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时间 会议名称 主办系部 与会人员 主持人 校区 地点

8月31日--9月2日
9:00-11:30

13:30-16:30
网络技术教研室学习（微信小程序开发） 信息艺术系 全体教研室教师 王强 夫子庙校区

华为云计算实训基地
3102室

9:00-11:00 语文教研室集体活动 教学工作部 全体语文课程任课教师 武亚丽，金晶 莫愁路校区 图书馆二楼教师沙龙

9:00-11:00 数学教研室集体活动 教学工作部 全体数学课程任课教师 吕志攀 莫愁路校区 录播教室

9:00-11:00 政史地教研室集体活动 教学工作部 全体政史地课程任课教师 成倩 夫子庙校区 四楼会议室

9:00-11:00 体育教研室集体活动 教学工作部 全体体育课程任课教师 李宝玉、刘慧 夫子庙校区 体育馆

9:00-11:00 计应基础教研室集体活动 教学工作部 全体计应基础课程任课教师 管颉 莫愁路校区 五楼机房

9:00-11:00 现代服务系专业教研室会议 现代服务系 系专业教研室教师 系各教研室主任 莫愁路校区 尚美空间、小会议室

9:30-11:30 数媒教研组集体活动 信息艺术系 全体教研室教师 王贵发 夫子庙校区 二楼维晶实训基地

14:00-16:00 现代服务系教职工会议 现代服务系 系全体教职工 杨宇净 莫愁路校区 阶梯教室

9:00-11:00 新教师培训 教师发展中心 新教师 贾凌燕 莫愁路校区 二楼小会议室

9:00-11:00 英语教研室集体活动 教学工作部 全体公共基础英语课程任课教师 陆佳琳 莫愁路校区 录播教室

9:00-11:00 动漫制作教研组集体活动 信息艺术系 全体教研室教师 沙牧秋 夫子庙校区 二楼维晶实训基地

9:30-11:30 数媒教研组学习（如何发现美景讲座） 信息艺术系 全体教研室教师 王贵发 夫子庙校区 四楼会议室

13:30-15:00 金融系开学工作布置会 金融系 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系行政 陈阳 莫愁路校区 二楼小会议室

15:00-16:00 金融系16级国贸专转本班教学研计会 金融系 班主任、任课教师 陈阳 莫愁路校区 二楼小会议室

8:30—9:00 会计系主任会议 会计系 周会林、钱云红、徐晓云、张勇 莫愁路校区 莫愁路校区 会计系会议室

9:00—9:30 会计系安全教育、师德师风会议 会计系 会计系全体教职员工 周会林 莫愁路校区 阶梯教室

9:00:00-9:30 金融系专业课教师全体会议 金融系 金融系全体专业课教师 陈阳 莫愁路校区 教学楼3306教室

9:30-11:00 金融管理、银行会计教研室集体活动 金融系 全体专业教师 张二网、曹金融 莫愁路校区 3306、3305教室

9:30—10:00 会计系班主任会议 会计系 会计系全体班主任 钱云红、张勇 莫愁路校区 阶梯教室

10:10—10:30 会计、财务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会议 会计系 周会林、徐晓云、刘玉琴、曹璟、金兢 徐晓云 莫愁路校区 会计系会议室

10:30—11:30 会计系各专业备课组教研活动 会计系 全体专业教师 各备课组长 莫愁路校区 各教师办公室

13:30-14:00 会计系国际合作班教学研讨会 会计系 班主任、任课教师 周会林 莫愁路校区 阶梯教室

13:30-14:20 智慧黑板培训 信息中心 江宁校区会计系、金融系上课教师 吴支训 夫子庙校区 4402、4404教室

14:00-16:00 新教师培训 教师发展中心 新教师 贾凌燕 莫愁路校区 二楼小会议室

14:00-14:30 会计系16级转本教学研讨会 会计系 班主任、任课教师 周会林 莫愁路校区 会计系会议室

14:30-15:00 会计系1+X证书考证研讨会 会计系 徐晓云、金兢 周会林 莫愁路校区 会计系会议室

14:30-15:20 智慧黑板培训 信息中心
江宁校区现代服务系，信息艺术系去年未培

训过的老师
吴支训 夫子庙校区 4402、4404教室

15:00-15:30 会计技能大赛研讨会 会计系 竞赛指导教师 周会林 莫愁路校区 会计系会议室

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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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



9:00-10:30 全校教职工集中 校务部 全体教职工 姚峰 莫愁路校区 报告厅

13:30-15:00 开学工作会议 学工部 学工部城区人员 张学琴、黄荣桂 莫愁路校区 学工部二楼会议室

13:30-15:00 开学工作会议 学工部 学工部江宁校区全体人员 许鸣峰 江宁校区 学工部十楼办公室

14:00-15:00 图书采购校内询价 教学工作部 教学部、图书馆、纪委 张兆芃 莫愁路校区 录播教室

9:30-11:30 新生班班主任工作会议 学工部、各系
全体新生班班主任
系德育主任、行政

许鸣峰 江宁校区 十二楼大会议室

13:00-15:00 金融系新生班主任会 金融系 金融系20级班主任 马越 江宁校区 综合楼金融系办公室

9月6日
新生报到

（上午办理入宿下午进班报到）
学工部、各系部 各系部相关工作人员 许鸣峰 江宁校区 各班教室

老生报到
（上午办理入宿下午进班报到）

学工部、各系部 各系部相关工作人员
许鸣峰、张学琴、

黄荣桂
各校区 各班教室

8:30-11:00 新生入学教育 学工部、各系部 各系部相关工作人员 许鸣峰 江宁校区 各班教室

下午 新生照相等 教学部、各系部 各系部相关工作人员 黄菲 江宁校区 相关教室

开学典礼 学工部、各系部 各系部相关工作人员
许鸣峰、张学琴、

黄荣桂
各校区 各班教室

14:00-15:30 2020校运会工作会(10月29-30日校运会） 教学工作部
教学部主任、学工部主任、体育教研室正副

主任、相关工作人员
张兆芃 莫愁路校区 二楼大会议室

9月10日 15:00-16:30 教师节大会 校务部 全体教职工 崔琪 莫愁路校区 报告厅

14:00-15:00 新学期教学例会 教学工作部 教学部主任、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 马原 莫愁路校区 二楼大会议室

15:00-16:00 技能大赛启动会 教学工作部 各系主任、相关教研室主任、各赛项教练 张兆芃 莫愁路校区 二楼大会议室

备注

9月7日

9月5日

9月8日

9月11日

9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