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

厦门市各区教育局政务公开评估标准（试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方式

4

第三方测评

依据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是否包括政府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
政府信息公开

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

指南

互联网联系方式等内容（2 分）；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是否在网站公布
（2 分）。

政府信息公开
目录

是否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发布政府信息公开目录（2 分）
，栏目设置
齐全方便查阅（3 分）。从年度发文目录中选取 5 件主动公开文件，

10

确认是否包含于目录中（5 分）。

第三方测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查阅资料

信息公开条例》
（国令第 711
号）；

是否在 3 月 31 日前发布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2

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

分）；报告是否包括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

工作年度报告

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

2.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
4

第三方测评

政务公开评估实施方案的

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等（2 分）。

通知》；

政策解读与政策制定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署（3 分）
，运用
政策解读

简明问答、图表图解、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通过政府网站、新闻

厅关于印发 2020 年厦门市

5

3.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
第三方测评

发布会、政务新媒体等多渠道加以解读（2 分）。

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
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
通知》
（厦府办[2020]67 号）。

网上征集调查

建立健全重要政策预公开制度，制定重要改革方案和重大政策措施
时是否在网站公开征求公众意见（2 分）。

2

第三方测评

1.机构概况：是否公开本部门职责、内设机构、联系方式、领导简
介、业务分工；（2 分）
2.政策文件：是否发布教育法律、规范性文件以及各类教育政策文
件；（2 分）
3.财政资金：部门财政决算、财政预算（含“三公”经费）公开情
基本信息公开

况，重大项目经费等相关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财政资金管理
制度等；（2 分）

12

第三方测评

4.人事信息：干部任免、教师管理、师德师风建设和培训工作文件、
教师职务评聘、师资招聘、相关评优评先信息；（2 分）
5.规划计划：是否发布本部门发展规划、工作总结及年度计划等信
息；（2 分）
6.统计信息：是否公开中小幼学校、教师和学生统计信息。（2 分）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落实重点领域

是否设置公开本地区重点领域信息公开目录（2 分）
，重点领域信息

信息公开情况

公开目录的合规性和完整度（4 分）。

6

第三方测评

关于印发 2020 年厦门市政
务公开评估实施方案的通
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优化政府网站栏目设置，积极依托档案馆、图书馆等提供政府信息
公开平台建设

查询（2 分）；推动政务新媒体解读政策文件、回应民生关切且保持

4

第三方测评

信息持续更新（2 分）。

息公开条例》（国令第 711
号）；
2.《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依申请公开

公开信息公开申请的办理流程、联系电话（2 分）；信息公开申请办
理情况（2 分）。

4

第三方测评、
查阅资料

关于印发 2020 年厦门市政
务公开评估实施方案的通
知》。

义务教育领域

编制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2 分），并在政府网站开

基层政务公开

设“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专栏（2 分）
，以超链接

5

第三方测评

4

第三方测评

4

第三方测评

包括民办学校基本信息、行政许可信息、日常监管信息公开。

4

第三方测评

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

财务信息

包括管理办法、预决算、收费标准等公开。

4

第三方测评

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

义务教育领域基

招生管理

包括学校介绍、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招生结果公开。

4

第三方测评

通知》
（厦府办[2020]67 号）；

层政务公开

学生管理

包括学籍管理、学生资助政策、学生评优奖励办法、优待政策公开。

4

第三方测评

2. 《厦门市教育局办公室

标准目录

方式向市教育局报送义务教育领域的各项具体信息（1 分）。

政策文件

包括教育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开。

教育概况
民办学校信息

包括教育事业发展主要情况、教育统计数据和义务教育学校名录公
开。

关于落实义务教育领域基

包括教师培训、教师资格认定、教师公开招聘、教师行为规范、教
教师管理

师评优评先、教师职称评审、特岗教师招聘、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和

4

第三方测评

情况
教育督导公开
校园安全

包括控辍保学、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校体育评价、
学校美育评价公开。
包括一般教育督导和义务教育均衡督导公开。
包括法律法规、配套制度、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处理、
校车使用等公开。

4

第三方测评

4

第三方测评

4

第三方测评
《厦门市教育局办公室关

是否成立政务公开工作小组，明确人员岗位和职责，具体负责政务
保障监督机制

组织领导

公开工作（2 分）。是否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宣传贯彻培训工作（2
分）。

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
知》（厦教办[2020]52 号）
。

普通话培训测试公开。
重要政策执行

1.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

4

第三方机构查
阅资料

于落实义务教育领域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厦教办[2020]52 号）。

附件 2

厦门市中小学校（职业学校）校务公开评估标准（试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组织领导
领导重视情况

指标说明
是否成立校务公开领导小组，明确一位领导分管校务公开工作。
是否把校务公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推进落实校务公开工作（2
分）；认真组织学习、宣传，扎实开展培训工作（2 分）
。

分值
4
4

方式
第三方机构查
阅资料
第三方机构查
阅资料

编制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并公布，明确职责、程序、公开方式和时

《厦门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限要求。指南应包括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信息公开

组织机构与制度

厦门市教育领域信息公开

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

建设情况

工作方案的通知》（厦教办

子邮箱等内容，以及依申请公开的处理和答复流程等（3 分）
；信息
建立健全工作
机制

公开目录应包括信息的索引、名称、文号、生成日期等内容（3 分）。

依据

10

建立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制，制定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工作规

第三方测评、

[2018]36 号）

查阅资料

程，明确申请的受理、审查、处理、答复等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2
分）。
建立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制度（2 分）。
学校基本情况

公开内容

包括历史沿革、办学性质、办学地点、办学规模、办学基本条件、
机构职能、联系方式等。

7

第三方测评

规章制度

学校现行规章制度以及办事流程。

4

第三方测评

规划计划

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其执行情况。

4

第三方测评

14

第三方测评

招生考试

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计划、范围、对象、招生结果（10 分）
，
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报考条件、录取办法（4 分）。

1.《厦门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厦门市教育领域信息公开
工作方案的通知》（厦教办
[2018]36 号；
2.《厦门市教育局办公室关
于落实义务教育领域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学生管理

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和评优奖励办法，奖学金、助学贷款、助学金、
勤工俭学和学费减免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和结果。
学校收费的类别、项目、标准、依据、范围、计费单位和批准机关
以及监督电话。

财务管理

学校数量较多的物资采购、基本建设与维修、房产承包与租赁等的
招投标结果及实际执行情况。
学校经费收支情况，学校资产和受赠物的管理使用情况。

教学管理

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有关规定，教学与科研成果评选，课程设置方
案与教学计划及执行情况。

6

第三方测评

6

第三方测评

6

第三方测评

6

第三方测评

6

第三方测评

6

第三方测评

6

第三方测评

学校教职工招聘、职称评聘、职务晋升、评优的条件、程序、结果
人事管理

及争议解决办法，绩效考核及绩效工资分配办法，教师培训等师资
建设情况。

学校安全管理

学生住宿、用餐、组织活动等服务事项及安全管理情况，自然灾害、
传染病等涉及师生安全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及处置情况。
信息是否通过学校网站、报刊、广播、电视等载体、档案馆（室）、

公开渠道

图书馆、信息公告（示）栏、电子屏幕、触摸屏等场所或者设施予

3

以公开。

公开形式

第三方测评、
查阅资料

目录、依申请公开、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等栏目（2

厦门市教育领域信息公开
工作方案的通知》（厦教办

在网站、场所或设施设立“信息公开专栏”集中发布信息公开指南、
专栏建设

《厦门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4

第三方测评

[2018]36 号

分），做好信息的管理、维护和更新工作（2 分）。
监督保障

信息公开年度
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按时编制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在信息公开专栏公布。

4

第三方测评

息公开条例》（国令第 711
号）

附件 3

厦门市高校信息公开评估标准(试行)
序号

类

别

公开事项

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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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

等办学基本情况（2 分）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2 分）
基本信息
1
（6 项）

《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 31 号）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报告（2 分）

《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
（教育部令第 32 号）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2 分）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教育部令第 35 号）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安排（2 分）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2 分）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2-2013 学年度高校信息
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教办厅函〔2013〕48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

招生考试信息
2
（8 项）

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3〕73 号）
（7）招生章程及特殊类型招生办法，分批次、分科类招生计划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
（2 分）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工作的通
知》（教学函〔2013〕9 号）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
（教育部

令第 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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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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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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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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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4 年全国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工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2 分）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2 分）

作的通知》（教学〔2013〕12 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4 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
考试执法监督工作的通知》（教监厅〔2013〕2 号）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2 分）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2 分）
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
3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2 分）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2 分）

（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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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
（19）收支预算总表、收入预算表、支出预算表、财政拨款支出 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3〕73 号）
预算表（2 分）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
《教育部关于做好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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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2 分）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2 分）

知》（教财〔2012〕4 号）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
的通知》
（教财函〔2013〕96 号）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校学校领导
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
（教党〔2013〕39 号）

人事师资信息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2 分）

4
（5 项）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校党员领导
干部兼职管理的通知》
（教党〔2011〕22 号）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2 分）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信息（2 分）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2 分）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
（人事部令第 6 号）

（27）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教师数量及结构（2
教学质量信息
5
（9 项）

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2 分）

年）》

（29）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选修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编制发布 2012 年<
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2 分）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通知》(教高厅函〔2013〕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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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2 分）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2 分）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 分）

度报告的通知》(教学厅函〔2013〕25 号)
《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教育部令 13 号）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2 分）

《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
（教
体艺〔2014〕1 号）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2 分）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编制发布 2012 年<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通知》(教高厅函〔2013〕33 号)

（36）学籍管理办法（2 分）
学生管理服务信息

（37）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学费减免、助学贷款、勤工俭学的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
申请与管理规定（2 分）

6
（4 项）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2 分）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21 号）

（39）学生申诉办法（2 分）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

（40）学风建设机构（2 分）
7

学风建设信息
（3 项）

（41）学术规范制度（2 分）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2 分）

《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
施意见》
（教技〔2011〕1 号）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
（43）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基本要求（2 分）

《关于进一步加强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和授予
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管理工作的意见》
（学位
〔2013〕36 号）

学位、学科信息
8
（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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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开展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的通
知》（学位〔2013〕37 号）
认定（2 分）
《关于委托部分学位授予单位自行审核博士学位授权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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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学科点和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的通知》
〔2010〕18 号）
（2 分）
《关于发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
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的规定〉的通知》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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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1998〕54 号）
（2 分）

《关于启用“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
作信息平台”的通知》
（学位办〔2011〕70 号）

对外交流与合作信息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2 分）

9

《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9
号）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

（2 项）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2 分）

量保障工作的意见》（教外办学〔2013〕91 号）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

其他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意见整改情况（2 分）

10

行）〉的通知》（中发〔2009〕7 号）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的
意见》（教党〔2013〕3 号）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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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