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信息公开事项对照清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链接网址 

基础工作 

信息公开实施细则 
制定并公开本校信息公

开的实施细则 
http://xxgk.shou.edu.cn/2013/0424/c7873a201335/page.htm  

编制发布信息公开目录 

信息公开目录编制说明 http://xxgk.shou.edu.cn/mlbzsm/list.htm 

信息公开目录与相关信

息同步更新，目录条目

与相关信息能相链接 

http://xxgk.shou.edu.cn/2016/1026/c8142a200728/page.htm  

编制发布信息公开年报 信息公开年报情况 http://xxgk.shou.edu.cn/xxgknb/list.htm 

编制发布信息公开指南 

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编

排体系和获取方式、信

息公开指南 

http://xxgk.shou.edu.cn/7870/list.htm 

信息公开工作机构 公开信息公开工作机构 http://xxgk.shou.edu.cn/xxgkgzjg/list.htm  

信息公开监督机构 公开信息公开监督机构 http://xxgk.shou.edu.cn/xxgkgzjg/list.htm  

设置信息公开专栏 
学校网站规范设置信息

公开专栏 
http://xxgk.sho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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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主动公开 

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办学地点、办学性

质、办学宗旨、办学层

次、办学规模、历史沿

革等 

http://xxgk.shou.edu.cn/xxjbqk/list.htm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及分

工 
http://xxgk.shou.edu.cn/xxldbzcyjfg/list.htm  

学校章程和各类规章制

度 
http://xxgk.shou.edu.cn/xxzchglgzzd/list.htm  

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及

决议 
http://xxgk.shou.edu.cn/xswyh/list.htm  

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相

关制度、工作报告 
http://xxgk.shou.edu.cn/jzgdbdh/list.htm 

各类年度统计数据 http://xxgk.shou.edu.cn/xxgltjsj/list.htm 

学校校历 http://xxgk.shou.edu.cn/xxxl/list.htm 

规划计划 

学校总体发展规划 http://xxgk.shou.edu.cn/xxfzghwfzghcww/list.htm 

年度工作计划 http://xxgk.shou.edu.cn/ndgzjh/list.htm 

重大改革与决策 http://xxgk.shou.edu.cn/zdggyjc/list.htm  

年度工作总结 http://xxgk.shou.edu.cn/ndgzzjwxzw/list.htm  

教学管理 

学科专业设置、当年新

增或停招专业名单 
http://xxgk.shou.edu.cn/xkzysz/list.htm 

学校开设课程总数、教

学计划情况等 
http://xxgk.shou.edu.cn/kcyjxjh/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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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师数量及结构、

知名教授学者的情况 
http://xxgk.shou.edu.cn/szdw_7954/list.htm  

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及本

科专业评估的情况 
http://xxgk.shou.edu.cn/jxpg/list.htm 

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http://xxgk.shou.edu.cn/ysjyfzndbg/list.htm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总体

结果 
http://xxgk.shou.edu.cn/xstzjkcs/list.htm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http://xxgk.shou.edu.cn/bkjxzlbg/list.htm  

科研管理 

学科建设规划 http://xxgk.shou.edu.cn/xkjsgh/list.htm 

年度在研项目情况、完

成情况、获奖情况、科

研经费使用情况等 

http://xxgk.shou.edu.cn/kyxmsz/list.htm 

http://xxgk.shou.edu.cn/ndxzzywwcdkyxmqk/list.htm  

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推进情况 
http://xxgk.shou.edu.cn/xxkjcgzh/list.htm  

“高峰”“高原”学科或特色

学科建设推进情况 
http://xxgk.shou.edu.cn/tsxkjs/list.htm 

科研奖励办法 http://xxgk.shou.edu.cn/kyjlbf/list.htm  

实验室及仪器设备配置 http://xxgk.shou.edu.cn/sysjyqsbpz/list.htm  

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 http://xxgk.shou.edu.cn/xqhz/list.htm 

普通高校招生 
招生章程 http://xxgk.shou.edu.cn/zszcjtslxzsbf/list.htm  

招生计划 http://xxgk.shou.edu.cn/zsjh/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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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招生测试的考

生资格及测试结果 
http://xxgk.shou.edu.cn/tslxzscsdkszgjcsjg/list.htm  

录取信息 http://xxgk.shou.edu.cn/lqxx/list.htm 

招生咨询与申诉渠道 http://xxgk.shou.edu.cn/zszxyssqd/list.htm  

录取新生复查结果 http://xxgk.shou.edu.cn/lqxsfcjg/list.htm 

研究生招生 

研究生招生简章、招生

专业目录、复试录取办

法 

http://xxgk.shou.edu.cn/zszcyzsjz/list.htm 

http://xxgk.shou.edu.cn/zsjh_8014/list.htm 

http://xxgk.shou.edu.cn/fsxx/list.htm  

各院（系、所）或学

科、专业招收研究生人

数 

http://xxgk.shou.edu.cn/zsjh_8014/list.htm  

参加研究生复试考生的

初试成绩、复试成绩、

总成绩 

http://xxgk.shou.edu.cn/lqxx_8016/list.htm  

拟录取考生名单 http://xxgk.shou.edu.cn/lqxx_8016/list.htm  

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

渠道 
http://xxgk.shou.edu.cn/zszxyssqd_8017/list.htm  

学位管理 

博士、硕士、学士学位

评定管理办法及要求 
http://xxgk.shou.edu.cn/bswsswxsxwpdglbfjyq/list.htm  

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同

等学力人员资格审查和

学力水平认定管理规定 

http://xxgk.shou.edu.cn/sysswbsxwtdxlryzgschxlsprd/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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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建设 

学风建设机构 http://xxgk.shou.edu.cn/2015/1030/c8027a200189/page.htm  

学术规范制度 http://xxgk.shou.edu.cn/xsgfzd/list.htm 

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http://xxgk.shou.edu.cn/xsbdxwccjz/list.htm  

年度学风建设工作报告 http://xxgk.shou.edu.cn/ndxfjsgzbg/list.htm  

学生事务管理 

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http://xxgk.shou.edu.cn/xsxjgl/list.htm 

学生各类奖学金、助学

金、助学贷款和勤工俭

学的申请与管理 

http://xxgk.shou.edu.cn/gljxjwzxjsqygl/list.htm  

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http://xxgk.shou.edu.cn/xsjlcfbf/list.htm 

学生申诉途径与处理程

序 
http://xxgk.shou.edu.cn/xssstjyclcx/list.htm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

告 
http://xxgk.shou.edu.cn/bysjyzlndbg/list.htm  

学生就业服务指导 http://xxgk.shou.edu.cn/xsjyfwzd/list.htm  

教师人事 

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

员岗位设置和聘用管理

办法 

http://xxgk.shou.edu.cn/gwszypy/list.htm  

学校教职工招聘信息 http://xxgk.shou.edu.cn/jzgzpxx/list.htm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公示  http://xxgk.shou.edu.cn/gxjszcpsgswrscw/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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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申诉途径与处理程

序 
http://xxgk.shou.edu.cn/jsgljzyjjbf/list.htm  

校内重要岗位人员任免

的情况 
http://xxgk.shou.edu.cn/xnzygwryrm/list.htm  

人才工作信息 http://xxgk.shou.edu.cn/rcgz/list.htm 

财务与资产管理 

教育收费项目及标准 http://xxgk.shou.edu.cn/jysfxmjbz/list.htm  

财务与资产管理制度 http://xxgk.shou.edu.cn/cwzcglzd/list.htm  

收支预算总表 http://xxgk.shou.edu.cn/2018/0309/c8074a219910/page.htm  

收入预算表 http://xxgk.shou.edu.cn/2018/0309/c8074a219912/page.htm  

支出预算表 http://xxgk.shou.edu.cn/2018/0309/c8074a219909/page.htm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http://xxgk.shou.edu.cn/2018/0309/c8074a219911/page.htm  

收支决算总表 http://xxgk.shou.edu.cn/2018/0309/c8074a219907/page.htm  

收入决算表 http://xxgk.shou.edu.cn/2018/0309/c8074a219903/page.htm  

支出决算表 http://xxgk.shou.edu.cn/2018/0309/c8074a219905/page.htm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http://xxgk.shou.edu.cn/2018/0309/c8074a219902/page.htm  

物资设备采购管理 

学校采购管理规定 http://xxgk.shou.edu.cn/xxcgglgd/list.htm  

采购信息 http://xxgk.shou.edu.cn/cgxx/list.htm 

成交信息 http://xxgk.shou.edu.cn/cjxx/list.htm 

基建与维修工程管理 

各类建设项目与维修工

程的管理规定、年度建

设项目与维修工程一览

http://xxgk.shou.edu.cn/jjywxgcgl/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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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招标情况、中标结

果 

国际交流与合作 

对外交流项目 
http://xxgk.shou.edu.cn/dwxmjl/list.htm 

http://xxgk.shou.edu.cn/gjhzbx/list.htm 

国际学生管理制度 http://xxgk.shou.edu.cn/gjxsglzd/list.htm 

国际学生招生简章 http://xxgk.shou.edu.cn/gjxszsjz/list.htm 

国际学生收费项目、收

费标准和退学、转学退

费规定 

http://xxgk.shou.edu.cn/gjxssfxmwsfbzhtxwzxtfgdwgjwhjlxyw/list.htm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

目 
http://wzgl.shou.edu.cn/_s124/zwhzbxjghxmwgjjlcw/list.psp  

监督工作 

公布学校监督投诉电

话、投诉邮箱、受理机

构及地址 

http://xxgk.shou.edu.cn/jdgz/list.htm 

后勤保障 

学校各项后勤服务事项 http://xxgk.shou.edu.cn/xxglhqfwsx/list.htm  

学生住宿管理制度及服

务信息 
http://xxgk.shou.edu.cn/xszsglzdjfw/list.htm  

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

信息 
http://xxgk.shou.edu.cn/xxstfczlwjgjspwsaqgl/list.htm  

大学生医保制度及学校

相关管理办法 
http://xxgk.shou.edu.cn/dxsyb/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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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管理工作情况 http://xxgk.shou.edu.cn/jnglgzqk/list.htm  

交通安全管理 http://xxgk.shou.edu.cn/jtaqgl/list.htm  

信息依申请公

开 
信息公开申请 

公开依申请公开事项的

受理程序、受理条件、

办理机构、联系方式、

处理流程、办理期限、

收费标准、表格下载等

要素 

http://xxgk.shou.edu.cn/xxgkzn/list.htm 

http://xxgk.shou.edu.cn/7874/main.htm 

设置网上办理渠道，并

能有效提交、受理 
http://xxgk.shou.edu.cn/7874/main.htm 

按时受理、规范答复信

息公开申请 
http://xxgk.shou.edu.cn/7874/main.htm 

便民服务与网

上互动 
便民服务 

针对与学生、教师、公

众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

的事务，结合咨询的热

点问题，提供有学校自

身特色的便民服务专题

或平台建设的情况 

http://xxgk.shou.edu.cn/7876/list.htm 

http://xxgk.shou.edu.cn/jnglgzqk/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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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咨询 

开设网上咨询渠道并及

时回复公众留言咨询的

情况 

http://xxgk.shou.edu.cn/8148/main.htm 

网上信访 
开通网上信访信箱并及

时受理的情况 
http://xxgk.shou.edu.cn/8149/main.htm 

网上公示 

开展本校各类人事任

命、评奖表彰、重大活

动等网上公示情况 

http://xxgk.shou.edu.cn/8150/list.htm 

网上征求意见 

学校重点工作和重大决

策事项开展网上征求意

见情况 

http://xxgk.shou.edu.cn/8152/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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