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潭大学 2019-2020 学年度

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文件精神，根据省教育厅

《关于做好 2020 年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

求，结合湘潭大学 2019-2020 学年信息公开工作执行情况，现

编制我校本学年度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全文内容包括概述、主

动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情况和不予公开情况、对信息公开的

评议情况、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遭到举报的情况、信息公开工

作主要经验、问题和改进措施等。本年度报告中所列统计数据

的起止时间为 2019年 9月 1日到 2020年 8月 31日。

一、概述

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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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校重要批示精神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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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

正、公平、合法、便民的原则，强化管理服务理念，积极回应

师生关切，学校信息公开工作迈向新台阶。

1. 强化公开制度规范，提高信息公开质量。一是理顺信

息公开工作的运行机制。对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进一步优化信息公开栏目分类、丰富目录事项、细化目录内容，

明确各二级单位的负责领导和信息员，形成上下联动、运转有

序的大信息工作格局，同时结合上级部门要求和新媒体技术发



展趋势，积极探索具有时效性的新媒体发布审批机制、干部选

任公告发布机制等新制度，构建创新合规的信息公开工作模

式。二是加强信息公开审查工作。坚持“先审查、后公开”原

则，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教育

部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规范（试行）》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

求，在学校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下，严格落实保密审查制

度，强化对信息公开平台发布信息的监管，确保涉密信息不公

开、公开信息不涉密。三是完善信息公开的督导落实机制。由

学校党政办联合网络信息与管理中心定期督查校内各二级单

位的信息公开执行情况，对不按要求公开、不及时更新、发布

不实信息的情况集中通报、督促整改，逐渐建立起学校主页与

各二级单位网页联动更新的工作机制，并按照“谁公开谁负责”

的原则，明确学校及校内二级单位落实信息公开的主体责任，

合力形成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

2. 强化公开平台建设，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一是存量提

质，推进网站群系统建设。站群建设涵盖学校主网站及部分二

级部门、院系及其它学术、专题、项目等不同类别的网站，实

现校园信息发布平台统一建设、结构化数据统一管理、平台运

维情况统一集控、安全运维统一负责，在内容的标准化、安全

性、稳定性、可扩展性等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界面更加友好、

信息发布效率更高。下一步将学校信息公开网与各单位二级网

站对接后，可实现一处更新全网更新，做到学校信息资源共享

最大化。二是增量选优，探索潜在公开平台。依托学校主页及

各二级单位网页、学校官方微博微信、有关部门公众号等新媒

体途径，全方位报道学校在党的建设、教学科研、人才培养、



国内外交流合作、校园建设、校园文化等方面的新举措；同时

充分发挥并不断探索新媒体语境下全面展示学校发展和师生

风采的有效措施，在充分发挥新媒体信息及时性优势的同时，

增加在交互性、直观性上的应用，不断扩大影响力。

3. 强化师生需求导向，提升信息公开服务实效。一是针

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学校利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各类媒体平台发布上级决策部署、学校各阶段防控要求与防疫

情况，确保全体师生及时获取防疫信息，促进学校依法防控；

在学校官网首页建立“科学认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栏，发

布疫情防控期间校园生活提示、战役“科普”等信息，及时向

全校师生与社会公众公开学校疫情防控信息，加强疫情防控宣

传教育。二是方便校内广大师生学习生活工作需要，进一步优

化学校信息门户建设，集学工系统、教务系统、离校系统、资

产系统、图书馆系统、智慧财务系统等各个业务系统于一体，

实现了学生从报到入学到毕业离校，教职工从学习、工作到生

活的全过程、全方位服务；同时不断升级学校手机 APP 客户

端，加强移动终端的信息推送服务，拓展信息公开渠道，提高

信息服务质量。三是围绕师生民主监督管理需求，对于学校“双

一流”建设等中心工作，通过召开党政工作例会、党政工作扩

大会议、座谈会等形式，及时通报学校工作进展情况；对于涉

及师生切身利益的的重大问题，坚持做好校领导定期联系、接

待干部师生来访工作，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

工作方式，保障干部师生与校领导面对面交流，及时反馈和解

决合理合法诉求。对于学校重大规划、重大改革事项如附属实

验学校建设等，由学校督查室通过多种方式主动发布有深度、



有质量的信息，及时回应师生和社会关切，提高师生对学校各

项改革举措的认同感和满意度。

二、主动公开情况

1. 整体公开情况

本学年度学校主要通过信息公开网、学校门户网站、校报

校刊、学校年鉴、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等多种方式公开学校信

息。

一是通过信息公开网站向校内和社会公开信息情况。本学

年度，学校对照《湘潭大学信息公开目录》，更新了基本信息、

招生考试、财务、资产及收费、人事师资信息、教学质量、学

生管理服务、学风建设、学位、学科、对外交流与合作、其他

项目等 10个大类相关信息，共计更新信息近 200条，具体见

附件。

二是通过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电视台等发布信息

情况。成立湘潭大学新闻中心，全年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中央电视台、新华网、湖南日报、湖南卫视等媒体刊发、播出

新闻稿件 1000余篇（条/次），发稿数量居省属高校前列；在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刊发稿件 80余篇；在新

华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中国教育网、新浪等重要网络媒

体发布新闻稿件 800余篇。本学年度，湘大官网发布各类消息、

通讯、图片、省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等 2000余篇（条/张），

开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科学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新生入学答疑等主题专栏，宣传推介沧南、曾子其等

教师先进典型，开展听身边的道德模范讲“初心”故事活动，

沧南教授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018“感动中国之感动湖



南十佳人物”，其先进事迹荣获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同志批

示，教育部专门下发文件，授予沧南教授“全国优秀教师”

荣誉称号。学校官方微博全学年累计发布微博 559条，影响受

众 4.5万多人；官方微信 377条，关注受众 9万余人。

三是通过湘潭大学年鉴、校报、工作简报等公开信息情况。

本学年公开出版发行了《湘潭大学年鉴（2019）》，书面公开

学校基本情况、机构人员、学院情况、发展规划、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教学科研、人事与师资队伍建设、对外交流与合作

等方面情况，公开学校各类表彰与奖励名单 11项、学校大事

记和人、财、物等各项统计数据附表 62 张，图片 120张；共

刊发校报《湘潭大学校报》16期；编撰《湘大信息》19期、

《每周信息专报》38期。

四是通过学校教育阳光服务平台受理信息公开的情况。学

校教育阳光服务平台认真解答回复每一次来信来询，

2019-2020学年共受理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师德师风与学风

建设、网络建设、校园环境及安全、后勤服务、其他管理与服

务等各类问题有效信件 955件，回复和有效办理 948，回复率

达到 99.3%，满意率达 98.2%，并撰写《教育阳光服务中心服

务事项受理统计分析报告》6期，为校领导决策咨询提供借鉴，

成为学校改进工作、提升信息公开服务水平的重要渠道。

2. 重点领域公开情况

（1）财务工作信息公开情况

学校通过门户网站、计划财务处网页、湘大校园微信公众

号，提供综合财务信息服务。一是预算、决算信息公开。学校

预算按照“两上两下” 程序编报，先后经过与各单位沟通、座



谈，广泛吸纳意见，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最后由党委会审定

批准实施；学院的预决算信息报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和公

示，校长在教职工代表大会做年度财务报告，教代会进行审议。

在收到省教育厅批复的学校预算和决算后，在规定的时间点，

在学校信息公开网和计划财务处门户网站及时对学校收入和

支出情况等进行了主动公开。二是收费标准、收费项目公示。

学校各项收费项目、标准、依据文件等均在学校信息公开网、

计划财务处网站向社会主动公开。2020年秋季学期，学校严格

按照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教育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湘发改价

费〔2015〕655 号）规定，进行学费标准备案和收取，并在计

划财务处门户网站、招生简章和校园内人群集中的公示栏、收

费现场对收费项目、标准、依据进行了公示，接受学生、家长

和社会的监督。同时对《关于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管理有关事

项的通知》在计划财务处网站与信息公开网上进行了公开。三

是财务管理制度、政策、工作通知公开。2019 年学校财务工

作紧紧围绕学校改革发展各项重点任务，深入贯彻落实高等教

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精神，提升服务水平，强化财务监督，努

力探索高校财务管理转型发展的新思路，积极为学校各项事业

的改革与发展提供财力支撑。学校在学校信息公开网、学校计

划财务处网站、校内办公网及时公开各级各类财经政策、财务

管理规章重要制度和财务工作通知。2020年更新了《关于做好

2020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国家

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个人所得税申报记录查询功能上

线的通告》《关于印发<湘潭大学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的通知》《湘潭大学公务交通费用报销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财

务管理制度，发布了《关于做好 2019年年终财务工作有关事

项的通知》《计划财务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财务业务办理安排

的通知》《关于办理 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事项的通知》《关于下达 2020 年财务预算的通知》《关于做

好 2019年度个税汇算清缴工作的补充通知》《发票报销时限

那些事儿》系列工作通知。另外就财务报销制度、支出审批流

程、所得税汇算清缴等分别开展了线上政策解读和指导，并通

过财务网、QQ群、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发布。四是投诉渠道公

开。学校财务在教育阳光服务网上大厅、计划财务处网站都设

立了投诉受理平台，教师和学生都可通过该平台就有关业务处

理和收费行为进行投诉和政策咨询，所有投诉和咨询都得到及

时响应。

（2）人事工作信息公开情况

2019-2020学年，学校通过学校网站、人事处网站、“信

息门户”专栏等渠道，主动向校内和社会公开人事管理的各类

常规工作信息，以及岗位设置与聘用、人才招聘、人事调配、

职称评审、人才选拔、目标管理、社保管理、薪酬管理等重要

工作信息。一是做好人事管理制度和服务指南公开。公布人事

处机构职能、人员联系方式，发布人才招聘与调配、人才选拔、

职称评审、教师资格认定、访问学者、博士后科学基金、博士

后日常经费、社会保险、薪酬福利等服务指南信息，并提供个

人权益类信息的查询服务，方便教职工办理各类事务。二是完

善公开招聘、人事管理、目标管理、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人事信息发布等六大服务系统，支持网上业务管



理、常用表格打印、信息查询和共享等功能，向教职工提供便

捷和优质的人事信息服务。三是通过学校网站、人事处网站、

“信息门户”专栏等渠道对以下工作进行了信息公开，以确保

公开公正、透明有序：①各类人才工程人选推荐选拔工作。推

荐选拔 2020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2020年度引进

100个科技创新人选、2019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

等。②2019年度高校教师系列、其他专业技术系列职称材料申

报、申报参评人员《公示表》公示、资格审查情况及结果公示、

评审职数、推荐及评审结果。③2019-2020学年全校教师、管

理及教辅人员公开招聘方案、招聘程序及结果。2020年度专业

技术二级岗位人选推荐工作通知及推荐人选结果。④2019年博

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申报，第 66批、第 67批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申报，第二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

助（站前）申报、第十三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站

前、站中）申报、2020年博士后日常经费资助申报；2020年

度湖南省军转干部进高校专项培训。2019年秋季和 2020年春

季教师资格认定通知和具体工作安排。⑤制定并公布了《湘潭

大学教职工校内岗位调整管理办法》（湘大人发〔2019〕27

号）、《湘潭大学非事业编全职在岗职工工资待遇实施方案》

（湘大人发〔2019〕32号）、《湘潭大学教职工定期奖励工作

实施办法》（湘大人发〔2020〕9号）、《湘潭大学教职工年

度考核办法》（湘大人发〔2020〕6号）、《湘潭大学外派人

员管理暂行办法》（湘大人发〔2020〕23号）、《湘潭大学开

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方案》（湘大人发

〔2020〕25号）。⑥公开人员调配、各类人员岗位聘用等事项。



（3）招生工作信息公开情况

学校大力实施招生“阳光工程”，严格落实招生信息“十

公开”政策，做到了招生“三公”即：公开、公平、公正，广

泛接受考生、家长和社会监督。一是公开招生章程与招生计划。

招生章程和招生计划是考生了解学校招生情况的重要途径。

2019-2020学年，我校严格按照教育部、省教育厅的有关招生

规定，及时修订了 2020年度《湘潭大学普通全日制普通本科

招生章程》《湘潭大学 2020年艺术类招生简章》《湘潭大学

2020年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简章》《湘潭大学 2020年第二学士

学位招生简章》以及 2020年招生计划，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

后，第一时间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湘潭大学招生网、“湘

潭大学本科招生”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向社会公布。同时，严格

按照《湘潭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招生章程》开展招生各项工作，

自觉接受广大考生、考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二是公开

招生宣传与咨询渠道。建立了“湘潭大学本科招生”微信公众

号，促进了招生宣传的新媒体化，改进了招生宣传手段；另外

向社会同时公布了 5 个招生咨询电话、1 个传真电话、1 个

电子邮箱、1 个通信地址、1 个监督电话，并安排专人及时回

复各种咨询，基本做到了让广大考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三满

意。三是公开招生录取过程以及录取结果。①建立公示制度。

高水平运动员招生报考条件、测试标准都在网上公开，资格初

审合格考生名单、入围资格名单以及第二学士学位招生复试入

围名单、第二学士学位招生拟录取名单等在网上公示，接受社

会监督。②招生录取实现全程监督。录取期间，学校分管校领

导坐镇现场指挥，学校纪委、监察处按照有关文件的要求，对



招生录取工作实行了全过程监督。③专人咨询。学校安排专门

场地，设立信访机构，安排专人接待来信来访，并公布有效监

督电话，随时受理考生反应问题。④招生录取查询实现实时查

询。学校招生网和“湘潭大学本科招生”微信公众号均设有录

取查询专门渠道，供考生及时查阅录取状况。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本学年度，我校未收到公开信息申请。学校不予公开的信

息为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

四、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2020年 10月，学校办公室对年度信息公开工作开展专

项督查，并组织评议。从评议结果看，本校师生员工和社会公

众对学校的信息公开工作总体满意。

五、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复议、诉讼的情况

本学年度，学校未收到信息公开工作的任何举报、复议和

诉讼。

六、本年度信息公开工作的新做法新举措、主要经验、问

题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学年度，学校按照信息公开相关法规和上级部门相关要

求，聚焦国家教育强国战略和教育改革发展，扎实推进信息公

开工作，突出重点，扩大参与，创新载体，信息公开规范化程

度进一步增强，公开渠道更加丰富公开质量持续提升。但仍然

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例如校内各单位信息公开服务质量和水平

不均衡；部分公开渠道利用不充分，部分师生和社会大众对一

些信息的公开情况缺乏了解部分内容的公开形式不够便捷，用

户体验度有待提升围绕强化信息公开质量和深度，进一步满足



师生和社会对高质量信息公开内容需求的能力还需提升。下一

阶段，学校将重点从以下方面加强改进。

一是加强统筹，提高信息公开协同联动能力。在原先校、

职能部门（院系）二级联动工作格局基础上，推动职能部门、

院系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单位信息公开办法，在本单位网站、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设专栏主动公开各类信息；强化信息公开

干部队伍建设和业务技能培训，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信息公开有

关规定制度和文件要求，推动从被信息公开事务“推着走”向带

着信息公开工作“主动走”的转变。

二是查漏补缺，确保信息公开落实落细落地。在充分认识

今年疫情防控信息公开重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学校网站

作为信息公开第一平台的作用，及时发布信息、政策解读和办

事服务工作，逐步完善网上便民、咨询、公示、征求意见等栏

目建设，进一步增强公开实效，提升服务水平。同时由信息公

开主管部门、信息技术部门定期对信息公开网全部信息栏目、

对照清单信息链接进行巡检，确保链接的有效性、浏览器的兼

容性。

七、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本学年度，学校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清单事项公开情况表

见附件

附件：2019-2020年度湘潭大学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2019-2020学年度湘潭大学信息公开事项清单.pdf


2019-2020年度湘潭大学落实《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网址链接

序号 类别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1
基本信息
（6项）

（1）办学基本情况、
学校机构设置

全校基本情况一览表（2019年）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xsgk/2020-10-28/acd277d97e54f438e949c02bd39f5821.pdf
2019年机构设置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jgsz/2020-10-28/b1291cfc820e0c6c1d420e5677f6d3a9.pdf

（2）学校章程及制定
的各项规章制度

湘潭大学教职工福利费管理使用规定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gzzd/2020-10-28/e7f5bb7b88c5074c96c330edc19d75d0.pdf
湘潭大学网上竞价采购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gzzd/2020-10-28/6448af23414d3a2d96f6c558f0c9c88d.pdf
湘潭大学外派人员管理暂行办法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gzzd/2020-10-28/95ace032b47f6286a5c53a2c7645c205.pdf
湘潭大学教职工校内岗位调整管理办法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gzzd/2020-10-28/01c43eef1008e2a39506453f4530fad9.pdf
湘潭大学教职工定期奖励工作实施办法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gzzd/2020-10-28/cefcb510495fcfb60c794abb31f2c5d0.pdf
湘潭大学教职工爱心医疗互助金管理办法（修订）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gzzd/2020-10-28/7d9eea1de99c2614b5571ed08cb99ab2.pdf
湘潭大学公有用房管理办法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gzzd/2020-10-28/acfc9e64b24394b0d3e9dcf570e76a44.pdf
湘潭大学第二学士学位招生考试办法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gzzd/2020-10-28/e38e502b53c9f897e7d257a98165b746.pdf
湘潭大学章程（修订）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gzzd/2019-11-22/3052cc49b1cdd9530db8c506296a3ab5.pdf

（3）教职工代表大会
相关制度、工作报告

李伯超校长在湘潭大学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jdh/jdhndbg/2020-10-28/c7d0ddd2622b4b8dd9a9d70118a950fa.pdf

（4）学术委员会相关
制度、年度报告

湘潭大学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2019年)待2020年12月公布



1
基本信息
（6项）

（5）学校发展规划、
年度工作计划及重点工
作安排

湘潭大学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建设实施方案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fzgh/2020-10-29/b5c3e923cd413fe9e9c2f6a62a28bd47.pdf
中共湘潭大学委员会 湘潭大学2020年工作要点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gzjh/2020-10-28/73d7f0b8ab683a2ae630bf9e92164d77.pdf
湘潭大学2019年度工作总结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gzjh/2020-10-28/64285ca52c6949836e5221bf84436e93.pdf

（6）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

湘潭大学2019-2020学年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http://xxgk.xtu.edu.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9&id=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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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大学2020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简章
https://zhaosheng.xtu.edu.cn/recruit/detail/news?article_id=9463&menu_id=&panel_id=13&sidebar_index=0&notice_
name=&enter_url=
湘潭大学2020年普通全日制本科招生计划
https://zhaosheng.xtu.edu.cn/recruit/module/recruit_plan?menu_id=42&sidebar_index=2
湘潭大学2020年艺术类招生简章
https://zhaosheng.xtu.edu.cn/recruit/detail/news?article_id=5737&menu_id=&panel_id=13&sidebar_index=0&notice_
name=&enter_url=
湘潭大学2020年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简章
https://zhaosheng.xtu.edu.cn/recruit/detail/news?article_id=5642&menu_id=&panel_id=13&sidebar_index=0&notice_
name=&enter_url=
湘潭大学2020年普通全日制本科招生章程
https://zhaosheng.xtu.edu.cn/recruit/detail/news?article_id=6687&panel_id=13&sidebar_inde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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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大学2020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复试入围名单公示
https://zhaosheng.xtu.edu.cn/recruit/detail/news?article_id=9776&menu_id=&panel_id=13&sidebar_index=0&notice_
name=&enter_url=
湘潭大学2020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https://zhaosheng.xtu.edu.cn/recruit/detail/news?article_id=9900&menu_id=&panel_id=13&sidebar_index=0&notice_
name=&enter_url=
湘潭大学2020年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资格初审合格考生名单公示
https://zhaosheng.xtu.edu.cn/recruit/detail/news?article_id=5828&menu_id=&panel_id=13&sidebar_index=0&notice_
name=&enter_url=
湘潭大学2020年高水平运动队入围资格名单公示
https://zhaosheng.xtu.edu.cn/recruit/detail/news?article_id=9624&menu_id=&panel_id=13&sidebar_index=0&notice_
name=&enter_url=



2
招生考试

信息
（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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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间湘潭大学招生咨询方式
https://zhaosheng.xtu.edu.cn/recruit/detail/news?article_id=5648&menu_id=&panel_id=13&sidebar_index=0&notice_
name=&enter_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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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咨询及申诉
http://xxgk.xtu.edu.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21&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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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大学2020年博士复试录取方案
http://yjsc.xtu.edu.cn/a02/90144.jhtml
湘潭大学2020年硕士复试录取方案
http://yjsc.xtu.edu.cn/home02/90111.jhtml
湘潭大学2020年博士招生简章
http://yjsc.xtu.edu.cn/home02/90097.jhtml
湘潭大学2020年硕士招生简章
http://yjsc.xtu.edu.cn/a03/89954.jhtml

（12）参加研究生复试
的考生成绩 湘潭大学2020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zsks/yjszs/2020-10-30/49371832fde9ee98404ccd03356410a8.pdf
湘潭大学2020年硕士研究生拟录取考生公示名单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zsks/yjszs/2020-10-30/b2cd96b5e19d5d8fa4e2e9605fc712e9.pdf（13）拟录取研究生名

单

（14）研究生招生咨询
及申诉渠道

招生咨询及申诉
http://xxgk.xtu.edu.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22&id=60

3

财务、资
产及收费

信息
（7项）

（15）财务、资产管理
制度

资产管理制度
http://sys.xtu.edu.cn/model/TwoGradePage/NewsMore.aspx?columnId=73
财务管理制度
http://cwc.xtu.edu.cn/e/action/ListInfo/?classid=52

（16）受捐赠财产的使
用与管理情况

湘潭大学教育基金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cwzc/xxzc/2020-10-30/72b9dd26af7bdb6d9541c14f3774e8da.pdf



3

财务、资
产及收费

信息
（7项）

（17）校办企业资产、
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等信息

湘潭大学信息化建设情况（2019年）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cwzc/xxzc/2020-10-28/177d9f02471fdad6b0026b715ee6540c.pdf
湘潭大学资产情况（2019年）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cwzc/xxzc/2020-10-28/bb80a509e83dd50eec28e00eecff881e.pdf
湘潭大学校舍情况（2019年）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cwzc/xxzc/2020-10-28/6feb77d570f247647473cd25af6cfa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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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基建工程招投标 
http://bidding.hunan.gov.cn/
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招投标
http://www.ccgp-hunan.gov.cn/
校内采购招投标
https://www.xtu.edu.cn/index/zbg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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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湘潭大学部门预算
http://cwc.xtu.edu.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6&id=560
2019年湘潭大学部门决算
http://cwc.xtu.edu.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6&id=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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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收费项目、收费
依据、收费标准及投诉
方式

湘潭大学2019级研究生缴费须知
http://cwc.xtu.edu.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6&id=514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2019级新生缴费须知
http://cwc.xtu.edu.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6&id=516
湘潭大学2019级本科新生缴费须知
http://cwc.xtu.edu.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6&id=515

4
人事师资

信息
（5项）

（22）校级领导干部社
会兼职情况

湘潭大学校级领导兼职情况汇总一览表（2020年）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rssz/xjldgk/2020-11-02/52b431c4d98ff0faa80ab99794474eac.pdf

（23）校级领导干部因
公出国（境）情况

2019-2020年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一览表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rssz/xjldgk/2020-10-30/8efcf45153ee265d09958310735bf94b.pdf

（24）岗位设置管理与
聘用办法

湘潭大学教职工校内岗位调整管理办法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gzzd/2020-10-28/01c43eef1008e2a39506453f4530fad9.pdf



4
人事师资

信息
（5项）

（25）校内中层干部任
免、人员招聘信息

2019年行政系统处级领导干部名单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rssz/gbrm/2020-10-28/f5f4f6d40f072206f8f73711266cccf6.pdf
2019年党群系统处级领导干部名单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rssz/gbrm/2020-10-28/23b8b8b29d922f67fbbdff0bc0dde1c7.pdf

（26）教职工争议解决
办法

http://xxgk.xtu.edu.cn/e/action/ListInfo/?classi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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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大学统计公报（2019-2020学年）
http://xxgk.xtu.edu.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34&id=544

（28）专业设置、当年
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
单

2019年继续教育专业设置一览表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xzl/zysz/2020-10-29/8dbd115cbf2c965ca3e58b59e582c914.pdf
2019年专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xzl/zysz/2020-10-29/d9efd6fc5f199a72bbc98e8901bbba32.pdf
2019年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xzl/zysz/2020-10-29/7b4c0798ad419c046cff61f9688f3641.pdf
2019年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领域一览表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xzl/zysz/2020-10-29/91d847a154477ab0aef94b11faebce6c.pdf
2019年硕士学术学位授权点一览表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xzl/zysz/2020-10-29/5cd9b89079462b4cdcef11a5b775f29e.pdf
2019年博士学位授权点一览表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xzl/zysz/2020-10-29/c3872f56bfb5c0428781a4a88ac4b5f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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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大学2018-2019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http://jxzlpg.xtu.edu.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4&id=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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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促进毕业生就业
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就业指导
http://jobs.xtu.edu.cn/



5
教学质量

信息
（9项）

（32）毕业生的规模、
结构、就业率，就业流
向

2019届研究生毕业生年终就业情况统计表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xzl/jyxx/2020-11-02/7cfc9fb21dd6c89ce8b8b5f1d91f5ff2.pdf
2019届本科生年终就业情况统计表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xzl/jyxx/2020-11-02/78fea0c3631371108582e1048f1773e8.pdf
2019届毕业生就业率统计表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xzl/jyxx/2020-11-02/050b91d9fc89565cfa74fddc6231f3ef.pdf

（33）高校毕业生就业
质量年度报告

湘潭大学2020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待2020年12月公布

（34）艺术教育发展年
度报告

湘潭大学2019年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xzl/ysjyfz/2020-10-28/5732aabdf3e9c14a313a23f441c0fa19.pdf

（35）本科教学质量报
告

湘潭大学2018-2019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http://jxzlpg.xtu.edu.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4&id=142

6
学生管理
服务信息
（4项）

（36）学籍管理办法 http://xxgk.xtu.edu.cn/e/action/ListInfo/?classid=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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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版《高校本专科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http://xtuxgzx.xtu.edu.cn/info.php?info=7873
2020年湖南省国家开发银行开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公告
http://xtuxgzx.xtu.edu.cn/info.php?info=7870
2019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_财科教(2019)19号
http://xtuxgzx.xtu.edu.cn/info.php?info=7868
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生资助政策
http://xtuxgzx.xtu.edu.cn/info.php?info=7872

（38）学生奖励处罚办
法

http://xxgk.xtu.edu.cn/e/action/ListInfo/?classid=44

（39）学生申诉办法 http://xxgk.xtu.edu.cn/e/action/ListInfo/?classid=44

7
学风建设

信息
（3项）

（40）学风建设机构 2018-2019学年度未有变化

（41）学术规范制度
中共湘潭大学委员会师德师风考评办法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bxx/gzzd/2019-10-29/f0fa8655d38938a0f6107c7fafed3d69.pdf

http://platform.bibibi.net/default/quality_report/viewer.html?id=1798&name=%E6%B9%98%E6%BD%AD%E5%A4%A7%E5%AD%A62017%E5%B9%B4%E5%B0%B1%E4%B8%9A%E8%B4%A8%E9%87%8F%E6%8A%A5%E5%91%8A


7
学风建设

信息
（3项）

（42）学术不端行为查
处机制

http://xxgk.xtu.edu.cn/e/action/ListInfo/?classid=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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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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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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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2020年湖南省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方案》的通知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xwxkxx/xwsb/2020-10-29/865d0550fbc1596c923b83e283ac4863.pdf
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2020）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xwxkxx/xwsb/2020-10-29/6b16fa6ff43d656713d5b85bfe76ed3e.pdf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2020年新增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xwxkxx/xwsb/2020-10-29/55f99a04e9a198bce868e33c3807cdc6.pdf

（46）拟新增学位授权
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
的申报及论证材科

无更新

9
对外交流
与合作信
息（2项）

（47）中外合作办学情
况

湘潭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本科教育项目简介
http://xxgk.xtu.edu.cn/d/file/xtuxxgk/jlhz/hzbx/2020-10-29/2d54e869ae1db70a44a7f89900d8e0e7.pdf

（48）来华留学生管理
相关规定

http://xxgk.xtu.edu.cn/e/action/ListInfo/?classid=53

10
其他

（2项）

（49）巡视组反馈意
见，落实反馈意见整改
情况

目前学校无重大突发事件和应急事件的处理



10
其他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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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校无重大突发事件和应急事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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