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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编写目的 

信息标准化，数据格式和表示的一致性成为当前信息发展的一个主要议题；数字化校园的建 

设，整个高校的数据表示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编码，方便校内数据和行业之间数据流通。目前存 

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市级标准和高校内部自己标准，各个标准不能完全的一致。根据这些标 

准，兼顾各个标准之间的兼容性，和标准的一致性，以及标准的可扩展性，给出信息分类编码规 

格说明书。 

1.2  信息的编码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² 唯一性：虽然一个编码对象可有很多不同名称，也可按各种不同方式对其进行描述；但 

是，在一个分类编码标准中，每一编码对象仅有一个赋予它的代码，一个代码只唯一表 

示一个编码对象。 

² 可扩性：代码结构必须能适应同类编码对象不断增加的需要，必须为新的编码对象留有 

足够的备用码，以适应不断扩充的需要。 

² 简单性：代码结构应尽量简单，长度尽量短，以便节省机器存储空间和减少代码的差错 

率；同时，提高机器处理的效率。 

² 规范性：在一个信息编码标准中，代码的结构、类型以及编写格式必须统一。 

² 适用性：代码要尽可能的反映分类对象的特点，便于记忆，便于填写。 

² 合理性：代码结构要与分类体系相适应。 

1.3  参考文献 

1.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教育部）(2012年 3 月发布) 

2.学校提供的相关编码规则 

2  标准内容 

2.1  校园标准体系 

包括校级制定的公共标准和各个业务部门制定的专用标准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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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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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校标准内容 

2.2.1 公共标准内容 

2.2.1.1组织结构 

2.2.1.1.1 组织机构 

l 参照标准体系：学校定义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一、代码长度：5 位（字符型） 

二、编码规则： 

位数含义规则： 

第 1 位：单位类别（自定义，1党政；2教学；3科研；4群众团体；5教辅； 

6附设机构；7派出机构；8校产业与后勤；9其他） 。 

第 2~3 位：二级部门代码。 

第 4~5 位：三级部门代码。 

三、编码示例： 

1 01 01 

2.2.1.1.2 校区 

l 参照标准体系：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广州校区 
2  三水校区 

单位类别 

二级部门 

三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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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人员编码 

2.2.1.2.1 教职工编码规则 

一、代码长度：8 位（字符型） 

二、编码规则： 

位数含义规则： 

第 1～4 位：教职工来校年份。按实际报到日期取四位年份。 

第 5 位：教职工类别码（自定义，1事业编制；2非事业编制；3外籍教师；4博士后、 

短期访学或讲座教授；5兼职人员；6其他） 。 

第 6～8 位：流水号。 

三、编码示例： 

2012 0 123 

2.2.1.2.2 学生编码规则 

一、代码长度：11 位（字符型） 

二、编码规则： 

（1）本科生 

位数含义规则： 

第 1～2 位：入学年份。按实际报到日期取两位年份。 

第 3～4 位：学生类别码（自定义） 。 

第 5～8 位：专业（自定义） ，其中第 5~6 位表示院系（自定义） 。 

第 9 位：班级序号。 

第 10～11 位：流水号。 

年份 

教职工类别 

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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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示例： 

12 00 0012 3 01 

（2）研究生（包含全日制和在职研究生） 

位数含义规则： 

第 1～2 位：入学年份。按实际报到日期取两位年份。 

第 3～4 位：学生类别码（自定义：第 3位表示学历层次，第 4位表示录取形式）。 

第 3 位：8硕士生  9博士生； 

第 4 位：1国家计划内非定向 

2国家计划内定向培养 

3国家计划外委托培养 

4国家计划外自筹经费 

第 5～8 位：专业（自定义） ，其中第 5~6 位表示培养单位（自定义）。 

第 9～11 位：流水号。 

编码示例： 

12 00 0010 001 

年份 

学生类别 

专业（前两位表示院系） 

班级序号 

流水号 

年份 

学生类别（第 3 位表示学历层次，第 4 位表示录取形式） 

专业（前两位表示培养单位） 

流水号



广东财经大学信息标准建设规范 

第 6页 共 140页 

2.2.1.3引用标准 

2.2.1.3.1 引用国家标准 

2.2.1.3.1.1 国家地区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26592001（200131）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GJDQ 

2.2.1.3.1.2 婚姻状况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婚姻状况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2261.22003(2003121)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HYZK 

代码 标准内容 

10 未婚 

20 已婚 

21 初婚 

22 再婚 

23 复婚 

30 丧偶 

40 离婚 

90 未说明的婚姻状况 

2.2.1.3.1.3 健康状况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健康状况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2261.32003 (2003121)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JKZK 

代码 标准内容 

10 健康或良好 

20 一般或较弱 

30 有慢性病 

31 心血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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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脑血管病 

33 慢性呼吸系统病 

34 慢性消化系统病 

35 慢性肾炎 

36 结核病 

37 糖尿病 

38 神经或精神疾病 

41 癌症 

49 其他慢性病 

60 残疾 

61 视力残疾 

62 听力残疾 

63 言语残疾 

64 肢体残疾 

65 智力残疾 

66 精神残疾 

67 多重残疾 

69 其他残疾 

2.2.1.3.1.4 经济类型分类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124022001(200131)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JJLXFL 

代码 标准内容 

100 内资 

110 国有内资 

120 集体全资 

130 股份合作 

140 联营 

141 国有联营 

142 集体联营 

143 国有与集体联营 

149 其他联营 

150 有限责任（公司） 

159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160 股份有限（公司） 

170 私有 

171 私有独资 

172 私有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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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174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175 个体经营 

179 其他私有 

190 其他内资 

200 港、澳、台投资 

210 内地和港、澳、台合资 

220 内地和港、澳、台合作 

230 港、澳、台独资 

240 港、澳、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90 其他港、澳、台投资 

300 国外投资 

310 中外合资 

320 中外合作 

330 外资 

340 国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90 其他国外投资 

900 其他 

2.2.1.3.1.5 家庭关系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家庭关系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47612008(2008086)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JTGX 

代码 标准内容 
01  本人 
02  户主 
10  配偶 
11  夫 
12  妻 
20  子 
21  独生子 
22  长子 
23  次子 
24  三子 
25  四子 
26  五子 
27  养子或继子 
28  女婿 
29  其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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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女 
31  独生女 
32  长女 
33  二女 
34  三女 
35  四女 
36  五女 
37  养女 
38  儿媳 
39  其他女儿 
40  孙子、孙女或外孙子、外孙女 
41  孙子 
42  孙女 
43  外孙子 
44  外孙女 
45  孙媳妇或外孙媳妇 
46  孙女婿或外孙女婿 
47  曾孙子或外曾孙子 
48  曾孙女或外曾孙女 
49  其他孙子、孙女或外孙子、外孙女 
50  父母 
51  父亲 
52  母亲 
53  公公 
54  婆婆 
55  岳父 
56  岳母 
57  继父或养父 
58  继母或养母 
59  其他父母关系 
60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61  祖父 
62  祖母 
63  外祖父 
64  外祖母 
65  配偶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66  曾祖父 
67  曾祖母 
68  配偶的曾祖父母 
69  其他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关系 
70  兄弟姐妹 
71  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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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嫂 
73  弟 
74  弟媳 
75  姐姐 
76  姐夫 
77  妹妹 
78  妹夫 
79  其他兄弟姐妹 
80  其他 
81  伯父 
82  伯母 
83  叔父 
84  婶母 
85  舅父 
86  舅母 
87  姨父 
88  姨母 
89  姑父 
90  姑母 
91  堂兄弟、堂姐妹 
92  表兄弟、表姐妹 
93  侄子 
94  侄女 
95  外甥 
96  外甥女 
97  其他亲属 
99  非亲属 

2.2.1.3.1.6 民族 

l 参照标准体系： 国家标准 《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33041992（199241）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MZ 
代码 标准内容 
01  汉族 
02  蒙古族 
03  回族 
04  藏族 
05  维吾尔族 
06  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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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彝族 
08  壮族 
09  布衣族 
10  朝鲜族 
11  满族 
12  侗族 
13  瑶族 
14  白族 
15  土家族 
16  哈尼族 
17  哈萨克族 
18  傣族 
19  黎族 
20  傈僳族 
21  佤族 
22  畲族 
23  高山族 
24  拉祜族 
25  水族 
26  东乡族 
27  纳西族 
28  景颇族 
29  柯尔克孜族 
30  土族 
31  达斡尔族 
32  仫佬族 
33  羌族 
34  布朗族 
35  撒拉族 
36  毛难族 
37  仡佬族 
38  锡伯族 
39  阿昌族 
40  普米族 
41  塔吉克族 
42  怒族 
43  乌孜别克族 
44  俄罗斯族 
45  鄂温克族 
46  崩龙族 
47  保安族 
48  裕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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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京族 
50  塔塔尔族 
51  独龙族 
52  鄂伦春 
53  郝哲族 
54  门巴族 
55  珞巴族 
56  基诺族 
91  其他族 
92  外国血统 
98  外国民族 
99  其它 
FF  未填 

2.2.1.3.1.7 社会兼职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社会兼职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技术监督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124081991（199151）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SHJZ 

2.2.1.3.1.8 性别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人的性别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2261.12003（2003121）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XB 
代码 性别名称 
0  未知的性别 
1  男性 
2  女性 
9  未说明的性别 

2.2.1.3.1.9 学科分类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技术监督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 137451992（199251）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XK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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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1.10 学位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68642003（2003725）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XW 
代码 标准内容 

2 博士 

3 硕士 

4 学士 

5 双学士 

2.2.1.3.1.11 行政区划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统计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22602007（20071114）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XZQH 

2.2.1.3.1.12 语种熟练程度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语种熟练程度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6865-1986(1986-12-7)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YZSLCD 
代码 标准内容 
1  精通 
2  熟练 
3  良好 
4  一般 

2.2.1.3.1.13 专业技术职务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专业技术职务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85612001(2001101)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ZYJS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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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1.14 政治面貌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政治面貌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标准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47621985（1985101）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ZZMM 
代码 政治面貌名称 政治面貌简称 
01  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共党员 
02  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中共预备党员 
03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共青团员 
04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员 民革会员 
05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民盟盟员 
06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民建会员 
07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民进会员 
08  中国民主农工党党员 农工党党员 
09  中国致公党党员 致公党党员 
10  九三学社社员 九三学社社员 
11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盟员 台盟盟员 
12  无党派民主人士 民主人士 
13  群众 群众 
99  其它 其它 

2.2.1.3.1.15 中国语种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中国语种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标准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4880.12005(2005715)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ZGYZ 

代码 标准内容 
061  俄语 
111  塔吉克语 
161  塔塔尔语 
162  柯尔克孜语 
163  哈萨克语 
168  乌孜别克语 
211  汉语（中文） 
212  傣语 
215  藏语 
217  朝鲜语 
222  蒙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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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维吾尔语 
224  壮语 
501  裕固语 
506  保安语 
507  达斡尔语 
508  东乡语 
509  土语 
513  鄂伦春语 
514  鄂温克语 
517  赫哲语 
518  满语 
519  锡伯语 
524  撒拉语 
531  瑶语 
532  仡佬语 
533  京语 
536  阿昌语 
537  独龙语 
538  基诺语 
539  珞巴语 
540  门巴语 
541  怒语 
542  普米语 
543  羌语 
544  土家语 
548  景颇语 
551  白语 
552  哈尼语 
553  拉祜语 
554  傈僳语 
555  纳西语 
556  彝语 
563  黎语 
567  侗语 
568  仫佬语 
569  毛难语 
570  水语 
574  布依语 
580  苗语 
584  崩龙语 
585  布朗语 
586  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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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  高山语 

2.2.1.3.1.16 民主党派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党、派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标准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47632008(20081231)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DP 

代码 民主党派名称 民主党派简称 
01  中国共产党 中共 
04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民革 
05  中国民主同盟 民盟 
06  中国民主建国会 民建 
07  中国民主促进会 民进 
08  中国民主农工党 农工党 
09  中国致公党 致公党 
10  九三学社 
11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台盟 
12  无党派 

2.2.1.3.1.17 降级原因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降级原因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标准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 14946.12009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JJYY 

代码 标准内容 
1  受撤职处分 
2  受降级处分 
3  降职 
9  其他 

2.2.1.3.1.18 晋级原因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晋级原因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标准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 14946.12009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JJYY2 

代码 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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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累计 5 年定期考核为称职以上等次 
2  担任县(市)委书记、县（市）长和乡（镇）党 

委书记、乡（镇）长任职满 5年并考核合格 
3  职务晋升 
9  其他 

2.2.1.3.1.19 免职、辞职原因代码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免职、辞职原因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标准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 14946.12009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MZCZYY 

1 自然免职类 

11 任新职免原职 

12 离休免职 

13 退休免职 

14 到龄免职 

15 届满免职 

16 单位撤销免职 

17 单位变更免职 

18 挂职终止 

1A 去世 

1B 牺牲 

1Z 其他自然免职 

2 因故免职类 

21 因病免职 

22 因离职学习免职 

23 因调出免职 

2Z 其他因故免职 

3 撤职类 

31 因出国不归撤职 

32 因受处分撤职 

33 因故罢免 

34 因判刑撤销职务 

3Z 其他原因撤职 

4 降职 

41 因故停职 

42 因工作需要降职 

43 因受处分降职 

44 考核不称职降职 

4Z 其他原因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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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辞职 

51 因公辞职 

52 自愿辞职 

53 引咎辞职 

54 责令辞职 

5Z 其他原因辞职 

2.2.1.3.1.20 语种名称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语种名称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验总局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GB/T4880.1-2005(2005-12-1)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YZMC 
代码 标准内容 
AA  阿法尔语 
AB  阿布哈兹语 
AF  阿非利堪斯语 
AM  阿萨姆哈拉语 
AR  阿拉伯语 
AS  阿萨姆语 
AY  艾马拉语 
AZ  阿塞拜疆语 
BA  巴什基尔语 
BE  白俄罗斯语 
BG  保加利亚语 
BH  比哈尔语 
BI  比斯拉玛语 
BN  孟加拉语 
BO  藏语 
BR  布列塔尼语 
CA  加泰隆语 
CO  科西嘉语 
CS  捷克语 
CY  威尔士语 
DA  丹麦语 
DE  德语 
DZ  不丹语 
EL  希腊语 
EN  英语 
EO  世界语 
ES  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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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爱沙尼亚语 
EU  巴斯克语 
FA  波斯语 
FI  芬兰语 
FJ  斐济语 
FO  法罗斯语 
FR  法语 
FY  弗里西亚语 
GA  爱尔兰语 
GD  苏格兰盖尔语 
GL  加利西亚语 
GN  瓜拉尼语 
GU  古吉拉特语 
HA  豪萨语 
HI  印地语 
HR  克罗地亚语 
HU  匈牙利语 
HY  亚美尼亚语 
IA  国际语Ａ 
IE  国际语Ｅ 
IK  依努庇克语 
IN  印尼语 
IS  冰岛语 
IT  意大利语 
IW  希伯来语 
JA  日语 
JI  依地语 
JV  爪哇语 
KA  格鲁吉亚语 
KK  哈萨克语 
KL  格陵兰语 
KM  柬埔寨语 
KN  坎纳达语 
KO  朝鲜语 
KS  克什米尔语 
KU  库尔德语 
KY  吉尔吉斯语 
LA  拉丁语 
LN  林加拉语 
LO  老挝语 
LT  立陶宛语 
LV  拉脱维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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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马达加斯加语 
MI  毛利语 
MK  马其顿语 
ML  马拉亚拉姆语 
MN  蒙古语 
MO  摩尔达维亚语 
MR  马拉提语 
MS  马来语 
MT  马耳他语 
MY  缅甸语 
NA  瑙鲁语 
NE  尼泊尔语 
NL  荷兰语 
NO  挪威语 
OM  阿芳·奥洛莫语 
OO  奥克西唐语 
OR  奥利亚语 
PA  旁遮普语 
PL  波兰语 
PS  普什图语 
PT  葡萄牙语 
QU  凯楚亚语 
RM  利托－罗曼语 
RN  基隆迪语 
RO  罗马尼亚语 
RU  俄语 
RW  基尼阿万达语 
SA  梵语 
SD  信德语 
SG  桑戈语 
SH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SI  僧加罗语 
SK  斯洛伐克语 
SL  斯洛文尼亚语 
SM  萨摩亚语 
SN  绍纳语 
SO  索马里语 
SQ  阿尔巴尼亚语 
SR  塞尔维亚语 
SS  寒西斯瓦替语 
ST  塞索托语 
SU  巽他语



广东财经大学信息标准建设规范 

第 21页 共 140 页 

SV  瑞典语 
SW  斯瓦希里语 
TA  泰米尔语 
TE  泰卢固语 
TG  塔吉克语 
TH  傣语 
TI  提格里尼亚语 
TK  土库曼语 
TL  他加禄语 
TN  塞茨瓦纳语 
TO  汤加语 
TR  土耳其语 
TS  宗加语 
TT  塔塔尔语 
TW  特威语 
UG  维吾尔语 
UK  乌克兰语 
UR  乌尔都语 
UZ  乌兹别克语 
VI  越南语 
VO  沃拉普克语 
WO  沃洛夫语 
XH  科萨语 
YE  约鲁巴语 
ZA  壮语 
ZH  汉语（中文） 
ZU  祖鲁语 
ZZ  其他语言 

2.2.1.3.2 引用行业标准 

2.2.1.3.2.1 身份证件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身份证件类型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HB/SFZJLX2006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SFZJLX 

代码 标准内容 说明 

1 身份证 国内公民（18 位号） 

2 护照 国内外（小于 20 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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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军官证 国内（11 位号） 

4 士兵证 国内（11 位号） 

5 回乡证 港澳同胞（小于 20 位号） 

6 旅行证 台湾同胞（小于 20 位号） 

9 其它证件 如驾驶证、工作证 

2.2.1.3.2.2 学校办学类型代码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学校办学类型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XXBXLX200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XXBXLX 

代码 标准内容 

1 学前教育 

11 幼儿园 

111 幼儿园 

119 附设幼儿班 

2 初等教育 

21 小学 

211 小学 

218 小学教学点 

219 附设小学班 

22 成人小学 

221 职工小学 

222 农民小学 

228 小学班 

229 扫盲班 

3 中等教育 

31 普通初中 

311 初级中学 

312 九年一贯制学校 

319 附设普通初中班 

32 职业初中 

321 职业初中 

329 附设职业初中班 

33 成人初中 

331 成人职工初中 

332 成人农民初中 

34 普通高中 

341 完全中学 

342 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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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349 附设普通高中班 

35 成人高中 

351 成人职工高中 

352 成人农民高中 

36 中等职业学校 

361 调整后中等职业学校 

362 中等技术学校 

363 中等师范学校 

364 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365 职业高中学校 

366 技工学校 

368 附设中职班 

369 其他机构 

37 工读学校 

371 工读学校 

4 高等学校 

41 普通高等学校 

411 本科院校：大学 

412 本科院校：学院 

413 本科院校：独立学院 

414 专科院校：高等专科学校 

415 专科院校：高等职业学校 

419 其他机构：分校、大专班 

42 成人高等学校 

421 职工高校 

422 农民高校 

423 管理干部学院 

424 教育学院 

425 独立函授学院 

426 广播电视大学 

429 其他成人高等教育机构 

5 特殊教育 

51 特殊教育学校 

511 盲人学校 

512 聋人学校 

513 弱智学校 

514 其他特殊教育学校 

519 附设特教班 

9 其他教育 

91 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构 

911 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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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921 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93 中等职业培训机构 

931 职工技术培训学校（机构） 

932 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机构） 

933 其他培训机构（含社会培训机构） 

2.2.1.3.2.3 世界各洲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世界各洲名称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SJGZMC200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SJGZMC 

代码 标准内容 
1  亚洲 
2  非洲 
3  欧洲 
4  北美洲 
5  南美洲 
6  大洋洲 
7  南极洲 

2.2.1.3.2.4 血型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血型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XX2006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XX 

代码 标准内容 
0  未知血型 
1  A型 
2  B 型 
3  AB 型 
4  O 型 
5  其他血型 
9  未定血型 

2.2.1.3.2.5 学历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学历代码》 

l 国标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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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XL2006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XL 

10 研究生教育 

11 博士研究生毕业 

12 博士研究生结业 

13 博士研究生肄业 

14 硕士研究生毕业 

15 硕士研究生结业 

16 硕士研究生肄业 

17 研究生班毕业 

18 研究生班结业 

19 研究生班肄业 

20 大学本科教育 

21 大学本科毕业 

22 大学本科结业 

23 大学本科肄业 

28 大学普通班毕业 

30 大学专科教育 

31 大学专科毕业 

32 大学专科结业 

33 大学专科肄业 

40 中等职业教育 

41 中等专科毕业 

42 中等专科结业 

43 中等专科肄业 

44 职业高中毕业 

45 职业高中结业 

46 职业高中肄业 

47 技工学校毕业 

48 技工学校结业 

49 技工学校肄业 

60 普通高级中学教育 

61 普通高中毕业 

62 普通高中结业 

63 普通高中肄业 

70 初级中学教育 

71 初中毕业 

73 初中肄业 

80 小学教育 

81 小学毕业 

83 小学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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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其他 

2.2.1.3.2.6 高等学校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JB/GDXXHKYJG2007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GDXXJKYJG 

2.2.1.3.2.7 学期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学期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XQ200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XQ 

代码 标准内容 

1 秋季学期 

2 春季学期 

3 夏季学期 

9 其他 

2.2.1.3.2.8 中国签证种类代码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户口类别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ZGQZZL201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 ZGQZZL 

代码 标准内容 

C 乘务签证 

D 定居签证 

E 特区旅游签证 

F 访问签证 

G 过境签证 

I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J 常住记者签证 

L 旅游签证 

M 免办签证 

P 临时来华记者证 

Q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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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居留许可 

S APEC 商务旅行卡 

T 团体签证 

U 公务签证 

W 外交签证 

X 学习签证 

Y 礼遇签证 

Z 职业签证 

2.2.1.3.2.9 户口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户口类别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HKLB201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HKLB 

代码 标准内容 

0 未落常住户口 

1 非农业家庭户口 

2 农业家庭户口 

3 非农业集体户口 

4 农业集体户口 

5 自理口粮户口 

6 寄住户口 

7 暂住户口 

8 其他户口 

2.2.1.3.2.10 护照证件种类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护照证件种类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HZZJZL201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HZZJZL 

代码 标准内容 

11 外交护照 

12 公务护照 

13 因公普通护照 

14 普通护照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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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17 海员证 

18 机组人员证 

19 铁路员工证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出境通行证 

21 往来港澳通行证 

23 前往港澳通行证 

24 
港澳同胞回乡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 

行证) 

25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27 往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通行证 

28 华侨回国定居证 

29 台湾同胞定居证 

30 外国人出人境证 

31 外国人旅行证 

32 外国人居留证 

33 外国人临时居留证 

35 人籍证书 

36 出籍证书 

37 复籍证书 

38 暂住证 

40 出海渔船民证 

41 临时出海渔船民证 

42 出海船舶户口簿 

43 出海船舶户口证 

44 粤港澳流动渔民证 

45 粤港澳临时流动渔民证 

46 粤港澳流动渔船户口簿 

47 搭靠台轮许可证 

48 劳务人员登轮作业证 

49 台湾居民登陆证 

50 贸易证 

60 边境通行证 

61 深圳市过境耕作证 

70 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 

71 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 

81 缅甸中方(缅方)通行证 

82 云南边境地区境外边民人出境证 

90 中朝边境地区出人境通行证 

91 朝中边境地区居民过境通行证 

92 鸭绿江、图们江水文作业证 

93 中朝流筏固定代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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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中朝(朝中)鸭绿江、图们江航行船舶船 

员证 

95 中朝(朝中)边境地区公安总代表证 

96 中朝(朝中)边境地区公安副总代表证 

97 中朝(朝中)边境地区公安代表证 

99 其他 

2.2.1.3.2.11 普通话水平等级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普通话水平等级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PTHSPDJ2006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PTHSPDJ 

代码 标准内容 
1  一级甲等 
2  一级乙等 
3  二级甲等 
4  二级乙等 
5  三级甲等 
6  三级乙等 

2.2.1.3.2.12 政治面貌异常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政治面貌异常类别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ZZMMYCLB200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ZZMMYCLB 

代码 标准内容 
01  入团转党 
02  重新入党 
11  延期转正 
21  未予登记 
22  暂缓登记 
31  自动脱党 
32  除名 
33  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34  开除党籍 
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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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2.13 取得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取得方式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国家标准 HB/QDFS201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QDFS 

代码 标准内容 
1  购置 
2  调剂 
3  接受捐赠 
4  置换 

2.2.1.3.2.14 是否标志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是否标志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SFBZ2006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 SFBZ 

代码 标准内容 
1  是 
0  否 

2.2.1.3.2.15 经费来源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经费来源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JFLY200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 JFLY 

代码 标准内容 
1  国家出资 
2  单位出资 
3  外方资助 
4  自费 
9  其他 

2.2.1.3.2.16 学校办别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学校办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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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XXBB201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XXBB 

代码 标准内容 
10  普通中小学/职业中学 
11  教育部门和集体办 
12  社会力量办 
19  其他部门办 
20  其他中等职业学校 
21  公办 
22  民办 
23  民办公助 
29  其他 

2.2.1.3.2.17 社会单位级别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社会单位级别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SHDWJB200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SHDWJB 

代码 标准内容 
01  中央级 
03  部、省级 
04  副部、副省级 
05  司、局、地、厅级 
06  副司、副局、副地、副厅级 
07  县、处级 
08  副县、副处级 
09  正科级 
10  副科级 
11  股级 
99  其他 

2.2.1.3.2.18 委员会任职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委员会任职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WYHRZ2006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WYH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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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标准内容 
1  主席/主任/组长 
2  副主席/副主任/副组长 
3  委员/成员 
4  秘书长/秘书 

2.2.1.3.2.19 获得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获得方式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HDFS201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HDFS 

代码 标准内容 
01  预订 
02  邮购 
03  外采 
04  增选 
05  交换 
06  复制 
07  征集 
08  访求 
09  赠送 
10  调拨 
99  其他 

2.2.1.3.2.20 政府采购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获得方式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ZTBXS201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ZTBXS 

代码 标准内容 
1  公开招标 
2  邀请招标 
3  非招标 
4  竞争性谈判 
5  单一来源采购 
6  询价 
7  其他采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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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2.21 中央专项投资补助名称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中央专项投资补助名称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ZYZXTZBZMC201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ZYZXTZBZMC 

代码 标准内容 
A  义教工程 
B  校舍维修改造工程 
C  危房改造工程 
D  寄宿制工程 
E  世行贷款工程 
F  西扶项目工程 
G  抗震救灾工程 
H  初中校舍改造工程 
I  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工程 
J  布局调整项目 
K  新农村卫生新校园建设 
L  边境工程 
M  安全工程 
N  薄弱项目改造工程 
Z  中央其他工程 

2.2.1.3.2.22 角色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角色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JS2006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JS 

代码 标准内容 

100 独立完成人 

110 项目主持人 

120 项目主要负责人 

121 项目第一负责人 

122 项目第二负责人 

123 项目第三负责人 

129 项目一般负责人 

130 项目主要参加者 

131 项目第一参加者 

132 项目第二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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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项目第三参加者 

136 项目普通参加者 

200 独著人 

210 主编 

211 第一主编 

212 第二主编 

213 第三主编 

219 普通主编 

220 副主编 

221 第一副主编 

222 第二副主编 

223 第三副主编 

224 第四副主编 

225 第五副主编 

229 普通副主编 

230 作者 

231 第一作者 

232 第二作者 

233 第三作者 

234 第四作者 

235 第五作者 

236 共同第一作者 

237 通讯作者 

238 共同通讯作者 

239 普通作者 

240 编写者 

241 第一编写者 

242 第二编写者 

243 第三编写者 

244 第四编写者 

245 第五编写者 

249 普通编写者 

250 译者 

251 第一译者 

252 第二译者 

253 第三译者 

254 第四译者 

255 第五译者 

259 其他译者 

310 机构负责人 

311 机构第一负责人 

312 机构第二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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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机构第三负责人 

319 机构一般负责人 

320 机构参加者 

321 机构第一参加者 

322 机构第二参加者 

323 机构第三参加者 

324 机构第四参加者 

325 机构第五参加者 

329 机构普通参加者 

410 获奖成果负责人 

411 获奖成果第一负责人 

412 获奖成果第二负责人 

413 获奖成果第三负责人 

419 获奖成果一般负责人 

420 获奖成果参加人 

421 获奖成果第一参加者 

422 获奖成果第二参加者 

423 获奖成果第三参加者 

424 获奖成果第四参加者 

425 获奖成果第五参加者 

429 获奖成果普通参加者 

510 专利成果负责人 

511 专利成果第一负责人 

512 专利成果第二负责人 

513 专利成果第三负责人 

519 专利成果一般负责人 

520 专利成果参加人 

521 专利成果第一参加者 

522 专利成果第二参加者 

523 专利成果第三参加者 

524 专利成果第四参加者 

525 专利成果第五参加者 

529 专利成果普通参加者 

610 鉴定成果负责人 

611 鉴定成果第一负责人 

612 鉴定成果第二负责人 

613 鉴定成果第三负责人 

619 鉴定成果一般负责人 

620 鉴定成果参加人 

621 鉴定成果第一参加者 

622 鉴定成果第二参加者 

623 鉴定成果第三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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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鉴定成果第四参加者 

625 鉴定成果第五参加者 

629 鉴定成果普通参加者 

710 转让成果负责人 

711 转让成果第一负责人 

712 转让成果第二负责人 

713 转让成果第三负责人 

719 转让成果一般负责人 

720 转让成果参加人 

721 转让成果第一参加者 

722 转让成果第二参加者 

723 转让成果第三参加者 

724 转让成果第四参加者 

725 转让成果第五参加者 

729 转让成果普通参加者 

2.2.1.3.2.23 管理体制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管理体制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GLTZ2006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GLTZ 

代码 标准内容 
1  校(院)属 
2  系(含校下属学院)属 
3  附属独立法人单位属 
4  其他 

2.2.1.3.2.24 管理级别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管理级别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GLJB2006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 GLJB 

代码 标准内容 
1  国家级 
2  国家重点 
3  省部级 
4  学校级 
5  院系级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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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2.25 学校性质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学校性质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JB/XXXZ2006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XXXZ 

代码 标准内容 
01  综合大学 
02  理工院校 
03  农林院校 
05  医药院校 
06  师范院校 
07  语文院校 
08  财经院校 
09  政法院校 
10  体育院校 
11  艺术院校 
12  民族院校 
13  高职院校 
14  军事院校 
15  科研机构 
99  其他 

2.2.1.3.2.26 学校单位层次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学校单位层次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XXDWCC200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 XXDWCC 

代码 标准内容 
1  校本部 
2  分校 
9  其他 

2.2.1.3.2.27 学校举办者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学校举办者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XXJBZ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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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 XXJBZ 
代码 标准内容 
1  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最高检、最高法 
2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及事业单位 
3  国务院组成部门 
4  国务院办公厅、直属机构、直属特设机构、办事 

机构、 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及事业单位和综合性行 

业协会 
5  国家级金融机构、经济实体 
6  国务院办公厅、直属机构、直属特设机构、办事 

机构、 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及事业单位和综合性行 

业协会 
7  名族党派机关、全国人民团体 
8  省与省级以下地方部门 
811  省级教育部门 
812  省级其他部门（党政机关） 
821  地级教育部门 
822  地级其他部门（党政机关） 
831  县级教育部门 
832  县级其他部门（党政机关） 
891  地方企业 
892  事业单位 
893  部队 
894  集体 
9  省与省级以下地方部门 
999  民办 

2.2.1.3.2.28 单位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单位类别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DWLB2006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 DWLB 

代码 标准内容 
1  教学院系 
2  科研机构 
3  公共服务 
4  党务部门（含团委、工会） 
5  行政机构 
6  附属单位 
7  后勤部门 
8  校办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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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 

2.2.1.3.2.29 单位办别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单位办别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DWBB2006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 DWBB 

代码 标准内容 
1  直属（校办） 
2  中外合作办 
3  校企合办 
4  民办 
9  其他 

2.2.1.3.2.30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JB/XWSYHRCPYXKML201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XWSYHRCPYXKML 

2.2.1.3.2.31 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JB/ZYXWSYHRCPYML201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ZYXWSYHRCPYML 

2.2.1.3.2.32 社会单位性质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社会单位性质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SHDWXZ2006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SHDWXZ 

代码 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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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行政单位 
20  事业单位 
21  科研设计单位 
22  高等学校 
23  其他教学单位 
29  其他事业单位 
30  企业 
31  国有企业 
32  三资企业 
39  其他企业 
40  部队 
99  其他 

2.2.1.3.2.33 社会经济效益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信息化标准集《社会经济效益代码》 

l 高校标准编制单位：教育部高等教育行业协会 

l 信息标准内容： 

n 参照标准 HB/SHJJXY2002 
n 对应学校的执行标准信息 T_ZXBZ_ SHJJXY 

代码 标准内容 
01  陆地、海洋与大气的开发、估价 
02  民用宇宙空间 
03  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发展 
04  促进工业的发展 
05  能源的生产、储存与分配 
06  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 
07  教育事业的发展 
08  卫生事业的发展 
09  社会发展和社会经济服务 
10  环境保护 
11  知识的全面发展 
12  其他民用目标 
13  国防 

2.2.2 业务涉及的标准内容 

2.2.2.1人事管理涉及标准 

2.2.2.1.1 干部职务级别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 GB/T124071990(19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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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公务员职务级别 
111  省部级正职 
112  省部级副职 
121  厅局级正职 
122  厅局级副职 
131  县处级正职 
132  县处级副职 
141  乡科级正职 
142  乡科级副职 
150  科员级 
160  办事员级 
199  未定职公务员 
2  职员级别 
211  一级职员 
212  二级职员 
221  三级职员 
222  四级职员 
231  五级职员 
232  六级职员 
241  七级职员 
242  八级职员 
250  九级职员 
260  十级职员 
299  未定级职员 
4  专业技术职务级别 
410  高级 
411  正高级 
412  副高级 
420  中级 
430  初级 
434  助理级 
435  员级 
499  未定职级专业技术人员 

2.2.2.1.2 干部职务名称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 GB/T 124031990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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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标准内容 
001A  书记 
001B  副书记 
004A  主任 
004B  副主任 
104A  秘书 
211A  部长 
211B  副部长 
219A  处长 
219B  副处长 
220A  科长 
220B  副科长 
221A  科员 
221S  主任科员 
221T  副主任科员 
257A  专员 
257B  副专员 
417A  院长 
417B  副院长 
417M  名誉院长 
418A  校长 
418B  副校长 
418M  名誉校长 
901A  辅导员 
902A  正处级辅导员 
902B  副处级辅导员 
903A  正科级辅导员 
903B  副科级辅导员 

2.2.2.1.3 编制类别（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BZLB2006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0  财政核拨 
20  经费自理 

2.2.2.1.4 岗位异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BZYD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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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调至非教学岗位 
2  调至教学岗位 
9  其他 

2.2.2.1.5 出国（境）经费来源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CGJFLY2006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国家出资 
2  单位出资 
3  外方资助 
4  自费 
5  企业赞助 
9  其他 

2.2.2.1.6 港澳台侨外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GATQW2006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香港同胞 

02 香港同胞亲属 

03 澳门同胞 

04 澳门同胞亲属 

05 台湾同胞 

06 台湾同胞亲属 

11 华侨 

12 侨眷 

13 归侨 

14 归侨子女 

21 归国留学人员 

31 非华裔中国人 

41 外籍华裔人 

51 外国人



广东财经大学信息标准建设规范 

第 44页 共 140 页 

99 其他 

2.2.2.1.7 工人技术等级、职务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GRJSDJZW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职业资格一级(高级技师) 
2  职业资格二级(技师) 
3  职业资格三级(高级) 
4  职业资格四级(中级) 
5  职业资格五级(初级) 

2.2.2.1.8 户口性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HKXZ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农业户口 
2  非农业户口 

2.2.2.1.9 教职工当前状态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ZGDQZT2006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退休 
02  离休 
03  死亡 
04  返聘 
05  调出 
06  辞职 
07  自动离职 
08  辞退 
09  下落不明 
11  在岗 
12  延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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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长期病休 
15  因公出国 
16  停薪留职 
17  待岗 
18  岗位待定 
99  其他 

2.2.2.1.10人员类别（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人事处提供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0 干部 

11 聘干（省人事厅聘干、学校聘干） 

12 工人 

2.2.2.1.11教职工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ZGLB2006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0 普通教职工 

11 专任教师 

12 教辅人员 

13 管理人员 

14 工勤人员 

20 科研人员 

25 “双肩挑”人员 

30 校办企业职工 

40 附属机构人员 

50 兼任（职）教师 

51 来自校外科研、事业单位 

52 来自校外企业 

53 国外聘请 

59 其他兼任（职）教师 

99 其他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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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12教职工来源（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ZGLY2006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公开招聘 
2  政策性安置 
3  组织任免 
4  公务员调入 
5  事业单位调入 
6  人才引进 
9  其他 

2.2.2.1.13教师获奖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SHJLB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教学工作 
2  科研工作 
5  科技竞赛 
6  体育比赛 
7  文艺比赛 
8  公益事业 
9  其他 

2.2.2.1.14职务变动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ZWBDLB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1  新定职 
21  按期逐级晋升 
22  提前逐级晋升 
23  越一级晋升 
24  越二级及二级以上晋升 
25  未免原职务、晋升新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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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同职连任 
32  延长任职 
33  平级增职 
34  向下兼职 
35  平级调任 
36  保留原级别任职 
37  挂职 
38  平级转任 
41  免减兼职 
42  全免现职 
43  免去挂职 
51  降一级任职 
52  降二级任职 
53  降三级任职 
99  其他 

2.2.2.1.15职位分类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ZWFL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300 部级正职，省级正职级 

0303 部级正职，省级正职：三级 

0304 部级正职，省级正职：四级 

0400 部级副职，省级副职级 

0404 部级副职，省级副职：四级 

0405 部级副职，省级副职：五级 

0500 司级正职，厅级正职，巡视员级 

0505 司级正职，厅级正职，巡视员：五级 

0506 司级正职，厅级正职，巡视员：六级 

0507 司级正职，厅级正职，巡视员：七级 

0600 司级副职，厅级副职，副巡视员级 

0606 司级副职，厅级副职，副巡视员：六级 

0607 司级副职，厅级副职，副巡视员：七级 

0608 司级副职，厅级副职，副巡视员：八级 

0700 处级正职，县级正职，调研员级 

0707 处级正职，县级正职，调研员：七级 

0708 处级正职，县级正职，调研员：八级 

0709 处级正职，县级正职，调研员：九级 

0710 处级正职，县级正职，调研员：十级 

0800 处级副职，县级副职，副调研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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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8 处级副职，县级副职，副调研员：八级 

0809 处级副职，县级副职，副调研员：九级 

0810 处级副职，县级副职，副调研员：十级 

0811 处级副职，县级副职，副调研员：十一级 

0900 科级正职，乡级正职，主任科员级 

0909 科级正职，乡级正职，主任科员：九级 

0910 科级正职，乡级正职，主任科员：十级 

0911 科级正职，乡级正职，主任科员：十一级 

0912 科级正职，乡级正职，主任科员：十二级 

1000 科级副职，乡级副职，副主任科员级 

1009 科级副职，乡级副职，副主任科员：九级 

1010 科级副职，乡级副职，副主任科员：十级 

1011 科级副职，乡级副职，副主任科员：十一级 

1012 科级副职，乡级副职，副主任科员：十二级 

1013 科级副职，乡级副职，副主任科员：十三级 

1100 科员级 

1109 科员：九级 

1110 科员：十级 

1111 科员：十一级 

1112 科员：十二级 

1113 科员：十三级 

1114 科员：十四级 

1200 办事员级 

1210 办事员：十级 

1211 办事员：十一级 

1212 办事员：十二级 

1213 办事员：十三级 

1214 办事员：十四级 

1215 办事员：十五级 

2.2.2.1.16职务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ZWLB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1  党委正职 
12  行政正职 
13  党的职能部门正职 
14  行政职能部门正职 
15  民主党派正职 
16  社会团体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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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党委副职 
22  行政副职 
23  党的职能部门副职 
24  行政职能部门副职 
25  民主党派副职 
26  社会团体副职 
31  党委常委 
32  党委委员 
33  纪委委员 
34  校长助理 
35  总会计师 
36  总经济师 
38  党委其他职 
39  行政其他职 
41  党的职能部门其他职 
42  行政职能部门其他职 
43  民主党派其他职 
44  社会团体其他职 

2.2.2.1.17在学单位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ZXDWLB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1 全日制学校 

11 全日制小校 

12 全日制中学 

13 全日制中专 

14 全日制高等学校 

15 全日制技校 

2 成人教育培训机构 

21 职工大学 

22 职工夜大学 

24 业余大学 

25 函授学校 

26 刊授学校 

27 广播电视教学 

28 自学考试 

2B 管理干部学院 

2C 干校 

2D 干训班 

2E 工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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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培训中心 

3 事业单位 

31 研究所（院） 

32 研究中心 

34 医院 

39 其他事业单位 

4 行政学院 

41 国家行政学院 

42 省行政学院 

49 其他行政学院 

5 企业 

6 机关 

61 中央国家机关 

62 省级机关 

63 地、市级机关 

64 县级机关 

65 乡、镇机关 

7 党校 

71 中央党校 

72 省委党校 

73 地、市委党校 

74 县委党校 

75 乡、镇党校 

76 企业党校 

77 高等院校党校 

79 其他基层党校 

8 军队（武警）院校 

81 军队（武警）高等学校 

82 军队（武警）中等专科学校 

83 军队（武警）党校 

84 军队（武警）科研机构 

85 军队（武警）医院 

9 其他 

91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92 省级社会主义学院 

93 地、市级社会主义学院 

95 学会（协会） 

99 其他 

2.2.2.1.18出国目的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CGMD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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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国标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常驻国外使馆、领事馆 
02  常驻国际组织及其代表机构 
04  常驻国外其组织 
05  短期派驻国外使馆、领事馆 
06  短期派驻国际组织及其他代表机构 
08  短期派驻国外其他组织 
10  党政代表团出访 
11  军事代表团出访 
12  经贸和财务方面代表团出访与洽谈 
13  学术文艺体育代表团和社团出访 
14  参加国际性的各类比赛 
15  参加交易会和展览会 
20  引进技术和设备 
21  商务出国 
22  实习 
23  监造 
30  援外技术工作 
31  援建工作 
32  援外培训工作 
33  劳务出口 
34  合营工程 
36  航空邮电海运公路等国际联运业务 
37  随船工作 
39  科技合作项目 
40  考察 
41  领奖 
42  参加各种会议 
43  进修 
44  讲学 
45  公派留学 
46  自费留学 
47  自费公派留学 
60  旅游 
61  探亲 
62  会友 
63  结婚 
64  继承财产 
65  就业 
66  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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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特殊任务 
99  其它原因出国 

2.2.2.1.19岗位等级（管理岗位）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GWDJ2006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一级 
02  二级 
03  三级 
04  四级 
05  五级 
06  六级 
07  七级 
08  八级 
09  九级 
10  十级 

2.2.2.1.20岗位等级（专业技术岗位）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GWDJ2006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一级 
02  二级 
03  三级 
04  四级 
05  五级 
06  六级 
07  七级 
08  八级 
09  九级 
10  十级 
11  十一级 
12  十二级 
13  十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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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21岗位等级（工勤技能岗位）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GWDJ2006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技术工一级 
2  技术工二级 
3  技术工三级 
4  技术工四级 
5  技术工五级 
6  普通工 

2.2.2.1.22离岗原因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LGYY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出国（境） 
2  国内探亲 
3  事假 
4  病休 
5  国内进修学习 
6  借调 
7  不胜任工作 
8  处分 
9  其他 
10  国外进修学习 

2.2.2.1.23离退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LTLB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离休 
2  退休 
3  退职 
4  因病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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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殊工种退休 
6  工伤退休 
7  工作年限满三十年退休 
8  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五年，且工作年 

限满二十年退休 
9  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提前退休的其他情形的 

2.2.2.1.24离校离职原因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LXLZYY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1  离休 
12  退休 
21  调至其它高校 
22  调出至系统外 
23  调至系统内其它单位 
31  参军 
32  进修学习 
41  辞职 
42  辞退 
43  合同期满 
51  除名 
52  开除 
53  死亡 
54  失踪 
55  借调期满 
56  借调外出 
99  其它 

2.2.2.1.25聘任情况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PRQK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聘任 
11  已聘 
12  高聘 
13  低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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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续聘 
2  不聘 
3  缓聘 
9  其他 

2.2.2.1.26聘用性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PYXZ2006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校聘 
2  院系聘 
3  双聘 
4  返聘 
9  其他 

2.2.2.1.27培养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PYFS2006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0  国家任务 
11  非定向 
12  定向 
20  非国家任务 
21  自筹经费 
22  委托培养 
23  联合培养 
30  留学生 
31  国际组织资助 
32  中国政府资助 
33  本国政府资助 
34  学校间交换 
35  自费留学生 
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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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28取得资格途径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QDZGTJ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评审 
2  考试 
3  特批 
9  其他 

2.2.2.1.29学习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XFS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全脱产 
2  半脱产 
3  业余 

2.2.2.1.30宗教代码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ZJ2006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0  无宗教信仰 
10  佛教 
20  喇嘛教 
30  道教 
40  天主教 
50  基督教 
60  东正教 
70  伊斯兰教 
99  其他 

2.2.2.1.31考察（考核）结果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CJG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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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优秀 
2  称职 
3  基本称职 
4  不称职 

2.2.2.1.32考察（考核）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CLB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理论类 
2  语言类 
3  实验（实训）类 
4  体育类 
5  实践类 
6  艺术类 
9  其他类 

2.2.2.1.33在职人员学习形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ZZRYXXXS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高等院校（学历教育） 
02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03  夜大学 
04  职工大学 
05  广播电视大学 
06  业余大学 
07  函授 
08  研修班 
09  高等学校进修 
11  培训 
12  高等学校（非学历教育） 
21  网络教育 
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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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34在职人员学习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ZZRYXXFS2006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脱产 
2  半脱产 
3  业余 

2.2.2.1.35辞去社会兼职或学术团体职务原因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CQSHJZHXSTTZWYY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任职期满 
2  工作调动 
3  换届改选 
4  离退休 
5  健康原因 
6  辞职 
7  免职 
8  处分 
9  其他 

2.2.2.1.36辅导员年龄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FDYNL201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20 岁及以下 
2  2130 岁 
3  3140 岁 
4  4150 岁 
5  51~60 岁 
6  61 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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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37岗位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GWLB201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1.38岗位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GWLX201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1.39岗位职业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GWZY201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0 教师 

20 教师兼行政 

21 教研室主任（组长） 

22 年级主任（组长） 

23 班主任 

24 辅导员、教练员 

25 共青团工作负责人 

26 工会工作负责人 

代码 标准内容 
10  教学类 
20  科研类 
30  管理类 
40  教辅类 
50  工勤类 
60  校办企业类 
70  附设机构类 
99  其它类 

代码 标准内容 
1  管理岗位 
2  专业技术岗位 
3  工勤技能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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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妇女工作负责人 

28 其他工作负责人 

30 行政 

31 校领导 

32 行政处室负责人 

33 行政处室工作 

34 行政兼教学工作 

40 教辅 

41 实习实验工作与管理 

42 教学仪器设备维护与管理 

43 体育设备设施维护与管理 

44 文艺设备设施维护与管理 

45 图书教材工作与管理 

46 档案资料工作与管理 

47 电教设备维护与管理 

48 宣传教育工作与管理 

49 教辅兼教学工作 

60 工勤 

61 医护保健工作与管理 

62 财务统计工作与管理 

63 校园维护与管理 

64 建筑维护与管理 

65 餐饮服务与管理 

66 生活服务与管理 

67 商贸服务与管理 

68 教学服务与管理 

70 校办企业 

71 校办企业负责人 

79 校办企业职工 

80 其他工作 

2.2.2.1.40行业工种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HYGZLB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机械加工类 
02  电工电器工程类 
03  建筑工程类 
04  仪器仪表工程类 
05  水暖通风工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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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机动车驾驶类 
07  家具维修类 
08  宣传广告标本制作类 
09  餐饮服务类 
10  商贸服务类 
11  护理保健类 
12  花木养殖类 
99  其他 

2.2.2.1.41工作年限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GZNX201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4 年及以下 
2  510 年 
3  1120 年 
4  2130 年 
5  3140 年 
6  41 年及以上 

2.2.2.1.42教师变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SBD201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11  录用毕业生 
112  研究生 
113  本科生 
114  本校研究生 
121  调入 
122  外单位教师调入 
123  外单位高校教师调入 
124  外单位中职教师调入 
131  校内外非教师调入 
132  本校调整 
133  增加校内变动 
141  增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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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自然减员 
212  调离教师岗位 
213  调出 
214  减少校内变动 
215  减少其他 

2.2.2.1.43教师流动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SLDLB201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由农村学校向城区学校的流动 
2  城区县直学校之间或农村跨乡镇学校之间的流动 
3  城区学校向农村学校流动 
9  其他 

2.2.2.1.44教师年龄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SNL201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1.45培训进修时限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PXJXSX201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25 岁及以下 
2  2630 岁 
4  3135 岁 
5  3640 岁 
6  4145 岁 
7  4650 岁 
8  5155 岁 
9  5660 岁 
11  6165 岁 
12  66 岁及以上 

代码 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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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46培训证书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PXZSLX201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1.47任职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RZFS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党委（党组）决定任职 
2  行政命令任职 
3  会议选举任职 
4  聘用任职 
5  考试录用任职 

2.2.2.1.48免职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MZFS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落选 
2  解聘 
3  罢免 
4  届满 
9  其它 

1  一个月以内 
2  一个月至三个月内 
3  三个月至半年内 
4  半年至一年以内 
5  一年及以上 

代码 标准内容 
1  资格证书 
2  岗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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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49免职原因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MZYY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转换职位任职的 
2  晋升或者降低职务的 
3  离职学习期限超过一年的 
4  因健康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一年以上的 
5  退休的 
6  违法违纪的 
9  因其他原因职务发生变化的 

2.2.2.1.50薪级工资级别 

l 参照标准体系：HB/ZYJSRYHGLRYGZJB2006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1 级 

2 2 级 

3 3 级 

4 4 级 

5 5 级 

6 6 级 

7 7 级 

8 8 级 

9 9 级 

10 10 级 

11 11 级 

12 12 级 

13 13 级 

14 14 级 

15 15 级 

16 16 级 

17 17 级 

18 18 级 

19 19 级 

20 20 级 

21 21 级



广东财经大学信息标准建设规范 

第 65页 共 140 页 

22 22 级 

23 23 级 

24 24 级 

25 25 级 

26 26 级 

27 27 级 

28 28 级 

29 29 级 

30 30 级 

31 31 级 

32 32 级 

33 33 级 

34 34 级 

35 35 级 

36 36 级 

37 37 级 

38 38 级 

39 39 级 

40 40 级 

41 41 级 

42 42 级 

43 43 级 

44 44 级 

45 45 级 

46 46 级 

47 47 级 

48 48 级 

49 49 级 

50 50 级 

51 51 级 

52 52 级 

53 53 级 

54 54 级 

55 55 级 

56 56 级 

57 57 级 

58 58 级 

59 59 级 

60 60 级 

61 61 级 

62 62 级 

63 63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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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4 级 

65 65 级 

2.2.2.1.51工资变动原因 

l 参照标准体系：HB/GZBDYY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普调升级 
02  正常升级 
03  奖励升级 
04  处分降级 
11  职务变动 
12  职称工资兑现 
13  见习、临时工资 
14  定级工资 
15  考工升级 
21  工资套改 
22  工资集体转制 
23  军人转业复退 
24  调动工作 
31  工资改革 
32  提高工资标准 
33  调整工资区 
41  落实政策 
42  离退休 
99  其他 

2.2.2.1.52工资级别 

l 参照标准体系：HB/GZJB2002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一级 
02  二级 
03  三级 
04  四级 
05  五级 
06  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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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七级 
08  八级 
09  九级 
10  十级 
11  十一级 
12  十二级 
13  十三级 
14  十四级 
15  十五级 

2.2.2.1.53专家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  GB/T 14946.12009 
l 编制单位：人事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国家级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11 中央直接掌握联系的高级专家 

12 院士 

121 中国科学院院士 

122 中国工程院院士 

123 外国科学院院士 

124 社科学部委员 

13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4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5 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级人选 

16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选 

17 百人计划人选 

18 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及以上获得者 

19 国家级其他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2 省部级专业技术人才 

21 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29 省部级其他专业技术人才 

3 地市级专业技术人才 

31 地市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39 地市级其他专业技术人才 

4 县级专业技术人才 

41 县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49 县级其他专业技术人才 

5 解放军专业技术人才 

51 全军有突出贡献专家 

52 大军区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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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军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54 师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55 团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9 其他专业技术人才 

91 来（回）华定居专家 

92 留学回国专家 

93 海外专家 

99 其他专业技术人才 

2.2.2.2科研系统涉及标准 

2.2.2.2.1 成果获奖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CGJFLY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科学技术 
02  发明 
03  自然科学 
04  哲学社会科学 
05  科技进步 
06  优秀教材 
07  合理化和技术改造 
08  技术展览 
09  星火计划 
10  教学成果 
11  教学软件 
12  实验技术成果 
99  其他 

2.2.2.2.2 成果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CGLX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00  新产品 
200  新技术、新工艺 
300  理论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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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专著 
302  编著 
303  教材 
304  译著 
305  工具书 
306  参考书 
307  古籍整理 
308  论文 
309  译文 
310  调查报告 
311  咨询报告 
312  音像软件 
400  IT产品 
401  音像制品（教学课件） 
402  IT软件 
999  其他 

2.2.2.2.3 会议举办形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HYJBXS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本校独立举办（主办） 
2  与外单位合办（本校主办） 
3  与外单位合办（本校承办） 
4  与外单位合办（本校协办） 
9  其他 

2.2.2.2.4 鉴定结论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DJL200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1  国际首创 
12  国际领先 
13  国际水平 
14  国际先进 
21  国内首创 
22  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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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内先进 
31  能投入生产应用 
41  省（部）先进 
51  军内先进 
99  一般水平 

2.2.2.2.5 论文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LWLX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基础研究 
2  应用研究 
3  开发研究 
9  其它 

2.2.2.2.6 论著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LZLB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0 著作 

11 专著 

12 编著 

13 译著 

14 教材 

15 科普读物 

20 辞典、字典 

21 手册 

30 图集 

40 文艺作品 

41 作曲 

42 书法 

43 绘画 

44 摄影 

45 工艺美术 

49 其他文艺作品 

50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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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论文 

61 发表论文 

62 会议论文 

70 教学软件 

71 软件 

80 技术标准 

99 其他 

2.2.2.2.7 受让方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SRFLX200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国有大中型企业 
2  国有小型企业 
3  集体企业 
4  乡镇企业 
5  私营企业 
6  三资企业 
7  国外（境外）企业 
9  其他 

2.2.2.2.8 实验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SYLB200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基础、专业基础或技术基础 
2  专业 
3  科研 
4  生产或技术开发 
9  其他（含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实验） 

2.2.2.2.9 完成形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WCXS200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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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标准内容 
1  独立完成 
2  有协作单位 
3  本单位为协作单位 

2.2.2.2.10项目承担形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MCDXS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独立承担 
2  牵头单位 
3  本单位为协作单位 

2.2.2.2.11项目级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MJB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0  国家级 
20  省部级 
30  市厅级 
40  国际级 
50  校级 
51  横向 
90  其他 

2.2.2.2.12研究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MLB201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基础研究 
2  应用研究 
3  教学研究 
4  教材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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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改革试验 
6  教具标本制作 
7  课件开发 
8  实验与发展 
9  其他 

2.2.2.2.13项目经费来源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MJFLY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主管部门专项费 
02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专项费 
04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经费 
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06  中央、国家其他部门专项费 
07  省、市、自治区专项费 
08  地（市、州）专项费 
09  县（区、旗）专项费 
10  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经费 
11  各种收入中转为当年研究与发展经费 
12  自筹经费 
13  贷款 
14  国外资金 
15  港、澳、台地区资金 
99  其他 

2.2.2.2.14活动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HDLX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0  基础研究 
20  应用研究 
21  应用基础研究 
22  应用技术研究 
23  应用基础与应用技术研究 
24  应用理论研究 
30  试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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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开发研究 
32  基本数据积累 
40  R&D 成果应用 
50  其他科技服务 
99  其他 

2.2.2.2.15项目来源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MLY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国家“973”项目 
02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03  国家“863”项目 
0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05  主管部门科技项目 
06  国家科技部 
07  国家发改委 
08  国家社科规划项目 
09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10  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 
11  中央其他部委项目 
12  省、市、自治区项目 
13  国际合作项目 
14  与港、澳、台合作项目 
15  企、事业单位委托 
16  外资项目 
17  地（市、厅、局）项目 
18  县（区、旗）项目 
19  学校自选项目 
20  国防项目 
90  非立项 
99  其他 

2.2.2.2.16项目执行状态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MZXZT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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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行 
2  完成 
3  结项 
4  暂停 
5  撤销 

2.2.2.2.17学术会议等级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SHYDJ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世界性、区域性、国际间学术会议 
2  两国间双边学术会议 
3  全国、地区性学术会议 
4  省内学术会议 
5  港、澳、台学术会议 
6  校内学术会议 
9  其他 

2.2.2.2.18学术交流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SJLLX200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学术会议 
02  学术讲座 
03  学术报告会 
04  学术沙龙 
05  学术考察 
06  对外访学和讲学 
99  其他 

2.2.2.2.19学术团体级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STTJB200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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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级学术团体 
2  国家级学术团体 
3  省、部委级学术团体 
4  地（市）级学术团体 
5  县（区、旗）级学术团体 
6  校级及以下 

2.2.2.2.20协作单位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ZDWLX200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  无合作单位 
1  高校 
2  研究院（所） 
3  企业 
9  其他 

2.2.2.2.21专利法律状态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ZLFLZT200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授权专利 
2  待批专利 
3  撤销专利 
4  无效专利 
5  终止专利 

2.2.2.2.22专利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ZLLB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发明 
2  实用新型 
3  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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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CT或外国申请 
5  软件著作权 

2.2.2.2.23专利批准形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ZLPZXS200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  未批准 
1  国内 
2  国外 
3  国内、外 

2.2.2.2.24组成类型代码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ZCLX200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0  独立研究所 
01  专职研究所 
02  单一研究所 
03  跨系学科所 
04  校际联合所 
05  与企业合办所 
10  独立研究室 
11  专职研究室 
12  单一研究室 
13  跨系学科室 
14  校际联合室 
15  与企业合办室 
19  其他 

2.2.2.2.25合作形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HZXS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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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国外合作 
2  与国内高校合作 
3  与国内研究机构合作 
4  与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合作 
5  与国内其他企业合作 
6  独立完成 
9  其他 

2.2.2.2.26课题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TLX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基础研究 
2  应用研究 
3  试验发展 
4  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 
5  科技服务 
6  生产性活动 
9  其他 

2.2.2.2.27论文报告形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LWBGXS200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大会发言 
2  分会场发言 
3  海报交流 
9  其他 

2.2.2.2.28论文发表形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LWFBXS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国内核心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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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一般刊物 
3  国外刊物 
4  全国学术会议 
5  国际学术会议 

2.2.2.2.29实验室评估结果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SYSPGJG2006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1  国家级评估为 A 
12  国家级评估为 B 
13  国家级评估为 C 
14  国家级评估为 D 
20  省部委级评估不合格 
21  省部委级评估合格 
30  校级评估不合格 
31  校级评估合格 

2.2.2.2.30经费科目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FKM200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教育事业费 
2  科研专款及基金 
3  基建设备费 
4  自筹经费 
5  世界银行贷款 
6  捐款 
9  其他 

2.2.2.2.31机构职能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GZNLX200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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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研究 
2  应用研究 
3  试验发展 
4  技术开发 
5  应用理论研究 
6  综合机构 

2.2.2.2.32刊物级别（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WJB200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增刊、特刊、专刊、专辑 
02  一般期刊 
03  一级权威期刊 
04  二级权威期刊 
05  0607 版南大核心期刊 
06  0809 版南大核心期刊 
07  0809 版南大扩展版来源期刊 
08  重要学术期刊 A类 I级 
09  重要学术期刊 A类 II级 
10  重要学术期刊 B 类 I级 
11  重要学术期刊 B 类 II级 
12  重要学术期刊 C 类 
13  重要学术期刊 D 类 
14  （CSCD）核心库来源期刊 
15  CSSCI来源期刊 
16  CSSCI扩展版 
17  CSSCI来源集刊 
18  CSCD 扩展库来源期刊 
19  北大核心期刊 
20  外文学术期刊（境外公开出版核心刊物） 

2.2.2.2.33计划完成情况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HWCQK2002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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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前完成 
2  如期执行 
3  未完成计划 
4  撤销或未进行 
5  正在进行 

2.2.2.2.34收录情况（校标） 

代码 标准内容 
01  SCI 
02  EI 
03  SSCI 
04  ISTP 
05  SCIE 
06  A&HCI 
07  CPCISSH 
08  CPCIS 
09  SCI JCR 1 区 
10  SCI JCR 2 区 
11  SCI JCR 3 区 
12  SCI JCR 4 区 
13  EI核心 
14  EI会议 

2.2.2.2.35技术领域（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 

l 编制单位：科研处 

l 信息标准内容（示例）： 

人文社科、 

代码 标准内容 
01  电子信息 
02  计算机软件与网络技术 
03  光机电一体化 
04  新材料 
05  纳米技术 
06  能源 
07  环保 
08  生物 
09  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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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农业 
11  先进制造 
99  其他 

2.2.2.3本科生教学管理涉及标准 

2.2.2.3.1 本专科生专业（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教务处提供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3.2 本专科生专业方向（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教务处提供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3.3 班级（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教务处提供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3.4 教室（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教务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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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3.5 学籍异动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JYDLB2006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公派留学 

2 留级 

3 降级 

4 跳级 

6 延长学年 

11 休学 

12 复学 

13 停学 

14 保留入学资格 

15 恢复入学资格 

16 取消入学资格 

17 恢复学籍 

18 取消学籍 

19 保留学籍 

21 转学（转出） 

22 转学（转入） 

23 转专业 

29 转班级 

31 退学 

42 开除学籍 

51 死亡 

61 提前毕业 

62 结业 

64 国内访学 

99 其他 

2.2.2.3.6 学籍异动原因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JYDYY2006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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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绩优秀 

11 精神疾病 

12 传染疾病 

19 其他疾病 

21 自动退学 

22 成绩太差 

23 触犯刑法 

24 休学创业 

25 停学实践（求职） 

26 家长病重 

27 贫困 

28 非留学出国（境） 

29 自费出国退学 

30 自费留学 

31 休学期满未办理复学 

32 恶意欠缴学费 

33 超过最长学习期限未完成学业 

34 应征入伍 

39 其他原因退学 

40 事故灾难致死 

70 因病死亡 

81 自杀死亡 

89 其他原因死亡 

99 其他 

2.2.2.3.7 成绩等级（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教务处提供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示例） ： 

代码 标准内容 成绩 

201 优 95 

202 良 85 

203 中 75 

204 及格 65 

205 不及格 50 

2.2.2.3.8 课程代码（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教务处提供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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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信息标准内容：具体内容见教务提供信息 

2.2.2.3.9 课程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CXZ2006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通识课 
2  学科基础课 
3  专业课 
4  专业拓展课 
5  综合运用课 

2.2.2.3.10课程类型（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教务处提供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国防教育 
2  思想政治理论课 
3  语言与技能课 
4  身心教育 
5  艺术系列 
6  方法论系列 
7  自然科学系列 
8  人文科学系列 
9  社会科学系列 
10  体育系列 
11  创新创业系列 
12  基础课 
13  方向课 
14  拓展课 
15  应用课 
99  其他 

2.2.2.3.11课程性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CSX200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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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必修 
2  限选 
3  全校任选 
9  其他 

2.2.2.3.12教育培训结果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  GB/T 14946.12009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毕业 
2  结业 
3  未结业 
4  肄业 

2.2.2.3.13考试性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SXZ2006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说明 
01  正常考试 
02  缓考 指因特殊原因未能参加正常考试的学 

生再给其一次考试机会 
03  缺考 指无因特殊原因未请假而没能参加正 

常考试的 
11  补考 指学生正常考试成绩未及格， 再给一次 

补考机会 
12  补考二 指第一次补考仍未及格， 再给第二次补 

考机会 
13  重修 指有关课程考试未通过， 必须重修 （参 

加下一年级的听课、学习）后，再参加 

考试 
14  免修 指有特殊原因， 经教务部门认定可以不 

修某一（或某一些）课程，不影响毕业 
21  结业后回校补考 
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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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14考试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SLB200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正常考试 
2  国家统考 
3  选拔考试 
4  竞赛考试 
5  会考 
9  其他 

2.2.2.3.15实验课程 

l 参照标准体系：教务处提供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基础型 
2  综合设计型 
3  研究创新型 
9  其他 

2.2.2.3.16实验室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SYSLB200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基础、专业基础或技术基础 
2  专业 
3  科研 
9  其他 

2.2.2.3.17实验要求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SYYQ200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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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标准内容 
1  必修 
2  选修 
9  其他 

2.2.2.3.18任课课程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RKKCLB2006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0  公共基础/通识教育课程 
01  政治德育类课 
02  人文社科类课 
03  经济管理类课 
04  自然科学类课 
05  外语类课 
06  体育类课 
10  专业课程 
11  专业基础课 
12  专业课 
20  实验教学课程 
21  实验 
22  实习 
23  军训 
24  专业设计 
25  毕业设计 
30  研究生课程 
31  学位课 
32  非学位课 
99  其他 

2.2.2.3.19 任课角色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RKJS200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主讲 
2  辅导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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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20授课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SKFS200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面授讲课 
2  辅导 
4  网络教学 
5  实验 
6  实习 
9  其他 

2.2.2.3.21获得学历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HDXLFS200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直接授予 
2  参加学历文凭考试 
9  其他 

2.2.2.3.22进修性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XXZ200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学历教育 
2  非学历教育 

2.2.2.3.23学习形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XXS200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普通高等学校 
02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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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夜大学 
04  职工大学 
05  电视大学 
06  业余大学 
07  函授 
08  研修班 
09  高等学校进修 
10  党校 
11  社会主义学院 
15  培训 
99  其他 

2.2.2.3.24培养层次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PYCC2006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博士生 
2  硕士生 
3  本科生 
4  专科生 
9  其他 

2.2.2.3.25外语考试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WYKSFS2006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口语笔试 
2  口语考试 
3  笔试 

2.2.2.3.26监考人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KRLB2006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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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考 
2  副主考 
3  监考人员 
4  巡考人员 
9  其他 

2.2.2.3.27安全教学形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AQJXXS201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课堂教学 
2  专题报告 
3  应急演练 
9  其他 

2.2.2.3.28班额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BE201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25 人及以下 
2  26 至 35 人 
3  36 至 45 人 
4  46 至 55 人 
5  56 至 65 人 
6  66 人及以上 

2.2.2.3.29教学用房性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XYFXZ201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教室 
10  实验室 
11  物理实验室 
12  化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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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物实验室 
14  其他实验室 
20  音乐室 
30  语音室 
31  英语 
39  其他语言 
40  计算机房 
99  其他 

2.2.2.3.30课程级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CJB201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国家级精品课程 
2  省级精品课程 
3  校级精品课程 
4  校级重点课程 
9  其他 

2.2.2.3.31招生对象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ZSDX201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11  应届初中毕业生 
211  应届高中毕业生 
311  城镇下岗职工 
411  进城务工人员 
420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421  外省迁入 
422  本省外县迁入 
511  农村留守儿童 
611  退役士兵 
711  农民 
811  五年制高职中职段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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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32休退学原因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TXYY201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因病 
2  停学实践（求职） 
3  家庭经济困难 
4  学习成绩不好 
5  出国留学 
6  其他 

2.2.2.3.33年级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NJ201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一年级 
2  二年级 
3  三年级 
4  三年级及以上 
5  四年级 
6  四年级及以上 
7  五年级 
8  五年级及以上 
9  六年级 
10  六年级及以上 

2.2.2.3.34学生变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SBD201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1  招生 
12  复学 
13  转入 
21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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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结业 
23  休学 
24  退学 
27  转出 

2.2.2.3.35考试形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SXS201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考试 
2  考查 

2.2.2.3.36注册状况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ZCZK2006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注册 
2  报到 
3  未报到 

2.2.2.3.37学生当前状态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SDQZT2006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在校 
02  休学 
03  退学 
04  停学 
05  复学 
06  流失 
07  毕业 
08  结业 
09  肄业 
10  转学（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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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死亡 
12  保留入学资格 
13  公派出国 
14  开除 
15  下落不明 
99  其他 

2.2.2.3.38实验者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SYZLB200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  中小学生/中职学生 
1  博士生 
2  硕士生 
3  本科生 
5  教师 
6  工程与实验技术人员 
7  研究人员 
9  其他 

2.2.2.3.39实践教学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教务处提供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社会调查 
02  企业见习 
03  专业实习 
04  课程实习 
05  学年论文 
06  毕业实习 I（校园仿真综合实习） 
07  毕业实习 II（校外实地实习） 
08  毕业论文 
09  创新实践 
10  社会调研 I 
11  社会调研 II 
12  行业调研 
13  其他实践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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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其他相应工作 

2.2.2.3.40高考科目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GKKM2006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语文 
02  数学 
03  外语 
04  物理 
05  化学 
06  生物 
07  政治 
08  历史 
09  地理 
10  综合 
11  文科综合 
12  理科综合 
99  其他 

2.2.2.3.41附加分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FJFLB2006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少数民族 
2  竞赛获奖 
3  文艺特长 
4  美术特长 
5  体育特长 
6  品学兼优 
9  其他自主认定 

2.2.2.3.42结束学业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SXYF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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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毕业 
2  结业 
3  肄业 
4  未结业 

2.2.2.3.43缺考舞弊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QKWB200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缺考 
2  舞弊 

2.2.2.3.44入学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RXFS201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统一招生考试/普通入学 
02  保送 
03  民族班 
04  定向培养 
05  体育特招 
06  文艺特招 
07  学生干部保送 
08  考试推荐 
09  外校转入 
10  恢复入学资格 
11  预科班 
12  来华留学 
99  其他 

2.2.2.3.45学生来源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SLY2002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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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00 普通高校本专科 

101 城镇应届 

102 农村应届 

103 城镇往届 

104 农村往届 

105 工人 

106 干部 

107 复退军人 

108 现役军人 

109 香港生 

110 澳门生 

111 台湾生 

112 归国华侨 

113 留学生 

199 其他 

200 成人高校 

201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209 军人 

211 专业技术人员 

231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241 商业、服务业人员 

251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261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299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2.2.2.3.46学生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SLB2006 
l 编制单位：教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4 高等教育 

41 专科生 

411 普通专科生 

41101 高中起点专科生 

41102 对口招收中职生 

41103 五年制高职转入生 

412 成人专科生 

4121 函授专科生 

41211 函授高中起点专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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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2 函授专科第二学历 

4122 业余专科生 

41221 业余高中起点专科生 

41222 业余专科第二学历 

4123 脱产专科 

41231 脱产高中起点专科生 

41232 脱产专科第二学历 

413 网络专科生 

41301 网络高中起点专科生 

42 本科生 

421 普通本科生 

42101 高中起点本科生 

42102 专科起点本科生 

42103 第二学士学位 

422 成人本科生 

4221 函授本科 

42211 函授高中起点本科生 

42212 函授专科起点本科生 

4222 业余本科 

42221 业余高中起点本科生 

42222 业余专科起点本科生 

4223 脱产本科 

42231 脱产高中起点本科生 

42232 脱产专科起点本科生 

423 网络本科生 

42301 网络高中起点本科生 

42302 网络专科起点本科生 

44 学位学生 

441 学士学位学生 

44110 学术型学位学士学位学生 

44120 专业学位学士学位学生 

442 硕士学位学生 

44210 学术型学位硕士学位学生 

44220 专业学位硕士学位学生 

443 博士学位学生 

44310 学术型学位博士学位学生 

44320 专业学位博士学位学生 

9 其他教育 

91 自考/预科/研究生课程类 

91100 自考助学班学生 

91200 电大注册视听生 

91300 学历文凭考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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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00 普通预科生 

91500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生 

92 进修及培训类 

92100 进修学生 

92200 培训学生 

92300 岗位证书培训学生 

92400 资格证书培训学生 

93 职业技术培训类 

93100 职工技术培训学生 

93200 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生 

93300 其他培训学生学生 

2.2.2.4学生工作管理涉及标准 

2.2.2.4.1 就读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DFS2002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走读 
2  住校 
3  借宿 
9  其他 

2.2.2.4.2 违纪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WJLB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触犯刑法 
02  违反治安管理条例 
03  学业违纪（考试作弊、旷课） 
04  涂改、伪造证件或证明 
05  侵犯他人人身权利 
06  侵犯公私财物 
07  侵犯学校权益 
08  危害公共安全 
09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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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违反社团管理规定 
11  违反课外活动规定 
12  违反宿舍管理规定 
13  违反网络管理规定 
99  其他 

2.2.2.4.3 严重不良行为代码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YZBLXW2012 
l 编制单位： 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纠集他人结伙滋事，扰乱治安 
2  携带管制刀具，屡教不改 
3  多次拦截殴打他人或者强行索要他人财物 
4  传播淫秽的读物或者音像制品等 
5  进行淫乱或者色情、卖淫活动 
6  多次偷窃 
7  参与赌博，屡教不改 
8  吸食、注射毒品 
9  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2.2.2.4.4 处分名称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CFMC2002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警告 
2  严重警告 
3  记过 
4  留校察看 
6  开除学籍 
9  其他 

2.2.2.4.5 困难程度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NCD2012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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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标准内容 
1  特别困难 
2  困难 
3  一般困难 

2.2.2.4.6 家庭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TLB2012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双亲健全 
2  孤儿 
3  单亲（父母一方去世） 
4  父母离异 
5  双亲有残疾 
6  本人残疾 
7  军烈属或优抚对象 
8  重病 
9  低保家庭 

2.2.2.4.7 勤工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QGLB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管理类助理 
2  实验类助理 
3  教辅类助理 
4  后勤类助理 
9  其他 

2.2.2.4.8 发放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FFLX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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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助学金 
03  贷款 
04  勤工助学 
05  导师补贴 
06  临时补助 
11  退款 
99  其他 

2.2.2.4.9 奖励资助资金来源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LZZZJLY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中央财政 
2  省级财政 
3  市级财政 
4  县级财政 
5  学校事业收入提取 
6  企事业单位、社会或个人捐赠 
7  金融机构 
9  其他 

2.2.2.4.10获奖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HJLX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集体 
2  个人综合 
3  个人单项 

2.2.2.4.11学生获奖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SHJLB2002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学科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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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获奖 
3  文艺获奖 
4  体育获奖 
5  综合获奖 
6  社会工作获奖 
7  公益事业获奖 
9  其他 

2.2.2.4.12奖学金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XJLX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国家奖助类 

2 综合优秀类 

3 学业优秀类 

4 科技创新类 

5 学术竞赛优胜类 

6 艺术杰出类 

7 体育优胜类 

8 社会实践优秀类 

9 社会工作优秀类 

10 自立自强逆境成才类 

11 杰出志愿者类 

12 学习进步突出类 

13 少数民族优秀学生类 

14 港澳台侨优秀学生类 

15 优秀新生类 

30 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31 中国政府奖学金 

32 外国汉语教师短期研修奖学金 

33 HSK 优胜者奖学金 

34 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 

35 长城奖学金 

36 优秀生奖学金 

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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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13招聘会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ZPHLB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校园专场招聘会 
2  校园集中洽谈会 
3  社会招聘会 
9  其他 

2.2.2.4.14高校毕业去向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GXBYQX2012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0  派遣 
20  用人单位接收 
30  升学 
40  出国（境） 
50  暂缓就业 
60  灵活就业 
70  定向委培 
80  国家地方项目 
99  其他 

2.2.2.4.15就业落实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YLSFS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应聘 
2  挂职 
3  定向 
4  委培 
5  创业 
6  出国工作 
7  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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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 

2.2.2.4.16就业单位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示例）： 

代码 标准内容 

11  省级以上党政机关 
12  省级以下党政机关 
20  科研、设计单位 
21  高等学校 
22  其他教学单位 
23  医疗卫生单位 
29  其他事业单位 
30  金融单位 
31  国有企业 
32  三资企业 
39  其他企业 
40  部队 
70  待就业 
75  自主创业 
80  录取研究生 
85  出国（境）及退学 
90  其他 

2.2.2.4.17工作岗位性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GZGWXZ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科研 
2  教学 
3  设计 
4  管理 
5  生产 
6  行政 
7  后勤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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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18分流方向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FLFX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直硕 
2  直博 
3  直硕博 
4  外推读研 
5  保留研究生学籍 
6  出国（境） 
7  就业 
8  待就业 
9  其他 

2.2.2.4.19户口迁出状况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HKQCZK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待签 
2  已签 
3  缓办 
4  户口不在校 
5  注销 

2.2.2.4.20来华留学生收费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LHLXSSFLB2012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学费 
2  住宿费 
4  注册费 
5  保险费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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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21来华留学生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LHLXSLB2012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专科生 
02  本科生 
03  硕士研究生 
04  博士研究生 
05  语言生 
06  普通进修生 
07  高级进修生 
08  研究学者 
09  预科生 

2.2.2.4.22来华留学生经费来源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LHLXSJFLY2012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国际组织资助 
11  外国基金会奖学金 
2  中国政府资助 
21  中国政府奖学金 
22  中国地方政府奖学金 
23  中国政府各部门奖学金 
3  本国政府资助 
31  外国政府奖学金 
4  学校间交换 
41  校际交流 
42  中国学校奖学金 
43  外国学校奖学金 
5  自费 
6  企业资助 
61  中国企业奖学金 
62  外国企业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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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23国（境）外进修生在校状况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GWJXSZXZK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在读 
2  结业 
3  毕业 

2.2.2.4.24国（境）外进修生生源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GWJXSSYLB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民间 
2  官方 

2.2.2.4.25汉语水平考试成绩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HSKCJ2012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HSK 基础  C 级（分数等级：1 级） 
02  HSK 基础  B 级（分数等级：2 级） 
03  HSK 基础  A级（分数等级：3 级） 
04  HSK 初等  C 级（分数等级：3 级） 
05  HSK 初等  B 级（分数等级：4 级） 
06  HSK 初等  A级（分数等级：5 级） 
07  HSK 中等  C 级（分数等级：6 级） 
08  HSK 中等  B 级（分数等级：7 级） 
09  HSK 中等  A级（分数等级：8 级） 
10  HSK 高等  C 级（分数等级：9 级） 
11  HSK 高等  B 级（分数等级：10 级） 
12  HSK 高等  A级（分数等级：1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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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26学生体质达标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STZDB2012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优秀 
2  良好 
3  及格 
4  不及格 

2.2.2.4.27竞赛级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SJB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国际级 
2  国家级 
3  省（区、市）部级 
4  校级 
5  行业或企业级 
9  其他 

2.2.2.4.28奖励等级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LDJ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特等 
2  一等 
3  二等 
4  三等 
6  未评等级 
7  金奖 
8  银奖 
10  铜奖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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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29奖励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LFS2006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2  荣誉称号 
3  奖金 
4  实物 
9  其它 

2.2.2.4.30奖励级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LJB2002 
l 编制单位：学工部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0  国家级 
20  省、部委级 
30  省部门级、地（市、州）、厅级 
40  地（市、州）部门级、县（区、旗） 

级 
50  县部门级、乡（镇）、处级 
80  国际级 
99  其他 

2.2.2.5研究生管理涉及标准 

2.2.2.5.1 研究生专项计划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YJSZXJHLB2012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  无专项计划 
1  强军计划 
2  援藏计划 
3  农村师资计划 
4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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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校辅导员专项 
6  两课教师专项 

2.2.2.5.2 研究生录取调剂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YJSLQTJLB2002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调剂入 
2  调剂出 

2.2.2.5.3 攻读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GDLX2012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1  公开招考 
22  提前攻博 
23  硕博连读 
24  本科直博 
35  本博连读（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 
46  同等学力申请 
99  其他 

2.2.2.5.4 研究生入学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YJSRXFS2006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0 博士 

11 博士生公开招考 

12 博士生推荐免试 

13 硕士博士连读 

14 本科硕士博士生连读 

15 博士生港澳台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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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来华留学博士生考试 

17 本科毕业生直接攻博 

18 硕士生提前攻博 

19 博士生保留资格返校 

20 硕士 

21 硕士生全国统考 

22 硕士生推荐免试 

23 硕士生单独考试 

24 硕士生保留资格返校 

25 硕士生港澳台考试 

26 来华留学硕士生考试 

30 硕士专业学位联考 

31 经济类联考 

32 法律类联考 

33 教育类联考 

34 文学类联考 

35 文博类联考 

36 工程类联考 

37 农学类联考 

38 医学类联考 

39 军事类联考 

40 管理类联考 

41 艺术类联考 

99 其他 

2.2.2.5.5 学位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WLB2012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1  学术型学士 
12  专业学位学士 
21  学术型硕士 
22  专业学位硕士 
31  学术型博士 
32  专业学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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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6 录取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LQLB2006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统一招生考试 
02  保送（或免试） 
03  学生干部保送 
04  考试推荐 
05  国防定向培养 
06  其他定向培养 
07  代培 
08  第二学位 
09  港澳 
10  港澳代培 
11  台湾 
12  内地班 
13  民族班 
14  体育特招 
15  文艺特招 
16  预科班 
17  恢复入学资格 
18  外校转入 
19  自主招生 
20  国内交换生 
21  境外交换生 
22  来华留学 
99  其他 

2.2.2.5.7 就业单位类别（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示例）： 

代码 标准内容 

11  省级以上党政机关 
12  省级以下党政机关 
20  科研、设计单位 
21  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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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其他教学单位 
23  医疗卫生单位 
29  其他事业单位 
30  金融单位 
31  国有企业 
32  三资企业 
39  其他企业 
40  部队 
70  待就业 
75  自主创业 
80  录取研究生 
85  出国（境）及退学 
90  其他 

2.2.2.5.8 导师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DSLB2002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博士生导师 
2  硕士生导师 
3  博士硕士生导师 
4  兼职博士生导师 
5  兼职硕士生导师 
6  兼职博士硕士生导师 
7  实践导师 
9  其他 

2.2.2.5.9 教学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XLX2002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1  讲课 
12  编写教材 
13  辅导 
21  带实验 
22  带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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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带设计 
24  带社会实践 
25  指导论文 
31  带军训 
32  带学工 
33  带学农 
41  班主任 
42  指导员 
43  政治辅导员 
51  指导研究生 
99  其他 

2.2.2.5.10授予权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SYQLB2002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  无学位授予权 
1  博士学位授予权(学术型学位) 
2  硕士学位授予权(学术型学位) 
3  学士学位授予权 
4  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学位) 
5  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学位) 

2.2.2.5.11实验要求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SYYQ2002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必修 
2  选修 
9  其他 

2.2.2.5.12三助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SZLB2002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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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标准内容 
1  助教 
2  助研 
3  助管 

2.2.2.5.13校学位委员会结论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LQLB2006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同意授予学位 
2  同意毕业 
3  缓授学位 
4  不通过 
9  其他 

2.2.2.5.14课程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CLX2002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1  本校博士生课 
12  本校硕士生课 
13  本校本科生课 
14  本校专科生课 
21  外校博士生课 
22  外校硕士生课 
23  外校本科生课 
24  外校专科生课 
50  国外学校课程 
99  其他 

2.2.2.5.15教育结果 

l 参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  GB/T 14946.12009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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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业 
2  结业 
3  未结业 
4  肄业 
5  提前毕业 
6  延期毕业 

2.2.2.5.16学生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SLB2006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43 研究生 

431 硕士研究生 

4311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43111 国家任务学术型学位硕士研究生 

43112 委托培养学术型学位硕士研究生 

43113 自筹经费学术型学位硕士研究生 

4312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43121 国家任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43122 委托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43123 自筹经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432 博士研究生 

4321 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43211 国家任务学术型学位博士研究生 

43212 委托培养学术型学位博士研究生 

43213 自筹经费学术型学位博士研究生 

4322 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43221 国家任务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43222 委托培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43223 自筹经费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44 学位学生 

441 学士学位学生 

44110 学术型学位学士学位学生 

44120 专业学位学士学位学生 

442 硕士学位学生 

44210 学术型学位硕士学位学生 

44220 专业学位硕士学位学生 

443 博士学位学生 

44310 学术型学位博士学位学生 

44320 专业学位博士学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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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教育 

91 自考/预科/研究生课程类 

91100 自考助学班学生 

91200 电大注册视听生 

91300 学历文凭考试学生 

91400 普通预科生 

91500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生 

92 进修及培训类 

92100 进修学生 

92200 培训学生 

92300 岗位证书培训学生 

92400 资格证书培训学生 

94100 跟读生 

2.2.2.5.17研究生专业（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研究生处提供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5.18研究生专业方向（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研究生处提供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5.19课程代码（校标） 

l 参照标准体系：研究生处提供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5.20研究生培养层次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YJSPYCC2006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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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士 
2  硕士 
3  研究生班 
4  学位证书班 
9  其它 

2.2.2.5.21授课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SKFS2002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面授讲课 
2  辅导 
3  录像讲课 
4  网络教学 
5  实验 
6  实习 
7  研讨 
9  其他 

2.2.2.5.22课程性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CXZ2006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公共基础课 
2  学位基础课 
3  专业必修课 
4  专业选修课 
5  公共选修课 
6  核心课程 
7  补本课程 
9  其他 

2.2.2.5.23课程属性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CSX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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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必修 
2  限选 
3  任选 
4  辅修 
5  实践 
6  双必 
7  双选 
8  通选 
9  其他 
10  补修 

2.2.2.5.24考试性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SXZ2006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说明 
01  正常考试 
02  缓考 指因特殊原因未能参加正常考试的学 

生再给其一次考试机会 
03  旷考 指无因特殊原因未请假而没能参加正 

常考试的 
11  补考 指学生正常考试成绩未及格， 再给一次 

补考机会 
12  补考二 指第一次补考仍未及格， 再给第二次补 

考机会 
13  重修 指有关课程考试未通过， 必须重修 （参 

加下一年级的听课、学习）后，再参加 

考试 
14  免修 指有特殊原因， 经教务部门认定可以不 

修某一（或某一些）课程，不影响毕业 
21  结业后回校补考 
41  国家级考试 
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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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25考试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SFS2002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笔试 
2  口试 
3  面试 
4  操作 
5  机考 
6  论文 
7  实验报告 
8  案例分析 
9  其他 
10  调研报告 

2.2.2.5.26考试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SLB2002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正常考试 
2  国家统考 
3  选拔考试 
4  竞赛考试 
5  会考 
6  水平考试 
9  其他 

2.2.2.5.27任课角色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RKJS2002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主讲 
2  辅导 
3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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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习题 
5  辅讲 
9  其他 

2.2.2.5.28奖励等级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LDJ2006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特等 
2  一等 
3  二等 
4  三等 
5  四等 
6  未评等级 
9  其他 

2.2.2.5.29奖励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LFS2006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奖状 
2  荣誉称号 
3  奖金 
4  实物 
9  其它 

2.2.2.5.30奖励级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LJB2002 
l 编制单位：研究生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0  国家级 
20  省、部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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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育部 
22  中央其他部委 
23  省（自治区、直辖市）级 
30  省部门级、地（市、州）级 
31  省级教育主管部门 
32  省级其他部门 
33  地（市、州）级 
40  地（市、州）部门级、县（区、旗）级 
41  地级教育主管部门 
42  地级其他部门 
43  县级 
50  县部门级、乡（镇）级 
51  县级教育主管部门 
52  县级其他部门 
53  乡（镇）级 
60  学校级 
70  国外 
99  其他 

2.2.2.6资产管理涉及标准 

2.2.2.6.1 产权及使用状况代码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CQJSYZK200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0  自有产权 
11  自用 
12  出租 
13  出借 
19  自由产权其他 
20  非自有产权 
21  租用 
22  借用 
23  资源共享 
24  社会化 
29  非自有产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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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2 房间使用状态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FJSYZT2006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本校使用 
2  外单位租赁 
3  空闲 
4  不能使用 

2.2.2.6.3 房间用途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FJYT200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教学及辅助用房 

111 教室 

112 专用教室 

113 活动室 

114 卫生间 

115 睡眠室 

116 保健室 

117 卫生室 

121 实验室、实习场所 

122 专用科研用房 

123 计算机房 

124 语音室 

131 图书馆 

132 图书室 

141 体育馆/体育活动室 

151 会堂 

199 其他教学及辅助用房 

2 行政办公用房 

211 教师办公室 

299 其他行政办公用房 

3 生活用房 

311 学生宿舍（公寓） 

312 教工宿舍 

313 教工周转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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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食堂 

322 学生食堂 

323 教工食堂 

324 厨房 

331 厕所 

332 浴室 

333 锅炉房 

341 生活福利 

399 其他生活 

4 教工住宅 

9 其他用房 

2.2.2.6.4 房屋产权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FWCQ200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自购福利住房 
02  自购经济实用住房 
03  自购商品住房 
04  自建住房 
05  租住本校公有住房 
06  租住外单位公有住房 
07  租住私有住房 
08  集体宿舍 
09  本校暂借 
10  外单位暂借 
99  其他 

2.2.2.6.5 出版社级别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CBSJB200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中央出版社 
2  地方出版社 
3  国外（境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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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6 教室类型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SLX2006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类型 
1  多媒体教室 
2  语音室 
3  实验室 
4  计算机房 
5  普通教室 
6  专用教室 
9  其他 

2.2.2.6.7 图书期刊状态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TSQKZT200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6.8 仪器使用方向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YQSYFX200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教学 
2  科研 
3  行政 

代码 标准内容 
1  在借 
2  在库 
3  挂失 
4  残缺 
5  报废 
6  已订未到货 
7  待编目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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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与后勤 
5  生产 
6  技术开发 
7  社会服务 
9  其他 

2.2.2.6.9 仪器现状代码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YQXZ200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在用 
2  闲置 
3  待修 
4  待报废 
5  丢失 
6  报废 
7  调出 
8  降档 
9  其他 

2.2.2.6.10教室占用情况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SZYQK2006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讲课 
2  讲座 
3  考试 
4  实验 
5  社团活动 
6  空闲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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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11占地用途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ZDYT2006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房屋用地 
2  体育场地 
3  绿化用地 
4  农、林场用地 
5  其他用地 

2.2.2.6.12产权代码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CQ201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6.13监理单位资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LDWZZ201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6.14建筑物状况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ZWZK200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学校独立产权 
2  产权非学校但独立使用 
3  产权非属学校共同使用 

代码 标准内容 
A  甲级 
B  乙级 
C  丙级 
D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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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标准内容 
10  正常 
20  危房 
21  A类危房 
22  B 类危房 
23  C 类危房 
24  D 类危房 
30  正在施工 
99  其他 

2.2.2.6.15建筑物结构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ZWJG2006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土木结构 
2  砖木结构 
3  砖混结构 
4  框架结构 
5  钢结构 
9  其他 

2.2.2.6.16建筑物分类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ZWFL200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房屋结构 
2  围墙 
3  校门 
9  其他 

2.2.2.6.17建筑物安全排查结论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ZWAQPCJL201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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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18建筑物基础形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ZWJCXS201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6.19建筑物鉴定内容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ZWJDNR201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6.20建筑物楼板形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ZWLBXS201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1  安全 
2  存在一般安全隐患 
3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代码 标准内容 
11  浅基础：条形基础 
12  浅基础：筏板基础 
13  浅基础：独立基础 
14  浅基础：其他 
21  深基础：桩基础 
22  深基础：箱型基础 
23  深基础：其他 
31  其他基础形式 
41  无基础 

代码 标准内容 
1  抗震鉴定 
2  安全鉴定 
3  抗淹没抗洪水冲击鉴定 
4  抗风能力验算 
5  其他鉴定 

代码 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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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21建筑物平面形式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ZWPMXS201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6.22建筑物用途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JZWYT201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1  预制 
2  现浇 
3  木板 
4  其他 

代码 标准内容 
1  走道式组合 
2  套件式组合 
3  大厅式组合 
4  单元式组合 
5  混合式组合 

代码 标准内容 
10  教学及辅助用房 
11  教学楼 
12  综合楼 
13  实验楼 
14  图书馆(室) 
15  体育活动室 
16  礼堂 
20  生活用房 
21  学生宿舍 
22  食堂 
23  厕所 
24  锅炉房(开水房) 
25  浴室 
26  教工宿舍 
30  行政办公用房 
31  办公楼 
32  卫生保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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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23抗震设防标准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ZSFBZ201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6.24抗震设防烈度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KZSFLD201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6.25施工单位资质等级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SGDWZZDJ201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40  其他用房 
41  其他用房 
51  其他配套设施 

代码 标准内容 
1  特殊设防类 
2  重点设防类 
3  标准设防类 
4  适度设防类 

代码 标准内容 
1  5 度 
2  6 度 
3  7 度 
4  7.5 度 
5  8 度 
6  8.5 度 
9  9 度 

代码 标准内容 
1  特级 
2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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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26施工图纸审查资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SGTZSCZZ201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6.27设计单位资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SJDWZZ201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6.28实验室费用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SYSFY201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3  二级 
4  三级 
5  无 

代码 标准内容 
A  一类 
B  二类 
C  三类 
D  无 

代码 标准内容 
A  一类 
B  二类 
C  三类 
D  无 

代码 标准内容 
1  设备购置费 
2  基建费 
3  运行费 
4  教改费 
5  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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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29消防耐火等级 

l 参照标准体系：行业标准  HB/XFNHDJ2012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2.2.2.6.30高等学校固定资产分类及编码 

l 参照标准体系：教育部标准  JB/GDZCFL2006 
l 编制单位：资产处 

l 信息标准内容：教育部标准  JB/GDZCFL2006 

2.2.2.7财务管理涉及标准 

2.2.2.7.1 财务票类 

l 参照标准体系：HB/CWPL2006 
l 编制单位：财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公益事业捐赠专用收据 
2  教育收费收据 
3  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 
4  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5  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 

2.2.2.7.2 缴纳学费状况 

l 参照标准体系：HB/JNXFZK2006 

6  电费 
7  维护费 
8  其他 

代码 标准内容 
1  一级 
2  二级 
3  三级 
4  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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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编制单位：财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未缴 
2  已缴清 
3  免缴 
4  部分缴纳 

2.2.2.7.3 科目级次 

l 参照标准体系：HB/KMJC2006 
l 编制单位：财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  总分类科目 
1  一级分类科目 
2  二级分类科目 
3  三级分类科目 
4  四级分类科目 
5  五级分类科目 

2.2.2.7.4 科目类别 

l 参照标准体系：HB/KMLB2006 
l 编制单位：财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现金 
2  银行 
3  暂付 
4  暂存 
5  其他 

2.2.2.7.5 记账方向 

l 参照标准体系：HB/JZFX2006 
l 编制单位：财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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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借方 
2  贷方 

2.2.2.7.6 学生收费调整方式 

l 参照标准体系：HB/XSSFTZFS2006 
l 编制单位：财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减 
2  免 
3  缓 
4  贷 
5  缓+减 
6  缓+免 
7  缓+贷 

2.2.2.7.7 预算类总分类科目 

l 参照标准体系：HB/YSLZFLKM2006 
l 编制单位：财务处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资产 
2  负债 
3  净资产 
4  收入 
5  支出 
6  预算 

2.2.2.8其他标准 

2.2.2.8.1 文献保密等级 

l 参照标准体系：GB/T 71562003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公开 
2  限制 
3  秘密 
4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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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绝密 

2.2.2.8.2 文件分类代码 

l 参照标准体系：HB/WJFL2006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01  决议 
02  决定 
03  指示 
04  意见 
05  通知 
06  通报 
07  公告 
08  报告 
09  请示 
10  批复 
11  条例 
12  规定 
13  会议纪要 
14  简报 
15  函 
16  通告 
17  对外报文 
18  命令（令） 
19  公报 
20  议案 

2.2.2.8.3 公文状态代码 

l 参照标准体系：HB/GWZT2006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待签收 
2  已签收 
3  已拒收 
4  审批中 
5  已审批 
6  待签发 
7  已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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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处理中 
9  已完结 

2.2.2.8.4 紧急程度代码 

l 参照标准体系：HB/JJCD2002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特提 
2  特急 
3  加急 
4  平急 
5  急件 
9  其他 

2.2.2.8.5 阅办类别代码 

l 参照标准体系：HB/YBLB2002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阅文 
2  拟办 
3  批办 
4  承办 
5  催办 
6  办复 
7  注办 
8  暂存 

2.2.2.8.6 档案保管期限 

l 参照标准体系：HB/DABGQX2006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永久 
21  30 年 
22  25 年 
31  15 年 
32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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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5 年 
34  3 年 

2.2.2.8.7 档案稿本代码 

l 参照标准体系：HB/DAGB2012 
l 信息标准内容： 

代码 标准内容 
1  草稿 
2  定稿 
3  正本 
4  副本 
5  试行本 
6  修订本 
9  其他 

====文档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