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公务交通出行报销表 （12月）

序号 时间 目的地 事项 参加人员 使用车辆 报销人

1 2019.11.28   三中 听课学习 蒋波、汶红娟 打的 蒋波

2 2019.11.27 市教科院
7校联合教研活动准备

会
周峰 苏D6m707 周峰

3 2019.11.27 田中 名师工作室结题报告会 周峰 苏D6m707 周峰

4 2019.11.28 五中 教研活动 周峰、许豇羽、张阳阳 苏D6m707 周峰

5 2019.8.30 二中 历史教研活动 全体高中历史老师 苏D1RP36 谢亮

6 2019.11.14 圩塘小学 常州市生态文明现场会 谢亮 苏D1RP36 谢亮

7 2019.12.5 奔牛高中 高三历史研讨会活动 全体高三历史老师 苏D1RP36 谢亮

8 2019.12.13 新北区政府 区关工委会议 谢亮 苏D1RP36 谢亮

9 2019.11.28--11.29 江苏省溧阳中学 高三第一次教学研讨会 高燕萍 杨芬 苏豆f65 高燕萍

10 2019.11.2 区高新广场
区全民终身学习周开幕

式
李坚 苏D1P865 李坚

11 2019.11.9 河海中学
区男教工羽毛球赛（第

二天）
李坚、王小东、叶佳欣、王

俊莹
苏D1P865 李坚

12 2019.12.25 新桥二小
区中小学品格提升工程

中期汇报展评
李坚 苏D1P865 李坚

13 2019.12.27 泰山小学
区校园心理危机管理干

预讲座
李坚 苏D1P865 李坚

14 2019.11.28   三中
二中、三中联合教学开

放日
陈会、汶红娟、蒋波 苏DW850D 陈会

15 2019.11.29 田家炳高中 信息技术同题异构教学 陈会 苏DW850D 陈会

16 2019.12.12 龙城小学
区第三届中小学生创客
大赛赛前教练员会议

陈会 苏DW850D 陈会

17 2019.12.21 五中 七校联合研究课录像 陈会 苏DW850D 陈会

18 2019-10-03 常州市二中 教研活动 李玉萍 苏d255t9 李玉萍

19 2019-11-07 五中 高二期中考试批卷
陈佳明、蒋卓敏、蒋情情、

王秋婷
G52R8 陈佳明

20 2019-10-25 常州市一中 市教研活动 安燕 江文杰 陈会 苏DQ327A 安燕

21 2019-08-31 常州市三中 市教研组长会议 安燕 苏DQ327A 安燕

22 2019-10-11 常州市三中 市教研活动 安燕 江文杰 李玉萍 陈会 苏DQ327A 安燕

23 2019-10-17 常州市第一中学
外出教研活动 作文素

材的积累
李彩英 谈春燕 陈峰  洪燕 苏D920A8 李彩英

24 2019-11-21 北郊中学 北郊中学开放日 江文杰、陈会 苏D568TQ 江文杰

25 2019-10-25
横林高级中学和三河

口高级中学
教研活动

高斌，陈峰，郑超煜，高绿

岸等
苏D73B73 高斌

26 2019-11-06 武高 高三联考会议 洪燕 秦菊珍 殷洁 打的 洪燕

27 2019-10-24 田家炳高中 班主任工作培训 洪燕 张阳阳 打的 洪燕

28 2019-11-17 花山基地 参加军训 刁莲佳 黄伟 周峰 985RK 刁莲佳

29 2019-11-20 花山 军训协调 刁莲佳 黄伟 范文玲 苏d985rk 刁莲佳

30 2019-11-07 五中 高二阅卷 刁莲佳 苏D985RK 刁莲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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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19-11-13 二中 高一阅卷 刁莲佳 苏D985Rk 刁莲佳

32 2019-11-11 常州卫校 禁毒会议 刁莲佳 苏D985Rk 刁莲佳

33 2019-11-29 湟里高中 校际间教研活动
陈建，张佳伟，栾文娟，杨

琳
苏DL390B 陈建

34 2019-11-13 前黄国际
联盟学校期中考试阅卷

会议
陈洁 打的 陈洁

35 2019-11-13 市田中 期中阅卷
栾文静，刘楚阳，邹小丹，

吴泽民

苏D7510X

打的
栾文静

36 2019-11-07 奔牛高级中学 教研
栾文静，邹小丹，吴泽民，

刘楚阳
苏D8911X 栾文静

37 2019-10-17 常州市第二中学 外出教研活动 陈婧 郭欣 打的 陈婧

38 2019-08-30
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

学
期初教研活动 全体高一高二物理老师 打的 陈婧

39 2019-12-04 省常中
高三语文第一次教学研

讨会
李彩英  臧艳芬  刘文  管

红芬
苏D920A8 李彩英

40 2019-12-06 省常中 教研活动 陈佳明、陈峰 苏FG52R8 陈佳明

41 2019-12-11 戚墅堰中学 教研活动 高一地理 打的 郑超煜

42 2019-12-11 戚墅堰实验中学 教研活动 任霞 362U6 任霞

43 2019-11-20
常州市金坛区第四中

学
高三地理教学研讨会 任霞 刘晓萍 362U6 任霞

44 2019-10-10
1薛家小学2武进清英
外国语3武进清英外国

语

艺术比赛 潘贵涛 王俊莹 苏DF235N 潘贵涛

45 2019-11-26 区教育局 送教师注册材质 李玉萍 苏D255T9 李玉萍

46 2019-11-29 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 国际理解教育研讨会 李玉萍 苏d255t9 李玉萍

47 2019-12-10 消防泰山中队 消防培训 孙建荣 苏D0J860 孙建荣

48 2019-11-16 常州市第五中学
常州市中小学排球教练

员裁判员培训
陈佳 苏DZ6562 陈佳

49 2019-11-27 礼嘉中学 听课学习
杨芬，万小芬，恽智，邹佳

丽
打车 杨芬

50 2019-08-31 三中 期初教研活动
范文玲、李新敏、王秋婷、

蒋情情
苏D2L527 范文玲

51 2019-09-06 二中
期初联盟校备课组长会

议
范文玲 苏D2L527 范文玲

52 2019-11-07 五中、二中
期中考试阅卷（高一、

高二）
范文玲、王秋婷、蒋情情 苏D2L527 范文玲

53 2019-04-25 省武高
高二第二学期期中阅卷

培训
王娟 打的 王娟

54 2019-06-22 省武高
高二第二学期期末阅卷

培训
王娟 打的 王娟

55 2019-11-22 奔牛机场 苏陕合作 谢亮骆志栋 打的 骆志栋

56 2019-11-29 横山桥高中 高三英语研讨会 骆志栋恽惠娟 苏D9L087 骆志栋

57 2019-11-28 三中 常州市物理研究课 王荣，郑龙 苏D6L591 王荣

58 2019-11-12 宿迁 新课标新教材省级培训 高绿岸 大巴 高绿岸

59 2019-11-28 五中 教研活动 高绿岸  黄云芳 打的 高绿岸

60 2019-11-19 百草园小学 2020春季教材征订会 潘采方 苏d75b52 潘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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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019-12-12 田中 联盟校期末联考会 潘采方 苏d75b52 潘采方

62 2019-12-11 区教师发展中心 义务学校督查培训 潘采方 苏d75b52 潘采方

63 2019-12-13 省常中
主城区高中教学校长沙

龙
潘采方 苏d75b52 潘采方

64 2019-12-25 区教育局
送区能手相关材料和职

称照片
李玉萍 苏255t9 李玉萍

65 2019-12-17 河海中学
区教育系统学习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裴志军，刘猛，李玉萍 苏d255t9 李玉萍

66 2019-12-21 市五中 七校联合教研摄像 李玉萍 苏d255t9 李玉萍

67 2019-11-27 市招办 高二信息学测考务会议 安燕 苏DX327A 安燕

68 2019-12-16 市招办
高二信息学测正考数据

上交
安燕 苏DX327A 安燕

69 2019-12-17 句容高级中学
省名师工作室第一次集

中研修
安燕 苏DX327A 安燕

70 2019-12-12 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调研活动 高斌，储岩，刘晓萍 苏D73B93 高斌

71 2019-12-27 田家炳高级中学 教研活动
汶红娟，沈燕芬，张洁，李

文艳
打的 汶红娟

72 2019-12-12 田家炳高中
常州市足球试点校研讨

会
王小东 苏D2g326 王小东

73 2019-12-21 常州五中
参加七校联盟主题教研

活动
王小东 苏D2g326 王小东

74 2019-12-28 田家炳中学 常州市长跑比赛 王小东 苏D2g326 王小东

75 2019-10-15 北郊初中 市田径比赛教练员会议 王小东 苏D2g326 王小东

76 2019-11-27 春江文体中心 区女教工跳绳踢毽比赛 王小东 李玉萍等五人 苏D2g326 王小东

77 2019-11-09 河海中学 区男教工羽毛球比赛 王小东等共5人 苏D2g326 王小东

78 2019-10-21 区教育局 报送材料 蒋永强 苏D8Q652 蒋永强

79 2019-07-01 新北区中创大厦 食堂招标 蒋永强 苏D8Q652 .蒋永强

80 2019-10-23 武进明都会议中心 安全会议 蒋永强 苏D8Q652 200蒋永强

81 2019-04-16 小河小学等 装备督查 蒋永强 苏D8Q652 蒋永强

82 2019-12-04 朝阳中学
高中地理学案设计项目

研究
刘晓萍，任霞，李颍 苏D99C35 刘晓萍

83 2019-12-21 朝阳中学
高中地理学案设计项目

研究
刘晓萍，李颍 苏D99C35 刘晓萍

84 2019-12-31 区政府 取材料 黄晓 苏DC7E65 黄晓

85 2019-12-27 田家炳中学 市公开课 黄晓 苏DC7E65 黄晓

86 2019-12-25 教科院附中 接送专家 黄晓 苏DC7E65 黄晓

87 2019-12-14 龙城小学 送学生参赛 周文超 苏D625RZ 周文超

88 2019-12-26 少年宫 取金钥匙竞赛证书 韩岳元 苏D6L591 韩岳元

89 2019-12-08 飞龙小学
民进新北基层委员会改

选
韩岳元 包立伟 黄建华 臧艳

芬
苏D6L591 韩岳元

90 2019-12-23 市教科院
新高考选科评估工作会

议
潘采方 苏d75b52 潘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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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2019-12-27 中金报投标有限公司 绿化养护维保项目招标 刘猛 苏d68215 刘猛

92 2019-11-15 同济中学,四中
教育装备示范校现场评

估
刘猛 苏d68215 刘猛

93 2019-11-12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参加市教育装备评估专

家培训会
刘猛 苏d68215 刘猛

94 2019-11-19 安家中学 素质教育督导预查 刘猛 苏d68215 刘猛

95 2020-01-17 田家炳高中（新） 高三阅卷 任霞 苏D362U6 任霞

96 2020-01-15 五中 高二语文期末阅卷 陈佳明、蒋卓敏、洪燕 苏FG52R8 陈佳明

97 2019-09-02 新桥 银行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98 2019-09-03 新桥 银行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99 2019-09-05 新桥 银行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00 2019-09-09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01 2019-09-10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02 2019-09-12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03 2019-09-16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04 2019-09-17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05 2019-09-18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06 2019-09-19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07 2019-09-23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08 2019-09-24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09 2019-09-25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10 2019-09-26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11 2019-09-29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12 2019-09-30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13 2019-10-08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14 2019-10-09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15 2019-10-10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16 2019-10-12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17 2019-10-14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18 2019-10-15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19 2019-10-17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20 2019-10-21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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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2019-10-22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22 2019-10-23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23 2019-10-24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24 2019-10-28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25 2019-10-29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26 2019-10-30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27 2019-10-31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28 2019-11-04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29 2019-11-05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30 2019-11-06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31 2019-11-07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32 2019-11-11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33 2019-11-12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34 2019-11-13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35 2019-11-14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36 2019-11-18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37 2019-11-19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38 2019-11-20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39 2019-11-21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40 2019-11-25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41 2019-11-26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42 2019-11-27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43 2019-11-28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44 2019-11-29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45 2019-12-02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46 2019-12-03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47 2019-12-09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48 2019-12-10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49 2019-12-12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50 2019-12-16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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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2019-12-17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52 2019-12-19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53 2019-12-24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154 2019-12-30 新桥 解款 吴淑花 苏Dgu759 吴淑花

合计

制表人：李玉萍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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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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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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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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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126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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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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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7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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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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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200

150

100

100

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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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公务交通出行报销表 （12月）

交通费用 备注

100

200

100

50

100

10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公务交通出行报销表 （12月）

交通费用 备注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公务交通出行报销表 （12月）

交通费用 备注

30

30

30

30

5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