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字化校园实验校第五项目组工作总结
21 世纪的教育是一种五彩缤纷的信息化教育。在学校教

育教学中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对教育发展的

贡献和必然，也是教育改革的需要。在校领导和各部门的支

持下，学校网站建设已基本完成，它将成为学校重要的管理

办公平台，师生学习交流平台，也将成为我校一个重要的对

外宜传窗口，从而提高了学校各方面的品位和知名度。现将

学校网站建设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网站的基本情况

网站主要包括学校概况、组织机构、系部设置、教育教

学研究、招生就业、人事人才、学校文化等版块内容。从 18

年 10 月份开始酝酿、规划、到现在基本建成投入使用半年

多，在领导的精心指导与各部门通力支持下，共发表更新文

章三百余篇，各种信息来源可靠，内容准确，时间及时，具

有严肃性、权威性。包括新闻动态，及时发现我们身边的新

鲜事，让大家了解学校的动态，关注学校；学生管理，除了

一些日常的工作总结与工作计划，还搜集各种精华资料辅导

学生的学习生活，促进学生的健康快乐成长；党团活动，展

现学生风采，凸现综合青春活力；学习资料，包括全系教职

工的学习资料和学生的学习资料，努力提高全系师生的思想

政治文化高度，并深入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以及教学科



研等内容。

二、网站的指导思想

学校的网站建设做到三服务，即为教育教学管理服务，

为学生的学习服务，为教师教学服务，并成为了学校与家长、

教师、社会联系的桥梁，成为了学校对外宣传的闪亮窗口。

网站建设以学校信息化发展规划为依据，以坚持“统筹规划，

分步实施，科学管理”的原则，坚持突出重点，合理配置，

注重效益，分层推进，逐步到位的方针，以现代教育思想和

理论为指导，以改革教育教学模式为关键，以网络和其它信

息化设施建设为基础，以教育信息化资源的开发和人才对伍

的培养为重点，以课题研究为切入口，不断提高教师、学生

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以教育的信息化带动教育的现代化，切

实做好网站建设管理工作，搭建学校对外宣传交流的一个窗

口。

三、网站目前存在的问题

看到成绩与进步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到在这段时间内网

站建设工作存在的些许问题,努力借鉴高水平兄弟院校以及

处室网站工作的经验,做好自身素质的提高。

1.网站整体内容不够丰富，部门网站缺少专人管理。

2.管理仍需加强。

3.网站安全保障程度不够。

四、解决思路



1.补充各部门网站专业技术人员，加快各部门信息发布

与更新速度。

2.严格信息的审签与发布程序，建立并坚持各类栏目的

月检查通报制度和年评优惩差制度。

3.关注网站安全技术，经常去一些网络技术站点学习研

究，在发展中保障网站安全。

学校网站建设是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实践与探索，密切关注学校、教

师和学生的需求，促进师生与学校共同发展。



网站首页内容
一、页头

准确无误的表示学校校徽 logo 以及学校的全称。

Logo：

学校全称：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校徽和名称放在导航栏中间位置。

二、导航栏

首页上方导航栏目设置为学校概况、组织机构、系部设置、教育

研究、招生就业、人事人才、学校文化、信息公开八个板块。

详细如下：



其中组织机构点开后单独为一个学校机构展示页面，并且可以点

击并链接到该机构的独立网站。分为三个部分：

党群系统：党委工作部 监察室 工会 团委

行政系统：办公室 教务处 学生处 人事处 计财处

后勤处 保卫处

教辅系统：图书馆 电教网络中心 科研中心 心理咨询室

附属幼儿园

共 16个组织机构。

三、轮播图片展示

设置可轮播 5张的图片展示版块儿。宽度与页面基本相同，高度

适当。

四、新闻公告

设置学校新闻、学术交流、通知公告、幼专故事四个板块儿，用

学校概况 组织机构 系部设置 教育研究 招生就业 人事人才 学校文化 信息公开

学校简介 学前教育系 课程资源 招生 师资纵览 校园风光

历史沿革 语言文学系 学科建设 就业 教师风采 校史馆

现任领导 艺术系 专业建设 创新创业 人才招聘 学生活动

办学特色 美术系 合作交流 志愿公益

基础教学部 学术报刊



于展示学校内容信息。

其中学校新闻左侧设置 5 张小型轮播图片展示：

五、专题网站

专题网站以小型图片展示的方式链接到专题网站。

专题网站有：党建、思想政治等专题网站。

六、功能性链接

根据不同用户对象提供相应的信息和服务聚合。右边附上学校微

信公众号二维码和新浪微博二维码。



服务要求

包

号
采购品目名称 服务内容 预算 服务期 服务质量

1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网站建设项目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网站建设服务
7万元

10 日历

天
合格

一、项目简介

1.1 项目名称：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网站建设项目

1.2 项目编号：SXJN-20181010-1

1.3 项目单位：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4 采购内容：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网站建设服务

1.5 服务期：10 日历天

1.6 质 量：合格

1.7 项目预算：7万元。

二、技术规范

执行国家、省、市等相关规范、标准

三、网站建设技术规格说明书

（1）网站名称：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网站地址:www.sxycys.com

（3）运行环境：

服 务 器 端 ： 要 求 采 用 目 前 国 际 流 行 的 Web 框 架

LAMP(Linux-Apache-MySQL-PHP)，该框架包括：Linux 操作系统，Apache 网络服

务器，MySQL 数据库，Perl、PHP 或者 Python 编程语言，前端网站必须全生成静



态浏览（html）以提高网站打开速度，所有组成产品均是开源软件，是国际上成

熟的架构框架，很多流行的商业应用都是采取这个架构，LAMP 具有通用、跨平

台、高性能、低价格的优势，因此 LAMP 无论是性能、质量还是价格都是企业搭

建网站的首选平台。Linux 服务须具有可视化管理界面，方便校园管理员后期分

配建设子网站。

终端要求：采用响应式布局使得同一个网站能够兼容多个终端（含 PC 机、

手机或平板-IOS,Android），而不是为每个终端做一个特定的版本，从而为不同

终端的用户提供更舒适的界面和更好的浏览体验。

分辨率要求：1024*768——1920*1080

浏览器要求：

Chrome (Mac、Windows、iOS 和 Android)

Safari (支持 Mac 和 iOS 版)

Firefox (Mac、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8 及以上及 360 安全浏览器

Opera (Mac、Windows)

（四）网站安全

1、Linux 服务器安全管理软件，定期生成安全报告。

2、最先进 WAF 云防御系统和 dos 攻击防御系统，入侵检测系统。

（五）栏目内容：项目实施时详细根据甲方要求



四、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网站清单明细

类别 编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域
名

服
务
器

1 域名 国际顶级域名.com 或者.NET

2 云服务器

阿里云服务

CPU：四核 内存：8G

存储：100G 带宽：50M

网
站
系
统

3 主站 UI 设计
网站整体设计规划以及FLASH动画、

各个广告位以及 Banner、按钮等

4
站群管理

系统

各类新闻文字/图片信息即时更

新,II 型多级分类,新闻查询，网络

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自己的电脑智能

化操作界面

5 反馈系统 在线留言、投诉建议

子
网
站

6
组织机构

网站 UI 设计

共 16 个子网站（党委工作部、监察

室、工会、团委、办公室、教务

处、 学生处、人事处、 计财

处、 后勤处、保卫处、图书馆、

电教网络中心、科研中心、心理咨

询室、附属幼儿园）

其
它
服
务

8 网站统计器
计算网站被访问的次数 以及来源

关键字 搜索引擎 等

9 网站备案 国家信息产业部备案提交

10 安全维护

网站安全维护，CDN 加速和 WAF 防

御，保证网站 24 小时能正常访问，

以及防止黑客攻击等安全服务。

11
基本搜索

优化

百度，360，搜狐等各大搜索引擎优

化

12 视频播放控件 网站页面视频播放控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