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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7 年政府信息
与政务公开重点工作落实情况报告

保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根据《保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7 年政府信息与

政务公开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督查的通知》（保政办电〔2017〕63

号）要求，市发展改革委认真按照保政办发〔2017〕41 号、保

政办发〔2017〕48 号文件要求，逐项对照《保山市 2017 年政务

公开工作要点分工方案》所明确的重点工作任务情况进行自查，

现将重点工作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重点工作落实情况

（一）以政务公开助力稳增长方面

1.加强预期引导方面加强预期引导方面加强预期引导方面加强预期引导方面。。。。市发展改革委认真贯彻落实保政办发

〔2017〕41 号、保政办发〔2017〕48 号文件要求，根据部门职

能职责，加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客观发布经济社会运行真实情

况，引导全社会认清和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市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主动公开了《保山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2017 年西部大开发重点项目前期工作专项

补助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保发改易地协调〔2017〕144

号）；《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工作的通知》（保发改资环

〔2017〕116 号）；《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切实做好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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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民间投资增长相关工作的通知》（保发改投资〔2017〕87 号）；

《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

查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44 号）的通知》（保发改

资环〔2017〕41 号）；《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中

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保发改投资

〔2017〕27 号）等文件，门户网站已开设“政策文件”栏目。

（（（（2）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方面。）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方面。）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方面。）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信息公开方面。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市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主动公开了《保

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保山市定价项目清单的通知》（保

政办发〔2016〕199 号）；《保山市景区门票价格目录清单》；

《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保山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公布保山市

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保发改收费〔2017〕367

号）；《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重大水利建设基金的

通知》（保发改价格〔2017〕589 号）；《关于印发《保山市城

市公立医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方案》的通知》（保发改收费

〔2017〕540 号）；《保山市交通运输局 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汽车客运站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保交联发

﹝2017﹞191 号）；《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取消公民身份认证服务收费政府定价有关事项文件的

通知》（保发改收费〔2017〕360 号）；《中共保山市委保山市

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保发〔2017〕14

号）；《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执法人员信息》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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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门户网站开设“价格和收费”主栏目和“价格清单”“价格

标准”“价格执法”三个子栏目。

（（（（3）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方面。）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方面。）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方面。）推进重大建设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方面。截

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市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主动公开了《保

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保山市 2017 年“四个一百”重

点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保发改重点〔2017〕115 号）；《保

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中期调整后 2017 年市级“四个

一百”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保发改重点〔2017〕498 号）；

《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17 年重点建设项目稽察任务

分解及计划下达有关事项的通知》（保发改稽察〔2017〕241 号）；

《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按人调整下达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 2016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保发改易地协调〔2017〕

204 号）；《关于保山市 2016 年度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效自评

情况的报告》（保发改易地协调〔2017〕120 号）；《关于核实

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动态信息管理平台基础信息的通知》（保发改

易地协调〔2017〕124 号）；《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

发《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通知》（保发改体改

〔2017〕46 号）；《2017 年保山市列入省“四个一百”重点建

设项目进展情况》1—11 月进展情况共 11 份文件；《保山市 2017

年市级“四个一百”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情况专报》1—11 月进展

情况 11 份文件；《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加强 2017 年元旦春节期间市场价格监管文件的通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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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价检〔2017〕9 号）等文件，已在门户网站开设“重大建设”

主栏目和“项目稽查及工作动态”“建设项目审批许可信息”“项

目建设信息”三个子栏目。

（（（（4）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信息公开方面）项目信息公开方面）项目信息公开方面）项目信息公开方面。。。。

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市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主动公开了

《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切实做好促进民间投资增长相

关工作的通知》（保发改投资〔2017〕87 号）；《关于贯彻落

实云南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保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促进民间投资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组织开展 PPP 政策解读

培训会议 1 次。

（二）以政务公开助力促改革方面

1.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放管服放管服放管服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方面。改革信息公开方面。改革信息公开方面。改革信息公开方面。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市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主动公开了《保山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公布保山市定价项目清单的通知》（保政办发〔2016〕

199 号）；《保山市景区门票价格目录清单》；《保山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保山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公布保山市涉企经营服务收

费目录清单的通知》（保发改收费〔2017〕367 号）；《保山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重大水利建设基金的通知》（保发改

价格〔2017〕589 号）；《关于印发<保山市城市公立医院部分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方案>的通知》（保发改收费〔2017〕540 号）；

《保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保山市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

实施方案的通知》（保政发〔2017〕46 号）；《保山市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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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7 年度保山市“产业建设领军人才”选

拔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已在门户网站开设“价格清单”“价格

标准”“价格执法”“行政权力”“审批目录”等栏目。

2.行政审批信息公开情况行政审批信息公开情况行政审批信息公开情况行政审批信息公开情况。。。。一是一是一是一是公布行政审批事项及办事规

程。我委共有行政许可事项 14 项，在政府网站公布了一次性告

知书，并对行政审批事项名称、设定依据、审批对象、审批时限、

收费情况、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和办事规程面向社会全面公开，

以方便公众进行查询。二是二是二是二是规范窗口审批行为。为规范行窗口行

政审批行为，为群众提供“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我

委将市委编办批准进驻中心受理事项全部录入云南省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平台，与全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网上同步运行，实现了

投资项目网上申报、网上受理。起草编制了《关于做好政务服务

中心窗口服务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窗口统一接件受理事项清

单、直接授权窗口办理事项清单、窗口直接接件办理流程、窗口

接件转后台办理流程、窗口职能职责、人员进驻方式及人员管理

方式等内容，完善了窗口建设，规范了窗口服务工作程序和流程，

窗口服务工作质量和效率得到了明显提升。目前，已梳理进驻中

心窗口接件受理审批服务事项 105 项，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

窗口共接件受理审批服务管理事项 245 件，办结 215 件。

（三）以政务公开助力调结构方面

1.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训新动能工作公开透明方面。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训新动能工作公开透明方面。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训新动能工作公开透明方面。推进发展新产业、培训新动能工作公开透明方面。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市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主动公开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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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保山市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实施

方案的通知》（保政发〔2017〕46 号）；《保山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保山市产业发展规划（2017—2025 年）的通知》（保政

发〔2017〕48 号）；《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7

年度保山市“产业建设领军人才”选拔工作的通知》（保发改产

业〔2017〕391 号）；《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保山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保发改社会〔2017〕

39 号）；保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和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保政办发〔2017〕134 号）等文件。

2.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公开透明方面。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公开透明方面。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公开透明方面。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公开透明方面。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市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主动公开了《保山市人民政

府关印发保山市贯彻落实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意见实施方

案的通知》（保政发〔2017〕47 号）；《保山市钢铁煤炭行业

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7 年钢

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工作的通知》（保发改产业

〔2017〕255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钢

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2017 年工作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17〕

30 号）；《解读<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钢铁行

业化解过剩产能 2017 年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

（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方面

市发展改革委认真贯彻落实《保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政府门户网站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建设规范的通知》（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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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函〔2017〕84 号）要求，结合牵头栏目内容和委领导分工和

科室职能职责，及时印发《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政府门

户网站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建设责任分解的通知》（保发改办

〔2017〕569 号）和《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政府门

户网站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建设的函》，按时开设“价格和收

费信息公开专栏”“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专栏”“减税降费信

息公开专栏”三个专栏并公开相应文件。

1.价格和收费信息公开专栏。价格和收费信息公开专栏。价格和收费信息公开专栏。价格和收费信息公开专栏。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市

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上主动开设“目录清单”“价格标准”“价

格执法”三个子栏目，共公开信息 20 条，其中：目录清单公开

4 条，价格收费公开 4 条，价格执法公开 12 条。

2.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专栏。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专栏。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专栏。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专栏。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

市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上主动开设“项目稽查及工作动态”“建

设项目审批许可信息”“项目建设信息”三个子栏目，共公开信

息 98 条，其中：项目稽查及工作动态公开 1 条，建设项目审批

许可信息 52 条，项目建设信息 45 条。

3.减税降费信息公开专栏。减税降费信息公开专栏。减税降费信息公开专栏。减税降费信息公开专栏。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市发

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上主动开设“费（金）优惠政策”子栏目，

共公开信息 10 条。

4.财政资金信息公开情况财政资金信息公开情况财政资金信息公开情况财政资金信息公开情况。。。。严格按照财务规定，每年年初和

年末，积极做好部门预算、决算公开工作，加大“三公”经费公

开力度，详细公开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使用情况，增强



—8—

政府财政资金的透明度。市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上主动公开了

2017 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2016 年度部门决算、部门 1—3 季

度预算执行情况统计表。

（五）政策解读公开方面

为进一步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做好政府重要政策解读工作，

使社会公众更好地知晓、了解政府及其部门出台的经济社会发展

政策和改革举措，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

引的通知》（国办发〔2017〕47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全面推进全省政务公开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云政办发

〔2017〕22 号）和《保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保山市全

面推进全市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细则的通知》（保政办发

〔2017〕41 号）要求，市发展改革委及时印发《保山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重要政策解读工作的通知》（保发改

办发〔2017〕441 号），通过撰写解读材料、新闻发布会、接受

媒体采访和在线访谈等方式进行政策解读，全面深入介绍政策背

景、主要内容、落实措施及工作进展，主动解疑释惑，积极引导

舆论，管理社会预期。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市发展改革委

在门户网站上主动进行规范性文件政策解读 23 条。

（六）政府信息发布体系建设方面

1．门户网站．门户网站．门户网站．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信息发布。信息发布。信息发布。信息发布。依托门户网站及时

公布、更新政务信息，凡是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按相关规定及

时进行公开。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市发展改革委通过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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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和各类信息 253 条。其

中：门户网站公开规范性文件 200 条、各类信息 310 条（包括：

发展和改革信息 75 期、宏观经济 8 期、县域经济 3 期、发展改

革参考 1 期、政务要闻 91 条；通知公告 20 条；经济预测 8 条；

经济数据 14 条；经济研究 12 条；投资计划项目情况 8 条、重点

建设项目情况 21 条、纪检监督 7 条、县区动态 23 条、普法教育

9 条、稳增长 10 条。），微信公众平台公开各类信息 142 条。

2．．．．回应社会关切情况。回应社会关切情况。回应社会关切情况。回应社会关切情况。我委领导高度重视咨询、投诉、举

报回复工作，落实专人负责，并要求经办人员每日登录、每日查

询，及时接听“96128”政府信息查询专线、“12358”价格举报

电话和主任信箱确保有关咨询、投诉和建议能够及时得到回应和

解答。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共接待登记受理各类“96128”

政府信息查询 10 件、价格举报（咨询）案件 132 件、主任信箱

12 件，举报、咨询回复处理 100%。

（七）依申请公开情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我委受理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

数量为 1 条，因涉及第三方，已申请延时答复，依申请公开内容

已提交第三方省发展改革委咨询中心。待第三方给予是否公开答

复意见后，将及时进行处理。

二、典型经验做法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1.强化信息公开工作组织领导强化信息公开工作组织领导强化信息公开工作组织领导强化信息公开工作组织领导。。。。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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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市发展改革委把政务公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计划》《关于保山市 2017 年政务公

开工作实施方案涉及我委工作任务分解的通知》和《保山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重要政策解读工作的通知》。根据

人员变动，及时调整充实政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委

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政

务信息公开领导小组，负责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协调、保密审

查和考核监督等工作，研究解决政务信息公开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领导小组下设委办公室，委办公室负责政务信息公开的组织

协调、承办政务信息公开具体事宜及门户网站信息公开更新工

作，各科室负责提供相关政务信息公开内容。同时，抽调信息工

作业务熟练的工作人员负责处理本委政务公开的日常工作。委主

要领导切实承担起政务公开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政务公开工作

主动过问，对涉及网站建设等问题主动关心，对政务公开所需经

费主动支持，为推动政务公开工作落实提供了组织保障。

2.认真落实政务公开工作制度认真落实政务公开工作制度认真落实政务公开工作制度认真落实政务公开工作制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严格执行《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云南

省政府信息发布协调制度》和《云南省澄清虚假或不完整信息工

作办法》，严格按工作流程做好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以及保管、

维护、更新工作。做好政府公开信息的审查，重点审查是否符合

《保山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暂行规定》要求，语言表述、统计数

据是否准确，对外发布范围是否适宜，是否涉密，有无敏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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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会引起社会不安定等，确保能够公开的全部公开，又不发生

泄密事件。

（二）认真组织学习，提高工作能力

为保证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开展，市发展改革委组织相关人

员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认真的学习，并结合“四项制度”和

《保密法》的要求建立了《市发展改革委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

法》、信息发布协调机制、保密审查制度、考核制度、社会评议

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同时，要求各科室梳理信息，严格区分为

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和不公开三大类，很大程度上规范了本委

信息公开制度，做到有章可循。

（三）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公开质量

为保证政务信息公开工作顺利开展，建立健全政务信息公开

奖惩激励机制，制定了《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政务信息公

开责任追究制度》《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政务信息公开发

布协调制度》《依法申请公开工作制度》《政务信息主动公开制

度》和《涉密设备管理制度》《非涉密设备管理制度》《互联网

发布信息保密管理制度》等工作制度，明确了政务信息公开的目

标、任务和工作机制，保证机房设备与信息的安全，对信息公开

过错行为进行追究，拟公开的政务信息依法进行严格的审查，确

保了信息公开工作依法、有序的进行。

（四）做好保密工作，严守保密底线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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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我委成立了保山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成立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领导小组，同时

出台了《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

并经有关会议讨论通过，以文件形式发布。在《保山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

确有关保密审查的职责分工、审查程序和责任追究办法，确保不

发生泄密事件，做到以制度管人、按程序办事，确保信息公开保

密审查工作顺利开展。对主动公开的信息，由相关科室确定并制

作、更新，并交由分管领导审批后发布。对依申请公开的信息，

按照“统一受理、分别办理”的原则，根据工作职责分流到相关

内设科室。相关科室负责办理，经本科室负责人审核报分管领导

审批并发布。同时，严格遵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保山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的有关规定，对

维护稳定、政法、信访、民族宗教、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

安全等涉密信息进行严格控制，确保“涉密信息不上网”。经审

查，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我委在门户网站发布平台上未发

现涉密信息。

三、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市发展改革委信息公开工作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

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府信息公开影响面还不够广，网

上公开的内容与群众的需求还存在一些差距。针对存在的困难与

问题，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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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一是一是一是统筹部署政务公开工作。根据人员变动及时调整领导小

组成员，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政务公开工作的要点，把需要公开的

内容、事项任务分解到各科室，责任落实到人。

二是二是二是二是继续做好主动公开工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云南省政府信息公

开办法》要求，切实做好主动公开工作，及时更新、公布政府信

息，对行政法规、人事信息、财政预算决算等内容，主动按照时

限及时予以公开，让群众知晓。

三是三是三是三是继续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根据要求，探索创新发改工作

公开的方式和内容，全方位、多渠道为群众提供信息服务。继续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让更多群众了解政府信息的查询方式、基本

内容、申请公开渠道，提高群众对政务公开的认知度。

四是四是四是四是把好政务公开安全关。注重政务公开保密审查工作，严

格落实政府信息公开主动公开制度、依申请公开制度、政府信息

公开保密审查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对于应当公开的必须主动公

开，对于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各类信息严格保

守秘密。

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 年 1 月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