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美大学学校办公室文件 

集大办〔2010〕2 号 

 

关于对二级网站进行年审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我校将开展 2010 年学校二级网站年审工作。

请各单位认真填写“集美大学二级网站年审表”，并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前报送或传真至网络中心（联系电话：6183217，传真号：

6181939）。逾期不报者，按有关规定处理。  

  

附件：1.集美大学二级网站年审表  

2.二级网站责任单位一览表   

                                         学校办公室 

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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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大学二级网站年审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盖公章）  

姓  名 身份证号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网站负责

人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网站管理

员信息 
     

网 站 名 称 网 站 域 名 说  明 

   

   

   

   

备  注  

 

注： 
1. 各单位校园网安全管理工作分管领导为本单位网站的负责人。 
2. 网站管理员必须为本单位的正式员工。 
3. 如有多个网站，请全部列举。 
 
 
 

集美大学各单位网络分管领导和网络管理员登记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盖公章）  

网络分管领导  办公电话  手机  

网络管理员  办公电话  手机  

 



域  名 网  站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office.jmu.edu.cn 学校办公室 学校办公室 

xiaoban.jmu.edu.cn 学校办公室 学校办公室 

xwgk.jmu.edu.cn 校务公开 纪委、监察审计处 

xwgk.jmu.edu.cn/jiwei 纪委、监察审计处 纪委、监察审计处 

zzb.jmu.edu.cn 组织部 组织部 

bbs.jmu.edu.cn 集美学村 BBS 站 宣传部 

itv.jmu.edu.cn 网络电视 宣传部 

jmunews.jmu.edu.cn 原新闻网 宣传部 

jmuxcb.jmu.edu.cn 原宣传部 宣传部 

kxfz.jmu.edu.cn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专题网站 宣传部 

news.jmu.edu.cn 新闻网 宣传部 

szw.jmu.edu.cn 思政网 宣传部 

xcb.jmu.edu.cn 宣传部 宣传部 

tzb.jmu.edu.cn 统战部 统战部 

jmuxsc.jmu.edu.cn 原学生处 学工部（学生处） 

loan.jmu.edu.cn 国家助学贷款信息管理系统 学工部（学生处） 

psy.jmu.edu.cn 心理健康协会 学工部（学生处） 

qingong.jmu.edu.cn 勤工助学网站 学工部（学生处） 

xsc.jmu.edu.cn 学生处 学工部（学生处） 

dangxiao.jmu.edu.cn 党校 党校 

rsc.jmu.edu.cn 人事处 人事处 

iced.jmu.edu.cn 国际合作交流处 国际合作交流处 

class.jmu.edu.cn 集美大学网络教学平台 教务处 

jpkc.jmu.edu.cn 精品课程 教务处 

jwc.jmu.edu.cn 教务处 教务处 

jwgl.jmu.edu.cn 教务管理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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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名 网  站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pjb.jmu.edu.cn 评建办 教务处 

zlgc.jmu.edu.cn 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教务处 

yjs.jmu.edu.cn 研究生处 研究生处 

zsb.jmu.edu.cn 招生办 招生办 

kyc.jmu.edu.cn 科研处 科研处 

kygl.jmu.edu.cn 科研管理系统 科研处 

bwc.jmu.edu.cn 保卫处 保卫处 

ltxc.jmu.edu.cn 离退休工作处 离退休工作处 

houqin.jmu.edu.cn 后勤管理处 后勤管理处 

cwc.jmu.edu.cn 财务处 财务处 

jjc.jmu.edu.cn 基建处 基建处 

zcc.jmu.edu.cn 资产处 资产处 

xgh.jmu.edu.cn 校工会 校工会 

xtw.jmu.edu.cn 校团委 校团委 

atninfo.jmu.edu.cn 电子助航服务信息系统 航海学院 

nav.jmu.edu.cn 航海学院 航海学院 

mei.jmu.edu.cn 轮机工程学院 轮机工程学院 

fishery.jmu.edu.cn 水产学院 水产学院 

fisherylab.jmu.edu.cn 水产科学技术实验中心 水产学院 

jdjc.jmu.edu.cn 水域环境与渔业资源监测中心 水产学院 

bec.jmu.edu.cn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学院 

phys.jmu.edu.cn 体育学院 体育学院 

tygl.jmu.edu.cn 体育选课 体育学院 

cjc.jmu.edu.cn 财经学院 财经学院 

210.34.163.162 出口操作演练系统--财经实验室 财经学院 

210.34.163.165 财经科网 财经学院 

 4 



域   名 网  站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teacher.jmu.edu.cn 教师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210.34.172.125 福建省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省级骨干培训 教师教育学院 

ms.jmu.edu.cn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atc.jmu.edu.cn 集美大学艺术综合训练中心 音乐学院 

com.jmu.edu.cn 音乐学院 音乐学院 

arts.jmu.edu.cn 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 

eelab.jmu.edu.cn 电工电子实验室 信息工程学院 

ie.jmu.edu.cn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cec.jmu.edu.cn 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工程学院 

ceccai.jmu.edu.cn 计算机系列课程 CAI 系统 计算机工程学院 

energy.jmu.edu.cn 能源与动力工程实验中心 机械工程学院 

jxjcsyzx.jmu.edu.cn 机械基础实验中心 机械工程学院 

me.jmu.edu.cn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pec.jmu.edu.cn 物理实验中心 理学院 

sci.jmu.edu.cn 理学院 理学院 

ifmi.jmu.edu.cn 模糊数学审稿中心 理学院 

sfl.jmu.edu.cn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 

gyjdi.jmu.edu.cn 福建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师培训与研修基地 政法学院 

soc.jmu.edu.cn 政法学院 政法学院 

chin.jmu.edu.cn 文学院 文学院 

engtech.jmu.edu.cn 工程技术学院 工程技术学院 

ae.jmu.edu.cn 成人教育学院 成人教育学院 

oec.jmu.edu.cn 海外教育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 

chengyi.jmu.edu.cn 诚毅学院 诚毅学院 

cybgs.jmu.edu.cn 诚毅办公室 诚毅学院 

cyglx.jmu.edu.cn 诚毅管理系 诚毅学院 

 5 



域   名 网  站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cyjwb.jmu.edu.cn 诚毅教务部 诚毅学院 

cyjyb.jmu.edu.cn 诚毅就业办 诚毅学院 

cytyjys.jmu.edu.cn 诚毅体育教研室 诚毅学院 

cyxgb.jmu.edu.cn 诚毅学工部 诚毅学院 

cyzk.jmu.edu.cn 诚毅自考办 诚毅学院 

xpb.jmu.edu.cn 选培办 选培办 

lib.jmu.edu.cn 图书馆 图书馆 

cjg.jmu.edu.cn 陈嘉庚专题网站 网络中心 

english.jmu.edu.cn 英文大学主页 网络中心 

filter.jmu.edu.cn 邮件过滤系统 网络中心 

ftp.jmu.edu.cn 软件园 网络中心 

google.jmu.edu.cn google 搜索 网络中心 

guest.jmu.edu.cn 访客通道 网络中心 

home.jmu.edu.cn 学村居 网络中心 

ipv6.jmu.edu.cn IPV6 站 网络中心 

ipvod.jmu.edu.cn IPVOD 视频点播服务器 网络中心 

jmuoa.jmu.edu.cn 办公自动化系统 网络中心 

mail.jmu.edu.cn 邮件系统 网络中心 

music.jmu.edu.cn 音乐客栈 网络中心 

net.jmu.edu.cn 网络中心 网络中心 

netdev.jmu.edu.cn 网络开发小组 网络中心 

oa.jmu.edu.cn 旧 OA 系统 网络中心 

reg.jmu.edu.cn 统一认证帐号注册网站 网络中心 

user.jmu.edu.cn 用户自主服务平台 网络中心 

www.jmu.edu.cn 学校主页 网络中心 

jyzd.jmu.edu.cn 学生就业网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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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名 网  站  名  称 责 任 单 位 

ggfz.jmu.edu.cn 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 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 

etcenter.jmu.edu.cn 工程训练中心 工程训练中心 

stc.jmu.edu.cn 船员培训中心 船员培训中心 

xuebao.jmu.edu.cn 学报 学报编辑部 

dag.jmu.edu.cn 档案馆 档案馆 

hqjt.jmu.edu.cn 后勤集团 后勤集团 

redcross.jmu.edu.cn 红十字会 医疗中心 

zcjy.jmu.edu.cn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iaec.jmu.edu.cn 集大宾馆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90.jmu.edu.cn 校庆网 校友会 

xyh.jmu.edu.cn 校友会 校友会 

xmfood.jmu.edu.cn 厦门市食品科技研发检测中心 厦门市食品科技研发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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