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年度工作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由市政府办公厅编

制。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情况、主动公开形式、依申请公开、存在问题及下步工作打

算等五个部分。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本年

度工作报告的电子文本可在重庆市政府网（www.cq.gov.cn）下载。

一、概述

    2017年，重庆市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面推进政务

公开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

的通知》（国办发〔2016〕8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国办发〔2017〕24号）有关要求，围绕进一步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

公开，明确细化政务公开年度工作任务，不断加大公开力度，助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着力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不断增强公

开实效。

（一）强化组织领导，夯实公开基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将政务

公开作为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

措。为确保政务公开工作规范有序，明确由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分管政务公开工作，加强政

务公开工作组织领导。全市各区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区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按照市

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健全政务公开工作机构，完善工作机制，形成了统筹协调、上下联

动的“一盘棋”格局。

 （二）完善制度管理，促进工作规范。一是制定政务公开制度规范。印发《重庆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政务公开有关工作的通知》（渝府办发〔2017〕60号）、《重

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政务公开重点工作任务分工的通知》（渝府办发

〔2017〕61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政府网站管理办法的通知》

（渝府办发〔2017〕164号），对2017年全市政务公开工作重点任务、计划进度、完成时

限、责任单位进行了明确，对政府网站管理机构及职责、开设、整合关停、网站功能、安

全防护、运维监管作了细化。二是健全政务公开考核体系。将政务公开工作纳入全市政府

绩效考核体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相关工作要求设置考核指标。三是加大政务公开培训力

度。制定培训计划和内容，通过专家授课、业务研讨、案例剖析、以会代训等形式组织召

开全市政务公开培训电视电话会、依申请工作培训会，全市政务公开队伍的能力和水平进

一步提升。

 （三）突出公开重点，深化重点领域政务公开。一是全面部署工作。2017年年初，市



政府办公厅对认真做好“五公开”、政策解读、回应关切等工作提出了要求，重点围绕助

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五方面抓好政务公开工作，切实落实工作

责任。二是推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按照我市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重点要求，着力推进减

税降费、重大项目建设、财政预决算、行政权力、扶贫脱贫、社会救助、环境保护、食品

药品安全、建议提案办理等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四）着力攻坚克难，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一是以“城乡一体、全

渝通办”为目标，构建起全市“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架构；二是建设重庆市“互联网

+政务服务”指挥中心，加强全周期行政效能监管和运行评价；三是围绕行政审批、公共服

务、政务公开、问政咨询四大板块建设全市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和网上办事大厅。截

至2017年年底，全市网上政务服务平台进驻工作人员超过3万人，办件量累计突破1200万

件，服务效率提升50%以上。

 （五）增强公开实效，加大政策解读与互动交流力度。一是建立政策解读常态化工作

机制，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时，政策解读同步起草、同步报批，文件出

台时在市政府门户网发布政策解读信息。鼓励运用数字化、图表图解、音频视频等方式组

织政策解读，方便群众理解和推广。对社会关注度高、实施难度大、专业性强的政策法

规，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在线访谈等多种方式同步进行解读。二是进一步加强政府公开

信箱等互动交流栏目的受理、回复、监管工作力度，有效提升互动交流实效，提高群众满

意度。2017年，全市政府公开信箱办理群众来信12.7万件，网上公示8.5万件，邮件回复

3.8万件，其他方式发布4000余件。



 二、主动公开情况

    2017年，全市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23.9万余条，其中各区县政府及其部门主动公开政府

信息96.3万余条，市级部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27.6万余条。重点围绕助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加大政务公开工作力度。

（一）围绕助力稳增长推进政务公开。一是推进重大事项信息公开。围绕贯彻落实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实施、编制实施“十三五”规划等重大事项策划系列宣传报道，及时准确地传递政策

意图，提高政策透明度。二是推进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规范重大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文

件公开要求和时限，围绕易地扶贫搬迁、重大水利工程、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等重大建设

项目，全面做好审批、核准、备案等结果公开。三是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

信息公开。近三年市政府通过签约发布会形式发布（PPP）项目73个、总投资3900亿元，已

开工38个、总投资2331亿元，已确定投资人14个、总投资478亿元。

 （二）围绕促改革推进政务公开。一是网上行政审批改革不断深入。全面编制完成我

市行政权力清单，并根据事项取消、下放、承接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确保清单之外无审

批。全市统一组织编制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规范事项要素，419项市级行政许可事项、

342项区县通用行政许可事项完成标准化改造并上线运行，公共服务事项规范工作正加快有

序推进，群众能够更为方便快捷获取规范的办事服务指引。二是建设完善政府统一规范性

文件库。健全规范性文件制定、发布、废止机制，及时在市政府网规范性文件库集中公开

发布各级政府和部门规范性文件，方便群众查阅我市相关政策。三是全面推行“双随机、

一公开”机制。动态完善“一单两库一细则”，各级各部门确立随机抽查事项1.4万余项，

累计开展随机抽查25.7万余件次，基本实现全覆盖。四是积极推进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工

作。完成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重庆）升级改造，2017年公示市场主体数增加58.2

万户，新归集企业信用信息1230.78万条，通过信息的全面公示，实现了对市场主体多维度

画像。





 （三）围绕调结构推进政务公开。一是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信息公开。积极推进化

解煤炭钢铁过剩产能工作，对“地条钢”企业全面清理和取缔，将钢铁行业去产能验收完

成名单以及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专项奖补资金分配结果在市政府网予以公示。二是加强

推进消费升级相关信息公开。定期发布消费市场运行情况数据，积极组织渝洽会、渝交

会、糖酒会、消费促进季、夜市文化节、汽车区县巡回展、厨师节、火锅节等展会活动，

有效促进消费升级。

（四）围绕惠民生推进政务公开。一是加强扶贫和社会救助信息公开。及时印发《重

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实

施意见》（渝府办发 〔2017〕 30号 ）等多项惠民政策，加大精准扶贫脱贫工作力度，不

断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二是推进劳动就业和医疗保障信息

公开。通过制作视频、发放宣传资料，组织“企业招聘周”“就业援助月”“公立医院改

革宣传年”等活动积极宣传就业及医疗保障政策，方便群众了解政策，支持政策执行。三

是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通过网站、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政务微博、微信等平台及时



发布空气质量信息，建立空气质量预报工作机制。通过政府网站“水环境质量月

报”和“自动监测水质周报”栏目定期公开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接受群众监督。

（五）围绕防风险推进政务公开。一是推进房地产信息公开。针对外地来渝炒房舆

情，主动发声，释放正面信息。对我市房产税新政、强化预售管理、加强市场监管、增加

土地供应等进行了权威正面解读，有效消除本地购房者恐慌情绪，震慑外来炒房者。定期

公布土地供应计划、出让公告、成交和供应结果信息，切实稳定市场预期。及时公开征地

批文、公告、补偿安置方案等信息，主动接受群众、媒体和社会监督。二是围绕防范遏制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推进公开。建立健全重特大事故预警信息和安全提示信息发布机制，

做好重大风险隐患排查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准确公开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做好社会影响较

大、关注度较高的事故信息发布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制度”等8类

公开内容。2017年曝光较大事故和严重违法行为43起、重大隐患42个。



三、主动公开形式

 （一）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情况。

    2017年，市政府通过政府门户网站主动公开政府信息5.45万余条；政府公开信箱网上

公示发布8.5万件；信息公开平台发布信息6.7万余条，其中，政府公文3225件，政策解读

516篇，规划计划类信息942条，统计分析类信息3637条，财政类信息1.33万余条，工作动

态类信息2.3万余条，应急管理类信息965条，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信息537条。

 （二）政府公报公开情况。

    充分发挥政府公报的标准文本作用，2017年，市政府办公厅共印制发行《重庆市人民

政府公报》23期，公开各类文件232件。全年免费赠阅《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32.9万份。

每期《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均在市政府网公开发布，方便公众查阅。



  （三）新闻发布会公开情况。

    2017年，我市共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860余场，其中围绕全市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建设

项目、重要节会活动，联合市级部门精心策划举行各类新闻发布会88场。重庆自贸试验区

挂牌、全面推行河长制、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主城区路桥通行费改革等民生热点发布会受

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推出7场重庆市“十三五”规划系列新闻发布会，3轮5场重庆自贸试

验区系列新闻发布会，创重庆建立新闻发布制度以来单一主题发布最大力度和最高频率，

受到中外媒体好评。围绕农业农村发展、脱贫攻坚、旅游推介等主题，为区县搭台举行新

闻发布会40余场，助推区县经济社会事业发展。

（四）档案公开情况。

    2017年，市档案局（馆）继续开展档案鉴定开放工作，累计向社会开放档案65.85万

卷，其中，开放新中国成立前档案 46.66万卷，新中国成立后档案19.19万卷。市档案馆接

待查档者5612 人次，提供档案5376 宗（次）、2.5万余卷（件），复制档案5.22万页，档

案开放鉴定数量10.2万件，方便了人民群众查阅利用档案资料。

 （五）微博公开情况。

    2017年，我市通过重庆市政府网新浪、腾讯官方微博发布重庆市政府公文、市政府常

务会议、便民提示、发展动态、统计分析类微博924篇，累计吸引粉丝16.5万人。

四、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依申请公开受理情况。



    2017年，全市政府系统共受理信息公开申请9834余件。其中，市政府受理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326件，申请内容主要集中在房屋征收与补偿、土地征用、城市规划、财政资金使

用、规范性文件等方面的政府信息。总体上，申请事项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与

自身权利主张和利益诉求密切相关，与社会热点密切相关。

  （二）依申请公开办理情况。

    全市各级政府各部门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时，均未收取任何费

用。市政府受理的326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全部依法按时以告知书形式予以答复，答复率

为100%。在已办理答复件中，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112件，同意公开答复77件，同意部分公

开答复34件，不同意公开答复16件，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19件，申请信息不存在23件，

告知做出更改补充11件，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34件。

 （三）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我市高度重视因政府信息公开引起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工作，及时研究和协调解决

因政府信息公开引起的行政争议所涉及的各类问题。2017年全市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办理

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451件，行政诉讼（一审）472件，主要集中在土地征收、房

屋拆迁、房屋征补等方面。

 五、存在问题及下步工作打算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有关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我市

政务公开制度机制建设、提升规范化和信息化水平取得了一定进展和成效，但与全面保障

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实际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2018年，

我市政务公开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着力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统筹指导。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务公开领导机制。全面推进我市政务公开制度

化建设，进一步理顺工作机制，规范工作程序，完善考核体系，加大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权

重，强化工作引导，加强对全市政务公开工作的统筹指导。

    二是全面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紧紧围绕李克强总理对“放管服”改革强调

的“六个一”要求，全面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大力推进“全渝通办”，优化企

业投资项目审批，利用大数据开展“行政效能指数”“企业发展活力指数”“营商环境指

数”三大指数研究，不断增强政务服务实效，让企业和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三是持续深化政务公开内容。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工作部署，在保障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的同时，重点推进行政执法、企业减负、惠民利民、财政奖补、招标投标等与市场主体和

办事群众强相关的“五类”政策文件集中公开。

    四是增强互动交流。以“12345”市长公开电话和市政府公开信箱为基础，整合我市咨

询诉求渠道，建立“12345一号通”问政咨询平台，彻底解决咨询诉求渠道多，各类公共服

务热线“号难记、话难通、诉难求、事难办”问题，使“12345，有事找政府”服务理念深



入人心。

附表：

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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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万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条 4696

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件 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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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9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74.2万

3．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13.1万

4．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6.3万

5．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6.7万



6．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35.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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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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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230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315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101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7235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4386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1.45万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

（一）收到申请数 件 9834

1．当面申请数 件 2918

2．传真申请数 件 144

3．网络申请数 件 3878



4．信函申请数 件 2894

（二）申请办结数 件 9580

1．按时办结数 件 9292

2．延期办结数 件 288

（三）申请答复数 件 8082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3158

2．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2680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323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485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件 6

涉及商业秘密 件 12

涉及个人隐私 件 17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件 30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件 286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134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610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282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298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246

四、行政复议数量 件 451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279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124

（三）其他情形数 件 48

五、行政诉讼数量 件 472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296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53

（三）其他情形数 件 123

六、举报投诉数量 件 217

七、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万元 0

八、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1094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 3795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3878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数） 人 508

2．兼职人员数 人 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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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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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653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2.6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