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湖南大学信息公开清单所列事项及链接 
 

序号 类别 公开事项 责任单位 相关链接 

1 基本信息 

学校概况 

学校简介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以下简称“两办”) 

http://www.hnu.edu.cn/html/hudagaikuan

g/xuexiaojianjie/ 

历史沿革 两办 
http://www.hnu.edu.cn/html/hudagaikuan

g/lishiyangetu/ 

校风校训 两办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xxgk/xxxf/ 

学校领导 两办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xxg

k/rsjg1/ 

在校师生人数及结构 两办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xxg

k/rsjg/ 

机构设置 

党群组织机构设置 发展规划办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jgs

z/xxzc1/2014-11-04/513.html 

行政及学院组织机构设置 发展规划办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jgs

z/xxzc1/2014-11-04/514.html 

职能部门办公地点及联系方式 发展规划办、后勤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jgs

z/xxzc1/2014-11-04/511.html 

教学科研单位办公地点及联系

方式 
发展规划办、后勤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jgs

z/xxzc1/2014-11-04/510.html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xxgk/rsjg1/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xxgk/rsj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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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 

学校章程 两办、法律事务办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gzz

d1/xxzc/ 

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两办、法律事务办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gzz

d1/gxgzzd/ 

工会工作 

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 工会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ghg

z/jzgdb/ 

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工会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ghg

z/jzgdb1/ 

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制度 发展规划办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xsw

yh/zd/ 

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 发展规划办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xsw

yh/wygzbg/ 

信息公开年度

报告 
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两办 

http://xxgk.hnu.edu.cn/xxgkml/jbxx/ndb

g/xksz1/ 

2 教育教学 

学科情况 

学科设置 研究生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rcpy/xkq

k/xksz/ 

重点学科建设情况 研究生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rcpy/xkq

k/zdxk/ 

专业情况 专业设置 
教务处 

研究生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rcpy/zyq

k/zy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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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新增专业 
教务处 

研究生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rcpy/zyq

k/dnxz/ 

停招专业名单 
教务处 

研究生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rcpy/zyq

k/tzzy/ 

师资情况 

师资概况 人力资源处、人才工程办 
http://xxgk.hnu.edu.cn/xxgkml/rcpy/szq

k/szgk/ 

杰出学者 人力资源处、人才工程办 
http://xxgk.hnu.edu.cn/xxgkml/rcpy/szq

k/jcxz/ 

教学情况 

教学基本情况 教务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rcpy/jxq

k/kcksqk/ 

教授主讲本科课程情况 教务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rcpy/jxq

k/jszj/ 

教学成果 教务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rcpy/jxq

k/jxcg/ 

教学资源 

仪器设备 实设处、图书馆 
http://xxgk.hnu.edu.cn/xxgkml/rcpy/jxz

y/sysyq/ 

图书藏量 实设处、图书馆 
http://xxgk.hnu.edu.cn/xxgkml/rcpy/jxz

y/tscl/ 

本科教学质量

报告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教务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rcpy/bkj

xzl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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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发展

年度报告 
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教务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rcpy/ysj

y/ 

3 招生就业 

招生考试 

本科生招生 

（招生章程及特殊类型招生办

法、招生计划、录取人数及录取

最低分考、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结

果、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询渠道

和办法、招生咨询方式及申诉渠

道、新生复查期间有关举办、调

查及处理结果） 

教务处 

招就处 

纪委办（监察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zsjy1/zs

ks/bkszs/ 

研究生招生 

（招生章程、复试录取办法、招

生专业目录、招生计划、参加研

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研究生招

生咨询及申诉渠道） 

研究生院 

纪委办（监察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zsjy1/zs

ks/yjszs/ 

就业工作 

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 招就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zsjy1/jy

gz/bysjy/ 

就业信息（毕业生的规模、结构、

就业率、就业流向） 
招就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zsjy1/jy

gz/jyxx/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招就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zsjy1/jy

gz/bysnd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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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管理 

教务管理 

考试纪律 教务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xsgl/jwg

l/ksjl/ 

学籍管理办法 教务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xsgl/jwg

l/xjgl/ 

奖学助学 

学生奖学金申请与管理办法 学工部、教务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xsgl/jxz

x/jxjsq/ 

助学金申请与管理办法 学工部 
http://xxgk.hnu.edu.cn/xxgkml/xsgl/jxz

x/zxjsq/ 

助学贷款申请与管理办法 学工部 
http://xxgk.hnu.edu.cn/xxgkml/xsgl/jxz

x/zxdk/ 

学费减免申请与管理办法 学工部 
http://xxgk.hnu.edu.cn/xxgkml/xsgl/jxz

x/xfjm/ 

勤工俭学申请与管理办法 学工部 
http://xxgk.hnu.edu.cn/xxgkml/xsgl/jxz

x/qgjx/ 

学校奖励处罚

办法 

学校奖励办法 
教务处、学工部、 

研究生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xsgl/jlc

f/xxjlbf/ 

学校处罚办法 
教务处、学工部、 

研究生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xsgl/jlc

f/xxcfbf/ 

学生申诉办法 学生申诉办法 学工部 http://xxgk.hnu.edu.cn/xxgkml/xsgl/xsss/ 

5 学风建设 学风建设机构 学风建设机构 科研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xfjs/xfj

s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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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制度 学术制度规范 科研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xfjs/xsg

fzd/ 

学风建设情况 学风建设报告 科研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xfjs/xfj

sqk/ 

学术不端行为

查处机制 
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流程 

规划办（学术委员会办公

室） 

http://xxgk.hnu.edu.cn/xxgkml/xfjs/xsb

dxw/ 

学风建设优秀

科学家和团队 
学风建设优秀科学家和团队 

规划办（学术委员会办公

室） 

http://xxgk.hnu.edu.cn/xxgkml/xfjs/yxk

xjhtd/ 

举报电话、电子

邮箱和联系人 
举报电话、电子邮箱和联系人 科研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xfjs/jbd

h/2014-11-20/655.html 

6 干部人事 

干部工作 

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组织部 
http://xxgk.hnu.edu.cn/xxgkml/gbrs/gbg

z/ldjz/ 

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

况 
国合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gbrs/gbg

z/ldjz/ 

干部任免信息 组织部 
http://xxgk.hnu.edu.cn/xxgkml/gbrs/gbg

z/gbrmxx/ 

人事工作 

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人力资源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gbrs/ 

人事招聘信息 人力资源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gbrs/rsg

z/rszp/ 

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工会 
http://xxgk.hnu.edu.cn/xxgkml/gbrs/rsg

z/zyjj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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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位学历 

学位授予基本

要求 

学士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教务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xwxk1/xw

sy/xsxwsy/ 

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研究生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xwxk1/xw

sy/ssbs/ 

同等学力人员

学历水平认定 
同等学力人员学历水平认定 研究生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xwxk1/td

xl/ 

新增学位授权

点审核办法 
新增学位授权点审核办法 研究生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xwxk1/ 

拟新增学位授

权点的申报及

论证 

拟新增学位授权点的申报及论

证 
研究生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xwxk1/ 

8 对外交流 

中外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 
国合处、远程继续教育学

院 

http://xxgk.hnu.edu.cn/xxgkml/dwjl/zwh

z/ 

外籍师生管理 

外籍教师管理制度 国合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dwjl/wjs

s/wjjsgl/ 

来华留学生管理制度 留学中心 
http://xxgk.hnu.edu.cn/xxgkml/dwjl/wjs

s/lhlxs/ 

9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计财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cwgl/cwg

l1/cwzc/ 

年度预决算 计财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cwgl/cwg

l1/ndy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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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收费 

收费项目、依据、标准 计财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cwgl/cwg

l1/cwzc/ 

教育收费投诉方式 计财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cwgl/jys

f/tsfs/ 

受捐赠情况 

捐赠项目管理办法 计财处、基金会 
http://xxgk.hnu.edu.cn/xxgkml/cwgl/sjz

qk/jzxm/ 

受捐赠财务使用与管理情况 计财处、基金会 
http://xxgk.hnu.edu.cn/xxgkml/cwgl/sjz

qk/sjzcw/ 

10 基建资产 

招投标信息 

基建工程招投标信息 基建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jjzc/ztb

xx/jjwxgc/ 

维修工程招投标信息 后勤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jjzc/ztb

xx/wxgcztb/ 

大宗物资采购招投标信息 后勤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jjzc/ztb

xx/dzwz/ 

仪器设备招投标信息 实设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jjzc/ztb

xx/yqsb/ 

文献资源招投标信息 图书馆 
http://xxgk.hnu.edu.cn/xxgkml/jjzc/ztb

xx/wxzy/ 

其他  
http://xxgk.hnu.edu.cn/xxgkml/jjzc/ztb

xx/qta/ 

校办企业 校办企业 资产经营公司 
http://xxgk.hnu.edu.cn/xxgkml/jjzc/xbq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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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 

巡视情况 巡视情况 两办 
http://xxgk.hnu.edu.cn/xxgkml/qita/xsq

k/ 

校园安全 

校园交通 两办、保卫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qita/xya

q/xyjt/ 

消防安全 两办、保卫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qita/xya

q/xfaq/ 

突发事件处理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两办、保卫处 
http://xxgk.hnu.edu.cn/xxgkml/qita/tfs

j/zrzh/ 

 

 

注：上述事项均在湖南大学信息网（http://xxgk.hnu.edu.cn/）面向社会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