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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建章立制情况

1 章程建设及实施情况

1.1 同济大学章程（2014 年 6 月）

1.2 《同济大学章程》修正案（2018 年核准稿）

1.3 同济大学章程实施方案及情况汇报

1.4 《同济大学深化综合改革方案》（同济规〔2015〕4 号）

1.5 同济大学综合改革暨一流大学建设改革任务

2 配套制度建设情况

2.1 同济大学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目录

2.2 同济大学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2.2.1 《同济大学法律诉讼事务管理办法》（同办〔2014〕16 号）

2.2.2 《同济大学合同管理办法》（同办〔2014〕20 号）

2.2.3 《同济大学行政印章管理规定》（同办〔2014〕19 号）

2.2.4 《同济大学行政规范性文件编制暂行规定》（同济办〔2016〕13

号）

2.2.5 同济大学标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2.6 同济大学商标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3 实施及保障机制

3.1 《同济大学行政规范性文件编制暂行规定》（同济办〔2016〕13 号）

3.1.1 同济大学行政规范性文件立项审批表模板

3.1.2 同济大学规范性文件公示模板

3.1.3 同济大学规范性文件起草或修订说明模板

3.1.4 同济大学规范性文件参考条文对照表模板

3.1.5 同济大学规范性文件征求意见及反馈情况汇总表模板

3.2 同济大学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目录

3.2.1 同济大学行政规章制度一览表（2018 年）



2

3.2.2 同济大学行政规章制度一览表（2019 年）

3.2.3 同济大学党委发文一览表（2018 年）

3.2.4 同济大学党委发文一览表（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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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情况

1 决策机制

1.1 《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全体会议议事规则》（同委发〔2016〕5 号）

1.2 《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同委发〔2015〕6 号）

1.3 《同济大学校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同委发〔2017〕16 号）

1.4 《同济大学校长专题会议管理办法》（同办〔2014〕17 号）

1.5 《同济大学关于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同委发

〔2017〕18 号）

1.6 《同济大学领导班子务虚会制度》（同委发〔2014〕9 号）

1.7 《同济大学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工作办法》（同委发〔2018〕9 号）

2 二级管理

2.1 同济大学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2.2 同济大学校院两级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2.2.1 《同济大学学院党政领导工作办法》（同委〔2018〕131 号）

2.2.2 《同济大学关于学院党委会议议事规则的指导意见》（同委发

〔2019〕5 号）

2.2.3 《同济大学关于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的指导意见》（同委

发〔2019〕6 号）

2.2.4 《同济大学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工作实施办法》（同济质管〔2017〕

3 号）

2.2.5 《同济大学学院本科教学基本状态考核方案》（同济本〔2019〕

26 号）

2.2.6 《同济大学院属学生社团管理指导意见》（同团〔2019〕2 号）

2.3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规章制度汇编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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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济大学研究生院行政规范性文件汇编

3 教职工代表大会建设

3.1 《同济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同委发〔2013〕2 号）

3.1.1 同济大学“十三五”及中长期规划纲要

3.1.2 同济大学 2018 行政工作报告

3.1.3 同济大学 2018 年学校财务情况报告

3.1.4 同济大学 2018 年工会工作报告

3.1.5 同济大学工会委员会 2018 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3.1.6 同济大学“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建设方案

3.1.7 同济大学章程修订--教代会征求意见稿

3.2 《同济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工作实施办法》（同委〔2017〕117 号）

3.2.1 同济大学第十届三次教代会提案工作报告

3.3 第十届教代会教代团长工会主席联席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新闻稿）

4 学术组织建设及权力行使

4.1 《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同办〔2013〕3 号）

4.1.1 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 2018 年全体会议议程

4.1.2 《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纪要》（同济学纪〔2018〕

1 号）

4.1.3 《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纪要》（同济学纪〔2019〕

1 号)

4.1.4 《同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同济研〔2015〕78 号）

4.1.5 《同济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同研〔2012〕48 号）

4.1.6 《同济大学交叉学科学位工作委员会工作办法》（同济研〔2019〕

29 号）

4.1.7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学科委员会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换届工作方案

4.1.8 同济大学第十一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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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同济大学第十一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纪要

4.1.10 同济大学 2020 年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

4.2 《同济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工作条例》（同办〔2013〕16 号）

4.2.1 《同济大学科研诚信建设与管理办法》（同济科〔2019〕2 号）

4.2.2 同济大学 2019 年度学术道德委员会评议结果

4.3 《同济大学教务委员会章程》（同济教〔2015〕19 号）

4.3.1 《关于调整同济大学教务委员会成员的通知》（同济人〔2018〕

88 号）

4.4 《同济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同人师〔2013〕39 号）

4.5 《同济大学教材建设委员会章程》（同济本〔2018〕31 号）

4.6 学术组织参与评定

4.6.1 《同济大学学术专著（自然科学类）出版基金资助管理办法》（同

科〔2014〕11 号）

4.6.2 《同济大学高水平学术期刊提升资助计划》（同济科〔2015〕7

号）

4.6.3 《同济大学“同济特聘（讲座）教授”计划实施办法》（同济人

才〔2019〕3 号）

4.6.4 《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同

济财〔2018〕3 号）

4.6.5 《同济大学关于进一步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本科生）的若干

意见》（同教〔2005〕148 号）

4.6.6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

4.6.7 《同济大学建设一流大学引导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同济财〔2018〕

1 号）

4.6.8 《关于成立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的通知》（同济人

〔2019〕14 号）

4.6.9 《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立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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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外函〔2016〕16 号）

4.7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

5 其他民主参与情况

5.1 同济大学董事会章程（2018 修订）

5.1.1 2018 年同济大学董事会会议情况汇报

5.1.2 2019 年同济大学董事会会议情况汇报

5.2 同济大学工会委员会增补委员、主席的选举办法（征求意见稿）

5.3 同济大学妇委 2018 年工作报告

5.4 《关于进一步加强同济大学各级学生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同团

〔2019〕1 号）

5.4.1 《同济大学研究生会章程》（同团[2017]28 号）

5.4.2 《同济大学学生会章程》（同团[2017]29 号）

5.4.3 《同济大学学生社团管理办法》（同团[2017]30 号）

5.4.4 《共青团同济大学委员会全体会议议事规则》（同团[2018]3 号）

5.4.5 《共青团同济大学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同团[2018]4

号）

5.4.6 《共青团同济大学委员会书记办公会议事规则》（同团[2018]5

号）

5.4.7 《同济大学院属学生社团管理指导意见》（同团〔2019〕2 号）

5.4.8 同济大学第二十四届研究生会第一任期工作报告

5.4.9 同济大学第四十届学生委员会第二次中期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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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法治校组织领导情况

1 领导重视依法治校工作

1.1 同济大学“依法治校”工作领导小组（同委〔2019〕182 号）

1.2 “简析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刑事法律风险”（校党委常委会）

1.3 “高校突发公共危机的防范及法律解决机制”（校党委常委会）

1.4 同济大学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推进会（新闻稿）

1.5 同济大学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1.6 同济大学综合改革方案暨一流大学建设改革任务

1.7 同济大学 2018 年行政工作报告

1.8 《同济大学 2019 年工作要点》（同委发〔2019〕1 号）

2 依法治校工作机制

2.1 同济大学 2018 年法治工作报告

2.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常年法律顾问合同

2.3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常年法律顾问合同

2.4 上海市同建律师事务所年专项法律顾问合同



8



9

四、依法规范办学活动情况

1 招生监督

1.1 《同济大学招生领导小组工作职责与议事规则》（同济招〔2016〕15 号）

1.2 《关于同济大学招生领导小组、工作监察小组、工作小组组成人员调整

的通知》（同委〔2018〕229 号）

1.3 《同济大学本科生招生管理办法》（同济招〔2015〕2 号）

1.3.1 《同济大学自主招生管理办法》（同济招〔2016〕13 号）

1.3.2 《同济大学本科招生工作队伍管理办法》（同济本〔2018〕25 号）

1.3.3 《同济大学本科生招生监督管理办法》（同济监〔2016〕1 号）

1.3.4 本科生招生监督工作流程图

1.3.5 同济大学 2019 年本科招生简章

1.4 《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办法》（同济研〔2016〕100 号）

1.4.1 《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监督管理办法》（同济监〔2017〕1 号）

1.4.2 研究生招生监督工作流程图

1.4.3 同济大学 2019 年硕士招生简章

1.4.4 同济大学 2019 年博士招生简章

2 教育教学情况

2.1 本科培养

2.1.1 《同济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同济教〔2017〕25 号）

2.2 研究生培养

2.2.1 《同济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同济研〔2019〕85 号）

2.3 涉外培养

2.3.1 《同济大学校际学生交流管理办法》（同留外〔2007〕）008 号）

2.3.2 《同济大学交流学生的管理及各类学分认定的实施细则》（同济

教〔2017〕31 号）

2.3.3 《同济大学关于本科生国（境）外联合培养及交流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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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教〔2013〕95 号）

2.3.4 《同济大学本科生赴国（境）外大学交流学习管理规定》（同教

〔2013〕1 号）

2.3.5 《同济大学与国（境）外高等院校开展本科生国际双学位培养合

作管理办法》（同济教〔2016〕84 号）

2.3.6 《关于国（境）外本科学生培养要求的补充规定》（同济本〔2019〕

41 号）

2.4 非学历教育

2.4.1 《同济大学非学历教育管理规定》（同济多管〔2017〕1 号）

2.4.2 《同济大学非学历教育合同管理实施细则》（同济多管〔2017〕2

号）

3 科研管理

3.1 落实科研管理自主权

3.1.1 《同济大学关于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指导意见》（同

济科〔2019〕1 号）

3.1.2 《同济大学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科研管理自主权的若干措施》

（同济科〔2019〕3 号）

3.2 设立、运作、管理内设科研机构/组织的相关规则

3.2.1 《同济大学与地方、企业联合建立研发机构的管理办法》(同科

〔2009〕023 号 )

3.2.2 《同济大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管理办法》（同科〔2013〕1 号）

3.2.3 《同济大学协同创新中心申报管理办法》（同科〔2014〕5 号）

3.2.4 《同济大学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同科〔2014〕8

号）

3.2.5 《同济大学校地合作研究院管理办法》（同济科〔2015〕3 号）

3.2.6 《同济大学校内培育科研基地管理办法》（同济科〔2015〕8 号）

3.2.7 《同济大学校地合作研究院同济大学方理事会成员派出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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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科〔2015〕17 号）

3.3 开展科研活动的管理规范

3.3.1 《同济大学与地方、企业签订科技合作协议的管理办法》（同科

（2009）22 号）

3.3.2 《同济大学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实施办法》（同科〔2012〕29 号）

3.3.3 《同济大学关于科研项目预算实行校内预审工作的规定》（同科

〔2013〕9 号）

3.3.4 《同济大学支持国际科研合作与交流管理办法》（同科〔2014〕

10 号）

3.3.5 《同济大学学术专著（自然科学类）出版基金资助管理办法》（同

科〔2014〕11 号）

3.3.6 《同济大学标准（规范）奖励办法》（同科〔2014〕3 号）

3.3.7 《同济大学竞争性科研和人才类项目申报管理办法》（同科〔2014〕

9 号）

3.3.8 《同济大学关于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质量的若干意见》（同济科

〔2015〕19 号）

3.3.9 《同济大学科研合同管理办法》（同济科〔2015〕6 号）

3.3.10 《同济大学高水平学术期刊提升资助计划》（同济科〔2015〕7

号）

3.3.11 《同济大学四技项目经费管理实施细则》（同济科〔2017〕10 号）

3.3.12 《同济大学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同济科〔2017〕1 号）

3.3.13 《同济大学科技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实施细则》（同济科〔2017〕2

号）

3.3.14 《同济大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细则》（同济科〔2017〕6 号）

3.3.15 《同济大学专利管理办法》（同济科〔2018〕6 号）

3.4 学术评价制度

3.4.1 《同济大学科技竞赛评定细则》（同学〔2013〕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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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同济大学获奖科研成果(自然科学类)配套奖励办法》（同科

〔2014〕1 号）

3.4.3 《同济大学标准（规范）奖励办法》（同科〔2014〕3 号）

3.4.4 《同济大学关于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质量的若干意见》（同济科

〔2015〕19 号）

3.4.5 《同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认定及奖励办法》（同济文

〔2018〕1 号）

3.5 关于处理学术纠纷的规则与流程

3.5.1 《同济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工作条例》（同办〔2013〕16 号）

3.5.2 《同济大学科研诚信建设与管理办法》（同济科〔2019〕2 号）

3.5.3 《同济大学师德师风失范行为处理实施细则》（同委〔2019〕113

号）

4 财务资产管理

4.1 收费、退费

4.1.1 《同济大学财务管理办法》（同济财〔2015〕42 号）

4.1.2 《同济大学收费管理办法》（同济财〔2016〕10 号）

4.1.3 《同济大学关于水电定额分配及收费管理的暂行办法》（同济能

〔2015〕1 号）

4.2 对外投资经营

4.2.1 《同济大学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同济国资〔2018〕3 号）

4.2.2 《同济大学关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

策制度的指导意见》（同经资委〔2018〕1 号）

4.2.3 《同济大学企业国有股权代表工作的暂行管理办法》（同国资委

〔2006〕2 号）

4.2.4 《同济大学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孵化基金的管理办法》（同产

〔2004〕54 号）

4.3 规范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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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同济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同济国资〔2019〕4

号）

4.3.2 《同济大学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同济国资〔2018〕3 号）

4.3.3 《同济大学所属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管理办法》（同济国

资〔2019〕2 号）

4.3.4 《同济大学所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规程》（同经资委〔2017〕

1 号）

4.4 内部控制制度

4.4.1 《同济大学经济活动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办法》（同济财〔2018〕

10 号）

4.4.2 《同济大学内部控制评价办法》（同济审〔2017〕1 号）

5 校务信息公开

5.1 《同济大学信息公开实施细则》（同〔2010〕18 号）

5.2 《同济大学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同办〔2013〕13 号）

5.3 同济大学信息公开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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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法保障师生合法权益情况

1 教师权益维护

1.1 同济大学教师手册

1.2 教师聘用及福利保障

1.2.1 《同济大学聘用合同制度管理办法》（同济人〔2019〕128 号）

1.2.2 《同济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同人师〔2013〕39 号)

1.2.3 《同济大学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职务任期考核及续聘暂行办法》

(同人师〔2013〕38 号)

1.3 教师发展及奖惩

1.3.1 《同济大学教职工在职学历进修管理工作暂行规定》（同人师

〔2006〕41 号）

1.3.2 《同济大学“青年百人计划”实施办法》（同济人才〔2019〕2

号）

1.3.3 《同济大学“同济特聘（讲座）教授”计划实施办法》（同济人

才〔2019〕3 号）

1.3.4 《同济大学教职工“立德树人 教书育人”师德师风建设全员培

训方案》（同委〔2017〕257 号）

1.3.5 《同济大学年度考核工作办法》(2018 年修订版)（同济人〔2017〕

156 号）

1.3.6 《同济大学教职工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考核办法》（同委发〔2017〕

10 号）

1.3.7 《同济大学师德师风失范行为处理实施细则》（同委〔2019〕113

号）

1.3.8 《同济大学教职工奖励金管理办法》（同济人〔2017〕139 号）

1.3.9 《同济大学育才教育奖励金评定办法》（同济教〔2016〕50 号）

1.3.10 《同济大学教学成果奖励办法》（同教〔2005〕153 号）

https://deanoffi.tongji.edu.cn/0c/16/c12442a134166/page.htm
https://deanoffi.tongji.edu.cn/0c/16/c12442a134166/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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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同济大学教职员工处分暂行规定》及《同济大学教职员工处分

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同济人〔2017〕76 号）

1.3.12 《同济大学关于科研人员兼职、离岗创业的实施意见（暂行）》(同

济人〔2017〕88 号)

1.4 教师权益救济机制

1.4.1 《同济大学人事争议调解处理办法》（同工〔2006〕046 号）

1.4.2 《同济大学教职员工突发人身伤害事故应急预案》（2019 年版）

1.4.3 《同济大学信访工作细则》（同办〔2013〕20 号）

1.4.4 工会教职工法律援助

2 学生权益保障

2.1 同济大学学生手册

2.2 同济大学研究生手册

2.3 学生申诉

2.3.1 《同济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同济办〔2017〕11 号）

2.4 援助及服务机构

2.4.1 同济大学学工部及下设学生援助与服务机构（网页截图）

2.4.2 同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网页截图）

2.4.3 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网页截图）

2.4.4 学生会学生权益保障部（网页截图）

2.5 伤害事故保险

2.5.1 《同济大学本科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应急预案》（2019 年版）

2.5.2 《同济大学研究生人身伤害事故应急预案》（2019 年版）

2.5.3 同济大学 2018 年度保险分析报告

2.5.4 同济大学 2018 年校方责任险保单

2.5.5 同济大学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在线投保项目协议

3 纠纷解决机制

3.1 《同济大学法律诉讼事务管理办法》（同办〔2014〕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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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同济大学人事争议调解处理办法》（同工〔2006〕046 号）

3.3 《同济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同济办〔2017〕11 号）

3.4 《同济大学信访工作细则》（同办〔2013〕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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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情况

1 普法机制建设

1.1 同济大学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1.2 同济大学 2019 年法律宣传教育实施方案

2 教职员工法律素养提升

2.1 学校领导专题培训

2.1.1 “简析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刑事法律风险”（校党委常委会）

2.1.2 “高校突发公共危机的防范及法律解决机制”（校党委常委会）

2.1.3 校领导参加省部级以上依法治校工作培训一览表

2.2 教职工专题培训

2.2.1 教师午间沙龙“法律专题之税法问题”

2.2.2 教师午间沙龙“校地、校企合作合同签订法律问题”

2.2.3 同济大学依法治校培训会（新闻稿）

2.2.4 同济大学规范性文件普及资料（教师版）

2.3 同济大学法务案例参阅

2.4 人身伤害案件专刊（2016 年第 1期）

2.5 人事纠纷案件专刊（2016 年第 2期）

2.6 人身伤害案件专刊（2017 年第 1期）

2.7 服务收费案件专刊（2018 年第 1期）

2.8 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专刊（2019 年第 1期）

3 学生普法教育

3.1 学生普法宣传活动目录

3.2 学生法律竞赛获奖目录

3.3 同济大学学生法治培训题库平台（网页截图）

3.4 同济大学学生章程相关题库

3.5 同济大学学生处分规定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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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同济大学学生安全知识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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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情况

1 学校依法治校工作获奖情况

1.1 同济大学依法治校获奖情况目录

2 设法涉诉及纠纷处理情况

2.1 同济大学 2018 年法律事务工作总结

3 特色做法、问题、下年度工作重点

3.1 特色做法

3.1.1 同济大学工作规程查询系统建设及推广（新闻稿、推广材料）

3.1.2 同济大学法务案例参阅（简报目录）

3.1.3 同济大学商标管理及保护（校友会声明、同济大学与江西同济建

管的备忘录）

3.1.4 《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巡察工作规划（2018-2022 年）》（同委

〔2018〕168 号）

3.1.5 《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巡察工作办法》（同委〔2018〕169 号）

3.1.6 《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巡察工作规程》（同委〔2018〕170 号）

3.1.7 《同济大学中层领导干部履职尽责若干规定》（同委〔2019〕32

号）

3.1.8 《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关于加强巡察整改落实工作的办法》（同

委〔2019〕35 号）

3.1.9 《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议事规则》（同委

〔2019〕36 号）

3.1.10 《同济大学内部控制评价办法》（同济审〔2017〕1 号）

3.1.11 《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

新作为的实施办法》（同委〔2019〕1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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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下年度工作重点

3.2.1 同济大学合同管理办法（修订版征求意见稿）

3.2.2 同济大学标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3.2.3 同济大学商标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3.2.4 同济大学校级规范性文件立项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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