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2017-2018 学年） 
 

本报告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全面推进高校信息公开做好高校信息

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苏教厅办函[2018]22号）要求编制，

报告全文由概述、主动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对信

息公开的评议情况、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努力方向、信息公开清单等五

部分组成。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为 2017年 9月 1日至 2018

年 8月 31日。若有疑问或意见建议，请与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信

息公开办公室(党院办)联系，办公地址为：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江

宁校区办公楼 402室，联系电话：025-52710811，传真：025-52710812。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 180号，邮编：211168，电

子邮箱 jmydyb402@163.com。 

一、概述 

本学年，在省教育厅的领导下，我校认真落实国家、省政府关于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及政务公开工作的各项要求和安排，结合统计工作

实际，继续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积极拓展

信息公开范围，不断增加信息公开数量，全面推进我校信息公开工作，

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增强群众公

开体验与获得感。 

学校党委和行政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根据《江苏经贸职业技

术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则》开展信息公开工作。学校继续按照以党委

书记、院长为组长，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副院长为副组长，各职

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框架，全面推进

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深化校务公开、促进依法治校、加强民主管理、

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在此基础上，对财务、基金会等



关注度较高的工作，修订《财务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和《教育发展基

金会信息公开制度》，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工作机制，不断推动学校

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 

一年来，学校通过教代会、中层干部大会、学生代表座谈会和各

种公文、简报、校园网站、微博微信、广播站、宣传栏、领导信箱和

领导接待日、校内外报刊媒体等形式，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进行全方

位公开。并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加强问题整改切实做好高校信

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苏教组函〔2018〕23 号)要求，按照《高校信

息公开事项测评指标体系 2.0》更新了学校信息公开网页框架，增加

新条目 14条，合并条目 8条，主要涉及到学术委员会、财务预决算、

人事师资信息、学校巡视整改等工作内容，最终修改学校信息公开专

栏，重点包括：招生考试信息、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人事师资信

息、教学质量信息、学生管理服务信息、学风建设信息、对外交流与

合作信息等 12方面 42类 164项（具体见后文信息清单）。 

二、主动公开情况 

2017年 9月至 2018年 8月，学校在网站、报刊、宣传栏、文件

等媒体上公开发布文字 312篇；表格 80张。信息内容涉及党务工作、

院务工作的方方面面。 

1.基本信息 

对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 50条事项，逐条完善我

校基本信息，对历史沿革等基本信息，校级领导班子成员简介及分工，

职能部门、院系部的设置，学校现行的各项规章制度，学校现行的各

项办事流程、学校年度工作计划、总结，学校年度大事记（年鉴），

办学基本条件，教职工数及构成情况，高职-本科分段培养，成人教

育、专接本学生数及分专业统计情况等进行检查和及时更新，确保师

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对我校工作情况进行参与监督。 

http://www.jseti.edu.cn/s/72/t/57/c/1305/list.jspy
http://www.jseti.edu.cn/s/72/t/57/c/1306/list.jspy
http://www.jseti.edu.cn/s/72/t/57/c/1307/d/1457/list.jspy
http://www.jseti.edu.cn/s/72/t/57/c/1307/d/1457/list.jspy
http://www.jseti.edu.cn/s/72/t/57/c/1308/d/1345/list.jspy
http://www.jseti.edu.cn/s/72/t/57/c/1309/d/1541/list.jspy
http://www.jseti.edu.cn/s/72/t/57/c/1309/d/1541/list.jspy


2.招生信息公开情况 

为让社会公众更大限度的了解招生信息，在学校官网开设“信息

公开”专栏予以介绍高职、高职-本科分段培养、成人教育、专接本

学生数及分专业统计情况的同时，结合学校招生工作需要，另将招生

章程、招生计划、招生类型和人数、普通高考答考生问在江苏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招生信息网等公开发布；高职单招综合素养测试、单独招

生文化免试生、体育特长生等多项招考和录取信息在我校招生信息网

站公示，2017年录取人数和录取最低分均在学校招生信息网站公开。

招生咨询采用电话、qq、微信及学生管理服务系统等方式。监督电话

公开，暂未发现违规事件。 

3．财务信息公开情况 

学校修订了多项财务、资产等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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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均在学校办公系统、招

投标信息网和信息公开网站公开；收支预（决）算总表、收入预（决）

算表、支出预（决）算表、财政拨款支出预（决）算表，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也在信息公开网站按省财政厅、教育

厅财务处的要求予以公开。 

4. 人事师资信息 

我校无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

情况、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信息

在办公系统及信息公开网站进行公开；我校未出现教职工争议事件。  

5. 教学质量信息 

对全日制在校生总数、教师数量及结构、专业设置、教学课程设

置、教学研究成果、实验实训室设置、毕业生就业与指导、就业去向

等进行了及时公开。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1．2017-2018年度本学年学校受理申请 0件。 

2．2017-2018年度学校坚决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对

不予公开的信息不予公开。学校收到不予受理申请总数 0件。 

3．2017-2018年度我校无依申请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4．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经院长办公室组织师生代表进行评议，结果为本学年信息公开情

况良好。 

5.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遭到举报的情况 

2017-2018学年，我校认真履行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义务。一是

为申请人提供便捷的依申请公开服务，通过网上申请平台、OA办公、

信函、微信等多种渠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统计信息。

二是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接收、办理、审核、答复、归档

等环节流程。三是切实提高处理依申请公开能力，提高依申请公开工

作人员的能力和水平。 

根据《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则（试行）》第七

条规定：学院监察处负责对学院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

查的事项主要包括：（一）受理关于信息公开工作的投诉举报；（二）

查处违反信息公开法律法规和学院信息公开制度的行为。2017-2018

学年我校未发生因信息公开工作遭到举报的情况。 

四、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努力方向 

信息公开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地位，充分

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进信息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校在

落实信息公开工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拟从以下四个方面

进一步努力：一是加强学习和培训，进一步提高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



的认识，提高信息公开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和能力。二是进一步完善信

息公开的程序，落实责任，做好我校制发的文件公开，进一步提高工

作透明度；三是加大政策解读力度，积极参与网上访谈或政府在线等

栏目，探索政策专家解读机制；四是做好舆情应对，主动合理引导社

会舆论。 

 

附、信息公开清单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018年 10月 31日 

 

  



附、信息公开清单 

编号 公开类别 序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一 学校概况 

1 
学校基本

情况  

1-1-1学校章程  1-1-2历史沿革  1-1-3学校定位、

办学规模、办学指导思想、办学特色、发展目标  1-1-4

校训、校风、校园环境风貌  1-1-5 著名学者介

绍  1-1-6 学校联系方式 

2 领导班子  校级领导班子成员简介及分工 

3 机构设置  

职能部门、院系部所的设置、职责及办公地点、联系方

式 

4 制度规范  

1-4-1 学校现行的各项规章制度  1-4-2 学校现行的

各项办事流程 

5 整体工作  

1-5-1 学校年度工作计划、总结  1-5-2 学校年度大事

记（年鉴） 

6 统计数据  

1-6-1 办学基本条件  1-6-2 教职工数及构成情

况  1-6-3 高职、高职-本科分段培养、成人教育、专

接本学生数及分专业统计情况 

7 高校校历  历年校历  冬季作息时间  夏季作息时间 

8 校园风光  校园风景、校园明信片等  

二 
重大改革

与决策 

1 发展规划  

2-1-1 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学科与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校园建设规划等  2-1-2 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学科与

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校园建设规划等的执行情况 

2 重大项目  

2-2-1“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高职

立项建设院校项目  2-2-2江苏高职院校新一轮人才

培养工作评估（2009-2014） 2-2-3 江苏省高水平高等

职业院校建设项目 

三 人事师资 

1 

校级领导

干部社会

兼职情况  

3-1-1 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2 

校级领导

干部因公

出国（境）

情况  

3-2-1 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  

3 

岗位设置

管理与聘

用办法  

3-3-1 学校岗位设置及管理 3-3-2 岗位聘用办法 

4 

校内中层

干部任

免、人员

招聘信息  

3-4-1 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信息 3-4-2 人员招聘信息 

5 教职工争 3-5-1 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4/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4/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4/d/1339/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4/d/1340/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4/d/1341/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4/d/1341/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4/d/1342/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4/d/1342/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4/d/1343/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4/d/1343/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4/d/1344/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5/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5/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6/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6/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6/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7/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7/d/1456/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7/d/1457/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7/d/1457/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8/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8/d/1345/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8/d/1346/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8/d/1346/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9/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9/d/1541/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9/d/1542/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9/d/1542/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9/d/1543/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09/d/1543/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10/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21/t/51/p/1/c/1102/d/1138/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f2/df/info62175.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f2/e0/info62176.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11/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11/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12/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12/d/1460/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12/d/1460/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12/d/1461/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12/d/1461/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13/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13/d/1458/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13/d/1458/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13/d/1459/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13/d/1459/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13/d/2466/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c/1313/d/2466/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4/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4/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4/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4/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5/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5/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5/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5/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5/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6/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6/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6/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72/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73/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7/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7/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7/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7/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70/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71/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8/list.htm
http://xxgk.jseti.edu.cn/s/72/t/57/p/1/c/2453/d/2458/list.htm


议解决办

法 

四 教学管理 

1 学科专业  

4-1-1专业设置 4-1-2当年新增专业 4-1-3停招专业

名单 4-1-4 重点专业（群） 4-1-5 全校开设课程总门

数 4-1-6 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4-1-7 选修课学

分占总学分比例 

2 师资队伍  

4-2-1 师资总体情况介绍  4-2-2 知名教师简

介  4-2-3 优秀教学团队  4-2-4 教师行为规范 

3 教学研究  

4-3-1 教学研究成果  4-3-2 教学改革立项  4-3-3

精品课程（教学资源库） 

4 

实验室管

理 

实训基地

管理  

4-4-1 实验室（实训基地）的有关信息  4-4-2 可以共

享的实训基地（产业园）信息和资料  

5 其他  4-5-1 图书馆相关信息  4-5-2 体育设施等相关信息 

五 科研管理 

1 
学术委员

会 

5-1-1 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 5-1-2 学术委员会年度报

告 

2 科研项目  5-2-1 立项、申报情况  5-2-2 评审结果情况 

3 科研奖励  科技奖励推荐及获奖情况  

4 科研成果  5-4-1 知识产权保护  5-4-2 科研成果推广开发等 

六 学生工作 

1 学生招生  

6-1-1 各类学生的招生政策、招生资格及有关考生资

格、招生计划  6-1-2 录取信息  6-1-3 考生咨询及

申诉渠道  6-1-4 重大违规事件处理结果 6-1-5 新生

复查期间有关举报情况 6-1-6 有关举报的调查及处理

情况 

2 学生管理  

6-2-1 考试规程、纪律  6-2-2 学籍管理规定：评优、

评先、专升本、推荐免试研究生  6-2-3 学生奖学金

和助学金的发放、学费减免、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等帮

困助学情况  6-2-4 推荐优秀学生入党选拔条件及培

养过程 

3 学生就业  

6-3-1 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  6-3-2 就业去向及就

业率 6-3-3 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6-3-4 毕业生的规模及总体介绍 6-3-5 高校毕业生就

业质量年度报告 6-3-6 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七 
财务与资

产管理 

1 教育收费  

7-1-1 收费项目、标准、依据  7-1-2 学费收

费  7-1-3 住宿收费  7-1-4 考试、报名、实验实习

材料收费  7-1-5 技能鉴定收费 

2 
财务预决

算 

7-2-1收支预算总表  7-2-2收支决算总表 7-2-3收

入预算表 7-2-4 支出预算表 7-2-5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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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收入决算表 7-2-7 支出决算表 7-2-8 财政拨款

支出决算表 

3 资产管理  

7-3-1 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7-3-2 校办企业

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 

八 

设备采购 

与工程管

理 

1 

物资设备 

采购和管

理 

8-1-1 仪器设备、器材采购情况  8-1-2 医疗器械、药

品采购情况  8-1-3 图书的采购情况 

2 招投标  

8-2-1 物资设备采购招投标过程中的有关信

息  8-2-2 物资设备采购招投标的结果 

3 

重大建设 

与维修工

程 

8-3-1 青年教师公寓一期工程  8-3-2 江宁校区建筑

出新工程  8-3-3 江宁校区绿化景观提升工程 

九 后勤保障 

1 
学校后勤

工作  

9-1-1 高校学生食堂主副食品供应、学生食堂饭菜价格

专项补贴  9-1-2 社会餐饮企业食品卫生管理等工作 

2 
安全生产

工作  

9-2-1 防御台风工作、加强暑期校园安全工作  9-2-2

学生科普教育、安全防范工作 

3 其他  

9-3-1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后勤保障 9-3-2 学生住宿管

理、大学生安全教育  9-3-3 校园水电供应应急预案 

十 
国际合作

与交流 

1 合作项目  10-1-1 合作办学项目  10-1-2 教师、学生交流项目 

2 合作情况  

10-2-1 教师、学生交流情况  10-2-2 接收来华留学生

情况 

3 其他  

10-3-1 举办国际会议信息 10-3-2 校际协议学生交流

信息  10-3-3 学校外事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 

十一 监督工作 
1 招生考试  招生考试投诉电话、投诉邮箱、办理地址和邮编  

2 教育收费  教育收费投诉电话、投诉邮箱、办理地址和邮编  

十二 其他 1 

其他需要

公开的事

项 

12-1-1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

告  12-1-2 青年教职工公共租赁住房   12-1-3 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12-1-4 落实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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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 涉及学校的重大事件的调查和

处理情况 12-1-7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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