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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2020-2021 年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年度报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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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按照《2020-2021年度上海

高校信息公开评议工作实施方案（市属高职高专院校版）》沪教委办

〔2021〕53号和《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则》的具

体要求，结合学校在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实际情况，由上海工商外国语

职业学院信息公开办公室编制。全文信息公开工作概述，信息主动公

开情况，信息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复议、诉讼的情况，信息公开工作存

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清单事项公开情况表等七个部分内容。报告中

所列数据统计时限为 2020年 9月 1日-2021年 8月 31日。本报告电子

版可在学校信息公开网查看及下载。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校长办公室（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东

路 188号，邮编：201399，电话：021-68020838）。 

一、信息公开工作概述 

2020-2021年度，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努力凝练办学特色，提升办学质量，走内

涵式发展道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校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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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息公开作为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进一

步提升思想认识，落实“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

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保障师生

了员工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促进

学校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升了学校工作透明度。在提升治理能

力、推进依法治校、密切联系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年度，学校加快推进信息公开工作，主要在组织领导、健全机

制、加大公开力度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为进一步提升信息公开工

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一） 优化工作机制，有效推进信息公开工作 

学校以《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则》为依据，

坚持由校长全面领导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及时调整完善信息公开工作

领导小组，有效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负责学校信息公开的组织实施和日常事

务；各部门协同配合，具体负责本部门应公开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

实训中心保障专题网站稳定，信息员联络协调、操作平台；组织师生

员工参与和监督信息公开工作。形成了由学校统一领导、信息公开工

作办公室牵头协调、各部门各负其责、信息员操作平台、广大师生积

极参与的工作格局，层层抓落实，保证了信息公开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加强工作部署，进一步规范信息公开工作 

1. 明确公开指标责任部门。学校对标市教委下发的《2020-2021

年度上海高校信息公开评议工作实施方案》沪教委办〔2021〕53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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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属高职高专院校版信息公开评议指标，构建一级指标 5大项、二级

指标 26项公开指标内容，将学校信息公开专题网站各模块栏目逐项对

接各职能部门并逐一落实。经过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协调、

督办，其他相关部门大力配合，进一步充实、完善“清单”与“指标”

的各项内容，依法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的公开，

持续加强高校招生、财务收费、学生就业等社会公众普遍关心、涉及

广大师生切身利益热点问题的信息公开。信息化办公室全程提供技术

支持、帮助功能实现。 

    2. 推动决策过程公开。在信息公开网公布学校“十四五”发展规

划、年度工作要点、学校重点工作和重大决策事件开展网上征求意见

等事关学校改革发展和师生切身利益的重要决策事项。 

3. 加强公共服务信息公开。围绕师生关切的生活学习各类信息，

比如各类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学生实践（实训）

计划、后勤服务、学生住宿管理制度及服务信息、食品卫生安全管理

信息、大学生医保制度等新举措新面貌分类上网，方便师生了解制度，

知晓办事流程。 

4. 畅通信息公开渠道。设置校长信箱、校长接待会、信息公开受

理信箱、监督投诉受理信箱，进一步加强联系。另外，利用学校各类

会议，通过各相关专题网站、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校内宣传栏和

电子屏、《工商外校报》、年检报告公开等渠道，及时公开信息，不断

丰富公开的内容和形式，满足广大师生和社会公众对学校信息的查询

和检索需求加强与公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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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围绕学校国际化办学特色公开。主动发布学校信息，公开学校

中外合作办学和国际交流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二、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本学年，学校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有关信息公开文件要求，主

动公开学校信息，各事项均可通过信息公开目录获取。     

（一）主动公开途径 

    1. 通过学校信息公开网（xxgk.sicfl.edu.cn）公开情况，本年

度共计公开信息 559条，首页大图 16张；其中在本年度主动公开信息

中位列前 5位的信息是：学校基本情况 41条，占比 7.3%，教师人事

18条，占比 3.2%，后勤保障 17条,占比 3.0%，学生事务管理 15条，

占比 2.7%，教学管理 14条，占比 2.5%，财务与资产管理 14条，占比

2.5%。这些数据反映了都是师生家长、社会公众切身根本利益的问题。 

    2. 通过学校主页以及各院系各部门分网站等网站公开情况，本年

度学校主页共计公开信息 412条，首页大图 28张，各二级院系、各职

能部门网站共计公开信息 377条； 

    3. 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公开情况，本年度共计推送微信公众号

116条； 

4. 通过校园网络电台、校内广播、电子显示屏、宣传橱窗、公告

栏等公开信息； 

5. 通过教职工大会、教代会、学代会、校长办公会、党委会、党

政联席会、中层干部会议、各类座谈会等公开学校信息； 

6.印发学校行政及党委文件并及时发布，或以会议纪要、事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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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简报等形式面向全校或校内一定范围内公开信息； 

7.通过定期编制学校年鉴、大事记、校报、学生手册、统计报表

等资料公开信息； 

8.对外向“上海发布”“上海教育”“上海高职”、《上海民办高

教通讯》等官方平台主动投稿 70余篇。本年度共接受上海电视台、东

方网、看看新闻、东方财经、周到+、上海教育、第一教育以及《新民

晚报》、《新闻晨报》、《东方教育时报》、上海教育新闻网等媒体平台的

采访报道； 

9.其他形式实施公开。 

（二）主动公开信息情况 

    1. 学校基本情况：学校办学地点、性质、宗旨、层次、规模、历

史沿革、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及分工、学校决策机构形式、学校章程、

学校规章制度、办学许可证、依法治校年度报告、学术委员会相关制

度及决议、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及工作报告； 

    2. 规划计划：学校总体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 

    3. 教学管理：专业设置、当年新增或停招专业名单，课程总数、

教学计划情况，教师数量及结构、知名教授学者的情况、专业建设规

划、教学评估情况、重点教学项目建设情况、学生实践（实训）计划、

实训基地建设情况、实验室及仪器设备配置、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总体

结果； 

    4. 普通高校招生：公开普通高校专科层次、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

业生、依法自主招收退役士兵、秋季考试招生政策、招收资格、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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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招收计划、考生资格、录取程序、录取结果、重大违规事件及

处理结果、录取新生复查结果，配套咨询及申诉渠道等服务； 

    5. 学风建设：学风建设机构、学术规范制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

机制、年度学风建设工作报告； 

    6. 学生事务管理：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学生各类奖学金、助学金、

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的申请与管理、学生奖励处罚办法、学生申诉途

径与处理程序、2020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7. 教师人事：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设置和聘用管理办法、

学校教职工招聘信息、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公示、“双师型”教师简介

及聘用情况、教师申诉途径与处理程序、校内重要岗位人员任免的情

况、人才工作信息； 

    8. 财务与资产管理：教育收费项目及标准、财务与资产管理制度、

民办学校年度审计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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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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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基建与维修工程管理：各类建设项目与维修工程的管理规定、

年度建设项目与维修工程一览表、招标情况、中标结果； 

    10. 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外合作办学情况、对外交流项目； 

    11. 监督工作：公布学校监督投诉电话、投诉邮箱、受理机构及

地址； 

12. 后勤保障：学生住宿管理制度及服务信息、食品卫生安全管

理信息、大学生医保制度及学校相关管理办法、节能管理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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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其他事项：对外宣传、网上公示； 

14.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学校明确了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受理程序、受理条件、办理机构、

联系方式、处理流程、办理期限、收费标准、表格下载等要素在信息

公开网公开。本学年学校未收到师生和公众的信息公开申请。 

    四、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2021年 6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公布《2019-2020年度上海高校

信息公开评议结果》，学校在 2019-2020年度上海市高校信息公开评议

工作中获“优良”。此次评议结果显示，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比较及时、

规范，较好地满足了师生员工、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 

    五、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复议、诉讼的情况 

学校纪检监察办公室负责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关信息公

开方面的投诉，在信息公开网公布监督电话及投诉受理邮箱。 

2020-2021年度，学校未因信息公开工作收到相关投诉、举报、行

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实施信息公开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在

上级领导部门指导下，学校努力做好信息公开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法制化建设，深入学习《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相关文件、不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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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工作经验、持续创新工作机制、加强信息公开工作队伍建设，根据

依法治校要求，全面、准确地公开学校各项工作信息，取得了一些进

步。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信息公开栏目还

需进一步细化；二是信息公开网站访问体验的便捷度还需进一步提升；

三是信息公开工作的培训有待进一步加强。 

下一阶段，学校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和市教委的信息公开

工作要求，不断推进学校信息公开稳步发展：一是对照评议指标，不

断完善信息公开栏目。二是优化信息公开技术和内容。加快推进学校

信息公开专栏建设，方便信息快速获取，深入推进不同领域的信息公

开；三是健全完善信息公开工作机制。不断强化校院两级领导工作机

构，建立科学高效的信息公开工作机制，进一步推进重大决策公开；

四是定期开展信息公开工作培训，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多元

化培训方式，从而提高学校信息公开队伍的整体工作水平。 

    特此报告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2021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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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清单事项公开情况表 

序号 类别 公开事项 链接 

1 

学校

基本

情况 

（1）学校办学地点、办学性质、办学宗旨、办

学层次、办学规模、历史沿革等 

https://xxgk.sicfl.edu.cn/771/l

ist.htm 

（2）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及分工 
https://xxgk.sicfl.edu.cn/2020/

1026/c797a27675/page.htm 

（3）学校章程（民办学校还需公开办学许可

证）、现行有效规章制度的目录及文本 

https://xxgk.sicfl.edu.cn/771/l

ist.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796a32805/page.htm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及决议 
https://xxgk.sicfl.edu.cn/771/l

ist.htm 

（5）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报告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6/c801a32762/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6/c801a32761/page.htm 

2 
规划

计划 

（6）学校总体发展规划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6/c816a32759/page.htm 

（7）年度工作计划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6/c817a32760/page.htm 

3 
教学

管理 

（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或停招专业名单（没

有新增或停招应在栏目加以说明）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18a32806/page.htm 

（9）学校开设课程总数、教学计划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19a32809/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19a32807/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1027/c819a32809/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1027/c819a32809/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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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公开事项 链接 

（10）本校教师数量及结构、知名教授学者的

情况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6/c820a32765/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18/

1101/c820a16651/page.htm 

（11）专业建设规划 
https://xxgk.sicfl.edu.cn/2020/

1027/c821a27743/page.htm 

（12）教学评估结果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22a32811/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22a32810/page.htm 

（13）重点教学项目建设情况（含上级建设经

费下达情况）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23a32812/page.htm 

（14）学生实践（实训）计划情况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24a32813/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24a32814/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24a32815/page.htm 

（15）实训基地建设情况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8/c825a32845/page.htm 

（16）实验室及仪器设备配置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8/c826a32846/page.htm 

（17）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总体结果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27a32799/page.htm 

4 

普通

高校

招生 

（18）公开普通高校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章

程、招生计划、考生资格、录取结果、录取新

生复查结果，配套提供咨询及申诉渠道等服务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28a32800/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https://xxgk.sicfl.edu.cn/2021/1026/c820a32765/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1026/c820a32765/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1027/c822a32811/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1027/c822a32811/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1027/c824a32813/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1027/c824a32813/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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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公开事项 链接 

1027/c828a32816/page.htm 

（19）公开招收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招生

章程、招生计划、考生资格、录取结果、文化

课最低录取控制线、录取新生复查结果等，配

套提供咨询及申诉渠道等服务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29a32801/page.htm 

（20）公开本市普通高校秋季考试招生章程、

招生计划、考生资格、录取结果、录取新生复

查结果，配套咨询及申诉渠道等服务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30a32802/page.htm 

（21）公开依法自主招收退役士兵学校的招生

章程、招生计划、考生资格、录取结果、录取

新生复查结果，配套提供咨询及申诉渠道等服

务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1107a32803/page.htm 

5 
学风

建设 

（22）学风建设机构（包括成员名单）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8/c831a32825/page.htm 

（23）学术规范制度 
https://xxgk.sicfl.edu.cn/2020/

1026/c832a27717/page.htm 

（24）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https://xxgk.sicfl.edu.cn/2020/

1026/c833a27718/page.htm 

（25）年度学风建设工作报告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8/c834a32826/page.htm 

6 

学生

事务

管理 

（26）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https://xxgk.sicfl.edu.cn/2020/

1027/c835a27744/page.htm 

（27）学生各类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和

勤工俭学的申请与管理 

https://xxgk.sicfl.edu.cn/777/l

ist.htm 

（2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https://xxgk.sicfl.edu.cn/777/l

ist.htm 

（29）学生申诉途径与处理程序 
https://xxgk.sicfl.edu.cn/2020/

1026/c838a27651/page.htm 



12 
 

序号 类别 公开事项 链接 

（30）2020 年 2 月底前发布 2019 年毕业生就

业质量年度报告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39a32804/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0/

1029/c839a27865/page.htm 

7 
教师

人事 

（31）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设置和聘

用管理办法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6/c840a32766/page.htm 

（32）学校教职工招聘信息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6/c841a32767/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0/

0701/c841a26903/page.htm 

（33）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公示 
https://xxgk.sicfl.edu.cn/778/l

ist.htm 

（34）“双师型”教师简介及聘用情况 

https://xxgk.sicfl.edu.cn/2018/

1102/c842a16889/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17/

1030/c842a12389/page.htm 

（35）教师申诉途径与处理程序 

https://xxgk.sicfl.edu.cn/2018/

1109/c1106a17112/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6/c1106a32772/page.htm 

（36）校内重要岗位人员任免的情况 
https://xxgk.sicfl.edu.cn/778/l

ist.htm 

8 

财务

与资

产管

（37）教育收费项目及标准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45a32786/page.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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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公开事项 链接 

理 1027/c845a32785/page.htm 

（38）财务与资产管理制度（民办学校还需公

布年度审计结果） 

https://xxgk.sicfl.edu.cn/779/l

ist.htm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47a32788/page.htm 

（39）收支预算总表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48a32789/page.htm 

（40）收入预算表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49a32793/page.htm 

（41）支出预算表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50a32795/page.htm 

（42）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51a32791/page.htm 

（43）收支决算总表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52a32790/page.htm 

（44）收入决算表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53a32794/page.htm 

（45）支出决算表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54a32796/page.htm 

（46）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1027/c855a32792/page.htm 

9 

基建

与维

修工

程管

理 

（47）各类建设项目与维修工程的管理规定、

年度建设项目与维修工程一览表、招标情况、

中标结果 

https://xxgk.sicfl.edu.cn/780/l

ist.htm 

10 国际 （48）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https://xxgk.sicfl.edu.cn/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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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公开事项 链接 

交流

与合

作 

1027/c860a32784/page.htm 

（49）对外交流项目 
https://xxgk.sicfl.edu.cn/781/l

ist.htm 

11 
监督

工作 

（50）公布学校监督投诉电话、投诉邮箱、受

理机构 

https://xxgk.sicfl.edu.cn/2017/

1031/c862a12479/page.htm 

12 
后勤

保障 

（51）学生住宿管理制度及服务信息 
https://xxgk.sicfl.edu.cn/2019/

1029/c863a24364/page.htm 

（52）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信息 
https://xxgk.sicfl.edu.cn/783/l

ist.htm 

（53）大学生医保制度及学校相关管理办法 
https://xxgk.sicfl.edu.cn/783/l

ist.htm 

（54）节能管理工作情况（包括年度节能目标

和实施方案的制定、落实情况，能源消费计量、

监测和统计情况，开展能源审计情况） 

https://xxgk.sicfl.edu.cn/783/l

ist.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