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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政务公开考评指标（县市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基本要求

一、主动公开

（40 分）

用权公开

（10%）

机构职能（40%） 公开本级政府行政机关机构职能
通过本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集中公开

行政机关机构职能信息

权责清单公开情况

（50%）
更新完善权责清单并按要求公开 应当通过本地门户网站公布权责清单

更新性（10%）
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出台及时更新，

随机抽查事项纳入清单
及时更新发布

决策公开

（10%）

重大决策事项目录

（20%）
重大决策事项目录 公开重大决策事项目录

预公开（80%）

公布决策草案（40%）

以县（市、区）政府或县（市、区）政

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应当

公布决策草案

公布草案说明或解读（20%） 是否公布草案说明或解读

区分征集状态（5%） 区分征集状态类型，有所区分

征求意见期限（5%）
是否明确征求意见期限

少于 30 天的是否说明理由

意见征集公开（30%）

征集意见总体情况

应当公布意见采纳反馈情况，较为集中

意见不采纳的应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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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

（10%）

专栏（5%）
设置专栏（40%） 应当设置专门栏目

专栏更新情况（60%） 栏目内容应当及时更新

完整性（5%） 文件要素完备
文号、文件名、发布单位、成文时间、

发布时间等

有效性标注（5%） 标注有效性或效力起止时间 文件应当标注有效性或效力起止时间

现 行 有 效 文 件

（40%）

机构改革后，新成立或职能重大调

整的部门，应公开本级现行有效的

规范性文件

是否发布历年（2016 年-2021 年）规范

性文件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结果（15%）

公开本级司法部门备案审查规范性

文件结果信息

清理结果（30%） 结果公开 应当公开清理结果

政策解读

（10%）

解读专栏（20%）

栏目设置（40%） 应当设置专门或相关栏目、网页

解读时效性（60%）
应当同步解读，要求文件公开后 3个工

作日上网

政府领导带头解读

（40%）
有无

县（市、区）政府领导应当一年内带头

解读至少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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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形式（40%） 形式多样
文字、图解、动漫、新闻发布会、动漫、

音频、视频等形式多样的解读

回应关切（5%）

专栏（50%） 专门栏目 应当设置专门栏目

公开反馈（50%） 公开反馈 公开对公众关切的反馈

会议开放（5%）列席会议

落实利益相关方、公众代表、专家、

媒体等列席政府有关会议的制度，

增强决策透明度

一年内至少 1次

执行公开

（10%）

政策执行落实情况

（50%）
公开政策执行进展和完成情况

可通过开设专题等方式，公开重大政策

执行落实进展情况和完成情况

审计公开（20%）

审计发现问题（50%） 应当公布审计发现存在问题情况

整改落实（50%）
应当公开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

况

督 查 整 改 公 开

（30%）

督查情况（50%） 应当公布督查发现存在问题情况

整改落实情况（50%）
应当公布对督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

情况、奖惩情况

服务公开

（10%）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

（15%）

含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目

录

准确发布本部门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

服务事项目录，事项信息完整

“一件事一次办”

（15%）
应当公开“一件事”办事指南

公开场景化、易读懂的办事指南，实现

以企业群众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

创新编制“一件事”办事指南，实现“一

件事一次告知”

办理依据（10%） 应有依据 应当明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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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条件（10%） 是否明确 应当明确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10%）

指南中有无材料（20%） 指南中有无材料

是否明确（50%） 应当明确

是否提供格式文本（30%） 应当提供格式文本

样表（10%） 是否提供 应当提供

联系方式或咨询渠

道（10%）
是否提供 应当提供

确需保留的证明事

项清单（10%）
是否公开 应当公开

网上办事服务事项

清单（10%）
是否公开 应当公开

结果公开

（10%）

许可结果（20%）

有无（40%）
许可结果是否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上网公开

要素完整（60%）
要素完整，但不得泄露个人身份证号等

身份信息

处罚结果（20%）

有无（40%）
处罚结果是否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上网公开

要素完整（60%）
要素完整，但不得泄露个人身份证号等

身份信息

“双随机一公开”

（40%）

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50%）
公开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包括抽查主

体、依据、内容和方式

双随机抽查结果（50%） 公开双随机抽查结果、查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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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提案（20%）

栏目（20%） 应当有专门或相关栏目

办理复文（40%）
应当公布办理复文，涉及民生等事项应

公开全文

办理总体情况（40%）
应当公开本单位办理建议和提案总体

情况

重点领域

（10%）

财政预决算（10%）

相关栏目或页面（10%） 应当设置相关栏目或页面

公开性（30%）
应当公布 2021 年预算

应当公布 2020 年决算

内容完整性（60%）
细化公开收支总体情况、财政拨款收支

情况等信息

重大建设项目批准

和实施（25%）

重点公开重大建设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信息，重大设计变更信息、建

设进展有关信息、质量安全监督信

息、竣工有关信息等信息

信息内容应连续、完整

公共资源配置

（25%）

重点公开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保

障性住房分配、国有土地使用权和

矿业权出让、政府采购、国有产权

交易、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等公

共资源配置信息。

信息内容应连续、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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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益事业建设

（25%）

重点公开推进脱贫攻坚、社会救助

和社会福利、教育、基本医疗卫生、

环境保护、灾害事故救援、公共文

化体育等政府信息

信息内容应连续、完整

年度重点领域

（15%）

疫情防控、“六稳”“六保”、应

急预案、公共卫生知识信息公开
应开设相应专题，集中发布相关信息

公开指南（5%）

有无（10%）

时效性（10%） 标注生成日期或年版 标注生成日期或年版

规范性（30%）
提供信函、互联网、传真、当面等

申请方式

提供信函、互联网、传真、当面等申请

方式

完整性（30%）

是否包括政府信息的分类、获取方

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

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互联网联系方式

电话畅通、邮箱准确

及时更新（20%） 根据新条例修订完善 应当根据新条例全面修订完善

公开年报（5%）

有无（10%） 有无 2021 年报 有无 2021 年报

发布时间（10%） 2 月 20 日之前发布 2月 20 日之前发布本级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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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完整（40%） 按国办规定格式编写年报

包含总体情况、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

况、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

况、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

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存在的主要问

题及改进情况、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包含年度工作要点完成情况、建议提案

办理公开情况、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

情况

集中发布（10%）
集中发布本级政府部门和乡镇人民

政府年度报告
1月 25 日前发布

新颖性（30%） 与上年度比较，无简单照搬抄袭 与上年度等比较，无简单照搬抄袭

二、依申请

公开（20 分）

渠道畅通

（20%）

回复及时

（20%）

期限内答复（60%） 依法在法定期限内答复

延期告知（40%）
延期答复的，依据条例要求进行规范的

延期告知

答复形式规范

（30%）
形式要素完备

抬头；编号；落款；日期；印章；电子

邮件答复的，应使用(gov)邮箱

答复内容规范

（30%）
内容项目完备

答复书内容完整，依据条例要求说明理

由和依据，提供救济渠道，救济渠道应

明确到具体复议机关和法院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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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台建设

（10 分）

政府信息公开

平台

规范性（60%）

按《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政

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有关事项的通

知》要求规范设置二级以上栏目

统一名称、统一格式规范、统一二级以

上栏目名称

平 台 内 可 检 索

（40%）

政府信息公开平台配备有效的检索

功能

四、基层政务

公开

（10 分）

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目录

目录编制并集中公

开

各县市区集中发布本县市区各部

门、各街道镇的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50%)

应当设置专栏集中公开本县市区各部

门、各街道镇的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目录内容是否完整(50%)
目录包含公开事项的名称、内容、依据、

时限、主体、方式、渠道、公开对象等

五、日常工作

（10 分）

政务公开工作

推进落实情况
——

1.明确政府办公室承担辖区内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职责（20%）

2.政府会议研究政务公开工作

（20%）

3.将政务公开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绩

效考核；分值比重不低于 4%（20%）

4.政府或政府办安排部署政务公开

工作（20%）

5.组织开展政务公开工作培训不少

于 1次（20%）

提供如通知、方案、会议纪要等文件依

据

提供如培训通知、培训现场图、培训报

道截图、链接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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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政务公开考评指标（市直部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考察标准

一、主动公

开（50 分）

用权公开

（10%）

机构职能（40%） 公开本单位机构职能信息 年底前通过本部门网站按要求向社会公开

权责清单公开情况

（50%）

更新完善权责清单并按要求公

开
应当通过自身网站公布权责清单

权 责 清 单 更 新 性

（10%）

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出台及时更

新，随机抽查事项是否纳入权责

清单

应当视情及时更新发布

决策公开

（10%）

专栏（10%） 设置专门或相关栏目、网页
门户网站是否设置决策预公开意见征集栏目

（如民意征集、征集调查等）

预公开（90%）

公布决策草案（40%）

本部门起草的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名义

印发的规范性文件，本部门规范性文件，应当

公布决策草案

公布草案说明或解读（20%） 是否公布草案说明或解读

区分征集状态（5%） 区分征集状态类型，有所区分

征求意见期限（5%）
是否明确征求意见期限

少于 30 天的是否说明理由

意见征集公开（30%）

各渠道收集意见总体情况

应当公布意见采纳反馈情况，较为集中意见不

采纳的应说明理由

规范性文件专栏（10%） 设置专栏（30%） 应当设置专门或相关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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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内容更新（70%） 栏目内容应当及时更新

完整性（5%） 文件要素完备
文号、文件名、发布单位、成文时间、发布时

间等

有效性标注（5%） 标注有效性或效力起止时间 文件应当标注有效性或效力起止时间

清理结果（40%） 结果公开 至少每两年公开一次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

现行有效规范性文

件（40%）

公开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信

息
是否发布历年（2016 年-2021 年）规范性文件

政策解读

（10%）

专栏（20%）

栏目设置（40%） 应当设置专门或相关栏目、网页

解读时效性（60%）
应当同步解读，要求文件公开后 3个工作日上

网

主 要 负 责 人 解 读

（40%）
主要负责人带头解读政策 主要负责人至少应解读 1次，解读形式不限

解读形式（40%） 形式多样
文字、图解、动漫、新闻发布会、动漫、音频、

视频等形式多样的解读

回应关切

（5%）

专栏（50%） 专门栏目 应当设置专门栏目

公开反馈（50%） 公开反馈 公开对公众关切的反馈

会议开放

（5%）
列席会议

邀请利益相关方、公众代表、专

家、媒体等列席部门有关会议，

或与本部门有关的市政府常务

会议，增强决策透明度

一年内至少 1次

执行公开

（10%）

政策执行和落实情

况（70%）
公开政策执行进展和完成情况

可通过开设专题等方式，公开与本部门职能相

关的重要政策的执行和落实进展情况、完成情

况

督查公开（30%） 督查情况（50%） 应当公布督查发现存在的问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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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落实情况（50%）
应当公布对督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奖

惩情况

服务公开

（10%）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

（20%）

含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

项目录

准确发布本部门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

项目录，事项信息完整

办理依据（10%） 应有依据 应当明确依据

申报条件（10%） 是否明确 应当明确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20%）

指南中有无材料（20%） 指南中有无材料

是否明确（50%） 应当明确

是否提供格式文本（30%） 应当提供格式文本

样表（10%） 是否提供 应当提供

联系方式或咨询渠

道（10%）
是否提供 应当提供

确需保留的证明事

项清单（10%）
是否公开 应当公开证明事项清单

网上办事服务事项

清单（10%）
是否公开 应当公开网上办事服务事项清单

结果公开

（10%）

许可结果（20%）

有无（40%）
许可结果是否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

日内上网公开

要素完整（60%）
要素完整，但不得泄露个人身份证号等身份信

息

处罚结果（20%）

有无（40%）
处罚结果是否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

日内上网公开

要素完整（60%）
要素完整，但不得泄露个人身份证号等身份信

息

“双随机一公开”

（40%）
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50%）

公开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包括抽查主体、依

据、内容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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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随机抽查结果、查处情况

（50%）
公开双随机抽查结果、查处情况

建议提案（20%）

专栏（20%） 应当有专门或相关栏目

办理复文（40%）
应当公布办理复文，涉及民生等事项应公开全

文

办理总体情况（40%） 应当公开本单位办理建议和提案总体情况

重点领域

（10%）

财政预决算（20%）

相关栏目或页面（10%） 应当设置相关栏目或页面

公开性（30%）
应当公布 2021 年预算

应当公布 2020 年决算

内容完整性（60%）
细化公开本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财政拨款收支

情况、机关运行经费和政府采购情况等

重大建设项目批准

和实施（25%）

重点公开重大建设项目审批、核

准、备案信息，重大设计变更信

息，项目建设进展有关信息、质

量安全监督信息、竣工有关信息

等信息

信息内容应连续、完整

公共资源配置

（25%）

重点公开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保障性住房分配、国有土地使用

权和矿业权出让、政府采购、国

有产权交易、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等公共资源配置领域信息

信息内容应连续、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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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益事业

建设（25%）

重点公开推进脱贫攻坚、社会救

助和社会福利、教育、基本医疗

卫生、环境保护、灾害事故救援、

公共文化体育等政府信息

信息内容应连续、完整

本部门其他工作业

务信息公开（5%）

本部门承担的其他领域工作业

务信息公开
信息内容应连续、完整

公开指南

（5%）

有无（10%）

时效性（10%） 标注生成日期或年版 标注生成日期或年版

规范性（30%）
是否提供信函、互联网、传真、

当面等申请方式
应当提供信函、互联网、传真、当面申请方式

完整性（30%）

是否包括政府信息的分类、获取

方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

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

系电话、传真号码、互联网联系

方式

电话畅通、邮箱准确

及时更新（20%） 根据新条例修订完善 应当根据新条例全面修订完善

公开年报

（5%）

有无（10%） 有无 2021 年报 有无 2021 年报

发布时间（10%） 是否在 1月 31 日之前发布 应当在 1月 31 日之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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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完整（40%） 按规定格式编写年报

包含总体情况、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收到

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因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他需要报告的

事项，包含年度工作要点完成情况、建议提案

办理公开情况、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新颖性（40%）
与上年度等比较，无简单照搬抄

袭
与上年度等比较，无简单照搬抄袭

二、依申请

公开（20

分）

渠道畅通

（20%）

回复及时

（20%）

期限内答复（60%） 依法在法定期限内答复

延期告知（40%）
延期答复的，依据条例要求进行规范的延期告

知

答复形式规

范（30%）
形式要素完备

抬头；编号；落款；日期；印章；电子邮件答

复的，应使用(gov)邮箱

答复内容规

范（30%）
内容项目完备

答复书内容完整，依据条例要求说明理由和依

据，提供救济渠道，救济渠道应明确到具体复

议机关和法院名称

三、平台建

设（15 分）

政府信息公

开平台
规范性（60%）

按《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

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有关事

项的通知》要求规范设置二级以

上栏目

统一名称、统一格式规范、统一二级以上栏目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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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内可检索（40%）
政府信息公开平台配备有效的

检索功能

四、日常工

作（15 分）

政务公开工

作推进落实

情况

——

1. 明确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机构

2. 部门会议研究、安排部署政务

公开工作

3. 建立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审

核发布、政策解读、依申请公开

办理答复等相关工作规范

提供相关文件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