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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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区）级

1 政策文件

1 教育法律

●《教育法》

●《义务教育法》

●《民办教育促进法》

●《教师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教师资格条例》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 》

●《宁夏回族自治区认定教师资格体检标准及

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内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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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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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概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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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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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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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区）级

3 财务信息 4 财务信息

●财务管理及监督办法

●年度经费预决算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内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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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管理 5 招生政策

●1.招生工作方案

●招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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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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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工作日

内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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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管理

6

中小学

（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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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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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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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区）级

5 教师管理

7

幼儿园、小

学和初级中

学教师资格

认定

●教师资格认定发布公告

●网上报名

●现场确认

●组织体检

●无犯罪记录核查、网上公示                     

●教育厅复审颁发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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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个工作日

内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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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 教育管理

8

对违法违规

举办学校或

者其他教育

机构的处罚

●机构职能、权责清单、执法人员名单

●执法程序或行政强制流程图

●执法依据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咨询、监督投诉方式

●处罚决定

●救济渠道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15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2018年修正）；

3.《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 》

（1998年教育委员会令第27号）；

4.《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 》

（2015年修正）；

5.《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

》（2015年教育部令第38号修正）。

自信息形成或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日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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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违反国家

规定招收学

生的处罚

●机构职能、权责清单、执法人员名单

●执法程序或行政强制流程图

●执法依据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咨询、监督投诉方式

●处罚决定

●救济渠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1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9号）

自信息形成或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日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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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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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区）级

6 教育管理

10

对不符合幼

儿园办园规

定及违反《

幼儿园管理

条例》行为

的处罚

●机构职能、权责清单、执法人员名单

●执法程序或行政强制流程图

●执法依据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咨询、监督投诉方式

●处罚决定

●救济渠道

《幼儿园管理条例》（1989年国家教

育委员会令第4号）

自信息形成或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日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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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侵占、破

坏学校体育

场地、器材

、设备的单

位或者个人

的强制

●机构职能、权责清单、执法人员名单

●执法程序或行政强制流程图

●执法依据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咨询、监督投诉方式

●处罚决定

●救济渠道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2017年国务

院令第676号）

自信息形成或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日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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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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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区）级

7 教育扶贫

12

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两

免一补”政

策

●义务教育阶段对适龄儿童 、少年免学杂费、

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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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学年公示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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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生生活

补助
●资助对象、资助标准、申请方式、资助结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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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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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早午餐 营养改善计划和陪餐教师补助资金预算指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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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学年公示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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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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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区）级

8 教育督导

15 机构队伍
●督导部门组成

●督学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义务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

《残疾人教育条例》

《教育督导条例》

《教育部关于印发<县域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 >的通知》

(教督〔2012〕3号)

《教育部关于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 >的通知》

(教督〔2017〕6号)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内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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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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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区）级

8 教育督导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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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内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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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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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市（）区教育督导室对义务教育学校进

行督导评估的工作安排、评估结果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内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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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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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区）级

9 服务信息

18

宁夏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

资助政策宣

传册

●政策背景、资助对象、资助比例、资助标准

、申请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内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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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9
学生资助系

统应用培训
●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内容、参与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内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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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页，共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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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区）级

9 服务信息

20

学生营养健

康教育宣传

手册

《学生营养健康教育》教材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 》（国办发

〔2011〕54号）；

2.《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试点方案的通知 》（宁政

办发〔2012〕50号）。

实时公开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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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好学

生学习宣传
●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

关于转发市教育局《关于开展“新时

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
实时公开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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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 结果落实 22
教育局年度

工作总结

●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存在问题、下一步打

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内

沙坡头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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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