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学院 2021-2022 学年度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为保障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依法获取学校相关信息，进一步

规范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提高学校各项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

治校、依法办学，推进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省

教育厅《关于做好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文

件要求，结合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实际情况，形成了《邵阳学院

2021-2022 学年度信息公开工作报告》,报告中数据统计期限为

2021 年 9 月 1 日—2022 年 8 月 31 日。 

一、概述 

2021-2022 学年，邵阳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信息公开作为促进依法治校的重要抓手，

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等有关文件精神，

全面、及时、准确地公开各项信息，进一步加强信息发布、政策

解读、舆情回应和平台建设工作，有序推进学校信息公开，充分

发挥了信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内部管理等各项

工作中的综合效能，服务了广大师生和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有

力促进了运行规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党务校务运行体系建

设，学校信息公开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一）以制度建设为统领，切实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一是落实信息公开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强化信息公开责任落

实，根据教育部清单 50 条内容，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工作机制，

明确各公开事项的责任单位和公开时间。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办公



 

 

室定期更新维护信息公开专栏目录内容，切实做到全面公开、及

时公开、如实公开。 

二是完善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制定并严格实施《邵阳学院信

息公开管理办法》，加强信息公开工作规范性、科学性，严格规

范学校信息公开审批流程，各单位需对外发布的信息均严格把关、

严格审核、及时公开。学校成立保密委员会，在保密委员会办公

室的指导下，严格落实保密审查制度，强化对信息公开平台发布

信息的监管，确保涉密信息不公开、公开信息不涉密。 

三是完善信息公开的督导落实机制。学校党政办（信息公开

办公室）、纪委办、宣传部不定期督查校内各二级单位的信息公

开工作情况，对不按要求公开、不及时公开、发布不实信息的集

中通报、督促整改，逐渐建立起学校主页与各二级单位网页联动

更新的工作机制，并按照“谁公开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学校及

二级单位公开的主体责任，形成常态化信息公开工作机制。 

（二）以平台建设为依托，稳步提升信息化工作水平 

一是规范信息公开网建设，抓好公开主渠道。对照教育部信

息公开要求，设置“学校要闻”“通知公告”“主动公开”“信息

公开制度”等模块，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网相关栏目，在及时完

善更新各子栏目内容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对一些热点、重点信息

的公开，及时发布了学校招投标公告、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初次

就业情况通报、部门决算等信息。 

二是依托校内媒介资源，丰富信息公开方式。依托门户网站、

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用好校报校刊等传统媒介，全方



 

 

位报道学校在党的建设、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校园基本建设、校园文化方面的新举措、

新成绩，多途径主动向校内和社会公开信息，进一步为学校师生

员工和社会公众获取信息提供便利。 

三是面向校内师生做好党务公开、校务公开工作。本学年在

校内办公网共公开学校党政公文 321 条，部门通知文件 600 条，

党委委会、校长办公会纪要 72 条，切实提高师生对学校各项工

作的了解。进一步完善书记校长邮箱、校领导接待日、教育阳光

服务平台等，注重社会公众来信反馈及网上互动交流，本学年答

复并处理 2670 条。 

（三）以师生需求为导向，提升信息公开工作服务实效 

一是积极打造智慧校园，方便师生学习生活工作需要。进一

步优化学校信息门户建设，集教务系统、离校系统、资产系统、

OA 办公系统、图书馆系统、财务系统、档案利用服务系统等各

业务系统，实现学生从报到入学到毕业离校，教职工从学习、工

作、生活的全过程、全方位服务。 

二是加强师生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对于涉及师生切身利益

的重大问题，做好校领导定期联系和沟通，对接师生来访，建立

健全校领导接待日等制度，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

师生工作。对于重大规划，如学校党代会报告、“十四五”发展

规划纲要、教师职称评审等主动积极听取师生意见建议，及时回

应师生和社会关切，切实提高师生对学校改革措施的认同感和满

意度。 



 

 

二、信息公开情况 

    （一）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2021-2022 学年度，我校通过门户网站、校园网络 OA 系统、

各种会议、党政文件、新闻发布、公布栏、校报校刊、微博、微

信、QQ 等形式向校内和社会公开信息 2491 项。主动公开信息的

内容主要有：一是《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所列内容及学

校政策、文件、规章制度、统计数据、最新动态等有关情况，如

学校章程、学校发展规划信息、相关媒体报道、学校新媒体建设

等。二是关系教职工、学生利益和公众关注的重要事项。主要有

“双代会”工作报告、学校人事分配制度、干部任免制度、目标

管理考核、人事招聘、职称评审办法和结果、科研教改项目评审

及教学科研评奖等有关信息；财务规章制度、年度财务收支情况

等财务信息；基建工作有关资金使用制度、招投标管理办法等信

息；各学历层次和各类学生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招生录取等招

生信息；学生评奖评优、学费减免、贷款、勤工助学的政策、办

法、结果以及毕业生就业服务等信息。  

（二）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 

1.招生就业信息公开 

（1）研究生招生信息公开。学校每年及时发布硕士研究生

招生简章、报考指南、招生专业目录及招生计划、初试成绩查询

及复查情况、复试录取阶段信息查询、调剂公告、招生咨询及申

诉渠道等社会公众关注信息。学校今年录取研究生 82 人，均按

照教育部有关要求及时予以公示。此外，在学校研究生工作部（处）



 

 

网站上也会及时发布研究生新生报到须知、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

选办法及通知等。同时，研究生招生咨询设邵阳学院研究生与学

科建设处，联系电话 0739-5431103，招生期间有专人负责咨询；

申诉渠道为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成招处，联系电话0731-88090230。 

（2）本科生招生录取信息公开。学校招生信息网发布了包

括 2022 年本科生招生简章、2022 年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招

生咨询及考生申诉渠道信息公开，开通 8 部咨询电话，组织 70

人开展咨询服务；参加“阳光高考”网上招生咨询活动；抽调

76名教职工深入到全省14个市的80个生源学校进行定向宣传、

提供咨询服务；招生 QQ和在线咨询累计答复考生咨询 1万余次；

在“阳光招生网”、“湖南招生信息港”等网站发布招生信息和

相关链接，指导考生填报志愿；参加湖南省教博会，现场为考生

及家长提供信息服务和志愿指导;学校招生信息网发布了包括

2022 年本科生招生简章，2022 年分省、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招生

录取结果查询，高考录取信息查询渠道，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等信

息。考生可上网查阅，也可通过电话进行咨询。 

（3）就业信息公开。学校通过邵阳学院就业信息网、邵阳学

院就业创业云平台向社会公布了邵阳学院 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

报、2022 届学校各专业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情况。为搭建就

业平台，争取就业机会，学校学校积极联系就业基地、校友企业、

各地相关行政部门，通过就业信息网公布和电话、微信、QQ 联系等

方式发布招聘信息，并组织共计 2664 家单位参加我校线下招聘和视

频双选会。为做好就业政策宣传，学校招生就业处编印了《邵阳学



 

 

院就业创业报》和《邵阳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服务指南》发放

至毕业生手中，并通过学校就业信息网开设就业政策、就业指导、

在线咨询、职业测评等专栏，对全校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

创业指导。同时，充分利用校报、校园网、广播、微信、QQ 等媒体，

对毕业生开展就业形势、就业价值观和就业诚信教育。为帮扶困难

群体就业，学校运用邵阳学院就业创业云平台为困难群体毕业生精

准推送消息 152 条，推送在线招聘消息 2000 余条，推送岗位 10000

余个。2022 年，学校共为毕业生发放求职创业补贴 204.75 万元，托

底帮扶 566 名有就业意愿的原建档立卡毕业生实现就业。 

2.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公开 

（1）财务信息公开。结合学校实际，学校计划财务处依托

学校官网发布、张贴公示牌、向教代会递交学校的财务预、决算

报告等方式公开事关学校改革发展的重大财务决策、涉及师生员

工切身利益的财务事项和其他广受关注的焦点、热点、难点。公

开的内容主要包括 2021-2022 学年度学校财务收支预决算表、学

校各种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范围、收费结果和财务管理制

度等信息。 

（2）关于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信息公开。

在物资采购方面，对于 50 万以上的政府采购项目由省政府采购

中心等具有相关招标采购资质的招标代理公司在规定网站内发

布招标公告等相关信息，对于 50 万以下的采购项目，学校主动

在邵阳学院网站上发布招标采购公告。学校多部门共同确定协议

招标药品采购和新生结核筛查试剂；医院成立药品监管小组，确



 

 

定购药 4 项基本原则：质量、价格、到货率和服务质量，药品采

购招标在学院网站上公布。所有采购项目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采购程序进行，没有接到任何个人与单位部门的举报

与群众的不满反映。 

（3）重大基建工程类项目招投标公开。基建处将基建项目

的报批按照《邵阳学院基建管理办法》和《邵阳学院基建项目招

投标实施细则》，根据相应审批权限，全部进行立项报批。100

万以内的基建工程项目招标和立项，均通过校内官网首页、处网

站和校内信息公告栏将工程项目相关情况及招标过程进行公布，

100-400 万的工程项目，主要是通过湖南省政府采购相关网站进

行具体公布，400 万以上的公开招标工程项目于建设口的政府招

标网站进行具体公布。 

3.干部人事信息公开 

（1）关于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公开。按照《关于规

范领导干部在各类社会组织兼职的意见》的要求，对校级领导干

部包括离退休老同志在各类协会等社会组织兼职的，进行清理和

规范。没有发现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  

（2）人事招聘信息公开情况。根据省人社厅关于公开招聘

的有关规定及学校有关高层次人才引进等要求，人事处严格按照

岗位设置的类别和聘用程序，相关人事变动公开、公平、公正进

行，招聘信息发布、招聘结果公示等在省人社厅网站、邵阳学院

校园网上予以公布。2021 年-2022 年度,共进行 6 批次（包括附

属第一、第二医院）拟录用人员公示，并设置情况反映渠道接受



 

 

社会监督，切实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 

（3）关于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信息公开。严格按照上级对中

层干部任免的有关要求，对所有干部的任免情况都在学校 OA 系

统和阳光服务平台电子屏进行了公示。 

4.教学质量信息公开 

（1）关于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学校全日制在校生总规模为 27199 人，本科在校生

26714 人，本科生数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 98.14%。 

（2）关于专业设置等。学校现有 53 个本科专业，涵盖经济

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

管理学、艺术学等 11 大学科门类，基本构建了以工学为主体，

以师范、医学为两翼，多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2021 年风景园林专业学制由 5 年调整为 4 年。相关信息在学校

门户网站及招生简章上公布。 

（3）2021-2022学年，开设的各类课程总门数为 2146门数， 

开课门次数 7220 次，生均周课时为 24-30 学时。课程总门数中，

公共课程占比 7.08%，专业课程占比 87.65%，文化素质课程占比

2.10%，教师教育类专业课程占比 3.17%。所有理工农医专业实

践教学学分占比不少于总学分 30%，其他专业实践教学学分占比

不少于总学分 20%。相关信息在教学质量年报上公布。 

（4）关于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等。根据核查统计，

我校 2022 届毕业生总数 7093 人(其中：本科生 6369人、专科生 724

人)。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我校本专科毕业生初次毕业去向落



 

 

实率为 78.94%(其中本科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80.00%，专科生毕

业去向落实率为 69.61%)。 

（5）关于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组织编制发布高等学校 2020－2021 学年本科教学

质量报告的通知》要求，结合我校教育教学工作实际，我处组织

编制了《邵阳学院 2020-2021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已上报

湖南省教育厅，并上传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且在邵

阳学院官网“信息公开”栏目公布。 

（6）关于学风建设及科研工作信息。学校科技处通过科技

处网站、学校公示栏和科研秘书 QQ 群、科研项目申报服务群、

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共公开信息 58 条，内容涉及科研项目申报、

立项和结题，科研成果奖申报、智库成果等通知、事项。 

5.学生管理服务信息公开 

学生管理服务工作是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学生管理服务信

息的公开情况直接关系到能否为学生服好务这一基本问题。本学

年，学校主动公开学生管理服务信息 161 项，其中：通过 OA 或

印发文件 135 份（包括学校有关学生工作发文）；通过网站、张

贴公示、阳光服务平台等形式公示征兵、军训、应征入伍服兵役

国家资助和学生退役士兵教育学费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定、

学生奖助学金评定及发放、临时困难补助、勤工助学、生源地助

学贷款、学生纪律处分解除等信息 16 项；辅导员评奖评优信息

3 项；通过 QQ 群、公共邮箱、文件等形式公布节假日值班安排

表 7 项。 



 

 

6.对外交流与合作信息公开 

学校重视对外交流与合作，为方便师生员工、干部群众了解

有关信息，学校国际交流处主要通过“邵阳学院网站”和学校

OA 自动化办公系统公开信息，主要内容包括与国（境）外高校

之间的高层互访会及达成的合作意向、因公出国（境）人员、留

学生招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招生与管理等相关信息，共计 11

条。本年度，校级领导干部无因公出国（境）情况。 

（三）依申请公开信息情况 

2021-2022 学年度，学校没有收到要求信息公开的申请，没

有因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或减免费用情况。 

（四）信息公开的评议及举报情况 

2021-2022 学年度，校内师生及社会对我校信息公开工作反

映良好，没有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的情况。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2021-2022 学年度，我校信息公开工作质量稳步提升，但仍

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公开的校务信息对师生员工的服务作用需

进一步提升，部分信息专业性较强或公布平台分散，群众不好查、

不好懂、不好用的问题仍然存在。二是《邵阳学院信息公开实施

细则（试行）》的执行需进一步深化，少数单位部门的责任主体

意识不够高，对于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把握不准，执行力度有待进

一步提升。三是信息公开平台建设需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平台

与政务服务平台的融合创新发展不够，在线办理功能有待优化提



 

 

升，需在更高水平上建设完善。 

（二）改进措施 

一是提升公开质量。学校信息公开工作要始终坚持标准化、

流程化，拓宽工作思路，构建公开、解读、发布、互动为一体的

工作流程，破解“找不到、找不快、找不准”信息的痛点问题。

二是规范公开行为。深入做好《邵阳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则（试

行）》的贯彻执行，按照规范化、标准化要求，进一步落实主体

责任，加强监督审查，及时调整规范信息公开专栏及指南、目录，

确保依法依规满足群众相关信息需求。三是创新公开服务。依托

学校官网集约化平台，融合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工具，积

极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打通信息公开“最后一公里”，

提供师生员工满意的优质服务。 

 

  邵阳学院     

2022 年 11 月 24 日 

  



 

 

邵阳学院 2022 年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公开情况表 

序

号 

类

别 
公开事项 公开情况 网址链接 

  1   
基本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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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门户网站学校概况——学校简介 https://www.hnsyu.edu.cn/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校门户网站学校概况——学校章程 https://www.hnsyu.edu.cn/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报告 发布在学校电子校务 OA 系统 学校电子校务 OA 系统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 
章程公布于校门户网站科技处主页；工

作报告以总结形式交学校存档 
http://www2.hnsyu.net/kjc/xswyh/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安排 发布在学校电子校务 OA 系统 学校电子校务 OA 系统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校门户网站——信息公开 https://www.hnsyu.edu.cn/ 

 

 

 

 

 

 

 

2 

 

 

 

 

 

 

招生

考试

信息 

（7）招生章程及特殊类型招生办法，分批次、分科类招生

计划 
邵阳学院招生信息网 

邵阳学院 2022 年招生章程 

http://zsjy.hnsyu.net/zhaosheng/zsdt/2

02205/t20220531_121681.html 

邵阳学院 2022 年招生计划 

http://zsjy.hnsyu.net/zhaosheng/zsjh/2

02206/t20220620_1223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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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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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阳学院招生信息网 

http://zsjy.hnsyu.net/zhaosheng/wnsj/2

02211/t20221123_1252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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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阳学院招生信息网 http://zsjy.hnsyu.net/zhao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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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阳学院研究生工作部（处）网 

http://www2.hnsyu.net/xkjsc/zsgz/zsjz/

202109/P020211210600093594689.pdf 

http://www 

hnsyu.net/xkjsc/zxdt/202203/P020220325

751597078680.pdf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 邵阳学院研究生工作部（处）网 
http://www2.hnsyu.net/xkjsc/zxdt/20220

3/t20220331_119579.html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邵阳学院研究生工作部（处）网 
http://www2.hnsyu.net/xkjsc/zxdt/20220

4/t20220419_120071.html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 邵阳学院研究生工作部（处）网 http://www2.hnsyu.net/xkjsc/zxdt/ 

 

 

 

3 

 

财务、

资产

及收

费信

息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邵阳学院计划财务处网——规章制度 http://www2.hnsyu.net/syxycwc/gzzd/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邵阳学院校友工作室网站 http://www2.hnsyu.net/syxyxyh/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 无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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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阳学院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网页公布

了《邵阳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试

行）》、《邵阳学院招标采购管理办法(试

行)》等管理文件 

学校建设项目中标公告均于湖南省政府

采购网进行公示 

http://www2.hnsyu.net/gzc/ 

http://www.ccgp-hunan.gov.cn/portal_v2

.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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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门户网站——信息公开 

https://www.hnsyu.edu.cn//xxgkl/202203

/t20220303_118773.html 

http://www/
http://www2.hnsyu.net/g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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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门户网站——信息公开 

https://www.hnsyu.edu.cn//xxgkl/202210

/P020221020594059420051.pdf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 邵阳学院计划财务处网 

http://www2.hnsyu.net/syxycwc/tzgg/202

109/t20210906_113181.html 

http://www2.hnsyu.net/syxycwc/tzgg/202

109/t20210906_113180.html 

 

 

 

4 

 

 

人事

师资

信息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以文件形式报给省委组织部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 无该情况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发布在学校电子校务 OA 系统 学校电子校务 OA 系统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信息 

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信息均于学校电子校

务 OA 系统发布 

人员招聘信息均于邵阳学院教师工作部

网站发布 

http://www2.hnsyu.net/syxyrsc/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学校 OA 系统发布《邵阳学院职工申诉处

理办法》（邵院政 2018 年 53 号） 
学校电子校务 OA 系统 

5 

教学

质量

信息 

（27）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教师数量及结构 
总结于《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发布

在校门户网站——信息公开 
https://www.hnsyu.edu.cn//xxgkl/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 邵阳学院教务处网站 
https://www.hnsyu.edu.cn/jyjx/jwctzgg/

202107/t20210730_1128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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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阳学院教务处网站 

https://www.hnsyu.edu.cn/jyjx/jwctzgg/

202107/t20210730_1128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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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阳学院教务处网站 

https://www.hnsyu.edu.cn/jyjx/jwctzgg/

202107/t20210730_112894.html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发布于邵阳学院就业信息网、校报、校 http://syxy.bibibi.net/index 

http://www2.hnsyu.net/syxycwc/tzgg/202109/t20210906_113181.html
http://www2.hnsyu.net/syxycwc/tzgg/202109/t20210906_113181.html


 

 

园网、广播、微信、QQ 等媒体，并编发

《邵阳学院就业创业报》和《邵阳学院

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服务指南》给毕业

生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 
邵阳学院就业信息网、邵阳学院就业创

业云平台 

http://syxy.bibibi.net/detail/news?id=

774537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邵阳学院就业信息网 
http://syxy.bibibi.net/detail/news?id=

658959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无此类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校门户网站——信息公开 
https://www.hnsyu.edu.cn//xxgkl/202111

/P020211130630508124756.pdf 

6 

学生

管理

服务

信息 

（36）学籍管理办法 发布在学校电子校务 OA 系统 学校电子校务 OA 系统 

（37）国家奖学金评审；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学校奖学金、

优秀班集体、优秀学生干部评审 

发布在学校电子校务 OA系统和邵阳学院

阳光服务平台 

http://ygpt.hnsyu.net:8010/column/ygzx

/2022/1651482741707.shtml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发布在学校电子校务 OA系统，并编发《邵

阳学院学生手册》于在校生 
学校电子校务 OA 系统 

（39）学生申诉办法 
发布在学校电子校务 OA系统，并编发《邵

阳学院学生手册》于在校生 
学校电子校务 OA 系统 

 

 

 

 

7 

 

 

 

学风

建设

信息 

（40）学风建设机构 
学校电子校务 OA 系统发布《关于成立邵

阳学院学风建设委员会的通知》 
学校电子校务 OA 系统 

（41）学术规范制度 邵阳学院科学技术处网站 
http://www2.hnsyu.net/kjc/fwzn/gzzd/20

1404/t20140421_38524.html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邵阳学院科学技术处网站 
邵阳学院学术风气建设实施细则 

http://www2.hnsyu.net/kjc/fwzn/gzzd/20

http://www2.hnsyu.net/kjc/fwzn/gzzd/201404/t20140421_38524.html
http://www2.hnsyu.net/kjc/fwzn/gzzd/201404/t20140421_38524.html
http://www2.hnsyu.net/kjc/fwzn/gzzd/201404/t20140421_38524.html


 

 

1404/t20140421_38524.html 

邵阳学院学术道德规范 

http://www2.hnsyu.net/kjc/fwzn/gzzd/20

1404/t20140421_38525.html 

8 

学位、

学科

信息 

（43）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邵阳学院研究生工作部（处）网、邵阳

学院教务处网 

http://www2.hnsyu.net/xkjsc/glzd/ 

https://www.hnsyu.edu.cn/jy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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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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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阳学院研究生工作部（处）网 http://www2.hnsyu.net/xkjsc/zl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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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阳学院研究生工作部（处）网 http://www2.hnsyu.net/xkjsc/zlxz/ 

9 

对外交

流与合

作信息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邵阳学院国际交流处网站、学校 OA 系统 http://www2.hnsyu.net/gjjlzx/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学校电子校务 OA 系统 学校电子校务 OA 系统 

10 其他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均以文件形式上报巡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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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张贴告示、OA 系统公文或校园主页

等形式予以公布 
http://www2.hnsyu.net/bwc/ 

 

http://www2.hnsyu.net/kjc/fwzn/gzzd/201404/t20140421_3852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