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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黄石市政

现将市人防办 2018年度政府信息公府 关规定 ,

开工作报告如下:

一、概述

本报告申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18年 1月 1日 起至

2018年 12月 31日 止。本报告的电子版可在黄石市人防办门

户网站
“
黄石民防政务信息网

”
信息公开年报栏目中查阅

(http://rfb.huangshi.gov.cn/xxgk/xxgknb/)。 若对本报

告有疑问或意见建议,可通过
“
黄石民防政务信息网

”
的政

府信息公开信箱反映,或直接与黄石市人防办联系。以下是

我办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发展大道 142号

邮编: 435004

联系电话:0714-3282004  传真:0714-3282026

电子邮箱:hsmfwebQ163.cOm

二、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 )公开形式

我局公开政府信息,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1、 本级门户网站

黄石民防政务信息网 (http∶ //rfb.huangshi.gov.cn)

的
“
信息公开

”
专栏,公开市人防办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目



录,依 申请公开、信息公开年报、政策性文件及解读、规划

计划、财政预决算、政府采购、工作简报、统计数据、行政

许可 (处罚 )公示等相关信息。

2、 市行政服务中心

通过市行政服务中心人防行政审批办事窗口,集中受理

人防行政审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事项及其他服务事项。通过

市行政服务中心网站、政务服务指南等形式,向社会公开人

防行政审批和社会服务事项等信息。

3、 其他公开渠道

通过人防系统国家级、省级和市委市政府网站,以及政

务公开栏、期刊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渠道公开我办政

务信息。同时,开通了政务微博、博客、微 (易 )信、官方

QQ等互动平台,拓宽信息公开载体。

(二 )公开内容

我办政府信息公开主要以本级门户网站为主,本级门户

网站中共设人防概况、信息公开、在线服务、新闻中心、公

众互动、防空防灾、专题专栏等版块。其中:信息公开子目

录包括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依申请公开、信息公开年报、

政策性文件及解读、规划计划、财政预决算、政府采购、工

作简报、统计数据、行政许可 (处罚 )公示等信息。



网站地图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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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息公开统计

本年度我办在本级门户网站上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253

条,其中原创信息 228条 ,转载信息类 25条。属于信息公

开的原创信息分布如下:办事指南类 3条 (含指南、目录、

年报等),规划计划类 5条 ,政策文件及解读类 3条 ,财政

预决算类 5条 ,政府采购类 54条 ,工作简报类 6条 ,统计

数据类 6条 ,行政许可类 37条 ,回复网上留言及互动类 5

条,新闻动态类 131条。



□办事指南类

圃规划计划类

□文件解读类

□财政预决算类

豳政府采购类

□工作简报类

翻统计数据类

□行政许可类

曰网上互动类

目新闻动态类

图表:信 息公开栏信息类分布图

通过其他公开渠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共计 47条。其中

黄石民防政务微博、微信 36条 ,国家级刊杂志 3篇 ,省人

防杂志投稿 63篇 ,刊稿 8篇 ,其中大稿 3篇 ,小稿 5篇 ,

照片2幅 ;其它媒体网站 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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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申请公开信息办理情况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8年度,我办共接到公民或组织要求公开政府信息的

申请 1次。后按照相关要求给予提供。

四、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8年度,我办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未实施收费。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诉讼和申诉的情况

我办设有战备 (行政)值班室,建立了相应的值班制度 ,

值班电话 (0714-3282004)作 为日常对外咨询投诉电话,随

时处理社会咨询内容。根据工作实际,门 户网站不仅设置了

“
咨询、意见建议

”
栏目,而且实现了留言在线提交和答复

功能。2018年在局门户网站上有热心市民留言和提问共计 2

项,已及时解答回复。201·8年在局门户网站上尚未出现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咨询内容。全年本单位发生行政复议案件

1件 ,结果为维持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案件 3件 ,其中

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1件 ,其他情形数 2

件。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 )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办在信息公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与公众的

需求还存在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需进一步的加强,主要在落实各部门之间的联系、

沟通和协作意识方面加大力度;二是信息公开工作的展现方



式可以更加的丰富和多样化,充分利用社会上已有的媒体资

源扩大信息公开的知晓率;三是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的影响

力和对市民生活的渗透率,加大在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的建

设,为移动互联网信息公开工作更为深入的开展助力前行。

(二 )改进措施

针对以上问题,我办将采取了以下措施进行整改。

1、 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加强对网站保密工作的审查

2018年 ,市人防办开展信息公开及网站保密管理专项自

查工作,进一步的完善了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和审核发布

制度,明确了信息公开和网站建设具体的工作目标内容和工

作人员职责。结合下一年度全办目标任务,继续制定 2019

年度各部门信息报送计划-积极协调并督促相关业务科室部

门报送信息,并严格实行考核。

2、 严守各项管理规定,信息坚持按流程审核发布

按照黄石市人防门户网站管理制度的要求,我办对上网

信息坚持
“
先审查、后公开

”
和

“一事一审?’ 原则,信息发

布实行授权操作,由信息报送部门、信息管理部门、保密小

组、业务主管领导和信息发布部门五级审核,按照
“
先审后

发、分级审核、保证质量
”

的原则,各司其责,对上网的信

息进行严格审查、严格控制、严格把关,坚持只有当各节点

审核通过后信息方可上传门户网站的流程要求,从而使网站

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各级审核责任更加清晰,职责更



加明确。

3、 强化公开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和发挥信息公开载

体的功能。

门户网站作为我局信息公开工作主要的平台渠道,基于

移动互联网的双微平台 (微信、微博 )还有待加强。后续我

局将着力对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双微平台进行强化建设,主要

就双微平台的功能性和内容的丰富性方面进行强化。另外据

市政府电子政务建设的总体规划部署,按照有关对市政府网

站集约化工作的要求,积极开展本级门户网站的集约化管理

建设工作。

七、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无

八、附件

《黄石市人防办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2018年度 )》

黄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9|年 0̄2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