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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报告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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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求，由成都市人民政府综合

市本级和各区（市）县的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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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案件情况，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人员及收费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需要说明的事

项及附表等七大版块。

报告所列数据统计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

报告电子版可在成都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chengdu.gov.cn）下载。

如对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成都市大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公室联系（电话：

028-61887213；电子邮箱：cdxxgk@chengdu.gov.cn）。

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七大版块

概述

主动公开政府
信息情况

依申请公开政府
信息情况

政府信息公开类
行政案件情况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
人员及收费情况

存在的主要问题
及改进措施

需要说明的
事项及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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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成都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

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社会关切，严格落实《条例》《规定》以及年度工作

要点，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持续深化公开内容，不断拓展公开载

体，努力提升公开实效，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为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创造更加公开透明的政务环境 。

一、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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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公开。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布《成都市都市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2018-2035）》《“南拓”区域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成都市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评定管理办法》，公布《2017年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

表》，农业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

4.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审计信息公开。

深化政府预决算公开，通过“财政预决算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了除涉密信

息外的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成都市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及相关报表、成都市2016年财政决算和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及相关附件表格。除

涉密部门外，使用财政拨

款的104个市级部门均按统

一格式和口径在市政府门

户 网 站 公 开 本 部 门 预 决

算。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及

时公开市本级2017年“三

公”经费预算汇总情况和

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

汇总情况，105个市级部门

按统一格式和口径公开本

部门2017年使用财政拨款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和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情况。推进政府采购信息

公开，依法公开监督处罚信息。在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市审计局官网及时公开《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16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

于201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印发《2017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方案》，对政府系统建议提案

办理及结果公开提出明确要求；加大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检查力度，对涉及公共利

益、公众权益、社会关注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提案办理复文，经与建议提案者

协商同意后及时公开，接受代表、委员和社会监督。全年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结果信息

4836条。

        

3.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

发布《2017年成都市重点项目名单》，将1009个重点项目及时录入“成都市重

点项目VIP服务系统”“成都市投资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项目业主可及时进行问

题协调及办件进度查询。动态调整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有序扩大项目进场交易范

围，扎实做好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信息公开。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着力推进省市县三级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实现交易信息同步发布。

2017年，通过省政府采购网、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等渠道公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交易信息5982条，公共资源交

易全流程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4.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信息公开。

举办“2017年成都市PPP项目推介

及与中国PPP基金深化合作”新闻发布

会，发布《成都市2017年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目推介公告》，公

开PPP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办事

指南，以及项目进展、专家库、咨询

机构参与项目情况等，激发社会资本

参与热情。

1.推进“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

健全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完成市建委、市交委、市国土局等单位507项行政

权力事项的审核调整。调整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418项，相关信息均在市政府政

务中心门户网站全面公开。逐项清理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前置条件和中介服务，

1. 加强预期引导。

运用撰稿解读、新闻发布会、图文解读等多种形式，宣传解读市委市政府出台

的《成都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成都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

三五”规划》《关于创新要素供给

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

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成

都产业新政50条）《成都实施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成都

人才新政12条）等涉及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财政、创业就业政策，及时准确地将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意图传递给

市场和企业，以政策解读的“透”赢得市场预期的“稳”。

2.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

及时公布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

张目录清单，以及中介

服务收费目录、涉企经

营服务性收费减免措施

等，让公众对政府收费

项目一目了然。

分别核实、调整1097项和107项。开

展村（社区）证明事项清理规范工

作，依法取消298项不合法、不合理

及为规避部门责任而要求群众提供

的证明材料，保留15项，受到中央

和省市领导肯定性批示。印发《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取消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

知》，取消行政许可14项。印发

《关于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监督检查的通知》，各区（市）县和市级行政执

法部门分类制定和细化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参

与“双随机”抽查，有效促进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编制完成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并在市政府网站集

中公开。对接使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认领事项14万条，上线运行11万条。建

设全市统一的电视政务大厅，可为全市400万用户家庭约1200万人提供服务。按照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在成华区和市商物投公司所属益民菜市试点推进天府通自

助服务终端建设，并协调相关单位做好50个试点点位部署工作，可为市民提供84项

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事项。　

2. 推进国资国企信息公开。

印发《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绩效

考核办法》《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目

标任务》，及时公开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财务指

标、整体运行情况、业绩考核结果、国有资产

转让等事项的信息，重点公开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改革重组、负责人职务变动及招聘信息。

1.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工作信息公开。

及时发布《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成都市科技型企业培育行动计划2017-2025）》《成都市建设“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

市产业能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细则》《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

中心城市产业能级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实施细则》，印发《关于印发成都市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成都市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与资助管理办

法》等，发布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石化、新产品及仪器类等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82个，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在市经信委网站“过剩产能工作信息公开

专栏”公开推进化解过

剩产能工作相关情况。

在全国率先创建军民融

合产业统计体系，建立

“民参军”信息发布平

台，定期发布有关政策

及需求信息，有效推动

了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2.推进消费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工作信息公开。

编制发布《成都市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电子商务发展“十三

五”规划》《2016年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天堂白皮书》《2016成都餐饮业调

查报告》，制定中心城区商贸产业提升、国际美食之都建设、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建设

等工作方案，着力构建商贸产业生态体系，提升商贸产业国际化能级。开通今日头

条、一点号、企鹅号、网易号、搜狐号和“四川在线问政四川”“麻辣社区问政四

川”成都质监版块，及时推送相关信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开设市长质量奖专栏，及

时公开评选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开展“质检利剑”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对食

品、消防、化工等2972批次产品开展产品质量抽查，抽查结果及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

况在市质监局门户网站公开。

1.推进扶贫脱贫和社会救助信息公开。

主动公开扶贫攻坚政策、咨询

渠道、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通过编

印操作手册、明白卡、专题培训、驻

村干部讲解等方式，加大惠农政策公

开力度。在市民政局官网设置城乡低

保、医疗救助、特困人员供养、临时

救助等专栏，社会救助政策均在相应

栏目中及时公开。印制《成都市民政

工作事项服务指南手册》，发放到各区（市）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2.推进就业社保信息公开。

在人社局门户网站、官网

微博、微信及时公开就业创业

及市直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信

息，每季度发布成都市公共人

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

报告。编制《成都市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成

都市社会保险经办工作适用文

件汇编》，定期公开社保基金收支结余及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及待遇享受人数情况，通

过“成都社保”微信公开社保关系转续经办机构联系方式相关信息。及时公开基本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相关政策文件、办理流程及服务机构。在市人社局门户网站统一

发布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信息，及时公开201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3.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依法及时公开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等信息，每日发布空气质量指

数（AQI）和空气质量监测信息，

每月发布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公

告，公布各区（市）县空气质量

排名。按月发布全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报告、地表水水质

报告和降水监测报告。开设污染

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专栏，依法公开重点污染源基本信息、污染源监测、工业污染防

治、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等信息。

　

4.推进教育卫生领域信息公开。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划片、随迁子

女入学信息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在全省教育系统率先出台《成都市教

育系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

诉请求目录清单（试行）》。成都教

育网新增“民办教育”“教育民生实

事完成情况”等栏目，全年访问量

382.8万余人次，小学校（幼儿园）信息大全及电子地图导航平台，年访问量83万余

人次。按成都市医疗服务项目与价格规范，在公立医院收费场所以公示牌、电子触摸

屏、计算机查询系统等，公示常规医疗服务价格、常用药品和主要医用耗材价格信

息，在电子显示屏公示按病种收费标准信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透明度。

5.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信息公开。

全面公开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在市食药监局门户

网站公开监督抽检信息21起。及时公开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监督检查和执

法情况。

1.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推进公开。

及时公开《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

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

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加大非法集资案件查处和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公开力度，初步

建成监测预警系统“蓉金卫士”并上

线测试。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反

洗钱等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重点

公开成都市金融运行情况、征信查询网点、金融支持自贸区实施意见等工作情况。

2.围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进公开。

印发《成都市房地产业五年规划》《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五年规划》《成

都市住房保障五年规划》《关于完善我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关于商品住房开盘

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

房有关事宜的通知》等，

第一时间通过传统媒体及

新媒体进行政策解读及舆

情回应。建立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平台，平台房源总

量27.8万余条，浏览量累

计860万余次。通过“成

都市住房保障信息网”

“人才安居服务网”等，

及时发布住房保障和人才

安居工作信息。及时公开用地政策和报省、市批准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涉密项目

除外），以及征地批文、征地告知书、“一书四方案”、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等信息。

3.围绕防范遏制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推进公开。

每月定期公开行政处罚

案件信息和安全生产监察执

法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生

产安全事故52起，事故调查

处理报告2件，挂牌督办重大

事故隐患78件。每季度及时发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职业病危害预判预控信息，提升

人民群众安全生产事故防范意识和能力。

4.围绕防范重大舆情及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推进公开。

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网络舆情及突发事件，在推进线下处理的同时

借助新闻发布会、新闻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及时发布权威声音，公

开事件真相，解答群众疑惑。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回应社会关切112565次。

1.进一步完善“五公开”工作

机制。

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名义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政务

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严格执

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1189个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按时公开率100%。印发《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

方案》，推荐新津县作为全国100个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区县之一，指导新津县建立基

层公开试点工作专栏，及时公开进展情况，广泛接受监督。2017年，在全国政府网站

成都现场会上，国办充分肯定我市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建设工作。

2.进一步加强解读回应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成都市政策解读规定》，坚持“谁起草、谁解读、谁负责”、

政策“发布、解读、回应”三联动以及“政策文件、解读文本、解读机构、解读人、

日常联系方式及新闻通稿”六公开等工作原则，持续完善公开即时解读、跟踪回应解

读、常态化解读、综合集成解读四种解读方式，共公开政策解读信息3900余条，确保

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

健全网络理政平台工作

机制和系统功能，按照“六

位一体”工作思路，推动书

记市长信箱、网络论坛、

12345热线、政务APP、微

博、微信等政务新媒体集成

运行，推动市县乡2732个领

导网络信箱统筹开放，实现

了三级网络理政体系全天候对外服务，提高市民群众参与度，提升参与使用便捷度。

依托“成都服务”政务新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手机APP）

平台，为市民和企业提供办事咨询、问题投诉、建言献策、信息资讯等服务。

4.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建设。

升级改版市政府门户网站，有效提升信息公开、回应关切和便民服务水平。建成

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移动客户端（APP），组织全市维护管理人员下载应用。

对基层平台内容呈现方式进行优化升级，提升公众访问便捷度。增设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管理系统自动识别报错提醒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度。

5.进一步强化能力建设。

改进政务公开业务培训指导方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专家、复议机关、司法机

关、政府信息公开岗位人员专题业务研讨会，一对一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疑难问题。建

立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和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季

度通报制度。改进监督检查方式，以问题清单和典型案例督促各单位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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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公开。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布《成都市都市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2018-2035）》《“南拓”区域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成都市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评定管理办法》，公布《2017年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

表》，农业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

4.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审计信息公开。

深化政府预决算公开，通过“财政预决算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了除涉密信

息外的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成都市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及相关报表、成都市2016年财政决算和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及相关附件表格。除

涉密部门外，使用财政拨

款的104个市级部门均按统

一格式和口径在市政府门

户 网 站 公 开 本 部 门 预 决

算。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及

时公开市本级2017年“三

公”经费预算汇总情况和

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

汇总情况，105个市级部门

按统一格式和口径公开本

部门2017年使用财政拨款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和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情况。推进政府采购信息

公开，依法公开监督处罚信息。在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市审计局官网及时公开《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16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

于201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印发《2017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方案》，对政府系统建议提案

办理及结果公开提出明确要求；加大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检查力度，对涉及公共利

益、公众权益、社会关注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提案办理复文，经与建议提案者

协商同意后及时公开，接受代表、委员和社会监督。全年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结果信息

4836条。

        

3.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

发布《2017年成都市重点项目名单》，将1009个重点项目及时录入“成都市重

点项目VIP服务系统”“成都市投资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项目业主可及时进行问

题协调及办件进度查询。动态调整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有序扩大项目进场交易范

围，扎实做好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信息公开。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着力推进省市县三级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实现交易信息同步发布。

2017年，通过省政府采购网、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等渠道公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交易信息5982条，公共资源交

易全流程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4.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信息公开。

举办“2017年成都市PPP项目推介

及与中国PPP基金深化合作”新闻发布

会，发布《成都市2017年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目推介公告》，公

开PPP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办事

指南，以及项目进展、专家库、咨询

机构参与项目情况等，激发社会资本

参与热情。

1.推进“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

健全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完成市建委、市交委、市国土局等单位507项行政

权力事项的审核调整。调整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418项，相关信息均在市政府政

务中心门户网站全面公开。逐项清理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前置条件和中介服务，

1. 加强预期引导。

运用撰稿解读、新闻发布会、图文解读等多种形式，宣传解读市委市政府出台

的《成都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成都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

三五”规划》《关于创新要素供给

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

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成

都产业新政50条）《成都实施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成都

人才新政12条）等涉及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财政、创业就业政策，及时准确地将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意图传递给

市场和企业，以政策解读的“透”赢得市场预期的“稳”。

2.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

及时公布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

张目录清单，以及中介

服务收费目录、涉企经

营服务性收费减免措施

等，让公众对政府收费

项目一目了然。

分别核实、调整1097项和107项。开

展村（社区）证明事项清理规范工

作，依法取消298项不合法、不合理

及为规避部门责任而要求群众提供

的证明材料，保留15项，受到中央

和省市领导肯定性批示。印发《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取消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

知》，取消行政许可14项。印发

《关于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监督检查的通知》，各区（市）县和市级行政执

法部门分类制定和细化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参

与“双随机”抽查，有效促进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编制完成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并在市政府网站集

中公开。对接使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认领事项14万条，上线运行11万条。建

设全市统一的电视政务大厅，可为全市400万用户家庭约1200万人提供服务。按照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在成华区和市商物投公司所属益民菜市试点推进天府通自

助服务终端建设，并协调相关单位做好50个试点点位部署工作，可为市民提供84项

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事项。　

2. 推进国资国企信息公开。

印发《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绩效

考核办法》《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目

标任务》，及时公开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财务指

标、整体运行情况、业绩考核结果、国有资产

转让等事项的信息，重点公开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改革重组、负责人职务变动及招聘信息。

1.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工作信息公开。

及时发布《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成都市科技型企业培育行动计划2017-2025）》《成都市建设“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

市产业能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细则》《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

中心城市产业能级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实施细则》，印发《关于印发成都市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成都市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与资助管理办

法》等，发布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石化、新产品及仪器类等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82个，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在市经信委网站“过剩产能工作信息公开

专栏”公开推进化解过

剩产能工作相关情况。

在全国率先创建军民融

合产业统计体系，建立

“民参军”信息发布平

台，定期发布有关政策

及需求信息，有效推动

了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2.推进消费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工作信息公开。

编制发布《成都市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电子商务发展“十三

五”规划》《2016年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天堂白皮书》《2016成都餐饮业调

查报告》，制定中心城区商贸产业提升、国际美食之都建设、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建设

等工作方案，着力构建商贸产业生态体系，提升商贸产业国际化能级。开通今日头

条、一点号、企鹅号、网易号、搜狐号和“四川在线问政四川”“麻辣社区问政四

川”成都质监版块，及时推送相关信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开设市长质量奖专栏，及

时公开评选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开展“质检利剑”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对食

品、消防、化工等2972批次产品开展产品质量抽查，抽查结果及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

况在市质监局门户网站公开。

1.推进扶贫脱贫和社会救助信息公开。

主动公开扶贫攻坚政策、咨询

渠道、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通过编

印操作手册、明白卡、专题培训、驻

村干部讲解等方式，加大惠农政策公

开力度。在市民政局官网设置城乡低

保、医疗救助、特困人员供养、临时

救助等专栏，社会救助政策均在相应

栏目中及时公开。印制《成都市民政

工作事项服务指南手册》，发放到各区（市）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2.推进就业社保信息公开。

在人社局门户网站、官网

微博、微信及时公开就业创业

及市直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信

息，每季度发布成都市公共人

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

报告。编制《成都市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成

都市社会保险经办工作适用文

件汇编》，定期公开社保基金收支结余及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及待遇享受人数情况，通

过“成都社保”微信公开社保关系转续经办机构联系方式相关信息。及时公开基本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相关政策文件、办理流程及服务机构。在市人社局门户网站统一

发布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信息，及时公开201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3.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依法及时公开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等信息，每日发布空气质量指

数（AQI）和空气质量监测信息，

每月发布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公

告，公布各区（市）县空气质量

排名。按月发布全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报告、地表水水质

报告和降水监测报告。开设污染

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专栏，依法公开重点污染源基本信息、污染源监测、工业污染防

治、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等信息。

　

4.推进教育卫生领域信息公开。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划片、随迁子

女入学信息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在全省教育系统率先出台《成都市教

育系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

诉请求目录清单（试行）》。成都教

育网新增“民办教育”“教育民生实

事完成情况”等栏目，全年访问量

382.8万余人次，小学校（幼儿园）信息大全及电子地图导航平台，年访问量83万余

人次。按成都市医疗服务项目与价格规范，在公立医院收费场所以公示牌、电子触摸

屏、计算机查询系统等，公示常规医疗服务价格、常用药品和主要医用耗材价格信

息，在电子显示屏公示按病种收费标准信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透明度。

5.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信息公开。

全面公开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在市食药监局门户

网站公开监督抽检信息21起。及时公开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监督检查和执

法情况。

1.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推进公开。

及时公开《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

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

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加大非法集资案件查处和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公开力度，初步

建成监测预警系统“蓉金卫士”并上

线测试。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反

洗钱等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重点

公开成都市金融运行情况、征信查询网点、金融支持自贸区实施意见等工作情况。

2.围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进公开。

印发《成都市房地产业五年规划》《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五年规划》《成

都市住房保障五年规划》《关于完善我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关于商品住房开盘

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

房有关事宜的通知》等，

第一时间通过传统媒体及

新媒体进行政策解读及舆

情回应。建立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平台，平台房源总

量27.8万余条，浏览量累

计860万余次。通过“成

都市住房保障信息网”

“人才安居服务网”等，

及时发布住房保障和人才

安居工作信息。及时公开用地政策和报省、市批准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涉密项目

除外），以及征地批文、征地告知书、“一书四方案”、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等信息。

3.围绕防范遏制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推进公开。

每月定期公开行政处罚

案件信息和安全生产监察执

法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生

产安全事故52起，事故调查

处理报告2件，挂牌督办重大

事故隐患78件。每季度及时发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职业病危害预判预控信息，提升

人民群众安全生产事故防范意识和能力。

4.围绕防范重大舆情及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推进公开。

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网络舆情及突发事件，在推进线下处理的同时

借助新闻发布会、新闻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及时发布权威声音，公

开事件真相，解答群众疑惑。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回应社会关切112565次。

1.进一步完善“五公开”工作

机制。

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名义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政务

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严格执

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1189个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按时公开率100%。印发《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

方案》，推荐新津县作为全国100个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区县之一，指导新津县建立基

层公开试点工作专栏，及时公开进展情况，广泛接受监督。2017年，在全国政府网站

成都现场会上，国办充分肯定我市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建设工作。

2.进一步加强解读回应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成都市政策解读规定》，坚持“谁起草、谁解读、谁负责”、

政策“发布、解读、回应”三联动以及“政策文件、解读文本、解读机构、解读人、

日常联系方式及新闻通稿”六公开等工作原则，持续完善公开即时解读、跟踪回应解

读、常态化解读、综合集成解读四种解读方式，共公开政策解读信息3900余条，确保

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

健全网络理政平台工作

机制和系统功能，按照“六

位一体”工作思路，推动书

记市长信箱、网络论坛、

12345热线、政务APP、微

博、微信等政务新媒体集成

运行，推动市县乡2732个领

导网络信箱统筹开放，实现

了三级网络理政体系全天候对外服务，提高市民群众参与度，提升参与使用便捷度。

依托“成都服务”政务新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手机APP）

平台，为市民和企业提供办事咨询、问题投诉、建言献策、信息资讯等服务。

4.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建设。

升级改版市政府门户网站，有效提升信息公开、回应关切和便民服务水平。建成

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移动客户端（APP），组织全市维护管理人员下载应用。

对基层平台内容呈现方式进行优化升级，提升公众访问便捷度。增设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管理系统自动识别报错提醒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度。

5.进一步强化能力建设。

改进政务公开业务培训指导方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专家、复议机关、司法机

关、政府信息公开岗位人员专题业务研讨会，一对一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疑难问题。建

立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和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季

度通报制度。改进监督检查方式，以问题清单和典型案例督促各单位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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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公开。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布《成都市都市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2018-2035）》《“南拓”区域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成都市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评定管理办法》，公布《2017年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

表》，农业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

4.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审计信息公开。

深化政府预决算公开，通过“财政预决算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了除涉密信

息外的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成都市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及相关报表、成都市2016年财政决算和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及相关附件表格。除

涉密部门外，使用财政拨

款的104个市级部门均按统

一格式和口径在市政府门

户 网 站 公 开 本 部 门 预 决

算。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及

时公开市本级2017年“三

公”经费预算汇总情况和

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

汇总情况，105个市级部门

按统一格式和口径公开本

部门2017年使用财政拨款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和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情况。推进政府采购信息

公开，依法公开监督处罚信息。在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市审计局官网及时公开《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16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

于201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印发《2017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方案》，对政府系统建议提案

办理及结果公开提出明确要求；加大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检查力度，对涉及公共利

益、公众权益、社会关注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提案办理复文，经与建议提案者

协商同意后及时公开，接受代表、委员和社会监督。全年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结果信息

4836条。

        

3.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

发布《2017年成都市重点项目名单》，将1009个重点项目及时录入“成都市重

点项目VIP服务系统”“成都市投资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项目业主可及时进行问

题协调及办件进度查询。动态调整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有序扩大项目进场交易范

围，扎实做好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信息公开。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着力推进省市县三级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实现交易信息同步发布。

2017年，通过省政府采购网、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等渠道公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交易信息5982条，公共资源交

易全流程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4.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信息公开。

举办“2017年成都市PPP项目推介

及与中国PPP基金深化合作”新闻发布

会，发布《成都市2017年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目推介公告》，公

开PPP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办事

指南，以及项目进展、专家库、咨询

机构参与项目情况等，激发社会资本

参与热情。

1.推进“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

健全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完成市建委、市交委、市国土局等单位507项行政

权力事项的审核调整。调整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418项，相关信息均在市政府政

务中心门户网站全面公开。逐项清理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前置条件和中介服务，

1. 加强预期引导。

运用撰稿解读、新闻发布会、图文解读等多种形式，宣传解读市委市政府出台

的《成都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成都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

三五”规划》《关于创新要素供给

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

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成

都产业新政50条）《成都实施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成都

人才新政12条）等涉及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财政、创业就业政策，及时准确地将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意图传递给

市场和企业，以政策解读的“透”赢得市场预期的“稳”。

2.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

及时公布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

张目录清单，以及中介

服务收费目录、涉企经

营服务性收费减免措施

等，让公众对政府收费

项目一目了然。

分别核实、调整1097项和107项。开

展村（社区）证明事项清理规范工

作，依法取消298项不合法、不合理

及为规避部门责任而要求群众提供

的证明材料，保留15项，受到中央

和省市领导肯定性批示。印发《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取消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

知》，取消行政许可14项。印发

《关于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监督检查的通知》，各区（市）县和市级行政执

法部门分类制定和细化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参

与“双随机”抽查，有效促进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编制完成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并在市政府网站集

中公开。对接使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认领事项14万条，上线运行11万条。建

设全市统一的电视政务大厅，可为全市400万用户家庭约1200万人提供服务。按照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在成华区和市商物投公司所属益民菜市试点推进天府通自

助服务终端建设，并协调相关单位做好50个试点点位部署工作，可为市民提供84项

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事项。　

2. 推进国资国企信息公开。

印发《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绩效

考核办法》《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目

标任务》，及时公开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财务指

标、整体运行情况、业绩考核结果、国有资产

转让等事项的信息，重点公开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改革重组、负责人职务变动及招聘信息。

1.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工作信息公开。

及时发布《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成都市科技型企业培育行动计划2017-2025）》《成都市建设“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

市产业能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细则》《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

中心城市产业能级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实施细则》，印发《关于印发成都市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成都市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与资助管理办

法》等，发布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石化、新产品及仪器类等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82个，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在市经信委网站“过剩产能工作信息公开

专栏”公开推进化解过

剩产能工作相关情况。

在全国率先创建军民融

合产业统计体系，建立

“民参军”信息发布平

台，定期发布有关政策

及需求信息，有效推动

了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2.推进消费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工作信息公开。

编制发布《成都市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电子商务发展“十三

五”规划》《2016年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天堂白皮书》《2016成都餐饮业调

查报告》，制定中心城区商贸产业提升、国际美食之都建设、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建设

等工作方案，着力构建商贸产业生态体系，提升商贸产业国际化能级。开通今日头

条、一点号、企鹅号、网易号、搜狐号和“四川在线问政四川”“麻辣社区问政四

川”成都质监版块，及时推送相关信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开设市长质量奖专栏，及

时公开评选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开展“质检利剑”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对食

品、消防、化工等2972批次产品开展产品质量抽查，抽查结果及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

况在市质监局门户网站公开。

1.推进扶贫脱贫和社会救助信息公开。

主动公开扶贫攻坚政策、咨询

渠道、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通过编

印操作手册、明白卡、专题培训、驻

村干部讲解等方式，加大惠农政策公

开力度。在市民政局官网设置城乡低

保、医疗救助、特困人员供养、临时

救助等专栏，社会救助政策均在相应

栏目中及时公开。印制《成都市民政

工作事项服务指南手册》，发放到各区（市）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2.推进就业社保信息公开。

在人社局门户网站、官网

微博、微信及时公开就业创业

及市直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信

息，每季度发布成都市公共人

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

报告。编制《成都市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成

都市社会保险经办工作适用文

件汇编》，定期公开社保基金收支结余及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及待遇享受人数情况，通

过“成都社保”微信公开社保关系转续经办机构联系方式相关信息。及时公开基本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相关政策文件、办理流程及服务机构。在市人社局门户网站统一

发布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信息，及时公开201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3.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依法及时公开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等信息，每日发布空气质量指

数（AQI）和空气质量监测信息，

每月发布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公

告，公布各区（市）县空气质量

排名。按月发布全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报告、地表水水质

报告和降水监测报告。开设污染

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专栏，依法公开重点污染源基本信息、污染源监测、工业污染防

治、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等信息。

　

4.推进教育卫生领域信息公开。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划片、随迁子

女入学信息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在全省教育系统率先出台《成都市教

育系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

诉请求目录清单（试行）》。成都教

育网新增“民办教育”“教育民生实

事完成情况”等栏目，全年访问量

382.8万余人次，小学校（幼儿园）信息大全及电子地图导航平台，年访问量83万余

人次。按成都市医疗服务项目与价格规范，在公立医院收费场所以公示牌、电子触摸

屏、计算机查询系统等，公示常规医疗服务价格、常用药品和主要医用耗材价格信

息，在电子显示屏公示按病种收费标准信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透明度。

5.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信息公开。

全面公开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在市食药监局门户

网站公开监督抽检信息21起。及时公开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监督检查和执

法情况。

1.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推进公开。

及时公开《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

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

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加大非法集资案件查处和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公开力度，初步

建成监测预警系统“蓉金卫士”并上

线测试。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反

洗钱等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重点

公开成都市金融运行情况、征信查询网点、金融支持自贸区实施意见等工作情况。

2.围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进公开。

印发《成都市房地产业五年规划》《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五年规划》《成

都市住房保障五年规划》《关于完善我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关于商品住房开盘

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

房有关事宜的通知》等，

第一时间通过传统媒体及

新媒体进行政策解读及舆

情回应。建立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平台，平台房源总

量27.8万余条，浏览量累

计860万余次。通过“成

都市住房保障信息网”

“人才安居服务网”等，

及时发布住房保障和人才

安居工作信息。及时公开用地政策和报省、市批准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涉密项目

除外），以及征地批文、征地告知书、“一书四方案”、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等信息。

3.围绕防范遏制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推进公开。

每月定期公开行政处罚

案件信息和安全生产监察执

法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生

产安全事故52起，事故调查

处理报告2件，挂牌督办重大

事故隐患78件。每季度及时发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职业病危害预判预控信息，提升

人民群众安全生产事故防范意识和能力。

4.围绕防范重大舆情及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推进公开。

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网络舆情及突发事件，在推进线下处理的同时

借助新闻发布会、新闻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及时发布权威声音，公

开事件真相，解答群众疑惑。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回应社会关切112565次。

1.进一步完善“五公开”工作

机制。

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名义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政务

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严格执

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1189个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按时公开率100%。印发《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

方案》，推荐新津县作为全国100个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区县之一，指导新津县建立基

层公开试点工作专栏，及时公开进展情况，广泛接受监督。2017年，在全国政府网站

成都现场会上，国办充分肯定我市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建设工作。

2.进一步加强解读回应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成都市政策解读规定》，坚持“谁起草、谁解读、谁负责”、

政策“发布、解读、回应”三联动以及“政策文件、解读文本、解读机构、解读人、

日常联系方式及新闻通稿”六公开等工作原则，持续完善公开即时解读、跟踪回应解

读、常态化解读、综合集成解读四种解读方式，共公开政策解读信息3900余条，确保

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

健全网络理政平台工作

机制和系统功能，按照“六

位一体”工作思路，推动书

记市长信箱、网络论坛、

12345热线、政务APP、微

博、微信等政务新媒体集成

运行，推动市县乡2732个领

导网络信箱统筹开放，实现

了三级网络理政体系全天候对外服务，提高市民群众参与度，提升参与使用便捷度。

依托“成都服务”政务新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手机APP）

平台，为市民和企业提供办事咨询、问题投诉、建言献策、信息资讯等服务。

4.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建设。

升级改版市政府门户网站，有效提升信息公开、回应关切和便民服务水平。建成

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移动客户端（APP），组织全市维护管理人员下载应用。

对基层平台内容呈现方式进行优化升级，提升公众访问便捷度。增设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管理系统自动识别报错提醒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度。

5.进一步强化能力建设。

改进政务公开业务培训指导方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专家、复议机关、司法机

关、政府信息公开岗位人员专题业务研讨会，一对一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疑难问题。建

立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和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季

度通报制度。改进监督检查方式，以问题清单和典型案例督促各单位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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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公开。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布《成都市都市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2018-2035）》《“南拓”区域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成都市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评定管理办法》，公布《2017年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

表》，农业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

4.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审计信息公开。

深化政府预决算公开，通过“财政预决算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了除涉密信

息外的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成都市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及相关报表、成都市2016年财政决算和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及相关附件表格。除

涉密部门外，使用财政拨

款的104个市级部门均按统

一格式和口径在市政府门

户 网 站 公 开 本 部 门 预 决

算。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及

时公开市本级2017年“三

公”经费预算汇总情况和

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

汇总情况，105个市级部门

按统一格式和口径公开本

部门2017年使用财政拨款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和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情况。推进政府采购信息

公开，依法公开监督处罚信息。在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市审计局官网及时公开《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16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

于201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印发《2017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方案》，对政府系统建议提案

办理及结果公开提出明确要求；加大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检查力度，对涉及公共利

益、公众权益、社会关注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提案办理复文，经与建议提案者

协商同意后及时公开，接受代表、委员和社会监督。全年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结果信息

4836条。

        

3.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

发布《2017年成都市重点项目名单》，将1009个重点项目及时录入“成都市重

点项目VIP服务系统”“成都市投资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项目业主可及时进行问

题协调及办件进度查询。动态调整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有序扩大项目进场交易范

围，扎实做好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信息公开。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着力推进省市县三级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实现交易信息同步发布。

2017年，通过省政府采购网、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等渠道公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交易信息5982条，公共资源交

易全流程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4.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信息公开。

举办“2017年成都市PPP项目推介

及与中国PPP基金深化合作”新闻发布

会，发布《成都市2017年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目推介公告》，公

开PPP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办事

指南，以及项目进展、专家库、咨询

机构参与项目情况等，激发社会资本

参与热情。

1.推进“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

健全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完成市建委、市交委、市国土局等单位507项行政

权力事项的审核调整。调整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418项，相关信息均在市政府政

务中心门户网站全面公开。逐项清理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前置条件和中介服务，

1. 加强预期引导。

运用撰稿解读、新闻发布会、图文解读等多种形式，宣传解读市委市政府出台

的《成都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成都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

三五”规划》《关于创新要素供给

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

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成

都产业新政50条）《成都实施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成都

人才新政12条）等涉及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财政、创业就业政策，及时准确地将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意图传递给

市场和企业，以政策解读的“透”赢得市场预期的“稳”。

2.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

及时公布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

张目录清单，以及中介

服务收费目录、涉企经

营服务性收费减免措施

等，让公众对政府收费

项目一目了然。

分别核实、调整1097项和107项。开

展村（社区）证明事项清理规范工

作，依法取消298项不合法、不合理

及为规避部门责任而要求群众提供

的证明材料，保留15项，受到中央

和省市领导肯定性批示。印发《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取消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

知》，取消行政许可14项。印发

《关于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监督检查的通知》，各区（市）县和市级行政执

法部门分类制定和细化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参

与“双随机”抽查，有效促进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编制完成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并在市政府网站集

中公开。对接使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认领事项14万条，上线运行11万条。建

设全市统一的电视政务大厅，可为全市400万用户家庭约1200万人提供服务。按照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在成华区和市商物投公司所属益民菜市试点推进天府通自

助服务终端建设，并协调相关单位做好50个试点点位部署工作，可为市民提供84项

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事项。　

2. 推进国资国企信息公开。

印发《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绩效

考核办法》《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目

标任务》，及时公开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财务指

标、整体运行情况、业绩考核结果、国有资产

转让等事项的信息，重点公开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改革重组、负责人职务变动及招聘信息。

1.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工作信息公开。

及时发布《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成都市科技型企业培育行动计划2017-2025）》《成都市建设“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

市产业能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细则》《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

中心城市产业能级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实施细则》，印发《关于印发成都市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成都市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与资助管理办

法》等，发布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石化、新产品及仪器类等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82个，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在市经信委网站“过剩产能工作信息公开

专栏”公开推进化解过

剩产能工作相关情况。

在全国率先创建军民融

合产业统计体系，建立

“民参军”信息发布平

台，定期发布有关政策

及需求信息，有效推动

了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2.推进消费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工作信息公开。

编制发布《成都市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电子商务发展“十三

五”规划》《2016年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天堂白皮书》《2016成都餐饮业调

查报告》，制定中心城区商贸产业提升、国际美食之都建设、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建设

等工作方案，着力构建商贸产业生态体系，提升商贸产业国际化能级。开通今日头

条、一点号、企鹅号、网易号、搜狐号和“四川在线问政四川”“麻辣社区问政四

川”成都质监版块，及时推送相关信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开设市长质量奖专栏，及

时公开评选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开展“质检利剑”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对食

品、消防、化工等2972批次产品开展产品质量抽查，抽查结果及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

况在市质监局门户网站公开。

1.推进扶贫脱贫和社会救助信息公开。

主动公开扶贫攻坚政策、咨询

渠道、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通过编

印操作手册、明白卡、专题培训、驻

村干部讲解等方式，加大惠农政策公

开力度。在市民政局官网设置城乡低

保、医疗救助、特困人员供养、临时

救助等专栏，社会救助政策均在相应

栏目中及时公开。印制《成都市民政

工作事项服务指南手册》，发放到各区（市）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2.推进就业社保信息公开。

在人社局门户网站、官网

微博、微信及时公开就业创业

及市直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信

息，每季度发布成都市公共人

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

报告。编制《成都市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成

都市社会保险经办工作适用文

件汇编》，定期公开社保基金收支结余及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及待遇享受人数情况，通

过“成都社保”微信公开社保关系转续经办机构联系方式相关信息。及时公开基本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相关政策文件、办理流程及服务机构。在市人社局门户网站统一

发布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信息，及时公开201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3.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依法及时公开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等信息，每日发布空气质量指

数（AQI）和空气质量监测信息，

每月发布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公

告，公布各区（市）县空气质量

排名。按月发布全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报告、地表水水质

报告和降水监测报告。开设污染

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专栏，依法公开重点污染源基本信息、污染源监测、工业污染防

治、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等信息。

　

4.推进教育卫生领域信息公开。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划片、随迁子

女入学信息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在全省教育系统率先出台《成都市教

育系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

诉请求目录清单（试行）》。成都教

育网新增“民办教育”“教育民生实

事完成情况”等栏目，全年访问量

382.8万余人次，小学校（幼儿园）信息大全及电子地图导航平台，年访问量83万余

人次。按成都市医疗服务项目与价格规范，在公立医院收费场所以公示牌、电子触摸

屏、计算机查询系统等，公示常规医疗服务价格、常用药品和主要医用耗材价格信

息，在电子显示屏公示按病种收费标准信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透明度。

5.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信息公开。

全面公开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在市食药监局门户

网站公开监督抽检信息21起。及时公开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监督检查和执

法情况。

1.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推进公开。

及时公开《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

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

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加大非法集资案件查处和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公开力度，初步

建成监测预警系统“蓉金卫士”并上

线测试。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反

洗钱等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重点

公开成都市金融运行情况、征信查询网点、金融支持自贸区实施意见等工作情况。

2.围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进公开。

印发《成都市房地产业五年规划》《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五年规划》《成

都市住房保障五年规划》《关于完善我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关于商品住房开盘

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

房有关事宜的通知》等，

第一时间通过传统媒体及

新媒体进行政策解读及舆

情回应。建立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平台，平台房源总

量27.8万余条，浏览量累

计860万余次。通过“成

都市住房保障信息网”

“人才安居服务网”等，

及时发布住房保障和人才

安居工作信息。及时公开用地政策和报省、市批准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涉密项目

除外），以及征地批文、征地告知书、“一书四方案”、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等信息。

3.围绕防范遏制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推进公开。

每月定期公开行政处罚

案件信息和安全生产监察执

法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生

产安全事故52起，事故调查

处理报告2件，挂牌督办重大

事故隐患78件。每季度及时发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职业病危害预判预控信息，提升

人民群众安全生产事故防范意识和能力。

4.围绕防范重大舆情及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推进公开。

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网络舆情及突发事件，在推进线下处理的同时

借助新闻发布会、新闻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及时发布权威声音，公

开事件真相，解答群众疑惑。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回应社会关切112565次。

1.进一步完善“五公开”工作

机制。

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名义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政务

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严格执

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1189个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按时公开率100%。印发《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

方案》，推荐新津县作为全国100个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区县之一，指导新津县建立基

层公开试点工作专栏，及时公开进展情况，广泛接受监督。2017年，在全国政府网站

成都现场会上，国办充分肯定我市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建设工作。

2.进一步加强解读回应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成都市政策解读规定》，坚持“谁起草、谁解读、谁负责”、

政策“发布、解读、回应”三联动以及“政策文件、解读文本、解读机构、解读人、

日常联系方式及新闻通稿”六公开等工作原则，持续完善公开即时解读、跟踪回应解

读、常态化解读、综合集成解读四种解读方式，共公开政策解读信息3900余条，确保

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

健全网络理政平台工作

机制和系统功能，按照“六

位一体”工作思路，推动书

记市长信箱、网络论坛、

12345热线、政务APP、微

博、微信等政务新媒体集成

运行，推动市县乡2732个领

导网络信箱统筹开放，实现

了三级网络理政体系全天候对外服务，提高市民群众参与度，提升参与使用便捷度。

依托“成都服务”政务新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手机APP）

平台，为市民和企业提供办事咨询、问题投诉、建言献策、信息资讯等服务。

4.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建设。

升级改版市政府门户网站，有效提升信息公开、回应关切和便民服务水平。建成

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移动客户端（APP），组织全市维护管理人员下载应用。

对基层平台内容呈现方式进行优化升级，提升公众访问便捷度。增设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管理系统自动识别报错提醒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度。

5.进一步强化能力建设。

改进政务公开业务培训指导方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专家、复议机关、司法机

关、政府信息公开岗位人员专题业务研讨会，一对一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疑难问题。建

立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和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季

度通报制度。改进监督检查方式，以问题清单和典型案例督促各单位整改落实。

成都市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06



3.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公开。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布《成都市都市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2018-2035）》《“南拓”区域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成都市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评定管理办法》，公布《2017年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

表》，农业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

4.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审计信息公开。

深化政府预决算公开，通过“财政预决算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了除涉密信

息外的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成都市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及相关报表、成都市2016年财政决算和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及相关附件表格。除

涉密部门外，使用财政拨

款的104个市级部门均按统

一格式和口径在市政府门

户 网 站 公 开 本 部 门 预 决

算。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及

时公开市本级2017年“三

公”经费预算汇总情况和

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

汇总情况，105个市级部门

按统一格式和口径公开本

部门2017年使用财政拨款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和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情况。推进政府采购信息

公开，依法公开监督处罚信息。在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市审计局官网及时公开《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16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

于201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印发《2017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方案》，对政府系统建议提案

办理及结果公开提出明确要求；加大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检查力度，对涉及公共利

益、公众权益、社会关注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提案办理复文，经与建议提案者

协商同意后及时公开，接受代表、委员和社会监督。全年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结果信息

4836条。

        

3.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

发布《2017年成都市重点项目名单》，将1009个重点项目及时录入“成都市重

点项目VIP服务系统”“成都市投资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项目业主可及时进行问

题协调及办件进度查询。动态调整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有序扩大项目进场交易范

围，扎实做好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信息公开。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着力推进省市县三级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实现交易信息同步发布。

2017年，通过省政府采购网、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等渠道公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交易信息5982条，公共资源交

易全流程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4.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信息公开。

举办“2017年成都市PPP项目推介

及与中国PPP基金深化合作”新闻发布

会，发布《成都市2017年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目推介公告》，公

开PPP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办事

指南，以及项目进展、专家库、咨询

机构参与项目情况等，激发社会资本

参与热情。

1.推进“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

健全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完成市建委、市交委、市国土局等单位507项行政

权力事项的审核调整。调整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418项，相关信息均在市政府政

务中心门户网站全面公开。逐项清理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前置条件和中介服务，

1. 加强预期引导。

运用撰稿解读、新闻发布会、图文解读等多种形式，宣传解读市委市政府出台

的《成都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成都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

三五”规划》《关于创新要素供给

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

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成

都产业新政50条）《成都实施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成都

人才新政12条）等涉及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财政、创业就业政策，及时准确地将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意图传递给

市场和企业，以政策解读的“透”赢得市场预期的“稳”。

2.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

及时公布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

张目录清单，以及中介

服务收费目录、涉企经

营服务性收费减免措施

等，让公众对政府收费

项目一目了然。

分别核实、调整1097项和107项。开

展村（社区）证明事项清理规范工

作，依法取消298项不合法、不合理

及为规避部门责任而要求群众提供

的证明材料，保留15项，受到中央

和省市领导肯定性批示。印发《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取消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

知》，取消行政许可14项。印发

《关于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监督检查的通知》，各区（市）县和市级行政执

法部门分类制定和细化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参

与“双随机”抽查，有效促进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编制完成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并在市政府网站集

中公开。对接使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认领事项14万条，上线运行11万条。建

设全市统一的电视政务大厅，可为全市400万用户家庭约1200万人提供服务。按照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在成华区和市商物投公司所属益民菜市试点推进天府通自

助服务终端建设，并协调相关单位做好50个试点点位部署工作，可为市民提供84项

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事项。　

2. 推进国资国企信息公开。

印发《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绩效

考核办法》《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目

标任务》，及时公开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财务指

标、整体运行情况、业绩考核结果、国有资产

转让等事项的信息，重点公开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改革重组、负责人职务变动及招聘信息。

1.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工作信息公开。

及时发布《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成都市科技型企业培育行动计划2017-2025）》《成都市建设“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

市产业能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细则》《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

中心城市产业能级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实施细则》，印发《关于印发成都市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成都市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与资助管理办

法》等，发布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石化、新产品及仪器类等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82个，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在市经信委网站“过剩产能工作信息公开

专栏”公开推进化解过

剩产能工作相关情况。

在全国率先创建军民融

合产业统计体系，建立

“民参军”信息发布平

台，定期发布有关政策

及需求信息，有效推动

了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2.推进消费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工作信息公开。

编制发布《成都市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电子商务发展“十三

五”规划》《2016年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天堂白皮书》《2016成都餐饮业调

查报告》，制定中心城区商贸产业提升、国际美食之都建设、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建设

等工作方案，着力构建商贸产业生态体系，提升商贸产业国际化能级。开通今日头

条、一点号、企鹅号、网易号、搜狐号和“四川在线问政四川”“麻辣社区问政四

川”成都质监版块，及时推送相关信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开设市长质量奖专栏，及

时公开评选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开展“质检利剑”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对食

品、消防、化工等2972批次产品开展产品质量抽查，抽查结果及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

况在市质监局门户网站公开。

1.推进扶贫脱贫和社会救助信息公开。

主动公开扶贫攻坚政策、咨询

渠道、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通过编

印操作手册、明白卡、专题培训、驻

村干部讲解等方式，加大惠农政策公

开力度。在市民政局官网设置城乡低

保、医疗救助、特困人员供养、临时

救助等专栏，社会救助政策均在相应

栏目中及时公开。印制《成都市民政

工作事项服务指南手册》，发放到各区（市）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2.推进就业社保信息公开。

在人社局门户网站、官网

微博、微信及时公开就业创业

及市直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信

息，每季度发布成都市公共人

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

报告。编制《成都市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成

都市社会保险经办工作适用文

件汇编》，定期公开社保基金收支结余及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及待遇享受人数情况，通

过“成都社保”微信公开社保关系转续经办机构联系方式相关信息。及时公开基本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相关政策文件、办理流程及服务机构。在市人社局门户网站统一

发布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信息，及时公开201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3.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依法及时公开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等信息，每日发布空气质量指

数（AQI）和空气质量监测信息，

每月发布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公

告，公布各区（市）县空气质量

排名。按月发布全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报告、地表水水质

报告和降水监测报告。开设污染

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专栏，依法公开重点污染源基本信息、污染源监测、工业污染防

治、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等信息。

　

4.推进教育卫生领域信息公开。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划片、随迁子

女入学信息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在全省教育系统率先出台《成都市教

育系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

诉请求目录清单（试行）》。成都教

育网新增“民办教育”“教育民生实

事完成情况”等栏目，全年访问量

382.8万余人次，小学校（幼儿园）信息大全及电子地图导航平台，年访问量83万余

人次。按成都市医疗服务项目与价格规范，在公立医院收费场所以公示牌、电子触摸

屏、计算机查询系统等，公示常规医疗服务价格、常用药品和主要医用耗材价格信

息，在电子显示屏公示按病种收费标准信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透明度。

5.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信息公开。

全面公开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在市食药监局门户

网站公开监督抽检信息21起。及时公开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监督检查和执

法情况。

1.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推进公开。

及时公开《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

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

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加大非法集资案件查处和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公开力度，初步

建成监测预警系统“蓉金卫士”并上

线测试。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反

洗钱等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重点

公开成都市金融运行情况、征信查询网点、金融支持自贸区实施意见等工作情况。

2.围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进公开。

印发《成都市房地产业五年规划》《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五年规划》《成

都市住房保障五年规划》《关于完善我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关于商品住房开盘

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

房有关事宜的通知》等，

第一时间通过传统媒体及

新媒体进行政策解读及舆

情回应。建立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平台，平台房源总

量27.8万余条，浏览量累

计860万余次。通过“成

都市住房保障信息网”

“人才安居服务网”等，

及时发布住房保障和人才

安居工作信息。及时公开用地政策和报省、市批准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涉密项目

除外），以及征地批文、征地告知书、“一书四方案”、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等信息。

3.围绕防范遏制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推进公开。

每月定期公开行政处罚

案件信息和安全生产监察执

法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生

产安全事故52起，事故调查

处理报告2件，挂牌督办重大

事故隐患78件。每季度及时发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职业病危害预判预控信息，提升

人民群众安全生产事故防范意识和能力。

4.围绕防范重大舆情及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推进公开。

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网络舆情及突发事件，在推进线下处理的同时

借助新闻发布会、新闻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及时发布权威声音，公

开事件真相，解答群众疑惑。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回应社会关切112565次。

1.进一步完善“五公开”工作

机制。

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名义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政务

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严格执

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1189个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按时公开率100%。印发《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

方案》，推荐新津县作为全国100个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区县之一，指导新津县建立基

层公开试点工作专栏，及时公开进展情况，广泛接受监督。2017年，在全国政府网站

成都现场会上，国办充分肯定我市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建设工作。

2.进一步加强解读回应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成都市政策解读规定》，坚持“谁起草、谁解读、谁负责”、

政策“发布、解读、回应”三联动以及“政策文件、解读文本、解读机构、解读人、

日常联系方式及新闻通稿”六公开等工作原则，持续完善公开即时解读、跟踪回应解

读、常态化解读、综合集成解读四种解读方式，共公开政策解读信息3900余条，确保

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

健全网络理政平台工作

机制和系统功能，按照“六

位一体”工作思路，推动书

记市长信箱、网络论坛、

12345热线、政务APP、微

博、微信等政务新媒体集成

运行，推动市县乡2732个领

导网络信箱统筹开放，实现

了三级网络理政体系全天候对外服务，提高市民群众参与度，提升参与使用便捷度。

依托“成都服务”政务新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手机APP）

平台，为市民和企业提供办事咨询、问题投诉、建言献策、信息资讯等服务。

4.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建设。

升级改版市政府门户网站，有效提升信息公开、回应关切和便民服务水平。建成

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移动客户端（APP），组织全市维护管理人员下载应用。

对基层平台内容呈现方式进行优化升级，提升公众访问便捷度。增设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管理系统自动识别报错提醒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度。

5.进一步强化能力建设。

改进政务公开业务培训指导方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专家、复议机关、司法机

关、政府信息公开岗位人员专题业务研讨会，一对一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疑难问题。建

立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和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季

度通报制度。改进监督检查方式，以问题清单和典型案例督促各单位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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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公开。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布《成都市都市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2018-2035）》《“南拓”区域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成都市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评定管理办法》，公布《2017年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

表》，农业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

4.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审计信息公开。

深化政府预决算公开，通过“财政预决算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了除涉密信

息外的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成都市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及相关报表、成都市2016年财政决算和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及相关附件表格。除

涉密部门外，使用财政拨

款的104个市级部门均按统

一格式和口径在市政府门

户 网 站 公 开 本 部 门 预 决

算。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及

时公开市本级2017年“三

公”经费预算汇总情况和

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

汇总情况，105个市级部门

按统一格式和口径公开本

部门2017年使用财政拨款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和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情况。推进政府采购信息

公开，依法公开监督处罚信息。在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市审计局官网及时公开《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16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

于201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印发《2017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方案》，对政府系统建议提案

办理及结果公开提出明确要求；加大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检查力度，对涉及公共利

益、公众权益、社会关注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提案办理复文，经与建议提案者

协商同意后及时公开，接受代表、委员和社会监督。全年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结果信息

4836条。

        

3.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

发布《2017年成都市重点项目名单》，将1009个重点项目及时录入“成都市重

点项目VIP服务系统”“成都市投资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项目业主可及时进行问

题协调及办件进度查询。动态调整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有序扩大项目进场交易范

围，扎实做好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信息公开。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着力推进省市县三级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实现交易信息同步发布。

2017年，通过省政府采购网、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等渠道公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交易信息5982条，公共资源交

易全流程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4.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信息公开。

举办“2017年成都市PPP项目推介

及与中国PPP基金深化合作”新闻发布

会，发布《成都市2017年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目推介公告》，公

开PPP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办事

指南，以及项目进展、专家库、咨询

机构参与项目情况等，激发社会资本

参与热情。

1.推进“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

健全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完成市建委、市交委、市国土局等单位507项行政

权力事项的审核调整。调整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418项，相关信息均在市政府政

务中心门户网站全面公开。逐项清理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前置条件和中介服务，

1. 加强预期引导。

运用撰稿解读、新闻发布会、图文解读等多种形式，宣传解读市委市政府出台

的《成都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成都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

三五”规划》《关于创新要素供给

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

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成

都产业新政50条）《成都实施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成都

人才新政12条）等涉及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财政、创业就业政策，及时准确地将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意图传递给

市场和企业，以政策解读的“透”赢得市场预期的“稳”。

2.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

及时公布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

张目录清单，以及中介

服务收费目录、涉企经

营服务性收费减免措施

等，让公众对政府收费

项目一目了然。

分别核实、调整1097项和107项。开

展村（社区）证明事项清理规范工

作，依法取消298项不合法、不合理

及为规避部门责任而要求群众提供

的证明材料，保留15项，受到中央

和省市领导肯定性批示。印发《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取消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

知》，取消行政许可14项。印发

《关于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监督检查的通知》，各区（市）县和市级行政执

法部门分类制定和细化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参

与“双随机”抽查，有效促进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编制完成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并在市政府网站集

中公开。对接使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认领事项14万条，上线运行11万条。建

设全市统一的电视政务大厅，可为全市400万用户家庭约1200万人提供服务。按照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在成华区和市商物投公司所属益民菜市试点推进天府通自

助服务终端建设，并协调相关单位做好50个试点点位部署工作，可为市民提供84项

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事项。　

2. 推进国资国企信息公开。

印发《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绩效

考核办法》《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目

标任务》，及时公开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财务指

标、整体运行情况、业绩考核结果、国有资产

转让等事项的信息，重点公开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改革重组、负责人职务变动及招聘信息。

1.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工作信息公开。

及时发布《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成都市科技型企业培育行动计划2017-2025）》《成都市建设“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

市产业能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细则》《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

中心城市产业能级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实施细则》，印发《关于印发成都市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成都市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与资助管理办

法》等，发布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石化、新产品及仪器类等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82个，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在市经信委网站“过剩产能工作信息公开

专栏”公开推进化解过

剩产能工作相关情况。

在全国率先创建军民融

合产业统计体系，建立

“民参军”信息发布平

台，定期发布有关政策

及需求信息，有效推动

了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2.推进消费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工作信息公开。

编制发布《成都市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电子商务发展“十三

五”规划》《2016年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天堂白皮书》《2016成都餐饮业调

查报告》，制定中心城区商贸产业提升、国际美食之都建设、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建设

等工作方案，着力构建商贸产业生态体系，提升商贸产业国际化能级。开通今日头

条、一点号、企鹅号、网易号、搜狐号和“四川在线问政四川”“麻辣社区问政四

川”成都质监版块，及时推送相关信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开设市长质量奖专栏，及

时公开评选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开展“质检利剑”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对食

品、消防、化工等2972批次产品开展产品质量抽查，抽查结果及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

况在市质监局门户网站公开。

1.推进扶贫脱贫和社会救助信息公开。

主动公开扶贫攻坚政策、咨询

渠道、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通过编

印操作手册、明白卡、专题培训、驻

村干部讲解等方式，加大惠农政策公

开力度。在市民政局官网设置城乡低

保、医疗救助、特困人员供养、临时

救助等专栏，社会救助政策均在相应

栏目中及时公开。印制《成都市民政

工作事项服务指南手册》，发放到各区（市）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2.推进就业社保信息公开。

在人社局门户网站、官网

微博、微信及时公开就业创业

及市直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信

息，每季度发布成都市公共人

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

报告。编制《成都市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成

都市社会保险经办工作适用文

件汇编》，定期公开社保基金收支结余及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及待遇享受人数情况，通

过“成都社保”微信公开社保关系转续经办机构联系方式相关信息。及时公开基本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相关政策文件、办理流程及服务机构。在市人社局门户网站统一

发布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信息，及时公开201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3.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依法及时公开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等信息，每日发布空气质量指

数（AQI）和空气质量监测信息，

每月发布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公

告，公布各区（市）县空气质量

排名。按月发布全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报告、地表水水质

报告和降水监测报告。开设污染

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专栏，依法公开重点污染源基本信息、污染源监测、工业污染防

治、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等信息。

　

4.推进教育卫生领域信息公开。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划片、随迁子

女入学信息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在全省教育系统率先出台《成都市教

育系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

诉请求目录清单（试行）》。成都教

育网新增“民办教育”“教育民生实

事完成情况”等栏目，全年访问量

382.8万余人次，小学校（幼儿园）信息大全及电子地图导航平台，年访问量83万余

人次。按成都市医疗服务项目与价格规范，在公立医院收费场所以公示牌、电子触摸

屏、计算机查询系统等，公示常规医疗服务价格、常用药品和主要医用耗材价格信

息，在电子显示屏公示按病种收费标准信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透明度。

5.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信息公开。

全面公开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在市食药监局门户

网站公开监督抽检信息21起。及时公开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监督检查和执

法情况。

1.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推进公开。

及时公开《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

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

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加大非法集资案件查处和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公开力度，初步

建成监测预警系统“蓉金卫士”并上

线测试。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反

洗钱等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重点

公开成都市金融运行情况、征信查询网点、金融支持自贸区实施意见等工作情况。

2.围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进公开。

印发《成都市房地产业五年规划》《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五年规划》《成

都市住房保障五年规划》《关于完善我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关于商品住房开盘

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

房有关事宜的通知》等，

第一时间通过传统媒体及

新媒体进行政策解读及舆

情回应。建立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平台，平台房源总

量27.8万余条，浏览量累

计860万余次。通过“成

都市住房保障信息网”

“人才安居服务网”等，

及时发布住房保障和人才

安居工作信息。及时公开用地政策和报省、市批准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涉密项目

除外），以及征地批文、征地告知书、“一书四方案”、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等信息。

3.围绕防范遏制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推进公开。

每月定期公开行政处罚

案件信息和安全生产监察执

法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生

产安全事故52起，事故调查

处理报告2件，挂牌督办重大

事故隐患78件。每季度及时发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职业病危害预判预控信息，提升

人民群众安全生产事故防范意识和能力。

4.围绕防范重大舆情及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推进公开。

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网络舆情及突发事件，在推进线下处理的同时

借助新闻发布会、新闻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及时发布权威声音，公

开事件真相，解答群众疑惑。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回应社会关切112565次。

1.进一步完善“五公开”工作

机制。

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名义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政务

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严格执

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1189个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按时公开率100%。印发《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

方案》，推荐新津县作为全国100个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区县之一，指导新津县建立基

层公开试点工作专栏，及时公开进展情况，广泛接受监督。2017年，在全国政府网站

成都现场会上，国办充分肯定我市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建设工作。

2.进一步加强解读回应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成都市政策解读规定》，坚持“谁起草、谁解读、谁负责”、

政策“发布、解读、回应”三联动以及“政策文件、解读文本、解读机构、解读人、

日常联系方式及新闻通稿”六公开等工作原则，持续完善公开即时解读、跟踪回应解

读、常态化解读、综合集成解读四种解读方式，共公开政策解读信息3900余条，确保

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

健全网络理政平台工作

机制和系统功能，按照“六

位一体”工作思路，推动书

记市长信箱、网络论坛、

12345热线、政务APP、微

博、微信等政务新媒体集成

运行，推动市县乡2732个领

导网络信箱统筹开放，实现

了三级网络理政体系全天候对外服务，提高市民群众参与度，提升参与使用便捷度。

依托“成都服务”政务新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手机APP）

平台，为市民和企业提供办事咨询、问题投诉、建言献策、信息资讯等服务。

4.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建设。

升级改版市政府门户网站，有效提升信息公开、回应关切和便民服务水平。建成

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移动客户端（APP），组织全市维护管理人员下载应用。

对基层平台内容呈现方式进行优化升级，提升公众访问便捷度。增设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管理系统自动识别报错提醒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度。

5.进一步强化能力建设。

改进政务公开业务培训指导方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专家、复议机关、司法机

关、政府信息公开岗位人员专题业务研讨会，一对一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疑难问题。建

立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和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季

度通报制度。改进监督检查方式，以问题清单和典型案例督促各单位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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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公开。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布《成都市都市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2018-2035）》《“南拓”区域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成都市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评定管理办法》，公布《2017年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

表》，农业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

4.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审计信息公开。

深化政府预决算公开，通过“财政预决算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了除涉密信

息外的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成都市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及相关报表、成都市2016年财政决算和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及相关附件表格。除

涉密部门外，使用财政拨

款的104个市级部门均按统

一格式和口径在市政府门

户 网 站 公 开 本 部 门 预 决

算。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及

时公开市本级2017年“三

公”经费预算汇总情况和

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

汇总情况，105个市级部门

按统一格式和口径公开本

部门2017年使用财政拨款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和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情况。推进政府采购信息

公开，依法公开监督处罚信息。在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市审计局官网及时公开《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16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

于201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印发《2017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方案》，对政府系统建议提案

办理及结果公开提出明确要求；加大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检查力度，对涉及公共利

益、公众权益、社会关注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提案办理复文，经与建议提案者

协商同意后及时公开，接受代表、委员和社会监督。全年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结果信息

4836条。

        

3.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

发布《2017年成都市重点项目名单》，将1009个重点项目及时录入“成都市重

点项目VIP服务系统”“成都市投资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项目业主可及时进行问

题协调及办件进度查询。动态调整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有序扩大项目进场交易范

围，扎实做好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信息公开。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着力推进省市县三级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实现交易信息同步发布。

2017年，通过省政府采购网、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等渠道公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交易信息5982条，公共资源交

易全流程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4.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信息公开。

举办“2017年成都市PPP项目推介

及与中国PPP基金深化合作”新闻发布

会，发布《成都市2017年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目推介公告》，公

开PPP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办事

指南，以及项目进展、专家库、咨询

机构参与项目情况等，激发社会资本

参与热情。

1.推进“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

健全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完成市建委、市交委、市国土局等单位507项行政

权力事项的审核调整。调整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418项，相关信息均在市政府政

务中心门户网站全面公开。逐项清理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前置条件和中介服务，

1. 加强预期引导。

运用撰稿解读、新闻发布会、图文解读等多种形式，宣传解读市委市政府出台

的《成都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成都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

三五”规划》《关于创新要素供给

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

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成

都产业新政50条）《成都实施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成都

人才新政12条）等涉及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财政、创业就业政策，及时准确地将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意图传递给

市场和企业，以政策解读的“透”赢得市场预期的“稳”。

2.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

及时公布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

张目录清单，以及中介

服务收费目录、涉企经

营服务性收费减免措施

等，让公众对政府收费

项目一目了然。

分别核实、调整1097项和107项。开

展村（社区）证明事项清理规范工

作，依法取消298项不合法、不合理

及为规避部门责任而要求群众提供

的证明材料，保留15项，受到中央

和省市领导肯定性批示。印发《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取消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

知》，取消行政许可14项。印发

《关于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监督检查的通知》，各区（市）县和市级行政执

法部门分类制定和细化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参

与“双随机”抽查，有效促进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编制完成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并在市政府网站集

中公开。对接使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认领事项14万条，上线运行11万条。建

设全市统一的电视政务大厅，可为全市400万用户家庭约1200万人提供服务。按照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在成华区和市商物投公司所属益民菜市试点推进天府通自

助服务终端建设，并协调相关单位做好50个试点点位部署工作，可为市民提供84项

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事项。　

2. 推进国资国企信息公开。

印发《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绩效

考核办法》《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目

标任务》，及时公开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财务指

标、整体运行情况、业绩考核结果、国有资产

转让等事项的信息，重点公开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改革重组、负责人职务变动及招聘信息。

1.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工作信息公开。

及时发布《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成都市科技型企业培育行动计划2017-2025）》《成都市建设“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

市产业能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细则》《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

中心城市产业能级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实施细则》，印发《关于印发成都市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成都市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与资助管理办

法》等，发布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石化、新产品及仪器类等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82个，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在市经信委网站“过剩产能工作信息公开

专栏”公开推进化解过

剩产能工作相关情况。

在全国率先创建军民融

合产业统计体系，建立

“民参军”信息发布平

台，定期发布有关政策

及需求信息，有效推动

了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2.推进消费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工作信息公开。

编制发布《成都市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电子商务发展“十三

五”规划》《2016年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天堂白皮书》《2016成都餐饮业调

查报告》，制定中心城区商贸产业提升、国际美食之都建设、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建设

等工作方案，着力构建商贸产业生态体系，提升商贸产业国际化能级。开通今日头

条、一点号、企鹅号、网易号、搜狐号和“四川在线问政四川”“麻辣社区问政四

川”成都质监版块，及时推送相关信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开设市长质量奖专栏，及

时公开评选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开展“质检利剑”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对食

品、消防、化工等2972批次产品开展产品质量抽查，抽查结果及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

况在市质监局门户网站公开。

1.推进扶贫脱贫和社会救助信息公开。

主动公开扶贫攻坚政策、咨询

渠道、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通过编

印操作手册、明白卡、专题培训、驻

村干部讲解等方式，加大惠农政策公

开力度。在市民政局官网设置城乡低

保、医疗救助、特困人员供养、临时

救助等专栏，社会救助政策均在相应

栏目中及时公开。印制《成都市民政

工作事项服务指南手册》，发放到各区（市）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2.推进就业社保信息公开。

在人社局门户网站、官网

微博、微信及时公开就业创业

及市直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信

息，每季度发布成都市公共人

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

报告。编制《成都市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成

都市社会保险经办工作适用文

件汇编》，定期公开社保基金收支结余及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及待遇享受人数情况，通

过“成都社保”微信公开社保关系转续经办机构联系方式相关信息。及时公开基本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相关政策文件、办理流程及服务机构。在市人社局门户网站统一

发布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信息，及时公开201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3.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依法及时公开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等信息，每日发布空气质量指

数（AQI）和空气质量监测信息，

每月发布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公

告，公布各区（市）县空气质量

排名。按月发布全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报告、地表水水质

报告和降水监测报告。开设污染

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专栏，依法公开重点污染源基本信息、污染源监测、工业污染防

治、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等信息。

　

4.推进教育卫生领域信息公开。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划片、随迁子

女入学信息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在全省教育系统率先出台《成都市教

育系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

诉请求目录清单（试行）》。成都教

育网新增“民办教育”“教育民生实

事完成情况”等栏目，全年访问量

382.8万余人次，小学校（幼儿园）信息大全及电子地图导航平台，年访问量83万余

人次。按成都市医疗服务项目与价格规范，在公立医院收费场所以公示牌、电子触摸

屏、计算机查询系统等，公示常规医疗服务价格、常用药品和主要医用耗材价格信

息，在电子显示屏公示按病种收费标准信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透明度。

5.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信息公开。

全面公开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在市食药监局门户

网站公开监督抽检信息21起。及时公开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监督检查和执

法情况。

1.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推进公开。

及时公开《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

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

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加大非法集资案件查处和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公开力度，初步

建成监测预警系统“蓉金卫士”并上

线测试。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反

洗钱等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重点

公开成都市金融运行情况、征信查询网点、金融支持自贸区实施意见等工作情况。

2.围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进公开。

印发《成都市房地产业五年规划》《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五年规划》《成

都市住房保障五年规划》《关于完善我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关于商品住房开盘

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

房有关事宜的通知》等，

第一时间通过传统媒体及

新媒体进行政策解读及舆

情回应。建立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平台，平台房源总

量27.8万余条，浏览量累

计860万余次。通过“成

都市住房保障信息网”

“人才安居服务网”等，

及时发布住房保障和人才

安居工作信息。及时公开用地政策和报省、市批准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涉密项目

除外），以及征地批文、征地告知书、“一书四方案”、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等信息。

3.围绕防范遏制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推进公开。

每月定期公开行政处罚

案件信息和安全生产监察执

法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生

产安全事故52起，事故调查

处理报告2件，挂牌督办重大

事故隐患78件。每季度及时发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职业病危害预判预控信息，提升

人民群众安全生产事故防范意识和能力。

4.围绕防范重大舆情及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推进公开。

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网络舆情及突发事件，在推进线下处理的同时

借助新闻发布会、新闻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及时发布权威声音，公

开事件真相，解答群众疑惑。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回应社会关切112565次。

1.进一步完善“五公开”工作

机制。

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名义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政务

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严格执

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1189个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按时公开率100%。印发《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

方案》，推荐新津县作为全国100个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区县之一，指导新津县建立基

层公开试点工作专栏，及时公开进展情况，广泛接受监督。2017年，在全国政府网站

成都现场会上，国办充分肯定我市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建设工作。

2.进一步加强解读回应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成都市政策解读规定》，坚持“谁起草、谁解读、谁负责”、

政策“发布、解读、回应”三联动以及“政策文件、解读文本、解读机构、解读人、

日常联系方式及新闻通稿”六公开等工作原则，持续完善公开即时解读、跟踪回应解

读、常态化解读、综合集成解读四种解读方式，共公开政策解读信息3900余条，确保

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

健全网络理政平台工作

机制和系统功能，按照“六

位一体”工作思路，推动书

记市长信箱、网络论坛、

12345热线、政务APP、微

博、微信等政务新媒体集成

运行，推动市县乡2732个领

导网络信箱统筹开放，实现

了三级网络理政体系全天候对外服务，提高市民群众参与度，提升参与使用便捷度。

依托“成都服务”政务新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手机APP）

平台，为市民和企业提供办事咨询、问题投诉、建言献策、信息资讯等服务。

4.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建设。

升级改版市政府门户网站，有效提升信息公开、回应关切和便民服务水平。建成

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移动客户端（APP），组织全市维护管理人员下载应用。

对基层平台内容呈现方式进行优化升级，提升公众访问便捷度。增设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管理系统自动识别报错提醒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度。

5.进一步强化能力建设。

改进政务公开业务培训指导方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专家、复议机关、司法机

关、政府信息公开岗位人员专题业务研讨会，一对一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疑难问题。建

立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和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季

度通报制度。改进监督检查方式，以问题清单和典型案例督促各单位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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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公开。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布《成都市都市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2018-2035）》《“南拓”区域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成都市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评定管理办法》，公布《2017年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

表》，农业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

4.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审计信息公开。

深化政府预决算公开，通过“财政预决算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了除涉密信

息外的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成都市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及相关报表、成都市2016年财政决算和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及相关附件表格。除

涉密部门外，使用财政拨

款的104个市级部门均按统

一格式和口径在市政府门

户 网 站 公 开 本 部 门 预 决

算。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及

时公开市本级2017年“三

公”经费预算汇总情况和

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

汇总情况，105个市级部门

按统一格式和口径公开本

部门2017年使用财政拨款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和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情况。推进政府采购信息

公开，依法公开监督处罚信息。在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市审计局官网及时公开《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16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

于201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印发《2017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方案》，对政府系统建议提案

办理及结果公开提出明确要求；加大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检查力度，对涉及公共利

益、公众权益、社会关注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提案办理复文，经与建议提案者

协商同意后及时公开，接受代表、委员和社会监督。全年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结果信息

4836条。

        

3.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

发布《2017年成都市重点项目名单》，将1009个重点项目及时录入“成都市重

点项目VIP服务系统”“成都市投资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项目业主可及时进行问

题协调及办件进度查询。动态调整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有序扩大项目进场交易范

围，扎实做好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信息公开。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着力推进省市县三级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实现交易信息同步发布。

2017年，通过省政府采购网、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等渠道公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交易信息5982条，公共资源交

易全流程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4.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信息公开。

举办“2017年成都市PPP项目推介

及与中国PPP基金深化合作”新闻发布

会，发布《成都市2017年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目推介公告》，公

开PPP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办事

指南，以及项目进展、专家库、咨询

机构参与项目情况等，激发社会资本

参与热情。

1.推进“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

健全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完成市建委、市交委、市国土局等单位507项行政

权力事项的审核调整。调整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418项，相关信息均在市政府政

务中心门户网站全面公开。逐项清理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前置条件和中介服务，

1. 加强预期引导。

运用撰稿解读、新闻发布会、图文解读等多种形式，宣传解读市委市政府出台

的《成都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成都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

三五”规划》《关于创新要素供给

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

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成

都产业新政50条）《成都实施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成都

人才新政12条）等涉及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财政、创业就业政策，及时准确地将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意图传递给

市场和企业，以政策解读的“透”赢得市场预期的“稳”。

2.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

及时公布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

张目录清单，以及中介

服务收费目录、涉企经

营服务性收费减免措施

等，让公众对政府收费

项目一目了然。

分别核实、调整1097项和107项。开

展村（社区）证明事项清理规范工

作，依法取消298项不合法、不合理

及为规避部门责任而要求群众提供

的证明材料，保留15项，受到中央

和省市领导肯定性批示。印发《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取消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

知》，取消行政许可14项。印发

《关于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监督检查的通知》，各区（市）县和市级行政执

法部门分类制定和细化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参

与“双随机”抽查，有效促进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编制完成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并在市政府网站集

中公开。对接使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认领事项14万条，上线运行11万条。建

设全市统一的电视政务大厅，可为全市400万用户家庭约1200万人提供服务。按照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在成华区和市商物投公司所属益民菜市试点推进天府通自

助服务终端建设，并协调相关单位做好50个试点点位部署工作，可为市民提供84项

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事项。　

2. 推进国资国企信息公开。

印发《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绩效

考核办法》《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目

标任务》，及时公开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财务指

标、整体运行情况、业绩考核结果、国有资产

转让等事项的信息，重点公开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改革重组、负责人职务变动及招聘信息。

1.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工作信息公开。

及时发布《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成都市科技型企业培育行动计划2017-2025）》《成都市建设“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

市产业能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细则》《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

中心城市产业能级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实施细则》，印发《关于印发成都市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成都市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与资助管理办

法》等，发布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石化、新产品及仪器类等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82个，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在市经信委网站“过剩产能工作信息公开

专栏”公开推进化解过

剩产能工作相关情况。

在全国率先创建军民融

合产业统计体系，建立

“民参军”信息发布平

台，定期发布有关政策

及需求信息，有效推动

了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2.推进消费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工作信息公开。

编制发布《成都市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电子商务发展“十三

五”规划》《2016年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天堂白皮书》《2016成都餐饮业调

查报告》，制定中心城区商贸产业提升、国际美食之都建设、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建设

等工作方案，着力构建商贸产业生态体系，提升商贸产业国际化能级。开通今日头

条、一点号、企鹅号、网易号、搜狐号和“四川在线问政四川”“麻辣社区问政四

川”成都质监版块，及时推送相关信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开设市长质量奖专栏，及

时公开评选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开展“质检利剑”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对食

品、消防、化工等2972批次产品开展产品质量抽查，抽查结果及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

况在市质监局门户网站公开。

1.推进扶贫脱贫和社会救助信息公开。

主动公开扶贫攻坚政策、咨询

渠道、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通过编

印操作手册、明白卡、专题培训、驻

村干部讲解等方式，加大惠农政策公

开力度。在市民政局官网设置城乡低

保、医疗救助、特困人员供养、临时

救助等专栏，社会救助政策均在相应

栏目中及时公开。印制《成都市民政

工作事项服务指南手册》，发放到各区（市）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2.推进就业社保信息公开。

在人社局门户网站、官网

微博、微信及时公开就业创业

及市直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信

息，每季度发布成都市公共人

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

报告。编制《成都市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成

都市社会保险经办工作适用文

件汇编》，定期公开社保基金收支结余及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及待遇享受人数情况，通

过“成都社保”微信公开社保关系转续经办机构联系方式相关信息。及时公开基本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相关政策文件、办理流程及服务机构。在市人社局门户网站统一

发布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信息，及时公开201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3.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依法及时公开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等信息，每日发布空气质量指

数（AQI）和空气质量监测信息，

每月发布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公

告，公布各区（市）县空气质量

排名。按月发布全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报告、地表水水质

报告和降水监测报告。开设污染

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专栏，依法公开重点污染源基本信息、污染源监测、工业污染防

治、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等信息。

　

4.推进教育卫生领域信息公开。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划片、随迁子

女入学信息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在全省教育系统率先出台《成都市教

育系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

诉请求目录清单（试行）》。成都教

育网新增“民办教育”“教育民生实

事完成情况”等栏目，全年访问量

382.8万余人次，小学校（幼儿园）信息大全及电子地图导航平台，年访问量83万余

人次。按成都市医疗服务项目与价格规范，在公立医院收费场所以公示牌、电子触摸

屏、计算机查询系统等，公示常规医疗服务价格、常用药品和主要医用耗材价格信

息，在电子显示屏公示按病种收费标准信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透明度。

5.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信息公开。

全面公开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在市食药监局门户

网站公开监督抽检信息21起。及时公开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监督检查和执

法情况。

1.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推进公开。

及时公开《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

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

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加大非法集资案件查处和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公开力度，初步

建成监测预警系统“蓉金卫士”并上

线测试。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反

洗钱等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重点

公开成都市金融运行情况、征信查询网点、金融支持自贸区实施意见等工作情况。

2.围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进公开。

印发《成都市房地产业五年规划》《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五年规划》《成

都市住房保障五年规划》《关于完善我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关于商品住房开盘

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

房有关事宜的通知》等，

第一时间通过传统媒体及

新媒体进行政策解读及舆

情回应。建立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平台，平台房源总

量27.8万余条，浏览量累

计860万余次。通过“成

都市住房保障信息网”

“人才安居服务网”等，

及时发布住房保障和人才

安居工作信息。及时公开用地政策和报省、市批准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涉密项目

除外），以及征地批文、征地告知书、“一书四方案”、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等信息。

3.围绕防范遏制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推进公开。

每月定期公开行政处罚

案件信息和安全生产监察执

法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生

产安全事故52起，事故调查

处理报告2件，挂牌督办重大

事故隐患78件。每季度及时发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职业病危害预判预控信息，提升

人民群众安全生产事故防范意识和能力。

4.围绕防范重大舆情及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推进公开。

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网络舆情及突发事件，在推进线下处理的同时

借助新闻发布会、新闻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及时发布权威声音，公

开事件真相，解答群众疑惑。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回应社会关切112565次。

1.进一步完善“五公开”工作

机制。

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名义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政务

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严格执

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1189个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按时公开率100%。印发《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

方案》，推荐新津县作为全国100个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区县之一，指导新津县建立基

层公开试点工作专栏，及时公开进展情况，广泛接受监督。2017年，在全国政府网站

成都现场会上，国办充分肯定我市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建设工作。

2.进一步加强解读回应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成都市政策解读规定》，坚持“谁起草、谁解读、谁负责”、

政策“发布、解读、回应”三联动以及“政策文件、解读文本、解读机构、解读人、

日常联系方式及新闻通稿”六公开等工作原则，持续完善公开即时解读、跟踪回应解

读、常态化解读、综合集成解读四种解读方式，共公开政策解读信息3900余条，确保

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

健全网络理政平台工作

机制和系统功能，按照“六

位一体”工作思路，推动书

记市长信箱、网络论坛、

12345热线、政务APP、微

博、微信等政务新媒体集成

运行，推动市县乡2732个领

导网络信箱统筹开放，实现

了三级网络理政体系全天候对外服务，提高市民群众参与度，提升参与使用便捷度。

依托“成都服务”政务新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手机APP）

平台，为市民和企业提供办事咨询、问题投诉、建言献策、信息资讯等服务。

4.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建设。

升级改版市政府门户网站，有效提升信息公开、回应关切和便民服务水平。建成

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移动客户端（APP），组织全市维护管理人员下载应用。

对基层平台内容呈现方式进行优化升级，提升公众访问便捷度。增设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管理系统自动识别报错提醒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度。

5.进一步强化能力建设。

改进政务公开业务培训指导方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专家、复议机关、司法机

关、政府信息公开岗位人员专题业务研讨会，一对一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疑难问题。建

立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和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季

度通报制度。改进监督检查方式，以问题清单和典型案例督促各单位整改落实。

成都市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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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公开。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布《成都市都市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2018-2035）》《“南拓”区域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成都市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评定管理办法》，公布《2017年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

表》，农业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

4.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审计信息公开。

深化政府预决算公开，通过“财政预决算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了除涉密信

息外的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成都市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及相关报表、成都市2016年财政决算和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及相关附件表格。除

涉密部门外，使用财政拨

款的104个市级部门均按统

一格式和口径在市政府门

户 网 站 公 开 本 部 门 预 决

算。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及

时公开市本级2017年“三

公”经费预算汇总情况和

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

汇总情况，105个市级部门

按统一格式和口径公开本

部门2017年使用财政拨款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和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情况。推进政府采购信息

公开，依法公开监督处罚信息。在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市审计局官网及时公开《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16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

于201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印发《2017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方案》，对政府系统建议提案

办理及结果公开提出明确要求；加大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检查力度，对涉及公共利

益、公众权益、社会关注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提案办理复文，经与建议提案者

协商同意后及时公开，接受代表、委员和社会监督。全年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结果信息

4836条。

        

3.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

发布《2017年成都市重点项目名单》，将1009个重点项目及时录入“成都市重

点项目VIP服务系统”“成都市投资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项目业主可及时进行问

题协调及办件进度查询。动态调整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有序扩大项目进场交易范

围，扎实做好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信息公开。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着力推进省市县三级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实现交易信息同步发布。

2017年，通过省政府采购网、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等渠道公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交易信息5982条，公共资源交

易全流程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4.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信息公开。

举办“2017年成都市PPP项目推介

及与中国PPP基金深化合作”新闻发布

会，发布《成都市2017年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目推介公告》，公

开PPP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办事

指南，以及项目进展、专家库、咨询

机构参与项目情况等，激发社会资本

参与热情。

1.推进“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

健全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完成市建委、市交委、市国土局等单位507项行政

权力事项的审核调整。调整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418项，相关信息均在市政府政

务中心门户网站全面公开。逐项清理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前置条件和中介服务，

1. 加强预期引导。

运用撰稿解读、新闻发布会、图文解读等多种形式，宣传解读市委市政府出台

的《成都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成都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

三五”规划》《关于创新要素供给

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

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成

都产业新政50条）《成都实施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成都

人才新政12条）等涉及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财政、创业就业政策，及时准确地将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意图传递给

市场和企业，以政策解读的“透”赢得市场预期的“稳”。

2.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

及时公布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

张目录清单，以及中介

服务收费目录、涉企经

营服务性收费减免措施

等，让公众对政府收费

项目一目了然。

分别核实、调整1097项和107项。开

展村（社区）证明事项清理规范工

作，依法取消298项不合法、不合理

及为规避部门责任而要求群众提供

的证明材料，保留15项，受到中央

和省市领导肯定性批示。印发《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取消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

知》，取消行政许可14项。印发

《关于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监督检查的通知》，各区（市）县和市级行政执

法部门分类制定和细化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参

与“双随机”抽查，有效促进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编制完成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并在市政府网站集

中公开。对接使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认领事项14万条，上线运行11万条。建

设全市统一的电视政务大厅，可为全市400万用户家庭约1200万人提供服务。按照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在成华区和市商物投公司所属益民菜市试点推进天府通自

助服务终端建设，并协调相关单位做好50个试点点位部署工作，可为市民提供84项

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事项。　

2. 推进国资国企信息公开。

印发《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绩效

考核办法》《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目

标任务》，及时公开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财务指

标、整体运行情况、业绩考核结果、国有资产

转让等事项的信息，重点公开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改革重组、负责人职务变动及招聘信息。

1.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工作信息公开。

及时发布《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成都市科技型企业培育行动计划2017-2025）》《成都市建设“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

市产业能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细则》《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

中心城市产业能级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实施细则》，印发《关于印发成都市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成都市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与资助管理办

法》等，发布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石化、新产品及仪器类等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82个，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在市经信委网站“过剩产能工作信息公开

专栏”公开推进化解过

剩产能工作相关情况。

在全国率先创建军民融

合产业统计体系，建立

“民参军”信息发布平

台，定期发布有关政策

及需求信息，有效推动

了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2.推进消费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工作信息公开。

编制发布《成都市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电子商务发展“十三

五”规划》《2016年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天堂白皮书》《2016成都餐饮业调

查报告》，制定中心城区商贸产业提升、国际美食之都建设、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建设

等工作方案，着力构建商贸产业生态体系，提升商贸产业国际化能级。开通今日头

条、一点号、企鹅号、网易号、搜狐号和“四川在线问政四川”“麻辣社区问政四

川”成都质监版块，及时推送相关信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开设市长质量奖专栏，及

时公开评选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开展“质检利剑”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对食

品、消防、化工等2972批次产品开展产品质量抽查，抽查结果及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

况在市质监局门户网站公开。

1.推进扶贫脱贫和社会救助信息公开。

主动公开扶贫攻坚政策、咨询

渠道、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通过编

印操作手册、明白卡、专题培训、驻

村干部讲解等方式，加大惠农政策公

开力度。在市民政局官网设置城乡低

保、医疗救助、特困人员供养、临时

救助等专栏，社会救助政策均在相应

栏目中及时公开。印制《成都市民政

工作事项服务指南手册》，发放到各区（市）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2.推进就业社保信息公开。

在人社局门户网站、官网

微博、微信及时公开就业创业

及市直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信

息，每季度发布成都市公共人

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

报告。编制《成都市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成

都市社会保险经办工作适用文

件汇编》，定期公开社保基金收支结余及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及待遇享受人数情况，通

过“成都社保”微信公开社保关系转续经办机构联系方式相关信息。及时公开基本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相关政策文件、办理流程及服务机构。在市人社局门户网站统一

发布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信息，及时公开201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3.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依法及时公开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等信息，每日发布空气质量指

数（AQI）和空气质量监测信息，

每月发布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公

告，公布各区（市）县空气质量

排名。按月发布全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报告、地表水水质

报告和降水监测报告。开设污染

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专栏，依法公开重点污染源基本信息、污染源监测、工业污染防

治、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等信息。

　

4.推进教育卫生领域信息公开。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划片、随迁子

女入学信息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在全省教育系统率先出台《成都市教

育系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

诉请求目录清单（试行）》。成都教

育网新增“民办教育”“教育民生实

事完成情况”等栏目，全年访问量

382.8万余人次，小学校（幼儿园）信息大全及电子地图导航平台，年访问量83万余

人次。按成都市医疗服务项目与价格规范，在公立医院收费场所以公示牌、电子触摸

屏、计算机查询系统等，公示常规医疗服务价格、常用药品和主要医用耗材价格信

息，在电子显示屏公示按病种收费标准信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透明度。

5.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信息公开。

全面公开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在市食药监局门户

网站公开监督抽检信息21起。及时公开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监督检查和执

法情况。

1.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推进公开。

及时公开《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

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

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加大非法集资案件查处和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公开力度，初步

建成监测预警系统“蓉金卫士”并上

线测试。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反

洗钱等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重点

公开成都市金融运行情况、征信查询网点、金融支持自贸区实施意见等工作情况。

2.围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进公开。

印发《成都市房地产业五年规划》《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五年规划》《成

都市住房保障五年规划》《关于完善我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关于商品住房开盘

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

房有关事宜的通知》等，

第一时间通过传统媒体及

新媒体进行政策解读及舆

情回应。建立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平台，平台房源总

量27.8万余条，浏览量累

计860万余次。通过“成

都市住房保障信息网”

“人才安居服务网”等，

及时发布住房保障和人才

安居工作信息。及时公开用地政策和报省、市批准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涉密项目

除外），以及征地批文、征地告知书、“一书四方案”、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等信息。

3.围绕防范遏制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推进公开。

每月定期公开行政处罚

案件信息和安全生产监察执

法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生

产安全事故52起，事故调查

处理报告2件，挂牌督办重大

事故隐患78件。每季度及时发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职业病危害预判预控信息，提升

人民群众安全生产事故防范意识和能力。

4.围绕防范重大舆情及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推进公开。

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网络舆情及突发事件，在推进线下处理的同时

借助新闻发布会、新闻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及时发布权威声音，公

开事件真相，解答群众疑惑。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回应社会关切112565次。

1.进一步完善“五公开”工作

机制。

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名义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政务

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严格执

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1189个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按时公开率100%。印发《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

方案》，推荐新津县作为全国100个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区县之一，指导新津县建立基

层公开试点工作专栏，及时公开进展情况，广泛接受监督。2017年，在全国政府网站

成都现场会上，国办充分肯定我市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建设工作。

2.进一步加强解读回应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成都市政策解读规定》，坚持“谁起草、谁解读、谁负责”、

政策“发布、解读、回应”三联动以及“政策文件、解读文本、解读机构、解读人、

日常联系方式及新闻通稿”六公开等工作原则，持续完善公开即时解读、跟踪回应解

读、常态化解读、综合集成解读四种解读方式，共公开政策解读信息3900余条，确保

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

健全网络理政平台工作

机制和系统功能，按照“六

位一体”工作思路，推动书

记市长信箱、网络论坛、

12345热线、政务APP、微

博、微信等政务新媒体集成

运行，推动市县乡2732个领

导网络信箱统筹开放，实现

了三级网络理政体系全天候对外服务，提高市民群众参与度，提升参与使用便捷度。

依托“成都服务”政务新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手机APP）

平台，为市民和企业提供办事咨询、问题投诉、建言献策、信息资讯等服务。

4.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建设。

升级改版市政府门户网站，有效提升信息公开、回应关切和便民服务水平。建成

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移动客户端（APP），组织全市维护管理人员下载应用。

对基层平台内容呈现方式进行优化升级，提升公众访问便捷度。增设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管理系统自动识别报错提醒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度。

5.进一步强化能力建设。

改进政务公开业务培训指导方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专家、复议机关、司法机

关、政府信息公开岗位人员专题业务研讨会，一对一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疑难问题。建

立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和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季

度通报制度。改进监督检查方式，以问题清单和典型案例督促各单位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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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公开。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布《成都市都市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2018-2035）》《“南拓”区域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成都市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评定管理办法》，公布《2017年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

表》，农业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

4.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审计信息公开。

深化政府预决算公开，通过“财政预决算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了除涉密信

息外的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成都市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及相关报表、成都市2016年财政决算和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及相关附件表格。除

涉密部门外，使用财政拨

款的104个市级部门均按统

一格式和口径在市政府门

户 网 站 公 开 本 部 门 预 决

算。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及

时公开市本级2017年“三

公”经费预算汇总情况和

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

汇总情况，105个市级部门

按统一格式和口径公开本

部门2017年使用财政拨款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和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情况。推进政府采购信息

公开，依法公开监督处罚信息。在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市审计局官网及时公开《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16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

于201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印发《2017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方案》，对政府系统建议提案

办理及结果公开提出明确要求；加大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检查力度，对涉及公共利

益、公众权益、社会关注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提案办理复文，经与建议提案者

协商同意后及时公开，接受代表、委员和社会监督。全年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结果信息

4836条。

        

3.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

发布《2017年成都市重点项目名单》，将1009个重点项目及时录入“成都市重

点项目VIP服务系统”“成都市投资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项目业主可及时进行问

题协调及办件进度查询。动态调整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有序扩大项目进场交易范

围，扎实做好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信息公开。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着力推进省市县三级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实现交易信息同步发布。

2017年，通过省政府采购网、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等渠道公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交易信息5982条，公共资源交

易全流程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4.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信息公开。

举办“2017年成都市PPP项目推介

及与中国PPP基金深化合作”新闻发布

会，发布《成都市2017年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目推介公告》，公

开PPP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办事

指南，以及项目进展、专家库、咨询

机构参与项目情况等，激发社会资本

参与热情。

1.推进“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

健全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完成市建委、市交委、市国土局等单位507项行政

权力事项的审核调整。调整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418项，相关信息均在市政府政

务中心门户网站全面公开。逐项清理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前置条件和中介服务，

1. 加强预期引导。

运用撰稿解读、新闻发布会、图文解读等多种形式，宣传解读市委市政府出台

的《成都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成都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

三五”规划》《关于创新要素供给

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

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成

都产业新政50条）《成都实施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成都

人才新政12条）等涉及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财政、创业就业政策，及时准确地将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意图传递给

市场和企业，以政策解读的“透”赢得市场预期的“稳”。

2.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

及时公布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

张目录清单，以及中介

服务收费目录、涉企经

营服务性收费减免措施

等，让公众对政府收费

项目一目了然。

分别核实、调整1097项和107项。开

展村（社区）证明事项清理规范工

作，依法取消298项不合法、不合理

及为规避部门责任而要求群众提供

的证明材料，保留15项，受到中央

和省市领导肯定性批示。印发《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取消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

知》，取消行政许可14项。印发

《关于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监督检查的通知》，各区（市）县和市级行政执

法部门分类制定和细化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参

与“双随机”抽查，有效促进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编制完成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并在市政府网站集

中公开。对接使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认领事项14万条，上线运行11万条。建

设全市统一的电视政务大厅，可为全市400万用户家庭约1200万人提供服务。按照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在成华区和市商物投公司所属益民菜市试点推进天府通自

助服务终端建设，并协调相关单位做好50个试点点位部署工作，可为市民提供84项

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事项。　

2. 推进国资国企信息公开。

印发《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绩效

考核办法》《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目

标任务》，及时公开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财务指

标、整体运行情况、业绩考核结果、国有资产

转让等事项的信息，重点公开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改革重组、负责人职务变动及招聘信息。

1.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工作信息公开。

及时发布《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成都市科技型企业培育行动计划2017-2025）》《成都市建设“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

市产业能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细则》《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

中心城市产业能级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实施细则》，印发《关于印发成都市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成都市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与资助管理办

法》等，发布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石化、新产品及仪器类等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82个，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在市经信委网站“过剩产能工作信息公开

专栏”公开推进化解过

剩产能工作相关情况。

在全国率先创建军民融

合产业统计体系，建立

“民参军”信息发布平

台，定期发布有关政策

及需求信息，有效推动

了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2.推进消费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工作信息公开。

编制发布《成都市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电子商务发展“十三

五”规划》《2016年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天堂白皮书》《2016成都餐饮业调

查报告》，制定中心城区商贸产业提升、国际美食之都建设、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建设

等工作方案，着力构建商贸产业生态体系，提升商贸产业国际化能级。开通今日头

条、一点号、企鹅号、网易号、搜狐号和“四川在线问政四川”“麻辣社区问政四

川”成都质监版块，及时推送相关信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开设市长质量奖专栏，及

时公开评选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开展“质检利剑”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对食

品、消防、化工等2972批次产品开展产品质量抽查，抽查结果及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

况在市质监局门户网站公开。

1.推进扶贫脱贫和社会救助信息公开。

主动公开扶贫攻坚政策、咨询

渠道、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通过编

印操作手册、明白卡、专题培训、驻

村干部讲解等方式，加大惠农政策公

开力度。在市民政局官网设置城乡低

保、医疗救助、特困人员供养、临时

救助等专栏，社会救助政策均在相应

栏目中及时公开。印制《成都市民政

工作事项服务指南手册》，发放到各区（市）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2.推进就业社保信息公开。

在人社局门户网站、官网

微博、微信及时公开就业创业

及市直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信

息，每季度发布成都市公共人

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

报告。编制《成都市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成

都市社会保险经办工作适用文

件汇编》，定期公开社保基金收支结余及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及待遇享受人数情况，通

过“成都社保”微信公开社保关系转续经办机构联系方式相关信息。及时公开基本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相关政策文件、办理流程及服务机构。在市人社局门户网站统一

发布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信息，及时公开201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3.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依法及时公开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等信息，每日发布空气质量指

数（AQI）和空气质量监测信息，

每月发布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公

告，公布各区（市）县空气质量

排名。按月发布全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报告、地表水水质

报告和降水监测报告。开设污染

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专栏，依法公开重点污染源基本信息、污染源监测、工业污染防

治、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等信息。

　

4.推进教育卫生领域信息公开。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划片、随迁子

女入学信息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在全省教育系统率先出台《成都市教

育系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

诉请求目录清单（试行）》。成都教

育网新增“民办教育”“教育民生实

事完成情况”等栏目，全年访问量

382.8万余人次，小学校（幼儿园）信息大全及电子地图导航平台，年访问量83万余

人次。按成都市医疗服务项目与价格规范，在公立医院收费场所以公示牌、电子触摸

屏、计算机查询系统等，公示常规医疗服务价格、常用药品和主要医用耗材价格信

息，在电子显示屏公示按病种收费标准信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透明度。

5.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信息公开。

全面公开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在市食药监局门户

网站公开监督抽检信息21起。及时公开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监督检查和执

法情况。

1.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推进公开。

及时公开《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

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

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加大非法集资案件查处和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公开力度，初步

建成监测预警系统“蓉金卫士”并上

线测试。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反

洗钱等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重点

公开成都市金融运行情况、征信查询网点、金融支持自贸区实施意见等工作情况。

2.围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进公开。

印发《成都市房地产业五年规划》《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五年规划》《成

都市住房保障五年规划》《关于完善我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关于商品住房开盘

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

房有关事宜的通知》等，

第一时间通过传统媒体及

新媒体进行政策解读及舆

情回应。建立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平台，平台房源总

量27.8万余条，浏览量累

计860万余次。通过“成

都市住房保障信息网”

“人才安居服务网”等，

及时发布住房保障和人才

安居工作信息。及时公开用地政策和报省、市批准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涉密项目

除外），以及征地批文、征地告知书、“一书四方案”、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等信息。

3.围绕防范遏制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推进公开。

每月定期公开行政处罚

案件信息和安全生产监察执

法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生

产安全事故52起，事故调查

处理报告2件，挂牌督办重大

事故隐患78件。每季度及时发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职业病危害预判预控信息，提升

人民群众安全生产事故防范意识和能力。

4.围绕防范重大舆情及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推进公开。

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网络舆情及突发事件，在推进线下处理的同时

借助新闻发布会、新闻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及时发布权威声音，公

开事件真相，解答群众疑惑。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回应社会关切112565次。

1.进一步完善“五公开”工作

机制。

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名义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政务

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严格执

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1189个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按时公开率100%。印发《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

方案》，推荐新津县作为全国100个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区县之一，指导新津县建立基

层公开试点工作专栏，及时公开进展情况，广泛接受监督。2017年，在全国政府网站

成都现场会上，国办充分肯定我市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建设工作。

2.进一步加强解读回应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成都市政策解读规定》，坚持“谁起草、谁解读、谁负责”、

政策“发布、解读、回应”三联动以及“政策文件、解读文本、解读机构、解读人、

日常联系方式及新闻通稿”六公开等工作原则，持续完善公开即时解读、跟踪回应解

读、常态化解读、综合集成解读四种解读方式，共公开政策解读信息3900余条，确保

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

健全网络理政平台工作

机制和系统功能，按照“六

位一体”工作思路，推动书

记市长信箱、网络论坛、

12345热线、政务APP、微

博、微信等政务新媒体集成

运行，推动市县乡2732个领

导网络信箱统筹开放，实现

了三级网络理政体系全天候对外服务，提高市民群众参与度，提升参与使用便捷度。

依托“成都服务”政务新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手机APP）

平台，为市民和企业提供办事咨询、问题投诉、建言献策、信息资讯等服务。

4.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建设。

升级改版市政府门户网站，有效提升信息公开、回应关切和便民服务水平。建成

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移动客户端（APP），组织全市维护管理人员下载应用。

对基层平台内容呈现方式进行优化升级，提升公众访问便捷度。增设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管理系统自动识别报错提醒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度。

5.进一步强化能力建设。

改进政务公开业务培训指导方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专家、复议机关、司法机

关、政府信息公开岗位人员专题业务研讨会，一对一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疑难问题。建

立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和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季

度通报制度。改进监督检查方式，以问题清单和典型案例督促各单位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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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公开。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布《成都市都市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2018-2035）》《“南拓”区域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成都市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评定管理办法》，公布《2017年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

表》，农业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

4.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审计信息公开。

深化政府预决算公开，通过“财政预决算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了除涉密信

息外的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成都市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及相关报表、成都市2016年财政决算和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及相关附件表格。除

涉密部门外，使用财政拨

款的104个市级部门均按统

一格式和口径在市政府门

户 网 站 公 开 本 部 门 预 决

算。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及

时公开市本级2017年“三

公”经费预算汇总情况和

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

汇总情况，105个市级部门

按统一格式和口径公开本

部门2017年使用财政拨款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和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情况。推进政府采购信息

公开，依法公开监督处罚信息。在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市审计局官网及时公开《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16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

于201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印发《2017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方案》，对政府系统建议提案

办理及结果公开提出明确要求；加大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检查力度，对涉及公共利

益、公众权益、社会关注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提案办理复文，经与建议提案者

协商同意后及时公开，接受代表、委员和社会监督。全年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结果信息

4836条。

        

3.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

发布《2017年成都市重点项目名单》，将1009个重点项目及时录入“成都市重

点项目VIP服务系统”“成都市投资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项目业主可及时进行问

题协调及办件进度查询。动态调整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有序扩大项目进场交易范

围，扎实做好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信息公开。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着力推进省市县三级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实现交易信息同步发布。

2017年，通过省政府采购网、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等渠道公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交易信息5982条，公共资源交

易全流程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4.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信息公开。

举办“2017年成都市PPP项目推介

及与中国PPP基金深化合作”新闻发布

会，发布《成都市2017年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目推介公告》，公

开PPP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办事

指南，以及项目进展、专家库、咨询

机构参与项目情况等，激发社会资本

参与热情。

1.推进“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

健全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完成市建委、市交委、市国土局等单位507项行政

权力事项的审核调整。调整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418项，相关信息均在市政府政

务中心门户网站全面公开。逐项清理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前置条件和中介服务，

1. 加强预期引导。

运用撰稿解读、新闻发布会、图文解读等多种形式，宣传解读市委市政府出台

的《成都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成都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

三五”规划》《关于创新要素供给

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

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成

都产业新政50条）《成都实施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成都

人才新政12条）等涉及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财政、创业就业政策，及时准确地将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意图传递给

市场和企业，以政策解读的“透”赢得市场预期的“稳”。

2.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

及时公布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

张目录清单，以及中介

服务收费目录、涉企经

营服务性收费减免措施

等，让公众对政府收费

项目一目了然。

分别核实、调整1097项和107项。开

展村（社区）证明事项清理规范工

作，依法取消298项不合法、不合理

及为规避部门责任而要求群众提供

的证明材料，保留15项，受到中央

和省市领导肯定性批示。印发《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取消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

知》，取消行政许可14项。印发

《关于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监督检查的通知》，各区（市）县和市级行政执

法部门分类制定和细化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参

与“双随机”抽查，有效促进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编制完成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并在市政府网站集

中公开。对接使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认领事项14万条，上线运行11万条。建

设全市统一的电视政务大厅，可为全市400万用户家庭约1200万人提供服务。按照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在成华区和市商物投公司所属益民菜市试点推进天府通自

助服务终端建设，并协调相关单位做好50个试点点位部署工作，可为市民提供84项

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事项。　

2. 推进国资国企信息公开。

印发《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绩效

考核办法》《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目

标任务》，及时公开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财务指

标、整体运行情况、业绩考核结果、国有资产

转让等事项的信息，重点公开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改革重组、负责人职务变动及招聘信息。

1.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工作信息公开。

及时发布《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成都市科技型企业培育行动计划2017-2025）》《成都市建设“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

市产业能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细则》《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

中心城市产业能级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实施细则》，印发《关于印发成都市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成都市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与资助管理办

法》等，发布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石化、新产品及仪器类等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82个，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在市经信委网站“过剩产能工作信息公开

专栏”公开推进化解过

剩产能工作相关情况。

在全国率先创建军民融

合产业统计体系，建立

“民参军”信息发布平

台，定期发布有关政策

及需求信息，有效推动

了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2.推进消费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工作信息公开。

编制发布《成都市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电子商务发展“十三

五”规划》《2016年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天堂白皮书》《2016成都餐饮业调

查报告》，制定中心城区商贸产业提升、国际美食之都建设、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建设

等工作方案，着力构建商贸产业生态体系，提升商贸产业国际化能级。开通今日头

条、一点号、企鹅号、网易号、搜狐号和“四川在线问政四川”“麻辣社区问政四

川”成都质监版块，及时推送相关信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开设市长质量奖专栏，及

时公开评选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开展“质检利剑”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对食

品、消防、化工等2972批次产品开展产品质量抽查，抽查结果及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

况在市质监局门户网站公开。

1.推进扶贫脱贫和社会救助信息公开。

主动公开扶贫攻坚政策、咨询

渠道、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通过编

印操作手册、明白卡、专题培训、驻

村干部讲解等方式，加大惠农政策公

开力度。在市民政局官网设置城乡低

保、医疗救助、特困人员供养、临时

救助等专栏，社会救助政策均在相应

栏目中及时公开。印制《成都市民政

工作事项服务指南手册》，发放到各区（市）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2.推进就业社保信息公开。

在人社局门户网站、官网

微博、微信及时公开就业创业

及市直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信

息，每季度发布成都市公共人

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

报告。编制《成都市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成

都市社会保险经办工作适用文

件汇编》，定期公开社保基金收支结余及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及待遇享受人数情况，通

过“成都社保”微信公开社保关系转续经办机构联系方式相关信息。及时公开基本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相关政策文件、办理流程及服务机构。在市人社局门户网站统一

发布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信息，及时公开201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3.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依法及时公开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等信息，每日发布空气质量指

数（AQI）和空气质量监测信息，

每月发布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公

告，公布各区（市）县空气质量

排名。按月发布全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报告、地表水水质

报告和降水监测报告。开设污染

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专栏，依法公开重点污染源基本信息、污染源监测、工业污染防

治、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等信息。

　

4.推进教育卫生领域信息公开。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划片、随迁子

女入学信息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在全省教育系统率先出台《成都市教

育系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

诉请求目录清单（试行）》。成都教

育网新增“民办教育”“教育民生实

事完成情况”等栏目，全年访问量

382.8万余人次，小学校（幼儿园）信息大全及电子地图导航平台，年访问量83万余

人次。按成都市医疗服务项目与价格规范，在公立医院收费场所以公示牌、电子触摸

屏、计算机查询系统等，公示常规医疗服务价格、常用药品和主要医用耗材价格信

息，在电子显示屏公示按病种收费标准信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透明度。

5.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信息公开。

全面公开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在市食药监局门户

网站公开监督抽检信息21起。及时公开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监督检查和执

法情况。

1.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推进公开。

及时公开《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

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

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加大非法集资案件查处和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公开力度，初步

建成监测预警系统“蓉金卫士”并上

线测试。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反

洗钱等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重点

公开成都市金融运行情况、征信查询网点、金融支持自贸区实施意见等工作情况。

2.围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进公开。

印发《成都市房地产业五年规划》《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五年规划》《成

都市住房保障五年规划》《关于完善我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关于商品住房开盘

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

房有关事宜的通知》等，

第一时间通过传统媒体及

新媒体进行政策解读及舆

情回应。建立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平台，平台房源总

量27.8万余条，浏览量累

计860万余次。通过“成

都市住房保障信息网”

“人才安居服务网”等，

及时发布住房保障和人才

安居工作信息。及时公开用地政策和报省、市批准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涉密项目

除外），以及征地批文、征地告知书、“一书四方案”、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等信息。

3.围绕防范遏制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推进公开。

每月定期公开行政处罚

案件信息和安全生产监察执

法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生

产安全事故52起，事故调查

处理报告2件，挂牌督办重大

事故隐患78件。每季度及时发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职业病危害预判预控信息，提升

人民群众安全生产事故防范意识和能力。

4.围绕防范重大舆情及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推进公开。

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网络舆情及突发事件，在推进线下处理的同时

借助新闻发布会、新闻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及时发布权威声音，公

开事件真相，解答群众疑惑。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回应社会关切112565次。

1.进一步完善“五公开”工作

机制。

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名义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政务

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严格执

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1189个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按时公开率100%。印发《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

方案》，推荐新津县作为全国100个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区县之一，指导新津县建立基

层公开试点工作专栏，及时公开进展情况，广泛接受监督。2017年，在全国政府网站

成都现场会上，国办充分肯定我市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建设工作。

2.进一步加强解读回应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成都市政策解读规定》，坚持“谁起草、谁解读、谁负责”、

政策“发布、解读、回应”三联动以及“政策文件、解读文本、解读机构、解读人、

日常联系方式及新闻通稿”六公开等工作原则，持续完善公开即时解读、跟踪回应解

读、常态化解读、综合集成解读四种解读方式，共公开政策解读信息3900余条，确保

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

健全网络理政平台工作

机制和系统功能，按照“六

位一体”工作思路，推动书

记市长信箱、网络论坛、

12345热线、政务APP、微

博、微信等政务新媒体集成

运行，推动市县乡2732个领

导网络信箱统筹开放，实现

了三级网络理政体系全天候对外服务，提高市民群众参与度，提升参与使用便捷度。

依托“成都服务”政务新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手机APP）

平台，为市民和企业提供办事咨询、问题投诉、建言献策、信息资讯等服务。

4.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建设。

升级改版市政府门户网站，有效提升信息公开、回应关切和便民服务水平。建成

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移动客户端（APP），组织全市维护管理人员下载应用。

对基层平台内容呈现方式进行优化升级，提升公众访问便捷度。增设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管理系统自动识别报错提醒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度。

5.进一步强化能力建设。

改进政务公开业务培训指导方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专家、复议机关、司法机

关、政府信息公开岗位人员专题业务研讨会，一对一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疑难问题。建

立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和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季

度通报制度。改进监督检查方式，以问题清单和典型案例督促各单位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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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息公开。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布《成都市都市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2018-2035）》《“南拓”区域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成都市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评定管理办法》，公布《2017年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

表》，农业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

4.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审计信息公开。

深化政府预决算公开，通过“财政预决算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了除涉密信

息外的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成都市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及相关报表、成都市2016年财政决算和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

报告及相关附件表格。除

涉密部门外，使用财政拨

款的104个市级部门均按统

一格式和口径在市政府门

户 网 站 公 开 本 部 门 预 决

算。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及

时公开市本级2017年“三

公”经费预算汇总情况和

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

汇总情况，105个市级部门

按统一格式和口径公开本

部门2017年使用财政拨款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和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汇总情况。推进政府采购信息

公开，依法公开监督处罚信息。在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市审计局官网及时公开《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市2016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

于201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印发《2017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方案》，对政府系统建议提案

办理及结果公开提出明确要求；加大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检查力度，对涉及公共利

益、公众权益、社会关注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提案办理复文，经与建议提案者

协商同意后及时公开，接受代表、委员和社会监督。全年公开建议提案办理结果信息

4836条。

        

3.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

发布《2017年成都市重点项目名单》，将1009个重点项目及时录入“成都市重

点项目VIP服务系统”“成都市投资和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项目业主可及时进行问

题协调及办件进度查询。动态调整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有序扩大项目进场交易范

围，扎实做好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信息公开。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着力推进省市县三级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实现交易信息同步发布。

2017年，通过省政府采购网、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等渠道公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矿权等交易信息5982条，公共资源交

易全流程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4.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信息公开。

举办“2017年成都市PPP项目推介

及与中国PPP基金深化合作”新闻发布

会，发布《成都市2017年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目推介公告》，公

开PPP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办事

指南，以及项目进展、专家库、咨询

机构参与项目情况等，激发社会资本

参与热情。

1.推进“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

健全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完成市建委、市交委、市国土局等单位507项行政

权力事项的审核调整。调整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418项，相关信息均在市政府政

务中心门户网站全面公开。逐项清理市本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前置条件和中介服务，

1. 加强预期引导。

运用撰稿解读、新闻发布会、图文解读等多种形式，宣传解读市委市政府出台

的《成都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成都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

三五”规划》《关于创新要素供给

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

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成

都产业新政50条）《成都实施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成都

人才新政12条）等涉及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财政、创业就业政策，及时准确地将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意图传递给

市场和企业，以政策解读的“透”赢得市场预期的“稳”。

2.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

及时公布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

张目录清单，以及中介

服务收费目录、涉企经

营服务性收费减免措施

等，让公众对政府收费

项目一目了然。

分别核实、调整1097项和107项。开

展村（社区）证明事项清理规范工

作，依法取消298项不合法、不合理

及为规避部门责任而要求群众提供

的证明材料，保留15项，受到中央

和省市领导肯定性批示。印发《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取消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

知》，取消行政许可14项。印发

《关于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监督检查的通知》，各区（市）县和市级行政执

法部门分类制定和细化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参

与“双随机”抽查，有效促进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编制完成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并在市政府网站集

中公开。对接使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认领事项14万条，上线运行11万条。建

设全市统一的电视政务大厅，可为全市400万用户家庭约1200万人提供服务。按照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在成华区和市商物投公司所属益民菜市试点推进天府通自

助服务终端建设，并协调相关单位做好50个试点点位部署工作，可为市民提供84项

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事项。　

2. 推进国资国企信息公开。

印发《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绩效

考核办法》《成都市国资系统政务信息工作目

标任务》，及时公开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财务指

标、整体运行情况、业绩考核结果、国有资产

转让等事项的信息，重点公开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改革重组、负责人职务变动及招聘信息。

1.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工作信息公开。

及时发布《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成都市科技型企业培育行动计划2017-2025）》《成都市建设“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

市产业能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细则》《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

中心城市产业能级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实施细则》，印发《关于印发成都市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成都市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与资助管理办

法》等，发布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石化、新产品及仪器类等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82个，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在市经信委网站“过剩产能工作信息公开

专栏”公开推进化解过

剩产能工作相关情况。

在全国率先创建军民融

合产业统计体系，建立

“民参军”信息发布平

台，定期发布有关政策

及需求信息，有效推动

了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2.推进消费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工作信息公开。

编制发布《成都市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成都市电子商务发展“十三

五”规划》《2016年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天堂白皮书》《2016成都餐饮业调

查报告》，制定中心城区商贸产业提升、国际美食之都建设、商圈和特色商业街建设

等工作方案，着力构建商贸产业生态体系，提升商贸产业国际化能级。开通今日头

条、一点号、企鹅号、网易号、搜狐号和“四川在线问政四川”“麻辣社区问政四

川”成都质监版块，及时推送相关信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开设市长质量奖专栏，及

时公开评选情况，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开展“质检利剑”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对食

品、消防、化工等2972批次产品开展产品质量抽查，抽查结果及行政执法案件办理情

况在市质监局门户网站公开。

1.推进扶贫脱贫和社会救助信息公开。

主动公开扶贫攻坚政策、咨询

渠道、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通过编

印操作手册、明白卡、专题培训、驻

村干部讲解等方式，加大惠农政策公

开力度。在市民政局官网设置城乡低

保、医疗救助、特困人员供养、临时

救助等专栏，社会救助政策均在相应

栏目中及时公开。印制《成都市民政

工作事项服务指南手册》，发放到各区（市）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2.推进就业社保信息公开。

在人社局门户网站、官网

微博、微信及时公开就业创业

及市直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信

息，每季度发布成都市公共人

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

报告。编制《成都市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成

都市社会保险经办工作适用文

件汇编》，定期公开社保基金收支结余及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及待遇享受人数情况，通

过“成都社保”微信公开社保关系转续经办机构联系方式相关信息。及时公开基本医

疗、工伤、生育保险相关政策文件、办理流程及服务机构。在市人社局门户网站统一

发布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等信息，及时公开2017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3.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

依法及时公开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等信息，每日发布空气质量指

数（AQI）和空气质量监测信息，

每月发布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公

告，公布各区（市）县空气质量

排名。按月发布全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报告、地表水水质

报告和降水监测报告。开设污染

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专栏，依法公开重点污染源基本信息、污染源监测、工业污染防

治、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等信息。

　

4.推进教育卫生领域信息公开。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划片、随迁子

女入学信息等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在全省教育系统率先出台《成都市教

育系统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

诉请求目录清单（试行）》。成都教

育网新增“民办教育”“教育民生实

事完成情况”等栏目，全年访问量

382.8万余人次，小学校（幼儿园）信息大全及电子地图导航平台，年访问量83万余

人次。按成都市医疗服务项目与价格规范，在公立医院收费场所以公示牌、电子触摸

屏、计算机查询系统等，公示常规医疗服务价格、常用药品和主要医用耗材价格信

息，在电子显示屏公示按病种收费标准信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透明度。

5.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信息公开。

全面公开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在市食药监局门户

网站公开监督抽检信息21起。及时公开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监督检查和执

法情况。

1.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推进公开。

及时公开《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

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

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加大非法集资案件查处和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公开力度，初步

建成监测预警系统“蓉金卫士”并上

线测试。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反

洗钱等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重点

公开成都市金融运行情况、征信查询网点、金融支持自贸区实施意见等工作情况。

2.围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进公开。

印发《成都市房地产业五年规划》《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五年规划》《成

都市住房保障五年规划》《关于完善我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关于商品住房开盘

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

房有关事宜的通知》等，

第一时间通过传统媒体及

新媒体进行政策解读及舆

情回应。建立住房租赁交

易服务平台，平台房源总

量27.8万余条，浏览量累

计860万余次。通过“成

都市住房保障信息网”

“人才安居服务网”等，

及时发布住房保障和人才

安居工作信息。及时公开用地政策和报省、市批准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涉密项目

除外），以及征地批文、征地告知书、“一书四方案”、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等信息。

3.围绕防范遏制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推进公开。

每月定期公开行政处罚

案件信息和安全生产监察执

法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生

产安全事故52起，事故调查

处理报告2件，挂牌督办重大

事故隐患78件。每季度及时发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职业病危害预判预控信息，提升

人民群众安全生产事故防范意识和能力。

4.围绕防范重大舆情及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推进公开。

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网络舆情及突发事件，在推进线下处理的同时

借助新闻发布会、新闻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等传播平台，及时发布权威声音，公

开事件真相，解答群众疑惑。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回应社会关切112565次。

1.进一步完善“五公开”工作

机制。

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名义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政务

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严格执

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1189个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

告按时公开率100%。印发《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

方案》，推荐新津县作为全国100个基层政务公开试点区县之一，指导新津县建立基

层公开试点工作专栏，及时公开进展情况，广泛接受监督。2017年，在全国政府网站

成都现场会上，国办充分肯定我市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建设工作。

2.进一步加强解读回应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成都市政策解读规定》，坚持“谁起草、谁解读、谁负责”、

政策“发布、解读、回应”三联动以及“政策文件、解读文本、解读机构、解读人、

日常联系方式及新闻通稿”六公开等工作原则，持续完善公开即时解读、跟踪回应解

读、常态化解读、综合集成解读四种解读方式，共公开政策解读信息3900余条，确保

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

健全网络理政平台工作

机制和系统功能，按照“六

位一体”工作思路，推动书

记市长信箱、网络论坛、

12345热线、政务APP、微

博、微信等政务新媒体集成

运行，推动市县乡2732个领

导网络信箱统筹开放，实现

了三级网络理政体系全天候对外服务，提高市民群众参与度，提升参与使用便捷度。

依托“成都服务”政务新媒体（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服务窗、手机APP）

平台，为市民和企业提供办事咨询、问题投诉、建言献策、信息资讯等服务。

4.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建设。

升级改版市政府门户网站，有效提升信息公开、回应关切和便民服务水平。建成

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移动客户端（APP），组织全市维护管理人员下载应用。

对基层平台内容呈现方式进行优化升级，提升公众访问便捷度。增设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管理系统自动识别报错提醒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度。

5.进一步强化能力建设。

改进政务公开业务培训指导方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专家、复议机关、司法机

关、政府信息公开岗位人员专题业务研讨会，一对一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疑难问题。建

立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和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季

度通报制度。改进监督检查方式，以问题清单和典型案例督促各单位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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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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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市通过政府网站（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共企事业单位办

事公开目录和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新闻发布会、政府公报、政务微

博微信、新闻媒体、公示栏（屏）等渠道和方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6179864

条。其中，市政府、市级部门及有关单位主动公开政府信息560735条，约占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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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9129条，约占90.9%。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成都市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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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7年全市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数量

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条）



2017年，通过成都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开政府信息342732条。其中，机构信

息5927条，约占1.7%；法规公文信息9116条，约占2.7%；政府决策信息13135条，

约占3.8%；工作信息159570条，约占46.6%；行政执法信息17385条，约占5.1%；人

事信息1206条，约占0.4%；财政信息15765条，约占4.6%；承诺事项信息1574条，

约占0.5%；公开年报信息1289条，约占0.4%；其他信息117765条，约占34.4%。

1.政府网站。

2017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通过政府

网站发布政府信息4437297条，同比增长

210.9%。市级各部门均在门户网站显著位

置设立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充分发挥了政

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第一平台的作用。同

时，综合运用图解、视频、音频等优化了

政府信息展现形式。

在主动公开的6179864条政府信息中，概况信息1049649条，约占17.0%；计划

总结信息17947条，约占0.3%；规范性文件信息10944条，约占0.2%；工作动态信息

1684823条，约占27.3%；人事信息4186条，约占0.1%；财政信息17005条，约占

0.3%；行政执法信息428244条，约占6.9%；其他信息2967066条，约占48.0%。

按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和方式划分，政府公报公开信息3854条，约占0.1%；政

府网站4437297条，约占71.8%；政务微博857912条，约占13.9%；政务微信185699

条，约占3.0%；其他渠道和方式695102条，约占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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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

2017年，全市推行办事公开的公

共企事业单位2345家。其中，市级公

共企事业单位193家，区（市）县级公

共企事业单位2152家。

  3.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

2017年，通过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  

平台公开基层事务信息360万余条，访问量 

2500万余人次。

4.新闻发布会。

2017年，围绕“‘蓉欧+’战略”

“产业新政五十条”“城乡社区发展治

理30条”“创新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建设

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城市”“建设西部

文创中心行动计划”“成都户籍制度改

革”等主题，组织新闻发布会（集中采

访）454场次。

5.政府公报。

2017年，《成都市人民政府

公报》共出版12期，印刷168000

册，公开各类重要政府信息2178

条。各区（市）县通过政府公报

公开各类重要政府信息1676条。

6.新闻媒体。

《成都日报》《成都晚报》

《成都商报》以及成都发布等媒

体，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创新创业、民生实事等

中心工作，积极开展宣传报道。

7.政务微博微信。

充分利用政务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强化信息发布和舆情回应，扩大

政府信息传播范围，努力提高信息到达率。2017年，全市各级部门和区（市）县政

府通过政务微博、微信共发布政府信息1043611条，同比增长 22.7%。

8.公共查阅场所。

持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标准化查询点建设，重点强化基层公共场所查询点覆盖

面。全市各级政府部门和区（市）县政府在档案馆、图书馆、政务服务中心（行政

审批服务大厅）等共设置政府信息公开公共查阅点3934个，全年接待公众查询

5210210人次，有效提升了政府信息查阅便捷度。

 2017年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的政府信息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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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类型分布

41.2% 48.0%

3.6%

其他信息

工作动态信息

概况信息

人事信息

财政信息

行政执法信息

计划总结信息

规范性文件信息

政府公报

政府网站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其他方式



2017年，通过成都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开政府信息342732条。其中，机构信

息5927条，约占1.7%；法规公文信息9116条，约占2.7%；政府决策信息13135条，

约占3.8%；工作信息159570条，约占46.6%；行政执法信息17385条，约占5.1%；人

事信息1206条，约占0.4%；财政信息15765条，约占4.6%；承诺事项信息1574条，

约占0.5%；公开年报信息1289条，约占0.4%；其他信息117765条，约占34.4%。

1.政府网站。

2017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通过政府

网站发布政府信息4437297条，同比增长

210.9%。市级各部门均在门户网站显著位

置设立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充分发挥了政

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第一平台的作用。同

时，综合运用图解、视频、音频等优化了

政府信息展现形式。

在主动公开的6179864条政府信息中，概况信息1049649条，约占17.0%；计划

总结信息17947条，约占0.3%；规范性文件信息10944条，约占0.2%；工作动态信息

1684823条，约占27.3%；人事信息4186条，约占0.1%；财政信息17005条，约占

0.3%；行政执法信息428244条，约占6.9%；其他信息2967066条，约占48.0%。

按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和方式划分，政府公报公开信息3854条，约占0.1%；政

府网站4437297条，约占71.8%；政务微博857912条，约占13.9%；政务微信185699

条，约占3.0%；其他渠道和方式695102条，约占11.2%。 主动公开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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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

2017年，全市推行办事公开的公

共企事业单位2345家。其中，市级公

共企事业单位193家，区（市）县级公

共企事业单位2152家。

  3.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

2017年，通过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  

平台公开基层事务信息360万余条，访问量 

2500万余人次。

4.新闻发布会。

2017年，围绕“‘蓉欧+’战略”

“产业新政五十条”“城乡社区发展治

理30条”“创新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建设

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城市”“建设西部

文创中心行动计划”“成都户籍制度改

革”等主题，组织新闻发布会（集中采

访）454场次。

5.政府公报。

2017年，《成都市人民政府

公报》共出版12期，印刷168000

册，公开各类重要政府信息2178

条。各区（市）县通过政府公报

公开各类重要政府信息1676条。

6.新闻媒体。

《成都日报》《成都晚报》

《成都商报》以及成都发布等媒

体，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创新创业、民生实事等

中心工作，积极开展宣传报道。

7.政务微博微信。

充分利用政务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强化信息发布和舆情回应，扩大

政府信息传播范围，努力提高信息到达率。2017年，全市各级部门和区（市）县政

府通过政务微博、微信共发布政府信息1043611条，同比增长 22.7%。

8.公共查阅场所。

持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标准化查询点建设，重点强化基层公共场所查询点覆盖

面。全市各级政府部门和区（市）县政府在档案馆、图书馆、政务服务中心（行政

审批服务大厅）等共设置政府信息公开公共查阅点3934个，全年接待公众查询

5210210人次，有效提升了政府信息查阅便捷度。

 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目录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类型分布

17

机构信息

法规公文

政府决策

工作信息

行政执法

人事信息

财政信息

承诺事项

公开年报

其他信息



2017年，通过成都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开政府信息342732条。其中，机构信

息5927条，约占1.7%；法规公文信息9116条，约占2.7%；政府决策信息13135条，

约占3.8%；工作信息159570条，约占46.6%；行政执法信息17385条，约占5.1%；人

事信息1206条，约占0.4%；财政信息15765条，约占4.6%；承诺事项信息1574条，

约占0.5%；公开年报信息1289条，约占0.4%；其他信息117765条，约占34.4%。

1.政府网站。

2017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通过政府

网站发布政府信息4437297条，同比增长

210.9%。市级各部门均在门户网站显著位

置设立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充分发挥了政

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第一平台的作用。同

时，综合运用图解、视频、音频等优化了

政府信息展现形式。

在主动公开的6179864条政府信息中，概况信息1049649条，约占17.0%；计划

总结信息17947条，约占0.3%；规范性文件信息10944条，约占0.2%；工作动态信息

1684823条，约占27.3%；人事信息4186条，约占0.1%；财政信息17005条，约占

0.3%；行政执法信息428244条，约占6.9%；其他信息2967066条，约占48.0%。

按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和方式划分，政府公报公开信息3854条，约占0.1%；政

府网站4437297条，约占71.8%；政务微博857912条，约占13.9%；政务微信185699

条，约占3.0%；其他渠道和方式695102条，约占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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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

2017年，全市推行办事公开的公

共企事业单位2345家。其中，市级公

共企事业单位193家，区（市）县级公

共企事业单位2152家。

  3.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

2017年，通过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  

平台公开基层事务信息360万余条，访问量 

2500万余人次。

4.新闻发布会。

2017年，围绕“‘蓉欧+’战略”

“产业新政五十条”“城乡社区发展治

理30条”“创新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建设

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城市”“建设西部

文创中心行动计划”“成都户籍制度改

革”等主题，组织新闻发布会（集中采

访）454场次。

5.政府公报。

2017年，《成都市人民政府

公报》共出版12期，印刷168000

册，公开各类重要政府信息2178

条。各区（市）县通过政府公报

公开各类重要政府信息1676条。

6.新闻媒体。

《成都日报》《成都晚报》

《成都商报》以及成都发布等媒

体，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创新创业、民生实事等

中心工作，积极开展宣传报道。

7.政务微博微信。

充分利用政务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强化信息发布和舆情回应，扩大

政府信息传播范围，努力提高信息到达率。2017年，全市各级部门和区（市）县政

府通过政务微博、微信共发布政府信息1043611条，同比增长 22.7%。

8.公共查阅场所。

持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标准化查询点建设，重点强化基层公共场所查询点覆盖

面。全市各级政府部门和区（市）县政府在档案馆、图书馆、政务服务中心（行政

审批服务大厅）等共设置政府信息公开公共查阅点3934个，全年接待公众查询

5210210人次，有效提升了政府信息查阅便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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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通过成都市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开政府信息342732条。其中，机构信

息5927条，约占1.7%；法规公文信息9116条，约占2.7%；政府决策信息13135条，

约占3.8%；工作信息159570条，约占46.6%；行政执法信息17385条，约占5.1%；人

事信息1206条，约占0.4%；财政信息15765条，约占4.6%；承诺事项信息1574条，

约占0.5%；公开年报信息1289条，约占0.4%；其他信息117765条，约占34.4%。

1.政府网站。

2017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通过政府

网站发布政府信息4437297条，同比增长

210.9%。市级各部门均在门户网站显著位

置设立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充分发挥了政

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第一平台的作用。同

时，综合运用图解、视频、音频等优化了

政府信息展现形式。

在主动公开的6179864条政府信息中，概况信息1049649条，约占17.0%；计划

总结信息17947条，约占0.3%；规范性文件信息10944条，约占0.2%；工作动态信息

1684823条，约占27.3%；人事信息4186条，约占0.1%；财政信息17005条，约占

0.3%；行政执法信息428244条，约占6.9%；其他信息2967066条，约占48.0%。

按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和方式划分，政府公报公开信息3854条，约占0.1%；政

府网站4437297条，约占71.8%；政务微博857912条，约占13.9%；政务微信185699

条，约占3.0%；其他渠道和方式695102条，约占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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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

2017年，全市推行办事公开的公

共企事业单位2345家。其中，市级公

共企事业单位193家，区（市）县级公

共企事业单位2152家。

  3.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

2017年，通过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  

平台公开基层事务信息360万余条，访问量 

2500万余人次。

4.新闻发布会。

2017年，围绕“‘蓉欧+’战略”

“产业新政五十条”“城乡社区发展治

理30条”“创新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建设

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城市”“建设西部

文创中心行动计划”“成都户籍制度改

革”等主题，组织新闻发布会（集中采

访）454场次。

5.政府公报。

2017年，《成都市人民政府

公报》共出版12期，印刷168000

册，公开各类重要政府信息2178

条。各区（市）县通过政府公报

公开各类重要政府信息1676条。

6.新闻媒体。

《成都日报》《成都晚报》

《成都商报》以及成都发布等媒

体，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创新创业、民生实事等

中心工作，积极开展宣传报道。

7.政务微博微信。

充分利用政务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强化信息发布和舆情回应，扩大

政府信息传播范围，努力提高信息到达率。2017年，全市各级部门和区（市）县政

府通过政务微博、微信共发布政府信息1043611条，同比增长 22.7%。

8.公共查阅场所。

持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标准化查询点建设，重点强化基层公共场所查询点覆盖

面。全市各级政府部门和区（市）县政府在档案馆、图书馆、政务服务中心（行政

审批服务大厅）等共设置政府信息公开公共查阅点3934个，全年接待公众查询

5210210人次，有效提升了政府信息查阅便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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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情况

2017年，全市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9571件，较2016年增长约 29.3%。

其中，市政府501件，市级部门及有关单位2544件，区（市）县6526件。

三、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成都市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2020

2010-2017年全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件）



按照依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划分，土地征用（收）和房屋拆迁类3580件，约占

37.4%；财政资金类180件，约占1.9%；行政执法类1298件，约占13.6%；劳动就业和

社会保障类235件，约占2.5%；其他信息申请4278件，约占44.7%。

 

截至2017年12月31日，9571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结9063件，其余508件按照

《条例》规定结转至2018年度办理。其中，8760件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

结，约占96.7%；303件因查询、核实相关信息等需要依法延期办结，约占3.3%。 

成都市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及有关单位依法答复的9063件申请中，970件已经主动公开，

并依法告知申请人获取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约占10.7%；2888件同意公开答复，

约占31.9%；408件同意部分公开，约占4.5%；1243件不予公开，约占13.7%；1361件

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约占15.0%；1129件政府信息不存在，约占12.5%；665件告

知申请人对申请内容进行更改、补充，约占7.3%；399件告知申请人通过信访、查阅

档案等其他途径办理，约占4.4%。

作出不予公开答复1243件申请中，4件涉及国家秘密，约占0.3%；33件涉及商业

秘密，约占2.7%；55件涉及个人隐私，约占4.4%；10件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约占0.8%；763件不属于《条例》所指的政府信息，约占

61.4%；378件因内容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而不予公开，约占30.4%。

2017年全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类型分布

（二）申请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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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类

财政资金类

行政执法类

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

其他

已主动公开

同意公开

同意部分公开

不同意公开

不属于本行政机关 

申请信息不存在

告知作出更改补充

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

  

2017年全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情况



按照依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划分，土地征用（收）和房屋拆迁类3580件，约占

37.4%；财政资金类180件，约占1.9%；行政执法类1298件，约占13.6%；劳动就业和

社会保障类235件，约占2.5%；其他信息申请4278件，约占44.7%。

 

截至2017年12月31日，9571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结9063件，其余508件按照

《条例》规定结转至2018年度办理。其中，8760件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

结，约占96.7%；303件因查询、核实相关信息等需要依法延期办结，约占3.3%。 

成都市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及有关单位依法答复的9063件申请中，970件已经主动公开，

并依法告知申请人获取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约占10.7%；2888件同意公开答复，

约占31.9%；408件同意部分公开，约占4.5%；1243件不予公开，约占13.7%；1361件

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约占15.0%；1129件政府信息不存在，约占12.5%；665件告

知申请人对申请内容进行更改、补充，约占7.3%；399件告知申请人通过信访、查阅

档案等其他途径办理，约占4.4%。

作出不予公开答复1243件申请中，4件涉及国家秘密，约占0.3%；33件涉及商业

秘密，约占2.7%；55件涉及个人隐私，约占4.4%；10件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约占0.8%；763件不属于《条例》所指的政府信息，约占

61.4%；378件因内容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而不予公开，约占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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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政复议情况

2017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因政府信息公开引起的行政复议1634件，较

2016年增长约24.3%。其中，经复议机关依法审理，632件被维持具体行政行

为，257件被依法纠错。

四、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案件情况

成都市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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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7年全市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复议数量

行政复议（件）



成都市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二）行政诉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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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7年全市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败诉率 

2017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因政府信息公开引起的行政诉讼1367件，较2016年

增长约 34.8%。其中，经人民法院依法审理，854件被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

告诉讼请求，46件被依法纠错，其他情形467件（含撤诉等）。

2010—2017年全市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诉讼数量和被依法纠错数

行政诉讼（件） 被依法纠错数（件）



（一）机构人员情况

2017年，因部分机构职能职责调整，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和人员数

量有所变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数量由2016年的1189个减至1122个。其中

市级部门及有关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 49个，区（市）县及所属部门、乡

镇（街道）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1073个。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量由

2016年的2467人增至2823人。其中，专职工作人员634人，兼职工作人员2189

人。政府信息公开岗位工作人员兼职率77.5%。

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
人员及收费情况

成都市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2017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未收取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产生的复印、邮寄

等成本费用。

（二）收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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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积极成效，但随着法治政府建设

和“放管服”改革工作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对公开透明的期待不断增强，对政府

信息公开的诉求日趋多样，我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仍然面临主动公开需进一步

深化、依申请公开办理需进一步规范、公开工作队伍建设需进一步稳定和专业

化等问题。

下一步，我市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政务公开工作的决

策部署和具体要求，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扎实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不断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的质量和水平。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改进措施

（二）收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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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关于全面深化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坚持以公开为常

态、不公开为例外，推进行政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和结

果公开。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建立基层政务公开标准体系。

严格执行《成都市政策解读规定》，全面推进公开即时解读、跟踪回应解读、

常态化解读、综合集成解读。

全面建立复杂疑难问题内部会审、外部会商及向政府专题报告机制。推进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依法妥善应对因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引起的行

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建立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败诉报备分析制度和政府信

息公开诉讼情况年度通报制度。严格按照法定时限履行答复义务，确保每件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都准确研判、依法答复、全流程控制，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

充分发挥政府网站、政府公报、政务微博微信、新闻媒体、公示栏（屏）

等平台和渠道的作用，扩大公开信息的受众面。进一步深化政府信息公开标准

化查询点建设工作，实现与天府通市民自助服务站互联互通，提升公众查阅信

息的便捷度。

分批次对全市政务公开工作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升专业能力。进一

步强化“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目录、基层公开综合服

务监管平台”季度通报制度的结果运用，督促工作落实。

（一）扎实推进主动公开

（二）加强依申请公开

（三）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建设

成都市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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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业务培训和督促指导



（一）2017年，成都市大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公室（全市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主管部门）收到群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建议和投诉72件，均依法

按时进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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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需要说明的事项及附表

成都市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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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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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1条）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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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3.政府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4.政府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5.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二、回应解读情况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

       （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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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  

              谈次数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条

条

件

条 

条

条 

条

条 

次

次

次

次

次

篇

次

6179864

10944

10944

3854 

4437297

  857912  

185699

695102

112565

454

146

445

196

2413

18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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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

统计指标 单位 统计数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收到申请数

1.当面申请数

2.传真申请数

3.网络申请数

4.信函申请数

（二）申请办结数

1.按时办结数

2.延期办结数

（三）申请答复数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2.同意公开答复数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涉及商业秘密

                涉及个人隐私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    

         会稳定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次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397964

9571

1343

88

2712

5428

9063

8760

303

9063

970

2888

408

1243

4

33

55

10

763

378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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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

统计指标 单位 统计数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四、行政复议数量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二）被依法纠错数 

    （三）其他情形数

五、行政诉讼数量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二）被依法纠错数

（三）其他情形数

六、举报投诉数量

七、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八、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   

         员数）

       2.兼职人员数

（四）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    

       编辑管理及政府网站建设维护等方面的经费）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万元

个

个

人

人

人

万元

1129

665

399

1634

632

257

745

1367

854

46

467

72

0

1122

3934

2823

634

2189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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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指标 单位 统计数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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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次

次

人次

2940

2096

7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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