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农业大学 2018—2019 学年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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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办函„2014‟23 号，以下简称•清单‣
）要求，华南农
业大学信息公开办公室结合学校信息公开实际情况编制了
本报告。全文内容包括概述、主动公开信息情况、重点领域
信息公开落实情况、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公开评议
情况、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等。报告中统计数据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本年度报告的电子版本可以在华南农业大学信息公开
专栏（http://xxgk.scau.edu.cn/）下载。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
问，请联系：华南农业大学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电话：
020-85280019。
一、信息公开工作概述
2018—2019 学年度，华南农业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在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指导下，坚持“公开为
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严格按照教育部和广东省有关
要求，紧紧围绕学校改革与发展的中心任务，强化制度落实，
创新公开方式，拓宽公开渠道，强化监督检查，依法依规做
好信息公开工作，持续深入推进信息公开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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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工作机制
一是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是由校长任组长，分
管纪检监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分管行政工作的副校长任副
组长，成员由党办、校办、监察处、工会及相关职能部门主
要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挂靠校
长办公室，是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主要工作机构。各二级单
位的信息公开工作小组，由单位行政正职负责人担任组长，
按照相关规定做好本单位的校务公开、信息公开工作。二是
严格落实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机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
公开、谁审查”的原则，进一步优化了•华南农业大学信息公
开公文呈批表‣，审批流程增加了保密办审核环节。三是进
一步完善信息安全机制。加强信息网站的安全管理，要求学
校所有网站都迁入网站群，对所有未迁移到网站群平台的信
息发布类网站以及存在安全隐患的信息系统（网站）的校外
访问权限进行关闭。如确需开放外网访问的，业务部门须向
学校信息化建设和网络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提交书面申请并
填写•华南农业大学信息系统（网站）安全承诺书‣，通过
审批和安全检测后方可开放外网访问。
（二）关注师生需求，不断深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除了公开教育部所规定的信息外，学校继续细化和深化
涉及师生切身利益或社会普遍关注的信息公开。一是在校园
网主页开辟“办学数据”专栏，向社会定期发布、更新学校办
学数据。二是结合我校实际，在信息公开专栏中不仅增加了
“高水平大学建设专栏”和“重点工作进展通报”两个模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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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校信息公开网与党务公开网对接，设立“党委常委会决
议”“校长办公会决议”两个版块，主动公开议题内容及决议，
让全校师生员工及时了解学校近期重大工作、重要决策。三
是通过学校网首页、OA 系统、各二级单位网站、官方微信
等信息平台，基本实现了包括财务资产、对外交流、人才培
养、招生就业、科学研究、干部考察任用、采购招标等重要
信息公开。
（三）加强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提高信息公开服务水平
在继续保持校报、文件、公告栏等传统信息公开方式的
基础上，不断加强 OA 系统、网上办事大厅、微信企业号等
信息平台建设。一是对 OA 系统进行升级，OA 用户范围扩
展至合同制员工，校内信息公开范围进一步扩大；推进网办
大厅的流程建设，不断完善师生服务事项，部分服务事项还
对社会人员开放。目前，已上线流程 191 条，服务师生达 41
万余人次。二是加强对信息系统的集成，统一信息入口。从
师生的实际需求和感知度出发，学校建立了“一门式服务”网
络平台——综合信息服务门户，集成了面向广大师生的 OA
系统、网上办事大厅、教务、科研、人事、财务、资产管理、
研究生、学工、采购、仪器设备、图书管理、一卡通等 24
个系统，230 多项业务，实现跨业务系统单点登录；现已服
务师生达 130.78 万人次。三是深化学校微信企业号建设，着
力推进“指尖计划”，公众查阅信息更方便快捷。学校微信企
业号现已整合学校主页、办文办事、移动服务等各类应用 13
个、开通部门直通车 10 个、学院直通车 1 个、政务服务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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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 个，已绑定用户 5.2 万人，在校师生覆盖率超过 85%，
服务体量超过 500 万人次，已成为全校师生必备移动校园服
务平台。同时，支撑各部门、学院按需主动推送近 300 余次，
建立消息服务标签近百项，精准服务师生超过 50 万人次。
二、主动公开信息情况
（一）主动公开信息的数量
2018—2019 学年，学校利用校内多媒体平台，积极主动
公开学校各类信息。在校园网主页发布新闻 1007 条、通知
通告公示 1949 条、全媒头条 332 条、讲座预告 378 条；共
出版校报 9 期，共 36 个版面，对学校党建、学科建设、教
学工作、国际交流等方面进展进行报道，刊登新闻短消息 91
篇，推出教育思想大讨论专刊、“110 年·爱国奋斗新时代”专
栏，策划教学科研类专题报道 5 次，各类人物报道 30 篇。
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布学校要闻。学校官方微信号发布推文
共 108 条，官方微信粉丝量逾 22 万；官方微博共发布微博
2323 条，粉丝量 6.5 万；校报微信号“微农快报”共发布推文
144 篇，微信粉丝近 2 万，发布招生信息 3 篇；在抖音、今
日头条、百家号、网易号、搜狐号等 10 个媒体平台开通官
方账号，发布各类信息。利用校外主流媒体，发布学校高水
平大学建设最新成果。接待媒体采访 89 人次，在市级以上
新闻媒体发布新闻 291 篇，实现“媒体华农”信息链接 187 篇。
利用 OA 办公系统及学校信息公开平台，公布学校重点领域
信息。上学年共发布党委常委会决议 36 期、校长办公会决
议 24 期、专题会议纪要 21 期、规章制度 90 份、工作简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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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重点工作进展通报 7 期、有关高水平大学建设信息 47
条。此外，还编印了•督办简报‣11 期、
•信访动态‣27 期，
办理回复•校长信箱‣和群众来访来电事项 1031 件；举行
校领导及部处负责人与学生面对面座谈的“校长有约”活动
5 场（其中校长有约学生专场 2 次，校长有约教工专场、校
长午餐会、校长下下午茶各 1 次）
，校领导接待日 7 场。
（二）主动公开信息的方式
1. 学校网站、信息公开专栏、OA、网上办事大厅、微
博、微信、今日头条、抖音等网络方式；
2. 校报、院报、学生手册、文件、会议纪要、通知等纸
质资料方式；
3. 校、院两级教代会、学代会、双周学习会、新学期工
作会、高级职称、处级以上离退休干部代表座谈会、离退休
同志通报会方式；
4. 校领导接待日、“校长有约”、校长午餐会、校长下午
茶、党委常委与党外代表人士午餐会、院长午餐会、群众来
访等面对面沟通方式；
5. 群众来信、来电等信访方式；
6. 广播台、校外报刊、电视台、电子屏、宣传栏等其他
方式。
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落实情况
（一）本科生招生考试信息
深入实施招生阳光工程，切实做到招生政策、招生章程
等“十公开”，确保录取程序公开透明，录取结果即时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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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及申诉渠道通畅便捷。学校制定•华南农业大学 2019
年本科招生章程‣
•华南农业大学 2019 年艺术类招生简章‣
•华南农业大学 2019 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简章‣
（含考试办
法）等招生工作文件，经过教育厅、考试院审核后，通过教
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学校本科招生网等平台主动公开，供考
生查询。及时在学校招生就业网公开学校高水平运动员和艺
术类专业校考等特殊类型招生的办法、入围考生名单、合格
分数线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严格执行招生工作“六不准”，
组织招生录取人员学习工作细则、保密规定等规章制度，严
肃招生考试工作纪律。
（二）研究生招生考试信息
学校通过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和微信公众号等方式，主动
公开研究生招生简章、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复试录取办法
及指标分配、复试结果及录取名单、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
渠道等信息。具体公布了：2019 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招生
章程、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2019 年博士研究生招
生简章和 2019 年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招收研究生简
章 4 个；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与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
等 2 项；2019 年硕士生招生考试复试分数线、硕士生复试及
录取工作方案、2019 年各学院研究生招生指标情况及各学院
硕士生复试方案等 4 项内容；2019 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拟
录取名单、各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结果、士研究生拟录取名
单以及博士研究生招生的资格审查考生名单、初选结果、复
选结果，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及全校候补考生名单以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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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补而录取的考生名单等 9 条相关信息。目前“华南农业大学
研招办”的公众号总用户数已达 2.7 万人，研究生招生目录移
动端访问量已超过 109 万人次。
（三）毕业生就业信息公开情况
通过学校招生就业服务平台、学校就业信息网、微信公
众平台主动公开就业政策、就业培训、招聘会等信息，方便
学生掌握求职的第一手信息和材料。2018—2019 学年，学校
就业信息网公开发布大型校园招聘会 17 场（岗位 84661 个），
校园宣讲会 743 场（岗位 81169 个）
，在线招聘岗位 177093
个。通过 OA 协同办公系统发布就业简报 3 期。通过每年一
度的招生就业创业工作总结会，印发就业工作总结以及就业
情况分析报告（含学校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
流向等内容），让师生了解我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根据国家、
省有关文件要求，每年 12 月在就业信息平台面向社会发布
当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另外，利用“华南农业大学紫
荆 e 站办事大厅”企业号微信平台，新开通了“就业直通车”
栏目，实现就业服务和主要毕业生办事业务的精准推送和就
业信息更大范围的公开。
（四）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
通过学校信息公开网、财务处网站、学校公告栏、微信
公众号等形式主动公开财务信息、管理制度等，如：公开我
校 2018 年部门决算信息和 2019 年部门预算；部门决算信息
包括部门决算表和部门决算说明。其中，部门决算表包括收
支总表 3 张及财政拨款收支表 5 张；部门决算说明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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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决算情况分析、“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政
府采购支出、国有资产占用情况以及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
情况等说明。部门预算包括学校概况、部门预算表、部门预
算情况说明、名词解释。其中，部门预算表含•收支总体情
况表‣•收入总体情况表‣•支出总体情况表‣•财政拨款收
支总体情况表‣等 11 个表格；部门预算情况说明包括收入
预算说明、支出预算说明、“三公”经费说明、政府采购情况
等。又如，在财务处网站上公开了 2019 年新生收费标准，
同时包括学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等各种收费项
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和投诉举报方式，接受全校师生和
社会的监督。
校友会（教育发展基金会）通过基金会网页、会刊、工
作简报、QQ 群、微信公众号等方式主动向校友和社会公开
本单位情况介绍、通知公告、工作动态、捐赠项目、工作指
南、政策法规及捐款收入支出各类信息。“华南农业大学校友
总会”微信公众号现有粉丝 4 万余人，2018—2019 学年共发
布推送信息 236 篇，公开的内容有：母校新闻、校友活动、
知名校友访谈、历史事件介绍、返校活动预约、我要参与微
信捐赠栏目、捐赠新闻、定期发布捐赠鸣谢等内容，进一步
联络师生情谊，凝聚校友力量。通过•广东省华南农业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会年报‣，主动向年度捐赠者和校内各单位公
开年度捐赠事记、年度捐赠芳名录、奖助学金获奖名单、校
友环境建设支出、年度审计报告摘要、基金募捐项目介绍等
内容。比如：公开了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学校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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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华农大校园环境建设基金等 11 个重大项目的年度收
支情况，公开了华农大校园环境建设、学校教育发展基金、
中国星火基金会助学金等 6 个重大项目的支付情况。
（五）干部人事信息
1．干部选拔任免信息。组织部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政策法规开展中层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选拔方案通过校园网发布，选拔过程接受干部群众
和纪委监督，考察预告、任前公示和任职文件均在校园网发
布。2018—2019 学年通过 OA 系统发文 76 份，校园网主页
公开信息 73 条，部门网站公开信息 106 条，利用华农党建
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 884 条；公开干部考察公示 91 人次，
任前公示 140 人次，任免公开 366 人次；在校园网公开领导
班子工作总结 61 份，中层领导干部工作总结 245 人，接受
广大群众监督。
2．人事师资信息。制定•华南农业大学岗位设置与聘
用管理办法‣、
•华南农业大学教师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实施
办法‣等 7 份有关岗位管理的文件，通过校园网、OA 系统、
微信企业号人事处直通车面向全校范围内发文公布。重新修
订了•华南农业大学人才引进和管理办法‣，并通过校园网
和 OA 系统向全校范围内发文公布，进一步规范人才引进的
流程；新修订了•华南农业大学人事调配工作管理办法‣规
范了人事招聘、退出等工作流程和管理。新教职工的招聘，
包括高层次人才引进，均严格按照•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人员办法‣（粤府令第 139 号）要求进行，做到聘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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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聘用条件公开、聘用过程和聘用结果公开。
四、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一）依申请公开情况
2018—2019 学年，学校未收到师生和社会公众的信息公
开申请。
（二）不予公开情况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按相关规定
不予公开。
五、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学校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构建了覆盖面较宽的信息
服务网络，及时、有效地向社会公众和全校师生员工主动公
开信息，保障了学校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对学校的知情权，
得到了校内师生和社会公众的肯定。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联系
方式和监督电话均在信息公开专栏进行常态化公布。
2018—2019 学年，学校未接到和发现因信息公开工作遭到举
报和投诉的情况。
六、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2018—2019 学年度，学校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
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信息公开重视程度
有待进一步提高，个别部门对信息公开工作的理解还存在偏
差；信息公开力度还不够，特别是涉及师生切身利益的有关
信息公开有待进一步增强。今后，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
以改进：
（一）加大信息公开的宣传力度。进一步组织学校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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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认真开展对信息公开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学习、培
训，进一步提高各部门对信息公开重要性的认识。
（二）加强信息公开监督考核机制。加强信息公开内部
监督、工作考核等保障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监督渠道，大力
推行校长有约、校长信箱、校领导接待日等制度。
（三）加强信息平台建设。加大对信息公开工作的投入，
加强学校信息公开网站建设，实现学校信息公开网与学校主
页、OA 系统、网上办事大厅以及各二级单位网站等系统对
接，使学校的信息能下得去，学院的信息能上得来，形成校
院两级信息公开联动的合力。

华南农业大学信息公开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9 日
华南农业大学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及链接（2018—2019 学年）
序号

类

别

基本信息
1
（6 项）

公开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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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链接

办学规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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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级领导班子简
介及分工
学校机构设置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11

http://www.scau.edu.cn/1246/list.htm

http://www.scau.edu.cn/1255/list.htm
http://www.scau.edu.cn/1601/list.htm
http://xngk.scau.edu.cn/gzzd/list.htm

序号

2

类

别

招生考试
信息
（8 项）

公开事项

公开链接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
报告

http://xxgk.scau.edu.cn/2241/list.htm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

http://xxgk.scau.edu.cn/2242/list.htm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
重点工作安排

http://xxgk.scau.edu.cn/2243/list.htm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http://xxgk.scau.edu.cn/2227/list.htm

（7）招生章程及特殊类型招生办法，
分批次、分科类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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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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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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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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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

http://zsb.scau.edu.cn/

http://web.scau.edu.cn/yjsc/yzb/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

3

财务、资
产及收费
信息
（7 项）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http://xxgk.scau.edu.cn/2253/list.htm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http://web.scau.edu.cn/jyjjh/jzxx.asp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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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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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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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http://xxgk.scau.edu.cn/2255/list.htm

http://xxgk.scau.edu.cn/2256/list.htm

http://xxgk.scau.edu.cn/2257/list.htm

http://xxgk.scau.edu.cn/2258/list.htm

序号

类

别

公开事项

公开链接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
准及投诉方式

http://xxgk.scau.edu.cn/2259/list.htm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http://www.scau.edu.cn/1255/list.htm

http://www.scau.edu.cn/2018/0911/c1415a121
655/page.htm
http://www.scau.edu.cn/2018/1025/c1415a12
8513/page.htm
http://202.116.160.8/_s3/2019/0123/c5894a16
1474/page.psp
http://www.scau.edu.cn/2019/0326/c5894a16

4

人事师资
信息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 6431/page.htm
情况
http://www.scau.edu.cn/2019/0225/c5894a16
1976/page.htm
http://www.scau.edu.cn/2019/0430/c5894a17

（5 项）

8450/page.htm
http://www.scau.edu.cn/2019/0404/c5894a16
7359/page.htm
http://www.scau.edu.cn/2019/0531/c5894a18
7052/page.htm

5

教学质量
信息
（9 项）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http://xxgk.scau.edu.cn/2263/list.htm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
信息

http://xxgk.scau.edu.cn/2264/list.htm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http://xxgk.scau.edu.cn/2265/list.htm

（27）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
比例、教师数量及结构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
招专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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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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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
就业流向
13

http://www.scau.edu.cn/1257/list.htm
http://xxgk.scau.edu.cn/2267/list.htm

http://xxgk.scau.edu.cn/2268/list.htm

http://xxgk.scau.edu.cn/2269/list.htm

http://xxgk.scau.edu.cn/2270/list.htm
http://xxgk.scau.edu.cn/2271/list.htm

序号

6

7

8

类

别

公开事项

公开链接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http://xxgk.scau.edu.cn/2273/list.htm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http://xxgk.scau.edu.cn/2274/list.htm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http://xxgk.scau.edu.cn/2272/list.htm

（36）学籍管理办法

http://xxgk.scau.edu.cn/2275/list.htm

学生管理
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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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u.edu.cn/2276/list.htm

（4 项）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http://xxgk.scau.edu.cn/2277/list.htm

（39）学生申诉办法

http://xxgk.scau.edu.cn/2278/list.htm

（40）学风建设机构

http://xxgk.scau.edu.cn/2279/list.htm

（41）学术规范制度

http://xxgk.scau.edu.cn/2280/list.htm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http://xxgk.scau.edu.cn/2281/list.htm

（43）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
基本要求

http://xxgk.scau.edu.cn/2282/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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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u.edu.cn/2283/list.htm

学风建设
信息
（3 项）

学位、学
科信息
（4 项）

9

对外交流
与合作信
息
（2 项）
其他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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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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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u.edu.cn/2284/list.htm
http://xxgk.scau.edu.cn/2285/list.htm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http://xxgk.scau.edu.cn/2286/list.htm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http://xxgk.scau.edu.cn/2287/list.htm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意
见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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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http://xxgk.scau.edu.cn/2699/list.htm

http://xxgk.scau.edu.cn/2700/list.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