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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

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建设

——基于高校网站的调查与分析

贺延辉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按(高等学枝信息公开办法)的规定．高校应在学校网站设置信息公开专栏，为此，连一对810所本科院校进行

网络调查，了解并分析当前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同建设的基本情况，包括建设信息奔开网的高校敷-1厦局城分布、信息公开网建

设的质量和方式、信息公开罔内客建谩等，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高技信息公开网建设中存在的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信息公开

幂度屠丧不够、信怠公开花再限定与不确定、信怠检索糸蟪或缺少或简单等同题，升砷这誊问惩提出我珥高校信惠公开弼建谩

的建议时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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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Our Country

——】nvestigati锄and Analysis Based on the University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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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日实施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下

简称‘办法》)规定：“高校对需要公开的信息，应根据实

际情况．通过学校网站等方式予以公开“(第12条)，“高

校应在学校网站设置信息公开专栏、建立有效链接”(13

条)。教育部办公厅在施行<办法’的通知中提出：“高校

要充分发挥网站快速、便捷的优势，努力把学校网站建成

信息公开的第一平台，建立信息公开专栏和信息公开意见

箱(应于2010年8月底前开通mo至今，‘办法>施行已

一年有余，国内高校信息公开网(专栏)建设情况值得关

注。本文为此进行网络调查与分析。

1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的基本状况

1．1 不同类型高校的信息公开网建设情况

根据教育部2011年4月公布的(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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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校名单)，我国高校数量为2 359所，

其中本科院校820所、高职院校l 228所、独立学院311所

(不含军事院校和港澳台高校)⋯。这3类院校正是<办法>

第29条所称的高校(即指大学、独立学院和高等专科学

校)，因此，这7．359所高校应按《办法)的规定建立信息

公开网(专栏)。但调查显示，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信息公

开网建设存有巨大差距，本科院校明显好于高职院校和独

立学院，开设信息公开网的高职院校和独立学院寥寥无几，

只有天津商业大学宝德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电子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等极少数院校，与l 539所的总量相比，所占比率

极低。

鉴于此，加之本科院校具有代表性，本文将此次调查

对象范围限定在810所本科院校，逐一访问这些院校网站，

网络调查高校的信息公开网建设状况，获取第一手资料，

据此分析我国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的总体情况，展望前景。

1．2建立信息公开网的高校数量及区域分布

1．2．1“信息公开网”名称的使用

目前，国内高校信息公开网主要使用“信息公开(网、

网站)”、。信息公开栏”、“校(政)务公开”等名称，这主

要与高校先前开展的校务公开制度建设有关，虽名称各异，

但内容设计、指导思想、运行服务都有诸多相近处。高校

信息公开是在校务公开基础上对后者的升华，。信息公开

网”不仅具有时代特色，最能体现<办法)的内涵与精神．

也将是建设与发展的趋势。且使用者居多，因此，本文统

一使用“信息公开网”这一名称。

1．2．2建立信息公开网的高校数量

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全国810所本科院校中

有160多所依托各自学校网站建立了专门的信息公开网，

比率约为19．75％。其中，约120所高校是在‘办法>出台

后，遵照‘办法)的内容规定建立的．其余40多所高校虽

有信息公开网。但基本上没有参照(办法)建设与运行，

表现为：学校主页徒有信息公开栏目之名而无内容之实，

点击之后或正建设中，或无具体内容。或是直接链入高校

网站其他栏目、机构介绍的网页等(与直接访问学校门户

网站无区别)，个别高校信息公开网只面向校内，社会外网

无权访问。这40多所高校建立的信息公开网。未能体现

‘办法》的精神与原则，因此，本次调研暂将这些高校排除

在建有信息公开网的高校名单之外。由此，我国建立信息

公开网的高校数量和比率总体上是较低的。

1．2．3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的地域分布

调查显示，我国建立信息公开网的高校在地域分布上

明显不均衡，上海、江苏、天津、甘肃、北京等少数几个

省(市)设立信息公开网的高校较多，总体建设状况和水

平较好。四川、广东、浙江、重庆等多数省(市)只有少

数几所高校开设信息公开网，河北、河南、海南、宁夏、

内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省(自治区)投有一所高校

建立信息公开网(详见表I)。

裹1国内各省(市．自治区)高校建设信息公开网的数量及比例情况

言≤妻； 比例气芝；l： 言耋妻； 比例I：产 言≤妻； 比例鼍：产 喜≤妻； 比例夏芸产
上海市 17／3l 54．39 江苏省 19／45 42．22 天津市 17／19 89．47 甘肃省 9／i4矾．29

北京市9／58 15．52 四川省 7／31 22．船 广东省 7／38 8．42 重庆市4／15 26．67

浙江省4／33 12．12 陕西省4／'39 10．26 湖南省3／3l 9．醴 安徽省 3／3l 9．醴

山西省 2／1S 11．1I 云南省 2／19 10．53 福建省 2／'22 9．09 吉林省 2／'27 7．41

黑龙江省 2／'27 7．41 湖北省∽5 5．7l 贵州省 1／17 5．髓 广西壮族自治区 1／20 5

江西省 1／'22 4．55 辽宁省 1／43 2．33 山东省 1／48 2．08 内蒙古自治区 o／12 0

河北省0／35 0 青海省Q／3 0 西藏自治区 ∽0 宁夏回族自治区0／5 0

海南省0／5 0 河南省∽5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0／11 0

(注l最据含史——如北京市曼／骂巧．兜％．童为北京岛所毫控中有9所矗校建立了售毒公开用，所占比侧为1．5．虫％)

造成地域差异的根源在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自

身对信息公开工作重视程度不同。2009年lO月一2010年

10月。上海市教委发布<开展信息公开试点工作的通知)、

<做好施行<办法>相关准备工作的通知>、《开展高校信息

公开试点及网站建设验收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在沪

高校2009年底完成信息公开网站建设，并进行了验收。

2010年8月，广东省教育厅下发<关于做好高校信息公开

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高校建设学校网站信息公开专栏

(2010年8月底前开通。9月10目前网址报送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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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甘肃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切实做好(办法)

的通知)，要求高校2010年8月31日前开通信息公开专栏，

12月初。印发<关于对省属高校贯彻落实(办法)情况进

行检查的通知>，“学校网页开设信息公开专栏”为检查项

目之一，2011年1月，检查结果对外公布。这些地区高校

信息公开网建设领先全国，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与

监督密不可分。2010年9月，北京市教委在<转发(办法)

的通知)中要求高校网站设置信息公开专栏．但北京多数

高校仍未行动。这表明高校作为信息公开网建设主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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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对信息公开网建设重视不够。也反映出地方教育主管部

门督查不力。尤其是一些教育部直属高校未能执行<办法>

的规定建立信息公开网，其中不乏全国重点大学。

1．3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的质量水平

以<办法)的内容作为评判和考量高校信息公开网建

设质量的依据，是必然和可行的。调查表明，建有信息公

开网的高校都在学校主页设置信息公开网链接，点击后进

人信息公开网页，内设多个信息公开栏目，供用户浏览查

阅。但目前高校信息公开网站建设的质量不一、参差不齐，

不同高校的信息公开网内容建设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较

好的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复旦大学、

南京工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遥大学、中山大学、长沙

学院、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山西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厦门大学、泉州师范学院等(注：具体的

质量评判依据，将在下文的高校信息公开网内容建设中专

门论述)。这表明各高校对<办法>的解读和重视及执行力

度存在差异，且缺乏信息公开网建设经验交流。

1．4高校信息公开网的建设与运行方式

1．4．1高校信息公开冈的建设方式

(1)新建专门的信息公开网

多数建有信息公开网的高校都依照<办法)．在学校网

站上新建专门的信息公开网。这种信息公开网从栏目设计

到内容设置基本都符合<办法>规定，较好体现了高校信

息公开的思想理念与建设成果，值得推广成为高校信息公

开网普遍采取的主流建设方式。信息公开网质量较好的高

校多数采取的都是这种建设方式。

(2)将原有校务公开网改建成信息公开网

一些高校在2002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校务公

开工作的意见)后就在学校网站上开设校务公开网，‘办

法)出台后，部分高校遵照‘办法’，对校务公开网的内容

和形式升级改造成信息公开网。利用已有校务公开平台和

工作成果建设信息公开网的方式，与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建

设要求相符。

(3)继续沿用原有校务公开网

少数高校或沿用校务公开网作为信息公开网，或只将

。校务公开”改名。信息公开”，但都没按<办法>对内容

重新设计和充实。使其与前两种信息公开网在内容和形式

上存在较大出入甚至完全不同。基本上与学校门户网站公

告信息和栏目无甚区别，这种方式应改进．使其真正具有

信息公开服务功能。

1．4．2高校信息公开网的运行方式

方式一：用户点击信息公开网上的信息始终在信息公

开网页面内呈现，多数高校的信息公开网是按这种方式设

计运行的。方式二：用户点击信息公开网上的信息后，直

接被链接并跳转至高校网站相关部门页面或栏目，用户浏

览的信息内容不在信息公开网页内而在高校网站相关网页

上。从彰显高校信息公开理念和用户满意度方面看，方式

一显然更好，它实际上是高校将公开的信息及相关机构统

一整合于信息公开网络平台，在该平台上实现信息的公开、

发布、传播、积累等一体化建设，为用户提供信息的“一

站式”阅览、检索、申请、投诉等服务，使用户感觉始终

在信息公开网平台(环境)查询、浏览学校信息。享用专

门的高校信息公开服务。方式二运行的信息公开平台只是

高校网站其他栏目(信息)的链接和跳转平台，本身缺乏

实质内容，感觉只是“虚设”甚至是“多余”的平台，用

户完全可通过直接访问学校网站各栏目和机构获取所需信

息，无需通过此信息公开网画蛇添足式的跳转。

1-5高校信息公开网的内容建设

信息公开的内容是高校信息公开网的核心和运行基础

及质量保障因褒。目前。多数高校的信息公开网都能按

协法)进行内容建设，虽各有异，但综合归纳【3坷】，包
括如下栏目内容：

1．5．1信息公开法规制度栏

包括高校制定的信息公开细则(实施办法)、信息公开

保密审查规定等，还应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

高校属地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及教育主管部门信息公开规定

等，尽可能将与高校有关的信息公开法规制度全面纳入。

1．5．2‘信息公开指南>和(信息公开目录)栏

这是高校信息公开网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有助于加强

内容规范性和解决信息公开随意性大等问题，方便公众按

图索骥获取信息。(信息公开指南>包括信息公开机构、信

息分类和编排体系及获取方式、信息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范围、形式、时限)、依申请公开(受理机构和程序、申

请方式和处理)、监督方式及程序，<信息公开目录>基本

上按<办法>规定的12大类设计，包括信息的索引、名

称、生成日期、责任部门等。

1．5．3信息公开流程栏

以流程图的方式将高校信息公开的程序和过程清晰呈

现给用户，包括信息主动公开流程和依申请公开流程。

1．5．4依申请公开栏

多数高校实行信息公开申请表下载填写、电子邮件提

交，只有极少数高校提供在线填写和提交，这对用户来说

较为便捷，值得推广。

1．5．5信息公开意见栏

包括高校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信息公开受理机构、监

督投诉机构的联系方式、受理时间、办公地点等。

1．5．6信息检索系统

高校公开信息量随时间而愈大，强化和完善检索系统

并使其与信息公开目录导航系统互为补充，有助于信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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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揭示和用户自助式获取利用。

1．5．7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栏

《办法>实施时间不长，只有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昆

明理工大学等几所高校发布了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对学校

年度信息公开工作总结与展望。

1．5．8新闻消息栏

发布每天产生的新闻、消息、公告等，与上述固定栏

目相比。该栏信息不断更新，使信息公开网内容更显充实、

更具动态性和活力性。督促学校日常更新与维护信息公开

网内容。但该栏的特点和作用常被高校忽视，只有上海外

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大学等为数不多的

高校设有此栏。

1．5．9在线服务

接收和反馈用户网上信息公开咨询，通过互动拉近学

校与师生、社会在信怠公开服务方面的距离。这是体现信

息公开网动态活力性的又一栏目。

1．5．10其他

高校根据自身特点和信息公开需要设置有关内容，如

校内外相关机构链接、高校信息公开研究文章等等。

笔者认为，上述10个栏目符合(办法>确定的高校信

息公开栏目设置，应是高校信息公开网基本的也是较理想

的模块内容。但当前完全和真正设立这些栏目内容的高校

可谓风毛麟角，多数高校信息公开网的内容都存在或多或

少的缺陷与不足。

2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

调查显示，只有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

海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山西大学、天津天狮学院、

南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师范大学、

长沙学院等十几所院校按<办法》．规定．同时制定有信息

公开实施细则(办法、规定)、信息公开目录、信息公开指

南、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规定。多数高校的信息公开制度残

缺不全，个别高校甚至连最基本的信息公开实施细则都未

制定，信息公开工作无章可循，缺少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规

定的则最为普遍。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是高校信息公开

制度的重要组成和影响因素，教育部办公厅2011年1月下

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的通知)要求

高校制定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但制定信息公开保密审

查制度的也只有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上海大学、吉林大学、四

川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少数高校。

2．2信息公开深度层次不够

高校信息公开目录的内容广泛(基本按‘办法>规定

12大类设计)，但深度不够。有些高校公开的信息内容不

--——28—-一

全面、不具体，摄。缩水公开”，表现为信息公开栏目或是

只有标题的空壳栏目或“正在建设中”、“数据为空”或信

息量少(只有几条记录)或避重就轻——学校的概况、规

章制度、发展规划、机构设置等宣传性信息愿意主动公开，

公众更为关心和易滋生腐败的经费资金使用、物资采购、

工程招标等“敏感”信息却不愿透露，比如某些高校信息

公开栏中财务信息，仅列有会计法、个人所得税法、学校

财务制度等规章制度。固定资产及使用、举借债务使用及

还本付息、应收学费总额、学生欠费、专项资金使用、生

均教育成本等财务信息鲜有披露。这种极低层次的信息公

开与‘办法)的精神和要求不符，不免有“屏蔽关键信息、

规避敏感问题”的假公开之嫌，难以满足公众对高拉信息

公开的期望，后果会使信息公开流于形式。这表明有些高

校在信息公开的实践中随意性较大，想公开就公开，不想

公开则不公开。因此，需细化和深化信息公开目录内容。

2．3信息公开范围限定与不确定

“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并没有被高校真

正贯穿于信息公开网建设中。首先，个别高校的信息公开

网仅限校内，社会公众无法使用。其次，诸多高校信息公

开范围分校内、社会、校内或社会，凸显如下问题：(1)

多数信息公开事项面向校内公开，向社会公开的比例较低，

如山东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广西

师范大学、长沙学院、南京邮电大学、广东医学院、华中

农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盐城工学院明确规定向社会公

开的信息事项与信息公开事项的数量比分别为：l扔1、
76／220，24／107，6／47，13／50，7／44，5／'36，19／159、8／42、

50／132。而且向社会公开的多为概况简介、规章制度、招

生简章等宣传性信息，对高校有利，即使没有信息公开制

度。高校也乐于主动公开；(2)视情况丽定的“校内或社

会”信息事项公开范围，具有不确定性，为限制公众获取

信息设下障碍，合肥工业大学、长沙学院、华中农业大学

半数以上的信息事项公开范围为“校内或社会”(比例分别

为40／47、22／44、22，42)；(3)不同高校对同一信息公开事

项公开范围不同，比如“学校发展规划、工作计划、改革

方案”这类事项，广东医学院只向校内公开，山东大学向

社会公开，台肥工业大学则为校内或社会，类似状况较为

普遍。

高校信息公开范围的如此限定与不确定，首先与‘办

法>第一条开宗明义确立的“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依法获取高等学校信息”的目的不一致。其次，高等教

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然要以开放态度面对公众监

督【圳，建立“阳光高校”是将高校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大

学组织的专业化特征要求大学能够有社会良知，面向社会

开放办学．履行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从政府法令角度要

求高校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是大学社会责任制度的有机组

成部分，也是大学与社会联系的重要方式[引。高等教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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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到大众普及。社会参与度逐渐递增，社会参与高校治

理的前提是对高校信息的公开获取，如果更多地将信息公

开限定在校内．将使高校信息公开的社会作用与意义大打

折扣。

2．4信息检索系统或缺少或极为简单

随着高校信息公开的不断发展。公众的信息需求也是

多变的，而信息公开网不可能将所有信息一一呈现在网页

上．这时就需要检索系统的支撑。信息检索系统作为信息

公开网的重要组成，也是测评信息公开网绩效的重要指标．

是方便用户自助式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但目前部分高校

的信息公开网不提供检索系统，用户搜寻信息如大海捞针，

大多数高校的信息公开网使用的是高校官网的检索系统，

提供输人关键词式的标题检索，这种简单初级检索面对海

量信息时的检全率和检准率均不理想。只有少数高校针对

信息公开网设计专门的具有逻辑检索功能的复合检索、高

级检索，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海

事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提供按机构、栏目、索引号、

发文字号、发文年号、作者、录入者、标题、关键字等多

种检索途径的组合检索系统。

2．5在线服务与互动性不足

在线服务是体现信息公开网交互性的重要内容，是吸

引师生及社会公众参与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重要手段，

但多数高校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它们的信息公开网

不提供包括信息公开在线申请在内的在线互动服务，现今

只有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

工大学、上海太学等少数院校开设在线服务。

3结论与前景展望

3．1我国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尚处起步阶段，有

待全面推广普及

我国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在全国具有一定覆盖面．除

港澳台外的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为个省(市、

自治区)或多或少都有高校建立了信息公开网。但信息公

开网建设在高校的普及程度不高，尚未成为高校的共识。

建信息公开网的高校占高校总数的比例较低(本次调研仅

限810所本科院校，如果加上l 228所高职院校和3ll所独

立学院，则比例更低)，信息公开网建设呈现区域分布不均

衡状况。一些高校的信息公开目录或栏目尚处于建设阶段，

制定的信息公开细则(实施办法)、信息公开目录、信息公

开指南等都标以“暂行”或“试行”等字样，需要时间和

实践加以完善。

3．2我国高校信息公开网的总体建设状况一般，

质量有待提高

这主要是由于多数高校还未能完全按《办法>规定的

内容、原则、精神来进行信息公开网建设造成的，这突出

反映在信息公开网内容建设总体质量水平不高，有进一步

提高的必要和空间，信息公开网建设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出高校信息公开帝町度建设的理念和水平，因此必须提

高信息公开网的建设质量。

3．3我国高校之间信息公开网建设水平存在较大

差异，栏目内容有待完善

由于各高校对《办法>的解读、领悟能力和执行力度

的不同，造成高校之间信息公开网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表现在信息公开内容质量，．界面友好性等方面参差不齐，

信息公开栏目内容有待充实、细化和深入。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目前我国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

取得的成绩与问题同在。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无论从数量

还是质量方面都拥有一定基础，并取得阶段性成果，部分

高校迅速行动的态度令人欣慰，让我们看到高校信息公开

的信心、决心和努力举措：但同时，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

也存在明显不足．将影响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与服务，

需要高校未来发展时弥补和克服。

3．4我国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的前景令人期待

理由是：(1)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目前已有一定基础，

部分高校先进经验和模式可推广，供其他高校参照与借鉴。

尤其是绝大多数省份至少都有一两所高校建有质量较好的

信息公开网，这对当地其他高校开展信息公开网建设能起

到示范带头作用；(2)与其他行业部门相比。高校信息公

开有前期校务公开的良好基础作保障．信息公开的思想意

识和行动方面都积累有一定经验．信息公开网建设只是水

到渠成之事；(3)高校都建有自己的门户网站，网站的栏

目和信息内容基本都与《办法》规定需要公开的内容相符，

这为信息公开网建设提供了现威的网络和技术平台尤其是

重要的信息内容基础。最：校只需以信息公开为指导，对门

户网站栏目及其信息内窑适当地整合集成，投人人力、物

力，保持日常更新与维护。可以说，对高校来讲，建立信

息公开网没有任何技术上和信息内容上的障碍．惟有的障

碍是高校是否真正具有信息公开的意识理念和决心、力度。

相信随着高校信息公开制度的不断深入与完善，我国高校

信息公开网将进入由点(个别高校)到面(全部高校)的

辐射与逐步推开并将深人推进的阶段。

为此，笔者提出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的几点建议：

(1)针对多数高校信息公开罔建设存在的惰性和随意

性等问题，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切实发挥行政职能。加大对

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的督查和验收工作的力度，促进高校

信息公开制度建设。

(2)高校自身应将信息公开网建设作为信息公开制度

建设的重要内容给予高度重视，高校在今后的信息公开过

程中，应着力搭建一个乃至数个高效、畅通的信息公开网

络平台，并且保证以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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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信息公开网的运转，将信息公开网打造成为高校信息公

开的中介，甚至可以围绕信息公开网开展信息公开制度建

设，展现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成果．接受社会监督，让

社会参与高校治理。

(3)加强高校间的经验交流工作，将信息公开网建设

较早较好的高校的经验模式在高校何推广，以加快推进信

息公开网建设在全国高校全面铺开。教育部在《中国教育

报)开辟专版专栏，报道各地各高校开展信息公开的有益

经验和做法[26】。值得高校关注与参与。

“)高校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执行<办法)。将<办

法>作为信息公开网建设的指导文件，以‘办法>的原则

精神与内容来指导信息公开网的建设与运行，加强信息公

开栏目设置和内容建设，确保信息公开网的质量。

(5)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或高校自身尽快制定信息公开

网评价指标体系，将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作为高校信息公

开制度绩效考评内容，以此敦促和检查高校信息公开网建

设。

高校信息公开网建设是高校信息公开载体建设，是高

校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高校信息公开政策运

行机制的组成与重要保障，对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意义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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