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原市人民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
固政公开办函〔2021〕2号

固原市人民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

关于 2021 年第 2 季度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

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派出机构、事业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

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精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

厅秘书局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监管工作年

度考核指标的通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务新媒体管理工作细则

（试行）》《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区政府

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政务信息发布规程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

市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组织开展了 2021年第 2季度全市政府网

站、政务新媒体和市本级政府信息公开情况进行了抽查，现将有

关情况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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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情况

本次共检查政府网站 7个，抽查政务新媒体 116个（市本级

49个、原州区 20个、西吉县 25个、隆德县 18个、泾源县 4个、

彭阳 10个）。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信息更

新、政策解读、互动交流、错链暗链伪链、错别字、不恰当表述

和市政府各部门政府信息公开情况。本次检查发现“问题政府网

站”6家，“问题政务新媒体”47个。

二、存在问题

（一）政府网站方面。

检查发现，大部分网站信息更新不及时问题突出，如原州区、

西吉县、隆德县、彭阳县、市教育体育局政府网站均存在多个栏

目超半年未更新情况；个别网站对反馈的错别字、敏感词问题整

改不够彻底，没有全网筛查。（详见附件 1、5）

（二）政务新媒体方面。

1. 市本级政务新媒体运维管理仍未建立起长效机制，更新

不及时，历史信息错别字自查整改不到位。如“固原人社”“固原

应急”“固原科技”微信公众号超过 1周未更新，“固原金融”“固原

生态环境”“固原统计”“固原阳光法治”“平安固原”“固原招商”“六

盘农情”微信公众号出现严重错误表述,“固原司法行政”新浪微博

2019年 9月发布关停公告，至今未注销。（详见附件 6）

2. 各县（区）普遍存在履行监管职能不到位情况，未按有

关要求定期对本地区政务新媒体开展检查通报工作；各县（区）



— 3 —

政务新媒体普遍存在未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关

于做好 2020年度问题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整改工作的通知》

要求，在微信公众号添加互动交流和办事服务入口，在微博链接

政府网站。（详见附件 2）

（三）市政府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和政策解读情况。

1. 2021年第 2季度，“固原市人民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共发布政府信息 321条。个别单位仍未严格按照本单位政务公

开事项目录、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及时公开本单位的政府

信息；部分单位信息公开主动性和时效性亟待加强，基本医疗卫

生、脱贫攻坚、国有和集体产权交易、就业创业 4个栏目一季度

未更新。（详见附件 3）

2. 市政府各部门（单位）政策解读机制不到位。未按照《固

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政策解读有关事项的通知》

（固政办函〔2019〕24号）中明确的政策解读范围、解读主体、

解读程序、解读效果和公开渠道要求，扎实开展本部门政策解读

工作。第 2季度，市应急管理局牵头起草的固政规发〔2021〕3

号、固政办规发〔2021〕1号、生态环境局起草的固政规发〔2021〕

6号、水务局起草的固政办规发〔2021〕2号、农业农村局牵头

起草的固政办规发〔2021〕4号未解读。（详见附件 4）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强化内容保障。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网站、政务新媒体

信息发布要求，完善发布工作制度，确保更新及时、发布内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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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可靠。对更新不及时的网站栏目要抓紧充实，对内容更新没有

保障的栏目要合并或下线。落实信息发布审核制度，及时发现并

纠正错误信息。强化值班读网，杜绝因信息内容不当引发网络信

息安全事件和负面舆情。

（二）加强政务新媒体监管工作。各县（区）要加强对本地

区政务新媒体监管，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对在日常监测工作中需

要反复督促才能完成整改以及更新机制不畅的政务新媒体要指

导建立长效机制，每周至少更新发布 1条以上信息，并严格执行

信息安全保密工作规定，落实主体责任，提升运维质量。

（三）明确责任，切实做好政策解读工作。按照“谁起草、

谁解读”原则，各级文件要坚持政策性文件与解读方案、解读材

料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署。要积极适应网络传播特点，

更多地运用数字化、图片图解图表、音频视频等方式，增强解读

效果。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政策，要进行形象化、通俗化解读，

多举实例、多讲故事，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听得懂、好明白、能

理解”。

各县（区）、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

检查发现的问题，全面对照整改，并举一反三开展同类问题自查，

进一步做好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工作，于 2021年 7月 13日前

将整改报告通过自治区协同办公平台专送至市电子政务中心。通

报的市本级应解读未解读政策文件，相关责任单位要于 7 月 13

日前将解读材料上传至市政府网站“政策解读”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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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年第 2季度政府网站检查情况

2. 存在突出问题的政务新媒体名单

3. “固原市人民政府”网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2021年

第 2季度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

4. 2021年第 2季度应解读未解读文件清单

5. “不合格政府网站”检测报告

6. 市本级政务新媒体错别字列表

固原市人民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

2021年 7月 8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联系人：金娥，联系电话：208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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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第 2季度政府网站检查情况

单位 检查情况 存在问题

原州区人民政府 不合格
存在严重错误表述；财政资金、专项经费、政府公报、责任清单、信息公开

制度等栏目半年未更新。

西吉县人民政府 不合格 存在严重错误表述；双随机一公开、减税降费、行政许可等栏目半年未更新。

隆德县人民政府 不合格
存在严重错误表述；政府公报、河长制、征地拆迁、环保督察、文化服务、

事项清单、权力清单、减税降费等栏目半年未更新。

泾源县人民政府 不合格 存在严重错误表述。

彭阳县人民政府 不合格
存在严重错误表述；行政权力运行、责任清单、行政执法公示、公安信息、

退役军人事务、审计公开等栏目半年未更新。

固原市教育体育局 不合格 存在严重错误表述；信息公开指南、政务信息等栏目半年未更新。

检查时间：2021年 6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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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存在突出问题的政务新媒体名单

序号 平台类型 名称 责任单位 评测结果 问题描述

1

微信
公众号

固原金融 市国资委 不合格 严重表述错误、底部无网上办事、无互动交流

2 固原人社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不合格 检测时间内 1周未更新

3 固原市生态环境局 市生态环境局 不合格 严重表述错误

4 固原统计 市统计局 不合格 严重表述错误

5 固原阳光法治 市司法局 不合格 严重表述错误

6 固原应急 市应急局 不合格 严重表述错误，监测时间点前 1周内无更新

7 平安固原 市公安局 不合格 严重表述错误

8 固原信访 市信访局 不合格 严重表述错误，首页底部“政策法规”栏目长期未更新

9 固原招商 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不合格 严重表述错误

10 六盘农情 市农业农村局 不合格 严重表述错误

11 固原科技 市科技局 不合格
检测时间内 1周未更新、底部无网上办事、无互动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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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平台类型 名称 责任单位 评测结果 问题描述

12

微信
公众号

西吉法治 西吉县司法局 不合格 底部无网上办事、无互动交流

13 宁夏西吉工业园区
宁夏西吉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不合格

检测时间内 1周未更新、底部无网上办事、无互动
交流

14 魅力什字 什字乡人民政府 不合格 底部无网上办事、无互动交流

15 西滩之窗 西吉县西滩乡人民政府 不合格 底部无网上办事、无互动交流

16 西吉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西吉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不合格 底部无网上办事、无互动交流

17 西吉县自然资源局 西吉县自然资源局 不合格 底部无网上办事、无互动交流

18 美丽凤岭 隆德县凤岭乡人民政府 不合格 检测时间内 1周未更新

19 美丽新杨河 杨河乡人民政府 不合格 底部无网上办事

20 泾源公安交警 泾源县公安局 不合格 底部无互动交流

21 彭阳自然资源 彭阳县自然资源局 不合格 底部无互动交流

22 彭阳民政 彭阳县民政局 不合格 底部无网上办事、无互动交流

23 彭阳县王洼产业园区
彭阳县王洼产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不合格 底部无网上办事、无互动交流

24 城阳民生服务 彭阳县城阳乡人民政府 不合格 底部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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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平台类型 名称 责任单位 评测结果 问题描述

25

新浪微博

固原司法行政 固原市司法局 公告关停但未注销

26 固原市城市管理 固原市城市管理局 不合格 严重表述错误；主页未添加政府网站链接

27 固原交通 固原市交通运输管理局 不合格 严重表述错误

28 官厅镇 官厅镇人民政府 不合格 主页未添加政府网站链接

29 原州寨科 2019 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
人民政府

不合格 主页未添加政府网站链接

30 教育原州 固原市原州区教育体育局 不合格 主页未添加政府网站链接

31 原州开城
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

人民政府
不合格 主页未添加政府网站链接

32 原州水务 固原市原州区水务局 不合格 主页未添加政府网站链接

33 固原市原州区
卫生健康局

原州区卫生健康局 不合格 主页未添加政府网站链接

34 魅力兴隆镇 西吉县兴隆镇人民政府 不合格 检测时间内 1周未更新；主页未添加政府网站链接

35 西吉县硝河乡 西吉县硝河乡人民政府 不合格 主页未添加政府网站链接

36 西吉卫计局 西吉县卫生健康局 不合格 检测时间内 1周未更新；主页未添加政府网站链接

37 西吉-统计 西吉县统计局 不合格 主页未添加政府网站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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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平台类型 名称 责任单位 评测结果 问题描述

38

新浪微博

西吉公安 西吉县公安局 不合格 检测时间内1周未更新；主页添加政府网站链接无效

39 隆德住建
隆德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不合格 主页未添加政府网站链接

40 隆德县观庄乡 观庄乡人民政府 不合格 主页添加政府网站链接无效

41 宁夏隆德公安 隆德县公安局 不合格 主页未添加政府网站链接

42 隆德司法 隆德县司法局 不合格 主页添加政府网站链接无效

43 泾源政务 泾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不合格 主页未添加政府网站链接

44 彭阳在线 彭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不合格 主页添加政府网站链接无效

45 彭阳司法 彭阳县司法局 不合格 主页添加政府网站链接无效

46 健康彭阳 彭阳县卫生健康局 不合格 主页未添加政府网站链接

47 抖音 固原公安 固原市公安局 不合格 检测时间内 1周未更新

检查时间：2021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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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固原市人民政府”网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2021年第 2季度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

栏目名称 数据（条） 供稿单位

市政府（办）文件 8 市政府办

部门文件 30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发展改革委 1、科技局 2、民政局 1、生态环境局

1、交通运输局 4、文化旅游广电局 1、卫生健康委 2、市场监管局 10、
人防办 1、地震局 1、医疗保障局 2、国资委 1、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1

机构职能 10
市审批服务管理局 1、医疗保障局 1、市场监督管理局 1、应急管理局 2、
城市管理局 1、开发区管委会 1、国资委 1、林草中心 1、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 1
政策解读 7 市发展改革委 1、市场监管局 3

热点回应 7 市电子政务中心

财政收支情况 1 市财政局

部门决算 1 市电子政务中心

审计公开 1 审计局

权力清单 1 市水务局

行政许可结果公开 58 市审批局

行政处罚结果公开 2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双随机一公开 1 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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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名称 数据（条） 供稿单位

重大
建设
项目
公开

项目年度计划及进展情况 2 市电子政务中心 1、财政局 1

社会

公益

事业

建设

基本医疗卫生 0

脱贫攻坚 0

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 10 市民政局

教育体育领域及教育资助 1 市教育体育局

环境质量状况 1 市生态环境局

重点污染源监测 13 市生态环境局

生态环境保护专栏 2 市生态环境局

项目环境影响评估 2 固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环保公示 43 市生态环境局

公共文化 10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公共

资源

配置

住房保障 2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城市管理局 1

政府采购 3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国有和集体产权交易 0

国有土地使用权及矿业权出让 1 市自然资源局

督察

检查

及整

改

食品药品安全 10 市市场监管局

产品质量监管 10 市市场监管局 4、应急管理局 6

安全生产 9 市市场监管局 3、应急局 6

其他督查检查 1 市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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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名称 数据（条） 供稿单位

市政

服务

城市供水供暖 2 市生态环境局

城市燃气 1 市城市管理局

农业
供给
侧结
构性
改革

产地蔬菜批发市场价格日报 4 市发展改革委

粮食市场行情分析 2 市粮食和储备局

农产品价格信息 3 市农业农村局

河长制 1 市水务局

就业创业 0

应急管理 7 市应急局

统计

信息

统计分析 43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统计局 22、国家统计局固原调查队 20

统计数据 4 国家统计局固原调查队

固原市主要经济指标 3 市统计局

人事

信息

政府人事任免 2 市电子政务中心

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 5 市电子政务中心

合计：321条

统计时间：2021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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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年第 2季度应解读未解读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责任单位

1 固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固原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通知 固政规发〔2021〕3号 市应急局

2 固原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固政规发〔2021〕6号 市生态环境局

3
固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固原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等 21部固

原市专项应急预案的通知
固政办规发〔2021〕1号 市应急局

4
固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固原市深入推进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

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固政办规发〔2021〕2号 市水务局

5
固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固原市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

产实施方案》的通知
固政办规发〔2021〕4号 市农业农村局

统计时间：2021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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