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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明电
发往 见报头 签批：王鹏威

等级 特 急 平湛政办明电〔2019〕9 号

湛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务公开信息发布审核和

区政府门户网站内容保障工作的通知

曹镇乡，各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政务公开工作机制高效运行，促进信息发

布内容以及审核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保证发布信息的准确性、

及时性、有效性和权威性。根据国家、省、市关于政府网站运维

管理、互联网信息安全，以及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有关文件精神，

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做好政务公开信息发布审核和区政府门户网

站内容保障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内容保障要求

（一）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信息主要来源包括各乡（办）、

区直各部门和媒体公开报道信息。各单位作为网站内容建设的保

障主体，要明确职责、同心协力，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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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准确提供政府信息，不断提高信息服务的质量，确保所发布

信息的权威性、全面性和准确性。

（二）各单位要根据区政府门户网站栏目设置，及时报送各

类政府工作动态信息和信息公开类信息，充分发挥区政府门户网

站作为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的主渠道作用。

（三）对领导信箱、意见征集、网上调查等互动性栏目，各

单位要建立网上互动的接收、处理、反馈工作机制，安排专人及

时处理和答复网上的投诉、咨询和意见建议。

二、发布要求

（一）区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发布管理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

公开为例外，坚持依法依规、服务群众、安全发展的原则，力求

将区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成全面的政务公开平台、权威的政策发布

解读和舆论引导平台。

（二）各单位作为我区政府门户网站内容建设的保障主体，

要坚持“谁制作、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做好职责范围内相

关栏目内容的审核、报送，并对本单位报送文件和信息的合法性、

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并确保信息内容不涉密。

（三）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信息均为非涉密信息，涉密信息

不得上网发布。凡涉及公共利益和公众权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

的事项和社会关切的事项，以及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省、市规定

应当公开的信息，均应依法、准确、及时、全面地通过区政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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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网站进行公开发布。

（四）区政府办公室负责对我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信息审

查资料进行接收、登记并统一归档。

三、审核发布规范

（一）各单位要及时将形成的应该公开的政府文件报送至区

政府办公室，统一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各部门报送信息采集

工作要确定专人负责，所有上报信息须按照政务公开信息格式规

范要求及时上报。

（二）各单位要对上网信息严格把关，确保信息内容符合国

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确保信息中的统计数据准确

无误，确保上网信息符合保护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不会给其他

单位、个人造成危害。

（三）所有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政府公告和政务公开类

内容均应严格按要求填写《平顶山市湛河区政务公开信息发布审

核笺》，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区政府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并加盖公

章后，由区政府办公室统一归档后发布。

四、运行监督管理

区政府门户网站信息按照明责、督责、问责的原则进行审核

发布，不断提高网站运维工作管理水平。

（一）每季度对门户网站内容保障执行情况日常监测管理，

并纳入年度网站内容保障和政务公开绩效考评范围，作为主要评

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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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有下列情形之一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情节轻重

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不按要求及时发布信息，相关栏目内容长期不更新、经督

办仍不及时改正的；

2.未履行审核程序擅自发布信息，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失密、

泄密的；

3.发布不完整、不准确，甚至是虚假信息的；

4.对互动性栏目相关投诉、咨询等未能及时处理的；

5.不利于政务公开工作日常运行管理的其他情形。

附件：1.湛河区政务公开信息报送规范

2.平顶山市湛河区政务公开信息发布审核笺

3.湛河区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公开栏目责任分解表

湛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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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湛河区政务公开信息报送规范

一、内容要求

（一）纯文字信息：标题使用方正小标宋简体、二号字体，

行间距固定值 35 磅；正文使用仿宋 GB2312、三号字体，行间距

固定值 30 磅；

（二）图文信息：标题使用方正小标宋简体、二号字体，行

间距固定值 35 磅；正文使用仿宋 GB2312、三号字体，行间距固

定值 30 磅；图片根据正文内容插入并居中排版。

（三）正文结束后须注明撰稿人、审核领导的姓名、联系方

式（手机号码）。

二、图片规范

（一）分辨率设置：横版图片长度应保持 800 像素，约束比

例缩放；竖版图片宽度应保持 800 像素，约束比例缩放。

（二）单张图片报送时与正文直接添加附件上传；多张图片

报送前应统一制作成压缩文件后与正文添加附件上传。

三、报送方式

（一）工作动态新闻发送电子邮件至 dzzw500@163.com。

（二）发布政府公告、政务公开等信息应按要求填写《平顶

山市湛河区政务公开信息发布审核笺》，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区

政府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将纸质版和电子版同时报

送至区政府办公室文电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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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湛河区政务公开信息发布审核笺

拟发布信息标题

拟发布栏目

拟稿人： 年 月 日

分管副职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部门负责人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区分管领导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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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湛河区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公开栏目责任分解表

主栏目 子栏目 责任单位 发布规范

区政府

领导信息
区政府领导信息 区政府办 据实更新

政府机构

乡、办事处
曹镇乡

各街道办事处
据实更新

区政府各部门 区政府各部门 据实更新

垂直部门 各垂直部门 据实更新

综合政务

区政府工作报告 区政府办 及时更新

政府文件 区政府办 印发20个工作日内公布

政府办文件 区政府办 印发20个工作日内公布

规范性文件 区政府办 印发20个工作日内公布

政策解读 区司法局 印发20个工作日内公布

权力、责任清单 区委编办 3个工作日

政府公告 区政府办 3个工作日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区发改委 3个工作日

国民经济发展
规划、计划 区发改委 3个工作日

统计公报 区统计局 3个工作日

财政资金

政府预决算、专项资金 区财政局 按要求公布

部门预决算 区财政局 按要求公布

扶贫资金 区财政局 按要求公布

三公经费 区财政局 按要求公布

政府采购 区财政局 按要求公布

公开指南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区政府办 据实更新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编制 区政府办 据实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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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规范 区政府办 据实更新

公开年报 公开年报 区政府办 及时公布

依申请公开

依申请公开说明 区政府办 据实更新

依申请公开查询 区政府办 据实更新

申请表格下载 区政府办 据实更新

重点领域信

息公开

安全生产 区应急管理局 印发20个工作日内公布

科技、教育体育
区科技局

区教体局
印发20个工作日内公布

社会保障服务

区人社局

区医疗保障局

区卫健委

区民政局

区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

区住建局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及时公布

农机补贴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3个工作日

互动

领导信箱 区委区政府督查局 及时答复

意见征集 区委区政府督查局 及时发布

网上调查 区委区政府督查局 及时发布

走进湛河

区情概览 区史志办 据实更新

历史沿革 区史志办 据实更新

行政区划 区史志办 据实更新

社会文化 区史志办 据实更新

行政地图 区史志办 据实更新

湛河特色名片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据实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