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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人民政府 2015年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的规定，现公布西安市人民政府 2015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本报告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电子版可在西安市人民政府网（www.xa.gov.cn）

浏览。 

一、2015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总体情况 

（一）领导高度重视，狠抓部署落实。西安市政府非常重视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市长亲自批示安排见习大学生旁听市政府常

务会议、“我为 2016 政府工作献一策”等活动。常务副市长、市

政府秘书长多次做出批示，要求全市各部门按照中省的要求，认

真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市政府专门组织召开会议，对全市政

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信息公开办年初安排

部署工作，全程监督检查，每季度通报工作进展。同时，将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纳入目标考核，年终对各单位政府网站建设管理情

况进行绩效评估，有效提升了信息公开工作效果。 

（二）细化任务分解，突出工作重点。国务院办公厅、省政

府办公厅对 2015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安排部署后，我市认真研

究中省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 2015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任务分解方案的通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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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办发〔2015〕49 号），梳理出我市 2015 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

工作，确定了各项任务的牵头部门和完成时限。10 月，市政府

办公厅对各单位落实情况进行督查通报，部署的重点工作均已落

实完成。 

（三）规范依申请公开，落实保密审查。进一步完善了依申

请公开的办理流程，加强依申请公开答复的规范性，确保各类申

请依法受理、依法答复、按时办结。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与

主动公开的衔接，对于公众关注度较高、申请较多的政府信息，

在依法向申请人公开后，及时纳入主动公开范围，进一步扩大主

动公开的范围。严格执行“谁公开、谁审查”、“先审查、后公开”

等保密审查规定，要求各单位把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程序与公

文办理流程和网站信息发布流程有机结合，对以“市政府”或“市

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的文件，由拟稿单位提出公开意见，经办

公厅保密办审核后，在政府网站上公开，从源头上杜绝泄密事件

发生。 

（四）加强教育培训，

提升工作能力。西安市把政

府信息公开列为公务员培

训的重要内容，不断强化公

开理念，增强公开意识。全

市各级行政机关全年举办

政府信息公开培训 85 次，接受培训人员 3480 人次。2015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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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市政府办公厅组织全市 13 个区县、8 个开发区、60 个部

门，140 余人参加了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培训，切实提高了基层工

作人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能力。 

二、主动公开情况 

2015 年，全市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27.3 万

条，其中市级公开 16 万条，区县和开发区公

开 11.3 万条，各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工作扎实

有效推进。 

（一）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扎实有效推进 

1.推进行政许可权力清单公开。为进一步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和简政放权，西安市经过 3 轮集中清理，制

定了《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市级部门行

政许可项目汇总目录（2015 年版）的通知》

（市政发〔2015〕13 号）。西安市人民政府网

开设了“西安市市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专栏，汇总发布了全市 39 个职能部门、263

个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逐条逐项

公示了设定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

事流程、审批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等内容，

接受社会监督。 

2.推进财政资金信息公开。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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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和全市 120个市级预算单位向社会公开了 2015年部门“三

公”经费预算。10 月公开了 2014 年度部门“三公”经费决算。财政

预算全部细化至“款”级科目，重点支出细化至“项”级科目，决算

已全部细化至“项”级科目。市财政局在陕西省政府采购网、西安

市人民政府网、西安市财政局官方网站同步公开了政府采购项目

招标、中标公告，竞争性谈判采购及其成交结果公告，采购项目

变更、废标公告等信息。 

3.推进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一是加强了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信息公开力度。市房管局以西安市住房保障信息网为平台，

设立专栏，公开了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等

保障性住房的年度任务、项目信息、购买资格条件、摇号结果等

信息。市城改办依托西安

市人民政府网公示了城

中村和棚户区改造建设

计划、项目审核、项目招

投标和建设管理等信息。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

过部门网站每月发布住

房公积金资金汇总统计

信息。二是强化国有土地征收与补偿信息公开。市国土局通过政

府网站发布土地征收方案公告 18条，征地补偿和安置公告 15条，

征地批复信息 77 条，土地供应计划及审批信息 14 条，依托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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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公示了全市土地招拍挂宗地信息、出让

公告、交易结果等。三是公开了工程建设领域综合治理信息。市

建委建设了西安建设市场诚信信息网，及时发布建筑企业和人员

信用预警信息，曝光企业和个人不良行为，形成了失信惩戒的社

会监督机制。 

4.推进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市发改委以城市交通路网、

基础设施、节能环保、农业、林业、水利、园林绿化等涉及公共

利益和民生领域的政府投资项目为重点，公开了项目建议书批复、

可研报告批复、初步设计方案批复，以及项目核准备案等信息。

市地铁办通过西安地铁官方网站工程建设领域信息公开平台发

布工程项目信息 263 条。市建委及时公开西安公共自行车系统建

设工作信息。市农林委公开了第三批市级现代农业园区建设项目

信息。市市政局将城市交通缓堵工程、道路交通工程、城棚改配

套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三大类共计 13项工程信息及 39个项目的招

投标信息进行了公开。市水务局及时发布 13 项重点水利工程基

本信息情况及渭河西安段综合整治堤顶道路和绿化等 5 个项目

招标信息。 

5.推进公共服务信息公开。一是做好社会保险和救助信息公

开。市人社局在官方网站建设专栏分类公开了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政策法规、办事服务，以及

各项社会保险的参保情况，保险基金收支、结余情况等信息。市

民政局公示了全市城市低保、农村五保、临时救助、医疗救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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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人数、救助标准，及相关

资金使用统计信息。二是做

好教育领域信息公开。市教

育局全面落实高校“阳光工

程”要求，组织市属四所高

校公开了招生简章、招生计

划和专业介绍等招生信息

以及财政拨款、“三公”经费

支出、预算决算统计信息。三是做好医疗领域信息公开。市卫计

委公开了 23 条涉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并指导市属 14 家医

院建设院务公开目录，全面公开了医疗服务指南、价格和收费等

信息。 

6.推进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市国资委通过其官方网站公开了

市属国有企业资产、人员和经济运行统计数据信息 14 条，并将

国企信息、国资监管产权管理、业绩考核以及监事会工作的相关

政策、监管动态等信息以专栏的形式定期发布，接受社会公众监

督。 

7.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市环保局通过官方网站实时播报

全市空气质量指数，发布环境工程评价公告 2670 条，环境影响

验收公告 40 条，每月发布大气环境、水环境质量报告。通过重

点污染源监测信息公开平台，准确公开全市国控重点污染源的基

础信息、监督监测结果。通过污染源环境监管专栏，公开冒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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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车辆行政处罚

信息、国控重点企业和

市级监管企业环保检

查信息 52 条。市自来

水公司每月公示水厂

水质信息及出场水、管

网水 42 项指标的监测

结果信息。 

8.推进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公开。市食品药监局在网站上开设

了“创建食品安全城市，共享健康和谐西安”专栏，向社会公开食

品经营许可、餐饮服务单位许可、医疗器械经营备案等相关审批

信息 856 条。通过“曝光台”，对违法违规企业进行曝光，发布食

品保健品、药械药品等行政处罚信息 30 条。 

9.推进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信息公开。市民政局通过网站公

开了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三类社会组织登记、变更、

注销等业务的办事指南，提供全市 540 个社团组织，705 个民办

非企业登记证号、资质状况、法人代表和主管单位等信息查询。

市房管局、市建委、市交通局、市教育局、市卫计委、市人社局、

市司法局、市公安局等单位依托互联网向公众提供其下属服务企

业和中介机构的信息查询服务。 

（二）多渠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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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政府网站建设，着力

打造政府信息公开主渠道。始

终把全市政府网站建设作为稳

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核

心任务来抓。2015 年 7 月，印

发了《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的实施意见》（市政办发

〔2015〕50 号），明确了全市政府网站建设的总体要求、管理体

系、工作机制、重点工作和组织保障措施，建立了全市政府网站

建设管理长效机制，保障网站建设管理工作规范开展。西安市按

照新形势下政府网站依法公开政府信息、积极回应公众关切、正

确引导网络舆情、优化提升政府服务的总要求，对门户网站进行

了改版，设置了“资讯、市情、发布、服务、问政”五个频道，从

资源整合、栏目设置、页面展现及功能设计等方面作了优化改进。

网站页面简洁明快、重点突出，信息内容更加丰富，服务形式更

加实用，互动交流更加多样，紧跟当前政府网站建设发展的趋势。 

2.健全新媒体信息发布

渠道，打造政务信息一站式

互动平台。西安政务微博发

布厅以西安市官方微博“西

安发布”为主账号，集中了各

区县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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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各部门及各市属媒体的政务微博，成为西安市政务微博的

“集大成者”，每天第一时间发布全市最新政策法规、工作动态以

及公众关注的民生信息，并开通了“市民服务”功能，实现交互服

务与信息推送并重，方便市民查询和及时获取相关服务，凸显政

府的服务职能。“西安发布”政务微博全年发布信息 1 万多条，粉

丝过百万。 

3.采用访谈图解形式，加强政策解读力度。全市各级政府网

站全年开展在线访谈 113 次，其中西安市

人民政府网邀请市教育局、市食品药监局、

市质监局、市卫计委、市市政局、市人社

局、市工商局等 22 个单位，共 52 位嘉宾

参与在线访谈 29 次，对我市新农合政策、

分级诊疗制度、劳动权益保护、冬季供暖

政策及《安全生产法》《西安市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条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

政策法规进行解读，在线与网友互动交流，

答疑解惑。采用政策图解的形式，将新的

政策法规要点在一张图上言简意赅、生动

有趣地展示出来，一目了然，便于公众通

过一张图读懂一个政策，市政府网站全年

发布政策图解 3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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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新闻发布工作，主动回

应社会关切。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全

年举办新闻发布会 67 次，其中市

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了 11 次政府

新闻发布会（通气会），针对西安

市 2015 年惠民实事、第十九届西

洽会暨丝博会、2015 欧亚经济论

坛以及公众关心的出租车运价调

整、秦岭北麓矿山专项整治、“西安城墙体内被掏建‘办公楼’”等

热点问题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主动引导舆论。 

5．继续发挥政府公报、市档案馆、市图书馆等信息公开渠

道的作用。西安市人民政府公报社全年编印《西安市人民政府公

报》12 期，每期印制 5000 册，免费赠送全市企事业单位、社区，

并在西安市人民政府网发布电子版，便于公众查阅下载。市档案

馆受理公众信息查阅 124 人次，公开文件 70 余份。市图书馆受

理公众政府信息查询 120 人次，内容主要集中在拆迁补偿、退休

待遇、退伍安置、教育医疗等方面。此外，办理西安市人大代表

建议 324 件，政协提案 666 件。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申请情况 

据统计，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870

件，其中市政府办公厅受理申请 169 件。从申请渠道看，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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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当面申请是主要形式，申请数量分别为 912 件、548 件、

395 件，占比分别为 48.77%、29.30%、21.12% ，以传真形式申

请仅 15 件，占 0.80% 。 

 

市级部门中，受理量位列前 5 位的分别是市交通局、市城改

办、市规划局、市政府办公厅、市人社局。这五个单位的受理量

占全市的 60%以上，大量申请集中于某几个部门的现象十分明显。 

各区县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中，受理量位列前 5 的是高新

区管委会、长安区政府、雁塔区政府、未央区政府、经开区管委

会，占全市受理量的 15%左右。 

从申请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城中村改造、征收补偿、出租

车管理、社会保障等方面。 

（二）答复情况 

全年受理的 1870 件申请，均已办结。其中 1541 件在十五个

信函 

48.77% 

网络 

29.30% 

当面 

21.12% 

传真 

0.80% 

申请方式 

信函 

网络 

当面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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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内办结，329 件延期办结，延期率为 17.59%。 

在答复中， “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247 件，占比 13.21%；“同

意依申请公开”530 件，占比 28.34%；“同意部分公开”96 件，占

比 5.13%；“不同意公开答复”174件，占比 9.30%；“不属于本行

政机关公开”301件，占比 16.10%；“申请的信息不存在”222 件，

占比 11.8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169 件，占比 9.04%；“告知

通过其他途径办理”131件，占比 7.01%。 

 

（三）依申请公开信息费用收取情况 

2015 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均未对信息公开申请收取费用。 

四、因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受理举报投

诉情况 

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申请 204

件。其中，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104 件，依法纠错 24 件，不予

“属于已主动公

开范围” 

13.21% 

“同意依

申请公

开” 
28.34% 

“同意部分

公开” 

5.13% 

“不同意公开

答复” 

9.30% 

“不属于本行政

机关公开” 

16.10% 

“申请的信息不

存在” 

11.87% 

“告知作出更改

补充” 

9.04% 

“告知通过其

他途径办理” 

7.01% 

答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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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撤销申请等其他情形 76 件，纠错率为 11.78%。 

全市各级法院共审结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 258 件，

其中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197 件，依法纠错

30 件，不予受理、原告撤诉等其他情形 31 件，纠错率为 11.63%。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当前我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重点领域

信息公开与公众的信息公开需求仍有差距，内容仍需进一步深化；

二是政策解读特别是通过访谈形式解读政策法规的社会效果仍

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部分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依法答复

依申请公开的能力不足；四是部分单位信息公开工作人员变动过

于频繁，影响信息公开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中省要求，深入推进财政预决算、公共

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重点

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运用数字化、图表图解、音频视频等方式，

提高政策解读的针对性、科学性、权威性，做到深入浅出，通俗

易懂；继续加强对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培训，增强公开意识，提

高发布信息、政策解读、回应关切及依申请公开办理的能力；进

一步理顺机制，明确机构，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全面推进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