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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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街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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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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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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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个工作日内

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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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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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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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民办学校

信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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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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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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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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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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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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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街
道）级

5 教育扶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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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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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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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午餐 ●免费午餐相关政策文件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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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督导 8 控辍保学

●“一校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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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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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控
辍保学工作健全义务教育有保障长效

机制的若干意见》(教基〔2020〕5号)

《自治区教育厅  扶贫办关于印发<义

务教育控辍保学劝返复学工作指南>的
通知》(宁教基〔2020〕66 号)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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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安全 9
校园安全
管理

●中小学校园安全监督管理

●中小学校园周边环境治理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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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

信息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

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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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