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责任部门 责任领导 备注

1. 办学规模 校长办公室 王志强 √

2. 学校机构设置 人事处 董兆军 √

3. 学科情况 研究生院 米子川 √

4. 专业情况 教务处 张卫国 √

5. 各类在校生情况 发展规划处 肖志超 √

6. 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人事处 董兆军 √

7. 学校领导简介 校长办公室 王志强 √

8. 学校领导工作分工 校长办公室 王志强 √

9. 统计数据 发展规划处 肖志超

10. 学校标识 发展规划处 肖志超

11. 办学地址及联系方式 校长办公室 王志强

12. 学校年度工作总结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王志强

13. 各单位和部门年度工作总
结和工作计划

各单位和部门

14. 学校章程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王志强 √

(一)办学基本情
况

(二)规章制度

山西财经大学信息公开目录

备注中标记√项为上级规定“主动公开”事项

一、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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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学校规章制度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王志强 √

16. 各单位和部门规章制度 各单位和部门 √

17. 工作流程 各单位和部门

18. 党委、行政、办公室文件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王志强

19. 专业字号文件 相关职能部门

20. 党委会议纪要、校长办公
会议纪要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王志强

21. 相关制度 工会 董跃进 √

22. 教代会组织架构 工会 董跃进

23. 工作报告 工会 董跃进 √

24. 相关制度 科研处 孙国强 √

25. 学术委员会组织架构 科研处 孙国强

26. 年度报告 科研处 孙国强 √

27. 学校发展规划 发展规划处 肖志超 √

(二)规章制度

(三)教职工代表
大会

(四)学术委员会

(五)发展规划

一、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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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年度工作计划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王志强 √

29. 重点工作安排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王志强 √

（六）信息公开
年度报告

30. 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校长办公室 王志强 √

31. 招生章程及特殊类型招生
办法，分批次、分科类招生计
划

教务处 张卫国 √

32. 保送、自主选拔录取、高
水平运动员和艺术特长生等特
殊类型招生入选考生资格及测
试结果

教务处 张卫国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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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处 张卫国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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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务处 张卫国 √

35. 研究生招生简章、招生专
业目录、复试录取办法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

36. 各学院（学科）、专业招
收研究生人数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

(五)发展规划

(一)本科生招生

(二)研究生招生

一、基本信息

二、招生考试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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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
绩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

38. 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39. 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询渠
道和办法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

40. 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
道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

(三)继续教育学
院招生

41. 继续教育学院招生信息 继续教育学院 李向阳

42. 财务工作动态 财务处 杨宁光

43. 财务管理制度 财务处 杨宁光 √

44. 受捐赠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情况

财务处 杨宁光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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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处 杨宁光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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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处 杨宁光 √

47. 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
费标准及投诉方式

财务处 杨宁光 √

(二)研究生招生

（一）财务信息

二、招生考试信
息

三、财物、资产
及收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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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资产工作动态 资产管理处 白才进

49. 资产管理制度 资产管理处 白才进 √

50. 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
物资设备采购情况

资产管理处 白才进 √

51. 受捐赠资产的使用与管理
情况

资产管理处 白才进 √

52. 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

资产管理处 白才进 √

（三）招投标信息
53. 学校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
标情况

基建处 高文胜 √

54. 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
况

组织部 乔军红 √

55. 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
（境）情况

国际交流合作处 李旭明 √

56. 中层干部任免信息 组织部 乔军红 √

57. 干部选拔任用规定 组织部 乔军红

58. 干部考核办法及情况通报 组织部 乔军红

59. 老干部工作动态 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韩石锁

60. 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人事处 董兆军 √

（二）资产信息

（一）领导干部
重要事项

（二）干部工作

(三)人事工作

四、人事师资信
息

三、财物、资产
及收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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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人员招聘信息 人事处 董兆军 √

62. 人事工作动态 人事处 董兆军

63. 职称评定信息 人事处 董兆军

64. 教职工评先评优公示 人事处 董兆军

65. 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工会 董跃进 √

66. 本科教学动态 教务处 张卫国

67. 研究生教学动态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68. 本科生人才培养方案 教务处 张卫国

69. 研究生培养方案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70. 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
数的比例

教务处 张卫国 √

71. 本科专业设置、新增专业
、停招专业

教务处 张卫国 √

72. 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实
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
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教务处 张卫国 √

(三)人事工作

(一)教学信息

四、人事师资信
息

五、教学质量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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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
授总数的比例、教授本科课程
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

教务处 张卫国 √

74.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教务处 张卫国 √

75. 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成
名单

教务处 张卫国

76. 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
机制

教务处 张卫国

77. 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78. 研究生教学质量监督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79. 学位点评估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80. 研究生导师信息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81. 本科教学名师 教务处 张卫国

82. 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
施和指导服务

学生就业处 史成安 √

83. 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
业率、就业流向

学生就业处 史成安 √

84.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学生就业处 史成安 √

(一)教学信息

（二）就业信息

五、教学质量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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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就业工作动态 学生就业处 史成安

86. 大学生创新创业情况 学生就业处 史成安

(三)艺术教育 87. 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教务处 张卫国 √

88. 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 教务处 张卫国 √

89. 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

90. 本科生奖学金、助学金、
学费减免、助学贷款、勤工俭
学的申请与管理规定

学生工作部、学生处、武
装部

张建军 √

91. 研究生奖学金、助学金的
申请与管理规定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

92. 本科生奖励处罚办法
学生工作部、学生处、武

装部
张建军 √

93. 研究生奖励处罚办法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

94. 学生申诉处理办法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王志强 √

（一）学风建设 95. 学风建设机构
学生工作部、学生处、武

装部
张建军 √

（二）学术规范 96. 学术规范制度 科研处 孙国强 √

（三）学术不端
行为查处

97. 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科研处 孙国强 √

（一）学籍管理

（二）奖助学贷

（三）学生申诉

（二）就业信息

五、教学质量信
息

六、学生管理服
务信息

七、学风建设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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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本科生教学监督 教务处 张卫国

99. 研究生教学监督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100. 授予博士、硕士、学士
学位的基本要求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

101. 拟授予硕士、博士学位
同等力资格审查和学历水平认
定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

102. 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
予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
办法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

103. 拟新增学位授予学科或
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申报及论证
材料

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 米子川 √

104. 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国际交流合作处 李旭明 √

105. 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
定

国际交流合作处 李旭明 √

106. 国际交流工作动态 国际交流合作处 李旭明

107. 国内交流工作动态 相关单位和部门

（二）学科信息

（一）合作办学

（二）对外交流

（四）教学监督

（一）学位信息

九、对外交流与
合作信息

七、学风建设信
息

八、学位、学科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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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出国（境）管理规定 国际交流合作处 李旭明

109. 外籍教师管理规定 国际交流合作处 李旭明

110. 公派访问学者情况 国际交流合作处 李旭明

（一）巡视动态 111. 巡视工作动态 党委办公室 王志强

（二）巡视反馈
112. 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
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党委办公室 王志强 √

（一）应急制度
113.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
应急处理预案

校长办公室 王志强 √

114.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
警信息和处理情况

校长办公室 王志强 √

115. 涉及学校的重大事件的
调查与处理情况

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
室）

李正斌、栗翠
萍

√

（一）对外宣传 116. 校外媒体报道学校情况 宣传部 侯铁虎

（二）对内宣传 117. 校内重要工作动态情况 宣传部 侯铁虎

（二）对外交流

（二）应急处理

九、对外交流与
合作信息

十、巡视工作

十一、应急工作

十二、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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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文明 118. 精神文明建设情况 宣传部 侯铁虎

十三、统战工作 统战工作
119. 民主党派建设、工作动
态

统战部 胡  玥

十四、审计工作 审计工作 120. 审计工作流程 审计处 毋恒生

121. 警情提示 保卫部、保卫处 石罡明

122. 工作流程 保卫部、保卫处 石罡明

123. 服务流程 后勤管理处 张  锐

124. 服务热线 后勤管理处 张  锐

125. 公寓文化活动 后勤管理处 张  锐

126. 服务流程 后勤管理处 张  锐

（三）档案服务
127. 档案管理、查询制度及
流程

档案馆 卫晓云

（一）后勤保障

（二）学生公寓

校园安全稳定

十六、服务保障

十二、宣传工作

十五、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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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友信息 128. 校友信息动态 校长办公室（校友办） 马晓娟

（五）法律事务 129. 法律事务工作动态 校长办公室（法制办） 赵学文

130.工作服务流程 图书馆 王玉宝

131.教材管理 图书馆 王玉宝

132. 实验室分布、管理和建
设情况

实验中心 张志军

133. 实验教学制度、动态 实验中心 张志军

134. 校园网络管理制度 网络与信息教育技术中心 肖玉巍

135. 校园网络服务流程 网络与信息教育技术中心 肖玉巍

（四）学报信息 136. 学报期刊目录 期刊社 秦兴俊

十八、新校区建设 新校区建设工作 137. 新校区建设工作动态 基建处 高文胜

（一）图书教材

（二）实验教学

（三）网络服务

十六、服务保障

十七、教学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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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科研服务
服务教学和社会

发展
138. 服务教学、地方经济和
社会发展科研成果

科研单位

二十、学院信息 学院工作
139. 信息公开机构、工作动
态

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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