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文件
宁师办〔2019〕22 号

关于做好2018年度
南京师范大学年鉴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学校年鉴是全面、系统地分类记述学校年度各项事业发展取
得的新发展、新变化、新成就及新经验的文献性史料工具书，汇
集了学校一年中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重要活动、重大成就和重要
的统计信息等新资料。为进一步做好2018年度学校年鉴的编辑工
作，现将资料征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内容
2018 年度学校年鉴资料的征集内容，主要以各部门和有关单
位做出的新成就、新变化、新经验、新面貌及新发展为主（具体
征集材料内容见附件）
，时间跨度为 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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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写体例
2018 年度学校年鉴主要以“工作板块”方式进行编排，具体可
参照 2017 年度学校年鉴编写体例。
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可根据学校
年鉴编写体例和本部门（单位）工作实际，对有关条目适当进行
调整或增减；条目中未列入的内容且需要编入学校年鉴之中的项
目，请直接将材料提交。
三、工作要求
各部门（单位）所报文字材料，应真实、准确、完整、简要、
清晰，并有撰稿人署名；统计材料以表格形式报送，数据应准确、
全面、规范，且与上报的各类统计报表吻合，表格后附制表人姓
名。各部门（单位）提供的所有书面资料，须经本单位主要负责
人审定签名，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各部门（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所提供的年鉴资料进行严格的审查把
关，防止出现差错。
请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务必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周三）前，
将书面材料和电子稿一并送交档案馆档案收集部。地址：仙林校
区新北区档案馆 308 室；联系人：王莉；联系电话：85891642；
电子邮箱：56005@njnu.edu.cn。
特此通知。
附件：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年鉴资料征集材料一览表

南京师范大学
2019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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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部门和有关单位
年鉴资料征集材料一览表
单位

征集材料内容
1. 上级对学校重要文件批复
2. 学校党委重要工作报告
3. 校党委书记重要讲话、专题文章
4. 校当年成立和调整的非常设机构及其组成人员

党委办公室

5. 党务公开
6. 学校党委下发的规章制度文件
7. 党委部门获上级表彰（单位、教职工）
，内容包括：
奖项名称、受表彰项目、表彰单位、表彰时间（请以
表格形式报送）
1. 学校行政重要工作报告
2. 校长重要讲话、专题文章
3. 学校简介
4. 学校年度工作总结
5. 学校年度事业发展十件大事、大事记

校长办公室

6. 校当年成立和调整的非常设机构及其组成人员
7. 信息公开
8. 学校行政下发的规章制度文件
9. 行政部门获上级表彰（单位、教职工）
，内容包括：
奖项名称、受表彰项目、表彰单位、表彰时间（请以
表格形式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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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领导组成人员名单
校各级党委和行政机构领导组成人员名单
学校党的组织情况
学校党的建设工作概况

党委组织部
（党校）

1.
2.
3.
4.

党委宣传部

1. 学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概况
2. 重大新闻报道目录 50 篇，内容包括：日期、媒体
名、文章名、作者

1. 学校统战工作概况
2. 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省参事、省文史
馆员名单
3. 任省、市特邀人员名单
党委统战部
4. 各民主党派和侨台联负责人名单
（社会主义学
5. 任省、市群众团体理事名单
院）
6. 各民主党派成员人数分布情况
7. 任各民主党派中央、省、市委员以上人员名单
8. 归侨、侨眷、港澳眷属、台属、少数民族教师分
布情况
纪委办公室
（监察处）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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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党风廉政建设概况
1. 各级教学及创新团队
2. 本科各专业设置、在校生人数
3. 培养模式
4. 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5. 教学成果奖项目
6. “英才培养计划”建设项目
7.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8. 教室分布情况

9. 本科生毕业名单（含授予学位人员）
，内容包括：
学号、姓名、性别、专业、学位类别，请注明学历生
和学位生
学生工作处
（党委学生工
作部、人民武
装部）

1.
2.
3.
4.

学生工作概况
本科生各专业招生录取情况
本科生就业、创新创业情况
本科生奖励和资助体系

1. 研究生工作概况
2.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 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
4.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5. 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
6. 专业学位授权点
研究生院
7. 博士生导师情况（名录、结构）
（党委研究生 8. 在校研究生人数（博士、硕士、在职）
工作部）
9. 研究生招生录取情况
10. 研究生教改创新、联合培养及基地建设情况
11. 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
12. 研究生就业情况
13. 研究生奖励和资助体系
14. 博士生、硕士生毕业名单，内容包括：学号、姓
名、性别、专业、学位类别，请注明学历生和学位生

学科建设处

1. “双一流”学科建设情况
2. 教育部学科评估情况
3.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等学科建设项目
4. 国家重点学科（含学科带头人、建设经费等，以下同）
5.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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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苏省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7. 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8. 江苏省重点学科
9. 江苏省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
10.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
11. 校级重点学科
12. 新兴应用交叉学科
13. 各层次重点学校建设经费投入情况

发展规划处
（评估处）

1.
2.
3.
4.
5.
6.

校党委系统机构设置
校行政系统机构设置
体制机制创新概况
学校发展规划
学校年度工作计划
评估工作情况

1. 教师工作概况
2. 中国科学院院士
3.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力资源处
（党委教师工
作部、江苏省高
校师资培训中
心）

4. 国家“千人计划”人才
5. 国家“万人计划”人才
6.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7.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8.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9. 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10. 南京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1. 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2.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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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江苏省第四期“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14.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项目资助人员
15. 江苏省“双创计划”人员
16. 江苏省“青蓝工程”培养人员
17. 校“青蓝工程”培养人员
18. 校百名青年领军人才培养人选
19. 全校正高职人员
20. 江苏省特聘教授人员
21. 校特聘教授人员
22. 兼职、客座、名誉教授人员
23. 在聘讲座教授人员
24. 全校教职工岗位分布情况
25. 全校教师学科分布情况
26. 全校教师学历分布情况
27. 全校教师年龄分布情况
28. 各学院教师年龄情况
29. 全校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30. 全校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31. 全校人员增加、减少情况
1. 国家、省部级重要研究基地、中心等科研机构
2. 学术组织情况
3. 科学研究人员情况
人文社会科学 4. 科学研究项目（课题）情况
研究院
5. 科学研究经费情况
6. 科学研究成果情况
7. 出版学术著作情况
8. 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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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中心等科研机构
2. 协同创新中心情况
3. 地方研究院建设情况
4. 学术组织
5. 科学研究人员情况
科学技术
6. 科学研究项目（课题）情况
研究院
7. 科学研究经费情况
8. 科学研究项目及成果情况
9. 出版学术著作情况
10. 科技成果转化
11. 获专利情况
1. 孔子学院
2. 培训基地和研究中心
3.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4. 在岗外籍教师统计
5. 聘请外籍教师统计
6. 国（境）外人员来访、讲学情况
7. 人员派出情况（长期）
8. 短期出访、参加国际会议人员情况
国际合作与交
9. 赴港澳台人员情况
流处（港澳台
10. 学生海外学习计划学校（数据及名单）
事务办公室）
11. 赴国外调研项目及学生情况
12. 接受外国留学生（长期）情况
13. 接受外国留学生（短期团队）情况
14. 主办、协办国际会议情况
15. 留学生奖励资助体系
16. 留学生毕业名单，内容包括：学号、中文姓名、
外文姓名、国籍、性别、专业、学位类别，请注明学
历生和学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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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处

1. 经费支出情况表
2. 资产负债情况

审计处

审计工作概况

保卫处
安全保卫工作概况
（党委保卫部）
后勤管理处
基建处

校舍情况
基本建设概况

资产管理处

固定资产变动情况（以“万元”为单位）

信息化建设
管理处

信息网络资源概况

离退休工作处
离退休工作概况
（离退休党工委）
1. 成人高等教育办学规模情况
2. “专转本”办学规模
3. 自学考试助学专业办学规模
继续教育管理 4. 社会自学考试办学规模
处（继续教育 5. “专接本”办学规模
学院）
6. 各函授站招生专业情况
7. 奖励和资助体系
8. 成人教育毕业生名单，内容包括：学号、姓名、
性别、专业、学位类别，请注明学历生和学位生

发展委员会

工会

1.
2.
3.
4.

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成员和地方校友会、联络处）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联合办学及服务社会情况
援疆援藏等对口支援情况

工会教代会工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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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大学生艺 1. 共青团工作概况
术教育中心） 2. 大学生艺术教育工作概况
图书馆

图书工作概况

档案馆

档案工作概况

学报编辑部

学报工作概况

分析测试中心 分析测试工作概况
资产经营公司
资产经营工作概况
（企业党委）
出版社有限责
出版工作概况
任公司
附属实验学校

1. 2018 年度学校概况
2. 2018 年度大事记

中北学院

1. 2018 年度学院概况
2. 2018 年度大事记
3. 独立学院毕业生名单，内容包括：学号、姓名、
性别、专业、学位类别，请注明学历生和学位生

泰州学院

1. 2018 年度学院概况
2. 2018 年度大事记
3. 独立学院毕业生名单，内容包括：学号、姓名、
性别、专业、学位类别，请注明学历生和学位生

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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