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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西昌学院
2021-2022学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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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

年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

于做好2022年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根据学

校信息公开执行情况，编制了《西昌学院2021-2022学年信息公

开工作年度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信息公开概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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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复议、诉讼的情况，主要问题及改进措

施，西昌学院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共七个部分。年度报告数据统

计时间为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

一、信息公开概述

2021-2022学年，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务公开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教育部推进

教育公开的总体安排，严格执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和《教

育部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要求，进

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制度保障，优化平台建

设，统筹协调二级单位工作联动，强化信息发布平台建设，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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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信息公开与学校各方面工作的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信息公开

实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在学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逐级明确

信息公开主体责任，建立由信息公开办公室牵头协调，党委办公

室、校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纪委办公室、工会、人

事处、教务处、学工部、保卫处、科技处、发规处、招就处、计

财处、国资处、资产公司、采购中心、国际交流合作处等相关职

能部门参与信息公开工作的统筹联动机制，层层压实了信息公开

主体责任。健全校院两级信息工作机制，就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和

信息公开工作等作出部署，要求各二级单位明确信息工作分管领

导和信息工作联络员，切实做到职责到岗、任务到人。

（二）强化制度保障

学校坚持将做好信息公开工作作为加快推动学校中国特色

大学建设、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切

实保障全校师生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持续完善信息发布协调机制、重要信息

发布审批机制、不断建立并完善岗位责任、新闻发布制度、舆情

监控报送机制和信息发布机制，形成了《西昌学院信息公开实施

办法》《西昌学院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办法》《西昌学院网络舆情

管理与处置办法》《西昌学院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等制度体系，以《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为依据，逐条

逐项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分工职责，推动各部门结合实际开展信息

公开工作，有效推进信息公开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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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平台建设

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公开网平台建设，不断优化完善网站组织

结构，针对10大类50项信息公开事项，进一步科学分类管理、明

确职责单位、更新公开内容，推进信息公开网站的标准化、安全

性和稳定性。利用学校门户网站，信息公开、党建网、招生网、

采购招标等专题网，二级部门网站，OA办公系统，官方微信公众

号、抖音等推送信息，形成了以学校官网、OA办公系统为主，信

息公开专题网为中心，各单位网站为窗口，微博、微信、QQ、抖

音为辅的网络信息公开主渠道。通过网络全方位向公众展示了学

校在教学科研、交流合作、党的建设、文化建设、招生就业、招

标采购、人事任免等方面的举措和成就。

（四）加大考核力度

2021-2022学年，学校着力完善信息公开的监督与激励机制

，将信息公开工作纳入了职能部门年度考核指标体系，由党政办

（信息公开办公室）负责考核监督，加强了对信息公开工作的监

督和考核力度。

二、主动公开情况

（一）公开方式及基本情况

1.通过门户网站 （https://www.xcc.edu.cn/）公开信息，其中：

发布学校要闻320篇，工作动态 51期，通知公告86条，涵盖了学校重大活

动、学习教育、教学科研等内容。

2.通过外部媒体公开信息56条信息，其中：《人民日报》报道了“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西昌学院大学生助力乡村振兴”；人民网发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28440408/rmh28440408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rmh28440408/rmh28440408
http://sc.people.com.cn/n2/2022/0507/c345167-352575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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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西昌学院大学生创业团队助力凉山乡

村振兴产业发展”；学习强国发布了“发扬光荣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

西昌学院大学生发展特色产业助力凉山乡村振兴”；《教育导报》报道了

“西昌学院师生收看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

3．通过信息公开专题网站发布信息公开年报、信息公开目录，对学

校概況、招生考试、财务制度、人事师资、教学质量、学生管理、科研管

理、学风建设、学位学科、对外交流、重大改草等内容进行了公开，同时

提供信息公开受理服务和监督。

4.通过二级网站公开大量各类信息，其中，通过招生网发布了招生

章程、招生计划、专业介绍、历年录取分数、报考必读等招生考试信息;

通过党建网及时发布了党建动态、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

建设、反腐倡康等信息。

5.通过四川政府采购网发布采购公告81条，校内采购网发布采购公

告71条。

6.通过校内办公OA系统发布公开各类信息，其中党委、行政发文1215

份，其中干部任免文件14份、岗位调整文件7份，发布通知、公告、公示

信息合计549条，简报813条。

7.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其中“西昌学院”推送信息432条，“

青春西院”推送信息274条。包括“扬帆起航，逐梦前行”“赓续五四精

神，喜迎建团百年”国旗下的微团课“不负热爱，向阳生长”“一见倾心

，再见更深情”“抗击疫情——西院在行动”“我想拍一部电影，以西院

为名”等主题内容。

8.通过抖音短视频推送信息，其中“西昌学院”推送信息26条，“

青春西院”推送信息83条。

http://sc.people.com.cn/n2/2022/0507/c345167-35257577.html
http://sc.people.com.cn/n2/2022/0507/c345167-35257577.html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12850996842540959594&item_id=12850996842540959594&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t=1651908307033&showmenu=false&ref_read_id=3d82f486-4170-4664-a571-7a6e5afd0761_1651915751812&pid=&ptype=-1&share_to=wx_single&source=share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12850996842540959594&item_id=12850996842540959594&study_style_id=feeds_opaque&t=1651908307033&showmenu=false&ref_read_id=3d82f486-4170-4664-a571-7a6e5afd0761_1651915751812&pid=&ptype=-1&share_to=wx_single&source=share
http://www.scedumedia.com/news/item/16477
http://www.scedumedia.com/news/item/1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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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通过微博向社会介绍和公开学校信息。西昌学院官方微博在本年

度共发布227条。其内容包括“党史百年重要论述”“疫情防控工作”“

航天点亮梦想—今天你圆梦了吗？”“理直气壮讲好开学第一课”“壮丽

史诗，伟大飞跃”等多个系列。

10.通过“光影西院”发布宣传视频18期，其内容包括喜迎建党百年

的微团课，大学生文化节等活动等。

（二）公开主要内容

1.重大改革事项。主要包括发展规划、人事制度、学科专业

建设、工作要点等信息。

2.教学科研信息。主要包括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教学质量

、学风建设、学籍管理，科研管理制度、各类学术人才申报、科

研项目申报、实验室建设等信息。

3.招生考试信息。主要包括招生章程、招生计划、专业介绍、录

取分数、报考指南等招生考试等信息。

4.人事任免信息。主要包括人事管理制度、人员招考信息、

干部任免情况等信息。

5.财务信息。主要包括预决算信息、财务制度、行政事业性

收费等信息。

6.基建、国资、招标采购信息。主要包括基建工程项目招投

标，国有资产管理保值增值情况，维修、服务、办公家具、仪器

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招标采购信息。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信息公开网信息公开指南明确了我校依申请公开的范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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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时限以及受理机构和联系方式，并公布了监督电话。本学年

，信息公开办为未收到信息公开申请。本学年，对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严格落实保密审查，未发生涉密信

息外泄事件。

四、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全校师生员工及社会公众对学校信息公开工作较为关注，对

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比较满意，未收到不良反映。

五、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复议、诉讼的情况

本学年学校未出现因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复议、诉讼的

情况。

六、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2021-2022学年，学校全面推进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信息公开的效率有待进一

步提高；二是信息公开平台建设还需继续推进，信息公开内容和

形式还不够丰富；三是信息公开联动工作机制还需进一步加强。

改进措施：一是加强信息公开机构建设、队伍建设，加强信

息公开工作能力提升培训，不断提高信息公开的效率和质量；二

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探索符合学校实际的信息公开途

径和方式，完善多样化信息公开体系；三是加强对校内各单位信

息公开工作的监督指导，建立健全信息公开联动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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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西昌学院2021-2022学年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序

号
类 别 清单所列事项 学校公开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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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情总览:https://www.xcc.edu.cn/xcxy/xygk/xqzl/index.html

领导分工:https://www.xcc.edu.cn/xcxy/xygk/xrld/index.html

机构设置:https://www.xcc.edu.cn/xcxy/xysz/jgsz/index.html

二级学院:https://www.xcc.edu.cn/xcxy/xysz/yxsz/index.html

学校标识:https://www.xcc.edu.cn/xcxy/xygk/xxbs/index.html

师资队伍:https://www.xcc.edu.cn/xcxy/rcpy/szdw/index.html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学校章程:https://www.xcc.edu.cn/xxgk/gklm/xxgk87/436141/index.html

规章制度:https://www.xcc.edu.cn/xxgk/index/index.html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

报告
工会-办事指南 https://www.xcc.edu.cn/xygh/414401/414388/index.html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
学术委员会:https://www.xcc.edu.cn/kejichu/xswyh/cymd/index.html

规章制度:https://www.xcc.edu.cn/kejichu/gzzd94/qtwj/index.html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

重点工作安排

总体规划:https://www.xcc.edu.cn/fzghc/fzgh/ztgh/index.html

专项规划:https://www.xcc.edu.cn/fzghc/fzgh/zxgh/index.html

校区规划:https://www.xcc.edu.cn/fzghc/fzgh/xqgh/index.html

战略规划:https://www.xcc.edu.cn/fzghc/fzgh/zlgh/index.html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信息公开网:https://www.xcc.edu.cn/xxgk/gkn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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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章程:https://zszhpt.xcc.edu.cn/f/newsCenter/articles/4faa2102b15f4a539ab8f20

5b3bdbda4

招生计划:https://zszhpt.xcc.edu.cn/static/front/xcc/basic/html_web/zsjh.html

https://www.xcc.edu.cn/xcxy/xygk/xqzl/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xcxy/xygk/xrld/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xcxy/xysz/jgsz/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xcxy/xysz/yxsz/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xcxy/xygk/xxbs/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xcxy/rcpy/szdw/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xygh/414401/414388/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kejichu/xswyh/cymd/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fzghc/fzgh/ztgh/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fzghc/fzgh/zxgh/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fzghc/fzgh/xqg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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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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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不分文理）:https://zszhpt.xcc.edu.cn/static/front/xcc/basic/html_web/lqjc.

html

体育（不分文理）:https://zszhpt.xcc.edu.cn/static/front/xcc/basic/html_web/lqjc.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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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取查询:https://zszhpt.xcc.edu.cn/static/front/xcc/basic/html_web/lqcx.html

历年录取分数:https://zszhpt.xcc.edu.cn/static/front/xcc/basic/html_web/lnf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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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信息网-智能咨询：https://zszhpt.xcc.edu.cn/f/qa/question

招生信息网-留言板:https://www.xcc.edu.cn/xcxy_zsw/lyb51/index.html

招生信息网-常见问题：https://www.xcc.edu.cn/xcxy_zsw/cjwt3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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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无此项工作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 我校无此项工作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我校无此项工作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 我校无此项工作

3

财务、资产及收

费信息

（7项）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财务制度：https://www.xcc.edu.cn/xyjcc/413766/index.html

资产管理制度：https://www.xcc.edu.cn/gyzcgc/index/index.html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捐赠及支出公示：https://www.xcc.edu.cn/xyjcc/413789/413791/653730/index.html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等信息
https://www.xcc.edu.cn/xyzcgs/413590/533991/index.html

https://zszhpt.xcc.edu.cn/f/qa/question
https://www.xcc.edu.cn/xcxy_zsw/cjwt37/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xyjcc/413766/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gyzcgc/index/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xyzcgs/413590/53399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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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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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采购网：https://www.xcc.edu.cn/cgzx/index/index.html

四川政府采购网（旧网）http://oldzfcg.scsczt.cn/

四川政府采购网（新网）http://www.ccgp-sichu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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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公开:https://www.xcc.edu.cn/xyjcc/413789/413791/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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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公开:https://www.xcc.edu.cn/xyjcc/413789/413765/index.html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

准及投诉方式
财务公开：https://www.xcc.edu.cn/xyjcc/413789/413765/index.html

4
人事师资信息

（5项）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社会兼职：https://www.xcc.edu.cn/xyrsc/413068/413069/index.html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

情况
因公出国（境）:https://www.xcc.edu.cn/dangzhengban/wsgl/cgxm/index.html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https://www.xcc.edu.cn/xxgk/gklm/rssz/534281/index.html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

信息

党委组织部-干部工作:https://www.xcc.edu.cn/dwzzb/gbgz/gbrm/index.html

通过 OA 办公系统公示：https://oa.xcc.edu.cn/seeyon/index.jsp

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师资队伍-人才需求：https://www.xcc.edu.cn/xyrsc/413068/41

3071/index.html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https://www.xcc.edu.cn/xyrsc/413061/413062/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cgzx/index/index.html
http://oldzfcg.scsczt.cn/
http://www.ccgp-sichuan.gov.cn/
https://www.xcc.edu.cn/xyrsc/413068/413069/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dangzhengban/wsgl/cgxm/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dwzzb/gbgz/gbrm/index.html
https://oa.xcc.edu.cn/seeyon/index.jsp
https://www.xcc.edu.cn/xyrsc/413068/413071/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xyrsc/413068/413071/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xyrsc/413061/41306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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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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处-本科教学工程:https://www.xcc.edu.cn/jwc/zlgc28/416891/index.html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

招专业名单
教务处-本科教学工程-专业建设:https://www.xcc.edu.cn/jwc/zlgc28/zyjs6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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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处-通知公告-教学公告 https://www.xcc.edu.cn/jwc/tzgg96/g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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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处-通知公告-教学公告 https://www.xcc.edu.cn/jwc/tzgg96/gg/index.html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

指导服务
就业信息网:http://jyxx.xcc.edu.cn:8000/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

就业流向
就业信息网: http://jyxx.xcc.edu.cn:8000/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就业信息网: http://jyxx.xcc.edu.cn:8000/News/2002/2/2149.html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https://www.xcc.edu.cn/jwc/tzgg96/gg/533845/index.html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https://www.xcc.edu.cn/jwc/jxyx/xwgl30/bkjbztsj/index.html

6

学生管理服务

信息

（4项）

（36）学籍管理办法 教务处-教学运行-学籍管理:https://www.xcc.edu.cn/jwc/jxyx/xjgl6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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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奖助学金：https://www.xcc.edu.cn/xueshengchu/xszz/jzxj/532725/index.html

学费减免：https://www.xcc.edu.cn/xueshengchu/xszz/jzxj/449989/index.html

助学贷款：https://www.xcc.edu.cn/xueshengchu/xszz/zxdk/index.html

学工部-部门概况-部务公开： https://www.xcc.edu.cn./xueshengchu/bmgk88/bwgk/index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xcc.edu.cn/jwc/zlgc28/zyjs66/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jwc/zlgc28/zyjs66/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jwc/jxyx/xwgl30/bkjbztsj/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jwc/jxyx/xjgl69/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xueshengchu/xszz/jzxj/44998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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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学工部-勤工俭学:https://www.xcc.edu.cn/xueshengchu/xszz/qgjx/index.html

（38）学生处罚办法 学生违纪处分办法:https://www.xcc.edu.cn/xueshengchu/tzgg97/bszn16/index.html

（39）学生申诉办法
西昌学院学生校内申诉管理规定：

https://www.xcc.edu.cn/xueshengchu/tzgg97/bszn16/533850/index.html

7
学风建设信息

（3项）

（40）学风建设机构
科技处-学风建设-机构组成:https://www.xcc.edu.cn/kejichu/xfjs/jgzc/index.html

学生违纪处分办法:https://www.xcc.edu.cn/xueshengchu/tzgg97/bszn16/index.html

（41）学术规范制度 科技处-学风建设-相关文件:https://www.xcc.edu.cn/kejichu/xfjs/xgwj/index.html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https://www.xcc.edu.cn/kejichu/xfjs

/xgwj/421856/index.html

西昌学院规范学术道德行为的办法:https://www.xcc.edu.cn/kejichu/xfjs/xgwj/421846/i

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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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处-教学运行-学位管理-学士学位授予：https://www.xcc.edu.cn/jwc/jxyx/xwgl30/xs

xks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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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无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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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无此项工作

https://www.xcc.edu.cn/kejichu/xfjs/jgzc/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kejichu/xfjs/xgwj/421856/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kejichu/xfjs/xgwj/421856/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kejichu/xfjs/xgwj/421846/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kejichu/xfjs/xgwj/421846/index.html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xcc.edu.cn/jwc/jxyx/xwgl30/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jwc/jxyx/xwgl30/xsxks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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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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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处-通知公告-教学公告：https://www.xcc.edu.cn/jwc/tzgg96/gg/570457/index.html

（附件形式）

9

对外交流与合

作信息

（2项）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国际合作交流处-规章制度-外事管理 https://www.xcc.edu.cn/dangzhengban/gzzd43/wsgl

0/index.html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官网首页-人才培养-留学生教育:https://www.xcc.edu.cn/xcxy/rcpy/lxsjy/index.html

10
其他

（2项）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意

见整改情况
纪委—党风廉政—廉政要闻:https://www.xcc.edu.cn/xyjjs/415841/41582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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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昌学院地震应急预案（试行）:https://www.xcc.edu.cn/xybwc/412070/412073/533693/i

ndex.html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https://www.xcc.edu.cn/hqgl/412616/412617/443987/index.

html

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https://www.xcc.edu.cn/hqgl/412616/412617/440075/ind

ex.html

保卫处—安全常识:https://www.xcc.edu.cn/xybwc/412153/index.html

学生工作部—公寓管理:https://www.xcc.edu.cn/xueshengchu/gygl/gygl87/index.html

西昌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31 日印发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xcc.edu.cn/xcxy/rcpy/lxsjy/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xcxy/rcpy/lxsjy/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xyjjs/415841/415827/index.html
https://www.xcc.edu.cn/xybwc/412070/412073/53369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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