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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

2016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一、总体工作情况

2016 年，自治区旅游发展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紧紧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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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政务公开要点的通知》（宁政办

发[2016]79 号）要求，健全领导组织机构，落实政务公开工作

机构和人员，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设，细化完善公开栏

目和政务公开任务，加大公开力度，加强政策解读回应，提升

政务公开的规范性、完整性、及时性，不断增强公开实效。

在机构建设上。按照自治区政务公开工作的总体部署，印

发了《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成立自治区旅游发展

委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的通知》，成立了以徐晓平主任为组长，

赵明霞副主任为副组长，机关各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政务公开

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办公室负责政务公开工作的督办和统筹

协调，指定信息中心为政务公开工作的办事机构，信息中心刘

卫霞、石瑞东负责政务公开平台的运行维护和信息发布工作，

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按照自治区旅游发展委政务公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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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及时、完整发布各项政务信息。

在制度建设上。制定出台了《自治区旅游局 2016 年政务公

开工作要点及任务分工》（宁旅办发 2016 年 75 号）、完善修

订了《关于印发<宁夏旅游行业政务信息管理工作实施办法（试

行）>的通知》，将政务公开纳入单位内控制度体系，明确政务

公开作为重大业务、重

大事项财务结算的依

据，没有按要求进行公

开，资金不予拨付，项

目不予结算。此项工作

得到了自治区财政厅的

肯定。11 月份，自治区

财政厅组织各部门、单

位专门到旅游发展委进行现场交流学习。

在督办落实上。各处室、直属单位确定专门人员负责政务

公开工作，办公室每季度对政务公开情况进行一次督查，并在

年度绩效考核中，明确政务公开占处室考核总分的 5%。

在网站平台建设上。我们积极学习借鉴四川省旅游局等兄

弟省区的经验和做法，对网站平台进行了完善，细分栏目健全

发布内容，打破以往“一锅烩”的做法，更加方便群众了解政

务情况。组建了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网评员队伍，提高政务

公开效率，保证信息发布效果。同时，对网站和新媒体信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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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政务公开意识，并由部门负责人进

行信息审核把关，提高信

息的质量和准确性。

二、主动公开政府

信息与政务情况

（一）进一步推进权

力清单公开。加强旅游行

政审批项目调整的信息

公开，围绕国务院和自治

区人民政府关于简政放

权的决策部署，通过宁夏旅游政务网站及时公开取消、下放、

保留行政审批项目以及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清理等信息，并及

时动态更新，方便公众获取和监督。对于承担的行政许可事项，

均发布服务指南，列明了设定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基

本流程、审批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决定证件、年检要

求、注意事项等内容，在自治区旅游发展委政务网、办公楼大

厅信息联播平台、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窗口进行了公开。制定

《自治区旅游发展委政务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根据制度规定，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所有行政审批事项

的受理、进展情况、结果等信息均在宁夏旅游政务网站予以公

开。尤其是 2016 年推动落实旅游服务质量十百千万工程、全域

旅游规划、十三五规划以及年度安排的旅游建设项目、宣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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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项目、旅游企业评星定级、人事调整、导游人员考试等一系

列工作都进行了主动公开。2016 年，我委政务大厅服务窗口累

计受理行政许可事项1044件，累计办结1044件，超期办结0 件。

其中：受理导游人员资格许可 502 件，导游 IC 卡行政许可 583

件，旅行社 10 件，全部予以公开。

（二）推进市场监管公开透明。围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依法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明确抽查依据、主体、内容、方

式等，在宁夏旅游政务网站及时公布抽查结果和查处情况。重

点推进旅游市场监管执法及安全生产工作信息公开工作，进一

步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和游客的满意度。一是及时对行政处罚进

行政务公开，包括事件名称、被处罚法律依据、法律事实、法

律责任等方面的公开，还包括执法程序等方面的公开。二是及

时对旅游服务质量进行政务公开，包括旅游投诉的受理处理情

况、投诉对象及原因、投诉调解程序和内容、投诉案件办理结

果等内容的公开。2016 年，全年共开展执法检查行动 687 人次，

检查旅游企业 318 家次，作出行政处罚 13 件，累计罚款金额

125000 元，约谈违规旅游企业 8 家，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12

份，对 1 家超范围宣传旅游业务的旅行社作出行政处罚。共受

理旅游投诉 83 件，结案 83 件。全部按程序分别在宁夏旅游政

务网站等网站媒体进行公开。

（三）进一步推进政策公开透明。加大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方面的政策公开力度，及时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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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政府《关于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实施“十百千万”工

程的若干意见》（宁政办发〔2016〕3 号）、《宁夏全域旅游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宁夏回族自治区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实

施意见》等重要文件，并

通过宁夏旅游政务网扩

大了传播范围。分专题进

行了梳理汇总，通过在宁

夏旅游咨询网站开设专

栏、设立微博微信专题等

方式集中发布，增强了政

策公开的系统性、针对

性、可读性。

（四）推进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及时完整的公开政府

采购项目信息、采购文件、中标或

成交结果、采购合同等。推进工程

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等信息公开工

作。比如，我委国内处利用宁夏旅

游政务网主动对全区 2015 年旅游奖

励情况、全区 2016 年旅游营销计划

及“引客入宁”旅游项目以奖代补

管理办法等进行了公开。相关政府采购项目全部按照政府采购

法及相关条例执行，并由宁夏政府采购中心统一在中国政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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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网进行公开。做到了应公开、尽公开与及时公开。结合工作

实际，对国际市场开发与合作洽谈信息进行公开，包括公开与

国际重点客源市场如中东、东南亚及港澳台市场等的开发合作

与洽谈工作信息；对国际重大会议及活动的举办及参加信息进

行公开，包括公开我委举办或承办的国际重大会议及活动信息

以及外出参加国际重大会议及活动的相关信息；对因公出访人

员公示信息进行公开，主要公开涉及因公出访任务、行程、邀

请情况、人员基本情况及预算等内容；在公开形式上，我们通

过政务网站公开栏、会议、简报、微信微博等多种形式实行政

务公开。

（五）积极推进决策、政策落实公开。建立了利益相关方、

公众、专家、媒体等列席政府有关会议制度。积极实行重大决

策预公开，扩大公众参与，凡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社

会广泛知晓的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

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在决策前都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并及

时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围绕政府工作报告、旅游发展规划提出

的重要事项，特别是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的改革任务、民生

举措，办公室都细化了实施步骤、责任分工、监督方式等，实

事求是公布各项政策和决策的进展和完成情况。对人大代表建

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均及时公开。

（六）推进财政资金信息公开。认真开展部门预决算公开，

在门户网站及时公开经批准的预算、决算及单位职责、机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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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机关运行经费等信息。细化预决算公开内容，除涉密信息

外，部门预决算在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目的基础上，对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公开到经

济分类款级科目。

三、开展政策解读，回应社会

关切

（一）主动做好政策解读。对

国家和自治区出台的政策全部做

到公开落实，及时将文件政策上传

OA 系统和宁夏旅游政务网、宁夏旅

游资讯网，接受社会监督。通过部门发布新闻稿、领导接受媒

体采访等方式及时向社会公布了自治区政府《关于全面提升旅

游服务质量实施“十百千万”工程的若干意见》（宁政办发

〔2016〕）3 号）、《宁夏全域旅游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宁

夏回族自治区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实施意见》等重要文件的

政策解读，对群众不了解、不理解的政策精神，相关处室及时

解答。我委建立的专家库，制定了政策解读方案，通过发布权

威解读稿件、组织专家撰写解读文章等多种方式，做到了科学

解读，有效开展舆论引导，很好地发挥了专家解读政策的作用。

（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做好旅游行业的政务舆情

监测工作，扩大舆情收集范围，及时了解各方关切，有针对性

地做好回应工作。对涉及本单位的重要政务舆情、媒体关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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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我们认真研判处置，及时借助媒体、网站等渠道发

布准确权威信息，讲清事实真相、有关政策措施、处置结果等。

2016 年，一名导游人员樊西哲提出关于长城旅游资源开发保护

的问题，我委徐晓平主任通过宁夏旅游政务网、宁夏旅游微信

平台进行了回信，回应了关切，答复了关心的问题。

（三）更好发挥媒体作用。以宁夏旅游政务网、宁夏旅游

官方微信、微博为平

台，按照便利、实用、

有效的原则，认真创新

旅游政务公开的新载

体、新形式，使政务公

开的形式呈现灵活多

样。一是在《新消息报》

开设宁夏旅游质监执

法专栏，及时发布旅游消费维权警示和旅游安全提示，引导游

客理性消费、文明旅游。二是通过宁夏旅游政务网、宁夏旅游

官微、《中国旅游报》等媒体，向社会公开发布宁夏旅游重点工

作开展情况、旅游行政处罚情况以及旅游安全工作监管情况等，

全方位对旅游工作进行监督。三是建立安全、旅游预警信息发

布机制以及发布渠道。与自治区交通厅、气象局等部门联合建

立了旅游安全预警信息发布机制，通过报纸、网络、广播、电

视等渠道，及时发布旅游安全相关信息，提示游客安全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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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能力建设

（一）提高政务公开工作

制度化标准化水平。为使政务

公开工作不流于形式，不走过

场，我们着眼于建立政务公开

长效机制，使政务公开成为一

种自觉的意识和行为，制定出

台了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评议

制度。加强督查，定期检查《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表》的落实情

况，及时督促相关处室按照时间要求进行公开。加强对规范性

文件公开的审查，定期对不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评审，确保应

公开尽公开。严格执行保密审查制度，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依

法依规做好保密审查。

（二）提高政务公开工作信息化集中化水平。一是拓宽信

息公开渠道。今年，信

息中心进一步整合网站

资源，建设宁夏旅游网站

集群，利用宁夏旅游政务

网、资讯网、视频网、报

道集、攻略游记、英阿文

网站、微博、APP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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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2 个发布端口，加强信息公开工作，拓宽了信息公开渠道。

二是优化网站政务公开栏目。以宁夏旅游政务网为主要阵地，

优化网站政务公开栏目。在网站上开设“政务公开”“公共服务”

“监督执法”“党风廉政”“政务大厅”等栏目，并在栏目下设

置了“信息公开”、“公告通知”、“监督执法”等专栏，通过这

些栏目和专栏，及时将旅游发展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动态、政策

法规、政策解读等进行公开，起到了良好的公开效果。例如每

年的导游考试及导游考试成绩，都第一时间在政务网上进行发

布，让广大考生及时掌握相关信息。三是设置重点工作专栏。

今年，信息中心还在政务网原有板块设置的基础上，对网站进

行了部分修改和完善，开设了“十百千万工程”、全域旅游、厕

所革命、文明旅游、机关党建、“两学一做”等工作专栏，进行

重点宣传，积极推进工作开展和相关信息公开。四是利用政务

微信、微博新媒体，增强信息公开效果。通过微信、微博平台

受众覆盖面较广的优势，对宁夏旅游重大工作、改革动态、政

策解读等信息进行发布，使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广泛性进一步

得到强化。

（三）加强信息发布效率，增强政务信息公开的常态化。

今年，信息中心建立了网站及新媒体信息发布的工作机制，组

建了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网评员队伍，提高政务公开的效率，

保证信息发布效果。同时，对网站和新媒体信息发布人员进行

业务培训，提高政务公开意识，并由部门负责人进行信息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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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提高信息的质量和准确性。截至目前，宁夏旅游官方网

站发布公开信息 1800 余条，对宣传我区旅游行业动态、先进经

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宁夏旅游微信、微博、手机微

网站等平台，编辑政务信息、党风党纪、政策法规、重大活动

等图文信息近 1000 余条，微信图文信息阅读超过 40 万人次；

今年以来，编辑《宁夏旅游要情》17 期，对国家、我区和地市

旅游信息进行公开宣传。

为了促进政务公开，我们还建立了新闻发布会制度，2016

年召开新闻发布会 7 次。2016 年 11 月 10 日，我委在上海蓝海

博龙大酒店，向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发布宁夏冬季旅游

优惠政策信息、推介我区冬季旅游产品线路等。2016 年 10 月

21 日，我委在桂林向广西省主流媒体及旅行商召开新闻媒体，

发布宁夏旅游优惠政策信息、推介我区旅游产品线路等。2016

年 10 月 07 日，我委向区内新闻媒体发布“十一”假期我区旅

游接待情况。2016 年 9 月 17 日，向区内新闻媒体整体发布“中

秋节”及古尔邦节我区旅游接待情况。2016 年 7 月 10 日，我委

向区内新闻媒体发布“开斋节”我区旅游接待情况。2016 年 5

月 3 日，我委向区内新闻媒体发布“五一”小长假我区旅游接

待情况。2016 年 4 月 4 日，我委向区内新闻媒体发布“清明节”

小长假我区旅游接待情况。

五、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

在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政务公开办公室的指导下，我委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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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工作总体上取得积极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个别业务处室和

具体工作人员的主动公开意识不够强、公开的方式比较单一、

个别信息公开不够及时，存在延迟公开的现象等。

2017 年我们将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和政务公开

办公室具体要求主要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按照《2016 年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及说明》，

借鉴兄弟省区旅游政务公开的好做法、好经验，抓好政务公开

平台建设、健全栏目、提高查询便捷水平。

二是加强对政务公开的宣传和制度建设，紧抓政务公开工

作队伍这个关键，通过集中与分散等多种形式，加大业务培训

和政策宣贯力度，建立更加完善、运行高效的公开机制。

三是全面梳理问题，持续推进整改，探索政府信息公开新

方式，充分利用新媒体，与商业网络联动，增加信息公开途径，

提高公开的政务公开工作的质量，加强公开工作的日常督查指

导。

四是加大考核力度，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常态化开展，把年

度考核与季度考核挂钩，整体评价各处室各部门政务公开的工

作成效，促进旅游政务公开工作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