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大学文件
川大校 〔2014〕 25号 基友人:李光完

四川大学美子扱送 《四夕:!大学倍息公弄

年度工作報告 (2014)》 的報告

教育部信′息公升亦公室:

接照教育部下友的 《教育部美子公布 〈高等学校信′急公升事

項清単〉的通如》(教亦斤函 〔2014〕 23号 )わ 《教育部亦公斤

美子微好高校信息公升工作年度報告工作的通知》(教亦斤函

〔2014〕 55号 )等文件要求,我校汰真姐鉄了全校各有美単位対

上一年度 (2013年9月 1日 至2014年 8月 31日 )信′急公升工作情況

逃行了′こ第,井在此基拙上,第合学校信息公升工作升晨的実豚

情況,端 tll了 《四ノ|1大学信息公升年度工作報告 (2014う》「 現報

上,清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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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1。 四川大学信
`息
公升年度工作報告 (2014)

2。 四川大学壇辻信′息/Ak升寺杜公布 《高等学校信′息公

升事項清単》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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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大学倍息公弄年度工作報告

(2014)

接照教育部下友的 《教育部美子公布 (高等学校信′急公升事

項清単〉的Eil舛 》(教亦斤函 〔2014〕 23号 ,以下筒称 《清単》)

利 《教育部亦公斤美子倣好高校信息公升工作年度報告工作的週

如》(教亦斤函 〔2014〕 55号 )等文件要求,我校汰真俎奴了仝

校各有美単位対上一年度 (2013年9月 1日 至2014年 8月 31日 )信

息公升工作情況逃行了
`こ
錯,井在此基拙上,第合学校信

`息
公升

工作升晨的実昧情況,端 tll了 本年度扱告。全文共包括信息公升

工作概述、主勁公升信′急情九、重′点頷域信′息公升情況、依申清

公升和不予公升情況、升信′息公升的坪洪情況、因学校信′息公升

工作Iitrll挙 扱的情況以及信息公升工作主要姿お、存在的同題利

茨逃措施等七部分内容。

一、信′息公升工作概述

2013-2014学年,我校深入貫御党的十八大精神和コ近平,こ

ギ泥系夕1重要排活精神,全面貫御落共国家教育友晨規支1銅要,

大真俎鉄実施学校 “十二五"規支1,現田和が大党的群A路銭教

育実践活功成果,か快一流大学治理能力建没,深化妹合改革,

仝面推逃学校内涵友晨。一年来,我校高度重視信′息公升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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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錯合学校重点工作,札共推逃,取得了新的逃晨。

(一 )完善四川大学信′息公升図堵建没,提升信′急公升服券

― 反量.―

本年度,我校重点か張校因図箸建没,学校主更茨版,校園

回第二出口 (公園)帯寛大幅度植大,元銭校園囲工程先后対望

江、準西校区的重点公共区域逃行了元銭校困図 (scuNET)覆

蓋,与此同時学校信′息公升回堵也俎須了茨版,か張仝校信′息公

升的推逃力度,が大信′息公升疱曰。回堵公升的全部信
`息均与所

渉及的単位或部11逃行洵通、碗汰,碗保信息公牙内容的准碗

性。2013年底,完成了全部似公升信′き的内容格式林准化調整,

井正式向社会集中友布。新版信息公升図靖,布局更か科学、合

理、便掟,内容更カロ充実、キ富,近行至今,受 Fll校 内りT生有社

会好坪。

(二 )借力 《四川大学章程》的tll定方実施,サ大信息公升

疱曰。

本年度,我校已盗tll定 了 《四川大学章程》井扱埜教育部核

准机行,借助 《章程》的制定,全面清理了学校的各項規章制度

与管理文件,現己形成以 《章程》力核′む的晨次清晰、内容規疱

的lll度体系,速也力我校的信息/Ak升工作提供了更か系坑、准碗

的似逃行公升的信
`息来源。各相美規章制度的公汗,板大程度的

「
大了我校信息公升的疱曰,キ富了公升的内容。

(三 )挙亦督査考汗活動,菅造良好的信′息公升工作気曰。

根据 《四川大学校券公升工作督査考坪わ責任追究亦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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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姿学校冴充決定,我校千2014年 4月 ,俎鉄了仝校疱目的

校券公升自査考核工作,井最終汗逃出了2012-2014年度炎券公

升先逃単位6企、院券公升先逃単位10企。こせ此次自査有考

汗,学校各単位逃一歩完善了院 (炎 )券公升的具体工作要求 ,

強化了信
`急
公升的内容,鍛煉了信′息公升工作仄伍,也促使其友

現工作中的不足,逃一歩提升信′急公升工作。

(四 )推送信′急化建没工程,力信′息公升工作的友晨提供張

有力的保障。

我校全面推逃信息化建没工程,完成了校園筑一短信平台建

没,以及亦公自勁化 (OA)系 銃牧友文管理模決淑1拭工作,井

在全校各単位推声拭用,在文件借逃、答輪数率大幅提升的同

時,也提高了学校信息公升工作的布置和反後数率。全面牙Ell了

教駅工企人信
`息

11声 図堵,実現了一次性単′点登永逃入多系筑,

在方便教駅工亦理各事項的同時,也力限子 “校内或一定疱曰公

升"的信息友布提供了途径。下一歩,我校杵逃一歩杓建完善数

据共享、立券融ri■的信息化管理服券平合,学校信息公升回靖格

可実現包合各美公升疱曰美型的信息内容,友拝新型載体的功

能,有什対性地力相鹿群体提供信
`息
服券。

二、主勁公升信′息情況

我校接照 《四川大学信
`急
公汗実施亦法》

～
《四川大学信息

公升曰乗 (2013)》 (以下筒称 《曰永》),以公升力原ス1,以不公

升力例外,主功公升学校信′き。本年度,我校信
`息
公升内容主要

包括学校概況、友晨規支1、 年度工作、人オ培界、招生工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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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管理、科研管理、千部人事、対外交流、財弁有姿声管理、基

建管理、先栓常汁、公共安全寺后勤保障、工会工作等十四企公

升美ガ1,下没二十一企公升事項、九十六企具体項目。学校信′息

公升図堵作力主要載体,対 《目永》内容逃行了集中公升。

2014年 8月 ,根据教育部 《清単》要求,我校対 《清単》所

夕1各条曰相美内容有 《曰永》内容逃行了整合,井予公升,現 已

全部完成了 《清単》所列各項内容的公升工作.

(一 )主功公升信′息的′意体情況

2013-2014年度,我校墾象強化主勁公升信息的工作理念 ,

主勁公升信
`急 共21249項 ,其中渉及党攻工作、人事管理、教育

教学、学木科研、財券管理、后勤工作、社会服弁等方面的内

容。

(二 )主勁公升信′息的形式与載体

我校主功公升信′息的形式利載体多祥,学校信
`息
公汗回、学

校主更及二象更面足我校主功公升信
`息
的重要渠道,男 外,透有

毎年出版的 《四川大学年基》、毎半今月出版一期的 《四川大学

技》、分布在校国内的校券公升程、以及不定期縮印的文件、各

群指南等多科形式。2013-2014年度,我校共印友了 《督査筒

扱》13期 、《校頷早接待ロエ作筒扱》25期 。同時,我校迩通辻

信息公告杜、屯子呈示屏、触模屏、新浪微博、膳派微博、微

信、人人口、QQ群、校因貼嘔、工作筒扱等多科形式搭建起覆

蓋校、院、部 (炎 )西象,載体明碗、形式多祥的信息公升図

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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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子学校重人事項的信′息公升,我校実行新同友布会制度。

学校建立了校、院西級 “双代会"制度,向 学校りT生員エミ扱学

校有美友晨有建浚情現。同時,学生会、研究生会、困代会、高

退体工作Iil扱会、教駅工和学生産淡会,以及教りT和 民主党派代

表参カロ校弁会等也足我校信
`息
公升的重要途径。

(三 )逍せ信′息公升寺杜向社会/Ak布 《清単》所rll事項情況

我校在牧至1《清単》后,随ヌF由相美校頷早召升了寺題会 ,

接 《清単》所列条日明碗了相美責任単位,井根据 《清単》所夕1

条曰与我校信′急公升現有公升情況逃行了分美整理。学校根据各

単位整理后上扱的資料,分美整合至1四川大学信
`急
公升国主勁公

升的相美杜曰中,現杵 《清単》所夕1信 ′息的公升情況逐条洋如現

明(洋几附件2).

三、重点頷域信息公升情九

(一 )招生頷域信息公升情況

我校全面貫御落共教育部招生 “陶光工程",芦格机行教育

部的高校招生信息 “十公升"政策,か大信息公升力度,筆伊

招生公汗、公平、公正,碗保声大考生的切身dll益 ,重点信息公

升女口下:

1。招生章程及特殊美型招生筒章公升:在四川大学本科招生

信息在銭図堵招生章程和筒章,主勁公升了学校概況、寺立没

畳、りT資仄伍、亦学特色、招生章程、招生汁支1、 永取規ス1、 牧

費林准等内容.透在教育部 “陶光高考信
`息
子合"友布普通美本

科招生章程。

-7-



2.招 生汁支1及招生亦法公升:接要求tll定 了本年度各美招生

汁女1以及招生実施亦法,4上象主管部11常 llL以 后在我校本科招

生信.息在銭回靖上友布,同 時及叶扱送至1各省招亦,通せ省象招

生部11渠道向考生所在省公布 .

3.特殊美型招生入地考生資格及淑1拭錆果公升:在特殊美招

生扱絡、考拭、乗取二企主要工作隣段,仝面、准碗、及叶友布

相美招生信息,八筒章公布、扱名、資格常核、淑1拭 、公示等招

生永取不市,均 Iilせ本科招生信息在銭回堵逃行信息公升,同 時

公布申訴屯活,接受社会公炎監督。在招生逃抜辻程中,か張特

殊美招生考券管理与監督,芦格接照 《四川大学2014年特殊美招

生筒章及工作程序》執行,井由工作俎、監察俎、寺家俎三姐協

作,芦格実行招考分高的方式,考拭辻程仝程乗像。

4.乗取信
`急
公升:升通特殊美型招生回上扱名系坑,考生Ii■

辻咳系坑填扱企人信息,査洵招生筒章、扱考流程、入地第果等

信′急。在招生乗取期日,通辻我校本科招生信息在銭図靖及叶公

布我校乗取奪果査洵亦法和乗取逃程,提供乗取錯果和乗取通舛

ギ寄友情況査・it;毎年永取奪束后,在我校招生回堵上及叶公布

我校在各省 (自 治区、宣格市)乗取錯果及乗取最高分、最低分

及千均分等乗取洋如情況。

5。招生各洵及考生申訴渠道公升:杓建了屯活各・it、 現場客

洵、図箸各詢、招生微博、微信平合,招生由F箱、QQ群、■信

等多元化的招生信
`息
公升平合.

6.重大地規事件及炎理錆果公汗:由子芦格執行招生陶光エ

ー 8-



程,我校逹数九年来在招生せ程中元重大逹規事件友生。

(二 )財券頷域信息公汗情現

―■財弁信
`急
公升基本情況

我校財外部11本着 “実豚、実用、実数"的原ス1釈板推逃財

券信息公升,杵信息公升作カカロ張管理利提升服券的有力挙措 ,

提高了工作的透明度,促逃了工作決策的民主化,搭建了一企上

下錯合、内外洵通、互相監督的平合。

2■券信
`急
公升的特色微法与形式

(1)建立財券信
`急
公升制度,使信′息公升規疱化。

対千公升内容、公升形式、公升程序和監督管理等方面,学

校以制度的形式碗定下来,倣rlltttll度可依。学校成立財姿工作

委員会,財盗工作委員会在校K的坑一頷早下協調学校財埜エ

作。 学校変費実行校院両象管理,学校財券炎対全校財径活勁

実施坑一リヨロ管理,学院財姪頷早小俎対本単位姪費逃行管理、

常批和使用,井承担相鹿的経済責任.

(2)通辻学校的各群会洪,建立財券信息定期ミ扱lll度 .

学校在毎年召升的双代会上自分管財姪工作的副校K倣年度

財埜工作扱告,向教駅工代表通扱学校上一年度的鰊合財券牧

支、4費重点投入頷域和当年的財弁預算安羽卜等情況,接受片大

師生員工的監督。

学校財外部11定期升晨財券培り1会和座淡会,杵学校財埜攻

策
～
財券管理上的最新思路等有針対性的向有美部日和人員逃行

宣借和沸解,消 除財券管理信′息不対称障碍。邊清学校各単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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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員参カロ座淡会,片た愛牧教駅工意見,政逃学校財弁工作。

(3)ミ辻友布各炎文件資料,公升財券規章lll度及相美財

券信1き」 ―――   ―

杵有美財券規章tll度、財券亦事流程等以学校文件形式公布

執行,呪告知財券規定,又接受群A監督。縮制井印友了財券手

肝わ財盗工作手妍.

(4)拓寛宣侍渠道,没立公示宣借寺杜、各・it投訴屯活、

意見箱利財券1lo屯 活,充分友拝財券公牙信息反債渠道的作

用。

(5)借助現代化囲箸信息技木手段,促逃学校財券信′息公

升.

不1用 図箸信息子合友布財券文件制度等信息,肺生貝工通せ

労同財券炎図堵,実叶了解わ掌握相美信息的同時,監督財券炎

的工作.建立了図上財券査洵系銃,在財券交図堵中没畳同答系

坑,対学生、教駅ェ的具体疑同逃行解答。通辻建立財券秘ギ

QQ群、税牧寺管貝QQ群和学院分管財弁院長郎箱、財券短信

千合定期或不定期友布国家利学校最新財姿政策、規章制度、萩

姿費分配わ使用管理規定等。在科研盗費自査自夕1除段,通せ屯

子郎箱向全校教駅工友送科研姿費管理的相美文件精神、自査自

多1工作的壇郷和温馨提示.編写工作筒扱,在短信和微信平合友

送要求全校教取工対科冴項目逃行自査整政的短信提示,以身迪

的案例,逃行警示教育。

(三 )人事飯域信
`息
公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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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仝俎鉄机杓,碗保信息公升工作健康有序升晨

接照学校 《美子印友 (四川大学信息公升実施亦法〉的通

知》
(ノ

|1大校 〔2010〕 22号 )文件精神,人事炎成立了 “人事炎信

息公升頷早小俎",炎K任俎K,副炎K任副俎長,所有科室的

正科長任俎貝,日 常工作由鰊合科寺人負責。

2。 tll度健全,碗保信
`息
公升工作有法可依

人事部11建立了信′急公升申清tll度、信
`息
公升督査lll度和信

息公升考核tll度等。建立了 “寺駅人員一分管頷早―主管頷早"

三象信′息公升監督自査模式,定叶俎鉄各立券科室自査、互査信

息公牙。対信息公升工作源共的取工升晨工作考核,碗保及叶、

有妓地友布皮主勁/Ak升 的信息。考核分力接叶同考核和接事件考

核両企晨次,多祝角地保江了信′息公升工作的完整性和有妓性。

3.奄1新工作方式,力保信息公升工作取得共数

信息/Ak升実行多渠道,八面対面吝洵、屯活吝詢,接待来労

教駅貝,Fll図 堵、郎件、QQ群、宣侍資料等方式,信息公升多

祥化。在重大事項決策征求意見的工作頷域,長期以来一立堅持

信息全面/Ak升 ,多 角度采熱建洪的工作模式。対渉及rll学校友

晨,渉及rll全体教駅工共同lll益 的事項,釆取口箸、信件、屯

活、教駅工座淡会、学校寺題会会洪等征集方式,碗保了決策的

正碗性、代表性。

四、依申清公升利不予公升情況

根据 《四川大学信息公升実施亦法》,我校明魂了依申清公

升的受理机杓足信息公牙工作亦公室,井在学校信息公升図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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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受理程序、咲系人有咲系方式等基本信′急。

2013-2014学 年度,牧 rll依 申清公升的信件1封 ,渉及体育

信管理内容ぅ已及叶有数回隻.仝年共接受井口夏有妓口上信箱

(ギ 泥、校K信箱 )来信456件 ,主要渉及人事、教券、招生就

立、亦学不境、后勤服券等方面。

我校仝年元信
`息
公升牧費和戒免情苑.

五、対信′急公升的坪洪情況

我校建立了信息公升情況涯扱有考核tll度 ,就工作中的反債

意見女口何人理和解決向全校逃行Iil扱。接学校信′急公升工作要求

和実施亦法,明碗了責任追究制度。対千逹反信息公升工作流程

和規定的人員,格根据具体情況給予相泣的炎理。

六、因学校信′息公升工作道Fll挙扱的情況:我校全年元任何

因信′息公升ila至幡 扱的情況.

七、信息公升工作存在的主要同題わ政逃措施

本年度我校信′息公升工作接歩推逃,量荻得了一定友晨,仁

同時,也友現了工作中的一些不足利有待改逃的地方.接下来,

我校杵重′点曰銃逃一歩拓寛信′息公升疱曰有内容、提升信′急公升

仄伍能力、逃一歩完善信′息公升的考坪々督察工作等方面か張信

息公升工作.

(一 )拓寛信′息公升疱曰,カロ張信
`息
公升内数 没

錯合学校大力推逃数字化校園建没,不断提升信′息化管理水

平,格力逃一歩推功学校信息公牙工作起rll釈板推功作用.借助

学校数字化校因建没,不断完善信′息公汗図堵的建浚,提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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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升信′息牧集、整理わ友布的水平与能力,緊眼学校信息化工程

建没的歩伐,俎鉄十1定信′息公升図堵信′憩上報流程,カロ張図堵林

准化、規疱化建浚,更か及叶、高妓的満足社会不断群体対我校

的信息公升需求。逃一歩拓寛信息公升的方式利内容,逐歩実現

交錆呆公升力辻程公升,交部分公升力全面公升,交静恣公升カ

功恣公升,及叶、便掟地向社会各界利仝校師生提供信息。

(二 )強化培ツ1有立券指早,提高信息公升仄伍能カ

根据学校現有信′急公汗人員仄伍建没工作情苑,結合工作中

邁rll的突出同題,カロ張理搭培ツ1和 立券指早,力 争建立一支規

疱、高妓的信
`急
公升仄伍。強化依法治校、民主亦学理念,明 碗

信′息公升工作人員的蘭位釈責,増強各単位工作人員的思想意沢

和立券水平,保障信息公升工作常恣化、規疱化友晨,提升服券

意沢和服券反量。

(三 )完善現有考汗与督察tll度 ,促逃信
`息
公升工作升晨

結合学校現有考汗与督察情死,重点探索信息公升監督栓査

的新机tll、 新亦法,Ii■辻汗仇有督察机制的建立,鼓励各単位第

合実践不断奄1新 ,使信息公升的監督栓査項目如分更か科学、合

理、易操作,信息公升工作落至1実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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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四夕I:大学通越倍息公弄寺桂公布

《高等学校信息公弄事項清単》情現

1.基本信′急

(1)亦学規模在 “学校概況"的 “基本情況"杜 曰中公

升;校象頷早班子筒介及分工在 “学校概況"的 “頷早班子"杜

曰中公升;学校机杓浚畳在 “学校概況"的 “机杓没畳"杜曰中

公升;学科情況、寺立情現在 “人オ培界"的 “学科寺立"杜 目

中公升;各美在校生情現在 “学生管理"的 “教学反量信
`息
"杜

目中公升;教炉和寺立技本人員数量在 “千部人事"的 “人事エ

作"杜曰中公升。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項規章tll度在 “学校概況"的

“制度規疱"杜曰中/Ak升。公升内容包括:《四川大学章程》《四

川大学規章lll度涯縮 (行政巻第一巻 )曰 乗》《四川大学規章lll

度涯端 (行政巻第二巻)日 永》《四川大学規章制度涯編 (党群

巻 )曰 永》等。

(3)教駅工代表大会相美tll度 、工作扱告在 “工会工作"

杜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 四川大学教駅工代表大会実施如

只1》 《四川大学第二届教駅工代表大会民主建浚委員会工作取責》

《四川大学教駅工代表大会提案工作条例》《2014年校長工作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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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2014年双代会工会工作扱告》《四川大学第二届教取工代表

大会盟第二届工会会長代表大会第四次会洪央洪》《四川大学第

二届教駅工代表大会萱第二届工会会長代表大会第四次会洪央

洪》。

(4)学木委員会相美tll度在 “学生管理"的 “学凩建没信

息"杜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 四川大学学木委員会章程》,

我校尚元学木委員会年度扱告。

(5)学校友晨規支1在 “友晨規友1"杜 曰中/Ak升 ,公升内容

包括:《 四川大学改革利友晨 “十二五"規支12年度工作汁麦1及

重点工作安羽卜在 “年度工作"杜 曰中公升,公汗内容包括 :

《2014年四川大学年度工作汁支1》。

(6)信 息公升年度報告在主更上没有 “信息公升年度扱

告"寺杜公升,公升内容包括:2011-2014年各年度的 《四川大

学信息公升年度工作扱告》.

2。招生考拭信息

(7)招 生章程及特殊美型招生亦法,分批次、分科美招生

汁支1在 “招生工作"杜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 四川大学

2014年普通美本科招生章程》《四川大学2014年保送生招生筒章》

《四川大学2014年 自主逃抜乗取招生筒章》《四川大学2014年 "

双特生"招生筒章》《四川大学2014年国家拭点学院招生筒章》

《四川大学2014年 “励志汁戴1"招生筒章》《四川大学2014年乞

木特長生招生筒章》《四川大学2014年高水千近勁貝招生筒章》

《四川大学2014年 芝木美招生筒章》《四川大学2014年乞木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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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招生筒章 (四川省 )》 《四川大学2014年美木美本科招生筒章

(省 外 )》 《四川大学2014年表演炎、端早美本科招生筒章 (省

外 )》 《四川大学2014年末源汁支1表》《四川大学2013年分省分寺

立永取情況筑汁表》。

(8)保送、自主地抜永取、高水平近功貝和乞木特長生招

生等特殊美型招生入地考生資格及淑1拭結果在 “招生工作"杜曰

中公升 (通辻従接至教育部陶光高考平合的 “高校特殊招生:学

生名単公示"杜,利 四川大学本科招生信
`息在銭回的 《四川大学

2014年 乞木美省外校考寺立考拭分省分寺立合格名単》実現公

升 )。

(9)考生企人乗取信息査洵渠道利亦法,分批次、分科美

永取人数わ乗取最低分在 “招生工作"杜曰中公升,分男1健接至

四川大学本科生招生在銭図址的相美桂目。

(10)招 生各洵及考生申訴渠Iit在 “招生工作"桂 曰中公

升;新生隻査期同有美挙扱、調査及炎理第果在 “招生工作"桂

曰中rll出 ,我校正在接照教育部最新要求対2014年永取的新生逃

行入学姿格夏査工作。

(11)冴発生招生筒章、招生寺立目乗、隻武永取亦法,各

院 (系 、所 )或学科、そ立招牧研究生人数在 “招生工作"杜 目

中公升,公汗内容包括:《 四川大学2014年碩士研究生招生悦明》

《四川大学2014年招牧攻浅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筒章》《四川大

学2014年接牧校外仇秀皮届本科半立生免拭攻浅碩士学位研究生

亦法》《美子対似邊入2013年 “3+2+3"本碩博逹浅汁支1候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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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行面拭的Iil知 》《四川大学2014年面向香港、澳 11、 台湾地区

招牧研究生招生筒章》《四川大学工程博士寺立学位研究生招生

悦明》《四川大学2014年項博士招生曰永》《四川大学2014年面向

港澳台碩士寺立目永》《2014年扱考全国碩士学位研究生四川大

学扱考点現場碗汰安羽卜及注意事項》《四川大学各院系所2014年

碩士研究生招生隻拭相美ミ舛》《四川大学2014年各院系所博士

研究生隻拭ミ知》。

(12)参/tr研究生隻拭的考生成鏡在 “招生工作"杜目中公

汗 (週辻従接至教育部陶光高考平合実現公升 )。

(13)似永取研究生名単在 “招生工作"杜曰中公升,公升

内容包括:《 四川大学各院系所2014年碩士研究生似乗取名単》

《四川大学2014年各院系所博士研究生似永取名単》.

(14)研究生招生吝洵及申訴渠道在 “招生工作"杜曰中公

升。

3。財券、資声及牧費信息

(15)財券管理lll度在 “財外資声"的 “財券管理"杜曰中

公升,公升内容包括:《高等学校会十111度 》《高等学校財弁tll

度》《因公皓叶出国埜費管理亦法》《行IEA事並単位内部控tll規 疱

(拭行 )》 《中央和国家机美培ツ1費管理亦法》《中央本国家机美

差旅費管理亦法》《因公短期出国培〕1費用管理亦法》《中央わ国

家机美外真接待埜費管理亦法》《国券院美子改逃か張中央財政

科研項目
～

資金管理的若千意見》《教育部美子逃一歩規疱高校

科冴行力的意見》《教育部美子逃一歩カロ張高校科研項目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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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教育部財政部美子か張中央部11所属高校科研姿費管理

的意見》《中央
～

国家机美会波費管理亦法》《行政事立単位資金

―往来結算票据使用管理哲行亦法》《教育部宣属高校宣属単位差

旅費管理実施如ス1》 《教育部宣属高校宣属単位会洪費管理実施

如只1》 《中央利国家机美差旅費管理亦法有共同題的解答》。

姿声管理制度在 “財券姿声"的 “姿声管理"桂目中公升,

公升内容包括:《 四川大学国有資声炎宣管理哲行亦法》《四川大

学国有姿声使用管理暫行亦法》.

(16)受捐贈財声的使用有管理情現在 “財券姿声"的 “資

声管理"杜曰中公升 (通せ鍵接至 “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園 堵

http:〃foundationoscu.edu.cn/実 現公升,学校在四川大学教育基

金会図靖 “捐贈鳴謝"“項目公示"“最新公告"等杜目公布基金

会受捐贈財声的使用和管理情況 )。

(17)校外企立姿声、負債、国有姿声保値増値等信息在

“財券姿声"的 “姿声管理"杜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我校

資声公司2013年年末合井資声′こ額々合井久債′意額,以及実現国

有資声保値増値率。

(18)供器没各、国ギ、方品等物姿没各采殉和重大基建エ

程的招投林在 “財券資声"的 “資声管理"桂曰中分力1従接至没

各炎、“985"か、国ギ備、国資炎、后管炎、規定炎等相美部 11

二鉄図更招投林信息更面。

(19)牧支預算,こ表、牧入預算表、支出預算表、財政抜款

支出預算表 在 “財外資声"的 “財弁管理"杜 目中公升,公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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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2012-2014年的 《年度牧支預算恙表》、2012-2014

年的 《年度牧入預算表》、2012-2014年 的 《年度支出預算表》、

2012-2014年 的一《年度財政抜款支出預算表》。       一

(20)牧支決算′こ表、牧入決算表、支出決算表、財政抜款

支出決算表在 叫 券姿声"的 “財券管理"杜曰中公升,公升内

容包括:2012-2013年的 《年度牧支決算恙表》、2012-2013年

的 《年度牧入決算表》、2012-2013年 的 《年度支出決算表》、

2012-2013年的 《年度財政抜款支出決算表》.

(21)牧費項目、牧費依据、牧費林准及投訴方式在 “財弁

姿声"的 “財券管理"杜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2013年本

科生新生牧費一覧表》《2013年冴発生新生牧費一覧表》《2014年

本科生新生牧費一覧表》《2014年冴発生新生牧費一覧表》,教育

牧費校内投訴屯活:028-85400144、 介格服券熟銭:12358、 亦

理地l■ :四川大学行政楼一楼財券炎牧費点。

4。人事奸資信′息

(22)校鉄頷早千部社会兼駅情現在 “千部人事"的 “千部

工作"杜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四川大学校象飯早千部社

会兼釈情況涯恙表》。

(23)校象頷早千部因公出国 (境 )情現在 “千部人事"的

“千部工作"杜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主要頷早因公出国

(境 )情況筑汁表》。

(24)蘭位没五管理与聘用亦法在 “千部人事"的 “人事エ

作"杜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美子席功寺立技木関位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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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利新一乾聘任工作的通知》。

(25)校 内中晨千部任免、人員招聘信息校内中晨千部任免

在在 “千部人事"的 “千部工作"杜 曰中,公汗内容包括 :

《2014年 四川大学校内中晨千部任免情光涯
`こ
表》;人員招聘信

息在 “千部人事"的 “人事工作"杜 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

《四川大学美子半立生地聘工作的実施亦法》《美子印友 〈四川

大学助理制教駅工聘用管理実施亦法〉的ミ知》《美子印友 〈四

川大学美子逃一歩か張端制外用工管理的実施亦法〉的ミ知》。

(26)教釈工争洪解決亦法在 “千部人事"的 “人事工作"

桂目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 四ノ|1大 学人事争洪凋解亦法実施

如ス|》。

5。教学反量信′息

(27)本科生占仝日tll在校生′こ数的比例、教りT数量及錆杓

在 “学生管理"的 “教学反量信′息"桂目中公升。

(28)寺立没畳在 “人オ培赤"的 “寺立学科"程 目中公

汗,公升内容包括:四川大学本科寺立及寺立美情況一覧表;当

年新増寺立、停招寺立名単在 “学生管理"的 “教学反量信′意"

桂曰中夕1出 ,仁我校今年元新増寺立、停招寺立。

(29)仝校升浚保程
`こ

11数、実践教学学分占′意学分じヒ例、

地修保学分占′も学分比例在 “学生管理"的 “教学庚量信
`息
"桂

曰中公汗。

(30)主沸本科保程的教授占教授′こ数的比例、教授授本科

渫程占保程′こ日次数的♭ヒ例在 “学生管理"的 “教学廣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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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曰中公升.

(31)促逃半立生就立的政策措施わ指早服弁在 “学生管

理"的 “学生就立"杜 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四川大学半

立生就立答釣管理亦法》《四川大学美子逃一歩推逃半立生就立

工作的ミ知》《有就立有美的火学金項目表》《美子申頷2014年度

〈高校半立生自主奄1立江〉的通知》《四川大学美子引早和鼓励

半立生面向基晨的実施意見》以及図堵:四川大学半立生就立図

jyoscu.edu.cn、 微信平合:“り|1大就立"。

(32)半立生的規模、第杓、就立率、就上流向在 “学生管

理"的 “教学反量信′息"桂 曰中公升。

(33)高校半立生就立反量年度報告在 “学生管理"的 “学

生就立"杜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四川大学2013届 半立生

就立反量扱告》。

(34)乞木教育友晨年度扱告在 “学生管理"的 “教学反量

信息"杜 曰中已列出咳条,因咳項工作力教育部今年新布置エ

作,如只1尚未下友,我校杵根据教育部指早完成核項工作后公

升。

(35)本科教学庚量扱告在 “学生管理"的 “教学反量信

息"杜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2013年本科教学反量扱告》。

6.学生管理服券信息

(36)学籍管理亦法在 “学生管理"的 “教券管理2桂曰中

公升,公升内容包括:《 四川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規定 (拭

行 )》 《四川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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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学生火学金、助学金、学費戒免、助学貸款、勤工金

学的申清有管理規定在 “学生管理"的 “学生資助"杜 目中公

升,公升内容包括:《 四川大学研究生国家火学金坪常実施如ス1》

《四川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実施如ス1》 《四川大学学生表

彰失励亦法》《四川大学助学金管理哲行亦法》《四川大学研究生

失助体系実施方案》《四川大学学生勤工助学工作実施亦法 (拭

行 )》 《四川大学助学貸款指南》.

(38)学生火励炎男亦法在 “学生管理"的 “火励有炎分"

杜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 四川大学学生先律炎分哲行規

定》.

(39)学生申訴亦法在 “学生管理"的 “芙励有炎分"杜 曰

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 四川大学学生校内申訴炎理管理者行

規定》.

7.学贖 浚信′急

(40)学凩建没机杓在 “学生管理"的 “学凩建浚信息"杜

曰中公升,已従接至四川大学学木減信与科学探索図.

(41)学木規疱tll度在 “学生管理"的 “学凩建没信息"杜

曰中公汗,已健接至四川大学学木減信有科学探索図。

(42)学木不端行力査炎机tll在 “学生管理"的 “学ヌ建没

信息"杜曰中公升,已健接至四川大学学木減信与科学探索回。

8。 学位、学科信
`息
                _

(43)授予博士、碩士、学士学位的基本要求在 “学生管

理"的 “教券管理"杜 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四川大学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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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学士学位規定 (拭行 )》 《四川大学研究生申清学位庄取得学木

成果え基本要求》。

(44)似授予碩士、博士学位同等学力人員資格常査和学カ

水平決定在 “学生管理"的 “教券管理"杜曰中公升,公升内容

包括:《 四川大学美子授予具有冴発生半立同等学力人員碩士、

博士学位実施如ス1》 《四川大学学位均研究生教育中文重要期刊

(枚威核lむ期刊 )》 (2002年版 )。

(45)新増項士、博士学位授枚学科或寺立学位授板点常核

亦法在 “学生管理"的 “教券管理"杜 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

括:《授予博士、碩士学位二鉄学科自主没畳実施亦法》。

(46)似新増学位授枚学科或寺立学位授枚点的申扱及沿II

材料在 “学生管理"的 “教券管理"杜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

括:《符号学》《康隻治症学》相美材料。

9.対外交流与合作信
`息

(47)中外合作亦学情現在 “対外交流"杜曰中公升,公升

内容包括:《教育部美子同意没立四川大学一匹盪堡学院的函》。

(48)来年留学生管理相美規定在 “対外交流"的 “来年エ

作りT生"杜曰中公升,公升内容包括:《 四川大学来年留学生管

理規定 (哲行 )》 .

10。其他

(49)巡祝姐反後意見,落実反債意見整茨情現在 “党建エ

作"杜曰中夕1出 此条,四川大学予2012年接受中央巡祝姐巡祝,

接熙中央巡祝俎要求,巡祝反後意見整改落央情況已在校内公

-23-



升.

(50)自 然史害等突友事件的鹿急炎理預案、預警信息わ炎  ご

畳情現在 “后勤保障"杜 目中已rll出 此条,《 四川大学突友史准  ′

事件泣急炎畳萩案》《四川大学突友公共工生事件泣急炎畳預

案》西預案正在修汀中,完成后公升;渉及学校的重人事件的調

査和炎理情現在 “党建工作"桂曰中己列出,友生重人事件格及

叶友布,日 前学校哲元公升事項.

四ノ|1大学校長亦公室   主功公升   2014年 10月 31日 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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