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17—2018 年度
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2017 年 9 月 1 日—2018 年 8 月 31 日）

本报告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关于公布<高
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教办函〔2014〕23 号）、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高校信息公开做好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
的通知》（教办厅函〔2018〕80 号）和《省教育厅关于全面落实高
校信息公开清单 做好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黑教函
[2018]582 号）等文件精神编制而成。
报告包括七个方面：概述，主动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和不予
公开情况，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因学校信息公开受到举报、复
议、诉讼情况，信息公开工作的新做法新举措、主要经验、问题和
改进措施，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报告编制时间界限：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如对本报告中所列数据有任何疑问，请与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
学院党政办公室联系。
联系方式：0453-6402306，E_mail：fh_njxy@163.com。
信息查询网址为：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 。
一、概述
高校信息公开，是高校对社会公众教育信息知情权的回应,关系
着高校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是社会民主法治的体现，同时，通过
信息公开能使广大师生教职员工关心、参与和监督学院事务，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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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师生教职员工参与到学院事务的决策管理活动中，从而提高广大
师生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激发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深入贯彻和实施《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教育部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教办函
〔2014〕23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高校信息公开做好信
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教办厅函〔2018〕80 号），不断深
入推进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全面做好学校的信息公开清单和信息公
开报告，对于建立公正透明的行政、教学管理体制，依法保障社会
公众和相关组织的知情权利，对于预防违法乱纪、规避廉政风险等
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确保学院信息公开工作的有效推进，学院党委高度重视，专
门例会研究，严格按照《办法》及教育部的文件要求和省教育厅和
工作部署推进工作，不断加强对《办法》及其他相关条例、法规进
行学习和培训，进一步强化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分工，全
面完善“主管领导全面负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职能处室深抓落
实”的工作机制，为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稳妥完成和相关公开信
息的及时性和工作效果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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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动公开情况
(一)公开的主要内容
2017—2018 学年度，学院共主动公开信息 833 条。其中，学院
工作信息动态 410 条；招生、就业动态及相关信息 48 条；党团工作
动态信息 291 条；教学科研类信息 65 条；重要通知公告类信息 19
条。
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涉及招生、学生就业创业、职业技能大赛、
校园文化等微信推文 149 条，与校园网同步发布工作动态、招生就
业、教学科研、团学工作动态信息 83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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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网上信息公开专栏公开信息类别包括：基本信息、招生考
试、财务资产、人事师资、教学质量、学生管理、学风建设和交流
合作 8 个类别，基本上涵盖了《黑龙江省属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
清单》的信息分类类别，完全符合上级部门的要求。
（二）信息公开形式
主要通过四种形式发布信息：一是通过学院网站公开信息；二
是通过学院发放的宣传资料公开信息；三是通过电话、电子信箱、
QQ、微信公众号等公布，实行人工答复；四是通过学院的宣传媒介
平台进行宣讲和通告，包括电子屏幕、校园广播等。
四种形式中，网站公开信息的形式是较为常用的方式，也是社
会公众了解学院信息的主要途径。学院微信公众号及时制作和推出
的微信推文，以其新颖、直观的特点，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
网上信息公开专栏公布的信息内容主要依据黑龙江省属高等学
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要求，在经过学院信息信息公开领导小组的审
议后，逐条逐项的在学院网站上的信息公开专栏中予以公开。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1、项目培训、通知通告
（1）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17 年正科级干部资格审查公
示
（2）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17 年正科级拟任职干部名单
公示
（3）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公示
（4）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16—2017 年度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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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17 年副科级拟任职干部名单
公示
（6）2017 年度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
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绩效总报告
（7）关于 2018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网上填报志愿登录方式变更
的通知
（8）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18 年度省级高等职业教育教
学成果奖推荐名单公示
（9）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第十一届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建议名单公示
（10）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关于第十届“牡丹江市青年五
四奖章”推荐人选的公示
（11）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18 年单独招生拟录取公示
（12）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18 级学生行李采购及服务项
目招标公告
（13）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18 级学生校服、军训服采购
及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14）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关于廉洁过好端午节的通知
（15）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18 新生学生行李服务项目中
标公告
（16）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18 级新生学生校服、军训服
服务项目中标公告
（17）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18-2021 学年教材采购项目
竞争性谈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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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18-2021 学年学生教材服务
项目中标公告
（19）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关于黑龙江省第十届教学名师
及 2018 年“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奖推荐人选的公示
2、收费及减免情况
公开了招生专业学费标准（中职、高职）、寝室收费标准、预
收书费标准、学生（意外伤害、重大疾病）保险费代收标准及在部
分省外招生专业中实施学费减免政策的相关内容。
3、不予公开信息
信息公开清单中未规定的，有关学院教学、行政的工作会议和
工作安排，相关的人事劳资及教师薪酬发放等学院内部事务和教职
工个人事项。
四、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通过信息公开渠道，及时公布学院相关的招生信息、收费信息、
培训信息、人事任免信息等，为学院教工、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
了解学院办学的相关情况，提供了便利条件，信息公布准确、及时，
社会评价度较高。
五、因学校信息公开受到举报、复议、诉讼情况
本年度未发生针对学院或学院相关职能处室因信息公开遭到举
报的情况。
六、信息公开工作新做法新举措、主要经验、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
1、对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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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公开工作的常态化管理和规范化管理有待于进一步加
强；依申请公开信息的范围、公开的期限和相关信息的时效性等方
面也需要进一步严格。
学院相关职工的信息公开意识仍需要进一步提升。
2、相关的制度、网站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二)改进措施
1、继续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高等
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的学习，深入理解，全面
提高；
全面组织面向学院教职工和学生的信息公开培训活动，全面加
强对学院信息公开清单公开事项的宣传和在师生员工中的普及工
作。
2、继续加大对相关职能处室设立兼职信息员进行培训，进一步
加强部门领导的认识，提升其工作责任意识，在绩效管理上，信息
工作的工作情况作为部门领导奖评的重要一环，实行一票否决制；
3、以学院的制度建设为抓手，完善和推进学院各项信息工作制
度的制订、落实工作；完善网站版块和信息补充。
七、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本年度，学院对外还公布了其他工作依申请公开的信息共计 2
条。包括《关于廉洁过好端午节的通知》等有关纪检工作信息 1 条；
《关于 2018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网上填报志愿登录方式变更的通知》
等涉及省招考信息、政策的信息 1 条。
八、清单事项公开情况表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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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公开事项

网址链接

（1）办学规模、校级领导班子简介及分工、
学校机构设置、学科情况、专业情况、各类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在校生情况、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等办 asp?id=36
学基本情况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基本信息
（6 项）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报告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事业统计数据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37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38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39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40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41

（7）招生章程及特殊类型招生办法，分批次、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分科类招生计划
（8）保送、自主选拔录取、高水平运动员和
艺术特长生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入选考生资
格及测试结果

asp?id=42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43

（9）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询渠道和办法，分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批次、分科类录取人数和录取最低分

asp?id=44

招生考试 （10）招生咨询及考生申诉渠道，新生复查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信息（8 期间有关举报、调查及处理结果
asp?id=45
项）
（11）研究生招生简章、招生专业目录、复
试录取办法，各院（系、所）或学科、专业
招收研究生人数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
学院办学层次为专科，研究生相关事宜未涉及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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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公开事项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财务、资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网址链接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46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47
产及收费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信息 增值等信息
asp?id=48
（7 项）
（18）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购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

asp?id=49

（19）公共预算收支总表、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支出

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三

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表。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20）收入支出决算总表、公共预算财政拨 asp?id=50
款收入支出决算表、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 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在
入支出决算表、“三公经费”公共预算财政 学院的招生章程及学院章程中均有规定，在此
未再作公布
拨款支出情况表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及投
诉方式
（23）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人事师资
信息

（24）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信息

（4 项）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51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52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25）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asp?id=37
按学院章程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诉解决

（26）在校生规模及分布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53

（27）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名

asp?id=54

教学质量 （28）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实践教学学分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信息 占总学分比例、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asp?id=55
（10 项）
（29）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
学院办学层次为专科，本科课程未开设
例、教授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
（30）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务

asp?id=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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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公开事项

网址链接

（31）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流向

教学质量
信息
（10 项）

（32）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33）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asp?id=57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59
未公布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及学生阳光体

（34）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工作方案、基本要 育运动工作方案，将按工作要求逐步补充完整
求和监督电话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36）学籍管理办法

学生管理
服务信息
（4 项）

学贷款、勤工俭学的申请与管理规定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40）学风建设机构
学风建设 （41）学术规范制度
信息
（4 项）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43）学风建设年度报告
对外交流 （48）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与合作信
息（2 项）（49）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项）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60

（37）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学费减免、助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39）学生申诉办法

其他（1

学院办学层次为专科，本科教学未涉及

asp?id=61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62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63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64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65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66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67
http://zhuanti.hnyjj.org.cn/xinxi/list.
asp?id=68

（50）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预案、http://baowei.hnyjj.org.cn/pages/mor
预警信息和处置情况，涉及学校的重大事件 einfo.php?modid=30
的调查和处理情况

在学院武装保卫处网站上有专门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