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科技大学2021-2022学年

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



- 2 -

湖南科技大学 2021—2022 学年

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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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

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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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结合学校信息公开的实际工作情况，编制本年

度报告。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情况、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

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对信息公开的评议及举报情况、存

在的主要问题与改进措施、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七个部分。本报

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为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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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创新引领、

对标一流、特色发展、重点突破”工作方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353”

战略和“十四五”规划落地见效，加快建设特色鲜明、国内一流、

国际有影响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学校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政务公开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教育部推进教育公开的总体安排，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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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加强谋划部署，完善制度机制，强化信息发布、解读、回应

和平台建设，促进信息公开与学校各方面工作深度融合，为师生

员工和社会公众获取信息提供便利。

（一）高度重视，科学部署信息公开工作

学校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着力推进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

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及《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等上级文件要求，

严格执行《湖南科技大学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结合学校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信息公开范围、公开形式、公

开时间、负责部门。召开信息公开工作布置会议，强调信息公开

工作及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做到全面公

开、及时公开、如实公开。

（二）拓宽渠道，着力提升服务工作实效

学校高度重视行政工作管理效率，不断推进服务工作实效，

通过各类信息公开渠道，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师生关切。一是建

设专门的服务指南网站。收录学校师生常用办理事项，每项办事

流程明确具体职能部门、办事人员，提供清晰准确的流程图、办

事地点和咨询电话等信息。二是创新“阳光综合服务平台”应用

服务模式。通过部门协作、数据打通、流程再造，提供行政审批

事项网上申报、受理、办理、监督、投诉等“一站式”服务，师

生可及时了解办事的进展情况，对各环节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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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投诉，有利于督促职能部门加强过程管理，提升信息

质量、服务水平。

（三）落实制度，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工作

学校从顶层设计出发，围绕落实学校信息公开条例，加强制

度执行。学校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以下简称《清

单》）的维护与更新作为学校完善内部管理、接受社会监督的重

要内容，严格落实依申请公开工作制度、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

二级单位信息公开报告制度等制度。各二级单位严格落实学校信

息公开工作要求，认真编写年度信息公开工作总结，按要求及时

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发布应公开的信息。

二、主动公开情况

2021—2022 学年间，我校充分利用传统媒介公开信息的同

时，深入挖掘信息公开的新媒介、新形式，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工

作体系，努力构建信息公开新格局。通过门户网站、《校报》、

《画册》、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科大号、微博等形式，主动、

及时、全面公开与师生利益密切相关、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重要

事项，着力提升信息公开工作的时效性、准确性、全面性和多样

性。

（一）通过门户网站公开信息情况

2021—2022 学年，通过学校主页的信息公开专栏向社会主动

公开《清单》所列全部事项，并明确信息公开的负责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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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校园网站全网刊

发原创报道 1400 余篇，学术动态 48 条，新闻网推出【喜迎二十

大】【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353”战略】【2022

年，我们就这么干】【先锋榜样】等专题专栏。

（二）通过《校报》、《画册》公开信息情况

2021—2022 学年，编辑发布《湖南科技大学报》16 期共 221

篇公开信息、《湖南科技大学画册》1 期共 52 篇公开信息。

（三）通过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科大号、微博公开信息情

况

2021—2022 学年，湖南科技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订阅人数达

14 万余人，推送文章 224 条。学习强国科大号于 9 月 16 日上线，

推送文章 318 条。湖南科技大学官方微博粉丝数 6.2 万，同步刊

发官微、新闻网相关报道。

（四）通过教代会、校长信箱、教育阳光服务公开信息情况

2022 年 1 月 15 日，校工会下发了《关于做好湖南科技大学

四届三次教代会提案征集工作的通知》，经各代表团组织发动，

共收到 17 个代表团、83 名代表（提案代表不重复计算）提出的

提案 39 份（提案内容详见附件）。其中教学科研 7 份、队伍建

设 7 份、文化建设 2 份、管理服务 14 份、生活福利 9 份。

3 月 10 日，提案工作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对 39 份提案进

行审查（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提案，按一般意见处理，并通知提

案人），根据相近或相同合并立案的原则，同意立案 29 份共 25



- 6 -

项，作意见或建议处理的 6 份，不立案 4 份。对立案的提案将在

本次教代会进行现场交办，办理情况将向下一次教代会报告。

学校“校长信箱”和“教育阳光服务”是全校师生员工反映

问题、解决问题的开放性平台。2021—2022 学年，两个平台共受

理反映师生日常学习生活等各类诉求相关的有效信件 680 件。对

于关涉师生切身利益的问题，学校按照正当程序及时进行回复和

办理，回复率达 100%。

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

（一）招生考试信息公开情况

1.本科生招生考试信息公开情况

2021-2022 学年，招生就业处全面贯彻教育部“30 个不得”

“六不准”和湖南省录取现场管理“八条禁令”的要求及相关规

定，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高校招生实施“阳光工程”的要求，进

一步扩大招生信息公开内容及渠道，真正做到“十公开”。对招

生章程、招生计划、录取操作、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询、录取分

数、招生咨询及考生申诉渠道、新生资格复查、信访接待、工作

纪律等内容进行信息全面公开，保证做到操作规范。具体情况如

下:

（1）通过网站、传统媒体公开信息情况。通过教育部阳光

高考平台、湖南省教育信息港、湖南教育电视台、湖南科技大学

本科招生网等多种网站及媒体平台公开本科生招生信息。

（2）通过新媒体和自媒体公开信息情况。“湖南考试招生”

微信公众号，提供招考政策及动态发布等功能。“湖南招考”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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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众号，提供专家教你填志愿、高考大咨询栏目等功能。“湖

南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微信公众号，提供招生政策、招生资讯、

录取查询等功能。“湖南科技大学”等校园微信公众号以及微信

小程序、微信朋友圈动态，提供学校招生录取信息公开。

（3）通过印刷刊物公布各类招生信息情况。通过湖南省教

育厅、考试院发行的《湖南高考指南-高校招生计划》《湖南高

考指南-高考志愿指导》专辑，公布学校招生政策及招生专业计

划，并在招生计划专刊刊登学校相关信息。在各省考试院志愿填

报指导刊物上，公布我校在各省的详细招生计划。

（4）通过在生源中学内树立高校展板公布学校招生信息。

在湖南省 65 所生源中学内树立招生信息展板，长期向学生展示

学校信息。

2.研究生招生考试信息公开情况

研究生院（部）逐项检查，全面、及时、准确地公开招生政

策、招生计划、录取信息、就业政策、就业服务等信息。具体情

况如下：

（1）全面公开招生信息。各个类别的招生简章、招生专业

目录、初试成绩、复试考生名单、拟录取名单等均在学校研究生

招生网、研究生院网站、相关学院网站、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等平台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招生信息发布渠道畅通。

同时，专门开通招生咨询电话，安排专门招生工作人员，对学生

提出的问题进行全方位解答。

（2）拓展信息公开平台。利用新技术推进信息公开，不断

规范公开程序、丰富公开内容、拓展信息公开平台。2022 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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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博、微信和校园 APP 上公开发布信息外，首次以直播的形式

进行研究生招生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财务信息公开情况

2021 年 9 月 1 日-2022 年 8 月 31 日，财务处共公开信息 6

项，均按照上级要求如实填报、及时公开。具体情况如下：

1.在学校财务处网页上主要公开财务管理制度；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两方面的信息（该两项期间无新

信息需要发布），并定期更新信息。

2.在学校信息公开栏公开三方面信息共 6 项，此类信息按照

上级要求及规定时间段公开：

（1）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包

括:2020 年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信息表；2020

年基金会收支。

（2）收支预算总表、收入预算表、支出预算表、财政拨款

支出预算表的发布与解读。包括：湖南科技大学 2022 年预算公

开。

（3）收支决算总表、收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财政拨款

支出决算表的发布与解读。包括：湖南科技大学 2020 年度部门

决算公开；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 2020 年度决算公开；湖南科

技大学 2021 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三）资产信息公开情况

2020-2021 学年，学校以服务学校建设发展和教育教学为宗

旨，围绕学校教学和发展的目标，积极推进资产信息及时有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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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从而更好地服务广大师生。具体情况如下：

1.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学校依据相关制度，对捐

赠管理性文件、捐赠项目、捐赠渠道以及捐赠动态等信息及时主

动进行公开。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我校 85 级

生物教育专业校友、湖南月意生态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月意向

学校捐赠“海牛”原石，目前展示在学校海牛广场；93 级数学校

友、湖南知明教育集团董事长凌建宏向学校乡村振兴对口帮扶点

永发村永发小学捐赠 30 余万元教学设备；09 级体育专业校友袁

亮宏向学校捐赠“光荣在校 30 年”纪念章 1000 个，由校友工作

办公室保管，教务处负责使用；2005 届应用化学专业校友、广东

悦榕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波向学校捐赠的抗疫物资，价值近

10 万元，由学校医院保管使用。以上信息均在学校新闻网进行了

专门报道。

2.仪器、物资设备采购招投标情况。采购与招投标管理中心

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程序，依法实施政府采购，顺利完成学校仪器

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项目 52 个。

2021 年 9 月 1 日-2022 年 8 月 31 日，在湖南省政府采购网、湖

南科技大学采购网共发布信息公告653个，其中招标公告225个、

中标（成交）公告 221 个、合同公告 191 个、更正公告 8 个、流

标公告 5 个。

3.重大基建工程、后勤服务类项目招投标情况。基建处严格

执行《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七部标管理办法）《政

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务部令第 87 号）《政

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74 号），坚持



- 10 -

一工程一招标，一项目一招标的原则，主动信息公开，阳光进行

招标。2021 年 9 月 1 日—2022 年 8 月 31 日，全年制作、公开工

程招标信息 141 条，其中湖南省政府采购网 87 条、湖南科技大

学采购与招投标网 54 条。

（四）人事师资信息公开情况

学校认真落实人事师资信息公开制度，成效明显。2021—

2022 学年，在人社厅、湖南科技大学校园网等网站公布人员招聘、

职称评审、人才项目申报等信息 23 条（部分招聘工作已完成，

公示内容已撤），其中人员招聘信息 4 条、“万人计划”青年拔

尖人才等各级人才计划申报信息 10 条、职称评审与岗位聘任信

息 4 条、师德师风建设信息 1 条、博士后工作管理信息 1 条、考

核、退休人员待遇调整等其他类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相关信息

3 条。在人事处网页公示信息 48 条。

领导重视，责任到人。学校高度重视人事师资信息公开工作，

要求人事师资信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公

开，特别是相关法规和政策、程序和结果等，扩大教职工的知情

权，每项公开的内容，都须注明联系人及联络方式，方便教职工

进行监督和投诉，以便及时处理。

程序规范，及时公开。在人员招聘、人才计划申报、职称申

报等工作中，人事处以网络形式向教职工全面公开申报通知、申

报要求及申报条件和推荐结果等信息，并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

行。在 2022 年退休人员待遇调整时，将上级文件和调整结果一

并告知所有了退休人员，使他们做到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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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渠道，创新载体。积极探索人才招聘新途径，除了在网

站上发布人才招聘信息之外，探索利用微信、新媒体等平台宣传

我校的人才引进政策；积极构建与国内外一流高校招就部门直接

对接联系的桥梁，打通人才引进与高校各学科和专业直通渠道，

大力提升人才引进效率和质量。目前已与国内 31 所一流高校、

19 个一流学科学校的招就部门建立会员单位，直接发布招聘信

息，成效显著。此外，人事处网站公布了科室职责、联系电话、

办事程序、办事结果等信息。面对各类服务群体，按服务内容建

立了职称联络员群、科大工资群、新进人员工作群等多种 QQ 联

络群。

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和教育部办公厅有关高校信

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通知要求，现将我校人事师资等信息公开情

况报告如下：

1.人员招聘。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各类人

员的招聘。

（1）招聘计划公开。学校各类人员的招聘计划按照公开招

聘工作的要求在网上进行发布。事业编制人员的招聘计划主要通

过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中国优秀人才网、海外博

士网、湖南科技大学校园网等网站广泛向海内外发布。非事业编

制人员的招聘主要通过湖南科技大学校园网向社会发布。

（2）招聘程序公开。严格按招聘方案中的程序组织招聘工

作。基本流程是：接收应聘者报名材料，审核材料，笔试和面试，

人事调配会，拟聘用人员名单，校长办公会议审定，体检和心理

测试，考察，确定招聘人员名单，公示（事业编制拟聘用名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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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社厅官网公示，非事业编制合同制招聘拟聘用人员名单在校

园网公示），签订工作协议。

（3）考核过程公正。严格按照公开招聘考核流程进行考核。

公开招聘辅导员和管理人员，采用笔试加面试的方法，评委通过

抽签方式确定并签订保密协议，考核内容在开考前 30 分钟由评

委给出，随机由工作人员复印送被考核人员考试，笔试部分考完

后密封试卷阅卷，面试部分由湖南省人社厅抽取的面试专家给出

的考核结论进行综合评定，根据应聘者综合考核成绩排名确定拟

聘用人员名单。公开招聘博士和高层次人才，采取学术评议和教

学及素质考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术评议主要是对考核对象提供

的科研成果进行学术评议；教学及素质考核是采取授课的形式进

行，主要对考核对象的教学水平、教学能力和综合素质进行考核、

考察。考核过程全程在纪委办监察处的监督下进行。

（4）招聘结果公开。所有经过招聘结果均在网上进行公开。

事业编制拟聘用名单、非事业编制合同制招聘拟聘用人员名单均

在校园网公示，自觉接受社会和参加应聘人员的监督。

2.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2018 年制定《湖南科技大学教

师岗位设置与聘用实施办法》，已经学校审定，要求校属各单位

遵照执行，进一步深化学校人事制度改革，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积极争取上级支持，今年，增加人才编

制 64 个。校长会审议通过岗位调整方案，优化调整学校专技和

管理岗位结构，共调整 31 名专技人员到管理岗位。

（五）教学质量信息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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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教务处主动公开信息有 310 多项，包含教

学公告通知、教学信息、管理制度、教学竞赛等；编制并发布 4

期《湖南科技大学教学状态与学风状况监控报表》和《教学督导》

简报。自 2019 年起编制发布学校《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准确、客观、真实地分析年度本科教学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

的问题，2022 年该项工作从教务处移交到教学评价与教师教学发

展中心。具体情况如下：

1.教学信息。2021-2022 学年学校共有 98 个本科专业，其中，

招生专业 84 个，当年无新增专业，停招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资源勘查工程、生物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教育、教育技术学、哲

学、汉语言、工业设计、园林、物流管理、无机非金属材料、金

属材料工程、材料化学、网络工程 14 个专业。

2.师资信息。除定期在学校主页栏“学校概括”中更新之外，

每学期的开学工作会议，校长所做的工作报告均会说明学校的师

资情况。目前，我校专任教师 1650 人，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

328 人，占专任教师 19.87%；具有副高级职称的教师 489 人，占

专任教师 29.64%；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817 人，占专任教师

49.51%；专任教师中硕士及以上学位的 1435 人，占专任教师

86.96%；博士学位的 1086 人，占专任教师 65.82%；硕士学位 349

人，占专任教师 21.15%；本科学历 215 人，占专任教师 13.03%。

专任教师中 45 岁及以下 1023 人，占专任教师 62%。具有外校学

院的教师 1530 人，占比 92.72%。

3.本科教学质量。学校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督

办函文件要求，执行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制度。每年在全面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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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认真分析本科教学状态数据基础上，按照基本要求和支撑数

据目录，编制并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报告主要内容有本科教

育基本情况、师资与教学条件、专业培养能力、教学建设与改革、

质量保障体系、学生学习效果、特色发展及需要解决的问题等八

个方面，并将 25 项核心数据体现在学校年度质量报告中，在学

校主页信息公开栏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4.毕业生就业信息

（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一是坚持“学校主导-学院主体-专业主责-全员参与”的工

作理念，完善常态化研判机制，每年坚持编制并发布《就业质量

报告》《本科招生录取大数据》。

二是通过就业公众号、就业服务网、创新创业网、QQ 群、微

信群等积极宣传国家就业创业政策，联系湘潭市人社局开展人社

服务进校园，创新开展 HR 面对面、就业微宣讲、就业创业个性

化咨询等活动，系统解决学生就业创业方面的疑惑。

三是建立原建档立卡贫困生台账，开展“宏志助航”培训，

推荐不少于 3 个就业岗位，通过“免、补、助、奖”体系扶贫与

扶志，保障有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毕业生 100%就业。

四是将学生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创业基础纳入人才培养方

案，列入公共必修课，集中备课，统一课件，精心编写教案；开

设选修课，形成科学合理、有机衔接的就业创业课程群；引进北

森生涯“吉迅”职业测评、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学院在线

开放课程、中公教育等优质资源，开展职业能力测评、职业生涯

体验周、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理想之歌”优秀毕业生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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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培训等系列就业能力提升活动，引导学生树立目标，明确方

向，充分发挥典范的激励作用。

五是深入开展校企合作，稳固就业市场格局。紧沿行业发展

动向，积极了解用人单位需求，加强政企校合作交流，已基本形

成行业单位、就业基地、人才市场三维一体就业市场格局。

（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

2022 年，我校毕业生总人数 8107 人，其中研究生 1005 人、

本科生 7102 人。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就业总人数为 6857 人，

初次就业率为 84.58%。其中本科生就业人数 5936，初次就业率

为 83.58%；研究生就业人数 921，初次就业率为 91.64%。

（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编撰《湖南科技大学 2021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湖

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 2021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按照

教育部的相关文件要求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上网公示。

（六）学生管理服务信息公开情况

学生管理服务工作是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学生管理服务信

息的公开情况直接关系到能否为学生服好务这一基本问题。为更

好的服务学生，学生评奖评优工作，按照发布通知文件、学院布

置工作、学生个人申报、学院审核学生信息、学院公示学生名单、

学工处审核学生信息、学校再次公示（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及官

方网站的形式公布和公告栏张贴等方式）、学校公开表彰等程序

进行。所有评奖评优指标和相关数据均在网上完成，真正做到公

平、公正、公开。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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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学费减免、助学贷款、勤工俭学、

应征入伍学费补偿情况

根据《湖南科技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办法》《湖南科

技大学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本学年，学生工作

处下发了《关于做好 2021 年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学

工〔2021〕23 号）《关于做好 2021～2022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认定工作的通知》（学工〔2021〕24 号）《关于报送 2021 年

度服兵役普通高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报材料的通知》（学工

〔2021〕25 号）《关于做好 2021 年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

金评审工作的通知》（学工〔2021〕27 号）《关于做好 2021 级

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卧具军训服补助发放的通知》（学工〔2021〕

28 号）《关于做好 2021 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御寒棉衣补助补助

发放工作的通知》（学工〔2021〕33 号）《关于湖南科技大学学

生勤工助学岗位招聘的通知》（学工〔2021〕35 号）《关于做好

寒假期间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送温暖”工作的通知》（学工

〔2021〕44 号）《关于做好湖南科技大学“清华紫光·新华三集

团”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学工〔2022〕2 号）《关于取消

2021-2022 学年春季国家助学金资助资格的通知》（学工〔2022〕

7 号 00）《关于补充 2021-2022 学年春季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的

通知》（学工〔2022〕8 号）等通知。

经个人申请、学院推荐、学校审核评定，共评审出 52 位学

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共 41.6 万元；1047 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

学金，共 523.5 万元；7081 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金，共 2336.4

万元；为 9 位贫困毕业生减免学费 2.09 万元；为 4360 位学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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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国家助学贷款 3935.81 万元；为勤工助学学生发放工资 246.82

万元；为 138 位应征入伍学生申请学费补偿 214.45 万元；退役

士兵助学金 284 人，资助学金 93.72 万元；清华紫光奖助学金 50

人，共计 20 万元；军训服、卧具补助 4.61 万元；寒衣补助 9.58

万元等，以上结果均通过宣传栏张贴、网站公示、资助工作 QQ

群、微信公众号公布等形式予以及时公开。

2.学生奖励办法情况

（1）根据《湖南科技大学本科生奖励办法》（科大政发〔2020〕

52 号）的评选要求及比例，学生工作处下发了《关于做好 2020

－2021 学年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奖学金评定及评先评优工作的通

知》。

（2）按照湖南科技大学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奖学金评定和

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评选的要求，认真完成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

自评、互评以及其他奖项的认定和附件上传工作。各学院严格审

核学生个人填报信息，核查学生的技能证书、外语等级成绩以及

创新与实践能力是否属实等，如发现学生填写内容与事实不符将

取消评奖、评优资格并给予严肃处理。

（3）各学院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按照评优评

奖各项条件和流程，对评奖评优结果进行公示，及时核实、处理

和反馈学生反映的各种意见。

（4）学校根据学院公示情况，严格审核信息，确保信息无

误后，及时通过宣传栏张贴、网站公示、湖科学工 QQ 群公布等

形式予以信息公开。

（5）本学年度，依据《湖南科技大学本科生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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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共奖励学生个人和优秀集体共计 15443 项，奖励金额共达

627.91 万元。

3.学生处分办法情况

学校坚持人性化、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原则，结合《湖

南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和教育部教育管理文件精神，保

证违纪处理行为的客观、公正，切实保障每一位违纪学生的合法

权益。每一位违纪学生的处理均必须有材料依据，并需要通过院

务会（院党政联席会）谈话、学工处（教务处、保卫处）审核、

报送学校发文、学生签名确认等多个环节。给予留校察看处分需

报主管校领导批示，给予开除学籍、退学处分需按要求报校长办

公会议研究决定。本年度，共处分各类违纪学生 4 人次。

4.学生申诉办法情况

学校在现有《学生申诉处理办法》的规定下，每年定期调整

教师和学生代表名单。

5.学风建设情况

（1）成立领导小组。学校成立了主要校领导担任组长，相

关校领导、教务处、研究生工作部、学生工作部等相关职能部门

领导为成员的学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听

取学风监测报告，剖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加强学风建设的

针对性举措，学生工作处负责领导小组的综合协调工作；各教学

院成立学院学风建设工作小组，由学院院长担任组长，主管教学

和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以及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担任副

组长，成员包括其他院领导、辅导员、班主任、教师和学生代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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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日常行为检查。对各学院学生的到课率、教室卫

生等情况进行抽查，及时统计分析相关检查数据，进行学院排名。

本年度共开展 150 余次日常行为检查。

（3）创新工作方式。一是建立聘请校友代表为学生班级第

二班主任的新机制，通过校友班主任联系班级、指导班级开展相

关学习；二是建立学风建设长效机制，完善了学风建设工作方案，

进一步构建学生主体、教师主导、院长负责的综合协调、多方联

动机制。加强过程管理，强化学风状态监测；加大对学生英语过

级、考研的支持力度；统筹规划，努力实行学生集中自习管理；

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学生党团骨干的示范引领作

用。

（七）学术规范公开情况

学校历来高度重视学术道德建设，着力加强制度建设，逐步

完善学术规范的系列制度，建立和完善学术诚信体系，形成预防

与处理的长效机制。

1.建立健全机制。修订完善《湖南科技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

不端行为实施细则》（科大政发〔2021〕7 号），通过强化“问

责制”和“问效制”，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

力度。制定系列制度与办法，通过文件、报告、会议等形式进行

宣传和学习，为弘扬优良学风，规范学术行为；完善学术诚信体

系，杜绝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现象；营造健康向上的学术氛围

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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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监测力度。社科处购入中国知网（CNKI）研制的“学

术不端检测系统”，重点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论文、专

著、研究报告等）进行查重检测。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为评价科

研成果的学术价值提供了相对客观的参考，规范了成果标准，提

高了整体意识，提升了科研成果质量，有效地预防了学术不端行

为，遏制了学术腐败发生，维护了学校声誉。

根据上级和学校关于信息公开的相关工作要求，学校科技

处、社科处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公开相关文件、制度。在学校官网二级站点“科学研

究”的“科研政策”栏目中，公开了以下制度：《中共湖南科技

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的若干意见》《湖南科技大

学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的通知》《关于成立湖

南科技大学学风建设委员会的通知》《湖南科技大学学风建设实

施细则》《湖南科技大学学术道德建设管理办法》《湖南科技大

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

（2）公示相关评审结果。社科处按照相关文件、办法、通

知的要求，对涉及到校内组织评审的项目、成果等内容，均在校

园网站上进行了公示。

（八）学位、学科信息公开情况

学科处主要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进行信息公开，本年度共召

开各种会议 7 次，认真审议了学校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

展和学风建设等事项，切实履行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工作

职能，有力地推动了学校各项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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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召开专门委员会 6 次

（1）2021 年 9 月 8 日，召开教育教学专门委员会会议，推

荐评审湖南科技大学2021年煤炭行业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学团队，

经委员审阅材料并投票表决，推荐教学名师 2 人，教学团队 1 个。

（2）2021 年 9 月 23 日，召开学术评价委员会会议，推荐评

审“芙蓉学者”奖励计划人选，经委员审议并投票表决，推荐 3

人为“芙蓉学者”特聘教授，7 人为“芙蓉学者”青年学者，9

人为“芙蓉学者”讲座教授。

（3）2021 年 11 月 9 日，召开学术道德与监督专门委员会会

议，审议省论文涉嫌造假事件，经委员审议，决定委托社科处重

新调查。

（4）2022 年 6 月 15 日，召开学术评价委员会会议，审定湖

南省“三尖”创新人才项目，经委员审阅材料并投票表决，推荐

彭延峰申报国内一流学科“荷尖”人才，余伟健申报“拔尖”人

才，李贺等 8 人申报学科“荷尖”人才。

（5）2022 年 7 月 8 日上午，召开学术评价委员会会议，推

荐评审 2022 年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经委员审阅材料并投

票表决，同意将 10 部学术著作纳入 2022 年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

助。

（6）2022 年 7 月 15 日，召开教育教学专门委员会会议，审

定湖南科技大学 2022 年新专业申报，经委员审阅材料并投票表

决，推荐数字经济等专业申报新专业。

2.召开推荐委员会 1 次

2021 年 12 月 13 日，召开推荐委员会会议，推荐评审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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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经委员审阅材料并投票表决，

推荐游波等 9 人（其中 1 人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为 2021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侯选人。

（九）对外交流与合作信息

1.公开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本年度无校级领导干

部因公出国（境）情况。对国家留学基金委的申报、青年骨干教

师研修项目推荐人选、教师因公出国（境）参加学术会议和交流

访问等信息进行公示，方便全校师生了解和监督。

2.公开中外合作办学情况。在学校主页和国际交流处网站公

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年度报告。项目的人才培养方案、收费标准、

颁发证书等相关信息均可通过学校相关部门网站查询，做到项目

信息公开透明，办学信息在法律框架下全面公开。

3.公开校际合作和学生出国留学信息情况。对于重点的国

（境）外学校的招生报名信息，如与美国圣母大学合作奖学金项

目申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校际合作项目和英国西苏格兰

大学等报名信息在学校校园网公告栏或国际交流处网站内予以

公开；学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的报名信息在国际交流处网上

发布，通过公开方式送达至意向学生，并严格按照公布的选拔方

式选拔学生。

4.公开国际学生管理相关规定情况。在国际交流处网站公开

与留学生管理、学生出国（境）等工作相关文件。保证留学生管

理规定信息公开做到规范有序，明确分工安排；实行专人负责，

统筹安排工作；严格按照“先审查，后公开”原则，如遇特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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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则坚持“一事一审”原则予以公开。具体审查流程为：留学

生管理科上报本科室需进行公开的相关信息→综合科进行汇总

→单位领导负责初审把关并提出修改意见→留学生管理科再次

修改→单位领导进行最终审阅→综合科进行登记后，予以公开。

四、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学校已在《湖南科技大学信息公开实施细则（试行）》中明

确了依申请公开的受理机构和程序，并在网站上公开了受理程

序。本学年，学校未收到依申请公开事项。

五、对信息公开的评议及举报情况

学校通过校园官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方式，让师生员工和

社会公众参与到学校信息公开工作中来。“校长信箱”“教育阳

光服务”等版面已成为学校师生反映具体问题和建言献策的重要

平台。学校在“湖南科技大学信息公开网”公布了学校信息公开

的办公地址、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和通信地址，主动

接受社会公众和师生员工的监督。本学年校内外对学校信息公开

工作整体比较满意，没有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复议、

诉讼的情况。

六、存在的不足与改进措施

2021-2022 学年，我校信息公开工作稳步推进，在提升信息

公开机制的规范性、信息公开内容的时效性、信息公开渠道的多

样性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下一步，我们

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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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善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学校将对标《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条例》，按照教育部信息公开工作的整体部署，

结合当前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实际推进信息公开工作，适时启动相

关文件的修订工作。

二是强化信息公开监督工作。加强对校内二级单位信息公开

的指导与监督，对责任部门信息公开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定期审

查，及时发现、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落实清单公开事项

不打折扣。

三是持续建设信息公开平台。在现有公开渠道基础上，结合

新的信息传播规律和特点，优化页面栏目设计，增加网上留言咨

询的受理和反馈机制，提升网站互动性。

七、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学校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附件：湖南科技大学落实《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

网址链接

湖南科技大学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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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科技大学落实《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网址链接

序号 类 别 公 开 事 项
责任单位
（简称）

学校公开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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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办校办

·学校简介 http://www.hnust.edu.cn/xxgk/xxjj/index.htm
·校领导简介及分工 https://www.hnust.edu.cn/xxgk/xrld/index.htm
·学校机构设置 https://www.hnust.edu.cn/xxgk/zzjg/index.htm
·学科专业、师生人数等数据 http://www.hnust.edu.cn/xxgk/xxjj/index.htm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
度

党办校办

·学校章程
http://djgz.hnust.edu.cn/zcss/xxzc/ee427c45763640bd80b2ecc330c7377a.ht
m
·教学制度 http://jwc.hnust.edu.cn/gzzd2/index.htm
·学生管理制度 http://xg.hnust.edu.cn/gzzd/index.htm

·人事制度 http://rsc.hnust.edu.cn/zcgz/rsgl/index.htm

·科研制度 https://science.hnust.edu.cn/kyzc/xn/index.htm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
作报告

校工会
·教代会制度 http://gonghui.hnust.edu.cn/gzzd/index.htm

·提案登记表 https://gonghui.hnust.edu.cn/mzgl/sjsctadjb/index.htm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
告

规划与学科处
·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 http://xkc.hnust.edu.cn/xxswyh/index.htm
·年度报告
https://xkc.hnust.edu.cn/xxswyh/fa3ac9cf09c744cf8359eab6ba1099e7.htm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
及重点工作安排

党办校办
http://xxgk.hnust.edu.cn/jbxx/xxfzghndgzjhjzdgzap/5a7bee2fa2094a80bfdb
b467af356d58.htm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党办校办
http://xxgk.hnust.edu.cn/jbxx/xxgkndbg/db2dd041004a4d438fc00797b53e0f4
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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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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就处
·招生章程 http://zs.hnust.edu.cn/zsxx/zszc/index.htm
·分批次、分科类招生计划 http://zs.hnust.edu.cn/zsxx/zsjh/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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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就处 https://zs.hn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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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就处 http://zs.hnust.edu.cn/lqcx/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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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就处 https://zs.hn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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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院
https://graduate.hnust.edu.cn/zsgz/sszs/96d92455d16c47fa88869547aab5f7
39.htm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 研究生院 https://graduate.hnust.edu.cn/zsgz/sszs/index.htm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研究生院 https://graduate.hnust.edu.cn/zsgz/sszs/index.htm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 研究生院 https://graduate.hnust.edu.cn/index.htm

3

财务
资产及
收费
信息

（7项）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财务处
国资处

·财务制度 http://cwc.hnust.edu.cn/gzzd/index.htm
·资产管理制度 http://gzc.hnust.edu.cn/zcfg/xnzd/index.htm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
况

财务处
国资处
校友办

http://xyh.hnust.edu.cn/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

财务处
国资处

2020 年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信息表
http://xxgk.hnust.edu.cn/cwzcjsfxx/cwjsfxx/4ab9d7d2a2264081870543f8f2e
5a2c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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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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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资处
基建处

后勤管理处

·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招投标
http://gzc.hnust.edu.cn/cgxx/index.htm
·重大基建工程招投标 http://jjc.hnust.edu.cn/zbxx/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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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处 http://xxgk.hnust.edu.cn/cwzcjsfxx/cwjsfxx/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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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处 http://xxgk.hnust.edu.cn/cwzcjsfxx/cwjsfxx/index.htm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
标准及投诉方式

财务处 http://cwc.hnust.edu.cn/

4

人事

师资

信息

（5项）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组织部 https://www.hnust.edu.cn/xxgk/xrld/index.htm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

情况
国际交流处 本年度无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人事处 http://rsc.hnust.edu.cn/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

聘信息

组织部

人事处

·中层干部任免 http://djgz.hnust.edu.cn/gbgz/gbpr/index.htm
·人员招聘信息 http://rsc.hnust.edu.cn/zpxx/index.htm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工会

人事处
保卫处

http://xxgk.hnust.edu.cn/rsszxx/jzgzyjjbf/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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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处

人事处

·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http://xxgk.hnust.edu.cn/jxzlxx/bkjxxgxx/411c860f88b440f1aaec97227eb3a
8aa.htm
·教师数量及结构
http://xxgk.hnust.edu.cn/jxzlxx/bkjxxgxx/9bfdefbcf3964a0d96df8b21a2777
1e9.htm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

停招专业名单
教务处

http://xxgk.hnust.edu.cn/jxzlxx/bkjxxgxx/9ef13c730c8648a19364217417bb5
6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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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处
http://xxgk.hnust.edu.cn/jxzlxx/bkjxxgxx/4477eb497e1340c3944d8aaaf782c
5e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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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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处
http://xxgk.hnust.edu.cn/jxzlxx/bkjxxgxx/4477eb497e1340c3944d8aaaf782c
5e6.htm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

和指导服务
招就处

·促进本科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http://jy.hnust.edu.cn/
·促进研究生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http://jy.hnust.edu.cn/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

率、就业流向
招就处

·本科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 http://jy.hnust.edu.cn/
·研究生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 http://jy.hnust.edu.cn/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

告
招就处

http://jy.hnust.edu.cn/detail/news?id=659581
http://jy.hnust.edu.cn/detail/news?id=659576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教务处
http://xxgk.hnust.edu.cn/jxzlxx/yzjyfzndbg/cfa4023c71cf4df5a3c7cbdcd9b
a870e.htm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教务处
http://xxgk.hnust.edu.cn/jxzlxx/bkjxzlbg/026c9246843a48008d0f9649cb0e0
115.htm

6

学生

管理

服务

信息

（4项）

（36）学籍管理办法
教务处

研究生院

https://jwc.hnust.edu.cn/jwk/jxyx/87d639a3737e49fbbdb2127b50197e1b.htm
https://jwc.hnust.edu.cn/jwk/jxyx/87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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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工处

研究生院

·湖南科技大学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http://xg.hnust.edu.cn/gzzd/c98f5b603a754aff8449d60918b79bb5.htm
·湖南科技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办法
http://xg.hnust.edu.cn/gzzd/d22b97162bac4202849ff38abf9adc4b.htm
·相关资助工作文件
http://xg.hnust.edu.cn/ggtz/index.htm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学工处

研究生院

·湖南科技大学本科生奖励办法
http://xg.hnust.edu.cn/gzzd/f93ee5357c7f4b548e897e8f91cd27f1.htm
·湖南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
http://xg.hnust.edu.cn/gzzd/77735c15717b4c42825b3849a3b6c83d.htm

（39）学生申诉办法
学工处

研究生院
http://xg.hnust.edu.cn/gzzd/705d68988c7549c59b524c4fa11fc9a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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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风

建设

信息

（3项）

（40）学风建设机构 学工处 https://xg.hnust.edu.cn/xsfw/xfjs/index.htm

（41）学术规范制度
科技处

社科处
https://science.hnust.edu.cn/kyzc/9c9adcf901694b28abb915584a12a9c2.htm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科技处

社科处
https://science.hnust.edu.cn/kyzc/ab4e3f43ff124e718c955b3a8d84d7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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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院

http://graduate.hnust.cn/wjgzzd/wj/655fc18ab0ab444cbc84112f8463cf28.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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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院 http://graduate.hnust.cn/xwgz/gzzd1/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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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与学科处 本学年度无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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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与学科处 本学年度无此项工作

9

对外交流

与合作

信息

(2 项)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国际交流处 https://dwll.hnust.edu.cn/hzjl/hzbx/index.htm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国际交流处 http://dwll.hnust.edu.cn/lxkd/gzzd/index.htm

10
其他

（2项）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

意见整改情况
纪 委 本学年度，巡视组未来校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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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卫处 http://xxgk.hnust.edu.cn/qt/glsjxxdzdsjdxgxx/5559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