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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学年度北京大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令第 29 号）、《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2-2013 学年度高校信

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教办厅函[2013]48 号）

要求，根据北京大学 2012—2013 学年信息公开工作执行情

况，现编制 2012—2013 学年度北京大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

报告。全文内容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情况、

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遭到举报的情

况、信息公开工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共六个部

分。本年度报告中统计数据的时间为 2012年 9月 1日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北京大学信

息公开办公室（电话：010-62765710）。 

一、概述 

    2012—2013学年，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在学校信息公开

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紧紧围绕深入贯彻落实教

育规划纲要，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总体要求，着

力健全信息公开配套制度，加强督促检查，强化制度落实，

不断提升信息公开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水平，信

息公开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一）高度重视，回应关切，着力推进重大决策信息公

开 

学校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把做好信息公开、提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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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发布实效摆上重要工作日程，做到学校发展方针政策透

明、权力运行透明，让师生员工看得到、听得懂、能监督，

不断把群众的期盼融入学校决策和工作之中。 

    一是重视学校建设发展、师生员工热切关注的信息公

开。学校设立“校领导接待日”制度，校党委、行政领导班

子成员轮值参加接待，听取意见和建议,畅通学校党委、行

政与广大师生员工的联系渠道，让群众更好地知晓、理解学

校政策和改革举措。自制度设立以来，校党委书记朱善璐、

校长王恩哥、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柯杨分别主持参加了接待

日活动，接待和公开内容涵盖规章制度、人事管理、职称评

审、退休待遇、医疗保险、住房、师德师风、办公环境等多

方面。来访人员对学校领导认真回应关切，耐心解疑释惑，

重视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用心改进工作作风的态度和举

措表示欢迎。 

二是重视学校大事要情的信息发布和公开。学校通过新

闻发布会、媒体通气会

等多种形式，围绕教

学、科研、师德建设、

文化建设、学生工作、

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

具体工作内容，对外发

布和公开校内重大活动信息，收到了内聚人心、外塑形象的

良好效果。2012—2013 学年度，北京大学的新闻发布会陆续

发布了北大加入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联盟 edX和开设小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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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013年暑期学校、全球青年领袖计划、第九届国际文化

节、北大学生资助工作和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绿色通

道”、北大生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等一系列重要信息。 

（二）拓宽渠道，完善制度，建立健全信息公开机制体

制 

一是加强信息公开各项制度建设。根据上级部门精神，

我校紧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以“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切

合实际、稳步推进”为工作思路，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健

全舆情收集和回应机制，完善主动发布机制，在任志强微博

事件、金庸博士学位事件、生科实验室失火等突发事件中，

把握突发事件处理的黄金机遇期，迅速发布相关真实信息，

及时地回应媒体和社会的关注，最大程度地消除了负面影

响，赢得了社会和师生的认可和好评；推进依申请公开工作

机制、保密审查机制、重要信息发布审批机制以及热线电话

建设和管理，做到有序、及时回应公众信息申请公开需求。 

二是拓展信息公开新渠道，设立新闻中心官方微博新载体。    

2013 年 3

月 26 日开通

“北京大学”

官方微博，成

为了学校师生

了解校内信息

的重要源头和

载体，有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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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了学校的信息公开工作。微博通过设置“权威发布”、“公

告”、“温馨提示”等栏目，第一时间及时、快速地发布学校

各类决策信息及有关教学、科研、管理等各种规定、措施和

制度等；利用“微直播”等形式，对学校重大活动和事件做

全程报道和直播，先后结合 115周年校庆、毕业和开学等契

机，推出诸如毕业直播、迎新直播、开学典礼直播等有影响

的原创内容和活动；发挥微博互动功能，注重加强与网友的

互动交流，及时回答网友在评论和私信中提出的各种问题。 

（三）强化责任，抓好落实，着力提高工作实效 

一是加强信息公开工作队伍建设。2012年 6 月，学校开

展了信息工作人员培训，对各单位的信息员进行了重新登记

统计，在全校范围内组建了信息与信息公开的工作队伍；会

上强调了信息工作和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性，并邀请专家就

信息发布、信息编写的技巧和方法进行了专题培训。 

二是不断加大信息公开工作指导和监督检查力度。学校

信息公开领导小组不定期对全校及二级单位的信息公开工

作进行监督检查。通过校园网、校报、信息公告栏、电子显

示屏、广播、电视、年鉴、新闻、简报等方式查询信息公开

情况，内容包括了信息公开目录中要求的所有内容。学校信

息公开工作小组不定期向领导小组汇报学校及二级单位的

信息公开情况，并做好统计工作。工作小组对二级单位信息

公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指导。 

二、主动公开信息情况 

（一）主动公开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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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门户网站公开信息情况 

2012 ～ 2013 学 年 ， 通 过 学 校 主 页

（ http://www.pku.edu.cn ） 、 校 内 门 户 网 站

（https://portal.pku.edu.cn/infoPortal/）学校动态栏目公开信息

主动公开信息 7786 项，其中：校务概况 600项，占 7.71%；

组织建设 782项，占 10.4%；学生管理 1048项，占 13.45 %；

教师管理 502 项，占 6.45%；教育教学 720 项，占 9.25%；

财务管理 455项，占 5.84%；合作与交流活动 764项，9.86%；

学术科研 1048项，占 13.46%；校园文化活动 1233项，15.84%，

其他工作 630项，7.74%。 

2.通过《北京大学校报》等校报校刊公开信息情况 

2012～2013 学年，编辑发布《北京大学校报》及增刊

34 期、《北京大学情况反映》264 期、《北京大学直报信息》

65 期，《国际与交流》4 期，《北大图书馆通讯》4 期，各单

位简报 257期，以及《北京大学公报》、《北大基本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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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宣传部门公开信息情况 

2012～2013 学

年，北京大学召开

正式的新闻发布会

约 10 次，非正式的

新闻通气和专项发

布、信息近百次；

新闻网发布信息 7000 余条，自“北京大学”官方微博运行

以来，发布各类信息微博 2420条。 

4.财务信息公开情况 

    按照《教育部关于做好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

知》（教财〔2012〕4 号）和《教育部财务司关于做好高等学

校财务信息公开有关事项的通知》（教财司函〔2012〕323 号）

要求，我校于 5 月 15 日根据《教育部关于批准部属预算单

位 2013 年预算的通知》（教财函〔2013〕35 号），在北大主

页信息公开栏目中发布 2013 年预算批复表，其中包括收支

预算总表、收入预算表、支出预算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并随后附分类科目说明。 

    8月 6 日，根据教育部决算批复文件（教财司函〔2013〕

280 号），我校在北大主页信息公开栏目中发布 2013 年决算

批复表，其中包括高等学校收支决算总表、收入决算表、支

出决算表、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5.招生信息公开情况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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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我校积极主动通过

各种渠道、途径为社会、考生和家长发布各类别招生政策及

情况。我校招生类别有：校长实名推荐制、自主招生、保送

生、非通用外语类保送生、艺术特长生、高水平运动员、留

学生、普通高考录取等。     

2012～2013学年，我校修订了北京大学招生章程，对各

类别考生录取办法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同时每个类别根据各

自的招生特点和性质分别制定了规范简章。简章上公布了招

生项目、考生报考要求、降分标准和录取办法、报考程序和

办法、选拔程序、监督机制、管理条例、注意事项等内容。

初步形成了依章录取、规范招生的工作机制。具体公开情况

如下： 

1）通过阳光高考平台公开信息情况。2013 年，北京大

学招生办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布本年度的招生章程，

招生计划，并在阳光高考平台“名单公示”专栏公示本年度

自主招生、保送生、艺术特长生和高水平运动员候选人名单。 

2）通过北大招生网站和各类纸质刊物公开信息情况。

一是通过北大招生

网公开重要政策性

信息，公布 2013 年

我校分省、分科类录

取最低分，公示新生

奖学金评审结果，公

示“中学校长实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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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制”候选人信息。2013年通过招生网总计公开信息 45条，

与 2012 年基本持平。二是通过《北大招生报》公开信息。

2013年共刊发《北大招生报》10期，含《高考特刊》1期，

每期报纸印刷量超过 2千份，通过邮寄和各地招生宣传活动

的方式分发到全国的中学和考生手中。 

三是通过《北京大学 2013 年招生简章暨报考指南》和

各省、各院系定制的宣传材料公开我校历年录取情况、近年

各类别招生政策、各院系招生信息等。 

3）通过北大新闻网公开信息情况。2013 年，通过北大

新闻网发布新闻 40 余篇，向社会公开 2013年度我校各省招

生录取结果和重要招生动态。 

4）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开信息情况。2013 年，在校园内

召开新闻发布会 2 次，组织召开新闻策划会、宣传研讨会等

10 余次。发布新闻通稿 10余篇。安排记者采访活动近 10次。 

5） 我校 2013年我校实际招收录取 3950人，其中校本

部 3174人（内地本科生 2766人；港澳台学生 51 人；第二

学士学位 13人；留学生 344 人），医学部 776人。2013年

我校分省分科类录取分数线如下表： 

2013 年我校分省分科类录取分数线 

省市 
分数线

(理) 

分数线

(文) 
省市 

分数线

(理) 
分数线(文) 

安徽 641 634 江西 662 619 

北京 691 654 辽宁 677 636 

福建 663 626 内蒙古 659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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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645 610 宁夏 644 629 

港澳台侨

联招 
663 617 青海 620 598 

广东 681 668 山东 692 665 

广西 654 639 山西 624 592 

贵州 648 664 陕西 681 641 

海南 859 871 上海 522 518 

河北 680 656 四川 690 649 

河南 652 616 天津 682 653 

黑龙江 697 628 
新疆（汉语

言） 
651 604 

湖北 665 620 
新疆（民考

汉） 
654 619 

湖南 652 650 云南 675 652 

吉林 684 619 浙江 733 709 

江苏 404 387 重庆 662 662 

 

6）信息公开咨询处理情况 

a.接待咨询情况。2013年我办共接待 30000余人次电话

及当面咨询。 

b.网件咨询留言和答复情况。2013 北大招生对外公布了

bdzsb@pku.edu.cn, bkzs@pku.edu.cn 两个公开咨询邮箱和

各省招生组咨询邮箱**zs@pku.edu.cn(**为省市全拼，如

beijingzs@pku.edu.cn) ，处理政策咨询 2000 余人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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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网民邮件 15000 余封。  

    c.在线互动情况。2013 年，积极参与教育部阳光高考平

台和北京考试院组织的多次网上互动答疑活动，并通过微博

互动、论坛答疑、参与 QQ 群讨论等方式与中学、考生和家

长沟通。 

 

6.信息公开咨询处理情况 

1）接待咨询和处理“校领导信箱”情况。2012～2013

学年，共接待来访 288人次，电话 321人次，处理来信及“校

长信箱”、“书记信箱”1900封。 

2）公开场所查阅情况。2012～2013 学年，学校档案馆

接待公众咨询查询 1372人次，利用档案 5390 卷。 

（二）主动公开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一是互联网，通过校园网分别向校内师生员工和社会公

众主动公开信息；二是召开教代会等有关会议公开学校信

息；三是以文件、校报、新闻发布会、“北京大学”官方微

博、校内广播、公告栏、电子屏幕、年鉴、会议纪要或简报

等形式面向全校或校内一定范围内公开信息。 

（三）主动公开信息的内容分类 

1．学校文件、规章制度、统计数据等有关信息情况。包

括本学年来学校制定和发布的各类规范性文件、学校教育教

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发展规划、工作计划以及

统计数据等信息。 

2．关系教职工、学生利益和公众关注的重要事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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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校各学历层次和各类学生招生政策、招生资格及有关考

生资格、招生计划、录取信息等学校招生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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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培训、人事任免信息、招聘、

职称评审办法和结果等有关人事工作信息；学校科研项目申

报、科研奖励制度和科研项目结果等科研管理信息；基建工

作有关资金使用制度、评标纪律、招投标管理办法等信息；

财务规章制度等财务信息。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2012～2013学年度，我校共收到校内师生和社会通过各

种形式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 7件，其中有效申请 6 件。受理

的 6 件有效申请中，以电子邮件方式申请 4件，占 66.67%；

以信函方式申请 2 件，占 33.33%。从申请的内容看，涉及招

生信息的 2件，占 33.33%；涉及北大概况及数据的 2 件，占

33.33%；涉及教学课程的 1件，占 16.67%；涉及财务信息公

开的 1件，占 16.67%。 

四、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本校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对学校的信息公开工作基本

满意，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希望和建议：一是公开内容细化，

在阳光透明上有新突破；二是抓信息公开形式优化，减少纸

质版简报材料形式的信息公开，提倡信息电子化发布；三是

抓基础强化，加强对外宣传机制和危机舆情应对机制的建

设，为信息公开长效化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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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遭到举报的情况 

2012—2013学年度，未发生因信息公开工作遭到举报的

情况。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进措施 

目前，我校在推进信息公开工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

和问题。主要有：一些单位部门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一些偏

差，重视程度不同，实施情况还不够平衡；有的单位部门在

公开的内容、形式、程序、保密审查等方面还不够规范；有

的单位部门信息公开条目模块不够清晰或有条目模块但无

内容；有的单位部门还存在着信息更新慢，查询难。在主动

公开、依申请公开等深化信息公开的长效机制建设方面还有

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我校将充分重视这些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加以改

进和提高。结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校将从以下四

个方面进一步改进： 

（一）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

位。加强工作机构建设和力量配置，把专业水平高、责任心

强的人员配置到关键岗位，利用多种形式对信息公开工作人

员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充分发挥学

校职能部门和二级院系的作用，促进各单位完善信息公开途

径。 

（二）进一步加强平台建设，广泛利用多媒体的手段进

行信息公开。进一步拓展信息公开的服务渠道和方式方法，

提高师生和社会公众对信息公开的关注度和认知度，强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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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开工作成效。 

（三）继续深化信息公开内容，完善学校信息公开专栏

建设和信息公开的目录编制等工作。以涉及学校师生切身利

益和社会关注度高的信息为突破口，推进学校各单位在主动

公开信息内容上做到实时发布、及时更新。 

（四）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建设长效工作机制。充分

发挥意见箱、监督电话的作用，畅通各种沟通渠道。建立学

校信息公开内容审查和更新维护、考核评估、监督检查评议、

培训宣传等工作制度，确保信息公开工作深入、持续、高效

地开展。 

 

                                         北京大学 

                             2013年 10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