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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医学院关于

报送 2019 年度信息公开的报告

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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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9

年度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学校信息

公开工作实际，我校编制了 2019 年度信息公开报告。本报告由

工作概述，主动公开情况，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的情况，信

息公开工作的主要经验、问题和改进措施，其他需报告事项等 7

部分组成。报告中统计数据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一、信息公开工作概述

2019 年，学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持续推进内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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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部门关于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关部

署和要求。不断优化工作流程，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丰

富信息公开内容，强化了信息公开督办落实，切实增强了信息

公开的实效性，保障了广大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一）认真落实高校信息清单

严格执行《西安医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则》有关规定，认

真落实《西安医学院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中所列的 10 大类 49

项公开事项，特别是招生、财务、人事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在运行中不断完善信息公开的工作机制，坚持以公开为常态、

不公开为例外”原则，着力推进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规范化，

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获取学校信息，依法接受

社会监督。

（二）持续推进信息公开工作

今年，学校始终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在对信息公开落

实情况中对信息公开工作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和部署。一是进一

步推进实施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加强组织指

导和协调推进，形成各二级单位具体负责的工作机制，推动信

息公开工作的全面落实。二是积极回应社会和师生关切的招生

就业、财务预决算、采购招标等热点，及时通过学校网站等渠

道，向社会和全体师生进行动态公开。三是主动接受咨询监督，

主动接受校内和校外评议，保障信息公开的及时、准确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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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渠道推进信息公开

学校将校园门户网站、各二级单位网站作为对外信息公开

的主要窗口，及时公开学校及各职能部门的重要政策、决定和

工作，及时更新学校门户网站及二级单位网页，编撰《大事记》

《年鉴》，及时公开学校、各部门工作情况和相关信息。通过各

类会议、校报、广播站、宣传栏、电子显示屏等载体，及时公

开各类信息。充分利用学校、各学院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介，

公开师生关注的热点问题。

（四）加强关键领域信息公开

学校重点加强对招生考试、财务资产、人事管理、科研信

息、学生管理与服务等方便信息的公开力度，公开学校决策、

政策以及办事规则、过程和结果，公开校务会议内容及会议决

策事项等，本年度，学校干部提拔任命前均进行公示；在职称

评审申报过程中对申报材料进行公开展示；本硕重要招生流程

进行公示；各类先进、模范评选均在网上公示。这些做法保障

了师生及社会公众对学校重大事项、重要制度的知情权，做到

接受利益相关方的监督。

二、主动公开情况

（一）依托各平台及时发布各类信息

1.一年来，学校通过官方网站、信息公开网及部门网站等

主动公开信息 6000 余条，通过学校广播站发布各类信 1165 条，

编辑出版校报 8 期，发布各类信息 148 条，通过校内电子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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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信息 165 条，学校官方微博发布信息 390 条，官方微信推送

信息 110 条。

2.召开党委会 25 次，校长办公会 18 次，全部形成会议纪

要；全年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 1 次，通过会议渠道面向全校及

时主动发布学校党建工作、学科专业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学

生教育管理、招生就业工作等涉及学校改革发展全局、关系广

大教职工切身利益和师生群众普遍关心的重要事项信息 53 项。

3.编辑下发党委文件 116 份、行政文件 200 份、向省厅门

户网站推送信息 172 条，被采用 88 条，向省厅官方微博推送信

息 173 条，被采用 65 条，在《陕西日报》、西部网、陕西传媒

网发布信息 29 余条。

4.通过校长信箱接受监督。按照“接受监督、及时回应、

全程督办”的原则，关注并及时回复师生意见，起到了较好的

公开和监督效果。共处理校长信箱 171 余件，做到件件有回复。

（二）重点领域的信息公开情况

1.招生考试信息公开。一是校园网主页设置招生就业专栏，

通过网站及时公开招生政策、招生资格、招生章程、招生计划、

专业介绍、录取程序、录取结果、咨询及申诉渠道等信息；二

是通过本科生、研究生招生微信公众平台，微博平台等新媒体

提醒考生对有关信息进行查询。三是积极选派教师干部赴各地

进行招生宣讲。四是编印公开发布 2019 年西安医学院本科生招

生简章，2019 年西安医学院本科报考指南等材料。五是通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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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电话、电子邮件等渠道为考生提供咨询

服务；复试、录取阶段，通过教育部研招网“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信息公开平台”和研究生院网站等多种渠道公开复试基本

要求、复试录取工作细则等信息，公示复试成绩、综合成绩排

名和拟录取名单等，做到咨询及申诉渠道畅通，未发生重大违

规事件。

本科生招生网址：http://zs.xiyi.edu.cn/

研究生招生网址：http://yjsc.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85

2.财务信息公开。主动公开学校 2019 年度部门预算信息，

包括学校基本情况、预算表格、财务所有预算下达、专项资金

下达预算公开；主动公开学校 2018 年度财务决算信息，包括《收

支决算总表》《收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和文字说明；主

动公开财政专项资金预算、校内执行预算信息，接受全校监督；

主动公开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的招投标信息，

其中：招标公告在西安医学院资产处官方网站及学校信息公开

网双平台发布。通过新媒体途径及时公开各类财经政策、工作

流程等。

财务处网址：http://cwc.xiyi.edu.cn/

3.招标信息公开。学校严格按照国家招投标管理的有关规

定，所有项目、设备等招标、中标信息，均在西安医学院信息

公开网及资产设备处主页上予以公示。

资产设备处网址：http://zcsbc.xiyi.edu.cn/index.htm

http://zs.xiyi.edu.cn/
http://yjsc.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85
http://cwc.xiyi.edu.cn/
http://zcsbc.xiyi.edu.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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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质量信息公开。一是按时编制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并及时公开。二是及时在网上公布公开课

程设置、专业设置、实践教学情况的信息。三是开通网络教学

平台“易班”，方便学生进行网上学习。

教务处网址：http://jwc.xiyi.edu.cn/

就业信息网址：http://xiyi.bysjy.com.cn/

5.干部人事信息方面。第一时间在校园办公平台公开学校

管理干部招聘、考察和任命信息，2019 年公布了正处级管理岗

位干部试用期接受全校师生监督，全方位公开学校人事管理办

法、人才支持政策、以及岗位设置与聘用、人才招聘信息等。

人事处网址：http://rsc.xiyi.edu.cn/

三、学校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申请情况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我校未收到个人提

出的信息公开申请

（二）学校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一年来没有因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或减免费用情况。

四、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一年来没有收到本校师生员工反映的信息公开问题。

五、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的情况

一年来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没有受到举报，没有因学校信息

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http://jwc.xiyi.edu.cn/
http://xiyi.bysjy.com.cn/
http://rsc.xiyi.edu.cn/


- 7 -

六、信息公开工作的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2019 年，学校持续深入推进信息公开工作，但仍存在一些

不足，包括公开意识尚待提升、公开程序尚待优化、公开水平

尚待提高等。在今后的工作中，学校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加

强和改进信息公开工作。

1.进一步提升信息公开意识。加强信息公开工作宣传引导，

进一步提高各二级单位对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思想

意识层面为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保障，形成二级单位在学校信息

公开网站与其他渠道信息同步、及时公开的长效机制。

2.进一步优化信息公开程序。进一步强化《西安医学院信

息公开办法》执行力度，完善和优化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工

作流程。主动公开方面，探索优化信息公开网站“招生考试信

息”“人事招聘”“财务公开”等栏目的模式，及时抓取已公

开的信息，提升工作效率；依申请公开方面，继续探索研究信

息公开校处联动，加强与兄弟院校沟通交流，确保信息公开工

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3.进一步提高信息公开水平。进一步优化公开渠道平台，

坚持“师生为本”服务理念，整合优化信息公开栏目建设，拓

展部门单位的信息发布渠道，加强与师生的互动交流，努力实

现与网上办事大厅的互联共建，以信息公开促进服务水平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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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清单事项公开情况表

西安医学院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序号 类别 公开事项 网址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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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390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学校章程

http://xxgk.xiyi.edu.cn/xxgkml/jbxx/39139.htm

规章制度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20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报告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16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17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05

（7）招生章程及特殊类型招生办法，分批次、分科类招生计划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21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390
http://xxgk.xiyi.edu.cn/xxgkml/jbxx/39139.htm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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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生考试

信息

（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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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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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批次、分科类录取人数和录取最低分

http://zs.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367

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询渠道和办法

http://xxgk.xiyi.edu.cn/xxgkml/bksq/474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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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xiyi.edu.cn/xxgkml/bksq/391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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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22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 http://xxgk.xiyi.edu.cn/xxgkml/xjsqs/42108.htm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22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 http://xxgk.xiyi.edu.cn/xxgkml/xjsqs/39184.htm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http://zcsbc.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0010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22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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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务、资产

及收费信息

（7项）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25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 http://zcsbc.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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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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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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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23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23

4 人事师资

信息

（5项）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http://www.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0156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29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岗位设置

http://www.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0162

聘用办法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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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信息

校内中层干部任免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32

人员招聘信息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33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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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43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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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xiyi.edu.cn/xxgkml/bkjhjbxx/347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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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xiyi.edu.cn/xxgkml/bkjhjbxx/34797.htm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http://zs.xiyi.edu.cn/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 http://xxgk.xiyi.edu.cn/xxgkml/jyzd/35744.htm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http://xxgk.xiyi.edu.cn/xxgkml/jyzd/35745.htm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46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47

（36）学籍管理办法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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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生管理

服务信息

（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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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50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51

（39）学生申诉办法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52

7

学风建设

信息

（3项）

（40）学风建设机构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61

（41）学术规范制度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62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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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予硕士的基本要求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67

授予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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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xiyi.edu.cn/xxgkml/hlhkxx/394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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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A22_zcwj/list.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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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xiyi.edu.cn/xxgkml/hlhkxx/39475.htm

9

对外交流与

合作信息

（2项）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http://xxgk.xiyi.edu.cn/xxgkml/dwjlygzxx/36584.htm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http://xxgk.xiyi.edu.cn/xxgkml/dwjlygzxx/39133.htm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51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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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

（2项）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http://xxgk.xiyi.edu.cn/xxgkml/jt/395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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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399

西安医学院

2019 年 11 月 8 日

抄送：校领导

西安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8日印发

http://xxgk.xiyi.edu.cn/info/iList.jsp?cat_id=113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