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

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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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根据我局 2016 年度政务公开工作开展

情况编制。内容包括概述、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政府信息依

申请公开情况、申诉情况、自治区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

结果公开情况、机构和经费情况、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等七个部

分。本报告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本 报 告 可 在 宁 夏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官 网

（www.ngsh.gov.cn）上查询和下载。如对本报告有疑问或意见

建议，可直接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联系。地

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106 号（邮编：750002，电话：

0951-5672001; 传 真 ： 0951-5672004 ； 电 子 邮 箱

nxgsjbgs@163.com）。

一、概述

2016 年，我局认真贯彻落实《条例》、《办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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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政办发〔2016〕7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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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依法依规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积极推进政务阳光透明。具体情况

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

一是加强政务公开工作组织领导。

召开政务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部署

政务公开工作，调整了政务公开工作领

导小组，明确了政务公开工作分管领导、

责任处室、负责人、承办人和联络人。

成立政务公开办公室，确定 1 名专职人

员，4 名兼职人员负责政务公开工作，做

到领导、机构、人员“三到位”。

二是规范政务公开工作办理程序。按照宁政办发〔2016〕79

号文件要求，制定了《自治区工商局

2016 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充

分发挥办公室综合组织和协调作用，进

一步理顺工作机制，明确各处室牵头职

能。组织开展了区局机关和两个直属局

政务公开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为促进

政务公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三是强化政务公开工作检查监督。将政务公开工作与党风廉

政建设、政风行风建设综合进行检查、考评，考评结果纳入岗位

目标责任制；对政务公开内容和项目严格把关，既防止该公开的

不公开，搞半公开、假公开，又防止不该公开的乱公开。

（二）围绕重点工作，推进政务透明

一是不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今年，重点围绕供给与需求两

端发力，研究制定再整合、再下放一批“松绑”措施，积极开展

两个清单清理工作，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修改调整情况，再取消行

政职权 18 项，缩减 7%，保留工商行政职权 221 项。商事制度改

革与国家创业创新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在全社会形成新一轮投资

创业热潮。截止目前，全区新增市场主体 9.4 万户，增长 13%。

目前全区各类市场主体 47.9 万户，注册资本（金）12193.5 亿

元，分别增长 13%，31%。

二是不断创新信用监管机制。以建设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宁夏）为依托，坚

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

动市场主体诚信体系建

设。探索建立企业信用信

息共享与联合惩戒机制，

向各相关部门推送企业信



用信息 35 万余条，与自治区高院等 20 多个部门签署《失信企业

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全面落实“双告知”制度，

加大“双随机”抽查力度，全区 12970 户企业、1475 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 3.4 万户个体工商户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记载为

异常状态，46 户“老赖”被依法给予信用限制。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宁夏）公示各类企业信息 262.5 万条，访问量 6822

万人次，查询量 3665 万人次。

三是不断强化市场监管执法。不断创新市场监管的方式方

法，切实加强竞争执法和重点领域市场监管执法工作，维护公平

竞争市场秩序，查处各类违法违章案件 1003 起，案值 507.62 万

元，罚没金额 905.40 万元。

四是不断改善市场消费环境。加强消费维权体系建设，坚持

以市场秩序的规范，为扩大消费创造积极条件。创新消费维权机

制，加大消费维权力度，加强“一会两站”等基层维权网络建设，

全区所有行政村、83%的学校、71%的社区建立消费维权站点，所

有大型商场设立消费维权快速通道。2016 年以来，全区各级工

商、市场监管部门受理消费诉求 38252 件，已办结 37882 件，

办结率 99%，挽回损失 805.6 万元。

五是不断加大政策解读力度。我局牵头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

统（宁夏）建设，已完成一期建设，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上线

运行。新华网、人民网以及《宁夏日报》等主流媒体多次宣传报



道，新华社《内部参考》2016 年第 28 期做了全面介绍。牵头起

草的“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和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

登记制度，均及时在我局官网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网站以及《宁夏

日报》等主流媒体公布，共发表解读文章 26 篇。主要负责人分

别对“五证合一、一照一码”、“两证整合”登记制度改革以答

问的形式进行了解读。我局官网设有“商事制度改革”专栏集中

发布相关政策。

（三）加强网络建设，拓宽公开渠道

对现有网站内容进行了梳理更新，明确了在技术结构安全加

固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版的工作目标。建立覆盖工商网上业务统

一的工商门户网站、网上办事服务大厅，强化新技术应用，面向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的移动服务客户端，提供工商资讯、

便民查询、业务咨询等移动应用服务。2016 年 3 月 1 日，新版

宁夏工商行政管理局门户网站正式上线运行。按照自治区自动化

办公室下发的宁夏工商局门户网站检查报告指出的问题，调整了



网站版面、栏目设置。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6 年，我局通

过宁夏工商行政管理

局门户网站、工商办公

平台、公示栏、电子显

示屏等多种方式主动

公开各类信息 54368

条，内容涉及我局机构设置、工商工作动态、政策法规、人事信

息、规划计划、统计数据、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市场监管和企

业监管等信息，其中公开非涉密规范性文件 37 份，编发宁夏工

商专报信息 128 条，公示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国家级 108 户

次、自治区级 499 户次、市级 631 户次，认定公示中国驰名商标

53 件、宁夏著名商标 527 件。宁夏工商行政管理局官网访问量

583270 人次，日均点击量 1598 次。

2016 年，我局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网站和宁夏工商

行政管理局门户网站公开了自治区工商局 2015 年度部门决算、

“三公”经费支出以及 2016 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预算。

我们还注重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针对公众关切，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沟通，回应社会关切。在

区内外各类媒体和网络新媒体刊载涉及工商工作动态、改革发



展、监管执法、消费维权、品牌建设、警示提示、政策法律解读

等稿件 3000 余篇，主动、及时、全面发布工商权威信息，及时

消除群众疑虑和误解。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收到申请情况。

2016 年我局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 份。

（二）申请处理情况。

申请信息属于主动公开信息，已告知申请人获取信息渠道。

四、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请行政诉讼、收到投

诉举报情况。

2016 年，我局未发生涉及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

讼，未收到投诉举报。

五、自治区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情况。

2016 年，我局共收到人大建议 2 件，政协提案 26 件，其中

列为主办单位的 5 件、协办单位的 23 件。我局协办的 23 件建议、

提案全部将办理意见和结果函告主办单位，由主办单位统一答

复、公开建议、提案人。5 件主办提案也全部办理完毕，并与提

案人及时主动沟通、联系和公开。

六、政府信息公开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完全免费，没有收费发生。我局成立了政

务公开办公室，由 1 名专职人员，4 名兼职人员处理政府信息公



开事务，无专项经费。

七、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

一是受办公条件制约，政务公开的规范化程度还不够高。二

是运用现代手段，推进电子政务公开还做得不够。

（二）改进措施。

一是凝聚机关各部门的力量，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工作合作，

充实完善官方网站 “政务公开”窗口，对涉及公开的各项内容

进行集中梳理，实行全面公开。二是按照便民的原则，进一步完

善公开形式和渠道，在做好网站公开的同时，充分发挥公示栏、

新闻发布会、12315 工商咨询热线、办事指南等便民渠道作用，

提高政务公开与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三是加大动态政府信息的公

开力度，及时公开各类应当社会知晓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信息，

加强政务公开网络载体建设，积极推进政务信息网上公开，提高

服务水平。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2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