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 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⒛1T年查喈敢务公开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查面贯彻党坤十

^
太和十人届主中、田中i主 中、六中荃会∷精神,深入赏锕亩近平崽书

记系蒯重要讲话精抻和治国理玟新理念新恳想新戡略9坚持穗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围 绕供给铡结构性改革主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睨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豉务公开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9017年敢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飘国办发〔⒛17〕⒛ 号 )

要求,全面推进决簿、执行、管理、服务、结呆
“五公开

”
,深化公开

内容,加强解读回应,扩 大公众参与,增 强公开实效,服务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王作大局:蚁 优异的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和省第十一次党
∷
代会黩利召开j

-、圃缭
“
稳增长

9加
强球务公开

(一 )加强预期引导。围绕省委省政府出冶的涉及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豉策等,省 苴有关

部门(单位)要 统筹运用撰稿解读、新闻遇气会、新阚发布会等形

式,深剡阚释政策出台的背景依据、目标任夯、涉及范围,以及经济

转型发展中曲亮点等-及时准确将省委省豉蔚的政策意图传遴缭

市场和企业,以政策解读的t透”
羸锝市场预期的

“
稳
”
。加强全省

轻济形势监测预警,完善信息搜集、研判机制,及 时发现涉及我省
— 6-



经济挂会发展的误导和不实信息,客现准确、有说服力地发声氵澄

清事实i释疑
∷
解惑、引导舆论。按月公开佥省财政收支执行总体情 ∷

况、财政收支重点∷科目完戚情况和增减变动情况。每季瀵维织召

开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新间发布会,按丹或季及时发布解读社会关

注的重要指标数据,蓍重增加反映质量、效益、结掬、新经济发展及

供辁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媾况等方面的内容,及时做妤稳健货币政

策及相关措施在川执行情况的发布解读工非-增强备方佶J” 、凝聚

备方力量,加快推进经济强省建设。及时公开重:大政策措施落实

情况跟踪审计结暴,加大对脱贫攻坚、∵项目年
”工作和各项改革

推进等方雨的问趣典型及整改典型公开力度,促进政策落地圭根。

(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审计厅、省统计局
`

省金融工作局、省跛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i人行戚都分行按

职责分工分sll牵 头落实 )

《二 )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抓好臧税降

费政策措施、促进创业创新、保障改善民生和西部大开发相关税收

优惠玻策及其在我省贯钿执行情况的公开∷、解读工作。集申展示、

及时更新在全省藐桶讷实施钲收的行政事业惟收费、政府性基金

和涉企行∷政
-事业性收费三张回录清革|让公众对政府收费顼目一

目了然。及时公开申央i省 清理觏∷范涉企收费和降低企业用电用

气、用地用矿i物流运输、制度性交易等戚苯的政策措施以及执行

落实情况j完善社会保险信息披露制度9及时公开阶段性降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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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险费率、缓缴社保费等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和政策执行情

况及结果。(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财政厅、入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国土资源厅、省地税局、省国税局按职赍分工分别牵

头落实》

(三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围绕我

省⒛17年“
项目年

”工作方案,扎 实做好易地挟贫搬迁、重大水利

工程、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等重大建设项目的审批、核难、备案以及

项目实施过程、结果和社会效果等信息的公开。将建设工程顼目

招投标、政府采购、公车拍卖、公立医睨药品采购 ,以 及国有产权、

土地矿业权、碳排鼓权、排污权、林权转让等交易活动纳入全省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并通过平台依法统一发布备类公共资源交易公

告、资格审查信息、交易过程信息、戚交信息及履约等信息,推进公

共资源配置全流程透明化运行。(省 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厅、水

利厅、农业厅、林业厅、省政务服夯和资源交易中心按职赏分工分

别牵头落实 )

(四 )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 目信息公开。全面公

开 PPP相关法律法规、PPP综合指导和行业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 ,

以及顼目进展、专家库、咨询机构参与项目情况等信息,儆好项目

难备、实施等阶段的信息公开工作 ,蓍力提高 PPP相关倌息公开

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引 导和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我省

PPP项 目。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舍作(PPP〉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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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信患平舍信息公开管理暂行办法》的遢知飘财金(⒛ 17〕1号 )

要求,儆好全省社会资本参与方式、项目合同
`回

报机制等的公开

工作,促进 PPP顼唇各参与方诚实守信(严格履约,漱发社会资本

参与热情,保障公众知情权。《省发展改莩委、财敢厅按职责分工∷

分别牵头落实)    ∷

二、圈绕"促改革
”
加强敢务公开 ∷

(五 )推进
“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巳完戚清理的权贵清革

及动态∷调整情况,除涉密事顼外,都 应及时向社会公开。秆敢许

可、秆政处罚等行玻权方运行结果等要在省政府网蛄集中公开,让

公众了解擞权特况i监督权力行使、评价运行效果。投资核准事项

清单
`投

资项目涉及∴申
:介

服务事顼清单、玻窟定价或指导价经营服

务性收费清革
`工

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和工商登记后∷置审批

事顼目录、市场主∷体许玎经菅事项监管清革以及收费政策文件等

都要奎面、及时公开。政策文件的废止、失效情况要及时向社会公

开,并在豉府网站已发布的原文件上作出明确标:拄 。按照
“
双随

机、一公开
”
年度目标要求,编 制i公开全省随机抽查事顼清萆,明

确牡查依据、主体、内容、方式等要素。随机牡查结果和查处锖况

要及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四 川)向 社会公开i向 栽

会公众提供查询冁务。大力推进r互联网+玻夯服务
”
,年 内完戚

豉务服务事项目录编制,并在省政府网站集中公开。加快摧动与

企业注册登记、项目∷投资、创业创新-洪及教育谖疗、户籍改革、社
— 9—



会保幛∷、劳动就业、隹房保障等与群众密切相关gl+服务事项上网办

理。加快实体政务大厅与网上服务平台融合发展,推进政务徼信、∵

政务 APP、移动办公平台1“
gs196” 等平舍功能对接和整舍,让企业

和群众办事更加便捷。〔省政府办公厅、省编办、省发展改革委、省

工商局、省法制办、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会同省苴宥关

部门(革位 )按取责分工分fll牵 头落实〕 ∷∷∷∷∵   ∷

(六 冫推进国资国企信息公开。儆好国有产权交易、增资扩艘

项目的信息披露和结果公乐工作,推动产权交易机枘与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实玑信息共莩:按月公开奎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

经济效益指标、圭要行业盈利辶重大变化事项等情况扌按年度公开

国宥
.金

业
∷
财务决箅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盈利能力i资产状况等情

况。依法锒觏公开省属企业生产经营、业绩考核总体情况,鹭有资∷

产保值增值情况,以及改萆重级结果、企业负责人重大变动、年度

薪酬、履行社会责任重点工作情况。诎台推进省属企业佶息公开

指导意见,指导省属企业儆好信息公开试点工作。(财政厅、省国

资委、省金融工作屠按职贵分工分别牵头落实 )∶ ∷

|(七 )推进衣虫辏给侧结构性鼓革信息公开。围绕我省推进

现代农
:业

产业融合示茈园区建设、打造佥国艹四区回基地卩儆妤佶

息公`开 工作 ,加大对优化区域布局i优化产品结楠t推进产业融合 1

突出质量安金、强化品牌培育、加强科技丈撑△深:化农业农村改拳

等重要政策措施和重点工作漪公开、解读力度,助 力农业供给铡结
一̄ 10 -ˉ



构性改革。儆好农产品价格信
∷
.惑公开工作:每周发布四川蔬菜(水

果和生猪价格行情,及 时转载表业部发布的国内井圭霎农产品价

格行情,释放反映供求关系的市场信号。加大惠农政策公开力皮”

深入解读农业产业扶贫、承包土巍
“
'主 权分置

”
、农村集体产权股

份合忤制改革、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农业补贴、农民工返乡创

业等跛策揩施-通过编印操作手册、组织专趱培训、驻村干部讲解

等方式,真正让农民看得到、听锝懂。推动县乡政府及时公开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龃等主作遘展情巍,方便亵民知情1参

与和监督。<农业厅牵头落实)

(亠 )推进财税棒制致革和审计信息奋开。深化全∷省豉府预

决算公舞,除涉密信息外,及肘公开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本级人

民代表太会常务
∷
委员会批准的预算、预算调整、决算、预箅执行情

况的报告及报表:并对本级玻府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以及

举借偾务的情况等主耍事项作出说明j△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

金预算1国 有赉本轻营预算和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收入表应当公开

刭收入分类款级科目:本级支出表应当公开到功能分类顼级科目,

本级工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应当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款级科目,

本级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表燕当公并到功能分类类级科目。细化

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除 涉密信息外.公开部门收支情况、财政拨

款收支情况、一般公共预算i政府性基金预算i国 有赘本经营预算

支出情窕:-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日9一般

一̄  11 -ˉ



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对部门预算单位构

戚、机关运行经费i跛府采购预算等安排慵况,国 有资产占有使用

以及绩簸目标设置慵况等作出说明9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儆出解

释。加大吓三公∵经费公开力度,各级政府及其所有使用财敢拨款

Ⅱ安排
“三公

”
经费支出的部闩(革位 )都 要公开本级和本部闸(单

位 )“ 三公
”
经费的预决算财豉拨款总额和分项数颞,并对增减奕∷

化的原因进行说明。推进财豉专项资金分配使用信息公开,加 大

脱贫攻坚、墩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隹房保障等颌域支出

情况公开。推进政府采购佶息公开,及时完整公开政府器购项目

信息、采购项目̄预算金镢(采购文件、申赫或戚交结果、采购夸同、

投诉处理绪果等。指导督促市、县财政部门公开本地跛府债务种

类、规模、结构和使翊、偿还等情况,强化对地方玻府偾务∷的监督。

依法依觏及时准确披露地方政窟偾券七税制改革相关敢策信息。

加太营改增相关政簿措施、操作办渚
`改

苹进展及戚效舍开力度 ,

密切跟踪企业对全面推开营改增政策的舆情墓映,及 时田应社会∷

备界关心的问题。及时公开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澉寞审计
=作

报

告、审计整改报告,被审计革位要公舍审计整改锘果。(财政厅、审

计厅、省地税局、省国税局按职责分工分另刂牵头落实 )

三。圃绕屮调结构
”
加强政务公开 ∷

(九 〉推进发展新产典、培育新动∷能耳作信息公开。围缘推进

制造强省建设、搌兴实体经济、支持创业创新、推动新产业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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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现代工业体系、构建△业发展新格局

等,加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品》发展指导目录等豉策及执行情况

公开力度。围绕开展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速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

加太对完善统簿协调机制、推进协同创新、促邃技末转移和成果转

化等方面豉策措施的公开∷解读力度 ,建立“
民参军

”
信息发布平

台,定期发布有关政策及霈球信息。围绕箨进四川自贸试验区建

设 ,加强对转变政府职能、统筹双向投资合作、推动贸易便利化、瀑

化金融领域改革创新、实施内陆与踏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战咯、激

活创新创业要紊等六大颌域的信息公开工作。蓍力抓妤深化科技

计划管理改革i∶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十六条玻策等执行情况及

绻果的公开:调 动企业和科研人员参与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的

积极性。锏定新产业、新业态i新摸式等方面监管政策时,要通过

征求惠见1听证座谈、咨∷询协商等方式 ,̄扩 大相关市场圭体的参与

度。注鲎收集公众对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豉策的反映和意见 ,

主动及时儆好解疑释惑和舆论引导再作。〔各市(州 )人 民政府 ,

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科技厅、商务厅按职责分工分

别牵
∷
头露实⒈ ∷    ∷∴    -
(十 )推进化解过瓒产

∷
能工作倌息公开⒍键釜去产能公示公

告制度 ,实行
“
事前公示、事后公告叩。根据年度目标任务要求,分

批次向社会公示承担化解过剩产能任务的企业名革、已完戚化解

过剩产能任务:的 企业名单,公布企业产能i奖朴资金分配、违法违
-ˉ  13 -—



规建设生产和不这标情况。化解过剩产能验收合格后,及 时向社

会公开上一年度化解过剩产能情况。集中发布化解过剩产能相关

信息9并在
“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四 川 )” 和

“
四川省政府

部门信息共享及监管协作平台
”
兮开。督促指导省属企业做好去

产能公示公告工作。〔备市(州 )人 民政府 ,省 发展改革委、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财政厅、省国资委、省安全监管局按职责分工分别牵

头落实 )

(十一 )推进消费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工作信息公开。定期

发布全省消费市场运行情况分析报告,公开
“
惠民购物全川行动

”

“
川货全国行

”“
万企出国门

”
市场拓展

“
三大活动

”
开展情况。定

期发布我省服务业发展运行情况 ,定期公开与群众瘀切相关的蔬

菜、肉类、粮油等居民生活必需品的漓费情况和价格走势情况,公

开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科技服务、健康养老等五大新兴

先导型服务业发展情况。加强消费者投诉统计分析,每半年出台

分析报告,加 大对查处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价格欺诈等行为的公

开力度 ,引 导璃费者理性消费。适时发布四川省流通领域商品质

量抽检结果。加强产品质量监管政策法规、标准、程序和质量执

法、质量监督牡查结果、蕨量违法行为记录、缺陷产品召回及后续

处理情况等信息公开,促逮中高端产品供给。做好省级地方标准

查文公开工作。及时公布天府质量奖评选结果、四川名牌产品和

四川省著名商标名单。(商 务厅、省工商局、省质监局按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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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牵头落实〉∷∷̀

四、圈绕“惠良生”加强政务公开∷         ∷   ∷

(十二 )推进款贫脱贫和社会救助信息公开。围绕以
“
绣花

叩

功夫推进精准扶贫辶精准脱贫,加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使用

等信息公开力皮,儆好
“
挟持谁、谁来抉、怎么扶、如何退∵等信息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以公开透明嬴锝社会各界对抉∷贫工作的珲解

支持,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主动性。∶贫困县要公开统筹整合使用

的涉农资佥来濂辶用途和项宙建设等情况 ;∶乡(镶 )政府和行竣村

要公泰建档立卡贪困人口和脱贫人口名单、扶贫顼目实施情况。

高度重槐圃难群众救助信∷息公开:进∵步做好城乡低保、特圈人员

救助供养七眭疗救玢(临 时救助等信息公开
'切

实塔强公开的针对

性和宥效性,让 圈难群众知晓政策、得刭保障。∷县级民政部冂依托

“
一闩受理辶协同办理

”
窗0公开社会救助申请条件、标准、办理程

序及办理时限、举报投诉电话

'乡

(镇、衡遘 )要将纳入最低生活

保障

`特

凼祺养、湓时救助辶医疗救助范围的Ⅱ家腱及人员基本情况

在政务公开栏和村(居 )务公开栏予以公示。(省扶贫移民局、民

政厅按职贵分工分别牵头落实)  ∷          ∷

《十三 )推进就业社保信息公卉。∴进△步推进就业创业信息

公开 ,及
∷时公开促进就业创业方面的法规i敢策∷

`措
旎及其实施情

况,重 点公开就业创业铌惠政策实施范围∶补赌豉策申瓴条件和程

序、补贴管理和审批情况;及时发布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工资指导
一- 15 ∷∵̄



线;按趣定傲好公务员考录和事业革位公开招聘信息发布工作;定 ∷

期发布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坡况分析信息i职业∷供求信息和翠业培

训信息,引 导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适 时发布就业嚅求信

息,定期公布佥省创业塘训定点机构信息占蓍力加强社舍锵睥信

息公开,主动公开现行有簸的社会保险法规、制度、政策、标准、经

办流程:及时发布基本谖疗保险、工铕保险和圭育保猃荮品目录{

基本医疗锞险
`工

伤保险诊疗项目范圃、辅助器具回录,定点医院、

定点药店名录和社保关系转续经办机枘联系方式等相米镩息,将

备项桂会保险基金的收人、支出、结佘和挂会保险参保人数及待嗨

事受人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八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率头藤实)

C艹四)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深入解读∷环保重要敢策措

施,广泛进行环锞科普宣传:,及∷时:公开环境治理工作进羼等信息∷,

积极圄应社会关切。加大空气菠量监测预警镩息公开力箕,实 时

发布监搠预测的空气质量指数i塑 气质量等级及首∵要污染物等信-

息;加强重污∷染空气胰量专题预警预龈,及时发布重污染禾气预警

预报及应急措施、进展、成效方面的辖息;每 月~兮布奎省z1个布∴

(州 〉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鲎排名。定期公布备市(州 冫水环境

胰量状况i裉锯国家水环蛲质量排名公布∷水质墩好和最差的城市

名革;每用公布全省省控水质自动站监测信息。每月公开地表水、

集中武生活钦用∷永水源水拨监测信息。圭动兮开△攘污黪聍荦零

目基本情况9及 时公开环境影响摔价、危险嶷物经营、危险废物跨
—— 16 -—



省转移等重大行政审批事项及企业环境信息评价情况。依法公开

重特大或敏感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结论、环境影响和损失的评估结

果等信息。及时公开全面推进
“
河长制

”工作实施方案、管理保护

目标以及河湖保护情况。(环境保护厅、水利厅按职责分工分sll牵

头落实 )=∷   ∵     ∷     ∵

(十五》推进鼓:甯 卫生额域信:息兮开。进一步做好教盲监管

信息公开:缝续推进高校(本科1高 职高∷专 )教学质量报告、毕业生

就业质量年皮掇告和商校倌息公开年庋报告公开,加大教肓督导
·

评估监测报告发布力皮,依法公开:四 川教肓事业发展概况。继续

推进
“
阳光摺圭

”
,将备中小学招∷圭录取信息在当地主流媒体、教

畜部闩网蛄和学校公示栏公布 ,自 觉接受茬会监督。有序公开全

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菅养潋善计划、县域义务教育均胬发展督导评估认定等重点

工作进展情况∷。推进义务教育招圭入学政策公开,县∷缀政窟要公∷

开义务
∷
教育招生范围∷i招 生条件 iˉ学校情况、招圭结呆等信息,针对

部分遒龄儿童或少年延缓入学、休学或自行实施义务教肓等持殊

需求,镞妤政策
∷
解读工作。儆好《四川省笫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诗划

〈zQl17亠zOzO· 年 )》的发布和政策解读工作。推进卫圭计生重大民

生决策事项民意调查制∷度。∷继续推进医疗机构院务公开和改善医

疗服务行动计划落实情况公开。定期对公立医院 10个革病:种 次

均隹院费用进行公示。备市(州 )要揩导辖区内医疗机构公开常
-ˉ  17 —̄



规医疗服务锛格、常用药品和主要匿用耗材价格信 f惑 。推进垠穗

医风建设,建立违规违纪问题处理鲒
∷
果公开机制,改善群众就医感

受。(备市(∷ 州 )人 民趺府,教商厅、省卫生甘生委按职责分工分别 I

牵头落实)   ∷

(十六 )推进食品药品安佥颌域信息公开。做好食品药品抽
:

裣抽验信息公开,定期公布
“四品△械

”
〈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

品及医疗器械)质蠹牡裣信息和抽̄检结果 :∴圭动发布风险警示、诮

费提示。加大盎管信息公开力度,推进
“四磊-械∵秆政蹙罚案件

信息公并及专项整治秆动进展辶戚效等情况公开。广泛宣传食品∷

药品妾全知识,引 导人民群众键康饮食、合理用药。做好医药代表

登记备粜佶息公开工作J(省食品药品监管厨牵头落实)∷∴ ∴

′
五、围绕

Ⅱ
防凤险

”
加强玫务公开

∵∷
·    ∷∷ ∷  ∷

〈十七 )囤 绕防范金融凤险推迸∷公弁♂制定金融瓴域特别是

金融市场政策时j在征求意篮1赌外发布等环节要商度重概∷政∷策解∷

读和舆论引导,做 nll同 步联动,陆止脱节。∷密切关注涉及四川省的

玫府偾务1银秆佶贷、佥业投资负偾:i金融布场运行i互联网金融等
.

方亩确舆情与螽融消费者集中投诉问∷趣∷∶针对误读、曲解、不实等

慵况 ,及时发布权燕佶患,加 强舆:论引导、解疑释惑
`澄

嗜事实,防

止风睑预期掬我实现。及时发布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案件查处情混

和稽查执法工作动态:公开行致:处 罚决定、市场禁入决定和行政许

可决定9不 断提高执法公信力和蘧明度。(人 民银行戚都分行、省
-ˉ  18 冖̄



金融工作局、财政厅、省国资委、四川银监局、四川证监局、四川保

监局按职责分工分别牵头落实)  ·   ∷ ∷

(十八 )围 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穗健康发展推进公开。完善

房地产市场信息定期发布机制,按月公开查省商∷品房销售、竣工、

房地产开发彀资等交易数据。加强房地产市场金融管控、土地供

应、整顿规范房蟪产市场秩序等信J息 公开,定期向桂会通报房地产

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违法违觏行为典盥案例-穗定市场预期,防范

虚锻宣传、恶意炒作等加剧市场波动,弓l导媒体佥面∷、客观、公正报

遣房地产市场慵况,形戚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舆论

氨围。加强国有土地上房遢钲铰补馔信息公开,在住房辘乡建设

厅网站设立房屋征收信息公开专栏,及时公开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文件、知识间答等佶息。深化城镇危旧房糨户区玻遣及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辶公租房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公程房分配、农村危房改

造相关政策措施执行情况公开土雒 ,馓好保蹿性安居工程相关任

务完戚情况等方面信息的公开。指导、督促备市(州 )、 县(市 、区)

及时撬范发布土地供血计划

`出

让公告、戚交公示和供燕结巢辖

息,按季度公布房地产用地供应数据、城市地喻动态监测数据等。

⒛1T年 7月 1日 趣正式运行四川省征地辖息公开平舍,在平台上

及时公并征地批文i钲地告知书、∵一书四方案
”(或“

一书三方案
冖

“
一书一方案

”
)、 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情况1(国土

资源厅、隹房城乡建设厅、人衔戚都分行、四川银监局按职责分工
ˉ̄  19 ⋯̈



分别牵头落实) ∷∷   ∷    ˉ

(十九 )围 绕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推进公开。及时

发布可能引发重特大生产安查事故风险预警信息和安全撬示,切

实提离佥业防范∷事龊和社会公众预防自救的能力。做妤蓬大事鼓

隐患排查信息公开工作 ,落实挂牌督办重大事故隐患公告制皮。

加大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信J惠公开力度 :公开常规检查执法、暗查暗

访、突击裣查、随机抽查等执法信息|及时准确发布事故抢险救援

进展等信息9按规定公开生产安奎事故调查报告,及 时回应社会关

切。落实妤安金生产
“
黑名革

”
制皮 -并 通过网站、掇刊等载体~向

社会公布
“
黑名革

”
信息。(省安全监管局牵头落实 )

《二十 )围 绕防范重大舆情及突发事件影响杜会穗定推进公

开。建立键查玻务舆情收集、研判、处置和回燕常态化工作机制 ,

明确田盅主体和贵任 ,按 照属地管理i分级负贵、谁主管谁负赏原

nll进行回燕。严格执行特删重太、重大爽发事啭最迟 5小 时内发

布权盛信息、Ⅲ 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限要求,切 实提升回

应效呆。充分利用敢务徽博、徽信等新媒体和政府网站互动功能 ,

提升回应信息的到迭率⒍建立与蜜传、网信等部门的快速反应和

协调联动机制,加 强与有关媒体和网站的沟遢,扩 大回应信息的传

播范围◇〔备∷市(州 )人民政府 ,嘈 苴备部门(革位 )分 sll落实〕

六、增强玫务公开实效  ∷∶∷ =∷       ∶

(二十
一

)进一步完善∷“五公开
”
耳作机制。将

“
五公开

”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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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落实到公文办理和会议办理程序,抓好公文信息公开属性源

头认定;建立完善利益相关方辶公众代表、专家、媒体等列席玻府有

关会议的制度;对 涉及公众利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电视电话舍

议 ,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外,要积极通过网络、新媒体直播∷等夤挂会

公开。发展改革
`教

育、经济和信息化i公安、民政i财政、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国土资源、交遢运输弋环境保护、隹房城乡建设、商务、卫

生计生、税务、工商、质监、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监管、抉贫移民等部

丨1(革位 )要在如17年底前建立规范的豉府信息主动查开基苯目、

录,明 确公开的主体、簸围i内 容
`方

式、时限。按照国家统
一
鄯署 ,

搬好基层跛务公开标准化觏范化试点:深入推进查省敢务公开标∷

难化规范妞建设。完菩依申请公开工怍机制,进冖步拓展、扬遇信

患公开申请受理浆遣 ,不 断健全签收1登记、审核、办理i答复、归档

等备个环节的制度规范,增 强答复内容的针对性和形式的规范性 ,

明示歙济渠道,依法簧善馓好相关工作。儆妤鞲及玟务公开的行

玻复议和行玻应诉工作,加强对相关集例的分靳研究,及时向宥关

行政机关提出土作建议 ,促进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援升。对公众申

请较为集
∷
申的政府信息,可 以转为主动公开的,应 在答复申请人的

同时:通过政府网站等平台圭动公开。进ˉ步儆好人太代表建议

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j

(二十二 )进一步加强解读回应工作。备地备部门(单位 )要

严椿落实政策解读回应相关工作要求,按照
“
谁起草〈谁解读:、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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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
原则,切 实履∷行好主体贵任,将政策文件与解读方案、解读材料

同步纽织t同 步审签辶同步部署。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 :

和政府常务∷会议等重要会议,要通过∷新阃发布会、在锇访谈《媒体

专访等方式开展解读。
∷
建立完瞢省政府部门主要负赏人定期带头

宣讲政策机制,每年解读重太政策措施不少∷于1次。铱法觏范网

络问欢平台管理,建立健佥留言回应与处置机制,及时回霪网民诉

求。 ∷  ∵   ∷

C二十三)进ˉ步扩太公众参与。完善公众参与渠遣,通过网

上调查1听证座谈、咨诲协商、列席会议、开展
“
豉府开蔽日

”
主.题

活动等方式扩大公众参与。积极探索公众参与新模式,利 用Ⅱ两徼

一端
”
〈微博、徼信i移 动客户墙 )等新搽体平舍,增进玻府与公众

的互动交流。重视与社会组织辶离校和科研院所的洵通协作,开展

多方参与的第三方评估工作i完善社会监督评议员工作机制,儆妤

对敢策措施执
·
行慵况的评估和监督。        ∷

(二十四 )进∵步加强政夯公开载体建设。加强豉府网站建

设,巩 圃玻府网站普查、整改盛呆,提升佥省玫府网站建设整体水

平。备地备部门(革位 )要切实履秆好玻府网站监管夤任j儆好政

府网站常态化监测、季庋抽查和日常运维管理王作 ,按要求及时△

报、公开玻府网站抽查情况,圭动接受拄会监督。通过政府门户网

站积极推进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要按照全国豉务服螽体系普

查要求,搬好敢务服务大厅进驻事项
`服

务信息公开、系统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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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梳理工作9认 真组织填报调查表,确 保数据真实、准确i完

整。加强新媒体矩阵建设 ,进一步落实建设管理贵任”完善内容审

核、发布机制 ,强 化互动和服务功能,提升传播能力和服务水平。

加强玻府公报建设 ,改进办刊方式、理撅发行渠道、优化赠阀结构 ,

积极推进政府公报同步上网,加 快推进历史公报数字化工作。充

分发挥好新阍媒体、新闻网站、商业网站在豉务公开工作申的重要

作用。

(二十工 )遴一步强化魏力建设。加强政务公开监涮平台建

设 ,开展玻夯公开常态化监蒯 ,提升跤务公开监管信息化水平。加

强豉务公开队伍建设 ,开展培训交流,将豉务公开纳入公务员目常

培训内容,提升全省政务公开整体工作水平。

备地备部闩(革位 )要绪舍实际制定工作方案或工作计划 ,在

本工作要点公布后 aO个工作日内在本地本部门(单位 )网 站公开。

要围绕政务公开重点工作 ,在 i1户 网蛄开设专栏或专趱,归 类集中

展示相关信息。将政务公开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无绩效考核体系

的耆玻府部门(单位 ),年 内要建立政夯公开专项考核机制。省敢

窟办公厅将遥时组织开展政务公开专顼督查和定期工作检查 ,推

动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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