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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部署和教育部推进教育公开的总体安排，认真贯彻落实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信息公开建设工作列为学院工作

年度要点，将信息公开工作作为密切与群众联系，切实转变

工作作风的重要抓手，坚持不断深化信息公开工作，扩大群

众监督，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发展，

提高学院各项工作的透明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依清单落实信息公开。学院全面实施《高等学校信息

公开事项清单》，对信息公开的内容进行严格规范。公开内

容包含：学院基本信息、招生考试信息、就业创业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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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障、学术学风建设信息等。各部门重点

公开内容包含：各类规章制度、发展规划、制度报告、重大

改革与决策等。针对学院师生反映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公开，

主要包括：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相关规定；教师

职称评定相关政策及要求；人事招聘、科研立项公示、新校

区搬迁等。各相关部门重点公开国家相关政策、各项收费标

准、咨询途径等。通过对公开信息内容的规范，进一步提升

了信息的参考和利用价值。 

2、进一步完善了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学院信息公开

一系列相关制度和办法，拓展了高校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内

容，就学院招生、学生就业、财务预决算、人事师资、教学

科研、职称评定、党风廉政建设、信访举报工作、新校区建

设等师生群众广泛关注的重点领域信息，进一步明确内容、

范围、责任，细化到具体条目。健全学院考核、管理、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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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财务等公开制度。新颁或修订 51 个制度文件。 

 

3、进一步强化了检查督促。学院工会履行了民主管理和

监督职能，每年以分工会为单位对学校的院务公开进行两次

检查和评比，并将检查结果纳入到分工会考核之中，进一步

促进了学校信息公开的规范化、常态化。 

二、主动公开情况 



 4 

1、通过互联网公开。2020-2021 学年，通过互联网公开

和更新信息达 3282 余条。主要通过学校校园网、OA 办公系

统、钉钉、青果教务管理系统、qq 和微信平台分别向校内师

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公开信息。公开信息包括学院基本情况信

息、招生考试、就业创业、校企合作、院系情况、学院章程、

规章制度、学院文件、统计数据、各级各类荣誉、科研课题、

学院公共资源信息、以及干部选拔、推优评先、职称评审、

教师培训、各类收费等师生员工密切相关和社会比较关注的

热点问题等。如高职中职和中高衔接招生信息；学生学籍异

动及管理、奖助学金评定及发放、就业指导等信息；教职工

培训、干部异动提拔、人事异动及调整、新引进人员的招考

录用、职称评审办法和结果、评先评优等有关人事工作信息；

学校科研项目申报、科研奖励制度、科研项目结果等科研管

理信息；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等学风建设信息；饮食服务、

校园安保、新校区建设进展等后勤保卫信息；财务收费、财

务年度预决算等财务信息；专项督导通报等督导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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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网信息发布 钉钉信息发布 

2、通过各类年鉴、报表、校报等纸质资料公开。全年

编辑和发放《工作简报》10 期、《学院督导工作简报》43

期；刊发《学院年鉴》《学院大事记》；编辑刊发校报、学

报、统计报表等纸质资料，公开信息，共计 10700 余份。 

工作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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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工作简报 

 

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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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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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宣传橱窗、电子显示屏等形式公开。对学生奖

助学金的评选和发放公示、干部任免情况的公示、教师职称

评审公示、学费收费项目、标准、依据等均以此方式向全院

师生公开。学院定期对院系、部门的宣传橱窗和电子显示屏

进行更新。宣传橱窗展板展出专栏、电子显示屏展示共 167

余次。 

4、通过电视网络新闻媒体公开。人民日报、中国青年

报、湖南日报、潇湘晨报、三湘都市报、株洲日报、株洲晚

报、湖南教育电视台、湖南卫视、湖南频道、株洲电视台、

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湖南教育网、湖南教育政务网、湖南

教育新闻网、株洲政府网、新华网、红网、新湖南、华声在

线、株洲新闻网、湘微高职掌上株洲等刊登宣传学院报道达

363 次。 

 

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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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会议形式公开。学院通过党委会、院长办公会研

究决策学院重要工作，通过教学例会、学工例会、招就例会

等工作例会协调处置行政日常工作。 

6、通过其他形式公开。学院阳光服务中心接受学院师生

和广大社会公众的投诉举报、咨询、建议、表扬等信息，受

理省阳光服务平台和学院阳光服务平台事项 344 余件。 

 

阳光服务平台受理事项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没有收到有关公开信息的申请。 

四、对信息公开评议情况 

针对师生员生和社会公众重点关注的工作，如党建工

作、干部任免、职称评审、人员招聘、教育教学、资产信息、

财务信息、新校区建设招标、招生录取、就业信息、校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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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共 10大类 50条） 

 

类  别 公开事项 链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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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简介：http://www.hnqczy.com/xygl/ShowArticle.asp?ArticleID=975 

现任领导：http://www.hnqczy.com/xygl/ShowArticle.asp?ArticleID=979 

机构设置：http://www.hnqczy.com/xygl/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835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已形成学院发文，在办公系统中全院公开发布，并装订成小册，分发到各二级部门、学生

人手一册。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报告 
相关制度、表彰文件在办公系统中全院公开发布。 

召开了三届三次教代会和三届四次工代会，工作报告在教代会公开。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 已形成学院发文，在办公系统中全院公开发布。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 

已形成学院发文，在办公系统中全院公开发布。 

1、党发 11 号 关于印发《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2021 年度党政工作要点》的通知 

2、院发 5 号 关于印发《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通知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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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信息网：http://zs.zzptc.com/Article/ShowClass.asp?ClassID=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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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zs.zzptc.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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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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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招导航：http://zs.zzptc.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18 

单招录取名单 http://zs.zzptc.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67 

高考导航：http://zs.zzptc.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20 

高考投档录取名单 http://zs.zzptc.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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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answer.eol.cn/fillmess/index?id=2298&jump_uri=list_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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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 无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无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 无 

财务、资产及收费

信息 

（7 项）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1、财务制度： http://www.zzptc.com/cwc/ 

2、资产管理制度：修订了巜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资产管理办法》巜湖南汽车工程职院属

地管辖制度》巜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低值易耗品管理制度（修订）》，在钉钉中学院资

产管理群发布。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无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等信息 
所有校办企业已改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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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B021599-其他公共设施施工--驾校训练场工程施工项目竞争性

磋商邀请公告

http://www.ccgp-hunan.gov.cn/page/notice/notice.jsp?noticeId=1000659102 

2、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A07030101-制服-2021 级士官生专用服装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http://www.ccgp-hunan.gov.cn/page/notice/notice.jsp?noticeId=1000779385 

3、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A033412-教学专用仪器-视频会议系统搭建实训室设备重新立项

项目竞争性谈判邀请公告

http://www.ccgp-hunan.gov.cn/page/notice/notice.jsp?noticeId=1000755914 

4、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A033412-教学专用仪器-鲲鹏网络实训室设备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http://www.ccgp-hunan.gov.cn/page/notice/notice.jsp?noticeId=100069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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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公开：http://www.zzptc.com/cwc/ShowArticle.asp?ArticleID=3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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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算公开：http://www.hnqczy.com/cwc/ShowArticle.asp?ArticleID=28609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及投诉

方式 

收费标准：http://www.zzptc.com/cwc/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807 

投诉方式：http://ygfw.hnqczy.com:8080/web/index.jsp 

人事师资信息（5

项）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钉钉办公系统公开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 本年度，无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文件形式公开：关于印发《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2018 年岗位评聘实施方案（试行）》的

通知（湖汽院发（2018）12号） 

http://www.ccgp-hunan.gov.cn/page/notice/notice.jsp?noticeId=1000659102
http://www.ccgp-hunan.gov.cn/page/notice/notice.jsp?noticeId=1000779385
http://www.ccgp-hunan.gov.cn/page/notice/notice.jsp?noticeId=1000755914
http://www.ccgp-hunan.gov.cn/page/notice/notice.jsp?noticeId=1000695378
http://www.zzptc.com/cwc/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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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信息 

一、校内中层干部任免 

校内中层干部任免通过在公示栏张贴考察预告、任前公示、任职文件的方式公开相关信息，

同时在学院钉钉群内发布。 

二、人员招聘信息 

1、2020 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聘用制辅导员公告 

http://www.hnqczy.com/rssz/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638 

2、2020 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聘用制辅导员综合成绩及入围体检人员名单公

示 

http://www.hnqczy.com/rssz/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866 

3、2020 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聘用制生活指导教师公告

http://www.hnqczy.com/rssz/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869 

4、2020 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聘用制生活指导教师结构化面试成绩及入围体

检人员名单公示 

http://www.hnqczy.com/rssz/ShowArticle.asp?ArticleID=30036 

5、2020 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聘用制辅导员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

http://www.hnqczy.com/rssz/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915 

6、2020 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聘用制生活指导教师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

http://www.hnqczy.com/rssz/ShowArticle.asp?ArticleID=30037 

7、2021 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聘用制生活指导教师公告 

http://www.hnqczy.com/rssz/ShowArticle.asp?ArticleID=30509 

8、2021 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公告 

http://www.hnqczy.com/rssz/ShowArticle.asp?ArticleID=30555 

9、2021 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聘用制生活指导教师结构化面试成绩及入围体

检人员名单公示 

http://www.hnqczy.com/rssz/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602 

10、2021 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聘用制生活指导教师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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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nqczy.com/rssz/ShowArticle.asp?ArticleID=30558 

11、2021 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考核成绩及入围体检人员名单公示

http://www.hnqczy.com/rssz/ShowArticle.asp?ArticleID=30581 

12、2021 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

http://www.hnqczy.com/rssz/ShowArticle.asp?ArticleID=30754 

13、2021 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聘用制辅导员公告 

http://www.hnqczy.com/rssz/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083 

14、2021 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聘用制辅导员入围体检人员名单公示及相关事

项说明 

http://www.hnqczy.com/rssz/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148 

15、2021 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公开招聘聘用制辅导员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 

http://www.hnqczy.com/rssz/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230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文件形式公开：《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教师申诉办法》（湖汽院发﹝2016﹞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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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

单 
http://zs.hnqczy.com/zhuan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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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教务管理系统开课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

http://www.hnqczy.com/jwc/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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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http://hnqcgczy.bibibi.net/module/news?type_id=1086&menu_id=1708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

向 
http://hnqcgczy.bibibi.net/module/news?type_id=1089&menu_id=1713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http://hnqcgczy.bibibi.net/detail/news?id=553298&type_id=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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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http://www.hnqczy.com/tykb/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635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无 

学生管理服务信息

（4 项） 

 

（36）学籍管理办法 
一、相关制度。《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第三章学籍管理； 

二、公开方式：1、在《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读本公开；2、通过 QQ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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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相关制度。1、《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勤工俭学管理办法》；2、《湖南汽车工

程职业学院奖助学金管理办法》； 

二、公开方式：1、在《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读本公开；2、通过 QQ 公

开。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一、相关制度。1、《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学生违纪处分办法》；2、《湖南汽车工

程职业学院学生思想品德和行为规范考核办法》；3、《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考勤制

度》；4、《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优秀班级”评选表彰办法》；5、《湖南汽车工程职业

学院“三好学生”、“优秀干部”评选表彰办法》；6、《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优秀毕业生评

选办法》； 

二、公开方式：1、在《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读本公开；2、通过 QQ 公开。 

（39）学生申诉办法 
一、相关制度。《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办法》； 

二、公开方式：1、在《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读本公开；2、通过 QQ 公开。 

学风建设信息（3

项） 

 

（40）学风建设机构 http://www.zzptc.com/kygh/ShowArticle.asp?ArticleID=27027 

（41）学术规范制度 http://www.zzptc.com/kygh/ShowArticle.asp?ArticleID=21891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http://www.zzptc.com/kygh/ShowArticle.asp?ArticleID=21892 

学位、学科信息（4

项） 

（43）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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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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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6）拟新增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 无 



 17 

的申报及论证材料 

对外交流与合作信

息 

（2 项）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http://xqhz.hnqczy.com/gjjl/ShowClass.asp?ClassID=14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留学生管理规定已装订成册并已下发给学生 

其他 

（2 项）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意见整改情

况 
本年度没有接受上级巡视巡察，没有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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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院全面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http://www.hnqczy.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186 

2、关于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http://www.hnqczy.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139 

3、关于印发学校《今冬明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http://www.hnqczy.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0520 

4、关于 2020 年春季延迟开学有关事项的通知 

http://www.hnqczy.com/dzb/ShowArticle.asp?ArticleID=27466 

 

 

http://www.hnqczy.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