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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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qztc.edu.cn/2134/list.htm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http://www.qztc.edu.cn/bgs/975/list.htm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报告
http://www.qztc.edu.cn/gh/1061/list.htm
http://www.qztc.edu.cn/gh/2019/0521/c5573a234884/page.htm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 http://www.qztc.edu.cn/kyc/2018/1025/c786a225087/page.htm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安排
http://www.qztc.edu.cn/fzghc/958/list.htm
http://www.qztc.edu.cn/bgs/2019/0402/c989a232909/page.psp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http://www.qztc.edu.cn/xxgk/549/list.htm

（7）招生章程及特殊类型招生办法，分批次、分科类招
生计划

http://www.qztc.edu.cn/zs/2019/0611/c1930a235900/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0319/c1930a232584/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0523/c1930a235387/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1025/c1922a238295/page.htm
http://www.qztc.edu.cn/yjszsw

（8）保送、自主选拔录取、高水平运动员和艺术特长生
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入选考生资格及测试结果

http://www.qztc.edu.cn/zs/2019/0408/c1921a233042/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0408/c1921a233041/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0312/c1921a232397/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0121/c1921a231903/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0118/c1921a231876/page.htm
http://www.qztc.edu.cn/yjsz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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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qztc.edu.cn/_web/commonquery/multipleQueryMatch.
do?_p=YXM9MTA2JnQ9OTgmcD0xJm09TiY_&id=5&mongo=false
http://www.qztc.edu.cn/zs/2019/1025/c1924a238297/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1025/c1924a238298/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1025/c1924a238300/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1025/c1924a238301/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1025/c1924a238302/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1025/c1924a238303/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1025/c1924a238304/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1025/c1924a238305/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1025/c1924a238306/page.htm
http://www.qztc.edu.cn/zs/2019/1025/c1924a238309/page.htm
http://www.qztc.edu.cn/yjsz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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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qztc.edu.cn/zs/lxwmwxxw/list.htm
http://www.qztc.edu.cn/yjsz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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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qztc.edu.cn/yjszsw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 http://www.qztc.edu.cn/yjszsw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http://www.qztc.edu.cn/yjszsw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 http://www.qztc.edu.cn/yjszsw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http://www.qztc.edu.cn/cwc/1126/list.htm
http://www.qztc.edu.cn/zcglc/560/list.htm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http://www.qztc.edu.cn/xxjjh/1348/list.htm
http://www.qztc.edu.cn/xyzh/2015/list1.htm
http://zichan.qztc.edu.cn/main/logins.shtml

公开情况（网址链接）公开事项类  别

基本信息

（6项）

招生考试信息

（8项）

财务、资产及收费信
息

（7项）

附件2

                                            泉州师范学院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共10大类50条）

序号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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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情况（网址链接）公开事项类  别序号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 http://zichan.qztc.edu.cn/main/login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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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公告：
http://www.qztc.edu.cn/2095/list.htm

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
1.https://www.fjggfw.gov.cn/Website/JYXX_GCJS.aspx?ID=100301&GGTYPE=1

2.http://ggzyjy.quanzhou.gov.cn/project/projectInfo.do?projId=25132#

3.https://www.fjggfw.gov.cn/Website/JYXX_GCJS.aspx?ID=101506&GGTYPE=2

4.http://ggzyjy.quanzhou.gov.cn/project/projectInfo.do?projId=25132#

5.https://www.fjggfw.gov.cn/Website/JYXX_GCJS.aspx?ID=100301&GGTYPE=4

6.http://ggzyjy.quanzhou.gov.cn/project/projectInfo.do?projId=25132#

7.https://www.fjggfw.gov.cn/Website/JYXX_GCJS.aspx?ID=100301&GGTYPE=5

8.http://ggzyjy.quanzhou.gov.cn/project/projectInfo.do?projId=25132#

9.https://www.fjggfw.gov.cn/Website/JYXX_GCJS.aspx?ID=100300&GGTYPE=1

10.http://ggzyjy.quanzhou.gov.cn/project/projectInfo.do?projId=25133#

11.https://www.fjggfw.gov.cn/Website/JYXX_GCJS.aspx?ID=102090&GGTYPE=2

12.http://ggzyjy.quanzhou.gov.cn/project/projectInfo.do?projId=25133#

13.https://www.fjggfw.gov.cn/Website/JYXX_GCJS.aspx?ID=101498&GGTYPE=2

14.http://ggzyjy.quanzhou.gov.cn/project/projectInfo.do?projId=25133#

15.https://www.fjggfw.gov.cn/Website/JYXX_GCJS.aspx?ID=100300&GGTYPE=4

16.http://ggzyjy.quanzhou.gov.cn/project/projectInfo.do?projId=25133#

17.https://www.fjggfw.gov.cn/Website/JYXX_GCJS.aspx?ID=100300&GGTYPE=5

18.http://ggzyjy.quanzhou.gov.cn/project/projectInfo.do?projId=2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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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qztc.edu.cn/cwc/2019/0218/c1128a232012/pa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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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qztc.edu.cn/cwc/2019/0724/c1128a236673/page.htm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

http://www.qztc.edu.cn/cwc/2019/0627/c1139a236220/page.htm
http://www.qztc.edu.cn/cwc/2019/0329/c1139a232855/page.htm
http://www.qztc.edu.cn/cwc/2019/0920/c1138a237359/page.htm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校级领导为省管干部，学校无公开其社会兼职情况的权限，且校级领
导社会兼职情况已在有关部门网站公开，学校可不再公开。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 http://www.qztc.edu.cn/wsb/1105/list.htm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http://www.qztc.edu.cn/rsc/2019/0710/c209a236522/page.htm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信息 http://www.qztc.edu.cn/rsc/208/list.htm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已成立泉州师范学院教职工申诉处理委员会，并拟定《泉州师范学院
教职工申诉处理实施方案》（草案），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待定
稿后提交院长办公会研究。

（27）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教师数量及结
构

http://www.qztc.edu.cn/xxgk/2018/1228/c547a231107/page.htm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 http://www.qztc.edu.cn/xxgk/2018/1228/c547a231107/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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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qztc.edu.cn/xxgk/2018/1228/c547a231107/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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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qztc.edu.cn/jwc/2019/0314/c1025a232484/page.psp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http://qztc.jysd.com/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 http://qztc.jysd.com/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http://qztc.jysd.com/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http://www.qztc.edu.cn/xxgk/2018/1228/c547a231107/page.htm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http://www.qztc.edu.cn/xxgk/2018/1228/c547a231107/page.htm

财务、资产及收费信
息

（7项）

人事师资信息

（5项）

5

3

4

教学质量信息

（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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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情况（网址链接）公开事项类  别序号

（36）学籍管理办法
http://www.qztc.edu.cn/jwc/2018/0508/c1022a208011/page.htm
http://www.qztc.edu.cn/yj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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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qztc.edu.cn/xsc
http://www.qztc.edu.cn/yjsc
http://www.qztc.edu.cn/xxgk/2018/0627/c553a218289/page.htm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http://www.qztc.edu.cn/xsc
http://www.qztc.edu.cn/yjsc

（39）学生申诉办法
http://www.qztc.edu.cn/xsc
http://www.qztc.edu.cn/yjsc

（40）学风建设机构 http://www.qztc.edu.cn/xfjs/main.htm

（41）学术规范制度
http://www.qztc.edu.cn/jwc/2015/0901/c1037a37023/page.htm
http://www.qztc.edu.cn/xfjs/868/list.htm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http://check.cnki.net/pmlc/
http://www.qztc.edu.cn/xfjs/2016/0704/c868a30330/page.htm

（43）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http://www.qztc.edu.cn/jwc/2018/0508/c1022a208013/page.htm
http://www.qztc.edu.cn/yj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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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同等学力人员资格审查和学力水平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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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qztc.edu.cn/yj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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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qztc.edu.cn/jwc/2019/0321/c1025a232656/page.htm
http://www.qztc.edu.cn/yjsc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我校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http://www.qztc.edu.cn/wsb/1094/list.htm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中共泉州师范学院委员会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已于2017年2
月24日向社会公开。巡视整改落实情况按照要求已向省纪委、省委巡
视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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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qztc.edu.cn/hqglc/2016/0430/c825a28723/page.htm
http://www.qztc.edu.cn/jwc/2017/0526/c1035a36903/page.htm
http://www.qztc.edu.cn/hqglc/2019/0909/c851a237076/page.htm
《泉州师范学院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内部渠道传阅
《泉州师范学院突发事件敏感舆情应对处置预案》内部渠道传阅
《泉州师范学院反恐防暴应急处置预案》内部渠道传阅

学位、学科信息

（4项）

对外交流与合作信息

（2项）
9

其他

（2项）

6

7

10

8

学生管理服务信息

（4项）

学风建设信息
（3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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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ztc.edu.cn/wsb/1108/list.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