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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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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简称“清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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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度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学院结合信息

公开工作执行情况，编制了 2020-2021 年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

告。报告内容包括概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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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信息公开工作收到举报的情

况、信息公开工作的新做法新举措、主要经验、存在问题和改进

措施等八个部分。本报告中统计数据的时间点为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一、概述

2020-2021 年度，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

精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 甘肃省人民政



府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打造“技能甘肃”的意见》，坚持

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

要求，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这一核心，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紧紧围绕学院各项事

业改革发展，着力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提高管理服务效能、不

断健全信息公开工作机制，持续深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内容，加

大制度建设、平台建设、责任体系建设力度，并按照清单要求公

开信息事项，保障师生员工、社会公众、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

取学院信息，提高学院工作的透明度，全面推进依法治校、依法

执教、民主治校进程。

（一）提高思想认识

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将信息公开工作作为学院中心工作

之一，作为提高学院治理能力、治理水平、促进依法治校的重大

举措，坚守舆论阵地，加强对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的宣传，营造

良好的信息公开氛围，提升信息公开意识。

（二）加强组织领导

形成党委领导，办公室和宣传统战部组织实施，纪检监察综

合室协同推进和监督检查，师生员工全员参与的信息公开内部工

作机制。年初学院主要领导就信息公开工作召开专题会议，学习

相关文件，分解任务，明确责任，落实工作机构、工作人员和工

作职责，进一步完善院系联动的信息工作网络，形成上下联动、

整体推进的工作体系。

（三）加强制度建设

认真学习贯彻上级部门关于信息公开的政策要求，严格落实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武威职业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

则》，按照制度规定的公开范围、方式、程序深入做好信息公开

工作。进一步完善重要事项通报制度，通过工会、教代会等组织

形式，不断加强社会公众和广大师生员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

督权。持续推进学院规章制度“废、改、立”工作，修订完善教

育教学管理相关制度，印发《武威职业学院制度汇编》第三册，

学院重大事项均通过纪要形式在全院公开。

（四）拓展公开载体

学院建立二级网站 42 个，专项工作网站 20 个，对信息公开

条目进行整理，便利浏览者的使用。积极发挥新媒体在信息公开

中的优势和作用，推出学院官方微博、微信及手机扫二维码浏览

公告等，与文件、宣传栏、校园网、短信、陇政钉等一起公开关

乎学院发展大计、师生员工切身利益、党群信息，实现了学院管

理的全员参与、管理信息的全面公开和决策过程的全方位公开，

全面推进学院信息公开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本年度学

院网站总访问量 331001 人次，总浏览量 587887 人次；学院新

浪官方微博平台共发布微博 360 条，微博浏览 613171 人次，

转评赞数 1006 次；学院微信公众平台共发布图文信息 908 条，

微信订阅用户 29440 余人。建立各类专项钉钉群，发布工作信

息、通知文件等相关内容。

（五）充实公开内容

严格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按照《武

威职业学院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任务分解》，对学院概况、新闻资

讯、机构设置、院系设置、教学科研、招生就业、团学工作、创



新创业、合作交流等学院管理与服务信息内容进行充实完善，对

公开范围、公开时间、负责部门等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对招生、

财务、人事等重点领域的公开信息进行充实细化。

（六）增强公开时效

全面提高公开信息的全面性、及时性、准确性，要求各部门、

教学院系及时做好公开信息的更新工作，责任落实到人，保障措

施到位。通过院务宣传栏、网站、广播等公布学院信息，有效推

进信息公开工作。通过书记信箱和院长信箱及时了解师生员工的

意见和建议，解决师生员工学习、工作、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健全回应机制，切实增强公开时效。一年来共收到留言意见

或建议 11 条，及时回复 11 条，总回复率为 100%。

（七）做好培训监督

对各部门、教学院系网页门户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对各

部门、单位网页、专栏等的运行情况和信息发布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及时整改，总结经验，并提高信息公开工作水平。

二、主动公开信息情况

（一）通过文件、通知、会议纪要公开信息情况

2020-2021 年度，印发党委会议纪要 22 份、院务会纪要 18

份。通过文件、通知、会议纪要向全院师生公开了党建党务、干

部人事、财务资产、科研管理、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招生就业、

专业建设、教风学风建设、项目建设、对外交流合作、重要决策、

改革举措、制度修订、表彰评选等方面的信息，使全院师生员工

充分行使了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通过网站和信息门户公开信息情况



2020-2021 年度，对学院网站公共信息进行了丰富和更新，

并根据上级部门有关规定，在指定的官方网站公开公众关注的重

点信息。对各部门、单位网站加强监督检查，督促各部门、单位

做好网站维护，及时公开信息。公开了学院基本情况信息 35 条，

包括学院简介、学院领导、机构设置、师资力量、历史沿革、专

业介绍、设施设备、人才引进、学院视频、学院风采等，并及时

更新。围绕学院疫情防控、党建学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交流合作、民生工作等方面重要工作，发布学院新闻信

息 325 条、系部动态信息 154 条、通知公告信息 148 条、专题报

道信息 88 条、招标公告及中标信息 62 条、竞赛结果公示 29 条。

其中学术讲座类 10 条。设置甘肃省职业教育胡建宏工作室网站

1 个，技能甘肃-“双高计划”院校建设网站 1 个，感恩教师节

专题网站 1 个、招生信息与就业信息网页，公开招生动态、招生

政策、招生计划、考生问答等 35 条，就业公告、就业新闻、就

业政策、就业信息等 37 条。

学院现有 1 个门户网站、12 个行政机构、13 个教学系部、2

个群团组织、2 个教辅机构网页，并在校园网站主页上建立了链

接。学院网站：http://www.wwoc.cn/。

（三）通过其他形式公开信息情况

http://www.wwoc.cn/


通过各类年鉴、手册、报表、校刊等纸质资料公开信息，通

过宣传橱窗、电子显示屏、广播台、微信公众平台、公示栏等形

式发布师生关心的校务信息，通过情况通报会、中层干部会、师

生座谈会等形式向师生通报相关校务信息。2021 年学院召开教

学工作会议、党建工作会、招生就业工作会、安全工作会、一届

七次纪委全会、第四届四次教职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等会议，

对学院“十四五”发展规划，教育教学管理运行情况等工作向全

院师生进行了公开。

（四）重点专项信息公开情况

1.基本信息公开情况

（1）学院的办学规模、院领导班子简介及分工、机构设置

等办学基本情况在学院网站门户网公开。

网址：http://www.wwoc.cn/

（2）学院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计划方案、上报文

件、疫情防控等已在干部钉钉群、教职工钉钉群进行公开并以文

件印发。

（3）学院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安排，教职

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报告等在学院的网站新闻首页公开。

网址：http://www.wwoc.cn/Category_26/Index.aspx

（4）教学科研、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在学院的网站公开。

网址：http://www.wwoc.cn/Category_154/Index.aspx

（5）学科情况、专业情况、各类在校生情况、教师和专业

技术人员数量等信息以文件形式下发传达。

2.招生考试信息公开情况

http://www.wwoc.cn/
http://www.wwoc.cn/Category_26/Index.aspx
http://www.wwoc.cn/Category_154/Index.aspx


（1）招生章程、扩招生、单独测试和综合评价招生及普招

招生简章、分批次、分科类招生计划等信息通过全国普通高校招

生来源计划网上管理系统（https://pzjh.chsi.com.cn/）、甘

肃省高校招生网和武威职业学院招生信息网、单独测试和综合评

价录取工作网（http://www.wwoc.cn/Category_155/Index.aspx）

以及印制纸质招生简章面向社会公开，并在阳光高考平台发布。

（2）学院 2021 年无保送、自主选拔录取高水平运动员和艺

术特长生计划，故未发布相关信息。

（3）考生个人录取信息通过甘肃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https://gaokao.ganseea.cn/）公开；单独测试和综合评价参

加考试考生名单、录取结果、录取分数线等通过学院招生网

（http://www.wwoc.cn/Category_155/Index.aspx）或学院微信

公众号公开。

（4）2010 年、2021 年招生咨询及单独测试和综合评价招生

和扩招申诉电话0935-6975188和 0935-6975190，在学院招生信息

网进行公开。

（5）编制了学院 2021 年招生简章，面向社会公开学院简介、

院系及专业介绍、招生计划、学院发展成果、招生咨询电话以及

学院网址、招生咨询 QQ 号、二维码、微信公众号等一系列信息。

3.财务信息公开情况

积极推进部门预算、决算财务信息公开，积极贯彻落实“阳

光财务”，明确公开内容。

（1）收支预算总表、收入预算表、支出预算表、财政拨款

支出预算表均在市财政局下达预算批复后，按规定公开。学院

https://pzjh.chsi.com.cn/
http://www.wwoc.cn/Category_155/Index.aspx
https://gaokao.ganseea.cn/
http://www.wwoc.cn/Category_155/Index.aspx


2021 年部门预算公开网址：http://jyj.gswuwei.gov.cn/art/

2021/2/22/art_406_269844.html

（2）收支决算总表、收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财政拨款

支出决算表均在市财政局将我院年度决算核算完毕、上报审批、

下达批复后，按规定公开。学院2020年部门决算公开网址：

http://www.wwoc.cn/Item/23194.aspx

（3）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均在每年

新生开学收费现场醒目位置张贴相关表格、批复文件进行现场公

开，对学生提出的关于收费方面的疑问进行现场解答，并在相关

表格下方标注价格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全院师生监督。

4.人事师资信息公开情况

依据“公平公正、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原则，

及时公开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管理人

员、选拔优秀人才。着力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用人氛围。

2020-2021 年度，学院共聘任专业技术职务 32 人，引进（聘任）

急需紧缺人才 25 人，未发布国家公派出国项目。历次职称评审

和聘任结果都及时公布在学校组织人事处网站“通知公告”专栏。

5.教学质量信息公开情况

学院教务管理升级使用“武威职业学院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

台”http://jwgl.wwoc.cn/xtgl/login_slogin.html，主要内容

有个人信息、信息查询、教学资料、成绩录入、师生交流、公告

信息等，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等信息在“现代教学管理信息系统”

中维护并公开。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等信息

以文件形式下发传达各教学系。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选

http://jyj.gswuwei.gov.cn/art/2021/2/22/art_406_269844.html
http://jyj.gswuwei.gov.cn/art/2021/2/22/art_406_269844.html
http://www.wwoc.cn/Item/23194.aspx
http://jwgl.wwoc.cn/xtgl/login_slogin.html


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公开。授课教授、

副教授占教授、副教授总数的比例，教授授课占课程总门次数的

比例等信息以文件形式公开。

6.学生管理服务信息公开情况

（1）学籍管理办法、学生申诉办法编入学生手册，新生入

学教育集中学习。

（2）学生奖助学金、学费减免、助学贷款、勤工俭学相关

信息在学生工作处网页和校内公示栏内公。

网址：http://www.wwoc.cn/Category_121/Index.aspx

（3）学生奖惩信息以文件形式下发各系并送达学生本人。

7.学风建设信息公开情况

学风建设机构等信息在学院网页公开公示（暂无）。学术规

http://www.wwoc.cn/Category_121/Index.aspx


范制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等信息在学院网页公开公示（暂无）。

8.对外交流与合作信息公开情况

2021 年招生留学生 11 人，分别来自于巴基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针对留学生和外教的管理，

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制订了《武威职业学院来华留学生突发事

件应急处理预案》。

9.其他

进一步加强学院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迅速有效地开展

各项处置工作，切实维护学院稳定，依据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

应急处理预案、预警信息和处置情况，责成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切实保障师生安全，并将涉及学院的重大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

及时向各单位通报说明。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2020-2021 年度，学院未收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各

种形式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

四、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社会公众和本院师生员工对学院的信息公开工作基本满意，

2020-2021 年度，没有收到不良反映。对今后信息公开工作提出

意见如下：

（一）进一步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提高学院社会认知度。

（二）提高信息更新频率，及时报道学院相关资讯，提升学

院社会影响力。

五、因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的情况

2020-2021 年度，未发生工作人员因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



情况。

六、信息公开工作的主要经验、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学院信息公开工作在稳步深入推进的同时，与上级的要求和

公众的希望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各

部门、教学院系对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认识还不够，信息公开工

作的主动性、规范性还需进一步增强；二是对信息公开工作的重

视不够，不能按照《武威职业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则》，安排专

门组织机构和人员完成相关工作，各部门、教学院系工作职责需

进一步明确；三是学院网站作为学院信息公开的主阵地，管理不

够细致、亟待加强。

今后，学院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相关要求，

针对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整改，具体措施有：一是

加强信息公开网站建设，着重加强网站的便捷性、时效性、规范

性建设；二是加强各部门、教学院系信息公开队伍业务能力培训，

提升综合工作能力；三是努力提高信息主动公开意识，规范信息

公开审查，在做好信息公开工作的同时，严格涉密信息审查；四

是强化信息公开的监督与考评制度，促进信息公开工作质量的提升。

七、其他

本报告经学院审批发布，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武威

职业学院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0935-6975177。

附件：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落实情况

武威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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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落实情况
序

号

类

别
公开事项

落实

情况
公开方式

1
基本

信息

（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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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在校生情况、教师和专业技

术人员数量等办学基本情况

已落实
学院网站门户网公开 http://www.wwoc.cn/

或以文件形式下发传达各教学系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已落实 在干部钉钉群、教职工钉钉群进行公开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

报告
已落实 http://www.wwoc.cn/Category_9/Index.aspx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 已落实 http://www.wwoc.cn/Category_154/Index.aspx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

重点工作安排
已落实 http://www.wwoc.cn/Category_9/Index.aspx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已落实 http://www.wwoc.cn/Category_150/Index.aspx

2

招生

考试

信息

（8项）

（7）招生章程及特殊类型招生办法，

分批次、分科类招生计划
已落实

通 过 全 国 普 通 高 校 招 生 来 源 计 划 网 上 管 理 系 统

https://pzjh.chsi.com.cn/
甘肃省高校招生网和武威职业学院招生信息

http://www.wwoc.cn/Category_155/Index.aspx
武威职业学院单独测试和综合评价招生网

http://www.wwoc.cn/Category_155/Index.aspx
公开，并在阳光高考平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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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9）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询渠道和办

法，分批次、分科类录取人数和录取最

低分

已落实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https://gaokao.ganseea.cn/
学院单独测试和综合评价招生网

http://www.wwoc.cn/Category_155/Index.aspx

（10）招生咨询及考生申诉渠道，新生

复查期间有关举报、调查及处理结果
已落实

招生申诉电话 0935-6975188 和 0935-6975190，在学

院招生信息网、招生简章中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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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 无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无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 无

http://www.wwoc.cn/
http://www.wwoc.cn/Category_9/Index.aspx
http://www.wwoc.cn/Category_154/Index.aspx
http://www.wwoc.cn/Category_9/Index.aspx
http://www.wwoc.cn/Category_150/Index.aspx
https://pzjh.chsi.com.cn/
http://www.wwoc.cn/Category_154/Index.aspx
http://www.wwoc.cn/Category_154/Index.aspx
https://gaokao.ganseea.cn/
http://www.wwoc.cn/Category_154/Index.aspx


3

财务、

资产及

收费

信息

（7项）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已落实 通过文件、通知、会议纪要公开信息、情况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已落实 通过文件、通知、会议纪要公开信息、情况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等信息
已落实 通过文件、通知、会议纪要公开信息、情况

（18）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

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
已落实 通过文件、通知、会议纪要公开信息、情况

（19）收支预算总表、收入预算表、支

出预算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已落实

http://jyj.gswuwei.gov.cn/art/2021/2/22/art_406_2

69844.html

（20）收支决算总表、收入决算表、支

出决算表、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已落实 http://www.wwoc.cn/Item/23194.aspx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

及投诉方式
已落实

现场公开（张贴相关表格、批复文件）现场解答

在相关表格下方标注价格监督举报电话

4
人事师

资信息

（5项）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无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

况
无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已落实 通过文件、通知、会议纪要公开信息、情况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信

息
已落实 通过文件、通知、会议纪要公开信息、情况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已落实 通过文件、通知、会议纪要公开信息、情况

5
教学质

量信息

（9项）

（27）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

例、教师数量及结构
无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招

专业名单
已落实 通过文件、通知公开信息、情况

（29）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实践教学

学分占总学分比例、选修课学分占总学

分比例

已落实 通过文件、通知教务管理系统公开信息、情况

（30）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

的比例、教授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

数的比例

无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

导服务
已落实 通过文件、通知公开信息、情况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

就业流向
已落实 通过文件公布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已落实 通过文件公布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已落实 通过文件公开信息、情况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无

http://jyj.gswuwei.gov.cn/art/2021/2/22/art_406_269844.html
http://jyj.gswuwei.gov.cn/art/2021/2/22/art_406_269844.html
http://www.wwoc.cn/Item/23194.aspx


6

学生

管理

服务

信息

（4项）

（36）学籍管理办法 已落实 学生手册

（37）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学费减免、

助学贷款、勤工俭学的申请与管理规定
已落实

在学生工作处网页

http://www.wwoc.cn/Category_121/Index.aspx
和校内公示栏内公示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已落实 以文件形式下发各系并送达学生本人

（39）学生申诉办法 已落实 以文件形式下发各系并送达学生本人

7

学风

建设

信息

（3项）

（40）学风建设机构 已落实 以文件形式下发

（41）学术规范制度 已落实 以文件形式下发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已落实 以文件形式下发，开通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

8

学位、

学科

信息

（4项）

（43）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基

本要求
无

（44）拟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同等学力

人员资格审查和学力水平认定
无

（45）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或

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办法
无

（46）拟新增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

授权点的申报及论证材料
无

9

对外交

流与合

作信息

（2项）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已落实 http://www.wwoc.cn/Category_8/Index.aspx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已落实

http://www.wwoc.cn/Category_8/Index.aspx
《武威职业学院来华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武威职业学院招收和培养国际生暂行办法》、《武

威职业学院国际学生奖学金暂行管理办法》

1
0

其他

（2项）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意见

整改情况
无

（50）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预案、预警信息和处置情况，涉及学校

的重大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

已落实
将涉及学院的重大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及时向各

单位通报说明

http://www.wwoc.cn/Category_154/Index.aspx
http://www.wwoc.cn/Category_8/Index.aspx
http://www.wwoc.cn/Category_8/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