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次 日期 星期 时间 会议名称/工作内容 主办系部 与会人员 校区 地点

6月8日-7月30日 全天 双创大赛创新启蒙赛项集中训练 教学工作部 相关人员 莫愁路校区 图书馆阅览室

8:00-9:20 升旗、晨会
学生工作部、团委

、校务工作部
全体师生 三校区

全天 评教评学 教学工作部 相关人员 三校区

11:30-16:00 幼管专业舞蹈联考 现代服务系 相关人员 江宁校区 二楼报告厅

12:30-13:30 信息艺术系城区班主任会 信息艺术系 信息艺术系城区班主任 夫子庙校区 四楼会议室

15:00-16:30 江宁校区会计系班级年度工作考核 会计系 会计系全体师生 江宁校区 12楼大会议室

17:00-18:00 团校 团委 学生 莫愁路校区 阶梯教室

6月13日-6月16日 全天
非集中考试科目随堂考试，发放暑假作

业
教学工作部 相关任课教师 三校区

6月13日-6月17日 全天 系部考核学生评议，群众评议 督导室 相关人员

校长接待日 校长室 孙荣宝 莫愁路校区

完成各类教学资料，上交相关部门 教学工作部 全体任课教师 三校区

08:00-17:00 管理会计基础录课
会计系、现代服务

系
会计系专业教师 莫愁路校区 录播教室

09:30-11:00 审计大学培训交流会 招生就业培训部 相关领导和教师 莫愁路校区 二楼大会议室

12:00-13:30 业余党课结业 团委 业余党课学生 莫愁路校区 阶梯教室

12:30-13:30 莫愁路校区膳食委员会议 后勤工作部
各系部老师及学生代表

食堂相关人员
莫愁路校区 二楼大会议室

15:00-16:30 江宁校区会计系学生会干部考核 会计系
江宁校区会计系学生会

干部
江宁校区 十一楼会议室

08:30-12:00 南京市思政课程教研活动 教学工作部 全市思政课教师 夫子庙校区 一楼报告厅

14:30-16:00 “梧桐论语”进校园宣讲 校务工作部 信息艺术系学生 夫子庙校区 一楼报告厅

6月15日-7月30日 全天 教学大赛（中职组）省赛集训 教学工作部 相关人员 各校区

2021/2022第二学期结束及2022/2023第一学期开学工作安排

6月14日 周二

6月15日 周三

6月13日 周一

十八周

全天



8:30-11:30 校长办公会、党委会 校长室、党委 校级领导 莫愁路校区
明德楼二楼大会议

室

14:00-15:00 信息艺术系江宁班主任会 信息艺术系 信息艺术系江宁班主任 江宁校区 十一楼会议室

14:00-16:00 支部书记培训会 校务工作部 各支部书记 莫愁路校区
明德楼二楼大会议

室

14:30-16:00 班主任座谈会 学生工作部 各系安排2-3名班主任 莫愁路校区 学工二楼会议室

15:00-16:00 华夏银行企业宣讲会 招生就业培训部 华夏银行与17、18学生 莫愁路校区 阶梯教室

6月17日-6月19日 全天 期末考试 教学工作部 所有任课教师 三校区

6月17日-6月18日
各班交学期总结、考核表、班级工作手
册、团工作手册等，推优工作；各班主
任完成本班学生评语交系里审核；

团委、各系 各班主任

12:40-13:30 数媒教研会 信息艺术系 数媒教研室教师 夫子庙校区 平面实训室

14:00-16:00 南京市“十四五”规划课题开题（一） 教师发展中心 相关人员 莫愁路校区
明德楼二楼大会议

室

16:30-18:00 江宁校区会计系班主任培训会议 会计系
江宁校区会计系全体班

主任
江宁校区 十一楼会议室

14:00-16:00 南京市“十四五”规划课题开题（二） 教师发展中心 相关人员 莫愁路校区
明德楼二楼大会议

室

住宿学生离校 宿管中心
江宁校区

莫愁路校区

上午 新学期教师定位研讨 教学工作部 四系、教学部 莫愁路校区 明德楼二楼大会议
室

14:30-16:30 中级心理师培训 学生工作部 相关教师 莫愁路校区 图书馆四楼报告厅

6月20日-6月22日 全天 教师批改试卷、登录成绩 教学工作部 所有任课教师 三校区

6月20日-7月10日 全天 创新教育大疆机器人挑战赛省赛集训 教学工作部 相关人员 莫愁路校区
思明楼7楼无人机

工作室

创新启蒙赛项省赛集训

技能大赛暑期集训

6月20日-6月25日 教资培训 现代服务系 相关人员 莫愁路校区 阶梯教室

十九周

6月20日-7月20日

6月19日 周日

6月20日 周一

全天 教学工作部

6月16日 周四

6月17日 周五

十八周

相关人员
莫愁路校区
夫子庙校区



6月20日-6月30日 18级中韩班补课 相关师生 莫愁路校区 18级中韩班教室

6月21日 周二 全天 校长接待日 校长室 姜峰 莫愁路校区

6月22日 周三 全天 雏鹰培训 教师发展中心 相关人员 莫愁路校区
明德楼二楼大会议

室

8:30前 任课教师将记分册、试卷交至各系 教学工作部 所有任课教师

8:30-11:30 校长办公会、党委会 校长室、党委 校级领导 莫愁路校区
明德楼二楼大会议

室

13:30-15:00 工会换届选举大会 工会 相关人员 莫愁路校区 图书馆四楼报告厅

6月23-26日 社会普通话测试 相关人员 莫愁路校区
阶梯教室、思明楼

机房

9:00-10:30 师徒结对总结会 教师发展中心 2020、2021结对师徒 莫愁路校区 阶梯教室

15:00-16:30 党员组织生活（主题党日） 党委 各支部党员 见具体通知 见具体通知

班主任完成学生评语与操行录入，学生
评优，交系里审核；各系组织各项学年
评优并汇总表彰名单后交学工部韩佳琪
老师

各系、学工部 各班主任

9:00-17:00 校内招生咨询会 招生就业培训部 四系及相关工作人员 夫子庙校区 体育馆

14:00-20:00 毕业典礼彩排 学生工作部 所有相关人员 人民大会堂

9:00-17:00 校内招生咨询会 招生就业培训部 四系及相关工作人员 夫子庙校区 体育馆

9:00-12:30 毕业典礼彩排 学生工作部 所有相关人员 人民大会堂

14:30-17:00 2022届学生毕业典礼 学生工作部
全体毕业生、全校教职

工、各相关人员
人民大会堂

上午 学生领取成绩册 学生工作部 各班班主任 各班

8:30-10:30 行政会

十九周 6月23日

6月24日

6月25日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周一
校务工作部

10:30-11:30 2022年预算推进会暨2023年预算编制会

6月26日

6月27日

二十周

明德楼二楼大会议
室

莫愁路校区全体中层以上干部



9:00-10:30 全体教职工大会、职称述职 全体教职工

10:30-11:30 劳务派遣人员大会 全体劳务派遣人员

6月28日下午-29日 党员“七一”学习教育活动 党委 全体党员 见具体通知 见具体通知

6月30日-7月2日 四鹰教师团队提升培训 教发中心 相关人员

7月1日 周五 8:30-11:30 校长办公会、党委会 校长室、党委 校级领导 莫愁路校区
明德楼二楼大会议

室

7月3日-7月5日 9:00-17:00 校内招生咨询会 招生就业培训部 四系及相关工作人员 夫子庙校区 体育馆

7月3日-7月9日 全天 沙盘国赛集训邀请赛 金融系 相关人员 莫愁路校区

7月11日-7月13日 全天
创新教育大疆机器人挑战赛南师附中决

赛
教学工作部 相关人员

7月15日-7月20日 全天 学期补考 教学工作部 相关人员

8月1日-8月2日 中层干部培训会 校务工作部 全体中层以上干部 见具体通知 见具体通知

8月2日-8月9日
技能大赛沙盘模拟企业经营赛项省级教

练员培训
大赛办 相关人员 莫愁路校区

8月3日-8月9日 全天
技能大赛沙盘模拟企业经营省级教练员

培训
教学工作部 相关人员 莫愁路校区 明德园六楼

9:00-11:00 系部考评会 督导室 各系部负责人 莫愁路校区
明德楼二楼大会议

室

13:30-16:00 行政会 校务工作部 全体中层以上干部 莫愁路校区
明德楼二楼大会议

室

8月29日 周一 9:00-11:00 全体教职工集中，新学期报到 校务工作部 全体教职工 莫愁路校区 见具体通知

8月30日 周二 江宁新生报到

8月31日 周三 老生报到

9月1日 周四 各校区正式上课

以下内容为暂定，以具体通知为准

备注：

8月

南师附中

8月28日

周二

周日

校务工作部

7月

6月28日

见具体通知

二十周

图书馆四楼报告厅
、

其他分会场
莫愁路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