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戏剧学院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2019-2020 学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 年修

订）《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教育部令第 29 号），按照《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高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工作的

通知》要求，中央戏剧学院参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2019

年度高等学校信息公开评估情况的通知》（教办厅函〔2020〕

17 号），并结合 2019—2020 学年学院信息公开工作的落实情

况，现编制 2019—2020 学年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报告

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学

院因信息公开工作遭到举报的情况、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

要问题和改进措施、清单事项公开的执行情况等六个部分，

力求全面客观描述本年度学院的信息公开工作。本年度报告

统计数据的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如对本报告公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学院信息公开工作办公

室（电话：010-56620312）。

一、概述

（一）贯彻落实文件精神，积极提高政治思想站位。学

院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研究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务公

开工作的战略部署和教育部全面推进教育公开的总体安排，

将信息公开作为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

抓手，对照 2019 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条例》，围绕学校各项中心工作不断总结经验，深



化思想认识，压实各级责任，持续推进《中央戏剧学院信息

公开管理办法》《中共中央戏剧学院委员会党务公开工作实

施细则》和《中央戏剧学院校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等规章

制度的实施，切实提高学院各系各部门对信息公开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

（二）梳理总结工作成效，持续推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学院始终严格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落实信息

公开工作。2020 年 7 月学院主动梳理开展信息公开工作 10

年来的工作成效，充分总结经验，找准问题短板，研究解决

思路，从组织领导、制度建设、内容范围、平台渠道、申请

答复、监督检查等方面认真完成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信息

公开办法》落实情况的书面调研。学院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

机制，持续推进重点领域的信息公开。按照教育部关于 2020

年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的总体部署，学院统筹考虑疫情

防控和招生考试工作，在严守公平底线的前提下，调整专业

考试方案，并通过多渠道及时公开发布各类型学历招生工作

的各阶段信息，认真回应考生及社会关切，保证招生考试工

作顺利进行。除此以外，科研、财务、人事等重点领域的信

息也始终保持动态公开，如定期主动公开财务预决算信息，

坚持“阳光财务”；及时公开人事调整，公布招聘公告等。

（三）建立多方位联系渠道，构建多元信息公开途径。

学院完善信息公开专栏的各项功能和内容，优先显示最新政

策文件，在重视各信息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各平台之间的

互联互通与资源整合。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学院利用官方

网站、微信公众号、校园宣传栏、校刊、信息服务平台等媒



介及时发布、更新相关信息，同时注重结合各平台媒介的自

身特点，加强各平台间的互联互通，将学院宣传与信息公开

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全方位展示学院形象，进一步保障学院

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切实提升公众参与度和社会

影响力。

（四）完善工作机制建设，牢固树立公开保密审查意识。

经过实践，学院逐渐形成了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

各部（处）各系等二级单位分解落实、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

具体执行的工作体系和机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学院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

公开为例外，妥善处理信息公开工作部门与保密审查部门之

间的协同配合关系，在现有信息公开工作机制中灵活融入重

要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的工作程序，加强领导小组对信息公开

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确保在符合保密规定的前提下，

规范、及时、准确完成信息公开。

二、主动公开信息情况

（一）通过官方网站公开信息情况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学院通过官方主

页（http://www.zhongxi.cn）主动公开信息 546 项，内容

涵盖学院基本情况、党的建设、本科招生、研究生招生、就

业创业、学术科研活动、国内外合作与交流活动、资产财务

管理、后勤工作、人事信息和其他工作等各个方面。例如，

学院公布了 2019 年的部门决算和 2020 年预算、本科教学质

量报告、学生就业创业质量报告等内容。同时，学院按照教

育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招生考试工作的要求调整考试方



案后，通过官网和本科招生网累计发布关于 2020 年各类型

学历招生信息 50 余条，精心做好招生政策的宣传解读以及

招生简章、时间安排等信息更新。此外，学院官网还通过“疫

情防控@中戏在行动”专栏发布了 100 余条防疫知识及抗疫

故事，引导学院师生科学防疫，团结抗疫。

（二）通过新媒体公开信息情况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学院官方微信公

众号订阅人数突破二十四万，发布信息近 470 条，内容涉及

党政要事、学术新闻、校园建设、科研项目、专业文章、师

生活动等多个方面，同时，持续推出“新中国戏剧艺术家的

摇篮----院史回顾特别策划”、“不忘初心、继往开来----中

央戏剧学院教学单位介绍”、“疫情防控知识系列宣传”及“档

案故事·中戏支农扶贫系列”等专题内容，在持之以恒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努力完成教育教学发展任务，助

力国家脱贫攻坚事业的发展。

（三）通过各类刊物公开信息情况

2019年 9月 1日至 2020 年 8月 31日，学院编辑刊发《中

央戏剧学院校报》5 期，院刊《中戏人》3 期，学院学报《戏

剧》6 期。同时，还参与了《中国教育年鉴 2019》《北京教

育年鉴 2020》的组稿工作，系统梳理了学院近年发展过程中

的基础资料，持续促进学院对外宣传，推动学院的发展水平

不断提高。

（四）通过其他方式公开信息情况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学院通过校园信

息服务平台和自动办公系统发布通知公告约 230 条，内容包



括学院修订或新增的规章制度、院内通知、人事任免、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宣传等信息。同时结合文件、校内广播、公告

栏、电子屏幕、会议纪要或简报等形式面向社会公众、全院

或院内一定范围内公开信息，进一步丰富师生获取信息的途

径，保障师生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三、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

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通过现场和书面两种方式接受信

息公开申请。2019—2020 学年，学院尚未收到信息公开申请。

四、因学院信息公开工作遭到举报的情况

2019—2020 学年，信息公开工作得到全院师生的支持，

学院未接到任何关于信息公开的投诉举报。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进措施

目前，学院在推进信息公开工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

和问题，《中央戏剧学院 2019 年信息公开评估得分表》显示，

学院的信息公开工作整体良好。其中，教育部《高等学校信

息公开事项清单》规定的应公开事项基本全部公开；网站信

息公开专栏建设合理，栏目设置适当、信息公开目录指南清

晰明确。但在包括“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有关信息”在内的

创新探索信息公开、部分信息更新及时性及内容可得性等方

面表现不足，仍有改进和提高的空间。下一步，学院将继续

深入学习上级部门的相关文件和精神，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

做进一步改进：

（一）加强学院领导，强化信息公开机制和队伍建设。

进一步加强学院对于信息公开工作的领导与监督，完善信息

公开工作的考核评估、督促检查等制度建设，结合学院信息



化建设，加强信息公开各平台互联互通，积极探索建立包括

信息保密性审查、发布程序、更新程序等在内的实施细则与

平台，健全公开属性源头认定和发布审查机制。同时，配齐

配强信息公开队伍，通过组织参加培训、与兄弟院校交流学

习等方式，提升学院各相关部门对于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视程

度及业务水平，使信息公开工作有效满足社会公众和在校师

生的知情需求、参与需求、监督需求以及学院自身的管理需

求。

（二）坚持查漏补缺，全面梳理信息公开专栏各项内容。

结合《中央戏剧学院 2019 年信息公开评估得分表》，从条目

完整性、内容可得性、更新及时性、操作便捷性等四个方面，

全面梳理专栏已发布的各项信息，设置更加细化的信息公开

任务清单，层层压实责任，加快对已发布信息链接的核查核

对工作，保障属于应公开范围的信息按照期限及时、准确公

开，保障信息公开栏目设置清晰、事项清单逻辑清晰，不断

提升网站链接的健康程度。

（三）聚焦创新信息，不断丰富信息公开的内容与层次。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评估中发现的对于创新探索信息公开不

足的弱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认真结合学院特点与实际

情况，激发信息公开制度的活力，将师生群众喜闻乐见的新

媒体形式与信息公开发布相结合，探索加强学院信息公开工

作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六、信息公开清单所列事项相关链接（中央戏剧学院）

序号 类别 公开事项 链接

（1）办学规模、校级领导班

子简介及分工、学校机构设

http://web.zhongxi.cn/xxgk/jbxx/



1

基本信

息

（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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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

规章制度

http://web.zhongxi.cn/xxgk/xygk/gu

izhangzhidu/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

度、工作报告

http://web.zhongxi.cn/xxgk/jbxx/db

dh/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

年度报告

http://web.zhongxi.cn/xxgk/jbxx/xs

wyh/

（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

作计划及重点工作安排

http://web.zhongxi.cn/xxgk/fzgh/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http://web.zhongxi.cn/xxgk/fgy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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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zhongxi.cn/zsjy/bk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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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zhongxi.cn/xxgk/zsks/ts

lxz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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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haosheng.zhongx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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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zhongxi.cn/xxgk/zsks/ss

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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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zhongxi.cn/zsjy/ybzs/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

生成绩

http://web.zhongxi.cn/zsjy/ybzs/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http://web.zhongxi.cn/zsjy/ybzs/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

诉渠道

http://web.zhongxi.cn/xxgk/zsks/ss

qd/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http://web.zhongxi.cn/xxgk/cwyzc/g

lzd/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 http://web.



3

财务、

资产及

收费信

息

（7项）

管理情况 zhongxi.cn/xxgk/cwyzc/sjzc/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

http://web.zhongxi.cn/xxgk/cwyzc/g

y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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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zhongxi.cn/xxgk/cwyzc/c

gz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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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zhongxi.cn/xxgk/cwyzc/y

s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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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zhongxi.cn/xxgk/cwyzc/y

sjs/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

http://web.zhongxi.cn/xxgk/cwyzc/s

fgl/

4 人事师

资信息

（5项）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

职情况

http://web.zhongxi.cn/xxgk/rssz/xj

ld/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

国（境）情况

http://web.zhongxi.cn/xxgk/rssz/xj

ld/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

办法

http://web.zhongxi.cn/xxgk/rssz/gw

sz/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

人员招聘信息

http://web.zhongxi.cn/xxgk/rssz/ry

zp/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http://web.zhongxi.cn/xxgk/rssz/rs

zy/

5 教学质

（27）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

生总数的比例、教师数量及

结构

http://web.zhongxi.cn/xxgk/jxzl/bk

sjs/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

专业、停招专业名单

http://web.zhongxi.cn/xxgk/jxzl/zy

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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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zhongxi.cn/xxgk/jxzl/kc

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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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zhongxi.cn/xxgk/jxzl/js

jkt/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 http://web.zhongxi.cn/zsjy/jyzc/



量信息

（9项）

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

就业率、就业流向

http://web.zhongxi.cn/xxgk/jxzl/jy

qk/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

年度报告

http://web.zhongxi.cn/xxgk/jxzl/zl

bg/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

告

因我院为艺术院校，暂未撰写该类报告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http://web.zhongxi.cn/xxgk/jxzl/zl

bg/

6

学生管

理服务

信息

（4项）

（36）学籍管理办法 http://web.zhongxi.cn/xxgk/xsglfw/

xj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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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zhongxi.cn/xxgk/xsglfw/

jdqz/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http://web.zhongxi.cn/xxgk/xsglfw/

jlcf/

（39）学生申诉办法 http://web.zhongxi.cn/xxgk/xsglfw/

xsss/

7

学风建

设信息

（3项）

（40）学风建设机构 http://web.zhongxi.cn/xxgk/xfjs/jg

/

（41）学术规范制度 http://web.zhongxi.cn/xxgk/xfjs/gf

/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

制

http://web.zhongxi.cn/xxgk/xfjs/cc

/

8

学位、

学科信

息

（4项）

（43）授予博士、硕士、学

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http://web.zhongxi.cn/xxgk/xwxk/jb

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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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zhongxi.cn/xxgk/xwxk/td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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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zhongxi.cn/xxgk/xw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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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zhongxi.cn/xxgk/xwxk/

9

对外交

流与合

作信息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http://web.zhongxi.cn/xxgk/dwjlhz/

hz/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 http://web.zhongxi.cn/xxgk/dwjlhz/



（2项） 规定 lxs/

10 其他

（2项）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

实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http://web.zhongxi.cn/xxgk/qt/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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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zhongxi.cn/xxgk/qt/z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