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 南 省 发 电
发电单位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签批盖章 杨　杰

等级 特急明电 云府办明电 〔２０１８〕６４号 云机发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２０１８年度政务公开工作总结和政府信息

公开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第

４９２号,以下简称 «条例»)规定和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政务

公开工作的部署要求,为做好２０１８年度全省政务公开工作总结

的报送及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的编制发布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总结报告内容

(一)关于２０１８年度政务公开工作总结

各地各部门要按照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８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分工方案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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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云政办发 〔２０１８〕３６号)和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全面开展政务公开存在问题整改落实的通知»要求,全面总结分

析本年度政务公开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结合工作实际,制定２０１９年度工作目标、思路及改进举

措,形成内容全面、数据准确、重点突出的政务公开工作年度总

结.有全国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任务的州、市、县、

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对试点领域政务公开情况进行总结.

省直部门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任务的还应围绕行政决策公

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并按照 «云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

施意见»(云政办发 〔２０１８〕３５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

(云政办发 〔２０１８〕５８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社

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

〔２０１８〕６１号)要求,总结梳理有关行政权力、财政资金、公共

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公共监管等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任务落

实情况.

(二)关于２０１８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内容包括:１总体公开情况说明;２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

况;３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４ 推进 “互联网＋政

务服务”工作情况;５ 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情况;６ 开展政

策解读情况;７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政务舆情和社会重大关

切回应情况;８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详细情况;９ 公开平

台载体建设情况 (含政府新闻发布工作落实情况);１０ 信息公

开相关举报、复议、诉讼情况;１１ 完善公开制度机制建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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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１２推进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１３开展２０１９年工作

的初步计划安排;１４其他应报告的事项.

二、工作要求

(一)责任单位.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部门.其中,

州、市人民政府要汇总所属 (托管)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组

成部门的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情况.省直各部门要汇总本系

统和直属单位及下属公共企事业单位的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

情况.

(二)编报时限.各地各部门应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５日前,完

成对本地本部门２０１８年度政务公开工作总结和２０１８年度政府信

息公开年度报告的起草和编制工作,并于当日１７∶００前,将本

通知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统计表 (见附件)一并报省政务公开领

导小组办公室 (省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联系人:高蕾、

杨洋;联系电话:０８７１－６３６０９６８６ (传真)、６３６６２８２９;电子邮

箱:xxgkb１２０３＠１６３com.

(三)统计质量.各地各部门要加强总结报告的统计数据审

核工作,确保报送的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对统计中涉及信息

公开事项的新闻发布、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举报投诉等情况,

应与党委宣传 (政府新闻)、司法 (法制)、法院、信访等有关部

门和单位沟通确认.

(四)发布要求.各地各部门应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前,通

过本地本部门政府网站政务公开专栏发布本单位２０１８年度政府

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各州、市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电子版应做

到图文并茂,附信息公开统计表.报告发布后,要安排专人跟踪

上级和网络舆情,及时解答社会公众对报告内容提出的咨询、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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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三、通报年度总结报告情况

(一)各地各部门政务公开工作总结的报送和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年度报告的编制发布情况纳入全省综合考评政务公开项目计

分内容,对未在规定时限编制、上报、发布年度总结报告和统计

数据严重失实的,将在２０１８年度全省综合考评工作中扣分.

(二)省政府门户网站将以专题形式集中展示各地各部门的

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全省１６个州、市和１２９个县、市、区

政府门户网站应参照省政府门户网站设置专题,集中展示年度报

告.省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根据各地各部门总结报告报送

和编制发布情况适时进行通报.

附件:１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２０１８年度)

２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指标填报说明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４日

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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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2018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统计指标 单位 统计数

一、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

（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1条）
条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件

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件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1.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3.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4.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5.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二、回应解读情况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

（不同方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计1次）
次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1.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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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指标 单位 统计数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

次数
次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收到申请数 件

1.当面申请数 件

2.传真申请数 件

3.网络申请数 件

4.信函申请数 件

（二）申请办结数 件

1.按时办结数 件

2.延期办结数 件

（三）申请答复数 件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2.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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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指标 单位 统计数

涉及商业秘密 件

涉及个人隐私 件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

和社会稳定
件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件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四、行政复议数量 件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三）其他情形数 件

五、行政诉讼数量 件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三）其他情形数 件

六、举报投诉数量 件

七、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万元

八、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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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指标 单位 统计数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
作人员数）

人

2.兼职人员数 人

（四）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
编辑管理及政府网站建设维护等方面的经费）

万元

九、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一）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次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单位负责人： 审 核 人：

填 报 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件２

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指标填报说明

一、主动公开情况

１．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指按照 «条例»规定,统计年度

内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总条数.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按条计算.凡公文类政府信息,１件公

文计为１条,部分内容公开的公文也计为１条.其他政府信息,

１份完整的信息 (或其中部分公开的信息)计为１条.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数不重复计算.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的同一条政府

信息计为１条信息;部门联合发布的信息以牵头制作该信息的部

门为填报单位;各单位转载、转发的信息不计入本单位统计数

量.

２．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指主动公开的规范性文件总件

数.

３．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指制发规范性文件总件数,应为

主动公开数和未主动公开数的合计数.

４．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指通过政府公报主动公开的

政府信息总条数.

５．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指通过各级政府网站主动公

开的政府信息总条数.

６．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指通过官方政务微博主动公

开的政府信息总条数.

７．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指通过官方政务微信主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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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政府信息总条数.

８．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指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

其他方式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总条数.

二、回应解读情况

９．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指回应涉及本单位职

责的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的次数.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

舆情数不重复计算.以多种形式回应同一热点或舆情的计为１次

回应;联合发布的回应情况以回应该热点或舆情的牵头负责单位

为填报单位;各单位转载、转发的回应情况不计入本单位统计数

量.

１０．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指为解读政策、回应社

会关切、引导舆论而参加或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媒体通气会等的

总次数.

１１．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指本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为解读政策、回应社会关切、引导舆论而参加各类新闻发布

会、媒体通气会等的总次数.

１２．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指本单位有关负责同志或新闻

发言人为解读政策、回应社会关切、引导舆论在政府网站接受在

线访谈的总次数.

１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指本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为解读政策、回应社会关切、引导舆论在政府网站接

受在线访谈的总次数.

１４．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指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

媒体通气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发布政策解读稿件的总

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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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指通过官方政务微博、微信回应

的热点事件总次数 (同一事件多次回应计为１次).

１６．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指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其他

方式回应的热点事件总次数 (同一事件多次回应计为１次).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１７．收到申请数:指收到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总件数,申请

应为书面形式或数据电文形式 (应等于当面申请数、传真申请

数、网络申请数、信函申请数４项之和).

１８．当面申请数: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到承担政府信息

公开事务的受理点提出申请的件数.

１９．传真申请数: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传真方式提

出申请的件数.

２０．网络申请数: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网上提交申

请方式提出申请的件数.

２１．信函申请数: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信函邮寄方

式提出申请的件数.

２２．申请办结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提申请办结

的总件数 (应等于按时办结数和延期办结数２项之和).

２３．按时办结数:指根据 «条例»规定,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１５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的件数.

２４．延期办结数:指根据 «条例»规定,在延长的１５个工

作日内予以答复的件数.

２５．申请答复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提申请的答

复的总件数 (应等于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同意公开答复数、

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不同意公开答复数、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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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数、申请信息不存在数、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告知通过其他

途径办理数８项之和).

２６．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

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的,告知其获取该政府

信息方式和途径的答复件数.

２７．同意公开答复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

的政府信息,作出同意公开的答复件数.

２８．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

公开的政府信息,作出同意部分公开的答复件数.

２９．不同意公开答复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

开的政府信息,作出不同意公开的答复件数.

３０．涉及国家秘密: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

政府信息,因涉及国家秘密而不同意公开的答复件数.

３１．涉及商业秘密: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

政府信息,因涉及商业秘密而不同意公开的答复件数.

３２．涉及个人隐私: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

政府信息,因涉及个人隐私而不同意公开的答复件数.

３３．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指对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危及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而不同意公开的答复件数.

３４．不是 «条例»所指政府信息: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告知其不是 «条例»所指政府信息的答

复件数.

３５．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而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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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答复件数.

３６．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告知其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的答复件

数.

３７．申请信息不存在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公

开的政府信息,告知其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答复件数.

３８．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

公开的政府信息,因申请内容不明确,告知其作出更改、补充的

答复件数.

３９．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指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告知其应通过咨询、信访、举报等其他途

径办理的答复件数.

四、行政复议情况

４０．行政复议数量: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本单位在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且被复议机关受理的件数 (应为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被依法纠错数、其他情形数３项之和).

４１．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指已办结的行政复议申请中维持

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件数.

４２．被依法纠错数:指已办结的行政复议申请中撤销、变更

具体行政行为或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

行为的件数.

４３．其他情形数:指行政复议申请中除已办结的维持具体行

政行为数和被依法纠错数以外情形的件数.

五、行政诉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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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行政诉讼数量: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本单位在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提起

行政诉讼且被法院受理的件数 (应为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数、被依法纠错数、其他情形数３项之和).

４５．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指法院判

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件数.

４６．被依法纠错数:指法院判决或裁定撤销、变更具体行政

行为或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件

数.

４７．其他情形数:指除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

请求数和被依法纠错数以外情形的件数.

六、举报投诉情况

４８．举报投诉数量:指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收到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相关举报或投诉,且予以受理

的件数.

七、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４９．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指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

收取的检索、复制、邮寄等费用总金额.

八、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５０．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指按照 «条例»规定确

定承担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的专门机构个数.

５１．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指按照 «条例»要求设置

的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的场所总个

数.

５２．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指具体承担政府信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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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作人员人数 (应为专职人员数和兼职人员数２项之和).

５３．专职人员数:指专门承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工作人员

人数 (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数).

５４．兼职人员数:指在承担其他工作的同时承担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的工作人员人数.

５５．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指行政机关为处理政府信息公

开事务而纳入财政预算的专项经费 (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编辑管

理及政府网站建设维护等方面的经费).

九、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５６．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指召开涉及

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次数.

５７．举办各类培训班数:指围绕政府信息公开业务举办的各

类短期、中期、长期培训班次数.

５８．接受培训人员数:指到政府信息公开业务培训班接受培

训的工作人员人次数.

除特别说明外,报表中如没有需填报的数据,则填 “０”;涉

及费用或经费的数据按 “四舍五入”原则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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