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宁夏·盐池 

  

  2016年，我县深入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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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和区、市人民政府有关信息公开
工作的要求，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认真总结
本年度全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准确核实公开数据。特编
制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本年度报告包括工
作概述，政府信息公开情况，主要做法，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等五部分内容。报告统计数据截
止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查阅网址：盐池县政府门户网
站（http://www.yanchi.gov.cn/），监督电话：0953—
6018074，电子邮箱：nxycfzb@163.com。 

    一、工作概述 

１ 

  年度内紧紧围绕县委、政府中心工作，全面落实
2016年度全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内容，依法依规做
好行政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方面信息公开工
作，大力推进全县权责清单、脱贫攻坚、财政资金、公
共资源配置、公共监管等重点领域的信息公开工作，逐
步规范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
细化公开内容，提高公开实效。按时上报上一年度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
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通知》（盐政办发〔2016〕11号）
和《盐池县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暨责任分工》（盐
政办发〔2016〕65号），严格按照“谁牵头负责、谁组
织落实”的要求，将本年度全县政府信息公开重点任务
细化分解落实到各责任部门，狠抓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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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动公开情况。   

本年度我县 57个信息公开部门主动公开信息累计9129条 

 

 

 

 

 

 

 

 

 

  

    

    其中通过报刊、广播、电视、公开专栏等载体公开信
息6460条；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信息1259条；通过政务
微博公开信息340条；通过微信公开信息405条；通过其他
部门网站公开信息665条。 

 

 

 

 

 

 

 

 

 

 

 二、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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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统计表

公开总数 网站 公告栏

公告栏3791条 网站1259条 微博340条 微信405条 其他网站66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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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站公开信息中，涉及城乡基础建设、政府重大投
资项目及项目招标、质量安全检查等领域信息公开85条；
保障性住房类信息19条；惠农资金、重大惠农工程项目、
城乡建设、征地拆迁信息75条；公开土地出让、征地补偿
类信息50条；“三公”经费执行情况及预算情况信息85条； 
扶贫扶持资金和互助资金等信息39条；社会救助信息公开
20条；就业创业信息公开61条；教育、卫生和食品药品安
全信息公开63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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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6年全县共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政府信
息公开2件，均按照规定办理完毕。未受理不予公开政府
信息0条。 
 
  （三）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收费和减免情况 
  我县除县档案馆按规定收取复印成本费外，全县57个
信息公开主体单位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不收取任何费用。 
 
  （四）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诉讼和申诉的情况 
  本年度内，全县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申请引起的
举报、投诉情况，也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申请行政复
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案件。 

  （一）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公
开基础。坚持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放在重要位置，做到及时安排、定
期督查。成立了盐池县政府信息公
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传达上级
部门信息公开工作最新动态，认真
研究部署工作方案，2016年对做好
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做了专门
安排，进一步明确了依申请公开的
重要性、界定范围、规范公开程序、
工作保障机制，切实推进我县依申
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高效、有序、
稳妥运行。 

三、主要做法 



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宁夏·盐池 

  2016年共召开2
次政务（信息）公
开工作培训会，组
织认真学习《条例》
和《宁夏回族自治
区2016年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要点》及
区、市、县有关政
策精神，参加培训
人员达90人次。 

  先后组织2名工作人员分别参加全区政府信息公开专题
培训班和吴忠市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培训班，丰富信息公
开知识理论学习知识，切实提高我县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业
务素质。我县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全县效能目标责任制
目标考核。同时开展定期或不定期对全县各乡镇、各部门
(单位)的信息公开的内容进行督查，及时监督各部门政府信
息公开进度，确保全县信息公开工作依法、有序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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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平台基础建设，拓宽公开渠道 

   

  二是加强其他载体建设。
继续用好县政务服务行政审批
平台、政务微博、微信、县档
案局、广播电视台等信息公开
平台。全县共建设政务平台9个，
其中2家属在年度内升级平台；
开通政务微信13个，开通政务
微博21个，移动客户端（APP）
1个（红色盐池），在全县开通
了《红色盐池》《盐池政务通》
手机客户端。在县党政办公大
楼、花马池万人广场、振远法
治文化广场等地设立了多个LED
电子大屏，及时向公众发布各
类公告共近280条。 

  一是加强政府网站建
设。2016年，全新改版升
级了县政府门户网站，增
加了“政府信息公开专
栏”、“网上办事”、
“政民互动”、“书记、
县长信箱”“政策解读”、
“国务院文件”等服务栏
目，基本满足了信息公开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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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围绕中心任务，全面推进公开 
     一是全面公开“两个清
单”。编制完成了全县22个
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和责任
清单，将“两个清单”通过
政府门户网站和公文传输、
宁夏日报等其他方式向社会
公布，方便群众查阅。 

  二是加大市场监管信息公开。
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双随机一
公开”工作机制的通知》（盐政办
发〔2016〕72号），公开了产品质
量、旅游市场、知识产权、安全生
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执法监管
信息，推行“阳光执法”。配合做
好宁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和“信用宁夏”两个平台建设。 

  三是推行全县政务服务
事项及流程公开。全县形成
以县政务服务中心为“龙
头”、乡镇民生服务中心为
基础、村便民服务站为补充
的“三级联动”信息公开主
体，方便群众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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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推进政府投资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启动投资
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管理模式，将国土、发改、住建等
16个部门的企业固定资产、商品房价格备案等事项在网上
并联并审。推行商事主体“一照通”改革，实现“一表申
请、一窗受理、并联审批、信息共享”的登记模式。公开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名称、建设地址、建设
内容、投资规模、拟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方式
等内容信息公开。 

  五是加大公共资
源配置和保障、改善
民生信息公开等重点
工作的信息公开力度。
推进扶贫、社会救助、
就业创业信息、农村
危房改造、环境保护
决策公开、财政资金
信息等重点领域工作
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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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围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公开 
  

  二是加强财政资金信
息公开。按照2016年公开工
作要点，重点公开了全县57
个部门2015年决算执行情况，
2016年“三公”经费执行情
况及预算情况信息85条。向
社会公开力了行政事业收费、
政府性基金、减税降费信
息 、国有企业运营监管、
农资综合补贴、种粮直补等
信息。截止目前，我县95个
单位（含二级单位及企事业
部门)累计公开“三公”经
费、财政预决算信息210条。 

  一是积极推进决策公开。
严格执行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和
行政程序公开的规定，从2016
年起，除依法不公开外，实行
重大决策预公开制度，重大事
项决策前通过县政府网站等平
台向社会公布草案、意见67条，
其中涉及重大民生决策46条。
公开政策执行和落实和办理人
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等
信息15条。公开审计信息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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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推进公共企事业单位及乡镇基层办事公开 
   

  在8各乡镇民生服务中心和102个行政村设立服务中心
和信息公开查询点，将乡（镇）筹资筹劳情况、抢险救灾、
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发放情况、乡镇集体企业
及其他乡镇经济实体承包、租赁、拍卖等信息及时向群众
公开。 

  推行公共企事业单
位办事公开。推进供水、
供电、供气、供热、公
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
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
业单位向社会服务事项
公开，制定了《盐池县
乡镇、公共企事业单位
办事服务事项目录及流
程》74项和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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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做好政府信息公开解读和社会回应等工作。 
  一是做好政策和规范性文件解读工作。按照“谁出台
谁解读”的原则，由政策制定主管部门和政府主管领导就
政策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目的和具体要求在网站和媒体上
进行解读。如城市棚户区房屋征收实施方案、农村土地确
权实施方案、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等。县委、政府主要领
导通过接受媒体采访、电视专访、集中培训等形式公开解
读，增进社会认同。 
 
 
 
 
 
 
 
   
  二是严格落实《盐池县政府信息保密审查制度》和
《盐池县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等，依法做好公开前
的保密审查和依申请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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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提升年度报告编发质
量。及时收集各部门公开信息
数据，及时编制年度报告、上
报工作，提升报告的及时、准
确性、全面性。四是积极回应
社会关切热点问题。健全了盐
池县新闻发言人机制和书记、
县长信箱制度。对重要舆情、
媒体关切等热点问题，及时通
过媒体、网站、微博、微信等
渠道发布准确权威信息和信箱
回复。全年解读回应信息累计
数19次。 

四、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2016年，我县信息公开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
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少数乡镇、部门的领
导对信息公开工作不够重视，部分单位从事信息公开工作
人员公开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还不够、人员流动大；二是信
息公开内容深度和广度不够，特别是政策措施及热点舆情
解读等非公文类信息的公开方面有待加强。三是公开的准
确性、及时性还有待加强，相关制度和监督检查还需完善
和进一步加强。2017年，我县将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我县
推进该项工作的实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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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进一步夯实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网络系统、
机房及配套设施、门户网站提升建设，抓好信息中心工作
人员的配备、网络维护工作，丰富信息内容，发挥好网络
沟通、宣传等作用。 
  二是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范围。严格按照《条例》等
法律法规要求，补充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进一步拓展
公开范围、丰富公开内容、规范公开程序和标准，保证公
开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三是进一步强化信息考核机制。建立公开工作长效机
制，强化对信息公开的考核和监督检查，定期进行督查检
查，形成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作为年度内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增强信息公开的时效性。 
  四是健全制度，加强培训。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提
高全县信息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业务能力，加大信息公
开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和培训力度，细化年度信息公开的
重点领域和重点事项，提高公开的时效性、合法性、全面
性，深入推进全县信息公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