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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0年9月，《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正式实施，明确要求高等学校主动公开其规

定的相关信息。2013年8月，教育部又发布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工

作的通知》，要求中央部属高校主动公开预决算相关报表信息。本文通过对京、津、沪、鲁、冀、辽六

省市共521所高等本专科院校信息公开情况的统计，发现目前高校信息公开整体并不乐观，并呈现

出差异性，高校信息公开缺乏相应的奖惩措施和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认为应确立高校财务信息公

开模板，提高信息可比性；突破“短板”，缩减差异；与经济责任评价相挂钩，提升高校公开财务信息

的内动力；制定奖惩措施，加大监督力度；建设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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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0年9月，《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正式实施，明确规定高等学校需主动

公开<办法》规定范围内的相关信息。2013年8月，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要求：“加大高

校财务信息公开力度，推动高校公开预算决算信息，‘

并细化公开至项级科目。”自《办法》公布至今已有4

年时间，而《通知》发布至今也半年有余。时至今

日，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现状如何?是否达到《办

法》要求?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如

何解决?本文中，笔者选取了京、津、沪、鲁、冀、辽六

省市共521所高等本专科院校，对其信息公开情况

进行了统计分析，尤其对其预决算信息的公开情况

予以特别关注，希望通过对现状和问题的分析，找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数据收集时间截止2014年

2月底。

二、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

根据《办法》的相关规定，高等学校信息公开，

主要是指在办学或提供其他相关公共服务过程中，

高等学校(包括本、专科院校)记录、获得的相关信

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予以公开。高等学

校财务信息公开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根据《办法》规定，高校应该主动公开的财务信

息包括：“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与投诉方式，财

务、资产和财务管理制度，学校经费来源、年度经费

预算决算方案，财政性资金、收捐赠资产的使用与管

理情况，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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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等内容。”

2013年《通知》对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做了进一

步要求，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高校财务信息公开

的时间要求；--是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内容要求；三

是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载体要求。对中央部门所属

高校要求更加严格，三个方面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对地方高校没有明确时间要求，但在内容和载体方

面都有明确的要求，且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要求

一致。

对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而言，无论是预算还是

决算都要求在其批复之后的lO个工作日内公开；公

开的主要内容包括有收支预算(决算)总表、收入预

算(决算)表、支出预算(决算)表、财政拨款支出预

算(决算)表。报表的公开程度要求细化，且需公开

至项级科目。公开的载体为校园网。对于地方高校

财务信息公开而言，公开载体也要求校园网，公开内

容为预算决算信息，且需要细化至项级科目。同时，

地方高校的财务信息公开需符合地方信息公开相关

规定的要求。

三、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现状

(一)高校分布情况

笔者选取了京、津、沪、鲁、冀、辽六省市共521

所高等本专科院校，高校分布情况见表1。如高校

有主校区和分校区，则以主校区所在地划分所属高

校。

表1高等学校分布表

高校所属省份 本科高校数量 专科高校数量 合计数量

北京 59 26 85

天津 19 25 44

上海 33 31 64

山东 52 74 126

辽宁 50 51 101

河北 40 61 101

合计 253 268 521

根据所属主管部门不同，将此521所高校分为

由中央部门主管和地方部门主管两类，隶属于中央

部门高校62所，其余为地方部门所辖。这62所中

央部门所属高校中，北京有36所，上海有10所，河

北、辽宁各有5所，天津和山东各有3所。

(二)高校信息公开现状

根据《办法》要求，自2010年9月1日起，各高

校应主动公开《办法》规定范围内的相关信息。在

笔者统计的521所高校中，有188所高校在校园网

专门开辟信息公开专栏，占比达36。08％。

根据地域划分，北京市设有信息公开专栏的有

34所，占北京高校比例40％，天津市有34所，占天

津高校比例77．27％；上海市有45所，占比

70．3l％；辽宁省有47所，占比46．53％；山东省有

18所，占比14．29％；河北省有10所，占比9．9％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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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见图1。在信息公开过程中，天津市主动性最高，

其次为上海市，随后是辽宁、北京、山东，情况最差的

为河北省。

根据学校办学层次划分，本科院校设有信息公

开专栏的有118所，占全部本科院校的46．“％，专

科院校有70所，占全部专科院校的26．12％。本科

院校设有信息公开专栏的数量是专科院校的1．7

倍。

在中央部门所属的62所高校中，在校园网开辟

信息公开栏目的有40所高校，占比64．51％，相比

全部样本高校中主动进行信息公开的比例有了大幅

上升，而这40所院校都为本科院校，也就是说中央

所属部门的专科院校中，没有一所高校设有信息公

开专栏。在这40所院校当中，北京有23所，占北京

市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63．89％；上海8所，占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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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80％；辽宁有3所，占辽宁

省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60％；山东和天津各有3

所，分别占两省中央所属部门高校的100％；河北省

为0。

图1 设有信息公开专栏的高校地区分布图

(三)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现状

鉴于《通知》中特别规定了财务预、决算信息的

公开，所以在本文中，将财务预、决算信息的公开作

为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标准。笔者在首次统计时，

采用比较宽松的统计标准，将主动公开了预算或决

算信息的高校都计算在内，而不是严格要求必须主

动、及时公开全部预算和决算报表。

按照此标准进行统计，在样本高校中，主动公开

财务信息的有87所高校，占比16．7％。这里的87

所高校并不全部是设有信息公开专栏的高校，有些

高校是在财务部门网站上进行的公示。根据地区划

分，北京市有3l所，占北京高校比例36．47％；上海

市有19所，占上海高校的29．69％；辽宁省有17

所，占辽宁省高校的16．83％；山东省有13所，占山

东高校的2．68％；河北省有5所，占河北省高校的

4．9％；天津市有2所，占天津市高校的4．5％。

根据办学层次进行分类，本科院校主动公开财

务信息的有69所，占主动公开财务信息高校的

79％，主动公开财务信息的专科高校有18所，占比

21％。本科院校主动公布财务信息的数量是专科院

校的3．76倍。

在中央部门所属62所高校中，主动公开财务信

息的有4l所，占比66．12％，且这41所高校都为本

科院校。在这4l所高校中，北京市有25所，占北京

市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69．44％；上海市有8所，占

上海市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80％；辽宁省3所，占

辽宁省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60％；山东省3所，占

山东省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100％；天津市有2所，

占天津市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66．67％；河北省为0。

四、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中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整体并不乐观

在高校网站中设置信息公开专栏，主动进行信

息公开的学校有188所，可见自《办法》颁布以来，

部分高校对信息公开有所行动。但就目前36％的

比例来看，大部分高校还没有进行信息公开，或者虽

然进行了信息公开，但公开的信息是零散的，没有经

过系统整合，并不符合《办法》的要求。

高校财务信息的公开是高校信息公开的重要组

成部分，2013年的《通知》中也再次明确强调公开预

决算信息。但就目前来看，能主动公开此信息的高

校只有87所，仅占16％。而且这还是在比较宽松

的标准下进行的统计，如果严格按照《通知》的要

求，需要及时公开预算和决算的相关报表，能符合主

动公开财务信息的高校就寥寥无几。有些高校虽有

信息公开专栏，但在财务信息公开中多是以收费公

示和财务制度的公开为主，较少能主动公开预决算

信息。有一些高校，虽然设置了预决算信息公开的

专栏，但在专栏中公开的只是编制预决算信息的原

则，并不是具体的预决算表信息。还有部分高校虽

然公开了预决算信息，但要么只有预算表，要么只有

决算表，信息并不完整。即使预决算信息都能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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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其公布的时间也很难保证是在预决算信息批

复后的10日内。可见，虽然对高校信息公开和高校

财务信息公开，国家都已经设定具体的标准，但目前

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整体很不规范。

(二)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存在差异性

1．隶属部门差异

隶属中央部门的高校在信息主动公开和财务信

息主动公开方面显著高于全部样本高校，由此可以

推断，中央部门在督促其所属高校在贯彻落实教育

部关于信息公开和财务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方面力

度更大，工作更加到位。然而，高校主动进行信息公

开并不只是针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各地教育厅

也应加大督促高校主动进行信息公开。

2．学历层次差异

本科高校在主动进行信息公开和财务信息公开

方面明显优于专科高校。可见，办学层次较高的高

校在主动进行信息公开方面更有动力，信息公开工

作做得更好。而办学层次较低的高校更不愿意主动

进行信息公开。

3．财务信息公开标准存在差异

在进行财务信息公开情况统计的过程中，笔者

发现，虽然《办法》和《通知》中已经将高校进行信息

公开的要求规定的比较详细，但在实际工作中，各高

校进行信息公开的标准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比

如，有的高校只公开财务制度和收费标准，或者只公

布预决算报表的编制原则，不公布预决算相关报表，

还有的高校虽然公布了预决算报表，但只公布了其

中的部分报表，未公布全部。

(三)缺乏监督与奖惩措施

教育部已经针对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出台了明确

的办法和通知，但就目前情况看来，教育部对高校信

息公开情况的监管力度并不到位，也没有针对不及

时进行信息公开的高校出台明确的惩罚性措施。如

此下去，高校信息公开的前景堪忧。

(四)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缺乏统一的发布平台

目前，高校财务信息公开都是以各高校校园网

为平台的，处于“各自为战”的现状，没有统一的信

息发布平台。在这种现状下，一方面，获取高校财务

信息公开的数据变得十分困难，这对信息的使用者

来说非常不便；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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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高校问财务信息公开的可比性下降，不便于监

督和监管。

五、提升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措施

高校进行财务信息公开，目的在于建设高校阳

光财务，预防腐败，确保教育经费从预算分配、日常

管理到决算评估都能在阳光下进行，接受社会监督。

解决高校财务信息公开中存在的上述问题，采取综

合有效的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确立高校财务信息公开模板．提高信息可

比性

设置高校信息公开的模板十分必要，使各高校

间主动公开的财务信息具备可比性。这种可比性实

质上与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要求一致，既体现为同一

所高校不同时间财务信息的可比，也体现不同高校

之间相同会计期间的信息可比。同时，高校财务信

息公开的可比性既体现为内容上的可比，也表现为

形式上的可比。

这需要明确要求高校设置信息公开专栏，专栏

目录应严格依照《办法》规定进行设立。财务信息

公开属于高校信息公开的一部分，其公开应设立在

高校信息公开目录之下。高校财务信息公开也应制

定统一的标准，明确财务信息编排的必要构成要素

及编制体例，推进财务信息公开的模板化建设。

(二)突破“短板”．缩减差异

评价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的质量符合“木桶

理论，短板效应”。不能仅看到已经进行财务信息

公开的高校做得如何好，而要重点关注那些还没有

进行信息公开的高校。目前，财务信息公开工作呈

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下一步，教育部应在巩固原有

信息公开成果的同时，督促各地教育厅推进地方所

属高校的信息公开工作，同时关注专科高校在信息

公开上的力度。因为无论高校是否隶属于中央部

门，是哪种学历层次，其教育经费都为国家所有，其

财务信息公开的要求应该是完全一致的。

I三)与经济责任评价相挂钩．提升高校财务信

息公开的内动力

推动高校进行信息公开，需要提升高校进行信

息公开的内动力。高校负责人每年需对其主管部门

进行经济责任报告，如果能将学校负责人的经济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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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评价与财务信息公开情况进行挂钩，那高校财务

信息公开的内在动力将会显著提升。在经济责任报

告中可明确要求列示该校进行财务信息公开的情

况，包括内容、信息公开是否及时，是否符合标准，如

未达标需解释原因等。

(四)制定奖惩措施加大监督力度

高校财务信息公开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延伸，

应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无疑，与信息公开相挂钩

的奖惩措施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各高校最为关

注的是教育经费的分配，如果高校进行信息公开的

奖惩措施能与教育经费的分配相对应，那么就不会

出现目前高校信息公开整体不乐观的情况了。奖惩

制度的制定，也能体现出国家对高校财务信息公开

的监督力量和推动的决心。所以，教育部应尽快进

行调研并制定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相关奖惩制度，

推动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的进行。

《五)建设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

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建设对高校信息公开工作

至关重要，具有里程碑意义。统一信息发布平台可

以提高我国教育经费管理的透明度，广大公众可以

通过该平台便捷地查询到全国各高校主动公开财务

信息的情况。可以在信息发布平台中内置财务信息

公开的模块，这样可以大大降低高校财务信息公开

的随意性和惰性，增加财务信息公开的系统性、全面

性、及时性和可比性，提高信息公开的效率。教育部

应研究建设统一信息发布平台的可行性，将高校信

息公开的模板内置于信息发布平台中，推动高校信

息公开的深入、高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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