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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学校严格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

29 号）（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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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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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结合 2021～2022 学年信息公

开实际情况，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公开办公室编制。报告中

所列数据的统计时间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止。经学校审核批准，本报告电子版在学校信息公开网站

（http://xxgk.xidian.edu.cn）对全校和社会公开。如对报告

有任何疑问，请联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公开办公室（电话：

029-81891827，邮箱：xxgk@xidian.edu.cn）。 

一、2021～2022学年信息公开工作总结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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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研

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务公开工作

的决策部署和教育部全面推进教育公开的总体安排。坚持“以公

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严格贯彻落实《高等学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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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开办法》《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公开实施细则》，以《高

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为根本，围绕学校各项事业的建设发

展，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主动完善信息公开内容，积极拓宽

信息公开渠道，进一步提升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水平。通过信息公

开，不仅为全校师生参与学校各项事务管理、了解校情校况、对

学校各项工作实施民主监督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和平台，同时切实

保障广大师生以及社会公众对于学校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

督权。 

1.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学校高度重视信

息公开工作，在研究部署学校年度工作、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

会审议信息公开落实情况中，均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和部署。学校

将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作为全面深化信息公开

工作的重要指引，逐项对标对表公开要求。按照《清单》要求，

形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公开清单》，明确了 10 大类 50条

具体事项的信息类别、事项内容、公开路径，逐级夯实各级公开

信息维护的主体责任，要求各单位确定信息公开专员，做到“权

责到岗，职责到人”。 

在此基础上，信息公开办公室每半月以《清单》为参照，对

信息公开网发布的内容逐项逐条进行监督检查。对于未按时进行

公开或信息公开内容未达到要求的单位及时督办。 

2.持续优化站群，拓宽信息公开渠道。以师生需求为导向，

在学校官网设置信息公开网和综合信息网等信息服务平台的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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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连接，使官网成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学校发展的窗口。此外，

学校还根据《清单》要求，优化信息公开网，使整个信息公开目

录条理分明、脉络清晰，更直接地方便用户查询。 

学校全力构建一网多级的信息公开平台，进一步利用校报、

橱窗、专刊等传统媒体通报学校重要工作、重大事项和决策情况。

同时，通过融媒体矩阵赋能信息公开工作；通过校领导面对面、

学生教师座谈会、书记校长信箱等载体完善交流渠道，确保广大

师生能够参与到学校的各项事务的发展中，消除信息孤岛。 

（二）主动公开情况 

1.主动公开信息形式及数量。按照《清单》要求，根据《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公开指南》，通过多种方式公开学校相关信

息。除学校信息公开网站以外，学校信息公开方式和途径还有：

学校官方网站、西电新闻网、各职能部门及学院网站，西电科大

报、校电视台、宣传橱窗、电子显示屏，学校官方微博、微信公

众号、公共邮件，各类年鉴、会议纪要、手册、报表、画册等纸

质资料；学校工作会、专题情况通报会、教代会、学代会、师生

沟通座谈会、后勤与学生见面会等。 

信息公开网站：按照《清单》要求，重点对 10 类 50 条信息

进行主动公开，同时增设“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十四五规划专

题”“学校重要会议专题”。并在学校官方网站醒目位置设置链

接，及时更新信息。全年共发布新增信息 572 条，月均访问量

90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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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网站群：为满足宣传和信息公开的需要，学校网站群作

适应性改版，积极拓展信息化模块和新媒体渠道，通过主站和各

分站实现了矩阵分发；内容方面，学校主页发布各类通知公告类

信息 160 余条，新闻网全年发布公开信息 2500 余条、平均日访

问量 9000人次左右。 

新媒体平台：学校新媒体平台随社会发展不断增加，积极拓

展受年轻人喜爱的抖音、快手和哔哩哔哩等新平台，目前拥有校

级平台 25 个，各平台之间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年均阅读量过

亿，粉丝数持续增长。官方微信篇均阅读量近万，年均累计点击

量超 300 万次，点击量过万推文近 200篇。 

各类信息通报媒介：利用学校年鉴、校报、广播、电视、报

纸、校园橱窗、信息公开查阅点等平台主动公开学校综合办学信

息。全年发布《西电科大报》22期 92 个版面、约 600多万字，

对外纸质和网络媒体发布新闻 660余条，更新校园橱窗内容 12期。 

各类专题报告：按时按要求完成事业单位年度报告、本科教

学质量年度报告、就业质量年度报告、财务年度预决算报告、艺

术教育年度发展报告等专项报告的发布。 

各级各类会议平台：通过主动公开学校常委会、校长办公会

纪要，学生代表列席校长办公会等形式，进一步加大了信息公开

力度。利用校院二级教职工代表大会、校院季度例会、学生“相

约校长”、各类教职工、离退休、校友座谈会等，及时通报学校

改革发展的重要进展和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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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单》落实情况。2021～2022 学年，学校进一步落实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要求，逐项对表清单事项进行梳

理，全面、及时、准确地公开清单所有内容，使相关信息得以汇

总展示、一目了然，方便社会公众查询。清单所列的信息公开情

况、逐条说明详见文末附表。 

3.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 

（1）招生信息公开情况 

招生信息公开是学校信息公开的重点领域和关键内容，受到

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按照教育“阳光工程”的要求，学校认真

做到招生方案公开、选拔方法公平、录取结果公示，落实招生信

息全过程透明、公正。以招生信息网为主要媒介，结合教育部阳

光高考平台、微博、微信、电邮、电话等其他渠道，辅以招生宣

传片、报考指南等媒介，将高考师生家长最关注的我校本年度最

新的政策和信息，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 

完善规章制度建设，招生工作不断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2022 年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为了进一步促进招生工作的组织

工作领导作用，根据学校有关要求，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先后

印发并向社会公布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2 年本科招生章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2 年外语类、竞赛类保送生招生简章》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2年保送录取优秀运动员招生简章》《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2年高校专项计划招生简章》《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2022 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简章》《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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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运动训练专业招生简章》《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2 年艺术类专

业招生简章》等各类招生指导性文件。 

推进招生信息化建设，用实时性强的大数据库支撑社会对学

校的志愿填报。通过教育部“阳光招生”网站、学校官方微信、

各省咨询 QQ 群、学校本科招生信息网等媒介，及时准确的发布

学校 2021 年分省分类别各类招生计划，公开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历年来分省分专业录取分数信息，并在高考录取期间，每日定时

向社会公布各省各批次录取进度及录取分数情况，为考生提供录

取结果查询。 

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技术的力量，实现人工、自助、自

动、关系型“四位一体”功能.通过陕西高考信息发布权威平台

如华商报、陕西广播电视台等结合微信、今日头条等自媒体平台，

打造高效准确的新型信息发布中心。 

“阳光高考网”:学校本科生招生简章、招生计划等信息上

传公布；学校每年预录取的保送生、高校专项计划及高水平运动

员等在正式录取前实名公示。其中，2021～2022学校我校在“阳

光高考”网上共计公示考生 1760人。 

学校本科招生网：全面建设并准时投入全新的本科招生信息

网，内容丰富、布局合理、使用便捷、数据齐全；及时发布我校

高考统招、高水平运动队、各类保送生、专项计划招生等各招生

项目的政策、简章、计划及动态；对高水平运动队预录取名单及

最终录取名单等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新生入学复查期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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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举报、调查及处理结果待复查结果核实后及时公开，为考生提

供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2021～2022 学年招生录取期间，发布招

生政策、动态及相关信息共计 200余条，点击阅读超过 100万余次。 

同时，学校在招生信息发布平台有以下特色亮点工程： 

呼叫中心：利用我校在现代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新工科氛

围，与中国电信公司、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联合开发设计基于

自动呼叫分配和应答的热线业务处理中心，公布式技术和数据挖

掘技术的应用，可以自由灵活的在线处理大量的电话呼入咨询和

呼出服务业务，2021～2022 学年招生录取期间，20 余个终端每

日接入过 10000条语音信息，并且在处理社会对我校招生录取工

作的查询、问答和咨询的同时还开展了对优质生源基地的特色性

电话回访、重点生源的针对性志愿填报指导。该系统的智能呼叫

分配、计算机电话集成和自动应答系统与人工座机接听的融合，

极大的提高了信息公开质量，满足了高考师生家长对我校咨询服

务工作的需求。 

持续运维新兴交互服务平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建立了包

括线上直播、头条、微信、微博、电子函件、智能问答机器人等

多渠道的信息发布和咨询方式，积极利用各类网络新媒体与考生

建立直接沟通，实现学校与考生的良性互动。在疫情防控指导方

案下，各学院院长、书记、分省招生组组长带队同广大师生、校

友克服疫情影响，西电广州、杭州、青岛等异地研究院有序组织，

广东、贵州、福建、山西、山东等地校友及学生家长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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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民日报》客户端、央广网、百度、新浪、腾讯、今日头

条、哔哩哔哩等 11 大互联网平台，上线 “西电招生办”微信小程

序，线上线下推进“航天校友科普讲堂”“青春西电 和你一起向

未来”校园宣传日活动、“王牌学院展播”“‘院’梦西电”、2022

校园开放日活动（西安、广州、杭州、青岛四地联办）、“录取通

知书直送到校”等精品栏目；招生办公室积极利用报刊、电台、

电视台等，共同组织线上线下招生宣传活动 500余场，累计服务

考生达千余万人次，积极传递学校声音，及时服务考生与家长。 

为了更好地做好宣传服务工作，帮助广大考生及时掌握招考

资讯，2021～2022 学年本科招生办公室通过招办和学校官方微

信、官网以及头条号累计推送消息 800余条，发布微信视频号短

视频 30余条。2022 年招生宣传视频《破浪》发布后，反响热烈。

珍藏版录取通知书“3D立体西电苏式主楼”、烫金呈现成电路板

线路概念图等一经发布，各大媒体纷纷予以转载和报道。西电阳

光招生的举措与成效也频频登上头条、百度、微博热搜等各大社

会媒体平台。 

拓展多渠道的传统媒体平台：精心制作、发放招生指南、海

报以及宣传展板达 4 万份；参加 1018 陕广新闻、106.1 广播等

广播电台招生直播节目，安排学院专业巡礼，邀请我校通院、电

院、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学院专家领导，到广播电台进行直播，

介绍学院培养平台和专业优势，吸引考生报考；积极运营和建设

新媒体宣传平台，改版招生信息网站，并与国内多家知名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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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报纸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多方位宣传。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根据教育部要求，学校在中国研究

生招生信息网相应模块公布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招生专业目

录、报考公告、复试录取办法、咨询投诉渠道等招生信息并予以

公示，发布学校/院系介绍、导师科研情况、招生计划等招生资

讯。考生通过中国研招网进行自主报考，学校通过中国研招网系

统进行录取和公示。博士研究生招生、面向港澳台香港、澳门、

台湾地区招收研究生招生的报名、录取同样使用中国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进行，公示信息按照中国研招网流程参照硕士研究生进行

发布。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费用按照陕西省物价部门制定标准，

通过中国研招网网报平台统一收取，结算后统一拨付至学校账户。 

学校研究生院网站：作为学校发布研究生招生信息的官方网

站，所有的研究生招生信息和通知均在网站上进行发布。包括研

究生招生简章、招生专业目录、复试录取办法、进入复试考生名

单、各院（系、所）或学科、专业招收研究生人数、专项计划招

生政策等，招生信息总点击量超过 180万次。并且按照教育部要

求对进入复试考生、拟录取考生相关信息进行公示，不少于十个

工作日，同时公开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公布研究生院和

校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举报电话。为丰富考生获取信息渠道，开

通“西电研招”微信公众号，主要发布招生资讯及学校研究生教

育动态，本年度发表文章 79 篇，总阅读量超过 85万次。 

（2）财务信息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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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要求公开预决算信息外，通过教代会向全体教职工公开

年度财务运行情况，包括具体分类收入情况、分项支出情况、经

费监管情况、经费支出效益等。对于违反廉洁从业纪律、违规领

取津补贴的处理情况，在办公自动化平台对全校通报。 

此外，设立财务小助手微信公众号和财务交流服务群，及时

公布学校相关财务政策，面向师生解答财务相关疑问。 

1）预决算信息公开情况。坚持在校领导班子述职大会以及

教职工代表大会公开学校年度预决算情况。同时向教代会汇报学

校财务预决算及收支情况。此外，在学校信息公开网公示了 2022

年度部门预算（包括收支预算总表、收入预算表、支出预算表、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和 2021 年度部门决算信息（包括收支决

算总表、收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并

进行了详细的数据分析和专业名称解释。 

2）教育收费信息公开情况。学校严格执行学费、住宿费等

教育收费项目公示制度。在新生入学通知书中注明收费项目和收

费标准；在校内公示栏内，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投诉电话等

内容进行公示；对于部分代办项目，也通过多种方式，将项目内

容、规格、价格等进行公示，以便学生或家长及时知晓。 

3）财务管理制度公开情况。通过信息公开网站中的学校规

章制度栏目和学校财务部门、国资部门二级网站“规章制度”栏

目公开。 

（3）人事信息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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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公开国家、地方和学校人事管理办法，人才支持政策、

人才项目支持信息、岗位设置与聘用、薪酬管理信息、人才招聘

信息等。为推进管理重心下移后二级单位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和公开工作，2021 年底各二级单位对照目标任务和部门职责对

一年来的工作进行整体综述和概括，并在学校办公自动化平台发

布各单位年度质量评估报告。以“民主、公开、竞争、择优”为

工作原则，在学校门户网站及时公开学校管理干部招聘、考察和

任命信息。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学校信息情况 

学校在信息公开网首页显著位置公布信息公开受理申请的

专用邮箱（xxgk@xidian.edu.cn）、电话（029-81891827）、传

真（029-81891819）等服务信息。同时，设置“信息公开申请”

和“信息公开意见箱”专栏，公开了依申请公开信息的流程。 

（四）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对学校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定

期进行考核评议，纪委办/监察处负责组织对信息公开工作实施

监督检查。学校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信息服务网络及时、

有效地将学校应公开信息向社会公众和全校师生员工发布，得到

了校内师生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肯定。 

（五）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的情况 

2021～2022 学年，学校未产生因信息公开工作受到相关投

诉、举报、复议和诉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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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公开工作总结 

自教育部 2010 年出台《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以及《高

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以来，学校一直将信息公开作为提高

学校治理水平和完善学校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积极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以及上级部门对于信息公开工作的各项重大决策部

署。2021 年 7 月，教育部办公厅委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牵头

对各部属高校 2020 年度的信息公开工作进行了评估，我校为信

息公开工作落实情况较好的 15 所部属高校之一。现将学校信息

公开方面所进行的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一）信息公开内容方面 

积极扩大公开范围，变被动为主动，提高公开水平。学校信

息公开工作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逐年显著提升。近年来，在进

行信息公开工作中，学校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主动公开学

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纪要，对部分可以公开的重大事项积

极公开，逐步提升学校各项事业运行的透明度。与此同时，学校

在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开事项的范

围。在《清单》所要求的事项之外，还增设如：教代会、党务公

开网等专题板块，进一步丰富了我校信息公开的内容。随着更新

内容的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不仅为关心学校发展的各界人士提供

了全面详实的资源，还让学校的各项事业的发展得到有效的监督。 

（二）信息公开方式和渠道方面 

积极拓展多种信息公开方式，由单一变多元，探索多种信息

公开渠道。在过去的十年里，学校从仅仅依托信息公开网进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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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事项公开的局面，逐步构建了如今多平台多渠道多样式的信息

公开网络。目前，学校的信息公开事项不局限于信息公开网，而

是依托学校官网、学校微信平台、学校官方微博等多个平台对学

校的各类事项进行公开，其中包括了在校师生和社会公众关注的

事项，如：招生信息和录取通知、干部任免、财务采购信息等多

个方面。在信息公开渠道上，学校充分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

各自优势，进一步构建全方位覆盖的信息公开平台体系，主要以

网站公开为主，线下各类信息公开材料为辅，相辅相成的推进信

息公开工作的发展。在信息发布方式上，学校以文字公开为核心，

以图表、视频等其他方式为补充，多种方式相互结合，进一步形

成多元化的公开方式。 

（三）信息公开时效性方面 

确保信息公开的时效性，由滞后变实时，完善信息公开更新

机制。作为学校信息公开的窗口和重要平台，学校高度重视信息

公开网站的建设与维护。近年来，信息公开领导小组派专人进行

信息公开网的建设与日常维护，确保信息公开及时、有效。并在

开展信息公开工作的过程中，逐步消除信息公开内容滞后、事项

发布时效性不强的缺陷。 

（四）信息公开工作机制方面。 

完善信息公开工作机制，由粗放变精细，细化信息公开责任

分工。学校信息公开领导小组持续加强信息公开队伍建设和业务

培训，不断强化对校内各二级单位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责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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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目前初步建设形成信息公开的长效工作机制。 

未来学校将结合《清单》中所规定各类公开事项的评估标准，

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目前在信息公开工作上所存在的问题短板，

并针对短板研究相应的解决思路和对策措施，为下一步修订信息

公开相关制度夯实基础。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 

经过多年的工作探索，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全

校师生对信息公开的意识不断深化，也促进学校信息公开工作不

断加强和拓展，工作有所成效，但与政府信息公开以及其他兄弟

高校相比仍存在不足，主要问题包括： 

对信息公开的重视程度不够，校内各单位对信息公开工作的

理解和认识还有待加强，各单位缺乏信息公开工作的主动性，信

息公开的机制和激励举措还须进一步健全。 

信息公开的时效性不强，部分内容未实时更新，部分公开事

项的获取方式比较繁琐。 

信息公开的安全意识不强，信息公开的审查机制有待进一步

完善，以及对依申请公开信息界定范围需要进一步把握和研究。 

（二）改进措施 

下一阶段，学校将根据国家新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及新的“信息公开办法”和“清单”，全面梳理、开拓创新，

扎实推进学校信息公开工作，不断提升信息公开工作水平。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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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如下： 

1.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认识。以信息公开办公室为主，

广泛开展信息公开工作宣传，针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新的

“信息公开办法”和“清单”、教育部文件精神、保密审查相关

制度等内容，编印宣传材料、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培训，不断增强

信息公开队伍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2.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机制。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适时

修订学校信息公开管理制度，进一步优化信息公开流程，强化信

息公开责任制，明晰二级单位信息员岗位职责，明确信息公开日

常监督管理机制。持续推进校内各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的建

设，提升校内各单位之间信息公开工作的协同性。 

3.以信息化手段为牵引，创新信息公开方式。研究并学习兄

弟高校信息公开优秀案例，进一步完善学校信息公开平台建设，

探索建立信息获取和共享机制，促进校内多平台的联动建设。不

断拓展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发布渠道，丰富信息公

开方式，加强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交流。 

4.加快建设信息公开监督机制。研究设计合理的考评机制，

将《清单》各项要求纳入考核指标内。同时以评估结果为参考，

加强信息公开工作监督力度，针对信息公开工作进行专项督办。

落实考核问责机制，明确主体责任，定期开展自查和民主评议工

作，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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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公开事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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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办学规模：https://www.xidian.edu.cn/xxgk/xxjj.htm； 

②校级领导班子简介及分工：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59/8125.htm； 

③学校机构设置：http://xxgk.xidian.edu.cn/tjnr/xxjbqk/jgsz.htm； 

④学科情况：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59/7881.htm； 

⑤专业情况：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59/7884.htm； 

⑥学基本情况：http://xxgk.xidian.edu.cn/info/1031/3904.htm。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①学校章程：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59/7885.htm； 

②学校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http://xxgk.xidian.edu.cn/jbxx/xxzdxm.htm。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报告 
①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http://xxgk.xidian.edu.cn/tjnr/xxjbqk/jzgdbdh.htm； 

②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http://xxgk.xidian.edu.cn/tjnr/xxjbqk/jdhgzbg.htm。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 http://xxgk.xidian.edu.cn/jbxx/xswy.htm。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重点

工作安排 

①学校发展规划：http://xxgk.xidian.edu.cn/tjnr/xxjbqk/xxgh.htm； 

②年度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安排 http://xxgk.xidian.edu.cn/jbxx/ndgzjh.htm。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http://xxgk.xidian.edu.cn/jbxx/xxg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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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招生章程：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bkszsxx.htm； 

②保送生选拔实施办法：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bsszsxg.htm； 

③高水平运动员选拔实施办法：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gspydyzsxg.htm； 

④艺术类专业招生实施办法：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ystzszsxg.htm； 

⑤自主选拔录取实施办法：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zzzsxg.htm； 

⑥农村学生单独招生简章：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nczzzxzsxg.htm； 

⑦分批次、分科类招生计划：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fpfklzsjh.htm。 

http://xxgk.xidian.edu.cn/jbxx/xsw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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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公开事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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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入选考生资格：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tslxzsrxkszg.htm； 

②高水平运动员预录取名单：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gspydycsjg1.htm； 

③自主选拔录取合格名单：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zzzscsjg1.htm； 

④农村自主选拔录取合格名单：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nczzcsjg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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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询渠道和办法： 

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ksgrlqxxcxqdhbf.htm； 

②分科类录取人数和录取最低分： 

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fpc_fkllqrshlqzd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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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招生咨询及考生申诉渠道：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49/8076.htm； 

②新生复查期间有关举报、调查及处理结果：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xsf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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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研究生招生简章、招生专业目录、各院（系、所）或学科、专业招收研究生人数：

http://xxgk.xidian.edu.cn/tjnr/xsglfwxx/yjszsjz_zszyml.htm； 

②复试录取办法：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yjsfsfa.htm。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 
①硕士：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49/9280.htm； 

②博士：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49/8393.htm。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yjsnlqmd.htm。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 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49/7965.htm。 

3 

财务、资产

及收费信

息 

（7 项）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①财务管理制度：http://xxgk.xidian.edu.cn/tjnr/cw_zcj_sfxx/cwgzzd.htm； 

②资产管理制度：http://xxgk.xidian.edu.cn/tjnr/cw_zcj_sfxx/zcgl.htm。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①（工作报告）：http://xxgk.xidian.edu.cn/tjnr/cw_zcj_sfxx/sjzccdsyygl_gzbg_.htm； 

②（审计报告）：http://xxgk.xidian.edu.cn/tjnr/cw_zcj_sfxx/sjzccdsyygl_sjbg_.htm。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等信息 
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60/7886.htm。 

http://xxgk.xidian.edu.cn/tjnr/zszc/tslxzsrxksz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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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公开事项 备注 

3 

财务、资产

及收费信

息 

（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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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仪器设备、图书招标：http://xxgk.xidian.edu.cn/tjnr/cw_zcj_sfxx/yqsbzb.htm； 

②后勤维修改造工程招标：http://xxgk.xidian.edu.cn/tjnr/cw_zcj_sfxx/fwlzb.htm； 

③基建工程项目招标：http://xxgk.xidian.edu.cn/tjnr/cw_zcj_sfxx/jjxmzb.htm； 

④药品采购情况：http://xxgk.xidian.edu.cn/cwzc/ypcgq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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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xidian.edu.cn/cwzc/szysz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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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dian.edu.cn/cwzc/szjszb.htm。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及投

诉方式 
http://xxgk.xidian.edu.cn/cwzc/sfxm.htm。 

4 

人事师资

信息 

（5 项）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40/9379.htm。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 http://xxgk.xidian.edu.cn/rssz/xjldg.htm。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http://xxgk.xidian.edu.cn/rssz/gwszgl.htm。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信息 
①校内中层干部任免：http://xxgk.xidian.edu.cn/tjnr/zcgbrm.htm； 

②人员招聘信息：http://xxgk.xidian.edu.cn/info/1621/8120.htm。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http://xxgk.xidian.edu.cn/rssz/jzgz.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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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xxgk.xidian.edu.cn/fujian/zxsjss.pdf。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

名单 
https://xxgk.xidian.edu.cn/fujian/zym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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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xxgk.xidian.edu.cn/fujian/dsa.pdf。 

http://xxgk.xidian.edu.cn/cwzc/szyszb.htm
http://xxgk.xidian.edu.cn/cwzc/szjszb.htm
http://xxgk.xidian.edu.cn/rssz/gwszgl.htm
http://xxgk.xidian.edu.cn/rssz/jzgz.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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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公开事项 备注 

5 

教学质量

信息 

（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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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xxgk.xidian.edu.cn/fujian/zjkc.pdf。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

服务 

①政策措施：https://job.xidian.edu.cn/News/2007/Index/100032； 

②指导服务：http://job.xidian.edu.cn/。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

流向 
https://xxgk.xidian.edu.cn/fujian/bysgm.pdf。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http://xxgk.xidian.edu.cn/tjnr/xfjsxx/bysjyzlndbg.htm。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http://xxgk.xidian.edu.cn/jxzlxx/ysjyfz.htm。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http://xxgk.xidian.edu.cn/tjnr/xfjsxx/jxzlbg.htm。 

6 

学生管理

服务 

（4 项） 

（36）学籍管理办法 
①（本科生）：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63/7926.htm； 

②（研究生）：http://xxgk.xidian.edu.cn/tjnr/xsglfwxx/yjsg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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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科生）：http://xxgk.xidian.edu.cn/tjnr/xfjsxx/bksjxjddsqyglgd.htm； 

②（研究生）：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63/7948.htm。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①（本科生）：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63/7948.htm； 

②（研究生）：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63/7949.htm。 

（39）学生申诉办法 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63/8088.htm。 

7 

学风建设

信息 

（3 项） 

（40）学风建设机构 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64/7888.htm。 

（41）学术规范制度 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64/7889.htm。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64/7889.htm。 

http://xxgk.xidian.edu.cn/jxzlxx/ysjyfz.htm
http://xxgk.xidian.edu.cn/tjnr/xfjsxx/jxzlbg.htm
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63/7926.htm
http://xxgk.xidian.edu.cn/tjnr/xfjsxx/bksjxjddsqyglg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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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公开事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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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xxgk.xidian.edu.cn/tjnr/sybs_ss_xsxwdjbyq.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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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dian.edu.cn/tjnr/xsglfwxx/tdx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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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gk.xidian.edu.cn/info/1565/79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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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dian.edu.cn/xwxkxx/nxzxw.htm。 

9 

对外交流

与合作信

息 

（2 项）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66/7925.htm。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66/79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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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dian.edu.cn/qt/xsz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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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dian.edu.cn/tjnr/xxjbqk/tfsjyjya.htm。 

http://xxgk.xidian.edu.cn/info/1565/7922.htm
http://xxgk.xidian.edu.cn/tjnr/xxjbqk/tfsjyjy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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