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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1—2022 年度

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2021 年 9 月 1 日—2022 年 8 月 31 日）

本报告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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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

通知》等文件精神编制而成。

报告包括七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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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学校信息公开受到举报、复

议、诉讼情况，信息公开工作的新做法新举措、主要经验、问题和

改进措施，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报告编制时间界限：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如对本报告中所列数据有任何疑问，请与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

学院党政办公室联系。

联系方式：0453-6402306 E_mail：mtbayy@163.com

信息查询网址为：http://xinxi.hnyjj.org.cn/

一、概述

高校信息公开，是高校对社会公众教育信息知情权的回应,关系

着高校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是社会民主法治的体现，同时，通过

信息公开能使广大师生教职员工关心、参与和监督学院事务，真正

让师生教职员工参与到学院事务的决策管理活动中，从而提高广大

师生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激发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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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和实施高校信息公开工作，不断深入推进高校信息公

开工作，全面做好学校的信息公开清单和信息公开报告，对于建立

公正透明的行政、教学管理体制，依法保障社会公众和相关组织的

知情权利，对于预防违法乱纪、规避廉政风险等更是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为确保学院信息公开工作的有效推进，学院党委高度重视，专

门例会研究，严格按照《办法》及教育部的文件要求和省教育厅工

作部署推进工作，不断加强对《办法》及其他相关条例、法规进行

学习和培训，进一步强化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分工，全面

完善“主管领导全面负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职能处室深抓落实”

的工作机制，为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稳妥完成提供有力保障。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闫海民 党委书记

张继忠 院长、党委副书记

副组长：孙德祥 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

乔贵斌 纪委书记

姜桂娟 副院长

丛培鑫 副院长

周淑香 副院长兼党政办公室主任

成 员：

杨丽颖 组织宣传部部长 张晓慧 财务处处长

李 志 纪检监察处处长 任运国 学生工作部部长

吴 英 教务处处长 李池国 人事处处长

李金生 总务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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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凤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所长

黄瑞海 实验实训中心主任

王忠波 武装保卫处处长 李佩顺 培训部主任

徐 军 图书馆馆长 王 刚 团委书记

薛永三 信息工程系主任 聂洪臣 经济管理系主任

邢立伟 智慧农业系主任 冯永谦 动物科技系主任

闫瑞涛 机电工程系主任 于桂萍 人文艺术系主任

姜 辉 食品药品工程系主任

二、主动公开情况

(一)公开的主要内容

2021—2022 学年度，学院共主动公开信息 428 条。其中，学院

工作信息动态 242 条；招生、就业动态及相关信息 10 条；党团工作

动态信息 109 条；教学科研类信息 11 条；重要通知公告类信息 56

条；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涉及招生、学生就业创业、职业技能大赛、

校园文化等微信推文 278 条。

校园网上信息公开专栏公开信息类别包括：基本信息、招生考

试、财务资产、人事师资、教学质量、学生管理、学风建设和交流

合作 8 个类别，基本上涵盖了《黑龙江省属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

清单》的信息分类类别，完全符合上级部门的要求。

（二）信息公开形式

主要通过四种形式发布信息：一是通过学院网站公开信息；二

是通过电话、电子信箱、QQ、微信公众号、学院抖音公众号等公布，

实行人工答复；三是通过学院发放的宣传资料公开信息；四是通过

学院的宣传媒介平台进行宣讲和通告，包括电子屏幕、校园广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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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形式中，网站公开信息和微信公众号发布两种形式是比较

常用的方式，也是社会公众了解学院信息的主要途径，在这两种方

式中，微信公众号及时制作和推出的微信推文，以其新颖、直观的

特点，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

网上信息公开专栏公布的信息内容主要依据黑龙江省属高等学

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要求，在经过学院信息公开领导小组的审议后，

逐条逐项的在学院网站上的信息公开专栏中予以公开。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1、项目培训、通知通告

（1）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1 年楼宇外墙砖及水落管维

修项目中标公告

（2）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

事”台账

（3）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第三届兴边富民计划大学生支教

团志愿者招募初审结果公示

（4）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1 级机电工程分院学生工装

采购及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5）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牡丹江干流农经学院段堤防治理

工程树木采伐出售竞拍公告

（6）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牡丹江干流农经学院段堤防治理

工程树木采伐竞拍项目

（7）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分院实训耗材项目招标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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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分院学生工装项目废标

公告

（9）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分院实训耗材项目中标

公告

（10）2021 年牡丹江市科技特派员名单

（11）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0---2021 学年度国家奖学

金推荐学生名单公示

（12）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第三届兴边富民计划大学生支

教团志愿者笔试成绩及排名情况公示

（13）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第三届兴边富民计划大学生支

教团志愿者、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及排名情况公示

（14）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0—2021 年度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

（15）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2 年符合兴边富民、国赛获

奖条件推荐免试专升本学生名单公示

（16）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动物科技分院实训耗材项目招

标公告

（17）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动物科技分院实训耗材项目中

标公告

（18）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1 年高职扩招录取结果查询

（19）关于公布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对黑龙江省人民

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调查二维码的公告

（20）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学校学生会改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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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关于拟认定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及拟推荐

参评省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

队名单的公示

（22）学院关于推荐黑龙江省第四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公示

（23）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关于推荐参评“十四五”首批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公示

（24）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1 年度党费收支情况公示

（25）关于开展专业群建设跟踪评价的通知

（26）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1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

告

（27）关于拟推荐申报姜桂娟、薛永三两位同志为黑龙江省劳

动模范的公示

（28）关于拟推荐周淑香同志申报牡丹江市劳动模范的公示

（29）学院 2022 年春季学期开学线上教学通知

（30）2022 年单独招生第二阶段报名入口

（31）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2 年单独招生第二阶段网上

报名截止时间通知

（32）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2 年单独招生第二阶段录取

查询

（33）学院 2022 年度职业教育系列校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公

示

（34）学院 2022 年度基础教育系列校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及

推荐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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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2 年招聘劳动合同制工作人

员公告

（36）关于开展廉洁文化微电影微视频征集活动的通知

（37）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阶段性免除经济困

难高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利息并允许延期还本等

（38）公 示

（39）关于 2022 年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名单的公

示

（40）“双高计划”中期绩效评价自评报告（黑龙江农业经济

职业学院）

（41）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2 年公开招聘人员公告（事

业单位编制人员）

（42）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安全管理人员第一安全责任人

倡议书

（43）拟任职干部公示

（44）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2 年公开招聘总成绩发布及

入围考核人员公示

（45）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2 年度公开招聘动物科技系

岗位递补公示

（46）《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章程修正案》公示

（47）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2 年高考录取查询

（48）拟任职干部公示

（49）关于 2022 级新生服务网系统开放时间的通知

（50）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报到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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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黑龙江省内 2022 级新生线下报到紧急通知

2、收费及减免情况

公开了招生专业学费标准（中职、高职）、寝室收费标准、学

生（意外伤害、重大疾病）保险费代收标准。

3、不予公开信息

信息公开清单中未规定的，有关学院教学、行政的工作会议和

工作安排，相关的人事劳资及教师薪酬发放等学院内部事务和教职

工个人事项。

四、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通过信息公开渠道，及时公布学院相关的招生信息、收费信息、

培训信息、人事任免信息等，为学院教工、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

了解学院办学的相关情况，提供了便利条件，信息公布准确、及时，

社会评价度较高。

五、因学校信息公开受到举报、复议、诉讼情况

本年度未发生针对学院或学院相关职能处室因信息公开遭到举

报的情况。

六、信息公开工作新做法新举措、主要经验、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

实施信息公开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院信息公开工作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仍需改进。主

要有：一是推进学校信息公开工作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的

体制机制还需完善；二是推进学校信息公开专栏与其他校内平台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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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信息公开在线办理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三是推进学校信息公

开工作队伍的业务水平和能力提升还有差距。

(二)改进措施

学校将按照党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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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压实主体责

任，创新公开方式，加强二级单位统筹联动，强化信息发布、政策

解读、舆情回应和平台建设，不断提高公开实效。一是完善体制机

制，结合教育部信息公开相关制度机制修订，着手研究学校信息公

开相关文件的修订工作。二是积极协调联动，增强信息公开工作的

协调管理和兼容互动，健全完善信息公开的渠道，进一步实现信息

公开目录内容的准确扩展和实时更新。三是加强队伍建设，信息公

开工作领导小组对信息公开专项工作人员定期开展培训，增强工作

人员对信息公开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信息公开队伍开展工

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队伍在信息公开工作的安全责任意识和

保密审查意识，不断提高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

实践能力。四是强化监督考核，指导校内各单位结合本单位实际和

工作实践，进行制度和业务创新，保证重点领域、社会大众关心领

域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接受全校师生和社会公众监督。

七、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本年度，学院对外还公布了有关纪检工作信息共计 4 条。包括

《关于进一步严明中秋、国庆节日期间有关纪律要求》《关于严明

http://www.hnyjj.org.cn/info/1030/11613.htm
http://www.hnyjj.org.cn/info/1030/118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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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纪律要求的通知》《关于进一步严明“端

午”期间有关纪律要求的通知》《关于严禁借子女升学之机违规操

办和参加“升学宴”“谢师宴”的通知》。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022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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