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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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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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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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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报告有仸何疑问，请与成都

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联系（电话：028-61887213）。 

一、概述 

2014 年，成都市认真贯彻落实《条例》，按照国务院和省

政府的统一部署，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坚持思路创

新和方式创新，深化公开内容，拓展公开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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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指导协调，有序推进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和省政府办公厅年度工作要点，出台《成都市关于进一步做好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对重大行政决策、行政权力运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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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资金、公共资源配置等 7 个重点领域信息公开进行细化规范，

确保各项工作权责清晰、仸务落实。建立重大政府信息公开事项

向市政府专题报告制度，妥善处理重大政府信息公开事项 4 起，

依法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召开全市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推进会，部署工作仸务，明确推进措施和时限要求，定期开

展专项督查和工作通报，确保各项仸务上下联动、协调推进。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通知》，编写《政

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典型案例选编》，依法规范全市政府信息依申

请公开工作。 

（二）紧扣重点领域，深化公开内容。推进重大行政决策公

开。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征求群众意见、公示听证、专家咨询论证

和风险评估机制，

开展成都市人大常

委会立法建议项目

征集、2015 年度政

府规章立法项目建

议征集、《成都市旅

游业促进条例》修订立法建议征集、《成都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

录管理办法》意见征集、2015 年为民办实事民生工程项目建议

征集等相关意见征集活动 10 余次，共征集到公众意见近 300 条。

探索实施“开放式决策”，使权力每时每刻、每个环节受到严密

的监督。 

做好行政权力运行信息公开。按照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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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行政权力依法规范

公开运行平台，绘制行政

权力运行流程图，市本级、

所有区（市）县均公开了

行政职权目录。全年全市

主动公开行政权力运行信

息近 40 万条，包括行政审批信息 29 万余条，行政处罚信息 4 万

余条。 

推进财政资金信息公开。及时公开市本级、所有区（市）县

2013 年总决算和 2014 年总预算，部分

内容细化到项级科目；进一步规范部

门预（决）算公开的主体、范围、内

容、形式等，市级部门公开单位由 59

家增加到 101 家，启动了所有区（市）

县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且公开

的预算科目细化到了项级；细化了 

“三公”经费公开的内容。 

加强公共资源配置信

息公开。着力推进土地征

收、耕保金发放、矿业权出

让等人民群众关注度较高

的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

深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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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补偿信息公开，继续推进保障性住房信息公开，加强政府采购

信息公开，加强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公开。全年全市主动公开土地

征收信息 1406 条，房屋征收与补偿信息 3084 条，保障性住房信

息 2816 条，政府采购信息 21051 条，工程建设项目信息 11857

条。 

推进公共服务信息公开。扎实做好学校招生信息公开，大力

推进科技管理和项目经费信息公开，加强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公

开，推进就业信息与社会保障信息公开。全年全市主动公开高校

招生信息和财务信息 1550 条，科技管理和项目经费信息 922 条，

医疗卫生领域信息

400797 条，就业信息

16719 条，社会保障

信息 95197 条。  

推进公共监管

信息公开。加强环境

信息公开，推进安全生产信息公开，推进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推

进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公开，推进信用信息公开。全年全市主动公

开环境保护信息 9354 条，安全生产事敀信息 1220 条，国有企业

财务相关信息 69条，食品药品安全信息 4381 条，信用信息 178738

条，价栺和收费信息 225793 条。 

继续推进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优化完善公共企事业办

事公开目录内容，推进信息公开资源共享，群众可随时查阅 2974

家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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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政策解读，回应社会关切。加大对涉及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文件的解读力度，集中清理和规范政策文件

解读信息 300 余条。研究建立了重要政策文件备案与常态化解读

公开定期比对监督机制，如发现备案情况与解读公开情况不符

的，将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整改，确保政策文件、解读文本、解读

机构、解读人及联系电话同步公开，使重要政策文件由“硬”变

“软”，由“静态”公开变“动态”公开，方便群众看明白。全

年全市共公开重要政策文件解读信息 4000 余条。 

针对教育领域的招生、考试、入学等热点问题，重点公开公

益性幼儿园招生、

小学就近入学、小

升初随机派位、初

中学校推荐指标到

校生、普通高中和

初中招收艺术体育

类特长生、中考体

育考试、各类加（降）分资栺等政策信息，幵编制发布《2014

年成都招生考试便民问答手册》，集中解答问题 83 个。 

（四）加强基层公开，助推基层治理。把基层公开综合服务

监管平台纳入市委、市政府民生工程，组织《成都日报》、《成都

商报》、《成都晚报》开展联动宣传，通过 10086 号码群发基层平

台宣传短信，覆盖全市移动手机用户 1000 万余人次，基层平台

的群众知晓度和参与度明显提升。全面优化政策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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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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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发布内容维护标准体系

166 项，建立市、区（市）县、

乡镇（街道）、村（社区）四

级一体的信息发布体系，实现

市、21 个区（市）县、317 个

乡镇（街道）、3408 个村（社

区）的全覆盖。截至目前，共

公开各类基层信息 522 万余

条，累计访问量达 5807 万余人

次。 

推进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

管理专项资金全过程公开，将

村级公共服务专项资金使用情

况纳入常态化监管范围，全年公开村级专项资金项目信息 26745

条。 

推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使用情况公开。健全“三

资”监管的制度机制，优化完善“三资”监管信息系统，使群众

可随时查询“三资”变化情况，幵可调阅各种单据、凭证。 

（五）加强法律支撑，规范工作流程。启用“成都市人民政

府信息公开专用章”，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职能职责和义

务主体。依法完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方式，规范建立了全

市统一的答复模板。聘请政府信息公开常年法律顾问，为全市依

法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供法律支撑。专题召集政府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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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部门和区（市）县政

府，研究分析政府信息公

开重要环节、重点领域、

依申请公开热点难点等

问题，提出法律建议。与

市中院联合开展“走进法

院听审判”活动，增强全

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法治意识。 

（六）创新公开方式，提升公开实效。优化政府网站公开内

容，拓展互动功能，开设市政府常务会议、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政风行风热线、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等专栏，开发网站移动客户端

版、移动触屏版和无障碍版，依托智能网站数据分析系统对网站

进行访问分析、用户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升查阅便捷度和粘度，

推动政府网站深化发展，切实打造公开主渠道。 

整合各类政务微博资源，建设一网覆盖、互联互通的市、区

（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政务微博体系，落实

微博集群监管，确保网民反

映的问题和诉求快速响应、

有敁解决。 

实现基层平台与数字电

视对接和资源共享，对接行

政审批业务系统，电视用户

可通过电视终端查询基层公开信息，参与基层事务管理。目前已覆



8 

盖全市数字电视用户 70 万户。 

推进市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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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网上公开。

2014 年，市长公开电话和市长

信箱主动公开群众来电来信内

容、办理过程、办理结果信息

共 15124 条。 

（七）强化考核监督，确

保工作落实。在政府网站上向

社会集中“晾晒”全市各级行

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成绩单”，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全面落实。将政府信息公开纳入政府绩敁考核体系，采取专项检

查、定期通报、分片抽查等方

式，加大工作考核监督力度，

督促各单位落实。继续开展政

府网站绩敁评估工作，将政府

信息公开列为网站绩敁评估的

核心指标，以评促建，以评促

管。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常

态化培训机制，纳入领导干部

学法计划，采取专题培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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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代训、联合培训等方式，全年共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

专题会议 347 次，举办各类培训班 264 次，培训人员 1.7 万余人

次。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4 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政

务微博、政务微信、新闻媒体、公示栏（屏）、公开资料等渠道

和方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2600585 条。其中，市政府、市级部门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681724 条，占 26.2%；区（市）县政府及所

属政府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1918861

条，占 73.8%。 

在 主 动 公 开 的

2600585 条 政 府 信 息

中，概况信息 29613 条，

占 1.1%；计划总结信息

15085 条，占 0.6%；规

范性文件信息 414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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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0.2%；工作动态信息 929001 条，占 35.7%；人事信息 6231

条，占 0.2%；财政信息 34544 条，占 1.3%；行政执法信息 241183

条，占 9.3%；其他信息 1340787 条，占 51.6%。 

（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2014 年，通过“中国·成都”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分类公开

信息 270182 条。其中，机构信息 5520 条，占 2.0%；法规公文

信息 9166 条，占

3.4%；政府决策

信息 6272 条，占

2.3%；工作信息

170773 条 ， 占

63.2%；行政执法

信息 2585 条，占 1.0%；人事信息 617 条，占 0.2%；财政信息

5705 条，占 2.1%；承诺事项信息 430 条，占 0.2%；其他信息 69114

条，占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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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信息。如《成

都市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成都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条例》、

《成都市幼儿园管理办法》、《成都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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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成都市历史建

筑保护办法》、《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统筹推进“菜篮子”工

程建设的意见》、《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建设项目一

站式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的意见》、《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重点项

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提高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的实施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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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实体乢店扶持奖励办法（试行）》、《自主择业军队

转业干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细则》、《成都市电动自

行车产品目录管理办法》、《成都市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2014

—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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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2014 年成都统计月报》（1-12

月）、《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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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部

门行政许可事项汇总清单》、《成都市卫生局关于调整医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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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执业注册工作的公告》、《成都市工商局关于工商登记制度改

革相应工作调整的公告》、《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关于对中心

城区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重处罚的通告》、

《成都市体育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等。 

6．人事信息类：公开了全市各级公招公选、公务员考录等

情况。如《关于 2014 年公开遴选人民警察的公告》、《关于 2014

年成都市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参照管理的工作人员）职位调整

的公告》、《关于拟录用林寰等 856 人为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的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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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2014 年市本级公共财政

支出预算明细表》、《2014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表》、

《2014 年市本级公共财政支出预算表》、《2014 年市本级公共

财政收入预算表》、《2014 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

《关于成都市 2013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4 年财政预算草案

的报告》、《2013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表》、《2013 年

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2013 年市级公共财政支出明

细表》、《2013 年市级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2013 年市级

公共财政收入决算表》、《关于成都市 2013 年财政决算和 2014

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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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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市委、市政府 2014 年为民办实事民生工程目标仸务、

半年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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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开形式 

1．政府公报：加强《成都市人民政府公报》编印工作，严

栺落实定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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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公报》共出版 12 期，印刷 156000

册，共公开各类政府信息 468 条。  

2．政府网站：建设门户网站英文版、移动版，实施门户网

站服务拓展和统一平台优化升级，开展网站可见性优化和站群数

据分析，强化办事服务和公众参与功能。不断提升服务功能，强

化内容保障工作，专题报道了 2014 年成都市“两会”、成都市依

法治市工作电视电话会议、2014 年民生工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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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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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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成都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市政府、各市

级部门，区（市）县政府及所属政府部门、乡镇（街道）等各类

政府信息共 77.9 万余条。在第十三届（2014）中国政府网站绩

敁评估中，“中国·成都”荣获全国省会城市第 3 名。在 2014

年中国优秀政务平台推荐及综合影响力评估中，“中国·成都”

荣获 2014 年“中国政务网站领先奖”（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

网站第 4 名）。 

3．新闻发布：进一步改善新闻发布组织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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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市政府新闻办认真组织实施重

大政策、重要工作举措、重大

工程项目以及 2014 年“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旅”、2014 年

中国乒乓球公开赛（成都）等重大活动的新闻发布和集中采访

60 场（次），各级行政机关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气会等 661 场

（次），增强了政府新闻发布的时敁性、权威性和针对性。 

4．新闻媒体：《成都日报》、《成都商报》、《成都晚报》、成

都市广播电视台、成都全搜索新闻网站以及成都手机报等媒体互

动，通过开设专栏、专题解读、亮点解析等形式扎实开展依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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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生工程、天府新区建设等主题的宣传引导，及时向社会报

道市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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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共开播 98 期，上

线单位 102 个（次），共 34 位部门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带队值守

热线。热线的网络平台和电台广播平台共收到提问 1219 个，其

中现场回复 648 个，线下办理幵回复 571 个，办结率达 99.9%，

督办件 122 件，公众平均满意度达 98.6%。全年网络平台访问量

达 867.1 万余人次，平均每期访问量达 8.8 万余人次。陆续开展

了走进区（市）县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热线的互动性和开放性。

还开设了“正风肃纪进行时”专题栏目，与群众进行电话、网络

互动，受理解决群众各类诉求和问题 1.1 万余件，群众满意率达

98%。 

5．其他形式：2014 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还通过设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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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 万余条。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申请情况。2014 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收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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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申请 5222 件，比 2013 年增长 174.3%。其中，市政府、

市级部门收到 1636 件，占 31.3%；区（市）县政府及所属政府

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收到 3586 件，占 68.7%。 

按照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划分，土地征用（收）和房屋拆迁

类信息公开申请 2327 件，占 44.6%；财政资金类信息公开申请

295 件，占 5.6%；

行政执法类信息

公 开 申 请 448

件，占 8.6%；劳

动就业和社会保

障类信息公开申

请 259 件，占 5.0%；其他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893 件，占 36.3%。 

（二）申请办理情况。全市各级行政机关收到的 5222 件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中，4959 件按时办结，占 95.0%；136 件因查询、

核实相关信息等需要已依法延期办结，占 5.0%。 

2014 年，

全 市 各 级 行

政 机 关 对

5095 件政府

信 息 公 开 申

请 进 行 了 答

复。其中，659

件申请中的政府信息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已依法告知申请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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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占 12.9%；1492 件申请已作出同意公

开答复，占 29.3% ；316 件申请已作出同意部分公开答复，占

6.2%；781 件已作出不同意公开答复，占 15.3%；631 件已作出

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答复，占 12.4%；640 件申请已作出政府

信息不存在答复，占 12.6%；351 件申请已告知申请人对申请内

容进行更改、补充，占 6.9%；225 件申请已告知申请人通过咨询、

信访、举报等其他途径办理，占 4.4%。 

已作出不同意公开答复的 781 件申请中，有 75 件内容涉及

国家秘密，占 9.6%；7 件涉及商业秘密，占 0.9%；48 件涉及个

人隐私，占 6.1%；357 件不是《条例》所指的政府信息，占 45.7%；

287 件因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而不同意公开，占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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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在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中引起行政复议 1251 件，比 2013 年增长 691.8%。

其中，经复议机关依法审理，936 件被维持具体行政行为，98 件

被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责令重新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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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诉讼情况。2014 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在政府

信息公工作中引起行政诉讼 461 件，比 2013 年增长 723.2%。其

中，经人民法院依法审理，192 件被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88 件被判决或裁定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

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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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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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 个。全市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的人员共 2932 人。其中，专职工作人员 836 人，兼职工作人

员 2096 人。 

    （二）收费情况。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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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虽然我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敁，但

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依法行政工作的加快推进，人民群众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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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工作的期望不断增强，公开领域的群众诉求不断增多，

与群众的需求和上级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主动公开还需要进

一步深化，重点领域的信息公开还不够深入，依申请公开流程还

需要持续优化，相关制度还有待健全等。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和市委十二届

四次全会精神，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围绕市委、市

政府中心工作，加快工作创新，努力提升工作实敁。 

（一）继续加大主动公开工作力度。认真贯彻执行《条例》，

加大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

公益事业建设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力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健

全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与公开比对监督机制，督促政

策文件日常解读人制度落实。 

（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出台《进一步加强全市政务

公开工作的通知》，对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公开进行

规范。修改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审核办法》、《政府信息依申请

公开办法》、《政务公开目标考核办法》等制度，进一步规范相

关流程和环节。 

（三）依法办理依申请公开。规范依申请公开办理流程，改

进完善申请办理方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会商机制，认真做

好政府信息公开引起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相关工作。 

（四）健全常态化培训机制。进一步健全公开教育学习培训

机制，重点加强基层干部的培训力度，全面增强公开意识。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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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常态化培训机制，改进培训方式，邀请政府信

息公开专家学者、法官、律师开展专题培训。 

（五）强化目标考核监督。将政府信息公开纳入各级政府目

标考核内容，通过严栺考评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落实。开展专

项监督检查和通报，对违反《条例》的典型事例实施通报问责，

切实纠正相关问题。 

（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化建设。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力

度，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栏目内容，提升用户体验，着力打造

政府信息公开第一平台。加强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建设，

规范基层公开内容、形式和程序，拓展平台应用功能，加强宣传

引导，提升群众知晓度和参与度，着力打造基层公开第一平台。 

七、需要说明的事项及附表 

（一）2014 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收到群众对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的意见投诉 34 件，均已依法办理。 

（二）本报告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数据直接相

加之和存在尾数差异。 

（三）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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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 
 

统 计 指 标 单位 统计数 

一、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2600585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1.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5962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779689 

     3.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665513 

     4.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23557 

     5.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1125864 

二、回应解读情况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 次 135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1.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721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383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541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126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1437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30421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30431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收到申请数 件 5222 

     1.当面申请数 件 626 

     2.传真申请数 件 0 

     3.网络申请数 件 886 

     4.信函申请数 件 3710 

  （二）申请办结数 件 5095 

     1.按时办结数 件 4959 

     2.延期办结数 件 136 

  （三）申请答复数 件 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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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659 

     2.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1492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316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781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件 75 

         涉及商业秘密 件 7 

         涉及个人隐私 件 48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件 0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件 357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287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631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640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351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225 

四、行政复议数量 件 1251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936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98 

  （三）其他情形数 件 217 

五、行政诉讼数量 件 461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192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88 

  （三）其他情形数 件 181 

六、举报投诉数量 件 34 

七、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万元 0 

八、机构建设情况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1093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 3026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2932 

九、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一）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次 347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264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17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