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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 2020-2021 学年信息公开 

年度工作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高等学校信息

公开办法》《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高校信息公开年度

报告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编制 2020-2021 学年度南方科技

大学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报告内容分为六大部分，具体包括

信息公开主要工作概述、信息主动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情况、

对公开信息的评议情况、因信息公开受到举报、复议、诉讼的情

况、信息公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本年度报告中统计数

据的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31 日至 2021 年 9 月 1 日。 

本报告的电子版可以从南方科技大学门户网站“信息公开”

专栏下载。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南方科技大学党政办

公室（电话：0755-88010255）。 

一、信息公开主要工作概述 

2020-2021 学年，南方科技大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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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落实教育部《高

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继续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的原则，进一步推进学校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制

度，将信息公开作为依法治校的重要抓手，强化组织领导、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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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力度、丰富公开形式，切实保障了全校师生和社会群体的知

情权、监督权、表达与参与权。 

（一）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工作推进 

根据《南方科技大学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和《南方科技大学

信息公开指南》，按照“党委统一领导，学校行政主持，党政办

公室组织实施，纪委办公室（监察专员办公室）、校工会协同推

进和监督检查，校内单位各司其职，教职工积极参与”的领导体

制和工作机制，对照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进

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更新，进一步明确了 10 大类 50 条公开事项的

信息类别、事项内容、责任部门、公开路径，以及各个责任部门

的负责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逐条逐项明确责任主体，细化目录

内容，切实落实信息公开。 

（二）拓宽信息平台，为师生维护自身合法权限提供渠道 

积极响应“我为群众办实事”，我校组织开展了“书记下午

茶”“校长面对面”“校领导接待日”“学生工作部部长 Offic

e Hour”等活动，拓宽了师生信息平台、为师生群众反应诉求、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便捷渠道。师生与校长直接面对面交流，

可以解答师生们对工作的疑惑；可以让师生了解与学校、生活相

关的项目进展。针对学生关心的问题，与学校相关部门进行沟通，

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通过信息公开，同时我校还建立学生申诉

制度，保护学生的申辩权。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负责

受理学生对处理或处分决定不服提起的申诉。保障学生申诉和辩

护的权利，确保学生提出的申诉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聘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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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大学长及开展法律课堂等，为师生依法维护权益提供咨询和服

务，保障学生的获救济权。书院聘任法制大学长，为学生提供法

律教育及提供依法维护权益的咨询。长期开展法律课堂，为师生

普法及提供维护权益咨询和服务。 

二、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一）通过各种方式公开信息情况 

1.通过专栏公开信息情况 

通过信息公开网站

（https://www.sustech.edu.cn/zh/xinxigongkai.html）做好信息公开。

学校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要求，按照基本信息、

教育教学、招生考试信息、学生服务信息、对外交流与合作分类

集中公开学校重要信息。 

2.通过学校门户网站 

通过学校网站主页公开学校概况、院系设置、师资队伍、教

育教学、科学研究、学生生活、交流合作、招生就业、党群建设

等信息；通过学校官网及新闻网公开学校新闻、讲堂讲座信息，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学校新闻栏目发布新闻量

共计 1113 条，包括学校综合新闻、教学新闻、科研新闻、校园新

闻、专题报道及媒体报道等，其中综合新闻 590 条、教学新闻 37

条、科研新闻 176 条、校园新闻 126 条、专题报道 306 条、南科

大讲堂 25 条、媒体报道 53 条；发布学术讲堂讲座信息共计 790

条。 

3.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介公开信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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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学年，南方科技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订阅人数为

119423，发布信息 513 条，总阅读量 307 万人次。微博关注人数

为 25506 人，发布信息 805 条。视频号关注人数为 7169 人，发

布信息 144 条。B 站关注人数为 26888 人，发布信息 420 条。抖

音号关注人数为 31589 人，发布信息 139 条。今日头条关注人数

为 21854 人，发布信息 247 条。 

4.通过各单位网站做好信息公开 

学校现有 38 个行政部门，6 个书院；8 个学院，30 个系（院）

和中心；13 个科研平台，4 个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了网站，并在学

校官网建立了链接，及时向社会公开和传递相关信息。 

（二）本科生招生信息公开情况 

恪守招生规定，力行阳光招生。严格遵守“六不准、十严禁、

十公开、30 个不得”招生纪律，落实招生信息公开制度，主动

公开招生政策、招生章程、招生计划、录取程序、考生资格、测

试成绩、录取结果等招生工作重大事项。 

学校继续发挥南方科技大学本科招生网和学校官微、本科招

生官微的主渠道作用，及时公开本科生招生政策、招生新闻、各

省招生动态、资格考生名单等。同时积极创新多种线上信息公开

渠道，如校园开放日等大型活动同步直播、线上招生宣讲、专业

介绍“线上书架”等等。通过电话咨询、微信群、QQ 群发布各

类招生信息，结合电视台、电台报道和网络直播互动，对招生信

息全方位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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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传信息公开情况 

一是实施“请进来”战略，全面公开学校办学情况。2020 年

11 月-12 月，举办优秀中学生科技创新体验营，组织召开重点中

学校长研讨会，与十周年校庆系列活动有机结合，全面展示校容

校貌和教学科研实况；2021 年 4 月，举办了建校以来规模最大的

校园开放日活动，首次采用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形式，逾 6000

名学生和家长进入校园，超过 170 万人次通过网络直播参与互动，

令社会各界全方位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师资水平、各类设施平

台和人才培养成果。 

二是顺应高考改革，加强专业宣传。2021 年第三批高考综合

改革省份新高考落地，高中生和家长十分期望对大学专业有更多

了解。我校积极调整策略，2021 年 3 月，组织了“院系专业介绍

线上宣讲会”系列直播活动，全校 19 个院系，38 位教授在线上

详解分享学科与专业，参与互动交流累计 1.2 万人次，视频播放

量超过 2 万；精心打造南科大“线上书架”，将招生手册、院系

书院介绍、毕业生就业报告等内容排版整合为线上电子书，呈现

给学生和家长。 

三是克服疫情影响，开展“线上+线下”多渠道立体宣传。

线下宣传方面，2021 年 4 月前，全校 270 多位招生老师在严格遵

守防疫要求，做好自我防护的基础上，前往低风险地区的高中，

向考生和家长宣传介绍学校信息；举办大型招生说明会 75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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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媒体和机构，全力推进各省份宣传信息公开。线上宣传方面，

推广“南科大招生”官方微信公众号，订阅量增加 1.9 万，招生

季推文阅读量超过 60 万；紧密联系各省考试院，在考试院官微

及其他教育媒体平台发布招生讯息 134 篇次，阅读量超过 40 万；

建立 345 个 QQ、微信群，发布招生信息，为群内 7 万余考生和家

长提供咨询；通过直播平台举行线上讲座 163 场，累计为 22 万

余人介绍学校，实时答疑。 

四是应对突发考验，安全有序完成校测。2021 年 6 月，面对

广州、佛山等地突发新冠疫情，迅速部署各项工作，在广东省采

用线上机试。共安全有序组织 14500 人完成机试，8900 人完成面

试，从考试到公布成绩全程零投诉，获得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好评。 

五是严格监督，恪守规定，力行阳光招生。学校设立由校领

导和纪检监察部门组成的招生监督小组，对招生工作实施监督；

建立招生工作监督制度，发布本科招生工作承诺书、招生工作行

为规范、招生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招生老师严格遵

守“六不准、十严禁、十公开、30 个不得”等工作纪律；实行能

力测试纪检巡查制度，学校纪委办公室（监察专员办公室）向 2

3 个招生组均派驻纪检巡查员，在考试现场公布举报电话，在官

网公布接受纪律监督与申诉的联系部门、监督电话、电子邮箱，

接受考生、家长与社会各界的监督。 

2.招生信息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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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校面向全国 23 个省份招收普通本科新生，网上

报名考生达 4.45 万人，参加能力测试考生达 1.6 万人，实际录

取 1160 人，相比 2020 年增幅 5.7%。在本年度招生过程中，通过

普通本科招生网站 http://zs.sustech.edu.cn/及时公布综合评

价招生初评通过考生名单、获得能力测试面试资格考生名单，同

时完善优化报名系统，参加我校测试的考生都能查询到自己的各

项测试成绩，并通过招生热线咨询相关情况；普通高考录取结束

后，招生网第一时间公布录取新生名单，寄送录取通知书，并首

次将通知书快递单号导入报名系统，方便考生实时查询 EMS 快递

进程；招生录取工作全程接受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考生、家长以

及全社会的监督，主动公开招生政策、招生章程、招生计划、录

取程序等重大事项。 

3.咨询信息公开情况 

2020-2021 学年，本科招生办公室通过招生网等对外公布招

生邮箱 zsb@sustech.edu.cn，招生咨询电话 0755-88010500、

88010507，共收到考生及家长咨询邮件近千封，接受电话咨询 2

万余次；接受来访家长、学生咨询 11000 多人次。 

（三）研究生招生信息公开 

研究生院重视招生过程中的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研究生

招生相关信息严格按照规定公开。信息公开内容主要包括：研究

生招生动态信息、报考指南、夏令营、招生宣传活动、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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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专业目录、各院系（或专业）招生计划、学制、学费、入学考

试信息、初试成绩查询、复试信息、录取信息、研究生招生网上

报名、考试公告、招生报名录取统计信息等等。同时，开通招生

咨询电话，公布了招生工作人员、电话、邮箱及招生公共邮箱等，

供广大考生和社会各界进行招生咨询、申诉监督等，确保信息的

多渠道传递和信息发布的畅通无阻。 

各类别研究生的招生简章、招生专业目录、招考办法及要求

等说明均在南科大研究生院网站或相关院系网站等平台公布，明

确招生要求、报名程序、考试安排、选拔机制、招生专业及方向

等内容。 

研究生学位、学科信息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公开，通过文件

形式公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基本要求，并严格按照

教育部有关要求，严格组织拟新增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

点的申报，做好信息公示公开。 

（四）本科生就业信息公开情况 

南方科技大学着力建立有利于教育公平、创新人才选拔的多

元录取机制和先进的全面教育体系。学校以“学分制、书院制、

导师制”和“国际化、个性化、精英化”为核心和特色，大力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学校采用书院制管理，目前共设致仁、树仁、

致诚、树德、致新、树礼 6 个书院。 

1. 本科毕业生规模、结构和就业率 

南方科技大学 2020 届本科毕业生 909 人，就业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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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3%。有 65.90% （599人）的毕业生选择升学，其中有 25.85%

（235人）为国内升学，有 40.05%（364人）为出国（出境）留

学；此外，有 32.23% （293人）的毕业生选择直接就业。 

2. 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2020 届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行 业类为科研教育业

（43.9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3.82%）、电

子电气设备制造业（含计算机、通信、家电等）（12.20%）。具

体情况见下表： 

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 

 

职业类名称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数

百分比（%） 

研究人员 13.60 

行政办事人员 11.20 

计算机与数据处理 10.40 

电气/电子（不包括计算机） 10.40 

生物/化工 9.60 

中小学教育 7.20 

金融（银行/基金/证券/期货/理财） 7.20 

互联网开发及应用 7.20 

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类 

 

行业类名称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人

数百分比（%） 

科研教育业 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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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3.82 

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含计算机、通信、

家电等） 
12.20 

 

3. 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 

2020 届已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84.30%的人在广东省就业，

其中 93.90%的人选择在深圳市就业。 

（五）研究生就业信息公开情况 

2020 届与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培养 377 名硕士生，截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国内升学 45 人（11.94%）、出国（境）

留学40 人（10.61%）、签约就业 286 人（75.86%），升学就业

率为 98.41%。 

（六）财务信息公开情况 

1.财务基本情况 

2020-2021 年，南方科技大学严格按照教育部、财政部规定

主动向社会公开学校财务信息，确保财务领域公开透明。学校在

信息公开专栏主动向社会公开 2020年财务决算信息和 2021 年财

务预算信息，具体包括 2020 年收入支出决算总表、2020 年收入

决算表、2020 年支出决算表、2020 年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

表、2021 年收支预算总表、2021 年收入预算总表、2021 年支

出预算总表、2021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等。除预决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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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外，学校还在信息公开专栏主动公开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受

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信息、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

工程的招投标以及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和投诉方式。 

2.创新公开形式 

南方科技大学财务部创新信息公开方式，加强财务信息校内

外公开和宣传，创建了财务部官方微信公众号，截至 2021 年 1

1 月 8 日，共推送微信消息 187 条，涉及新闻报导，通知公告，

 业务指南，财务大讲堂，团建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加强微信查

询和沟通互动，通过手机微信可随时查阅财务公告通知、差旅标

准、开票信息、工资、项目及收入支出明细等，可办理学生缴费

和报账跟踪等业务。还通过部门网站、官方邮件、电话短信、培

训讲座、微信 QQ 群等多种形式全方位进行财务信息公开，为广

大师生教职工提供更好地服务，增强财务信息的校内外公开。 

3.做好捐赠资金使用管理公开 

2020-2021 学年教育基金会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采取线

上与线下、定向与公开多维度方式，遵循真实、完整、及时的原

则，建立健全信息公开管理制度。一是通过现有宣传平台——官

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定期与不定期对捐赠动态、捐赠资金使用、

资助项目进展等信息进行公开，便于公众了解教育基金会的运作

情况。二是制作工作季报、工作年报，向捐赠方及项目执行方介

绍教育基金会的工作进展。三是向捐赠方定向寄送与其捐赠资金

（项目）相关的反馈报告，主要包括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展情



- 12 - 
 

况、受助者感言等内容，便于捐赠方了解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

展及成效。 

教育基金会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社会组织信息平台（“深

圳市社会组织信息平台”网站 ）向社会公开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的情况，主要包括基金会基本信息情况、业务开展情况、接受监

督管理情况、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等信息。 并在教育基金会

网站上公开 2020 年度工作报告及 2020 年度审计报告。 

（七）招投标信息公开情况 

造阳光采购，招投标公开透明。采购与招标管理部主要负责

全校招标采购项目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于 2017 年 4 月上线部

门网站，打造阳光采购，做到合法依规、公开透明，公开以下内容，如：

招标公告、中标报告、疫情防控物资采购公示、单一来源需求公示、

对违规供应商处理信息公示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本学年发布采购

招标信息公告总计 6013 条， 具体明细如下： 

2020-2021 年度招投标信息公开情况 

采购方式 类别 信息发布数量（条） 

 

 

政府集中采购 

招标公告 67 

中标公告 51 

重大项目采购需求公示 21 

合同公示 128 

 招标公告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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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集中采购 

中标公告 414 

疫情防控物资采购公示 73 

非公开招标需求公示 54 

竞价公告 1163 

竞价结果公告 3325 

（八）人事师资信息公开情况 

一是在学校网站主页“师资队伍”栏目公开学校师资队伍总

体情况、教师数量和结构等详细信息，以及各类人才项目情况。

二是在“人才招聘”专栏，公开学校招聘信息，包括各类人才及

行政教辅人员招聘信息。招聘公告对招聘条件、招聘要求，确保

招聘工作公开、公平、公正。三是公开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确认公

示、高校教师资格认定专家评议委员会评议通过人员名单等信

息。四是公开人事服务各项工作流程，包括落户、博士后事项、

租房补贴等 10 余项办事指南，公开国家、省市级人才政策申报

流程等信息。 

（九）教务信息公开情况 

在本科教学方面，学校坚持“拓宽（专业）口径、强化（学

科）基础、鼓励（学科）交叉、多次选择（专业）”的原则，让

学生掌握学术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体系，具有合理的知识和能

力结构；为学生接触学科（领域）前沿研究成果及参与某学科领

 域前沿研究搭建平台。2020-2021学年，南方科技大学教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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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途径及内容为： 

1.学校官网信息公开专栏 

向社会公开教学质量信息，包括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

比例、教师数量及结构、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名单、全校开

设课程总数、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

比例等信息。保障全校师生和社会公众能够及时获取学校教学的

全面信息及数据。 

向社会公开《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等专项报告，《本科教学

质量年报》基于学校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的年度采集工作，数

据采集工作由教学工作部牵头，各部门分工、合作，完成线上填

报数据，并最终形成质量年报向社会公开。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

作是我校每年一度最重要的本科教学质量监测工作，所采集数据

将作为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对我校办学水平进行考核评估的重要

依据，也为学校全面梳理自身教育教学状态，找短板、补差距，

做到精准办学决策，为提升教育教学水平提供数据支撑。 

2.本科教学网 

公布教育部、南方科技大学本科教学方面的规章制度；教学

培养方案及运行计划、专业一览及课程信息；教师和学生各类教

学事务办理流程；学生退选课、专业录取、学籍变动、推免等重

要事项通知及公示；学生学习资源共享；教师调停课及工作量管

理、教学质量工程及教改项目；教学评价、评奖等服务。 

3.定期制作教学运行简报 

通过简报形式按月汇总并公布教学运行的相关工作，内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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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学籍异动情况、课堂教学情况、学生考试情况、学生学习

服务情况、留学生及国际交流情况等。教学运行简报为全校本科

教学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和信息支撑，推动全校各开课单位的

提高教学管理工作水平，稳步提升而有效地提升我校的本科教育

质量。 

4.设立学生学习服务中心 

学生学习服务中心的设立提供一个与学生密切联系、切实了

解学生需求、掌握学生动向、解答学生问题的平台。帮助学生了

解我校独特的人才培养体系，帮助新生同学做好个性化学业规

划，尽快适应大学学习生活。为每轮选课制作选课手册，对学生

进行详细地选课指导。 

三、信息公开申请和咨询情况 

2020-2021 学年，学校未收到有效信息公开申请，未发生依

申请公开的收费情况。 

四、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 

2020-2021 学年度，学校继续坚持和完善信息公开体制机制，

落实学校信息公开的主体责任，进一步丰富信息公开的内容和形

式。切实保证了学校各项信息的公开透明。 

五、因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复议、诉讼的情况 

2020-2021 学年度，学校未出现因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

复议、诉讼的情况。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2020-2021 学年度，学校信息公开工作仍然在不断完善，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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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好的成效，但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

现在，学校对信息公开的意识、信息公开的精化程度、信息公开

的长效机制等要进一步健全。在今后的工作中主要在以下方面进

行改进： 

一是进一步提升学校整体的信息公开意识，加强信息公开的

引导，尤其是要加大力度提升院、系一级的信息公开的培训和指

导，提升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和水平。 

二是健全信息公开的长效机制。严格细致对照教育部《高等

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对标对表，认真梳理学校各项制度，进

一步健全考评机制、信息公开的发布机制、审查机制、工作联动

机制，全面提升信息公开的实效。 

 

                                南方科技大学 

                              2021 年 10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