商协调管理。协助学校加
强通信运营商在校内的建设和运作管理。
全面梳理运营商已建设的基站基本情况，
对运营商所建设的基站、使用的机房进行
统计汇总，加强合作管理和校内弱电建设
的监管力度，并签订了安全与规范承诺书。
６ 国有资产管理。根据学校国有资产清查
通知的要求，核查了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
日前的固定资产。现有资产数：２ ７０５台
件，金额２ ５９３万元。２０１６年新增资产８９
件，金额２０３ ５５５ ９万元，报废资产２６９
件，金额１７４ ２３万元。

（撰稿人：舒洪红　 核稿人：许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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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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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 １４８ ４１５ ３９ ５６３
新汽车工程研究院１Ｆ、分析测试
中心改造、能源研究实验室、土木
工程实验室等

２ 光纤距离（ＫＭ） １６１ ０ １６１

３ 主干路由交换机 ６ ０ ６

４ 节点交换机

２３ ０ ２３ 校园网
１ ０ １ 安防
８ ０ ８ 节能减排
１ ０ １ 一卡通
０ ２ ２ 无线网 无线网

５ 接入交换机

８９７ ０ ８９７ 校园网
１０７ ０ １０７ 节能减排
２３ ０ ２３ 安防
１３ ０ １３ 一卡通
２０３ ０ ２０３ 无线ＰＯＥ

２ ８３３ ５２５ ３ ３５８ 材料楼副楼、分析测试中心、室外
ＡＰ等 无线ＡＰ

２６２ １１ ２７３
新汽车工程研究院１Ｆ、分析测试
中心改造、能源研究实验室、土木
工程实验室等

设备自购

６ 边界路由器 ４ ０ ４

７ 防火墙 ７ ０ ７ 虚拟防火墙
８ 联网校区 ５ ０ ５

９ 联网教学、办
公、实验楼 ８４ ０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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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２５ ７９ 高性能计算
１３ 托管服务器 ４３ ３ ４６ 理学院、体育部
１４ 自有应用系统 ７５ ２ ７７ Ａｓｐ ｎｅｔ服务器、一卡通软网关

１５ 托管应用系统 ５６ ３ ５９ 理学院大数教学管理、体育部成绩
上传、宣传部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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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公共多媒体教室建设统计表
楼宇名称原有多媒体

教室（个）
座位数
（座）

现有多媒体
教室（个）

座位数
（座）

更新多媒体
设备教室（个） 备注

校本部

三山楼 １０８ １０ ９４９ １０８ １０ ９４９ ７８

三江楼 ５９ ６ ６６８ ５９ ６ ６６８ ２８

主楼 ６ ５８０ ６ ５８０

主Ａ楼 ２４ ２ ４７２ ２４ ２ ４７２ １７

机械楼 ４ ３６０ ４ ３６０

药学楼 ６ ７９３ ７ ８６７ 海外教育
学院专用

医技楼 ９ ６４２ ９ ６４２

医学楼 ９ ９６８ ９ ９６８

研究生楼 ３８ ５ ２２８ ４０ ５ ３６２ １６ 海外教育
学院专用

计算机楼 １０ ８６９ １０ ８６９ １

化学化工楼 １ １１６ １ １１６

电气学院楼 ４ ４５０ ２ ２０８ 拆除
京江学院 ７９ ８ ９６７ ９０ ９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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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０ 资产调拨
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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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３７６ ４１ ３９２ ３８７ ４２ ２６４ １４０

（撰稿人：舒洪红　 核稿人：许晓东）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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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视频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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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总计 １ ４３ ３４３ ４ ２０５ １７８ ７ ７０６ ５ ４６０ ８４ ２ ４９５ ３８４ ２ ４２３ ２０ ２９

（撰稿人：沈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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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６年，附校正确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本着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宗旨，根据
江苏大学“十三五”规划的总体部署，以
建设九年一贯制精品化学校为目标，按照
“优化服务，回归本真，改革创新，幸福师
生”的工作思路，全体附校人全力以赴提
高附校的品质、品格和品位，教师专业化
成长取得新突破，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在摘得２０１６年市区中考状元的基础上，热
点高中的达线率达６１ ８％。
【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 １ 加强党的自身
建设。创新党建活动形式与内容，充分发
挥党支部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扎实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学党
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
教育，通过支部党课、开展专题讨论、查
摆问题、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
等活动，让党员同志真正做到立足岗位做
表率、做贡献。２ 加强班子自身建设。
２０１６年，附校领导班子团结协作，相互补
台，既有明确分工，又能团结协调，围绕
教育局和学校中心工作，戮力同心，较好
地完成学校的各项工作。坚持“个别酝酿，
民主集中，会议决定”的议事制度，遵循
廉洁奉公，公平公正公开的工作作风；教
职工关心的评优评先、职称评聘、财务管
理、物资采购等热点问题，做到事前酝酿，
民主推举，事后通报；学校依托教职工大
会制度，凡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
题，都让教职工拥有知情权、通过权和决
定权。
【教学工作】 １ 抓好教学常规，强化管理
落到“实处”。严格执行省“五严”规定

和国家课程计划；严控学生在校时间和学
生作业总量；保证每天运动１小时；始终
做到五个“坚持”：坚持每周一次的教研
组长会；坚持“六认真”、检查月考核制
度；坚持行政每日巡课制度；坚持学生家
庭作业网上公示制度；坚持预约听课评课
制度。切实做好毕业班工作，制定切实可
行的毕业班教学方案和阶段性调研测试，
做好培优补困工作，教务处提供市统一的
补困材料，定时间、定地点、定人数、定
领导值日督查，全过程地关注补困质量。
在市、区两级教育及教研部门的工作检查
中，教学管理获得一致好评。２０１６年中
考：３人提前录取实验高中实验班，３７人
达镇中、一中统招分数线，８门学科均分
市属第一，总均分市属第一。２ 项目创
建，引领教学创新之路。２０１６年新增设每
周一节课外阅读，秋学期进入试用阶段，
让学生尽情享受阅读、分享快乐。２０１６年
学校被评为京口区“书香校园”。学校在
教学工作中，注重处理学科和体育教学的
关系，按国家课程标准开全开足体育课；
确保学生每天１小时体育活动。学校开展
了“篮球＋”的活动，开设了形式多样的
体育社团课程，如篮球、足球、门球、乒
乓球、羽毛球、轮滑等项目，开展了高尔
夫进校园活动。探索出一条以体育传统项
目引领学校体育教学工作的发展之路。学
校男子甲、乙两队自２００７年起连续９年代
表京口区参加镇江市小学生篮球比赛，在
２０１６年京口区“区长杯”小学生校园篮球
比赛中获得第三名。２０１６年京口区“区长
杯”校园足球比赛中，荣获男子乙组第一
名、男子甲组第二名，均代表京口区参加
市级比赛。２０１６年镇江市三人制篮球比赛
男子组第六名。１１月接受了市体育局对学
校创建工作的检查评估，获得评审专家的
一致好评。２０１６年学校被评为镇江市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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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项目传统学校。３ 重视社团建设，开
展各类课外活动：小学部师生１００％参与
到社团活动之中，共创建２３个社团，其中
７５％为体、艺类，如合唱、篮球、足球、
国画、剪纸、美食等。学生自由选择参加，
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活动成为学校素质教
育的一个新亮点。成功举办第七届“三江
韵”读书节暨“吟诵爱国诗词，营造书香
校园”经典诵读比赛；继续推进“海量阅
读”活动，打造“书香校园”。成功举办
第九届“关爱杯”英语演讲比赛、ＡＢＣ英
语口语比赛和希望英语比赛。学校学生参
加各类学科竞赛取得喜人成绩，在国家、
省、市、区４级涵盖所有学科的２５项比赛
中，共有１８４人次获奖，其中国家级４６人
次、省级８５人次、市级５３人次。同时还
在２０１６年镇江市第三届青少年机器人科技
竞赛中，获得优秀组织奖。
【学生工作】 １ 心理健康教育成为创新德
育方式的主要途径。运用附校德育校本教
材《团体心理训练与辅导》，班级团体辅
导普及率达到１００％。４月，镇江市属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组活动在附校七年级进行，
以镇江好课堂心理学科市属一等奖获得者
王伟微老师的展示课“做情绪的主人”进
行深入探索， 《京江晚报》报道了本次活
动。５月和９月，皮庆媛老师担任“２０１６
年镇江市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资格认证”
Ｃ１２班的团辅主持。以班主任例会为平台，
相互学习、相互促进，让接受过培训的老
师轮流主持团体辅导。下半年“心育”课
由参加镇江市心理健康教育培训过的老师
担任，同时附校就课的主导性进行研讨、
把关。进行了“当下父母之‘道’”及
“做智慧、幸福的快乐父母”主题家长沙
龙共２５期。体验式专场家长沙龙，把教育
的现实问题以“团辅”中呈现出来，在觉
察的基础上，再去探究适合学生的教育方

式、方法，帮助了不少困惑的家长走出瓶
颈。２ 品性教育在班级系列活动中生动展
开并卓有成效。班级特色活动在品格、品
质、品味上更实效、更生活化。春天走进
江大梅园，在自然景色中感知生活的美好。
“三八”节活动给很多家庭带来欣喜与幸
福；十岁“成长仪式”在江大图书馆旁种
下６棵树，将成为这个团队永远的“根”，
镇江电视台《新闻镇江》栏目给予了报
道；入队前走进部队，体验“神圣与责
任”；交警帅气地走进课堂，安全悠然进入
心里；外国留学生课堂———动手制作美食，
香气怡人；女生节鲜活、动情、知礼；让
身边小事在“辩论”中碰撞，表达不同的
价值观，培育辨别力； “万圣节”活动展
现学生们的活力与才华；劳动技能的习得
增强了学生为集体服务的意识； “行走”
“新芽报” “读书活动”坚持不懈；关怀、
鼓励、爱“蓝丝带感恩”活动的心灵振
动……这些都实实在在为学生的未来奠基。
德育总是在“做”中收获———性格、兴
趣、成就感。班级“家长课堂”是附校第
二课堂的特色、亮点。独特、丰富的家长
资源是学生活动的突出优势。播下“科技
兴国”的种子，“爱科学”实践活动持续
展开，家长带领各班先后进行无人机、３Ｄ
打印的参观并进行相关知识的趣味讲解，
让学生在感受科学力量的同时，探索科学
奥秘的激情得到激发。参观京东纸业，了
解纸的生产过程、分类；走进江大图书馆，
感受“书”的巨大魅力；食品学院实验室
制作重阳糕，老教师们分外温暖；“做月
饼”“包饺子”，亲子欢乐；了解国粹，学
唱京剧，普及京剧知识；举办“青春期生
理”“牙齿的结构和保护”等专业讲座；
参观校史馆、“水上救援”……这些都是
家长组织参与的活动，为学生的教育开拓
了更广阔的空间，记忆也尤显珍贵。３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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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大型活动求真、求善、求美。全国五好
小公民“老师您好，我的好老师”系列活
动传递出一种精神的力量和深情；清明祭
扫系列活动，江苏大学“王龙烈士凭吊系
列活动周启动、爱国主义教育揭牌”仪式
中，同学们再次由内而外接受了一次心灵
洗礼；一年两次的入团仪式简洁，重在责
任感的加强，使团员铭记“为共产主义事
业而奋斗！”誓言；春游，充满欢声笑语、
激情、活力；“六一”举办的跳蚤市场和
“美食一条街”活动，为孩子们的个性发
展与能力展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感恩成
长攀登”中、小学毕业典礼真挚感人。大
队改选系列活动有创新，队会意义更凸显；
“让花儿鲜艳绽放”法制宣传教育有效展
开。线上案例分享和线下“法治课堂”相
结合，对中小学生进行系列化的法制宣传
教育，这也是团市委青年社会组织“领头
雁”选拔大赛的参赛项目之一。４ 获奖情
况：在全国五好小公民“老师您好，我的
好老师”主题教育读书征文活动中，附校
获“先进集体”称号。２名同学征文获全
国一等奖（卢蔚蓉、潘以恒）；３名同学获
全国二等奖（黄宇轩、谭馨、魏文睿）；８
名同学获全国三等奖（吴承瑶、麦恒宁、
陆观澜、王睿、宗亦铭、鲁佳阳、何宝倚、
常天宇）。在镇江市中小学“老师您好，
我的好老师”主题教育读书活动演讲比赛
中，潘以恒同学获市二等奖，指导老师
（刘江萍、罗芙蓉、赵婧、吴涛、纪琴、周
国强、孔祥燕、章冬翠）分别获得指导一、
二、三等奖。在京口区首届“优秀少先队、
辅导员”评比中，章冬翠老师获得京口区
“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及“十佳少先队辅
导员”提名奖。张子恒同学获京口区“优
秀少先队员”光荣称号。
【队伍建设】 １ 重视教师专业学习。做好
全体教师的各项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努力

提升教师的专业发展。２０１６年先后组织全
体教师赴芜湖参加了为期３天的暑期培训，
以及市中小学教师的暑期远程网络培训及
２０１６公需知识的学习与考试。全体教师培
训合格，并获得相应的学时。２ 鼓励教师
开展教学研究。加强教研组建设。各教研
组认真制订学期教研计划，明确研究重点
任务，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活动。一如既往
地利用每周一次固定的时间开展集体备课、
研讨课、理论学习等多种形式的教研活动。
本学期每个教研组教师均开设校内公开课
一节，教研组内教师听课、评课，互帮互
助，加强了教学业务的训练，实现了共同
提高。３ 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教学
研讨活动。英语组全体教师参加了“英语
口语１００”全员培训，罗芙蓉教师参加了
江苏省经典诵读骨干教师培训，杜惠芳老
师赴西安、吴凡老师赴重庆参加学科培训。
同时还组织教师参加了江南学校、实验初
中、三中、四中、江科大附中等市属学校
的教研活动。小学部４位教师继续参加师
培中心组织的科学、数学、美术、音乐骨
干教师培训活动。小学部组织教师积极参
加市区组织的教研活动，观摩兄弟学校的
教学节，共１２０余人次。完成网上晒课。
下半年近１０位教师完成了向国家教育部指
定网站“晒课”工作，其中吴凡、潘丽玲
老师的课进入部优课评选，吴涛、杜惠芳、
纪琴老师的课获市优。郭佳老师获得江苏
大学“新长征突击手”荣誉称号；吴涛老
师获镇江市属首届初中语文学科第一届现
场命题大赛特等奖的好成绩；英语组老师
积极参加京口区小学英语课外阅读资源开
发评比活动获得二等奖。王艳丽、杜惠芳、
王萌、纪琴老师开设大学生示范课，王萌
老师获２０１６年镇江市优质课评比市属一等
奖、大市三等奖。纪琴老师参加镇江市教
学能手比赛获得一等奖。纪琴、石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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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参加京口区基本功竞赛获得一等奖；
杨晓然老师参加京口区小学生音乐学科优
质课比赛获二等奖，参加２０１６年镇江市教
师基本功大赛声乐展评获三等奖，参加镇
江市中小学音乐学科歌唱教学案例展评活
动三等奖。纪琴、徐兰青教师在京口区区
域性教研活动中执教公开课，师茗参加共
同体学校桃花坞小学：“墨趣文化”文化
下跨文化英语课程研究，均获得好评。
４ 为教师教科研搭建平台加强教研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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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总结教
学中的得与失，积极撰写教学论文和教学
案例，在第２３次市教科研征文评比中上报
论文１４篇。王伟微老师课题开题，王萌、
孔祥燕老师课题进入中期评估。论文省级
获奖８篇，市级获奖４篇。５ 做好教师资
格网上注册工作。根据市教育局的要求完
成了全体教师资格证书的复查、分类、补
发、统计等前期准备，并指导全体教师进
行了全国首次教师资格认定的网上注册和
申请工作。６ 职称工作。按照市教育局有
关文件精神，在江苏大学人事处的领导下，
做好职称申报推荐工作。今年中学部蒋俊
老师获批中小学高级教师。
【群团工作】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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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充分发挥分工会的积极
性，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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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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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三名；
教职工羽毛球比赛第四名；积极组织教职
工参加江苏大学春季长跑健身活动。３ 落
实关工委工作常态化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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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关工委继续办好“四点
钟学校”，受到家长的一致好评。学校关工
委“四点钟学校”被镇江市关工委命名先
进工作组。高效有序地开展京口区人大代
表的选举工作。
【安全后勤工作】 以服务教育教学为宗
旨，以勤俭节约为原则，充分发挥服务和
保障作用。１ 安全方面。定期开展常规安
全检查活动，不定期开展逃生安全演练，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及急救知识讲座和技能
培训。校园监控及周界防范报警系统已经
安装到位。放学后和节假日的校园安保值
勤由大学保卫处统一安排。２ 后勤方面。
中小学塑胶操场铺设全部完成，小学操场
新装固定式篮球架１副，中学操场更换篮
板和篮圈２副，更换乒乓球桌４张；机房
进行局部改造，添置计算机５台；图书室
新采购图书８７９册；中小学教室内添置了
储物柜；小学一年级配备了新的课桌椅；
校内五棵松绿地重新进行了绿化；新装了
３个直饮水龙头；认真做好小学部分学生
代伙各项工作，认真做好初始年级的校服
招标征订及调换工作。此外，处理报废了
一批破损的课桌椅及教学办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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