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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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院概况
2.威海职业学院 威海市技术学院
机构设置及部门工作职责
3.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工作分工
4.内设及下属机构工作职能

及时更新我院最新简介，学院
机构设置、工作职能、院领导
分工变动等第一时间通报教职
员工、学生家长、在校生等。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bxjbqk/list.htm

学校章程及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1.学院章程
2.信息公开属性源头认定办法
3.信息公开发布协调办法
4.信息公开澄清办法
5.信息公开审核办法
6.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办法

学院章程已核准发布，我院完
善相关信息公开规章制度。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xxzc/list.htm

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报告 第二届“双代会”学院工作报告

威海职业学院院长周春杰在第
二届“双代会”第一次会议上
作了《抢抓机遇，奋力拼搏为
建成国内一流高职名校而奋斗
》的工作报告。

http://172.16.9.240/gh/a2
/34/c1688a41524/page.psp

威海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
威海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
包括总则、组织机构、职责权
限、运行制度、附 则五部分

http://www.weihaicollege.com
/xxgk/80/81/c3448a32897/page
.htm

威海职业学院关于变更学术委员
会主任委员的通知

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吕伟，因
为工作变动，不再担任主任委
员。根据《威海职业学院学术
委员会章程》规定，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由曲桂东担任。

http://www.weihaicollege.com
/xxgk/92/c9/c3448a37577/page
.htm

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
安排

威海职业学院　威海市技术学院
2016年工作要点

全面概述我院本年度发展计划
及相关工作安排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6e/af/c3449a2833
5/page.htm

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威海职业学院2015—2016学年度
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对2015至2016学年度信息公开
工作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
和改进措施进行汇总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xxgkndbg/list.ht
m

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

 威海职业学院2016年度信息公开事项清单
 （共9大类  37条）

序号

1

类  别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说明

基本信息

公开文件标题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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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章程及特殊类型招生办法，分批次、
分科类招生计划

1.威海职业学院2016年单独招生
章程
2.威海职业学院2016年普通高等
教育招生章程
3.威海职业学院2016年高职注册
入学章程
4.威海市技术学院2016年技工教
育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5.威海职业学院2016年高职大专
招生专业计划表

及时将省考院审核通过的招生
章程、招生计划进行公布，打
造阳光招生工程。

1.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8b/14/c2648a35604/pa
ge.htm
2.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97/1d/c2648a38685/pa
ge.htm
3.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9c/f9/c2648a40185/pa
ge.htm
4.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92/d6/c3452a37590/pa
ge.htm
5.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92/d5/c3452a37589/pa
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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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威海职业学院2016年录取查询
系统
2.2016年威海职业学院单独招生
录取考生信息

依规按时将多类型、多批次录
取考生的信息进行公开，方便
考生及家长进行查询。

1.http://221.2.159.196/gk201
6/
2.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92/d2/c3454a37586/pa
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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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威海职业学院2016年普通高等
教育招生章程
2.威海职业学院招生咨询联系方
式

在学院网站招生咨询及考生申
诉渠道进行了公布。全年工作
依法依规开展，无举报情况发
生。

1.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97/1d/c2648a38685/pa
ge.htm
2.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3455/list.htm

2 招生考试信息

2

http://221.2.159.196/gk2016/
http://221.2.159.196/gk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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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21.2.159.196/gk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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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职业学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

2016年财务处新制订了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对专项资金项目
的申报、实施、验收、检查从
经费管理角度进行规范

http://www.weihaicollege.com
/xxgk/a2/95/c3463a41621/page
.htm

威海职业（技术）学院公物设施
维修管理办法

进一步做好公物设施管理维修
工作，做到责任明确，维修及
时，有偿维修，增强爱护公物
意识，确保维修工作顺利进行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20/b4/c3463a8372
/page.htm

威海职业学院 威海市技术学院公
用房屋管理办法

按照 “统一领导、归口管理、
分级负责、责任到人” 的原
则，依法保护和管理学院公用
房屋，确保公用房屋科学配给
、有效利用。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20/b3/c3463a8371
/page.htm

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为加强固定资产管理，提高固
定资产使用效益，确保各项工
作顺利进行,本办法明确了固定
资产的范围、管理体制与运行
机制、资产的增减、处置及账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20/b2/c3463a8370
/page.htm

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2014-2015接受捐赠设备清单
主要内容包括受捐赠资产名称
、受赠部门、受赠日期、受赠
数量及价值等。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3464/list.htm

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等信息

威海职业学院校办企业基本情况
主要公开了学院现有五个校办
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成立
日期、注册资本等情况。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3465/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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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采购及工程合同管理登记表

2015-2016年度通过政府采购及
建委招标设备及基建工程项目
共计115份，其中政府采购合同
107份，建设工程合同8份

http://172.16.9.240/index
.jsp?_p=YXM9OTMmcD0xJm09T
iY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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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威海职业学院预算公开

2016年度预算公开严格按照财
政要求分成学院基本情况、11
张预算表、预算情况说明以及
名词解释四大部分，涵盖了预
算编制的原则方法，收支预算
的整体及明细情况、三公经费
情况，公开内容全面完整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97/00/c3467a3865
6/page.htm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财务、资产及
收费信息

3

3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20/b4/c3463a8372/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20/b4/c3463a8372/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20/b4/c3463a8372/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20/b3/c3463a8371/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20/b3/c3463a8371/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20/b3/c3463a8371/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20/b2/c3463a8370/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20/b2/c3463a8370/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20/b2/c3463a8370/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64/list.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64/list.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65/list.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65/list.htm
http://172.16.9.240/index.jsp?_p=YXM9OTMmcD0xJm09TiY_
http://172.16.9.240/index.jsp?_p=YXM9OTMmcD0xJm09TiY_
http://172.16.9.240/index.jsp?_p=YXM9OTMmcD0xJm09TiY_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97/00/c3467a38656/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97/00/c3467a38656/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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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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威海职业学院部门决算公
开

2015年度决算公开严格按照财
政要求分成学院概况、8张决算
表、决算情况及重要事项说明
以及名词解释四大部分，公开
内容全面完整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9d/e8/c3468a4042
4/page.htm

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及投诉方
式

2016年威海职业学院收费公示
2016年收费公示表1张，包括收
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
、投诉电话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a2/97/c3469a4162
3/page.htm

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
2016年度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
（境）情况汇总

本年度有两位校级领导因公出
境，参加研修班学习。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3471/list.htm

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2016年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
况

1位校级领导兼职社团岗位，兼
任威海市科协常委

http://172.16.9.240/xxgk/
70/35/c3470a28725/page.ps
p

威职字„2016‟39号关于赵洪娟
同志岗位聘用的通知

http://172.16.9.240/xxgk/a2/3f/

c3472a41535/page.psp

威职字„2016‟55号关于李震等
11名同志岗位聘用的通知

http://172.16.9.240/xxgk/a2/3a/

c3472a41530/page.psp

威职字„2016‟53号关于宋天利
等22名同志岗位聘用的通知

http://172.16.9.240/xxgk/a2/3c/

c3472a41532/page.psp

威职字„2016‟54号关于谭建正
等2名同志岗位聘用的通知

http://172.16.9.240/xxgk/a2/3d/

c3472a41533/page.psp

威海职业学院2016年度人才需求
计划

http://172.16.9.240/xxgk/a2/49/

c3473a41545/page.psp

威海职业学院兼职教师招聘公告
http://172.16.9.240/xxgk/a2/47/

c3473a41543/page.psp

威海市教育教学服务社招工启事
http://172.16.9.240/xxgk/a2/45/

c3473a41541/page.psp

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信息

财务、资产及
收费信息

发布我院2016年度人才需求计
划、兼职教师及实习指导教师

招聘信息

3

4 人事师资信息 根据人才引进工作情况，发布
36名同志的岗位聘用通知

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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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

威海职业学院高等职业教育专业
设置统计表
威海市技术学院专业设置一览表
威海职业学院国家级重点专业统
计表威海职业学院省级特色品牌
专业统计表威海职业学院院级特
色专业统计表
省级品牌专业群项目

公布专业设置现状，包括设置
时间、所属类及大类等信息；
重点建设专业及品牌特色专业

http://www.weihaicollege.com
/186/list.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
/227/list.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
/jwc/1640/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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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职业学院国家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一览表
威海职业学院省级以上精品课程
一览表

课程门数、校企合作课程数；
精品课程数等

http://www.weihaicollege.com
/227/list.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
/jwc/1641/list.htm

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威海职业学院威海市技术学院
2015-2016学年度毕业生就业工作
意见

为切实做好我院毕业生就业工
作，从指导思想、工作目标、
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等方面对
学院年度就业工作提出了相应
意见。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7f/3c/c3479a2053
2572/page.htm

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
2015届高职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
表；2015届技工毕业生就业情况
统计表

通过14项数据统计了10个系60
个专业2015届高职毕业生就业
情况；通过4项数据统计了10个
系部26个技工专业2015届毕业
生就业情况。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7f/3e/c3480a3257
4/page.htm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威海职业学院2015年毕业生就业
质量年度报告

从毕业生现状、毕业生评价、
毕业生就业满意度 、加强就业
工作对策四个部分综述了2015
年度学院就业工作。

http://www.weihaicollege.com
/xxgk/93/3d/c3481a37693/page
.htm

5 教学质量信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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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籍管理办法

1.学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
2.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办法
3.特困生学费减免办法
4.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
5.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6.关于执行《学生奖助学金管理
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1.奖助学金资助范围、标准、
评选条件、评选程序及要求等
。
2.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对象、
条件及办理程序。
3.特困生学费减免的条件、数
额比例、程序办法等。
4.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原则
、条件、标准、范围、比例、
程序等。
5.学生勤工助学管理机构、工
作职责、岗位设置、劳动报酬
、工作程序等。
6.院奖助学金评选项目及金额
调整

1.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20/c9/c3485a8393/pag
e.htm
2.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20/cb/c3485a8395/pag
e.htm
3.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20/c9/c3485a8393/pag
e.htm
4.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6f/87/c3485a28551/pa
ge.htm
5.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7f/2e/c3485a32558/pa
ge.htm
6.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7f/2f/c3485a32559/pa
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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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学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
2.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办法
3.特困生学费减免办法
4.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
5.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6.关于执行《学生奖助学金管理
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1.奖助学金资助范围、标准、
评选条件、评选程序及要求等
。
2.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对象、
条件及办理程序。
3.特困生学费减免的条件、数
额比例、程序办法等。
4.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原则
、条件、标准、范围、比例、
程序等。
5.学生勤工助学管理机构、工
作职责、岗位设置、劳动报酬
、工作程序等。
6.院奖助学金评选项目及金额
调整

1.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20/c9/c3485a8393/pag
e.htm
2.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20/cb/c3485a8395/pag
e.htm
3.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20/c9/c3485a8393/pag
e.htm
4.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6f/87/c3485a28551/pa
ge.htm
5.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7f/2e/c3485a32558/pa
ge.htm
6.http://www.weihaicollege.c
om/xxgk/7f/2f/c3485a32559/pa
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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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  别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说明公开文件标题 网页链接

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学生违纪处分管理办法》（威
职院办字„2012‟21号）

学生有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
学院对违纪学生应以教育为
主，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依照本办法给予相应的纪
律处分，形成处分决定。

http://www.weihaicollege.com
/xxgk/3486/list.htm

学生申诉办法
《学生申诉处理办法》（威职院
办字„2016‟15号）

学校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
。学生对处分有异议的，可以
提出书面申诉。学生申诉处理
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
复查，做出结论并告知申诉人
。

http://www.weihaicollege.com
/xxgk/3487/list.htm

学风建设机构 威海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
威海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
包括总则、组织机构、职责权
限、运行制度、附 则五部分

http://www.weihaicollege.com
/xxgk/3488/list.htm

学术规范制度
威海职业学院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包括总则、管理职责、科研项
目管理、科研项目经费管理、
附则五部分

http://www.weihaicollege.com
/xxgk/93/19/c3489a37657/page
.htm

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威海职业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
2015-2016工作情况

汇总06年至今教师赴境外研修
培训情况，开展国外留学生教
育和境外培训情况，派遣学生
出国留学或研修的情况

http://172.16.9.240/xxgk/
7f/6e/c3495a32622/page.ps
p

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1.外事工作管理办法
2.留学生班主任工作职责
3.留学生教学管理制度

2006年至今，招收国外学历生4
名，语言生53名，研修生267名
。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3496/list.htm

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目前暂无巡视组反馈意见 目前暂无巡视组反馈意见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3497/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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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ttp://www.weihaicollege.com/_upload/article/c1/1f/cf97e91146808342c86bf2f6cc40/ecfb8724-7b3f-40b3-b018-7bcf95d99796.doc
http://172.16.9.240/xxgk/7f/6e/c3495a32622/page.psp
http://172.16.9.240/xxgk/7f/6e/c3495a32622/page.psp
http://172.16.9.240/xxgk/7f/6e/c3495a32622/page.psp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96/list.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96/list.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97/list.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97/list.htm


序号 类  别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说明公开文件标题 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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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急处理预案
2.基础课教学部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
3.威海职业学院基础部消防安全
管理规定

应急事件发生时的组织与指挥
、调查与救治、应急预防监控
措施。消防安全组织、消防设
施管理、防火安全管理制度三
方面内容。

http://www.weihaicollege.
com/xxgk/3498/list.htm、
http://221.2.159.211/jckj
/7f/37/c2413a32567/page.h
tm、
http://221.2.159.211/jckj
/7f/38/c2413a32568/page.h
tm

9 其他

8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98/list.htm、http://221.2.159.211/jckj/7f/37/c2413a32567/page.htm、http://221.2.159.211/jckj/7f/38/c2413a32568/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98/list.htm、http://221.2.159.211/jckj/7f/37/c2413a32567/page.htm、http://221.2.159.211/jckj/7f/38/c2413a32568/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98/list.htm、http://221.2.159.211/jckj/7f/37/c2413a32567/page.htm、http://221.2.159.211/jckj/7f/38/c2413a32568/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98/list.htm、http://221.2.159.211/jckj/7f/37/c2413a32567/page.htm、http://221.2.159.211/jckj/7f/38/c2413a32568/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98/list.htm、http://221.2.159.211/jckj/7f/37/c2413a32567/page.htm、http://221.2.159.211/jckj/7f/38/c2413a32568/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98/list.htm、http://221.2.159.211/jckj/7f/37/c2413a32567/page.htm、http://221.2.159.211/jckj/7f/38/c2413a32568/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98/list.htm、http://221.2.159.211/jckj/7f/37/c2413a32567/page.htm、http://221.2.159.211/jckj/7f/38/c2413a32568/page.htm
http://www.weihaicollege.com/xxgk/3498/list.htm、http://221.2.159.211/jckj/7f/37/c2413a32567/page.htm、http://221.2.159.211/jckj/7f/38/c2413a32568/pag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