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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总览 

  

一、2017年政务公开
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总体情况 

二、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情况 

三、依申请
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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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存在的问
题及改进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有关规定，现公布西安市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

报告。报告共分为五部分：2017 年政务公开暨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总体情况，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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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本报告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电子版可通过西安市人民政府

门户网站（www.xa.gov.cn）查阅。 



 

 

 

西安市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 2 - 
 

一、2017年政务公开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总体情况 

（一）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 

一是狠抓政务公开任务落实。2017 年 2 月，我市印发《关

于贯彻落实〈西安市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政公办发〔2017〕1 号），要求各区县各部门认真研究方案，

按照定性、定量、定标准、定时限、定责任部门（处室）、定责

任人的原则分解细化工作任务，填报 2017 年政务公开工作任务

台账，建立全市政务公开工作台账管理体系。二是细化政务公开

任务分解。2017 年 8 月，我市印发《2017 年西安市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任务分解细化方案》（市政办发〔2017〕51 号），就推进

政府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等环节具体工作进行分

解，明确了牵头单位。三是制定政务公开绩效考核指标。2017

年 8 月，我市印发《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 年度

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指标的通知》（市政办函〔2017〕236 号），就

考核对象、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及程序等具体内容进行规定，明

确了市级部门及区县、开发区的考核指标体系。 

（二）强化网站建管，突出问题整改。 

一是规范网站管理。2017 年 5 月，我市出台《西安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安市政府网站建设管理规范(试行)〉的

通知》（市政办发〔2017〕45 号），对网站运行管理、设计、内

容、功能、安全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二是加强站群日常维护工 

作。坚持每季度对市政府网站内容保障情况进行通报，多次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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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要求及时更新“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系统”，确保基本信

息和栏目信息准确，并在日常工作中跟进督办。三是加强网站日

常普查整改。按照国办和省政府安排，开展政府网站抽查检查工

作，一季度抽查了 32个政府网站，二季度抽查了 44个政府网站，

三季度抽查了 42 个政府网站，四季度抽查了 46 个政府网站，及

时将存在问题

反馈各单位进

行整改，复查

合 格 率 均 为

100% 。 2017

年 3 月完成普

查 系 统 内 的

202 个区县下

属部门、乡镇

网站（不含 13

个区县政府门

户网站）永久

关停。2017 年

4 月对全市政

府部门网站及

下属参公事业

单位网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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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底检查，开展政府部门下属网站关停整改工作，检查中发现的

20 个部门下属网站均已按规定进行补报或关停并转。四是落实

政府网站绩效考核工作。按照《2017 年度西安市政务公开工作

考核指标》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各区县、开发区、市级部门网站的

规范性、可用性、友好性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评估考核，并将考核

结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三）强化政策解读，狠抓宣传质效。 

一是落实政策文件与解读同步起草、同步审批、同步发布的

“三同步”制度要求，出台重大行政决策文件时同步制定解读方

案，实现重大政策发布、解读、回应三联动。对于涉及面广、社

会关注度高、专业性强的政策法规，通过政策图解、视频解读、

专家解读等方式向公众全方位、多角度解读。全年发布政策图解

196 条，对新出台的政策择其要点，以图文结合的形式进行趣味

化、轻松化展示，力求“一张图读懂一项政策”；发布视频解读

26 条，专家解读 103

条，借助专家媒体对

一些专业性较强的

政策进行深度解读。

二是落实新闻发布

有关规定，全年举行

新闻发布会 25 次，

重点发布了西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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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户籍准入条件调整为三放四降一兼顾，发布了西安市 2017 年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推介、硬科技智库建设暨院士

专家座谈会、硬科技产业发展座谈会等，为西安创新发展谋求智

力支撑。 

（四）强化政民互动，反馈社会焦点。 

充分发挥热线电话、领导信箱、在线投诉、网站调查、民意

征集、在线访谈、电视问政等渠道作用，切实解决好群众合法诉

求。加大网络投诉咨询办理力度，全年办理市政府网站投诉咨询

62832 件，办理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投诉咨询 4867 件，重点

就疑难问题加大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力度；举办在线访谈 26

期，就住房交

易政策调整、

义务教育入学

政策、户籍新

政等影响广泛、

公众关注度高

的政策、热点

问题与广大网

友在线交流，

解疑释惑；开展网上调查和民意征集 40 次，发挥网络听民生察

民意的重要渠道作用；发布舆情回应信息 258 条，破除不实传闻，

解答公众疑问，发布权威信息。开办电视问政栏目，全年举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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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12 期，分别聚焦市商务局、市建委、市城（棚）改办、市城

管局、市旅游局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回应群众诉求，主动

接受群众监督。 

（五）强化教育培训，提升工作水准。 

坚持把政务公开、信息公开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培训的重要内

容，提高公开意识，提升工作能力。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全年共举

办政府信息公开培训 95 次，接受培训人员 9958 人次。2017 年 8

月 15日至 16日，

开展全市政务公

开暨政府网站业

务培训，共 150

多人参加培训。

按照政务公开绩

效考核指标要求，

将政务公开纳入

新录用公务员初任培训，2017 年 12 月 14 日，对新录用的 231

名同志针对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等内容进行

了政务公开的专题讲座，切实提高了新录用人员的工作能力。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7 年，全市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约 61.7 万条，其中市政府

公开 14 万条，市级部门公开 24.7 万条，各区县和开发区公开 23

万条。根据中省要求在政务“五公开专栏”下设决策公开、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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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及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栏目，

分别就各公开事项具体进行公开。 

（一）积极开展重大公共政策决策公开。 

一是对《西安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进行修订，将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

的必经程序，增强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2017 年

我市发布立法意见征集公告 15 条，组织召开立法听证会 4 次，

使得行政决策更加公开透明。二是开展“邀请公民代表走进政府”

活动。 2017

年市政府办

公厅开展“邀

请公民代表

走进市政府”

活动 5 次，

245位公民代

表走进市政

府。在活动组

织过程中，通过随机采访和发放征求意见表对公民代表提出的意

见、建议，由市政府办公厅办公室联合市政府督查室进行督办，

确保在 10 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此外，我市 11 个区县开展“公

民代表走进区（县）政府”活动 18 次，共 621 人次参与。三是

组织大学生假期见习活动。2017 年寒暑假期间，213 名大学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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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寒暑假时间到市政府机关见习，了解政府运行过程，协助办理

基础性业务，感受政府机关工作，部分见习大学生代表还旁听了

市政府常务会议，直观了解政府决策过程。此外，我市各区县、

开发区开展“暑期大学生政府机关见习活动”，共 655 名大学生

参加。 

（二）聚焦重点工作落实，推进执行公开。 

一是主动公开我市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任务责任

分解及督办落实情况，列明每项目标具体任务的责任单位、主要

工作内容、完成

时限及当前执

行落实情况，充

分发挥作为《政

府工作报告》落

实情况“进度条”

的作用。二是公

开我市 2017 年

民生提升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承担民生提升重点工作任务的

各个单位详细说明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三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

设立“重大项目”专栏，主动公开年度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执行

情况。该栏目全面展示了重大项目的建议书批复、报告批复、初

步设计方案批复、项目申请备案、项目核准情况，以及项目的进

展情况，明确了重大项目的执行措施、实施步骤、责任分工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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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方式等内容。四是及时公开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

及时发布审计结果公告，公开对各区县、各部门、各领域审计中

发现的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以及审计中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线

索处理反馈情况。 

（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进管理公开。 

我市在大力简政放权的同时，加强了市场监管，切实提高对

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市场公

平竞争等方

面违法违规

行为的监管

力度。市城

管局、市工

商局、市旅

游局、市食

品药监局、

市建委、市安监局等部门牵头，在城市综合治理、市场监管、旅

游市场整治、食品安全监管、建筑工地管理、安全生产等领域，

积极开展联合执法试点工作，构建了权责明确、公平公正、透明

高效、法治保障的市场监管格局。依托“信用西安”网站定期发

布企业荣誉信息和警示信息，提供企业信用查询服务，初步实现

市场主体登记备案、行政处罚、消费维权、日常监管等信息互联

互通和综合运用，有效推动了监管服务方式的转变，提高了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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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效能。 

（四）以民生为重点，推进服务公开。 

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2017 年 3

月我市出台《中共西安市委办公厅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西安市开展“行政效能革命”工作方案〉的通知》（市办字

〔 2017 〕 49

号），推进权

力清单“瘦

身”，促进责

任清单“强

身”，明晰投

资负面清单，

改革财政专

项资金管理清单，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市政府门户网站服

务公开专栏中分两批次公布西安市群众和企业到市级部门办事

“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共计 887 项，涉及 50 多个市级部门；

公开区县、开发区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事项

5342 项，另外，部分区县、开发区同时公布了镇街级“最多跑

一次”事项 936 项。每一事项都明确了单位名称、事项名称、办

理项名称、实现方式、办理地点等信息。办件公示一栏实时滚动

播放公众办理事项的办理情况，公众也可以通过“办件查询”栏

目查询自己事项的办理状况和结果。2017 年，我市还围绕社会



 

 

 

西安市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 11 - 
 

公众普遍关注的扶贫、城（棚）改、社保、卫生、教育、工商等

民生领域加强了服务公开。 

（五）集中展示，推进结果及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一是设立专栏，集中公开重大决策、重要政策的落实情况。

设立“中央环保督察”专栏，及时公开群众反映的环保问题和中

央环保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通过“全面深改正当时”

专栏，展示我市全面深化改革的途径、所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

题和改进的方向；通过“脱贫攻坚 西安在行动”专栏，展示我

市扶贫成果、扶贫动态，展现一线帮扶干部的风采，讲述“我的

脱贫故事”。二是各部门集中发布行政审批、行政处罚等信息。

市环保局实时播报全市空气质量指数，及时公开环境工程影响评

价公告、环境影响验收公告，每月发布大气环境、水环境质量月

报，公开冒黑烟机动车车辆行政处罚信息；市食品药监局网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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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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公示信息，设立“曝光台”，对违法违规企业进行曝光，曝

光违法企业信息 83 条。 

（六）充分发挥政府公报、市档案馆、市图书馆等信息公开

渠道作用。 

《西安市人民政府公报》出刊 12 期，每期印制 5000 册，免

费赠送全市企事业单位、社区，并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电子

版，便于公众查阅下载。市档案馆受理公众信息查阅 5812 人次，

公开文件 3116 份。市图书馆受理公众政府信息查询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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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自觉接受政

协民主监督，按时办结人大代表建议、意见 433 件，政协提案

722 件。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申请情况 

2017 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3197 件，

较 2016 年增长 121.7%。其中，市政府 276 件，市级部门 1419

件，各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1502 件。 

从申请方式看，网络申请成为最主要的申请途径，申请数量

为 1184 件，占比 37.03%，现场申请和信函申请紧随其后，分别

为 1124 件、887 件，占比分别为 35.16%和 27.74%，通过传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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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数量为 2 件,占比 0.07%。 

市政府及市级部门中，申请数量位列前五位的是市城（棚）

改办、市司法局、市政府、市规划局、市公安局，其总受理量占

全市受理量的 41%。 

各区县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中，申请数量位列前五位的是

西咸新区管委会、临潼区政府、未央区政府、曲江新区管委会、

高新区管委会，占全市受理量的 43%，大量申请集中在部分单位

的特征依然明显。 

从申请的内容看，集中在城市规划、城中村改造、征收补偿、

房屋建设、社会保障等领域。 

（二）答复情况 

全年受理的 3197 件申请，均已办结。其中 2661 件在十五个

工作日内办结，536 件经延期在不超过十五个工作日内办结，延

网络, 37.03% 

现场, 35.16% 

信函, 27.74% 

传真, 

0.07% 

网络 

现场 

信函 

传真 

申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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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率为 16.8%。 

在答复中，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的 323 件，占比 10.10%；

同意公开答复的 1210 件，占比 37.85%；同意部分公开答复的 333

件，占比 10.42%；不同意公开答复的 185 件，占比 5.79%；不

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的 605 件，占比 18.92%；申请信息不存在

的 169件，占比 5.28%；告知作出更改补充的 321件，占比 10.04%；

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的 51 件，占比 1.60%。 

（三）费用收取情况 

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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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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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申

请 160 件。其中，维持具体行政行为 58 件，依法纠错 23 件， 

不予受理、撤销申请等其他情形 79 件，纠错率为 14.3%。 

2017 年全市各级法院共审结有关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

242 件，其中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127 件；

行政机关败诉 73 件，其中市级部门败诉 6 件，区县政府、开发

区管委会败诉 67 件；不予受理、原告撤诉等其他情形 42 件，全

市信息公开案件败诉率为 30.16%。 

2017 年全市受理信息公开举报投诉 81 件，均已办结。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当前我市政府信息公开主要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问题：一是

信息公开相关制度建设不够完善。随着信息公开工作深入推进，

工作要求不断提高，依申请公开制度、信息公开举报制度、信息

公开答复制度还不够完善，虽然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定的办理

流程和工作惯例，但尚未形成系统规范的制度。二是对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以及由其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重视不够，与申请人、法

制部门、法律顾问、上级主管部门沟通机制不够完善，缺乏工作

上的合作互助，办事效率有待提高。三是相关工作人员的信息公

开意识不够强化、程序意识不够规范、答复信息公开申请的法律

素养不够专业，应对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诉讼案件的经验不够丰

富。 

针对存在问题，下一步将从以下三方面改进我市信息公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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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是依据中省相关法律法规，及时修订我市《信息公开规定》，

力求适应目前现状，同时切近生活实际并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工作。

适时出台我市《依申请公开工作制度》《信息公开举报办理暂行

办法》，使全市信息公开以及信息公开举报办理有章可循。二是

建立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报备制度。全市各级

行政机关发生因信息公开提起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的，及

时将复议决定、判决书或裁定书逐级上报至市政府信息公开办备

案。同时加大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力度，适时举办交流座谈会促

进工作。加强信息公开工作指导监督和督办，对拒不配合完成工

作的部门予以通报。三是明确工作标准，加大监管力度。对公众

关注度较高的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实行专人定期检查，对公开

内容不全面、深度不到位、时间不及时的单位进行全市通报，以

通报促整改，以整改促公开。同时加强工作培训，增强培训的针

对性，切实提高全市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