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务教育领域政务公开清单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地级市级

1
政策
文件

1 教育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20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2000）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
规范性
文件

●部门和地方政府规章
●各类教育政策文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5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

√ √ √

2 教育概况

3

教育事业

发展主要
情况

●教育事业发展主要情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统计法》
《教育统计管理规定》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4
教育统
计数据

●学校数据
●在校生数据

●教师数据
●办学条件数据

●县级汇总数据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统计法》
《教育统计管理规定》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5
义务教育
学校名录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办学层次

●办学类型

●办公电话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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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地级市级

3
民办学
校信息

6

民办学校

办学基本
信息

●学校名称
●办学许可证

●办学规模
●联系方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民办教育促进法》

《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促进民
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

〕81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7

民办学校

设立、变
更、终止

等事项行
政审批、

备案信息

●法律依据
●办理流程
●审批结果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民办教育促进法》
《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促进民
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

〕81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8
日常监
管信息

●年检指标

●年检程序
●年检结果

●行政处罚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民办教育促进法》
《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促进民

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

〕81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4 财务信息 9 财务信息

●财务管理及监督办法

●年度经费预决算信息
●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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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地级市级

5 招生管理

10 学校介绍

●办学性质
●办学地点

●办学规模

●办学基本条件
●联系方式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
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教基一〔2014

〕1号）
《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信息公开工作的意

见》（教办〔2010〕15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1 招生政策

●各校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随迁子女入学办法
●部分适龄儿童或少年延缓

入学、休学等特殊需求的政
策解读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
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教基一〔2014

〕1号）

《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信息公开工作的意
见》（教办〔2010〕15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2 招生计划 ●各校本年度招生计划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

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教基一〔2014
〕1号）

《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信息公开工作的意
见》（教办〔2010〕15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3 招生范围
●招生范围
●学区划分详细情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

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教基一〔2014
〕1号）

《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信息公开工作的意
见》（教办〔2010〕15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4 招生结果 ●各校本年度招生结果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
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教基一〔2014

〕1号）

《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信息公开工作的意
见》（教办〔2010〕15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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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地级市级

6 学生管理

15 学籍管理

●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休学、复学、转学相关政策
及所需材料和办理流程         

●适龄儿童延缓入学所需材
料及办理流程

●学籍证明、毕（结）业证
书遗失办理学历证明确认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义务教育法》

《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教基一〔2013
〕7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6

义务教育

学生资助

政策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两免

一补”政策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的通知》（国发〔2015〕67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7
学生评优

奖励

●省市县“三好学生”“优

秀学生干部”评选标准

●评比方法
●表彰名单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8 优待政策

●军人子女参加中考优待确

认办理的材料、流程和政策
要求
●少数民族考生中考加分确

认办理的材料、流程和政策

要求
●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华
侨子女和港澳台籍考生中考

加分确认

●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
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细则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

及其子女教育优待细则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政联〔2011〕7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8〕3号 
）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教育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关于进一

步做好台湾同胞子女在大陆中小学和幼儿园
就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港澳台〔2008〕7
号)等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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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地级市级

7 教师管理

19 教师培训
●教师培训政策文件

●培训项目组织实施通知

《教育法》

《教师法》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0
教师资格

认定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材料

●参加体检时间、医疗机构
名单、体检合格标准

●认定结果
●咨询方式、监督举报方式

、常见问题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教师法》

《教师资格条例》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师资格证书管理规定
〉的通知》（教人〔2001〕6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
证书补发、换发政策及流程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教师法》
《教师资格条例》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师资格证书管理规定

〉的通知》（教人〔2001〕6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1
教师公开
招聘

●教师招聘计划和公告
●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

《关于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

通知》（(人社部发〔2010〕92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岗位条件设置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规〔2017〕17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2
教师行为
规范

●教师职业行为准则及违规

处理办法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教师〔2018〕16号）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教师〔2018〕16号）
《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教师〔2018〕16号）

《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2018年修订）》（教师〔2018〕18号）
《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教师〔2018〕19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对教师有严重违反教师职

业行为准则的行政处罚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教师〔2018〕16号）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教师〔2018〕16号）

《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教师〔2018〕16号）
《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教师〔2018〕18号）

《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教师〔2018〕19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第 5 页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地级市级

7 教师管理

23
教师评优

评先

●优秀教师的表彰、奖励等
行政奖励信息公示

《教师法》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任教30年乡村教师以上教

师申请荣誉证书相关政策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关于做好乡村学校从教30年教师荣誉证书

颁发工作的通知》（教师函〔2016〕4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4
教师职称
评审

●评审政策
●评审通知

●学校拟推荐人选名单
●评审结果

●最终结果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深化
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5〕79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3个工作日内，
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

工作日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教师 √ √

25
特岗教师
招聘

●岗位设置管理政策、条件

、程序等
●特岗教师招聘文件及招聘

公告
●初审结果

●笔试成绩
●资格复审结果

●参加面试人员、面试成绩
●进入考察人员名单

●拟聘用人员名单
●最终聘用结果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教育部 财政部 人事部 中央编办 关于实
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的通知》（教师〔2006〕2号）
《教育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央

编办 关于继续组织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教师〔

2009〕1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3个工作日内，
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

工作日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应聘
人员

√ √

26
乡村教师
生活补助

●管理制度

●实施方案
●实施时间
●补助范围

●发放对象

●补助档次标准
●发放情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落实2013年中央1号文
件要求对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给
予生活补助的通知》（教财函[2013]106号）

《教育部关于加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经费管

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教财函〔2013〕153
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3个工作日内；
教师申领情况进行常

年公示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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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地级市级

8 教育督导

27 机构队伍
●督导部门组成

●督学名单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义务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

《残疾人教育条例》
《教育督导条例》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
》（教督〔2012〕3号）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教督〔2017〕6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8
学校督导
评估

●年度督导工作计划内容

●责任区划分和责任督学名

单
●责任督学日常督导事项
●学校督导评估的办法、指

标体系、督导评估报告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义务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

《残疾人教育条例》
《教育督导条例》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
》（教督〔2012〕3号）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教督〔2017〕6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9
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

督导评估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关政
策文件、职责权限、管理流

程、监督方式、年度工作计

划等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自
评方案及结果

●省级教育督导机构对县进

行督导评估的工作安排、评
估结果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对

义务教育发展均衡县进行认

定的结果、报告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义务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

《残疾人教育条例》
《教育督导条例》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
》（教督〔2012〕3号）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教督〔2017〕6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
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9 校园安全 30
校园安全

管理

●校园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配套管理制度
●学生住宿、用餐、组织活

动等安全管理情况
●校园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预警信息、应对情况、
调查处理情况

●校车使用许可申请政策规
定及申请流程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
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 国办发〔2017

〕35号 ）

《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信息公开工作的意
见》（教办〔2010〕15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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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地级市级

10
重要政策
执行情况

31 控辍保学

●“一县一策”控辍保学工

作方案
●年度工作进展情况（含义

务教育学生失学、辍学的总
体情况，建档立卡家庭贫困

学生总体就学情况）
●督导检查结果公告

●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
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国办发〔

2017〕72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32

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

计划

●有关政策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
●组织机构和职责，举报电

话、信箱或电子邮箱
●供餐企业、托餐家庭名单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发办〔2011〕
54号)

《教育部等十五部门关于印发〈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五个配套

文件的通知》（教财〔2012〕2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学校食堂饭菜价格、带量

食谱
●学校膳食委员会名单

●学校管理人员陪餐情况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发办〔2011〕

54号)
《教育部等十五部门关于印发〈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五个配套
文件的通知》（教财〔2012〕2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供餐企业（单位）配套管

理制度，食品安全责任人、
供餐方签约人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发办〔2011〕
54号)

《教育部等十五部门关于印发〈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五个配套

文件的通知》（教财〔2012〕2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33
学校体育
评价

●学校体育工作自评结果
（体育课、体育训练、体育
比赛、体育教师、体育场地

、条件保障等）

●学校体育发展年度报告
（重点反映体育教学改革、
体育教师配备、体育经费投

入和体育场地设施、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等方面的情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教育部关于印发<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
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教体艺〔2014〕3

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34
学校美育
评价

●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结

果（艺术课程、艺术活动、
艺术教师、条件保障、特色
发展及学生艺术素质测评

等）

●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
告（重点反映艺术课程建设
、艺术教师配备、艺术教育

管理、艺术教育经费投入和

设施设备、课外艺术活动、
校园文化艺术环境、重点项
目推进以及中小学实施学校

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制度等方

面的情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教育部关于印发<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
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教体艺〔2014〕3

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教育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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