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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16-2017 学年度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

第 29 号）、《教育部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清单〉的通知》

（教办函〔2014〕23 号，以下简称《清单》），自治区教育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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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教办〔2017〕760 号）精神，结合我院 2016－2017

学年信息公开工作实际，编制了本年度报告。全文包括工作概述、

主动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学校信息公开举报

情况，以及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等六部分内容。本报告所列统计

数据的起止时间为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本报

告由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网站（http://www.gxgsxy.com）对

社会发布。

一、工作概述

本学年度，学院认真贯彻落实《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

规定，对照《清单》要求，继续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

例外”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完善内部治理、

提高工作透明度，着力推动依法治校和学院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一）完善机制制度。

制定并印发《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则（试

行）（广商院办〔2017〕2 号），明确信息公开的原则、内容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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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容与范围、方式和程序、组织领导、监督和保障，进一步

加强学院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切实维护广大师生员工的合法权

益，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学院信息，推进依法治

校、依法治教和民主办学。修订并印发了《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新闻宣传工作管理办法》（广商院党宣〔2017〕4 号），推动信

息发布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二）扎实推动清单落实。

学院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在《中共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委员会 2017 年党建工作要点》《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工作计划要点》中明确要扎实推进信息公开工作，推动党务公

开和校务公开，贯彻落实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重大决策征

求意见制度，并作为督办事项列入《学院 2017 年党建工作任务

分解表》、《学院 2017 年工作任务分解表》。在学院年中工作推进

会上，学院分管领导对推进信息公开及其他学院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

（三）注重宣传教育和评议考核。

2017 年 5 月，学院党委组织召开 2017 年宣传骨干培训班，

各部门、各单位分管宣传工作领导、宣传员，各党总支、直属党

支部宣传委员、党委宣传部全体人员参加了全程培训。分两批组

织 13 名教师宣传骨干参加自治区公务员培训中心举办的新闻宣

传与新媒体应用专题系列培训班，强化宣传和信息工作能力。进

一步加强信息平台建设。在学院网站上建设增加了“信息公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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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栏目，逐步完善信息集中公开渠道。除了以网络公开、文件

印发、手册、院报、会议、宣传橱窗、校园灯杆旗等传统公开方

式之外，还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大型 LED 显示屏、OA 办公自

动化系统和青果教务系统等渠道进行信息公开。学院将信息公开

工作纳入各部门(单位)年度考核内容，信息公开实施情况作为本

部门(单位)及领导年度工作一项重要的考评指标。各有关部门

（单位）撰写本部门(单位)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总结，报送学院信

息公开工作办公室备案。

二、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向校内和社会公开信息总体情况。

本年度，学院网站发布 1390 多条各类信息。其中：校务概

况 18 多项，约占 1%；组织建设 195 多项，约占 14%；学生管

理 147 多项，约占 11%；教师管理 49 多项，约占 4%；学术科

研 128 多项，约占 9%；校园文化活动 580 多项，约占 42%，专

题网站 74 多条，约占 5%；其他工作 199 多条，约占 14%。共

出版 2 期学报。印发文件 586 份，召开 170 多次各类会议。校

园大型 LED 显示屏播放约 800 个小时各类视频和信息。更新 12

次校园灯杆旗。更新宣传橱窗约 120 个版面。新媒体共发出微

信微博 260 条推文，其中原创推文 200 余条，新闻推文 54 条，

通知 3 条。

（二）主动公开清单所列事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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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清单》中的 10 大类 50 项，涉及我院的有 31 项，主

要公开了以下内容：

1．学院基本信息。涉及第 1-6 项已公开。在学院网站设置

“学院概况”栏目，通过“学院简介”公布包括学院名称、办学

地点、办学性质、办学宗旨、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在校生情况、

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数据等基本信息；设置“机构设置”栏目，

公布学院党政机构、教学科研机构、教辅机构等情况；设置“师

资队伍”栏目，公布名师良师、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带

头人等信息；本学年度通过 OA 智能办公系统向校内发布学院章

程、教学、科研、财务、人事等规章制度 43 个；2017 年 2 月 24

日，召开学院三届五次教代会，将 2017 年学院工作报告、学院

工会工作报告学院财务工作报告、学院学术委员会工作报告提交

大会审议，在校内印发学院 2017 年工作报告，印发《广西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学术不端行为查处规则及处理办法(试行)》（广商

院教〔2017〕9 号）；通过宣传栏、OA 智能办公系统等方式发布

学院“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学院发展定位规划（2013-2020

年）、2017 年度党建工作要点、学院工作要点、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要点等。组织撰写学院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并在学院网

站首页发布。

2．招生考试信息。

（1）基本情况。涉及第 7-10 项已公开。通过“招生信息网”

发布《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招生简章》《2017 年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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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招生计划表》《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单独∕

对口招生计划表》，明确招生总体要求和计划；发布《2017 年单

独考试招生简章》《2017 年对口考试招生简章》，明确招生对象、

申报（报名）时间及方式、综合测试、计分办法、成绩查询、填

报志愿、录取、日程安排、投诉受理方式等。公布 2016 年普招

录取情况，包括录取人数、文史类、理工类最高分、最低分和全

院录取平均分等信息。发布 2017 年录取考生名单、寄投录取通

知书的公告等。

（2）特色和做法。一是坚持信息分类公开。学校根据招生

信息量大、时效性和政策性强的特点，按照普通招生、单独招生、

对口招生等类型进行系统的信息发布，涵盖招生政策、招生章程、

招生计划、考生资格、合格名单、录取程序、录取结果等各方面

信息。二是拓展信息公开渠道。除传统的网络、电话、现场咨询

会等形式外，通过开展校园开放日、参加广西高职高专招生宣传

大篷车活动以及学院微信公众号、微博、百度贴吧答疑等方式进

行招生政策、计划等宣传，尽量满足各类人群的信息需求。

3．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

（1）基本情况。涉及第 15、18-21 项已公开。通过 OA 智能

办公系统、学院网站发布《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货币资金管理

办法（试行）》（广商院财〔2016〕6 号）、《广西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票据管理办法（试行）》院财发〔2016〕15 号、《广西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院教科发〔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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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号）等财务制度。本年度通过学院网站“通知公告”“招标招

聘”栏目公布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招投标信息 55 条。

在我院网站主动公开 2016 年度部门决算信息、 2017 年度部门

预算及“三公” 经费预算信息。在财务处内设置有收费公示栏

长期公布学院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和投诉电话等内

容，在学院网站公布 2017 级新生入学交费项目及收费标准。

（2）特色和做法。一是多种形式公开预、决算信息。除了

OA 智能办公室系统、学院网站等媒介外，通过召开教职工代表大

会、年度工作述职会、征求意见会及其他与财务相关的工作会议，

由财务处处长汇报财务管理工作情况，编写《年度财务报告》，

财务处撰写每季度财务分析报告。二是坚持完善和发布财务制度。

公布《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货币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广

商院财〔2016〕6 号）、《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票据管理办法

（试行）》院财发〔2016〕15 号、《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科研

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院教科发〔2016〕19 号）等财务

制度，提升财务收费、报账程序可操作性，推动财务工作规范化。

4．人事师资信息。涉及第 24-26 项已公开。通过 OA 智能办

公系统印发学院专业技术岗位竞聘上岗实施方案，明确岗位设置

管理和聘用办法，针对 2017 年有关工作发出通知。通过 OA 智能

办公系统印发中层干部选拔任用考察公告、任职前公示、干部任

免职文件等，在学院网站发布 2017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及

其资格审查、面试成绩和编制外工作人员招聘公告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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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学质量信息。涉及第 28、29、31-33 项已公开。在学

院招生信息网发布学院 2017 招生专业简介，公布我院 16 个招生

专业，新增 2 个专业、修改 3 个专业名称。按要求在学院网站首

页公布学院《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2017）》（达

到规定发布时间期限后撤下），向全院教师、学生发放各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公布课程开设、实践课程、选修课程学分分配占比

等数据。在学院“就业信息”网提供就业政策、招聘信息、就业

动态等就业服务信息，按要求发布学院 2016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

年度报告（达到规定发布时间期限后撤下），包括毕业生规模和

结构、就业率及去向、就业特点分析、就业发展趋势等。

6．学生管理服务信息。涉及第 36-39 项已公开。汇编印制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手册》（2017 年 9 月编印）并发放

全体学生，包括学院学生管理规定、学生处分管理办法、学生集

体郊游管理办法、学生证件管理办法、班委会工作实施细则、团

组织工作实施细则、学生干部考评实施方案、学生会工作实施细

则等各项学生管理制度。通过下发文件等方式对本年度国家奖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中

职升高职补助、生源地贷款、学院生活补助、学宿费减免等学生

奖、助、贷项目 9 项向学生公布，对各类奖助学金评比推荐实行

公示制度，共涉及人数 13365 人次，金额 3163.09 万元。

7．学风建设信息。涉及第 40、41、42 项已公开，我院开辟

学风建设专栏，开设工作动态、上级政策文件、学风建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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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等栏目，及时更新学院学风建设动态信息。通过 OA 智

能办公系统印发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学院学术不端行为查处规

则及处理办法（试行），公布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

8．学位、学科信息。我院目前未获得全日制博士、硕士、

学士学位授予资格，故第 43-46 项无信息公开情况。

9．对外交流与合作信息。我院无对外交流与合作项目和来

华留学生，故第 47-48 项无信息公开情况。

10. 其他。通过教职工大会、教代会等形式公布学院党委推

进自治区党委第十三巡视组对我院开展专项巡视反馈问题的整

改工作情况，印发《2017 年中共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加

强学院巡视整改工作实施方案》，并在学期期末大会、学院年中

工作推进会等会议通报巡视整改情况，目前，各项巡视整改任务

基本完成。

公开“清单”所列事项的网址链接见附件。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本年度除了按规定主动公开的信息之外，未收到社会公众和

师生员工要求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学校信息的申请。本年度我

院也未对信息公开收费。

四、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师生和社会公众对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总体满意。例如，学院

三届五次教代会（2017 年 2 月召开）代表提出的共 10 条意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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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涉及指出有关具体工作的信息公开（含决策过程公开）不足

的仅有 1 条,所涉部门对意见做了答复,有的意见已获采纳。

五、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复议、诉讼的情况

本年度我院无因信息公开工作而被举报的情况。

六、信息公开工作的新做法新举措、主要经验、问题和改进

措施

（一）新做法新举措及主要经验。一是信息公开工作责任体

系进一步明晰。调整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学院院长任组长，

分管宣传工作的院领导为副组长，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领导小组

成员。完善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人员构成，主任由学院办公室主

任担任，成员由学院办公室、党委宣传部、教务科研处、学生工

作处、财务处等有关部门人员组成。设立信息公开工作监督办公

室，主任由学院纪委专职副书记担任，成员由监察、工会等相关

部门人员组成。明确学院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主要负责人

承担本部门(单位)信息公开的组织领导责任，办公室主任为信息

公开联络员，负责本部门(单位)信息公开工作与学校信息公开机

构的具体联系与协调工作。各部门(单位)承担各自职责范围内的

学院信息公开工作。二是强化了学院规章制度的制订和发布。认

真制定学院制度建设工作方案，分别印发 2017 年上半年、2017

年下半年制度建设计划一览表，本学年度出台了规章制度 43 个，

分别修订汇编了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系列制度。三是“规定动作”

与“自选动作”两手抓。在对照 “清单”所列公开事项作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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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动作，认真落实，不断补充完善，逐步提升信息公开工作质量。

同时，学院还通过新闻网、部门网站、校园网、校报、校电视台、

信息简报、微博、微信、手机 APP 等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多层

次多维度发布各类管理服务信息，不断丰富公开渠道、扩大公开

范围。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

信息公开宣教培训工作力度不够，有的部门、单位对信息公

开工作认识不足；信息公开工作台账有待进一步规范；重点领域

信息公开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完

善。

（三）改进措施。

1．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加大信息工作宣传和培训工作力

度，落实部门负责人和联络员工作制度，强化各单位、各部门的

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增强民主办学、依法治校的自觉性。

2. 进一步加强工作统筹。切实把信息公开工作开纳入日常

管理工作范围，梳理并明确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工作清单，强化工

作部署和督促检查，推动各部门、单位定期研究、推动信息公开

工作，不断提高学院信息公开工作专业化水平。

3. 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信息公开工作监督办公

室的职能，对清单实施开展监督检查，对检查结果实行通报，并

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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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16-2017 学年度落实《高等

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网址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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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16-2017 学年度落实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网址链接
（起止时间：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
《清单》所列事项 学院公开网址

（1）办学基本情况

学校概况 ：

http://www.gxgsxy.com/public/cn/about/xyjj/2009/04/

16/1634205488.html 校领导简介及分工 （领导分工通过文

件形式印发公布）

http://www.gxgsxy.com/public/cn/about/xyld/2009/04/

16/1640211014.html

学校机构设置 ：http://www.gxgsxy.com/public/cn/org/

学科专业、师生人数等数据 ：

http://www.gxgsxy.com/public/zs/zyjs/2017/06/16/105

85826523.html

（2）学校章程及规章制度

学校章程 ：通过 OA 智能办公系统、文件形式向校内公开

教学制度

http://www.gxgsxy.com/public/jwkyc/szgl/wjtz/

人事制度：http://www.gxgsxy.com/public/zzrsc/rsgl/

科研制度：http://www.gxgsxy.com/public/gzyjs/zcfg/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

作报告
通过 OA 智能办公系统、文件形式向校内公开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

告
通过 OA 智能办公系统、文件或教代会形式向校内公开。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

及重点工作安排

通过 OA 智能办公系统、文件、教代会或宣传栏形式向校内

公开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http://www.gxgsxy.com/public/news/tzgg/2015/10/30/1

75243189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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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xgsxy.com/public/zs/zsdt/

（8）特殊类型招生入选考生资格及

测试结果
http://www.gxgsxy.com/public/zs/zsdt/

（9）录取信息查询，分批次、分科

类录取人数和录取最低分
http://www.gxgsxy.com/public/zs/zsdt/

http://www.gxgsxy.com/public/zs/zsdt/
http://www.gxgsxy.com/public/zs/zs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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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招生咨询及考生申诉渠道，问

题查处结果
http://www.gxgsxy.com/public/zs/zsdt/

（11）研究生招生简章、招生专业目

录、复试录取办法，各院（系、所）

招生计划

学院本学年度未有研究生招生事项，故无此公开事项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 学院本学年度未有研究生招生事项，故无此公开事项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学院本学年度未有研究生招生事项，故无此公开事项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 学院本学年度未有研究生招生事项，故无此公开事项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财务制度：http://www.gxgsxy.com/public/cwc/gzzd/

资产管理制度 ：通过 OA 智能办公系统、文件形式向校内公

开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学院本学年度未有接收财产捐赠情况，故无此公开事项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等信息
学院目前未有校办企业，故无此公开事项

（18）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

招投标
http://www.gxgsxy.com/public/news/zb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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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xgsxy.com/public/news/tzgg/2017/02/24/1

3425725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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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xgsxy.com/public/news/tzgg/2017/08/31/1

7225427035.html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

准及投诉方式

http://www.gxgsxy.com/public/zs/rxxz/2017/06/15/102

31226509.html 收费项目、依据、标准、投诉方式等在校内

宣传栏长期公布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通过会议等形式在校内公开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

情况

校级领导干部本学年度未有因公出国（境）情况，故无此公

开事项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通过 OA 智能办公系统、文件形式向校内公开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

信息

中层干部任免 ： 通过 OA 智能办公系统、文件形式向校内

公开

人员招聘信息：

http://www.gxgsxy.com/public/news/tzgg/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通过 OA 智能办公系统、文件形式向校内公开

（27）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

比例、教师数量及结构
我院无全日制本科生，故无此信息公开事项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

招专业名单

http://www.gxgsxy.com/public/zs/zyjs/2017/06/16/105

858265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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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纸质）中公布

http://www.gxgsxy.com/public/zs/zsdt/
http://www.gxgsxy.com/public/news/tzgg/2017/02/24/13425725301.html
http://www.gxgsxy.com/public/news/tzgg/2017/02/24/13425725301.html
http://www.gxgsxy.com/public/news/tzgg/2017/08/31/17225427035.html
http://www.gxgsxy.com/public/news/tzgg/2017/08/31/17225427035.html
http://www.gxgsxy.com/public/zs/rxxz/2017/06/15/10231226509.html%20收费项目、依据、标准、投诉方式等在校内宣传栏长期公布
http://www.gxgsxy.com/public/zs/rxxz/2017/06/15/10231226509.html%20收费项目、依据、标准、投诉方式等在校内宣传栏长期公布
http://www.gxgsxy.com/public/zs/rxxz/2017/06/15/10231226509.html%20收费项目、依据、标准、投诉方式等在校内宣传栏长期公布
http://www.gxgsxy.com/public/zs/zyjs/2017/06/16/10585826523.html
http://www.gxgsxy.com/public/zs/zyjs/2017/06/16/105858265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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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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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无全日制本科生，故无此信息公开事项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

指导服务

就业政策 ：http://www.gxgsxy.com/public/jyxxw/wjzc/

就业服务：http://www.gxgsxy.com/public/jyxxw/qyzp/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

就业流向

在学院《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中公布：

http://www.gxgsxy.com/public/news/tzgg/2016/12/27/1

0261025108.html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http://www.gxgsxy.com/public/news/tzgg/2016/12/27/1

0261025108.html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我院无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故无信息公开事项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我院无全日制本科生，故无此信息公开事项

（36）学籍管理办法 汇编入《学生手册》发放全体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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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OA 智能办公系统、文件形式向校内公开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汇编入《学生手册》发放全体学生

（39）学生申诉办法 汇编入《学生手册》发放全体学生

（40）学风建设机构

http://www.gxgsxy.com/public/ztbd/zcjszt/tzgg/2015/

04/13/21315317002.html

http://www.gxgsxy.com/public/ztbd/xfjs/

（41）学术规范制度 通过 OA 智能办公系统、文件形式向校内公开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通过 OA 智能办公系统、文件形式向校内公开

（43）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基

本要求
学院无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资格，故无此公开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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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无授予博士、硕士学位资格，故无此公开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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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无授予博士、硕士学位资格，故无此公开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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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无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资格，故无此公开事项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学院本年度未有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故无此公开事项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学院目前未有招收来华留学生，未建立有相关规定，故无此

公开事项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意

见整改情况

通过 OA 智能办公系统、文件、教职工大会等形式向校内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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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OA 智能办公系统、文件形式向校内公开

http://www.gxgsxy.com/public/news/tzgg/2016/12/27/10261025108.html
http://www.gxgsxy.com/public/news/tzgg/2016/12/27/10261025108.html
http://www.gxgsxy.com/public/ztbd/zcjszt/tzgg/2015/04/13/21315317002.html，http:/www.gxgsxy.com/public/ztbd/xfjs/
http://www.gxgsxy.com/public/ztbd/zcjszt/tzgg/2015/04/13/21315317002.html，http:/www.gxgsxy.com/public/ztbd/xfjs/
http://www.gxgsxy.com/public/ztbd/zcjszt/tzgg/2015/04/13/21315317002.html，http:/www.gxgsxy.com/public/ztbd/xf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