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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 2013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成都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要求，由成都市政府综合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区（市）县政

府及所属政府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 2013 年政府信

息公开年度报告编制而成。报告共分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

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及

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机构人员及收费情况、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需要说明的事项及附

表七个部分。报告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报告的电子版可在“中国·成都”门户网站

（www.chengdu.gov.cn）下载。如对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成都

市人民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联系（电话：61887214）。 

一、概述 

2013 年，成都市政府信息公开认真贯彻执行《条例》,并紧

紧围绕“五大兴市战略”等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深化公开内

容，创新公开渠道，健全工作机制，为奋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

长极、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创造良好政务环境。 

（一）精心组织，统筹工作推进。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和《关

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

见》精神，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成都市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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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安排的通知》（成办发〔2013〕56 号），对全市政府信息

公开重点领域、渠道建设等进行了安排部署，并下发《全市 2013

年行政效能和政务公开要点》，细化工作任务、分解责任部门、

明确推进措施，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权责清晰。多次专题召集

政府信息重点部门和区（市）县政府，研究分析信息公开重要环

节、重点领域、依申请公开热点难点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在

全市机关行政效能建设、政府系统办公室主任会等工作会议上交

流先进经验，不断提升了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水平。建立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岗位任前培训考核制度，将政府信息公开宣传教育、

业务培训纳入常态化工作范畴，确保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全员覆

盖。全年共召开专题研讨会 167 场次，举办各类政府信息公开业

务培训 212 场，培训人员 1.3 万余人次。 

（二）规范标准，健全公开体系。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

指南和目录的维护更新工作，把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常态

化解读工作纳

入政府信息公

开目录管理，

公开解读信息

600 余条，改造

依申请公开管

理系统，规范办理答复标准模版 12 套，开设 8 个重点领域信息

公开栏目，分类公开相关信息 9000 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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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公共

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

目录，根据机构职能

调整变化，建立办事

公开目录动态增加退

出机制，规范用户安

全登录，2974 家公共

企事业单位累计公开

各类办事服务信息 11

万余条。 

进一步优化基层公

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构

建“政策法规、基层公开、

便民服务、监督管理、沟

通互动、服务发展”6 大

功能板块，建立了分级负

责、属地管理的长效维护

保障机制，实现 19 个区

（市）县及成都高新区的

316 个乡镇（街道）3345

个村（社区）满覆盖，累

计公开各类信息 337 万余条，访问量达 4538 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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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行政权力依

法规范公开运行平台，按照省

政府统一部署，完成市级部门

的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

强制、行政确认、行政裁决、

行政给付及其他行政权力 7大

类行政权力事项的清理、录入

和审核，行政权力事项精简 5.83%，在门户网站公示晾晒“权力

清单”，基本实现行政权力电子化网上运行和实时网上监督。 

（三）突出重点，深化公开

内容。继续推进财政预决算和“三

公”经费信息公开，集中公开了

66个市级部门 2013年财政预算情

况、60个市级部门 2012年“三公”

经费决算和 2013 年“三公”经费

预算情况。加大了民生工程、政

府重大投资、重点专项资金等项

目审计力度，及时公开审计结果

和审计整改情况。如：一环路西

门车站立交工程项目结算审计情

况、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实施情况专项审计调查情况

等。各级部门积极响应群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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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开保障性住房、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招投标、生产安全

事故、征地拆迁、价格和收费等政府信息 9.9 万余条。 

切实加强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公开，将工程建设项目

招投标、土地使用权和矿业

权出让、政府采购 4 大类 13

个公共资源交易项目集中规

范交易，规范交易服务行为、

创新交易方式，及时公开场

内交易规则、交易公告、成交信息，提高了公共资源交易的透明

度。 

（四）优化功能，打造网站主平台。建立政务信息资源目

录体系和政务信息资源

交换共享平台，为不同部

门提供数据交换服务，增

强各部门之间的业务联

动性，推动跨部门、跨层

级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利用和业务协同。目前，

共有 31 个部门接入政务信息资源交换共享平台，日交换数据量

超过 10 万条。开通成都市网上政务大厅及在线即时咨询、行政

审批及电子监察等系统，支撑网上办事功能。在线即时咨询系统

通过在线实时网页对话，为公众提供事项办理前、办理中、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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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各个阶段的在线咨询服务。 

结合市民、企业的

实际需求，编制政府网

站主题服务目录 34 类，

建立了面向个人的社保、

教育等 26 个主题和面向

企业的资质认证、年检

年审等 18 个主题，基本

满足了公众对网上政务

服务的需求。 

在市政府网站开

设政风行风热线、市

长信箱、市民话题、

立法（意见）征集、

议案提案、在线调查

（投票）等各类公众

可以主动发起或参与

的互动渠道，将政府网站打造成更加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

政府信息发布平台。 

（五）依托新媒体，拓展公开新渠道。2013 年 8 月，在整

合全市各级各类政务微博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网覆盖”、

互联互通的市、区（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政

务微博体系，在新浪和腾讯开通了“成都市政务微博服务群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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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大厅”，直接面向公众提供办

事咨询、问题投诉、建言献策、

信息咨询等政务服务，及时、便

捷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确保网

民正常反映的各类问题诉求得

到快速响应和有效解决。“成都

服务”两个微博账号已受理群众

诉求 2711 条，接到相关单位响

应 2698 条，办结回复 2607 条，主动发布微博信息 15914 条；新

浪“成都服务”的微博粉丝 109834 个，腾讯“成都服务”的微

博粉丝 80801 个。 

市政府新闻办在新浪

开通《成都发布》，及时

向社会公布有关成都的重

要政策信息、大型活动和

突发公共事件等各类新闻

信息 10900 条信息。各级

行政机关也充分利用政务

微博、微信的传播优势，准确发布各类权威政务信息 810072 条，

及时回应网民关切，加强与公众互动交流。 

（六）注重实效，强化公开服务。在各级档案馆、图书馆、

政务中心以及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便民服务

室建成 3026 个政府信息公开查询点，为群众就近提供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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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的信息公开查询服务和申请受理服务，全年为公众提供信

息查询服务 197 万余人次。 

开展市长、区（市）县长公开电话和市长、区（市）县长信

箱群众来电来信内容、办理过程和办理结果网上公开工作，同时

公开市级部门和区（市）县政府办理市长公开电话和市长信箱交

办件统计情况、群众对办理过

程和结果的满意度统计情况，

进一步提高市长公开电话和市

长信箱工作透明度，强化了社

会监督。2013 年，市长公开电

话和市长信箱群主动共开群众

来电来信内容、办理过程和办

理结果信息 48692 条。 

（七）强化监督，保障工作落实。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完成

情况纳入 2013 年机关行政效能目标考核，采取日常管理和年终

考核的形式，加大工作督查和考核力度。开展政府网站绩效评估

工作，将政府信息公开列为网站绩效评估的核心指标，对市级部

门和区（市）县网站建设管理进行第三方测评，以评促建，以评

促管。针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集中领域，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

违反《条例》的典型事例实施通报问责，切实纠正相关问题。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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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网上抽查、社会评议、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对全市各级部门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指导，跟踪整改进展，保障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落实到位。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3 年，成都市各级行政机关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

微博微信、公开栏（屏）、公开资料等多种方式主动公开政府信

息 2682822条。其中，市政府各部门主动公开 1058553条，区（市）

县政府（含所属政府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主动公开

1624269 条。 

（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2013 年，通过“中

国·成都”政府信息公

开目录分类公开信息

183429 条。其中，机

构信息类 5484 条，占

3.0% ；法规公文类

10071 条，占 5.5%；

政府决策类 5529 条，

占 3.0%；工作信息类

93284 条，占 50.9%；

行政执法 2346 条，占

1.3%；人事信息类 615 条，占 0.3%；财政信息类 4135 条，约占

2.2%；承诺事项类 480 条，占总数 0.3%；其他信息类 6148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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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33.5%。   

重点公开内容： 

1．机构信息类：公开了全市各级行政机关领导姓名、职务、

简历、工作分工以及机构名称、内部处室及下属机构、工作职责、

办公地址、联系电话等。 

2．法规公文类：公开了市政府制定的地方行政规章和全市

各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及相关文件的政策解读。如：《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成都市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公”经费管理的通知》、《成都市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成都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试行）〉

的通知》和《成都市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及其解读、《成都

市城乡房产管理局关于中心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及配租

管理问题的通知》及其解读、《关于进一步做好旧城改造过程中

城镇房屋注销登记相关问题的意见》及其解读等。 

3．政府决策类：公开了全市性重大行政决策和工作安排。

如：《成都市现代物流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成都信息安

全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成都市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

展规划》、《2013 年成都市重点项目名单》、《2013 年成都市

重点项目进展情况》等。 

4．工作信息类：公开了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工作目标完成情

况、重要工作进展、统计数据以及应急管理等重点工作情况。如：

《2013 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2013 年成都统计月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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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2013 年成都市金融运行简况》（1－12 月）等。 

5．行政执法类：公开了全市各级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行

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申请材料目录，环

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监管的情况，重大行政

复议的受理以及决定情况，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等。如：《货物运

输经营者注销审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等。 

6．人事信息类：公开了全市各级公选公招及录用情况。如：

《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拟录

用傅修骢等 1442 人为公务员的公示》、《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成都市公安局关于 2013 年下半年公开遴选人民警察的

公告》等。 

7．财政信息类：公开了市政府和区（市）县政府财政预决

算报告、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政府集中采购情况、政府投资建

设项目情况、重要专项经费分配使用情况、征地拆迁安置情况、

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管理情况。如：《成都

市 2012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3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3 年市本级公共财政支出预算明细表》、《2013 年市本级

公共财政收入预算表》、《2013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表》、《2013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2013 年市

本级公共财政支出预算表》、《成都市 2012 年财政决算和 2013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12 年市本级政府性

基金收入决算表》、《2012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表》、

《2012 年市本级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2012 年市本级公共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id=MqfbwA9ENd5FOA5abRfn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id=MqfbwA9ENd5FOA5abRfn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id=dIeaRYL6VW7ScPl7G5fq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id=d1EjTxEhHhoouzwwHf8i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id=d1EjTxEhHhoouzwwHf8i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id=qDUIzsvLjCqI9EY3D5Ur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id=qDUIzsvLjCqI9EY3D5Ur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id=ph3EXDrf7Di5Ul6XihzG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id=epn3yI5Bx7mDmFHC4mqZ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id=epn3yI5Bx7mDmFHC4mqZ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id=F1EAdcSk5LX6e3xFnyDM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id=F1EAdcSk5LX6e3xFnyDM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ClassID=070314020601&id=9kyMRS66juWJPS3dpSNB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ClassID=070314020601&id=9kyMRS66juWJPS3dpSNB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ClassID=070314020601&id=nSkv2tZK3M44ifocFZvM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ClassID=070314020601&id=lr7SdBLgPzh18uEaYnv9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ClassID=070314020601&id=lr7SdBLgPzh18uEaYnv9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ClassID=070314020601&id=cjg1dZycHX32lbZsTM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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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明细表》、《2012 年市本级公共财政收入决算表》、

《成都市本级 2012 年“三公”经费决算总额》、《成都市本级 2013

年“三公”经费预算汇总情况》，市级部门分别公开了 2013 年部

门预算、2012 年“三公”经费决算和 2013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

况、市行政机关采购及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等 。 

8．承诺事项类：公开了全市各级行政机关承诺办理事项完

成情况及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如：《市委市政府 2013

年为民办实事民生工程目标完成情况》等。 

    9．其他信息类：公开了全市各地区（行业）整体情况、政

策说明、政务活动、社会监督等信息；公开了医疗服务、教育考

试、水电气、交通运输、邮政通讯等公共服务信息；公开了基层

党务、政务等内容。 

    （二）公开形式 

1．政府公报：加强《成都市人民政府公

报》编印工作，严格落实定点、定时向公众

免费赠阅制度，实现了对全市村（社区）以

上组织的全域覆盖。同时，每月都通过政府

信息公开查询点免费向市民赠阅。2013 年，

《成都市人民政府公报》共出版 12 期，印刷

120000 册，公开各类政府信息 1859 条。  

2．政府网站：积极优化网站总体架构，完善网站资源体系

建设，完成网站承载能力提升和安全加固，强化办事服务和公众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fiscalBudget/content.jsp?ClassID=070314020601&id=3IRjvFMCq1kN3nqKKwZJ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expense/content.jsp?id=NF6asTcOIxh5GC7Obn7J
http://www.chengdu.gov.cn/govAffairInfo/expense/content.jsp?id=NF6asTcOIxh5GC7Obn7J
javascript:detail('7YHrQROmUJuGCujsJM5G');
javascript:detail('7YHrQROmUJuGCujsJM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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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功能。不断提升服务功

能，强化内容保障工作，专

题报道了市 “两会”、民生工

程、质量强市等。进一步完

善信息安全事件处置流程，

加强对政府重要信息系统

日常监控和安全检查工作，

实现了网站服务水平的总

体提升，网站日均访问量达 80 余万人次。在中国信息协会电子

政务分会和国家信息中心网络政府研究中心开展的 2013 中国政

府网站互联网影响力评估中，成都市政府门户网站获得副省级城

市组和省会城市组两个总分第一名。在中国软件评测中心“第十

二届（2013）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中，成都市政府门户网站

获全国省会城市第三名。2013 年，成都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市

级部门、区（市）县政府、乡镇（街道）、村（社区）各类政府

信息共 155 万余条。 

3．新闻发布：进一步

改善新闻发布选题和组织

工作，采取专题新闻发布会、

系列新闻发布会和新闻通

气会等多种形式，及时向社

会通报成都市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大政策内容。2013 年，市政府新闻办认真组织实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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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策、重要工作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以及 2013 成都财富全球

论坛、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等重大活动的新闻发布和集中采访

102 场，各级行政机关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气会等 776 次，增强

了政府新闻发布的时效性、权威性和针对性。 

4．新闻媒体：进一步加强重大政

府信息公开宣传，会同市政府政务中

心、成都日报开辟《成都日报·成都

政务服务》专栏，专题报道政务服务

创新、打造阳光政务、社会管理等内

容，方便群众了解我市政务服务新举

措。自 2013 年 3 月开版以来，已刊发

38 期，累计发稿 200 余篇。成都电视

台新闻频道权威、公正、及时向社会报道成都市委、市政府重大

政策、重要工作举措等，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成都面对面·政风

行风热线”节目，开展“热

线走基层”活动，增强了

热线的互动性和开放性，

实现“成都面对面·政风

行风热线”节目网络视频

直播，提升了节目播出效果，扩大了节目的知晓度和影响力。2013

年，“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共开播 99 期，全年 60 个市级

部门（行业）和 3 个区（市）县政府领导共 104 批次带队值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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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特别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推出 43 期“领导

干部进直播间”特别节目——《局长面对面》。2013 年市级部门

（行业）和区（市）县政府“一把手”带队值守热线较 2012 年提

升了 143%。各上线单位直面市民提问，听取民意，解决实际问

题，与听众和网民面对面交流。全年共接到热线听众和网民提问

1123 个，在线解答问题 574 个、线下办理回复 549 个，办结率

和回复率为 100%、平均

满意度 99.2%。全市各级

行政机关也通过媒体及

时反映工作动态、征集公

众意见、发布提示公告，

全年共公开各类政府信

息 85100 条。 

    5．其他形式：2013 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还通过设置公开

栏（屏）、印发公开资料、召集会议座谈、发送提示短信等多种

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政府信息 215017 条。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申请情况。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 1904 件。其中，市政府部门受理 1174 件，占 61.7%；区（市）

县政府及所属政府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 730 件，

占 38.3%。申请涉及的主要内容有：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项目

规划建设、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财政资金管理、行政执法等。 

（二）申请办理情况。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受理的 1904 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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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申请中，已经办理答复 1896 件，占 99.6%；按照《条例》和

《规定》将在下年度办理答复的 8 件，占 0.4%。 

已经办理答复的 1896

件公开申请中，“同意公

开”（含同意部分公开）

的 1417 件，占 74.7% ；“不

同意公开”的 479 件，占

25.3%。 

“不同意公开”的 479 件公开申请中，“申请的信息涉及国

家或商业秘密”的 16件，

占 3.3%；“申请的信息

涉及个人隐私”的 29件，

占 6.1%；“申请的信息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

定”的 11 件，占 2.3%；

“申请的信息不存在”

的 44 件，占 9.2%；“申

请的信息不属于本行政

机关公开”的 92 件，占

19.2%；“申请内容描述

不明确”的 172 件，占 35.9%；“申请内容为情况咨询、问题反

映、同一事项重复提交”等其他情况的 115 件，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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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一）行政复议情况。2013 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受理因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起的行政复议共 158件，其中已办结 153件，

申请人放弃复议 1 件，正在处理 4 件。已办结的 153 件行政复议

中，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 122 件，确认原具体行政行违法的

24 件，撤销原答复并作出重新答复的 7 件，行政机关已对问题

进行了纠正。 

（二）行政诉讼情况。2013 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受理因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起的行政诉讼共 56 件。其中已办结 44 件，

当事人撤诉 3 件，正在办理 9 件。已办结的 44 件中，维持具体

行政行为 38 件，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6 件。 

    五、政府信息公开机构人员及收费情况 

    （一）机构人员情况。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有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机构 1325 个。其中，市级政府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

56 个，区（市）县政府及所属政府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

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 1269 个。全市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的人员共 2867 人。其中，专职工作人员 844 人，兼职工作人

员 2023 人。 

    （二）收费情况。2013 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未收取政府

信息公开复印、邮寄等成本费用。 

    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2013 年，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与《条例》的规定、群众的需求和上级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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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主要表现在：重点领域公开内容还不够深入，公开服务质量

还不够均衡，重大政府信息宣传解读还不够到位等。2014 年将

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一）提升政府信息公开规范化水平。一是全面加强政府信

息公开指南和目录更新维护，研究细化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内容标

准，不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规范体系，切实增强主动公开实

效。二是围绕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依法、及时、准

确地做好公共资源交易、财政预决算、“三公”经费、保障性住

房、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征地拆迁、价格收费、

重大建设项目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三是健全主动发布及舆情回

应、依申请公开办理、监督保障等信息公开机制，落实重大依申

请公开事项会商和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对依申请公开难点问题的

研究分析，提高全市依申请公开工作水平。 

（二）继续加强公开平台建设。一是充分发挥政府网站信息

公开平台作用，完成市政府门户网站移动版、外文版、无障碍版

建设及可见性优化，提升政府门户网站公众服务水平。二是全面

升级改造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增强用户体验，拓展意

见征集功能。重点做好教育、医疗卫生、水电气供应等基本公共

服务的信息公开工作。三是制定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信息

维护标准，开展平台用户体验调查。重点做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公共资金、民主管理等信息公开。优化完善平台功能，推进基

层事务公开，提升平台应用满意度。四是加强政务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信息发布和互动交流。深化市政务微博服务群众办事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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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不断扩展“成都服务”便民服务功能，重点向市民群众提

供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有关信息的告知提醒以及便民举措、文化

交通、生活资讯等方面的信息；将市政府新闻办开通的“成都发

布”官方微博作为新闻发布、政务信息公开的重要平台，及时通

过微博向社会准确发布政府重大决策、惠民举措、重点工作进展、

大型活动和公共事件等各类权威信息，力争将“成都服务”和“成

都发布”打造成亲民为民、双向互动的政务信息发布和公众互动

交流平台。五是进一步抓好政府信息公开查询点标准化建设，改

善查询服务质量，切实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查询点的使用率和查阅

便捷度。提高市长公开电话接听率，继续推进市长公开电话、市

长信箱群众来电来信办理情况公开。 

（三）完善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常态化解读机制。切

实落实解读人制度，充分利用政府网站、新闻媒体、微博微信、

公开栏（屏）、公开资料等多种方式，细致全面、通俗易懂地做

好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宣传及政策解读，提

高重大政府信息的知晓度，让公众及时、深入地知晓和理解政府

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改革举措，便于公众准确掌握和适用。协同

市政府法制办，倒查各部门政策文件解读情况，密切跟踪评估解

读效果，提高政策解读的针对性、科学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四）加强工作考核监督及工作队伍建设。坚持把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纳入政府自身改革建设统筹推进，通过健全制度、明确

责任、规范流程等，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行为。坚持

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考核内容，通过严格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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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落实。坚持把政府信息公开纳入公务员培

训计划，扩大政府信息公开培训范围，全面增强公务员特别是领

导干部的政府信息公开意识和责任感。试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岗

位任前培训考核制度，确保具体工作人员熟悉相关政策和业务程

序，胜任岗位要求。 

七、需要说明的事项及附表 

（一）2013 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在开展政府信息主动公

开和依申请公开的同时，还为公众提供政府信息咨询服务

4162844 人次。其中，通过各类公开电话提供咨询 2270502 人次，

通过各种服务窗口提供咨询 1730041 人次，通过各级政府网站信

箱提供咨询 143301 人次，通过现场解答等其他方式提供咨询

19000 次。 

（二）2013 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受理公众对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的意见投诉 476 件（其中，意见 190 件，投诉 286 件），

已经办理答复 434 件（其中，意见 177 件，投诉 257 件），按

照《条例》和《规定》将在下年度办理答复的 42 件。已经办理

答复的 257 件投诉中，问题属实并予纠正的 100 件，问题属实但

不需纠正并予解释的 10 件，问题不属实的 147 件。 

（三）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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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 

 

指 标 名 称 单 位 数 量 

主动公开信息数 条 2682822 

正式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 件 1904 

  其中：1.在办 件 8 

        2.办结 件 1896 

           其中：1.同意提供 件 1417 

                 2.拒绝提供 件 479 

                  其中：1.涉及国家秘密 件 7 

                        2.涉及商业秘密 件 9 

                        3.涉及个人隐私 件 29 

4.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件 11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 件 92 

                  6.申请信息不存在 件 44 

                  7.申请内容不明确 件 172 

8.其他 件 115 

政府信息公开查询点数 件 3026 

政府信息公开查询点受理查询数 件 1970823 

政府信息咨询数 件 4162844 

  其中：1．公开电话 件 2270502 

        2．服务窗口 件 1730041 

        3．网络信箱 件 143301 

        4．其他 件 19000 

受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行政复议数 件 158 

收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行政诉讼数 件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