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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河海大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为深入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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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发〔2016〕8号）和《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教办厅〔2017〕3 号）

精神，严格落实《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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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面落实高校信息公开清单做好高校信息公

开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教办厅函〔2017〕41号）要求，河海大

学编制本报告。报告包括概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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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清单公开情况表

等八个部分。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为 2016 年 9 月 1 日

至 2017年 8月 31日。 

一、概述 

2016-2017 学年，河海大学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新发

展理念，在教育部办公厅的指导下，将信息公开作为推动学校完

善内部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治理治能力、服务“双一流”建设的

重要手段，围绕全面推进清单落实，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机制，创

新公开平台建设，加强信息发布、解读和回应，依法依规答复群

众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进一步深化学校信息公开，不断提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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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透明度，取得了一定成效。 

1.全面推进清单落实。学校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

例外”的原则，对照《河海大学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以下简称“清

单”）内容，定期检查校内各责任单位落实公开情况，结合学校领

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调整情况，适时更新公开责任单位和第一责任

人，督促有关单位按照 10大类 50项清单内容，全面、及时、准

确地公开每项信息。按照教育领域“五公开”要求，进一步将信

息公开落实在学校公文办理程序、会议办理程序中。 

2.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机制。学校以达标考核为抓手，充分发

挥考核的导向、激励与监督作用，强化目标管理与责任意识，本

年度制定出台了《河海大学单位考核办法》，明确将“信息公开”

纳入内部管理与保障考核指标体系，并设置相应权重分值，确保

信息公开工作得到有效落实。持续加深教学、招生、财务等重点

领域信息公开力度，发布《河海大学学生管理规定》《河海大学全

日制普通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河海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河海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河海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河

海大学学生考试纪律及违纪处理实施细则》《河海大学完善内控制

度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法（暂行）》《河海大学票据管理办法》等

制度文件 40 余份，切实提升教育信息公开能力，保障各项工作规

范高效运行。 

3.扎实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全过程公开。一

是对事关学校事业发展和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决策事项，除

依法应当保密的决策外，均通过校党委全体（扩大）会议、教代

会、教育教学工作会议、年度工作会议等议事决策程序向师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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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征求意见建议。在编制《河海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

《河海大学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规划》，制定《河海大学本科核心

课程建设与管理办法》《河海大学基本建设管理办法(试行)》《河海

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暂行）》，修订《河海大学科研项目

经费管理办法》《河海大学预算管理办法》等过程中，均事先公布

决策草案与依据，通过召开座谈会、咨询访谈等方式，召集基层

单位师生代表、专家广泛讨论，并经多轮修改后向社会公布。二

是对列入年度工作要点和月度工作计划的重点任务，及时主动公

开牵头单位、执行措施、实施步骤、责任分工和监督方式，实时

跟踪工作计划执行情况。本学年，重点公开了学习贯彻落实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巡视整改落实等工作进展情况。

三是推动行政职能部门和学院依法按章履行管理职责，通过学校

信息门户向师生公众公开本单位职责权限、办事依据、办事流程

以及办公地点、联系方式等管理与服务信息。四是推进监管情况

公开，重点公开开学检查、教学督导、内部控制、校园安全、应

急处置、环境卫生等方面信息。五是公开配置资源以及实施干部

选拔任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岗位聘任、学术评价和各种评优、

选拔活动，实现过程和结果的公开透明。重点公开经费使用、培

养目标与课程设置、教育教学质量、招生就业、基本建设招投标、

收费等社会关注的信息。 

4.加强政策解读和宣教培训。组织学习传达党中央、国务院、

教育部、江苏省发布的重大教育政策文件，本学年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和教育部、江苏省有关实施意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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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推进清单落实，加强政务舆情回应等专题组织学习研讨，并就

开展好下一步工作进行细化部署，通过系统开展业务指导，建立

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高校行政管理体制

的重要内容。同时，学校结合学习贯彻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内控制度建设等重大政策举措开展形式多

样的宣贯、解读与引导。 

5.创新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学校继续发挥门户网站信息公开

第一平台作用，对网站群进行全面升级，整合校内各网站信息资

源，不断完善门户网站信息公开专栏，合理配置二级单位信息公

开专栏，确保清单内容全覆盖。本学年，学校全面推进河海大学

信息公开专网建设，除全面优化整合公开栏目外，还推出了依申

请公开在线申请、信息统计和信息检索等功能，进一步强化信息

审核发布管理机制，切实增强专网的系统性、便捷性与互动性，

不断提升公开能力和水平。目前，信息公开专网已上线试运行。 

二、主动公开情况 

1.通过门户网站和校园信息门户公开信息情况。2016-2017

学年，通过河海大学主页和校园信息门户网站通知公告公开信息

分别为 1026条和 2835条。各二级单位网站群公开信息共计 9682

条。公开校级公文类信息共计 372条（其中学校党委文件 82条、

行政文件 290条），公开部门文件信息共计 896条（其中常州校区

290条）。通过信息公开专栏对清单所列的 10大类 50项内容逐项

公开，动态更新，详见《河海大学清单事项公开情况表》（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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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河海大学报》、《河海大学年鉴》等公开信息情况。

本年度，共计编辑出版校报 18期，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积极

宣传报道学校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及时发布学校有关会

议和重要讲话精神；组织策划专题报道，针对学校发展战略、发

展理念等进行细致解读；广泛深入地报道学校最新工作进展。出

版发行了《河海大学年鉴（2016）》，以特载的形式发布上一年度

学校重大活动报道或综述，收录学校领导重要讲话，学校各项事

业发展统计，学校工作要点、工作总结，各类规章制度、机构设

置、奖励与表彰、毕业生情况、大事记等重要文件和统计信息。

此外，学校还通过定期召开教代会、学代会、年度工作会、教育

教学会议、新闻发布会等重要会议以及宣传橱窗（17 期）、广播

（240期）、视频新闻（50条）等校园传统媒体，向师生和公众发

布重要信息。 

3.通过新媒体公开信息情况。不断加强官方微博微信、手机

客户端建设，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做好新闻发布、热点回应、信

息服务等工作。本年度，学校官方微博发布信息约 2340条，官方

微信发布信息 392条，上报政务平台信息共计 237条（其中被教

育部采用 6条、被江苏省教育厅采用 16条）。新媒体平台已真正

成为学校网络信息公开的新阵地。 

4.重点公开各类招生、财务信息情况。 

招生信息公开方面，学校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健

全规范有效的信息公开制度，遵循“公平、公正、公开、便民”

的原则，进一步提高学校招生工作的透明度，切实保障社会公众

和师生员工依法获取招生信息。本年度，学校继续推进全媒体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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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公开招生信息，在新华网、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

金陵晚报等多家媒体开设招生政策宣讲专栏，印制《河海大学报》

2017年招生专刊及相关招生宣传单页，积极利用河海大学招生信

息网、校园网主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等网络平台和本科招办微

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发布最新招生政策和学校基本情况；规范并公

开普通本科、艺术类、保送生、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

自主招生等各类型招生简章，2017年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数及历

年录取情况，特殊类型考生报名、资格审核、测试报到、成绩查

询，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等信息。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信

息公开平台”和研究生院网站公开推免生的遴选办法、接收办法、

资格名单、拟录取名单，及时发布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及

专业目录、复试录取办法、复试（调剂复试）名单和拟录取名单。

并将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申诉渠道及研究生招生网上

报名、现场确认、初试、复试、录取等信息进行全程公开，接受

考生监督。 

财务信息公开方面，先后于 2017 年 4 月和 8 月，在校园门

户网站公开学校 2017年部门预算和 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的

信息包括预决算 8张表及报表说明，同时对表中专业名词进行了

解读，对表中的数据进行了对比与分析。公开国家和学校的各项

财务管理制度和相关政策法规，如科研经费管理、劳务费管理、

差旅费管理、预算管理、票据管理、培训费管理、公务卡管理、

接待费用管理等一系列管理办法和报账流程、报账须知的相关信

息。学校对各种教育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收费对象、

咨询电话和办公地址等教育收费情况。在学校 2017 年教代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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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工作报告中，向教职工代表通报了学校上年的经费收支

及当年预算收支情况，使师生员工们都得以进一步了解学校的财

务状况。同时，学校还开通了财务处微信公众号，方便师生随时

随地掌握个人收入、项目收支明细、学生学费、科研来款、发票

真伪、报账进程等财务信息，并提供各项财经政策法规、财务通

知公告、学校财务常用信息和财务业务办理流程的查询服务。在

校办产业管理部门网站设置信息公开栏，面向校内外及时公开上

一年度校办产业基本情况和资产经营公司年报等校办企业资产、

负债及国有资产增值保值信息。基金会各类捐赠收入，以及直接

用于受助人的款物，均在基金会网站进行公示。同时，通过微信

公众号、《校友通讯》杂志“基金工作”专栏，公布阶段性捐赠动

态。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在登记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并制备

于基金会，随时接受捐赠人的查询。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1.申请情况。2016年 9月 1日至 2017年 8月 31日，我校共

收到社会公众个人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 4件，有效申请 3件，申

请内容涉及科技、财务、固定资产和就业信息。 

2.答复情况。受理的 3件申请已按时答复申请人。 

3.2016-2017 学年，未发生依申请公开的收费和费用减免情

况。 

四、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学校在“信息公开”专栏网站上开设了信息公开意见箱，主

动接受社会公众和师生员工的监督，广泛听取社会公众和师生员

工的评议意见和要求。本学年，社会公众和师生员工对学校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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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开工作表示满意。 

五、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复议、诉讼的情况 

2016-2017 学年，未出现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复

议、诉讼的情况。 

六、信息公开工作的新做法新举措、主要经验、问题和改进

措施 

本学年，河海大学在全面推进清单落实，完善公开制度机制，

推进全过程公开，加强政策解读和宣教培训，创新平台建设等方

面形成了一些新做法新举措，取得了新的进展。一是明确将“信

息公开”纳入《河海大学单位考核办法》内部管理与保障考核指

标体系，并设置相应权重分值，保障了信息公开工作的有效落实。

二是将“五公开”要求落实在学校公文办理程序、会议办理程序

中，不断提升教职员工的信息公开规范意识。三是发挥门户网站

信息公开第一平台作用，全面升级网站群，推出信息公开专网，

提升了信息公开服务平台的便捷性和互动性。尽管学校信息公开

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尚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信

息审核发布管理机制有待细化落实；新媒体手段在信息公开中的

运用有待进一步提升等。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学校将从以下几

方面积极改进： 

1.持续深化重大政策举措的宣贯和解读。紧密围绕党中央、

国务院、教育部及江苏省发布的重大教育政策文件（依法应当保

密的除外），准确及时的做好宣贯和解读工作。学校将按照统一部

署，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召开河海大学第十

三次党代会，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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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等做好公开工作。 

2.细化完善信息审核发布管理机制。以推进信息公开平台建

设为契机，进一步梳理优化信息审核发布流程，切实强化教职员

工的信息安全意识，按照“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对上网信

息内容进行审核把关，严格职责权限，未经审核的信息一律不得

发布，确保上网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不断提高信息

公开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3.加强信息公开的新媒体载体建设。进一步完善门户网站、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新媒体载体建设，以更加符合传播规律的

信息发布方式，将其打造成更加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学校信

息发布平台。构建新媒体跨平台连通机制，强化信息公开专网与

官方微博、微信公开专栏之间，学校门户网站与网站群子网站之

间的互动连通，共同构成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公开网络体系，使

公开工作更加贴近师生群众。 

七、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以上已汇报我校 2016～2017年度信息公开工作总体情况，无

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本 报 告 的 电 子 版 可 以 从 河 海 大 学 网 站 （ http:// 

www.hhu.edu.cn）下载。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河海大

学信息公开办公室（电话：025-8378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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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河海大学清单事项公开情况表 

（2016-2017） 

序号 类  别 公开事项 公开形式 相关信息链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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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网站 

公开 

学校主页-学校简介

http://www.hhu.edu.cn/s/1/t/7/p/1/c/425/d/436/list.htm 

学校主页-学校沿革

http://www.hhu.edu.cn/s/1/t/7/p/1/c/425/d/437/list.htm 

学校主页-历任领导

http://www.hhu.edu.cn/s/1/t/7/p/1/c/425/d/438/list.htm 

学校主页-现任领导

http://www.hhu.edu.cn/s/1/t/7/p/1/c/425/d/439/list.htm 

学校主页-校训、校徽、校歌

http://www.hhu.edu.cn/s/1/t/7/p/1/c/425/d/440/list.htm 

学校主页-历史名人

http://www.hhu.edu.cn/s/1/t/7/p/1/c/425/d/441/list.htm 

学校主页-学科建设

http://www.hhu.edu.cn/s/1/t/7/p/1/c/425/d/442/list.htm 

学校主页-师资队伍

http://www.hhu.edu.cn/s/1/t/7/p/1/c/425/d/443/list.htm 

学校主页-机构设置

http://www.hhu.edu.cn/s/1/t/7/p/1/c/427/d/447/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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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

制度 

本网站公

开 

学校主页-信息公开-管理制度

http://www.hhu.edu.cn/s/1/t/7/p/1/c/435/d/653/list.htm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

工作报告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工会-教代会

http://gonghui.hhu.edu.cn/s/40/t/372/p/1/c/4968/list.htm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

报告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学风建设专题网-规章制度

http://xfjs.hhu.edu.cn/s/94/t/374/p/1/c/5030/i/1/list.htm       

学风建设专题网-年度报告

http://xfjs.hhu.edu.cn/s/94/t/374/9c/2c/info105516.htm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

划及重点工作安排 

河海大学发规处-学校规划 

http://fzghc.hhu.edu.cn/s/55/t/2775/c/16914/d/16924/list.htm 

河海大学发规处-年度工作要点 

http://fzghc.hhu.edu.cn/s/55/t/2682/c/3878/d/3880/list.htm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本网站公

开 

学校主页-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http://www.hhu.edu.cn/s/1/t/7/p/1/c/435/d/1157/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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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招生信息网-招生简章

http://sea.hhu.edu.cn/zsw/a/zhaoshengxinxi/zhaoshengjianzhang/  

河海大学招生信息网-招生计划

http://sea.hhu.edu.cn/zsw/a/zhaoshengxinxi/zhaoshengjihua/ 

（8）保送、自主招生、高水平运

动队和高水平艺术团招生等特殊

类型招生入选考生资格及测试结

果 

河海大学招生信息网-特殊类型公示

http://sea.hhu.edu.cn/zsw/a/zhaoshengxinxi/zhaoshengkuai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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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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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大学招生信息网-录取信息公示

http://sea.hhu.edu.cn/zsw/plus/admit.php 

河海大学招生信息网-录取人数和录取最低分 

http://sea.hhu.edu.cn/zsw/a/zhaoshengxinxi/zhaoshengkuaixun/2017

/0714/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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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大学招生信息网-咨询及申诉渠道 

http://sea.hhu.edu.cn/zsw/a/zhaoshengxinxi/xinxigongkai/20170509

/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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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研究生院-招生简章、招生专业目录、复试录取办法

http://gs.hhu.edu.cn/s/11/t/359/p/1/c/4572/d/13669/list.htm 

（12）参加研究生复试考生成绩 
河海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复试考生成绩（硕士、博士）

http://gs.hhu.edu.cn/s/11/t/359/p/1/c/4572/d/13670/list.htm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河海大学研究生院-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http://gs.hhu.edu.cn/s/11/t/359/p/1/c/4572/d/13672/list.htm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

道 

河海大学研究生院-咨询及申诉渠道

http://gs.hhu.edu.cn/s/11/t/359/p/1/c/4572/d/13673/list.htm 

3 

财务、资

产及收费

信息 

（7项）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本网站、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财务处-政策法规

http://cwc.hhu.edu.cn/ArticleList.aspx?id=194                   

河海大学资产管理处-规章制度

http://zcc.hhu.edu.cn/s/45/t/101/p/10/c/1830/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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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

情况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基金会-信息公开

http://hhuedf.hhu.edu.cn/s/2149/t/2632/p/2/c/13239/list.htm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校办产业管理办公室-信息公开

http://hhucy.hhu.edu.cn/s/42/t/2592/p/1/c/12464/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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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资产管理处-招标信息

http://zcc.hhu.edu.cn/s/45/t/101/p/10/c/1833/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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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网站、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学校主页-通知公告

http://www.hhu.edu.cn/s/1/t/2655/79/ad/info162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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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主页-通知公告

http://www.hhu.edu.cn/s/1/t/2655/87/da/info165850.htm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

费标准及投诉方式 

河海大学财务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http://cwc.hhu.edu.cn/ArticleView.aspx?id=523 

4 

人事师资

信息 

（5项）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

况 

本网站、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校长办公室-校领导信息

http://xb.hhu.edu.cn/s/54/t/231/p/1/c/3027/d/12940/list.htm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

（境）情况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国际合作处-出访公示

http://gjhzc.hhu.edu.cn/s/48/t/235/p/1/c/2087/d/12495/list.htm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人事处-政策制度

http://rsc.hhu.edu.cn/s/58/t/328/p/1/c/1774/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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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

招聘信息 

本网站、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党委组织部-干部工作

http://zuzb.hhu.edu.cn/s/53/t/234/p/13/c/2518/list.htm          

河海大学人事处-招聘信息

http://rsc.hhu.edu.cn/s/58/t/328/p/6/list.htm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工会-争议调解组织及工作细则

http://gonghui.hhu.edu.cn/s/40/t/372/c0/6a/info49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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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教务处-信息公开

http://jwc.hhu.edu.cn/s/12/t/350/c/12856/d/12857/list.jspy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

业、停招专业名单 

河海大学教务处-信息公开

http://jwc.hhu.edu.cn/s/12/t/350/c/12856/d/12858/list.js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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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大学教务处-信息公开

http://jwc.hhu.edu.cn/s/12/t/350/c/12856/d/12859/list.js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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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大学教务处-信息公开

http://jwc.hhu.edu.cn/s/12/t/350/c/12856/d/12860/list.jspy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

施和指导服务 

本网站、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学生就业信息网-就业创业-就业政策

http://202.119.112.75/s/93/t/342/p/1/c/4216/d/4247/list.jspy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

业率、就业流向 

河海大学学生就业信息网-就业创业

http://202.119.112.75/s/93/t/342/f4/4e/info128078.htm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

报告 

河海大学学生就业信息网-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http://202.119.112.75/s/93/t/342/f4/51/info1280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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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教务处-艺术发展年度报告

http://jwc.hhu.edu.cn/s/12/t/350/c/12856/d/12861/list.jspy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河海大学教务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http://jwc.hhu.edu.cn/s/12/t/350/c/12856/d/12862/list.jspy 

6 

学生管理

服务信息 

（4项） 

（36）学籍管理办法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教务处-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

http://jwc.hhu.edu.cn/s/12/t/350/c2/0c/info49676.htm            

河海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

http://gs.hhu.edu.cn/s/11/t/359/4b/8d/info19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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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学生工作处-学生奖惩

http://xsc.hhu.edu.cn/s/47/t/73/p/1/c/3498/d/3512/list.jspy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学生工作处-学生奖惩

http://xsc.hhu.edu.cn/s/47/t/73/p/1/c/3498/d/3512/list.jspy 

（39）学生申诉办法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学生工作处-学生奖惩

http://xsc.hhu.edu.cn/s/47/t/73/p/1/c/3498/d/3512/list.jspy 

7 

学风建设

信息 

（3项） 

（40）学风建设机构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学风建设专题网-组织机构

http://xfjs.hhu.edu.cn/s/94/t/374/p/1/c/5029/list.htm 

（41）学术规范制度 
学风建设专题网-规章制度

http://xfjs.hhu.edu.cn/s/94/t/374/p/1/c/5030/list.htm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学风建设专题网-学术不端行为查处

http://xfjs.hhu.edu.cn/s/94/t/374/9c/2e/info105518.htm 

8 
（43）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

位的基本要求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研究生院-管理规定

http://gs.hhu.edu.cn/s/11/t/359/p/1/c/4574/d/4748/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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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学

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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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定 

河海大学研究生院-授予同等学力学位细则

http://gs.hhu.edu.cn/s/11/t/359/44/8b/info175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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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大学研究生院-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或学位授权点审核办法

http://gs.hhu.edu.cn/s/11/t/359/p/1/c/4571/d/13675/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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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大学研究生院-拟新增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申报及论证材

料 http://gs.hhu.edu.cn/s/11/t/359/p/1/c/4571/d/13676/list.htm 

9 

对外交流

与合作信

息 

（2项）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合作办学

http://cie.hhu.edu.cn/s/51/t/191/p/1/c/3615/list.htm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来华留学

http://cie.hhu.edu.cn/s/51/t/191/p/1/c/3613/list.htm 

10 
其他 

（2项）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

馈意见整改情况 

学校专门

网站公开 

河海大学党委办公室-信息公开-巡视情况

http://dwb.hhu.edu.cn/s/38/t/369/p/1/c/16515/d/16516/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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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网站公

开 

学校主页-信息公开-管理制度

http://www.hhu.edu.cn/s/1/t/7/f6/fb/info12876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