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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阜师范大学跨校学习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管理办法 （４７７）
!!!!!!!!!!!!!!!!!

曲阜师范大学双语课程建设实施方案 （４７８）
!!!!!!!!!!!!!!!!!!!!!!!!!!

曲阜师范大学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 （４８０）
!!!!!!!!!!!!!!!!!!!!!!!!!!

曲阜师范大学学生科技文化创新奖励办法（试行） （４８２）
!!!!!!!!!!!!!!!!!!!!!

曲阜师范大学教研室教研活动工作制度 （４８７）
!!!!!!!!!!!!!!!!!!!!!!!!!

多媒体授课要求十条 （４８９）
!!!!!!!!!!!!!!!!!!!!!!!!!!!!!!!!!

曲阜师范大学非学历教育（培训）办班管理办法 （４９０）
!!!!!!!!!!!!!!!!!!!!!!

曲阜师范大学进修生管理办法 （４９１）
!!!!!!!!!!!!!!!!!!!!!!!!!!!!!

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处理办法 （４９２）
!!!!!!!!!!!!!!!!!!!!

校长办公室关于研究生科学研究奖励补充规定的通知 （４９４）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意见 （４９５）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修（制）订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意见 （４９９）
!!!!!!!!!!!!

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与评审办法 （５０４）
!!!!!!!!!!!!!!!!!!!!!

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 （５０７）
!!!!!!!!!!!!!!!!!!!!!!!!

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试行） （５０８）
!!!!!!!!!!!!!!!!!!!!!

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督导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 （５１０）
!!!!!!!!!!!!!!!!!!!

曲阜师范大学科研创新团队管理办法 （５１３）
!!!!!!!!!!!!!!!!!!!!!!!!!!

曲阜师范大学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经费管理办法 （５１６）
!!!!!!!!!!!!!!!!!!!!!!

曲阜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审定和工作条例 （５１８）
!!!!!!!!!!!!!!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审定和工作条例 （５２１）
!!!!!!!!!!!!!!!!!!

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审定和聘任工作实施细则 （５２３）
!!!!!!!!!!!!!!!!

６



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实施细则 （５２５）
!!!!!!!!!!!!!!!!!!!!!!!

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条例（试行） （５２７）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制 （修）订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意见 （５３２）
!!!!!!!!!!!!!

曲阜师范大学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方案 （５３４）
!!!!!!!!!!!!!!!!!!

曲阜师范大学劳务酬金发放管理规定（试行） （５３８）
!!!!!!!!!!!!!!!!!!!!!!!

校长办公室关于实施教职工荣休制度的通知 （５４２）
!!!!!!!!!!!!!!!!!!!!!!!

曲阜师范大学教职工考勤管理暂行规定 （５４３）
!!!!!!!!!!!!!!!!!!!!!!!!!

校长办公室关于规范教师访学培养项目资助经费标准的通知 （５４６）
!!!!!!!!!!!!!!!!

曲阜师范大学“１３６１”人才工程管理办法 （５４７）
!!!!!!!!!!!!!!!!!!!!!!!!!

曲阜师范大学“１３６１”人才工程管理办法补充规定 （５５１）
!!!!!!!!!!!!!!!!!!!!!

曲阜师范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管理办法（试行） （５５４）
!!!!!!!!!!!!!!!!!!!!!

曲阜师范大学机关部门工作考评办法（试行） （５５８）
!!!!!!!!!!!!!!!!!!!!!!!

曲阜师范大学学院工作考评办法（试行） （５６０）
!!!!!!!!!!!!!!!!!!!!!!!!!

曲阜师范大学教师国（境）内外访学管理办法（试行） （５６２）
!!!!!!!!!!!!!!!!!!!!

曲阜师范大学博士后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５６６）
!!!!!!!!!!!!!!!!!!!!!!!!!

曲阜师范大学博士后出站评审暂行办法 （５６８）
!!!!!!!!!!!!!!!!!!!!!!!!!

曲阜师范大学博士后中期考核暂行办法 （５６９）
!!!!!!!!!!!!!!!!!!!!!!!!!

曲阜师范大学教职工校外兼职管理暂行办法 （５７０）
!!!!!!!!!!!!!!!!!!!!!!!

曲阜师范大学学院教授委员会章程 （５７２）
!!!!!!!!!!!!!!!!!!!!!!!!!!!

曲阜师范大学优秀青年博士支持计划暂行办法 （５７５）
!!!!!!!!!!!!!!!!!!!!!!

曲阜师范大学接受国内访问学者管理暂行办法 （５７６）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５７８）
!!!!!!!!!!!!!!!!!!

曲阜师范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学术资助计划实施办法 （５８０）
!!!!!!!!!!!!!!!!!!!!

曲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导师制度实施暂行办法 （５８２）
!!!!!!!!!!!!!!!!!!!!!!

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岗位实施与管理办法 （５８４）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推进校院两级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５８６）
!!!!!!!!!!!!!!!!!!!

曲阜师范大学博士后工作管理暂行办法 （５８９）
!!!!!!!!!!!!!!!!!!!!!!!!!

曲阜师范大学申请博士后合作导师资格暂行办法 （５９３）
!!!!!!!!!!!!!!!!!!!!!

曲阜师范大学优秀教师评选暂行办法 （５９４）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 （５９６）
!!!!!!!!!!!!!!!!!!!!

曲阜师范大学“青年教授岗”管理暂行办法 （５９９）
!!!!!!!!!!!!!!!!!!!!!!!!

曲阜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工作暂行规定 （６００）
!!!!!!!!!!!!!!!!!!!!

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人才引进工作程序的通知 （６０５）
!!!!!!!!!!!!!!!!!!!!!

７



曲阜师范大学横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６０６）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横向课题认定补充规定的通知 （６０８）
!!!!!!!!!!!!!!!!!!!!!

曲阜师范大学科技开发及科技服务管理办法 （６０９）
!!!!!!!!!!!!!!!!!!!!!!!

曲阜师范大学国际国内学术会议资助管理办法 （６１２）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所（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 （６１４）
!!!!!!!!!!!!!!!!

曲阜师范大学学术道德规范 （６１６）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暂行规定 （６１９）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加强科学与技术研究管理暂行规定 （６２２）
!!!!!!!!!!!!!!!!!!!

曲阜师范大学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章程 （６２５）
!!!!!!!!!!!!!!!!!!!!!!!!!

曲阜师范大学标志性科技成果及项目培育实施办法 （６２９）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调整科研奖励的有关规定的通知 （６３０）
!!!!!!!!!!!!!!!!!!!!

曲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文丛管理暂行办法 （６３１）
!!!!!!!!!!!!!!!!!!!!!!!!

校长办公室关于加强科研经费购买图书有关规定的通知 （６３２）
!!!!!!!!!!!!!!!!!!

曲阜师范大学科学与技术纵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６３３）
!!!!!!!!!!!!!!!!!!!!!

曲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类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暂行） （６３７）
!!!!!!!!!!!!!!!!!!

关于加强科研经费购买图书有关规定 （６４１）
!!!!!!!!!!!!!!!!!!!!!!!!!!

曲阜师范大学深化创新创业教育实施方案 （６４２）
!!!!!!!!!!!!!!!!!!!!!!!!

曲阜师范大学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实施方案 （６４５）
!!!!!!!!!!!!!!!!!!

曲阜师范大学学生就业促进行动计划 （６４７）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实施意见 （６５０）
!!!!!!!!!!!!!!!!!!!!

曲阜师范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 （６５２）
!!!!!!!!!!!!!!!!!!!!!!!!!

曲阜师范大学２０１７年普通高考招生录取工作意见 （６５７）
!!!!!!!!!!!!!!!!!!!!!

关于对《曲阜师范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 （６６０）
!!!!!!!!!!!!!!!!!!

曲阜师范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 （６６１）
!!!!!!!!!!!!!!!!!!!!!!!!!!!!!

曲阜师范大学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试行） （６６４）
!!!!!!!!!!!!!!!!!!!!!!!!

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试行） （６６６）
!!!!!!!!!!!!!!!!!!!!!

曲阜师范大学教职工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 （６６８）
!!!!!!!!!!!!!!!!!!!!!!!!

曲阜师范大学公务卡结算财务管理办法 （６７１）
!!!!!!!!!!!!!!!!!!!!!!!!!

曲阜师范大学财务报销管理规定 （６７３）
!!!!!!!!!!!!!!!!!!!!!!!!!!!!

８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财务报销管理的补充规定 （６７５）
!!!!!!!!!!!!!!!!!!!!!!!

曲阜师范大学票据管理暂行办法 （６７７）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 （６７９）
!!!!!!!!!!!!!!!!!!!!!

曲阜师范大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６８２）
!!!!!!!!!!!!!!!!!!!!!!!!!!!!

曲阜师范大学劳务酬金发放管理规定（试行） （６８４）
!!!!!!!!!!!!!!!!!!!!!!!

曲阜师范大学优秀学生奖励勤工助学困难补助三项基金管理使用规定 （６８７）
!!!!!!!!!!!!

曲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类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暂行） （６８８）
!!!!!!!!!!!!!!!!!!

曲阜师范大学“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６９２）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全面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 （６９４）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 （６９６）
!!!!!!!!!!!!!!!!!!!!

曲阜师范大学内部审计工作规定 （６９９）
!!!!!!!!!!!!!!!!!!!!!!!!!!!!

曲阜师范大学财务收支审计实施办法 （７０３）
!!!!!!!!!!!!!!!!!!!!!!!!!!

曲阜师范大学财务预算执行与决算审计实施办法 （７０５）
!!!!!!!!!!!!!!!!!!!!!

曲阜师范大学公务支出审计实施办法 （７０８）
!!!!!!!!!!!!!!!!!!!!!!!!!!

曲阜师范大学国有资产审计实施办法 （７１０）
!!!!!!!!!!!!!!!!!!!!!!!!!!

曲阜师范大学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 （７１２）
!!!!!!!!!!!!!!!!!!!!!!

曲阜师范大学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审计实施办法 （７１５）
!!!!!!!!!!!!!!!!!!!!!

曲阜师范大学基建、修缮工程项目审计实施办法 （７１８）
!!!!!!!!!!!!!!!!!!!!!!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合同审签管理暂行办法 （７２２）
!!!!!!!!!!!!!!!!!!!!!!!!

曲阜师范大学科研项目经费决算审签暂行办法 （７２４）
!!!!!!!!!!!!!!!!!!!!!!

曲阜师范大学物资采购审计暂行办法 （７２６）
!!!!!!!!!!!!!!!!!!!!!!!!!!

曲阜师范大学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管理办法 （７２８）
!!!!!!!!!!!!!!!!!!!!!!

曲阜师范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７３０）
!!!!!!!!!!!!!!!!!!!!!!!!!!!!

曲阜师范大学固定资产损坏、丢失赔偿办法 （７３６）
!!!!!!!!!!!!!!!!!!!!!!!!

曲阜师范大学捐（受）赠仪器设备管理办法（试行） （７３８）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推进“实验室整合（中心化）工程”的实施方案 （７４０）
!!!!!!!!!!!!

曲阜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实验室工作考核办法 （７４２）
!!!!!!!!!!!!!!!!!!!!!!!

曲阜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基金实施办法 （７４５）
!!!!!!!!!!!!!!!!!!!!!!

曲阜师范大学实验室建设项目实施与管理办法（试行） （７４７）
!!!!!!!!!!!!!!!!!!!

曲阜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办法 （７４９）
!!!!!!!!!!!!!!!!!!!!!!

曲阜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７５１）
!!!!!!!!!!!!!!!!!!!!!!!!

９



曲阜师范大学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 （７５５）
!!!!!!!!!!!!!!!!!!!!!

曲阜师范大学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管理办法 （７５８）
!!!!!!!!!!!!!!!!!!!!!!!

曲阜师范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办法 （７６０）
!!!!!!!!!!!!!!!!!!!!!!!!!!!!

曲阜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７６３）
!!!!!!!!!!!!!!!!!!!!!!!!!

曲阜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学生督查员工作管理办法 （７６６）
!!!!!!!!!!!!!!!!!!!!

曲阜师范大学实验室特种设备、设施管理办法 （７６７）
!!!!!!!!!!!!!!!!!!!!!!!

曲阜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７６９）
!!!!!!!!!!!!!!!!!!!!!!!!!!

曲阜师范大学实验室建设与安全督导工作管理办法 （７７１）
!!!!!!!!!!!!!!!!!!!!

曲阜师范大学实验室明火电炉管理办法 （７７３）
!!!!!!!!!!!!!!!!!!!!!!!!!

中共曲阜师范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稳定工作的意见 （７７４）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建设“平安校园”的实施意见 （７７７）
!!!!!!!!!!!!!!!!!!!!!!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深入开展“平安校园”建设的决定 （７７９）
!!!!!!!!!!!!!!!!!!!!

曲阜师范大学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７８２）
!!!!!!!!!!!!!!!!!!!!!!!!!!!!

曲阜师范大学机动车辆出入管理暂行办法 （７８９）
!!!!!!!!!!!!!!!!!!!!!!!!

中共曲阜师范大学委员会　曲阜师范大学关于加快教育国际化的实施意见 （７９２）
!!!!!!!!!!

曲阜师范大学国际联合培养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７９５）
!!!!!!!!!!!!!!!!!!!!!

曲阜师范大学短期外国专家项目管理规定（试行） （７９８）
!!!!!!!!!!!!!!!!!!!!!

曲阜师范大学授予国（境）外人士荣誉学衔管理暂行办法 （８００）
!!!!!!!!!!!!!!!!!!

曲阜师范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奖励资助办法（试行） （８０２）
!!!!!!!!!!!!!!!!!!!!!

曲阜师范大学教职工因公出国管理规定 （８０４）
!!!!!!!!!!!!!!!!!!!!!!!!!

曲阜师范大学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实施细则 （８０６）
!!!!!!!!!!!!!!!!!!

曲阜师范大学学生赴台湾学习管理暂行规定 （８１１）
!!!!!!!!!!!!!!!!!!!!!!!

曲阜师范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规定（试行） （８１４）
!!!!!!!!!!!!!!!!!!!!!

曲阜师范大学教职工住宅楼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８１７）
!!!!!!!!!!!!!!!!!!!!

曲阜师范大学楼顶管理办法 （８１９）
!!!!!!!!!!!!!!!!!!!!!!!!!!!!!!

曲阜师范大学教职工校内住房流转暂行规定 （８２０）
!!!!!!!!!!!!!!!!!!!!!!!

曲阜师范大学教职工校内住房流转实施细则 （８２１）
!!!!!!!!!!!!!!!!!!!!!!!

曲阜师范大学教职工校内住房出租暂行规定 （８２３）
!!!!!!!!!!!!!!!!!!!!!!!

曲阜师范大学教职工校内住房出租实施细则 （８２４）
!!!!!!!!!!!!!!!!!!!!!!!

后记 （８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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