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农林大学 2019-2020 学年信息公开报告

本年度报告是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 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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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通知》要求，根据福建农林大学 2019-2020 学年信息公开工作执行

情况编制。报告内容包括信息公开概述、主动公开信息情况、依申请

公开和不予公开信息情况、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信息公开投诉情况，

信息公开的主要经验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其他需要报告的

事项和清单事项公开情况表 8 个部分。其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为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本报告的电子版可以从福建农

林大学信息公开网（http://xxgk.fafu.edu.cn/）下载。如对本报告

有任何疑问，请联系福建农林大学信息公开办公室（电话：

0591-83303611）。

一、概述

福建农林大学一直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2019-2020 学年，学

校严格执行《条例》《办法》等有关文件，按照上级主管部门关于信

息工作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新形势下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作用和任

务，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认真扎实做好信

息公开各项工作，为学校深入推进依法治校、提高民主管理水平、推

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一）聚焦中心工作加强信息主动公开。根据校党委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决策部署，重点围绕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三全育人”体系建设、教师职称评聘

制度改革、新农科建设等领域重点改革项目加强信息公开。着力推进



财务预决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等重点领域信

息公开，积极推动涉及招生、就业、基建等民生领域信息公开。多渠

道公开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党委行政重点决策部署、年度重

点目标任务等落实情况，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及时推动做好

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制（修）订工作的动态实时更新和依法公开，新增

制修订的 47 项规章制度，全部依法依规进行公开。

（二）聚焦疫情防控做好公共卫生信息公开。融合信息发布渠道，

由防控办作为统一出口，认真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信息发布工

作，帮助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及时了解工作动态。针对金山校区社区

居民，组建由学校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等组成的工作小组，

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传，加强信息沟通，确保社区居民第一时间了解

上级政策和学校工作部署。积极推进疫情防控资金物资来源、分配和

使用情况等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捐赠方和社会大众监督。及时发布复

学疫情防控信息，全方位解读复学返校有关政策和工作安排，确保返

校工作平稳有序。加强复学返校后有关信息发布，有关政策因时因势

作出调整后，第一时间告知广大师生。加强各级各类应急预案公开和

公共卫生知识普及，强化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发布。

（三）聚焦师生热点做好政策发布和解读回应。加强舆论引导，

通过图解、视频等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全面阐释重大改革、重要文

件修订的政策依据、主要内容、预期效果。针对师生普遍关心的学院

目标考核、教师职称评审、人事制度改革等重点工作，由校领导深入

各学院开展宣讲，和师生开展面对面交流，答疑解惑，引导广大教职

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学校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发自真心的拥护改

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及时报道校党委常委会重大决策部署，实



时发布学校深化改革、内涵发展、基本建设等方面的新成效新进展，

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四）聚焦长效机制推进信息公开载体建设。通过“师生意见和

建议网上受理大厅”服务平台，构建了横向直接到部门、纵向直接连

接师生的网络通道，实现管理服务的网上咨询、反馈和监督。修订党

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完善各类代表列席学校决策会议制

度，使广大师生参与到学校事业决策中。落实教代会代表建言献策制

度，发挥教代会代表作用，拓宽建言献策渠道。将信息公开情况、投

诉建议办理情况纳入学校专题督办件进行专项督查，督促牵头部门按

时高效办理，提高师生对学校各项改革举措的认同感和满意度。由专

人负责省信访信息系统的运行管理，专人对接督办 12345 便民服务平

台转办的诉求信件，及时跟踪答复反馈。

二、主动公开信息情况

（一）校园网公开发布信息情况。校园网主页共发布农大要闻、

媒体农大信息等新闻类信息 3292 条，英文主页累计发布新闻 24 条，

主页的全年访问量达到 1426 万人次。开展了学习全国两会精神专栏、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高校毕业生回信精神、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福建农林大学文明网暨“共抗疫情、爱国力行”、欢迎同学

们返校复学、2020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专栏、向“时代楷模”闽宁对口

扶贫协作援宁群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学习研讨专栏、

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专题培训班专栏、庆祝第 36 个教师节等网络专题宣传 40 项，

特别是学校文明网“共抗疫情、爱国力行”专栏大力宣传学校师生在

疫情防控中的良好精神风貌，报道师生在疫情防控中参与志愿服务、



社会服务工作等先进事迹，已持续上传更新了 1072 条信息，使师生群

众能深入了解学习上级和学校重要会议精神，方便快捷地了解学校最

新动态。

（二）官方新媒体发布公开信息情况。发挥新媒体快速、高效、

互动性强等特点，积极配合宣传学校重要事件和重大活动，主动搭建

服务师生的平台。福建农林大学官方微信推送师生喜爱的专题栏目，

累计发布图文信息 390 条，累计粉丝数 75660 人。官方微博累计发布

图文信息 536 条，累计粉丝数 3 万人。官方 QQ 空间发布 776 条说说。

通过新媒体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先进人物引领

教育等专题宣传。

（三）省内外主流媒体发布公开信息情况。一是紧密围绕学校“双

一流”高水平大学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新农科、新工科建

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重点工作，开展一系列点多面广的宣传，进

一步提升了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据统计，共有学习强国 APP、中央

电视台、人民日报、学习时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教育报、

中国科学报、中国绿色时报、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媒体约 700

多篇次报道学校发展动态。累计刊登学校专家围绕理论热点和民生建

设等领域的解读文章 50 余篇。二是学校召开睡莲基因组和早期开花植

物进化研究成果新闻发布会，得到各大主流媒体的大力支持和广泛报

道。三是中央电视台、福建电视台、学习强国 app 先后对学校发展和

有关重大事件进行了 10 多次大篇幅的深度报道，产生了较大社会反

响。特别是中央电视台《时代楷模发布厅》和《开讲啦》栏目进校专

门报道我校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事迹，在社

会和师生中产生良好的宣传效果。



（四）校报和校电台公开发布信息情况。制作播出广播电台播出

节目 164 期，录制上传了校运会特辑、元旦特辑、抗疫视频两则、抖

音推送 26 则视频。出版校报 19 期，30 余万字，600 余条新闻，近 100

张新闻图片，每期印刷 1 万份，除发放至每个校区学生宿舍、各机关

部处、各学院，面向全国 74 所高校、909 所中学及 78 家省直机关等

部门寄发报纸，充分做好信息公开工作。连续报道学校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情况，持续推进校教学名师、严家显最

高奖学金获得者等师生先进典型报道，并通过专刊专版的形式，讲好

战“疫”故事，深入报道了我校疫情防控的有力举措及防抗疫情的感

人事迹。

（五）文件简报档案公开发布信息情况。制订发布党群、行政等

各类文件 696 份；校综合档案室向社会公开文件、档案信息 1428 卷

(件)，接受咨询、查阅 624 人次,向师生公开文件、档案信息 7263 卷

(件)、接受查阅 1250 人次。通过学校 OA 办公系统公开发布各类规范

性文件 851 份。

（六）重点工作信息发布公开情况。在学校招生、财务、组织、

人事、基建、物资采购等重点领域的信息公开，均通过校园网、学校

通知、文件、会议等多种形式及时发布。继续在招生信息公开、财务

信息公开、人事信息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主动接受学校师生、社会

各界的监督。

1、招生信息主动公开情况。本科生招生方面，严格按照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认真贯彻

落实“十公开”。学校将招生章程及分省、分批次、分科类招生计划

主要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考生公布：一是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招生“阳



光高考”信息平台；二是福建农林大学主页招生专栏、校招生办网站

及学校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平台；三是学校精心制做《福建农林大学

2020 年报考指南》、招生宣传视频等各类宣传材料，通过开通报考指

南申领系统、向中学邮寄材料等方式，向考生及家长发放近 3 万份宣

传材料，将招生资讯材料寄送到中学、考生及家长手中；四是开通招

生咨询智能问答系统、8 部招生咨询热线全天候接听等，实时为考生

及家长提供优质咨询服务。

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询渠道和办法方面。学校第一时间将分批

次、分科类录取最高分、最低分和平均分，在福建农林大学招生办网

站进行公布；对录取结果“录取结束一批，及时公布一批”。学校成

立招生监督组，全程参与招生录取工作，校纪委在招生章程中公布了

招生工作申诉举报电话：0591-83789210，指派业务骨干对录取结果复

核监察，加强信息安全防范和招生录取监督监察，确保招生录取过程

的规范性和公正性，切实维护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做到招生工作的

公平、公正、公开。

研究生招生方面。及时公布招生信息。将研究生招生简章（包括

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港澳台及国际研究生招

生简章）、招生专业目录及招生计划等及时公布，供考生参考。及时

公布初试成绩通知、复查情况、复试录取办法等，并在研究生院网站

上公示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在福建农林大学信息公开网、研究生院网

站等公布电话、邮件等多种咨询、申诉方式，为考生答疑解惑，切实

保障考生的各项权益。

2、财务、收费信息公开情况。

一是严格按照教育部和省里的有关规定要求，在收到上级部门批



复的预决算信息后 20 个工作日内，在信息公开网和计财处网站信息公

开栏公开 2020 年预算信息和 2018 年决算信息。二是将经物价管理部

门批复的学费、住宿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体育场馆、校园停车收费

等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公布于学校信息公开网的相应

栏目内，并及时进行信息更新，同时公布了收费的监督电话；将校长

收费公告及收费项目、标准、依据、监督电话制成公示牌，张贴于学

校办公场所内，并在新生报到时将收费公示牌放置在新生报到现场，

自觉接受师生、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三是加强财务资产信息化建

设，建立财务综合查询平台、人员经费申报查询系统和网上预约报账

系统。全校教职员工通过身份登录，可查询到财务报账情况、经费预

算使用情况、工资收入情况、项目预算执行情况等相关资料。

3、组织、人事师资信息公开情况

组织工作方面，及时、主动公开学校领导社会兼职情况；严格按

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公开选

任学校所有中层干部，2019-2020 学年发布中层干部选任公示 13 条，

任免文件 70 份；严格履行领导干部出国（境）审批手续并进行校内公

示，本学年我校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共 4 人次。

人事师资工作方面，学校事业入编人员招聘方案严格按照程序报

省人社厅审核通过后，在省人事人才网和学校人才招聘网公布招聘信

息，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本学年全校共公开发布辅导员博士、博士

后招聘方案 4 项，累计招聘岗位 80 个；向全校发布各类人才项目申报

通知 10 余次，公示有关人才聘用信息 40 余次；完成各类高层次人才

考核 175 人次，引进 2020 届省教育科研类引进生 13 人。在专业技术

职务聘任工作方面，推动立德树人思想融入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建



设，修订出台了《教师系列职务基本任职条件》，顺利完成各个系列

75 位专业技术人员（含人事代理人员）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其

中正高 4 人，副高 12 人，初中级 59 人），所有系列的职称评定通知、

公示、结果均予以公开，力求学校人事工作公开透明公正。

4、基建、采购与招投标信息公开。加强基建工程过程管理，将重

大项目建设进度、基建工程、设计方案等相关信息通过网站、公开栏

等各类渠道及时公开。及时准确的在中国政府采购网、福建省政府采

购网、校园网主页信息服务专栏及国有资产管理处网页完整地公开采

购项目信息，包括发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物资设备招标、网上竞价

以及跟单采购的招标公告、竞价公告和中标公告等信息。一年来，共

发布各类公告 483 条。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信息情况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高等学校信

息公开办法》等法律法规，开展依申请公开工作，明确依申请公开的

受理机构是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并公开了受理的相关渠道。

2019-2020 学年未收到社会公众和师生员工的相关信息公开申请，无

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四、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通过信息主动公开，增强了工作的透明度，进一步方便师生员工

和社会公众依法获取学校办学等诸方面的最新信息。校领导接待日、

青年教师座谈会、校情通报会、校长信箱等特色信息互动公开做法，

得到了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好评。通过信息公开意见箱、纪监办公

室投诉邮箱等渠道征求收集对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未收到相

关意见建议。



五、因信息公开工作遭到举报情况

在信息公开专题网站上开设了信息公开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在

校园网主页上设置了网络投诉信箱，向社会公众及全校师生提供多种

反映问题的渠道，广泛听取社会公众和师生员工的评议意见与建议。

2019-2020 学年，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没有遭到举报、投诉、行政复议

或行政诉讼。

六、信息公开工作的新做法和主要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随着信息公开工作的深入开展，通过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信

息公开机制，拓展信息公开发布渠道，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平稳有序推

进，但在信息公开工作人员培训、校院两级主动公开目录建设、信息

安全与信息保密等方面仍有待加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着力从以下

几个方面予以改进：一是加强信息公开业务培训。充分利用信息公开

工作 10 年的时间节点，推动举办信息公开业务培训，深入学习和解读

各项信息公开政策，围绕信息公开新形势、新任务以及存在的问题开

展业务培训和研讨交流，提升学校各部门对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提高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二是完善校院两

级主动公开目录建设。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高校信息公

开事项清单》和最新文件要求，修订学校信息公开实施细则，进一步

明确公开与不公开的界限；结合二级单位产生的信息内容和特点，推

动二级单位主动公开目录的研究制定。三是着力推进信息安全和信息

保密工作。在做好信息公开工作的同时，保障信息安全和防止保密信

息被窃取，同时，加强信息审查工作，防止保密信息外泄，注意依法

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保障信息安全和社会稳定。

七、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以上已汇总我校 2019-2020 学年信息公开工作的基本情况，无其

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八、清单事项公开情况表

序号 类 别 公开事项 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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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16
/list.htm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26
/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9584/list.ht
m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

报告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27
/list.htm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28
/list.htm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

重点工作安排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29
/list.htm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30
/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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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34
/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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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p5416c7334
/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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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p5416c7335
/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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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p5416c7336
/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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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p5416c7337
/list.htm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 http://xxgk.fafu.edu.cn/kscj/list.psp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http://xxgk.fafu.edu.cn/p5416c7341
/list.htm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 http://xxgk.fafu.edu.cn/p5416c7344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26/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26/list.htm


/list.htm

3

财务、资产及收

费信息

（7项）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51
/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52
/list.htm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53
/list1.htm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等信息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54
/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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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55
/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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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56
/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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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57
/list.htm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

及投诉方式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58
/list.htm

4
人事师资信息

（5项）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60
/list.htm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

况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61
/list.htm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http://xxgk.fafu.edu.cn/5364/list.ht
m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信

息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63
/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64
/list.htm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65
/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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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71
/list.htm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招

专业名单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72
/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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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73
/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51/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51/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63/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63/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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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74
/list.htm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

导服务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75
/list.htm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

就业流向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76
/list.htm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77
/list.htm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http://xxgk.fafu.edu.cn/5378/list.ht
m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79
/list.htm

6

学生管理服务信

息

（4项）

（36）学籍管理办法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81
/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82
/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5383/list.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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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5384/list.ht
m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http://xxgk.fafu.edu.cn/5385/list.ht
m

（39）学生申诉办法
http://xxgk.fafu.edu.cn/5386/list.ht
m

7
学风建设信息

（3项）

（40）学风建设机构
http://xxgk.fafu.edu.cn/5388/list.ht
m

（41）学术规范制度
http://xxgk.fafu.edu.cn/5389/list.ht
m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http://xxgk.fafu.edu.cn/5390/list.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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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5392/list.ht
m
http://xxgk.fafu.edu.cn/5393/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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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nsxx/list.p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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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95
/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81/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81/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82/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p5416c5382/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5392/list.htm
http://xxgk.fafu.edu.cn/5392/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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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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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5395/list.ht
m

9

对外交流与合作

信息

（2项）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http://xxgk.fafu.edu.cn/5398/list.ht
m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http://xxgk.fafu.edu.cn/5399/list.ht
m

10
其他

（2项）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意见

整改情况

http://xxgk.fafu.edu.cn/5401/list.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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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xxgk.fafu.edu.cn/7349/list.ht
m


	（五）文件简报档案公开发布信息情况。制订发布党群、行政等各类文件696份；校综合档案室向社会公开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