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罗县 2016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以下简称《条例》《办

法》）规定，汇总平罗县人民政府、13 个乡（镇）、24 个部门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所列政府信息公开数据统计期限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报告电子版可在“中国宁

夏”——平罗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nxpl.gov.cn）查阅或下

载。如有疑问或意见建议，可直接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联系。地址：石嘴山市平罗县玉皇阁大道北侧 218号

（邮编：753400，电话：0952-6095046;传真：0952-6095122；电

子邮箱：413765927@qq.com）。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年来，我县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

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宁

党办〔2016〕67 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6 年

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宁政办〔2016〕79 号）和《石嘴山

市委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石党办综〔2016〕112 号）要求，紧紧围绕

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及群众期盼，着力打造阳光政务、阳光政

府，全面推进行政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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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公开，利用县政府信息网、“两微一端”、民生服务大厅等载

体，及时公开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环境保护、惠民政策、重大决

策、政策解读等相关信息，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

监督权，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务环境。

（一）狠抓落实，夯实基础。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区、市的要求，我县将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摆在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位置。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

县政府年度工作和效能考核目标体系重要内容，及时调整了县政

务公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具体工作确定县政府办分管领导

负责，并配备两名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全县政府信息公开的组织协

调、指导推进、监督检查工作。全县各乡镇、各部门也都按照县

政府的要求，建立健全了政务公开领导组织机构。全

县从事政府信息工作人员共 69 名，其中专职人员 15

名，兼职人员 54名。暂未设立专项政府信

息公开保障经费。

二是积极开展督促检查。制定了《县

委办公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平党办〔2016〕122 号）和《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平罗县 2016 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平政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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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7号）等文件，对我县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对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统计报送、加强年度报告编制等提出了具体

工作要求。

县政府办公室联合相关单位，通过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检查的方

式，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督促检查各乡镇、各部

门严格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对公开不到位，不及时的单位责令

限期整改，并进行通报，有效推进

和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各项工作。

（二）健全完善制度规范。

一是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平

罗县政务公开制度》《平罗县政务

公开工作督查制度》《平罗县政务预公开制度》等 10项制度，各

乡镇、各部门也都健全完善了组织领导、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

保密审查、监督检查等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用制度建设来保证和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

二是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

内容、流程、平台等相关标准，

构建科学规范、运转有序的政府

信息公开制度体系和标准化体

系。将住建局、环保局、市场监

管局、消防大队等 23 个部门的行

政许可事项及服务事项严格按照自治区政务云平台建设“三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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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优化，做到科学规范、流程畅通。

以“云惠宁夏·服务城乡”为统领，以“政务云”推广应用为抓手，按

照打造基层政务服务的一张信息网络、一套应用系统、一个便民

窗口、一支服务队伍和一套保障制度的“五个一”的要求，制定了

全县统一的标准化模板，明确事项办理主体、流程及时限等内容。

不断完善优化“政务云”服务功能，实现服务事项的网上统一受理、

查询、反馈、办理、监督和全程短讯告知。

三是积极探索政务公开负面清单制度。

2016 年，自治区确定我县为开展政务公开负

面清单管理试点单位。我县制定了《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编制政务公开负面清单的

通知》（平政办发〔2016〕133 号），细化

和明确了不予公开范围，对公开后可能危及

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

等方面的事项纳入负面清单管理。目前我县对各乡镇、各部门上

报的 74 项负面清单事项正在进行分类梳理和审查。

（三）加强业务培训指导。

我县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

为加强依法行政的基础性工作。今

年 10 月，组织开展了对政府信息

公开机构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对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了再安排，再要求，同时采取以会代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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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印了《政务公开工作培训手册》，使全县各乡镇、各部门领导及

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掌握了政府信息公开领域必要的业务知识，

提高了工作水平和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工作实效。今年全县各乡镇、

各部门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 43 次，举办各类培

训班 72次，培训工作人员 1014人次。

（四）工作创新和取得的荣誉。

1.工作创新。一是倾力打造政务服务

村级为民办事全程代办点。我县按照《平

罗县“云惠宁夏·服务城乡”暨政务云推

广应用工作实施方案》的安排部署，打造

了 100 个标识统一、职能明确的为民办事

全程代办点。二是我县灵沙乡政府开办了

“灵沙回乡之声”广播电台，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情况进行播报。

红崖子乡政府利用“村村响”广播，加大对政府信息的公开力度。

三是在全县开通并认证政务微博 42个、

开通政务微信公众号 22个；开通了“活

力平罗”客户端且运行良好。四是圆满

完成国家和自治区对我县政务公开工

作开展的督查调研任务。

2.取得的荣誉。我县“双随机、一公开”企业年报信息抽查工

作，在全区企业年报抽查培训工作会议上做了经验交流。

二、2016 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与政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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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县各乡镇、各部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42704条 。

通过平罗县政府信息网发布政府信

息共 21080 条，访问量达到 920732

次，其中：县政府发布政府信息 5568

条，县直各部门发布政府信息 11394

条，各乡镇人民政府发布政府信息

4118 条；通过各乡镇、各部门政务微信发布政府信息 2631 条；

通过各乡镇、各部门政务微博发布政府信息 3646 条；通过《平

罗县政务信息》发布政府信息 858篇；通过公开栏、电视、广播

等渠道发布政府信息 14489 条。

（一）用好公开载体，完善公开形式。

1.加强县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着力打造阳光政务。

在平罗县政府信息网设置了政务公开等栏目，新增了政民互

动、公众参与、政务服务、立体电子

监察、在线办理等内容，每天以专题、

动画、视频、图片等形式更新各类信

息，全面反映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动

态及工作取得的成绩，形成了政民互

动、信息共享的政务服务平台。同时

开设有依申请公开、依申请查询、各单位部门网页、书记信箱、

县长信箱等栏目，栏目内容由专职政务公开工作人员每日更新、

报送，保证信息的实效性、准确性。在县政府信息网首页开设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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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2016 年十件民生实事、权力和责任清单、平罗县民生服务价

格公开栏等专题栏目，及时向社会大众发布政务公开信息，让权

力充分在阳光下运行。

2.发挥“两微一端”作用，提升行政效能、服务水平和公信力。

一是全县共开通并认证政务微

博 42个、开通政务微信公众号 22个，

并在政府门户网站首页建立了微博

群，主要发布全县政治、经济、文化

等领域的重大决策和措施，以及本

县、本部门、本单位的最新工作动态、重要公告和其他信息，并

确定专（兼）职人员负责微博、微信的发布和管理工作。通过 “百

强平罗”政务微博转载各类群众关切的热点评论、发布各类惠民政

策、宣传我县各项重点工作进展为主要手段，

全年共发布政府信息 1501 条，点击量

877067次。

二是启用“平罗发布”官方微信公

众号。自 2016 年 8 月份以来，共发布

政府信息 532 条，阅读量 390719 次；

利用网络媒体共发布微电影 93 条。

三是积极建设新兴媒体。与新华社协商合作，共同开通“新

华·平罗政务通”手机报的升级版—平罗党政客户端“活力平罗”。

今年，发布政府信息 1126 条，累计下载量 2178 次，图片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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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平均每条信息点击量 300 次，充

分发挥新兴媒体在引导舆论、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二）围绕深化改革，突出重点领

域，深化公开内容。

1.全面推进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公

开。

我县高度重视“两个清单”编制审核

工作，通过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

议，并经过专家论证，确定全县共性行

政权力 10 项，政府部门行政权力事项 3019 项，乡镇行政权力事

项 75项，责任事项 22062项、追责情形

30560 项、担责方式 17106项。已与 2016

年 6月 1日在平罗县政府信息网和《宁

夏日报》（2016 年 5 月 27 日）进行了

集中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并落实动态

监管。

2.积极推动“阳光执法”。

一是全面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按照放管服工作要求，

制定了《企业“双随机”抽查暂行办法》，

建立“双随机一公示”抽查工作机制。今

年将全县 275 家工业及食品相关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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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40家特种设备类机关企事业单位，2 家计量类企事业单位，

共 4362 家单位列入随机抽查市场主体名录并进行了公示。先后

开展信息抽查工作 5 次，抽查企业 86 家，有 11家未按规定公示

即时信息、13 家企业通过工商部门登记的

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抽查个体工商户 1263 家。

二是加强“双公示”公开工作。按照区、

市关于“双公示”工作的统一部署，完善中国·宁夏、信用宁夏内嵌

平罗县页面，分配各单位用户名、密码并完善双公开内容，在平

罗县政府信息网搭建入口，集中公示行政

处罚和行政许可信息。截止目前，公示行

政许可信息 832条，行政处罚信息 180条，

涉及全县 22家部门和单位。

三是建立信息互联共享机制。通过

“宁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信用宁

夏”网站向社会“双公示”，认真履行公示市场主体信息的法定职

责，督促市场主体履行信息公示义务。截止目前，已公示市场主

体登记信息 2465 条，通过宁夏红盾信息网向相关部门发送企业

注册登记信息 243条，录入股权冻结

信息 14条、解冻信息 4 条。

3.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一是制定了《平罗县加强政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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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平罗县“云惠宁夏·服务城乡”

暨政务云推广应用工作实施方案》，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由实

体政务大厅向网上办事大厅延伸，逐步实现服务事项在线咨询、

网上办理、电子督查。

二是将全县 23个部门的 278项行政审批和其他服务项目集中

在政务服务中心统一办理，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一

条龙服务、一体化监管”模式，通过公开栏、电子屏、触摸屏等载

体，向办事群众主动公开办理事项、法定依据、办理流程、办理结

果等信息。

三是积极推行预约服务、服务承诺、重

点项目代办、容缺预审制度等一系列便民、

高效的工作制度。

四是在各乡镇建立民生服务中心，设立

办事窗口，公开办理事项、流程和服务指南

等，为群众办事提供方便，切实提高服务效

率。

五是不断改进审批实施方式、规范优化审批环节、加强事中监

管，推进了重点建设项目“多规合一”并联审批和“政务云”应用平台

建设工作，实现了区、市、县、乡（街道）四级联网，真正做到了

“一张网审批”。自“政务云”平台正式启用后，累计办件量 21 万余

件，办理时限由原来的 6503 个工作日压缩到 1724 个工作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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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办理承诺时限由原来的 18.3 个工作日，压缩至目前的 9.3 个工

作日，提速 50.7%。

4.推进减税降费信息公开。

加大降成本系列政策措施的公开力度，及时公开公布取消、

调整和规范有关收费的政策文件。截止目前，企业税负较上年同

期相比下降 34.36%，为企业减

税 3056 万元，有力的支持了中

小企业的发展。在平罗政府网站

开辟“民生服务价格公开栏”，把

涉及民生、贴近民生价格及收费

分类放入，专题网站将价费分类

设计成公开政策指导、农副产

品、医药服务等六个栏目，同时开设教育收费、驾校培训、水电

暖气等八个小栏目，不同栏目的结合能够分类清晰、及时有效的

公开各类民生事项，确保群众的消费公开，把关系到群众切实利

益的所有价格和收费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群众监督。

5.推进国有企业运营监管信息公开。

对我县国有企业实行全面结构调整、加大转型力度，即坚持

调优存量，做优增量，认真落实自

治区工业 18 条等政策，推动国有

企业信息公开。对全县 156 个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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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家底，依法依规，及时准确公开国有资本整体运营、国有监管

制度和监督检查等情况，实行国有资产网络化动态管理，促进资

产配置与预算管理的有机结合。

6.推进扶贫工作信息公开。

我县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通过生态移民、插花移民和

劳务移民三种模式，超额完成“十二五”生态移民搬迁任务，搬迁

安置移民 4213 户 22128 人，插花移民经验全区推广。对 1951 户

10454 名建档立卡人口脱贫任务进行分

解，结对帮扶，压实责任。建立扶贫信

息公开制度，在扶贫政策、扶贫资金、

项目安排、扶贫成效及贫困退出方面做

到信息及时公开,已编辑信息 85条，发

布 16期脱贫攻坚动态。

7.加强社会救助信息公开。

在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方面，重点公开了城乡低保对象人

数、特困人员人数、低保标准、补助水平、资金支出等情况，共

救助城市低保 1305 户 2280 人，农村低保 10859 户 12249 人，保

障城乡高龄老人 2104 人，供养特困人员 679 人，保障孤儿 143

人，共发放低保、五保、高龄和

孤儿救助资金 3506 万元。在医

疗救助方面，重点公开了救助对

象的人次数、救助水平、资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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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等情况，共实施医疗救助 3575 人次，发放医疗救助金 365.6 万

元。在临时救助方面，重点公开救助对象的户次数、救助水平、

资金支出等情况，共救助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74 人，发放救助资

金 2190 元；共实施临时生活救助 2756 人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166.5 万元。

8.推进就业创业信息公开。

通过完善就业创业信息和宣传工作机制，形成以平罗县政府

信息网、平罗县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企信通手机短信平台、

政务公开栏等平台为主阵地，以依托传统媒体为主、新型媒体为

辅的模式重点向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群体

公开了专项信息。截止目前，在平罗县政府信息网等网站公布就

业创业政策文件 5 篇；在平罗县广播电视台播报相关惠民通知 5

次以上；在“平罗县发布”微信公众号、“平罗党建”微信公众号和

“平罗团委”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通知 3 次以上；在“企信通”手机

短信信息平台发布短信息 1500 条以上；在政务公开栏公开事项

50 次以上。编写就业创业信息 1800 篇，石嘴山日报采集 15 篇，

平罗县政府信息网采集就业创业信息 50 余篇，宁夏就业创业网

采集 106篇。

9.强化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保障性住房信息公开。

一是对我县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有关政策及工作流

程，改造对象认定过程、补助资金等进行了公开。对全县保障家

庭的情况进行汇总梳理，共筛选出 195户实物配租家庭，廉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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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91 户，公共租赁住房 104 户，并按照程序在县电视台、政府

信息网以及各乡镇、社区进行公示，公示期满后实施分配。

二是在安置房办理工作中，严格按

照协议对楼层进行整理及统计房源，并

同时在分配小区对统计信息进行公布，

房屋抽取工作完成后，按照程序在小区

进行公示。

三是分别公开了棚户区改造项目

的七个征收公告、征收方案和征收决

定。今年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项目

共计 17 个，改造征收户数 5120 户，改

造总建筑面积 54.96 万平方米。

四是采取翻建、置换、加固修缮等方式共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370 户，并按照程序进行公示。对被确定的危房改造对象必须经

过农户自愿申请、村民会议民主评议、张榜公示、乡镇（场）审

核等环节，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10.加大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力度。

我县将环保局环境空气自

动监测站与市环保局联网，每天

将县城空气质量状况在石嘴山

市环保局网站公开。在官方微博

发布重大环保政策解读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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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截止目前，已在石嘴山市环境保护网站全文公开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 17 件，公开县城空气质量状况 334条（每天公开）；

在县政府信息网站上主动公开环保政务信息 300件，及时在单位

公示栏公开各类信息约 150条；官方微博发布信息 235 条。在平

罗县电视台播放环保宣传片 3 条；在官方微博发布各类政策动态、

环保宣传知识 225 条。

（三）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1.扎实推进决策公开。

制定了《平罗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

策规定》《平罗县人民政府县长办公会议

议事规则和平罗县人民政府县长专题办公

会议议事规则》，严格按照公众参与、专

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

论决定等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办事。实

行重大决策预公开制度，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

在决策前都通过政府网站、政务公开栏等向社会

公布决策草案、决策依据。通过听证座谈、调查研究、咨询协商、

媒体沟通等方式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及时公布意见

的收集和采纳情况。同时，能够做到主动邀请利益相关方、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列席政府有关会议，增强决策透明度。县人民政

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后，按照规定及时公开议定事项和相关文

件，确保决策全过程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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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着力推进政策执行和落实情况公开。

我县紧紧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十

三五”规划纲要，县委、政府部署的

改革任务、民生举措，各级人大代表

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等事

项，每季度进行督查，公开通报落实

情况，促进了重大措施的有效落实。

依托审计报告、审计信息等载体，以公开推动审计查处问题的整

改，不断提高审计工作开放性和透明性。今年，公开审计项目 118

项，其中：预算执行审计 4 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10 项、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97项、专项审计 7项、核减投资额 12653.41

万元，核减率 9.8%。

3.大力推进预决算公开。

全面做好预决算和“三公经费公

开”支出公示公开工作，制定了《关于

进一步推进 2016年预算信息工作的通

知》，更加具体的细化了公开的内容、公开范围、公开方式和时

间的要求，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预决算信息 518条。同时各乡

镇、各部门（单位）利用民生服务大厅、公告宣传栏、电子显示

屏等及时公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住房保障、涉

农补贴等民生支出情况。

4.强化基层政务公开，提升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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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依托宁夏农村村务信息平台、民生服务大厅、乡镇政府、

村宣传公示栏和微信、微博等载体，

重点公开征地补偿、拆迁安置、公共

事业投入、扶贫救灾、公租房、残疾

津贴、临时救助等群众关心的信息，

利于群众知情，便于群众监督。二是大力推进基层办事公开，着

力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等 27 个事项的公开力度，尤其针对

建档立卡户的低保和土地确权登记颁证重点工作进行全过程公

示公开。在建设基层政务服务便民窗口方

面，落实有机构、有牌子、有设备、有经

费的要求，并为 13 个乡镇、100个行政村

配置高拍仪 126台、证照打印机 20台，目

前县乡村网络贯通、设备全部安装到位、

人员实操培训结束，为民办事全程代办点建设率 95%，并全部免

费提供代办服务。

5.积极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结果公开。

今年，县政府共承办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 212 件，

其中自治区人代会建议 12 件、政协提案 21 件；市人大建议 11

件、市政协提案 59 件；县人大建议 33

件、县政协提案 76 件。现已办结 207

件，办结率为

97.5%，办复率

100%。每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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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府督查通报形式将办理情况向各乡镇、各部门公开。

三、加强公开前保密审查及依申请公开工作情况

（一）保密审查情况。

严格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遵循“未经保密审查的信

息不得公开、未经解密并准予公开的信息不得公开、公开与保密

界限不清的信息不得公开”的原则，确保责任明确，无泄密事件发

生。

（二）依申请公开情况。

利用政府门户网站依申请公

开专栏和县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受

理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申

请，2016 年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 5 件，均已按要求向申请人作出

答复。全年没有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或不公开而导致行政

复议、行政诉讼案件的情况。

（三）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县政府和各行政机关在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获取

政府信息时，均严格执行有关规定，本年度没有发生有关政府信

息公开收费情况。

四、围绕扩大政务参与加强解读回应

（一）扎实做好政策解读。扎实开展“下

基层、送政策”活动，通过印发宣传材料、赠

送书籍、播放录音、现场解答等方式向群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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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政策。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载体对全面二孩政策、房屋征收补

偿、行政审批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等重大政策进行解读。今年以来，

已发布政策解读信息 260条。

（二）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建立健全政务舆情收集、研判、

处置和回应机制，科学合理、依法依规

研判处置网络舆情信息，确保事实核

查、处置结果通报及时准确。通过微

信、微博积极引导青年舆论，整合资

源传递网络正能量，通过平罗“青年之

声”互动社交平台，就近年来愈演愈烈

的“天价彩礼”现象积极进行思想引

导，参与问题解答和实际帮扶。平罗县“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

总问题数 2267 条，累计回答 2295 条，点赞数 885条，特邀专家

114人，总浏览量达 4441073 次。

今年以来，石嘴山“人民议政”网平罗专栏共收到各类投贴

1149 件，其中在市委书记信箱中投贴 50 件；在市长信箱中投贴

46 件；在县区及其它渠道投贴 1053

件，包括政策咨询类 268 件，建议

建言类 77 件，求助类 185件，投诉

类 619件，截止 2017 年 1 月 5 日，

全部办结。在平罗县政府信息网上，

县长信箱收到群众来信 56件，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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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 23 条，全部办结答复。

五、存在问题及 2017 年工作思路

（一）存在问题。

2016 年，虽然我县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采取了多种有效措

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相对于全面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相对于人民

群众的期盼，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信息共享机制不

健全，个别部门跨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二是无专

职工作人员，导致工作推动落实不够到位。三是内部联动协调机

制尚不完善。

（二）2017 年工作思路。

在 2017 年的工作中，我们将按照自治区、市政府信息公开

的任务和要求，进一步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五公

开”，加强政策解读、回应社会关切、公开载体建设等工作，切实

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进一步加强领导。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落实

和规范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增强各部门、各乡镇公开的主动

性和实效性，做到政府信息公开栏目齐全，更新及时，内容实用，

切实提高公开信息的质量和水平。

二是进一步加强舆情回应和政策解读的力度。按照“谁起草、

谁解读”的原则，认真抓好各级各部门出台的重要政策解读工作。

对脱贫攻坚、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征地拆迁、环境保护、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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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社会保障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要及时主动进

行回应，正确引导舆论。

三是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增强依申请公开

工作的程序性、程序性和答复的规范性，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参与权，促进依法行政。

四是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机制建设。推进健全完善

保密审查、数据统计、投诉处理等制度机制；推行日常网上巡查

和专项督查相结合，加强对各乡镇各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督

查，定期通报督查情况，扎实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