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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学年度 

清华大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要求，结合 2020－2021 学

年清华大学信息公开工作实际情况编制。 

全文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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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复议、诉讼的

情况，信息公开工作的新做法新举措、主要经验、问题和改进措施，清

单事项公开情况表等七个部分。 

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止。 

如对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联系（地址：北京

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工字厅校长办公室；邮编：100084；联系电话：010-

62770211；电子邮箱：xxgk@tsinghua.edu.cn）。 

 

一、概述 

2020－2021 学年，清华大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和《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严格落实《高等学校信息

公开办法》和《教育部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

要求，充分发挥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作用，严格执行《清华大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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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管理办法》，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加强基本能力

建设，加大主动公开力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依法依规答复信息公开

申请，不断提高办学治校透明度。 

（一）健全完善信息公开工作机制 

健全完善信息公开工作体系。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作为信息公

开工作机构，统筹协调全校各部门，对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及教育部 2019 年度高等学校信息公开评估结果，逐项明确公开事项责

任主体、公开方式和公开时限，扎实开展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及依申请

公开的受理答复工作。完善信息公开核查机制，每年定期对全校信息公

开事项进行核查，确保公开信息时效性和公开链接有效性。加强信息公

开监督检查，由学校纪委办、监察室定期检查学校信息公开情况，充分

发挥教代会、工会、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对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作用。 

强化信息公开规范化便捷性。发挥学校法学院、法治与法务办公室

等专业团队优势，引入专家咨询机制，加强对信息公开的内容研判、过

程把关，提升整体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完成信息公开专栏改版，

优化栏目设置及页面呈现，强化信息公开专栏检索功能，有效提升专栏

使用便捷度。同步搭建信息公开内容维护平台，简化信息发布流程，提

升公开信息的维护效率。严格落实保密审查制度，规范审核流程，推动

实现信息公开全流程可管控、可回溯。 

创新拓展信息公开平台渠道。以教职工代表大会、暑期工作会、全

校干部大会、教师代表座谈会和学生代表座谈会等各种校内会议及各

种公告、通报、通知为基本载体做好校务公开。加强对中央和教育领域

重大部署和学校重要改革发展事项的解读，加强决策公开。结合“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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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时间”等方式，构建学校、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平台，促进对学

校重要决策的宣传解读，强化意见反馈。通过“清华招生”“财务信息

服务”微信公众平台等新媒体平台，主动做好招生、财务等重点领域的

信息发布、解读和回应。建设清华大学规章制度检索平台。 

（二）做好学校运行全过程信息公开 

一是加强决策过程公开。组织开展清华大学第八届教代会第十三

次会议、全校教职工大会暨第八届教代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八届教代会

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十一届工代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次会议，向师生员

工公开学校重大决策部署和作开展情况。第八届教代会第十三次会议

共收到提案 14 件，决定立案 8 件，6 件提案转为一般性意见。《第八届

教代会第十三次会议提案答复和落实情况报告》对 8 件提案进行答复

并解释，内容涉及人事、教学科研、信息建设、校园建设、医疗服务、

餐饮服务、住房、子女入学等多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全校师生对改革发

展重要决策的认识。在《清华大学学生管理规定》《清华大学学术委员

会章程》《清华大学院系教学委员会工作规程》《清华大学公用房管理规

定》等修订过程中，严格按照学校规章制度，对修订草案进行公示、征

求意见，保障全校师生员工合法权益。 

二是强化执行情况公开。通过学校党委办公会、党政负责人例会、

全校教职工大会、教代会、工代会、暑期工作会、全校干部会等各级会

议，传达学校综合改革任务和年度重点任务的推进情况，组织月度行政

工作协调会。充分发挥督查督办办公室作用，明确督办落实任务，督查

学校年度重点任务、重要会议议定事项、师生员工意见建议和有关信访

问题协调处理的落实情况，定期通报督查督办相关工作的落实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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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做好管理事项公开。在招生管理过程中，发布本科招生章程、

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保送生、自主招生、强基

计划、自强计划、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员、艺术类等各类招生简

章，通过线上直播、研究生夏令营、讲座宣传、电话咨询、邮件咨询、

微信公众平台等众多渠道，就招生政策和举措面向全社会进行宣传和

公开。定期发布警情通报，及时公开校内相关警情事件发生过程及处置

情况。通过“清华人”微信小程序认证校友近 11 万人，为校友提供电

子校友卡申领、校友信息检索、校友联络、期刊订阅、回馈母校、活动

报名与评价、资讯发布、邮箱自助服务及校庆报到等专享服务。 

四是推进业务服务公开。积极发挥“清华大学办公自动化系统

（TsinghuaOA）”作用，通过该系统完成校内外公文处理、校级业务申

请、授权证明办理、党政例会议题申请、印章刻制申请、内网信息发布

平台账号申请、活动邀请等综合办公业务，优化并规范办公业务流程、

提高办事效率。加强“清华大学信息服务”微信企业号建设，依托“清

华大学在线服务系统（TsinghuaOS）”建立师生一站式服务工程，整合

办理合同、开具证明、疫情防控等各项服务，并完成 60 余项业务流程

公示。对学校主页和多个院系、部门主页进行改版升级。在新版教务处、

研究生院网站增设“办事指南”栏目，方便毕业生查询办理成绩单、毕

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制作件、毕业证明、学位证明等业务。建设新版招聘

系统，支持通过招聘单位、岗位类型、职务等级等多种逻辑方式搜索空

缺职位，求职者可通过学校主页“人才招聘”链接访问系统并有针对

性地应聘。 

五是落实结果信息公开。在信息门户网站上及时公示奖学金、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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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党建课题评选等各种获奖评优结果和各类科技奖项、先进个人

或单位的推荐情况、参加上级重要会议的人选推荐情况，定期公开科技

成果处置结果、资费调整和设备调拨情况，及时公开毕业生基层就业获

学费补偿资格名单。公开校内干部任免情况。针对申请双（学）清苑人

才房（先租后买）、申请周转公寓的教职工有关情况进行公示，广邀教

职工参与监督。 

六是细化财政资金信息公开。面向校内主动及时公开相关财务制

度和办事程序，发布《清华大学经费外转管理办法》等项目经费管理办

法和《清华大学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等规章制度。主动公开学校财

务收支及年度预算决算情况、教育收费项目。做好校领导因公临时出国

（境）信息公示。做好采购招投标信息公开工作。审计前主动通过信息

门户发布审计公告，审计结果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和学校相关要求在

一定范围内公开。 

二、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一）通过门户网站公开信息情况 

2020－2021 学年，按照《教育部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

项清单〉的通知》（教办函﹝2014﹞23 号）要求，通过学校主页的信息

公开专栏（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htm），以及校内信息

门户网站，主动公开清单所列全部事项，并明确相应信息公开负责部门。 

通过主页网站及校内信息门户网站有关栏目公开信息共 23376条，

全文电子化率为 100%。其中，公文类信息 132 条，占比 0.6%；教学类

信息 5394 条（其中，“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信息发布平台”展示的答辩

会信息 4968 条），占比 23.1%；科研类信息 1808 条，占比 7.7%；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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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信息 296 条，占比 1.3%；就业类信息 5995 条，占比 25.6%；招聘类

信息 3922 条（其中，职工招聘信息 2954 条，博士后招聘信息 529 条，

教师招聘信息 439 条），占比 16.7%；大额物资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招

投标类信息 1143 条，占比 4.9%；其他业务动态类信息 4686 条，占比

20%。 

（二）通过校报校刊公开信息情况 

编辑发布《新清华》及增刊 43 期、《清华大学简报》24 期、《清华

大学校务会议公告》21 期、《各单位简报》321 期，及《清华大学统计

资料简编（2020年度）》《清华大学统计资料简编（2020－2021学年初）》

《清华概览（2021）》《Tsinghua University 2020》《2020 英文新闻年报

（2020 Tsinghua Newsletter）》。 

（三）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开信息情况 

组织新闻发布 14 场（次），内容围绕本科新生入校报到、毕业生大

学就业洽谈会、清华简成果发布、类脑成果发布、110 周年校庆活动、

集成电路学院成立、量子信息成立仪式、自强计划实施十周年总结分享

会、世界和平论坛特别线上会议等。据不完全统计，主流媒体首发报道

近 310 篇。 

（四）通过微博、微信、慕课等形式公开信息情况 

学校新浪微博“清华大学”粉丝数 518 万，比上一学年同期增长

21%，发布信息 4125 条；“清华大学”微信公众平台订阅人数 245 万，

比去年增长 30%，发布信息 523 条。“学堂在线”新浪微博粉丝数 19.7

万，发布信息 212 条；“学堂在线”微信公众平台粉丝数 69.7 万，发

布信息 524 条。“清华大学图书馆”新浪微博粉丝数 5.8 万，发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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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条；“清华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订阅人数 14.7 万，发布信息

368 条。本科招生网全新改版上线，访问量 319.5 万次；“清华招生”微

信公众平台订阅人数 30.3 万人，发布信息 352 条；研究生招生网访问

量 1406.3 万次；“清华研招”微信服务平台订阅人数 4 万人，发布信息

81 条，并根据院系研究生夏令营需求开展专题宣传。“清华大学研究生

教育”微信公众平台订阅人数 21.4 万人，发布信息 898 条。“清华就业”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人数 19.3 万人，发布信息 1512 条；“清华职业辅导”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人数 5.6 万人，发布信息 318 条；“清华大学国际学

生学者中心”微信公众平台订阅人数 1.1 万人，发布信息 543 条。“清

华小五爷园”微信公众平台订阅人数 14.4 万人，发布信息 170 条。“清

华研读间”微信公众平台订阅人数 19 万人，发布信息 145 条，发布视

频 42 条。“清华校友总会”微信公众平台订阅人数 12.6 万人，发布信

息 566 条。“清华校友总会”微信视频号关注人数 13.2 万人，发布短视

频 219 条。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学堂在线平台开设慕课课程 3677 门，选

课 3.6 亿人次，已有来自 206 个国家和地区的 7106 万人注册；学堂在

线国际版开设课程 397 门，选课人次约 16 万。 

（五）财务、招生、人事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 

财务信息公开，在学校主页公开《清华大学财经管理规定》《清华

大学经济责任制规定》等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

公开教育收费项目的收费内容、标准、依据、范围等。主动公开学校预

算、决算财务信息。在预决算批复后，按教育部要求，面向社会公开财

务预决算报表及文字说明，于 2021 年 4 月 9 日主动公开 2021 年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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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2021 年 7 月 29 日主动公开 2020 年部门决算。在“财务信息服

务”微信公众平台上主动公开日常报销、科研经费、工薪税务、公费医

疗及其他业务办理流程，报销标准、发票验真等业务信息，以及机构设

置、常用信息、联系方式等内容。2020－2021 学年，访问人数达 4.82

万人，访问量达 26.93 万人次。累计访问人数达 8.98 万人，访问量达

106.41 万人次。 

招生信息公开，本科招生网发布《清华大学 2021年本科招生章程》

《清华大学 2021 年强基计划招生简章》《清华大学 2021 年自强计划招

生简章》《清华大学 2021 年艺术类专业（美术学院）本科招生简章》

《清华大学 2021 年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招生办法》《清

华大学 2021 年丘成桐数学英才班招生办法》《清华大学 2021 年高水平

艺术团招生简章》《清华大学 2021 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简章》《2021 年

清华大学免试招收香港学生办法》《北京清华大学 2021 年面向台湾学

生招收本科生实施办法》《清华大学 2021 年国际学生（本科）招生简

章》《2021 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国际学生（本科）招生简章》等招生政

策。第一时间发布各类公示名单和报考公告、清华大学 2021 年本科招

生报考指南、各省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各类型自主选拔初试结果查询通

知、各省招生组联系方式、美术学院本科招生专业考试合格分数线及查

询办法、高水平艺术团认定方案、计算机与金融双学士学位本科项目选

拔方案、计算机科学实验班、人工智能班、量子信息班选拔方案、2021

年清华大学国际学生（本科）报考指南等。学校还通过“清华招生”微

信公众平台、新浪微博公布各类本科招生信息、招生组联系方式，并赴

全国 30 个省市及港澳地区，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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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尼西亚等国开展百余场“ iTsinghua 学堂”现场讲座以及线上

“iTsinghua 云学堂”线上讲座。 

研究生招生网陆续发布清华大学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招

生专业目录，各院系博士生招生简章及说明，推荐免试攻读博士（硕士）

学位研究生的有关要求，2021 年博士生春季招生专业目录，清华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招生专业目录，各院系夏令营活动等通

知。同时就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报名手续、资格复审、成绩查询、专家

推荐书、录取办法、基本分数线、接收调剂信息、复试录取办法、全国

硕士统考招生单位相关事宜和清华大学报考点公告、防疫要求、交通出

行、体检通知等及时发布通知，方便考生咨询，接受社会监督。 

学校纪检监察干部全程参与本科生招生报名、考试、认定、录取，

以及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等各环节监督检查，严肃招生纪律，持

续加强对招生工作的监督管理。 

干部人事信息公开，严格执行职称评审、干部任命、招聘等人事信

息公开要求，及时公开相关信息。通过学校主页网站以及校内信息门户

网站发布干部任前公示 23 条、干部任免通知 11 条，招聘信息 3922 条，

严格执行职称评审、新进教师公示制度，及时有效公开重要人事信息。 

（六）信息公开咨询处理情况 

1．接待咨询和处理“校领导信箱”情况。共接待咨询和处理来信

463 次，其中“校领导信箱”213 封，来信、来电、来访 250 件。 

2．档案馆接待公众查阅情况。接待公众咨询查询 12048 人次，共

查阅档案 48492 卷（件）。 

3．网上留言和答复情况。学校中英文主页完成新版迁移，累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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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量超过 1540 万次，主页管理员信箱收到 2775 封邮件，处理、回复

或转发相关部门处理回复 240 封。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2020－2021 学年，收到信息公开申请 51 件次，其中有效申请 38

件次，出具答复函 38 件次。35 件为公民个人申请，3 件为法人申请。

其中通过邮件方式申请 21 件，信函方式申请 17 件。从申请内容上看，

涉及招生信息 4 件、财务信息 4 件、学校管理 17 件、其他信息 13 件。 

所有信息公开申请均按照规定及时予以答复。其中，“同意公开”

的 12 件、“已主动公开”的 4 件、“不予公开”的 9 件、“申请信息不存

在”的 7 件、“部分公开”的 5 件、“非我校信息”的 1 件。 

本年度未发生有关信息公开的收费和费用减免情况。 

四、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针对干部任免、职称评审、重要工程招标等师生员工关心的工作，

学校严格执行信息公开程序，及时通过校内信息门户网站、情况通报会

等形式发布信息，让广大师生员工了解相关政策和工作进展。针对人员

招聘、招生等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及时通过学校主页网站、校内

信息门户和清华本科生、研究生招生网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等

渠道进行信息公开和互动沟通，接受社会监督。校内师生员工、社会公

众对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整体较为满意。 

五、因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复议、诉讼的情况 

学校因信息公开收到与招生相关的行政诉讼 1 起，已结案。2020

年 12 月 24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申请人不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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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裁定，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 年 7 月 26 日，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六、信息公开工作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2020－2021 学年，学校通过规范完善信息公开工作流程、不断丰

富信息公开方式方法、改革探索信息公开平台机制，但工作中仍然存在

一些短板和弱项。例如，学校信息公开现有制度规范有待修订，信息公

开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学校将结合实际情况，重点从以下方面有针对

性地深化信息公开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主动公开意识。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领会新时代高校信息公开工

作的重要意义，将信息公开作为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抓手，对照党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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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深刻领

悟“旗帜”“标杆”要求，不断增强信息公开的主动性、自觉性。 

（二）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基本能力建设。根据国务院和教

育部关于信息公开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及时做好学校信息公

开相关制度修订工作。不断规范信息公开工作流程，加强与二级单位的

协同联动，进一步夯实公开事项主体责任，确保各项公开信息更新及时、

准确有效、合法合规。定期开展信息公开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工作研讨，

积极发挥相关学科专业优势，提升信息公开工作人员业务能力、专业知

识，进一步提升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工作的准确性、规范性。 

（三）进一步丰富公开方式，创新探索公开内容。将信息公开作为

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和舆情回应的重要窗口和渠道，积极探索新的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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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公开方式和公开平台，不断提升公开实效。持续加强决策过程和

执行情况公开，切实保障全校师生员工权益；针对社会公众重点关注的

学校信息，动态新增公开事项，及时发布相关进展，有效回应社会关切。 

七、清单事项公开情况表 



 - 13 - 

 
序

号 类  别 公开事项 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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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xgkk.htm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zfs_gdxxzc/201409/t20140905_182102.html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xgkk/gzzd1.htm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报告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xgkk/jzgdbdhxgzd_gzbg1.htm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xgkk/xswyhxgzd_ndbg1.htm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安排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xgkk/xxfzgh2.htm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xgkk/xxndgzyd1.htm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n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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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zskss/zszcjtslxzsb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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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kao.chsi.com.cn/zsgs/mdgs.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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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msszs.join-tsinghua.edu.cn/bz/wsbm/lqcx_l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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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oin-tsinghua.edu.cn/xxgk/zxdh_ssqd.htm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zskss/xsfcqjygjb_dcjcljg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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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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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zskss/yjszsjz_zszyml_fslqbf_gy_x_

s_hxk_zyzsyjsrss.htm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 https://yz.tsinghua.edu.cn/yxxx.htm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https://yz.tsinghua.edu.cn/xxgk/gkxx.htm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 https://yz.tsinghua.edu.cn/xxgk/lxwm.htm 

3 

财务、资产

及收费信息 

（7 项）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cw_zcjsff/cw_zcglzdd.htm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cw_zcjsff/sjzccdsyyglqkk.htm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

信息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cw_zcjsff/xbqyzc_fz_gyzcbzzzd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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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cw_zcjsff/yqsb_ts_ypdwzsbcgg.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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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cw_zcjsff/cwysx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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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cw_zcjsff/cwjsxxx.htm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cw_zcjsff/sfxm_sfyj_sfbzjtsfss.htm 

4 

人事师资信

息 

（5 项）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rsszz/xjldgbshjzqkk.htm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rsszz/xjldgbygcg_j_qkk.htm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rsszz/gwszglypybff.htm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信息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rsszz/xnzcgbrm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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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rsszz/jzgzyjjb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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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jxzll/bkszqrzzxszsdbl_jsslj.htm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jxzll/zysz_dnxzzy_tzzym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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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jxzll/qxkskczms_sjjxxfzzxf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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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jxzll/zjbkkcdjszjszsdbl.htm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jxzll/cjbysjydzccshzdfww.htm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jxzll/bysdgm_jg_jyl_jylxx.htm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jxzll/gxbysjyzlndbgg.htm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jxzll/ysjyfzndbgg.htm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jxzll/bkjxzlbgg.htm 

6 

学生管理服

务信息 

（4 项） 

（36）学籍管理办法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sglfww/xjglb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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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sglfww/xsjxj_zxj_xfjm_zxdk.htm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sglfww/xsjlcfbf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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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学生申诉办法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sglfww/xsssbff.htm 

7 

学风建设信

息 

（3 项） 

（40）学风建设机构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fjss/xfjsjgg.htm 

（41）学术规范制度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fjss/xsgfzdd.htm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fjss/xsbdxwccjz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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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w_xkk/sybs_ss_xsxwdjbyqqq.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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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w_xkk/nsyss_bsxwtdxlryz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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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w_xkk/xzss_bsxwsqxkhzyx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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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xw_xkk/sqxkhzyy.htm 

9 

对外交流与

合作信息 

（2 项）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dwjlyhzz/zwhzbxqkk.htm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dwjlyhzz/lggjxsglxggdd.htm 

10 
其他 

（2 项）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qtt/xszfkyj_lsfkyjzgqk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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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tsinghua.edu.cn/zjqh/xxgk1/gksxx/qtt/zrzhdtfsjdyjclya_yjxxhczqk_sjx

xdzdsj.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