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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政办〔2020〕41号

怀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怀远县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怀远县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

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0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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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远县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

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 号）、《安

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政办秘〔2020〕55

号）、《蚌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蚌埠市全面推进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蚌政办秘

〔2020〕45 号）精神，全面提升我县基层政务公开能力和水

平，现结合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总体目标：到 2023年 6月，全县实施统一的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体系，覆盖乡镇政府行政权力运行全过程和政务服务全流

程，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大幅提高，政务公开工作机制、

公开平台、专业队伍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务公开能力、水平显著

提升。

——到 2020年底，各乡镇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对照省市 26

个试点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梳理指南和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指

引目录，梳理公开事项，严格界定公开范围，编制完善本级政务

公开事项标准目录，全面公开各类主动公开事项，通过线上线下

全面准确公开政务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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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1年底，各乡镇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建立完善政

府信息管理、信息发布、解读回应、依申请公开、公众参与、监

督考核等工作流程和相关制度；指导支持村（居）民委员会建立

公开事项清单，公开属于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汇总编制办事一本

通。县数据资源局、各乡镇设立政务公开专区。将政务公开事项

标准目录、标准规范和工作流程嵌入部门业务系统。

——到 2022年底，将国务院部门制定的 26个试点领域外的

其他领域公开标准纳入本级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并实现常态

化公开；全面落实基层政务公开各项工作制度；基本实现政务公

开与村（居）务公开有效衔接、相同事项的公开内容对应一致。

——到 2023年 6月，组织开展全县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

范化工作评估，巩固提升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成果和

成效。

二、主要任务

（一）落实标准指引，编制公开目录。

1．编制基层政务公开事项目录。按照省市 26个试点领域基

层政务公开事项梳理指南和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指引目录，各乡镇

政府，结合本级政府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进行全面梳

理，于 2020年底前编制完善县、乡两级基层公开事项目录，并

按目录公开各类信息。编制目录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体现本

单位和领域特点，彰显怀远特色。26个试点领域外的其他领域，

参照省市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梳理指南和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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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县政府各有关部门、各乡镇政府及时将有关公开事项纳入

公开目录。

（二）健全公开制度，规范工作流程。

2．规范政府信息管理和发布。各乡镇政府、县政府各部门

要对政府信息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规范管理，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属

性的源头认定机制，对已发布的信息要定期评估、动态调整。推

进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标准规范和工作流程嵌入部门业务系

统，促进公开工作与其他业务工作融合发展。

3．完善解读回应工作机制。各乡镇政府、县政府各部门要

建立完善政策解读和回应关切制度，固化政策解读工作流程，强

化主体责任，全面落实政策解读方案、解读材料与政策文件同步

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署工作机制；进一步丰富政策解读形式，

运用新闻发布会、简明问答、图表图解、案例说明、公告公示栏、

“明白卡”、“一封信”等多种方式，对重要政策进行解读；针对政

策实施和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误解疑虑，及时发布权威信

息予以回应。

4．完善依申请公开办理流程。制定全县统一的依申请公开

答复规范，依托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建立完善统一的网络受理

平台，规范依申请公开登记、审核、办理、答复、送达、归档各

个工作环节，不断提高依申请公开答复专业化、法治化水平。

5．完善基层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机制。各乡镇政府、县政府

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结合职

责权限和辖区实际，明确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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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社会公开。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

公共政策措施、公共建设项目，要采取座谈会、听证会、实地走

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问卷调查、民意调查等多种方式，充

分听取公众意见，扩大公众参与度，提高决策透明度。对社会普

遍关心的问题要进行解释说明，政策实施、项目推进中要及时回

应公众关切。完善利益相关方、群众代表、专家、媒体等列席政

府有关会议制度，建立健全企业家、商会、行业协会等参与涉企

政策制定制度。

6．完善考核评议机制。各乡镇政府、县政府各部门要提高

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明确考核的范围、标准、环节、程序，

强化结果运用。利用第三方机构评估、民意调查、网上问卷调查

等方式，开展基层政务公开社会评议，聚焦群众需求，完善公开

方式，提升公开质量。

（三）整合信息资源，推进公开平台规范化。

7．加强政务公开平台标准化建设。按照省《县级政府网站

政务公开平台技术规范》要求，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的标准化、信

息化管理，充分发挥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新媒体、政务公开栏等

平台的作用，更多运用信息化手段做好政务公开工作。县级政府

门户网站作为基层政务公开第一平台，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专栏

和基层政务公开专题等形式，集中发布本级政府及部门、乡镇应

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优化信息检索功能，完善互动交流入口

和在线办事入口，便利企业和群众。依托“皖事通”平台、政务新

媒体等渠道，利用“皖事公开”移动专区，精准推送政府信息。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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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用移动 APP、微信小程序等形式，积极借助县级融媒体中心

的优势和渠道，扩大政府信息传播力和影响力。

8．设立政务公开专区。按照基层政务公开专区建设统一标

准，在政务服务大厅、便民服务中心等场所设立标识清楚、方便

实用的政务公开专区，提供政府信息查询、信息公开申请、办事

咨询答复、自助办理等服务。

（四）坚持利企便民，推进办事服务公开标准化。

9．全面公开政务服务信息。各乡镇政府、县政府各部门要

通过政府网站、“皖事通”平台、自助办事服务终端等渠道，全面

准确公开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办事流程、办事机构等信息。

推行政务服务一次告知制度，利用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短信、

电子邮箱等方式，主动精准推送政务服务信息，让群众对事前准

备清晰明了、事中进展实时掌握、事后结果及时获知。以为企业

和群众“办好一件事”为标准，集成、优化、简化办事服务信息，

汇总编制办事一本通，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向社会公开，最大限

度利企便民。

（五）实现有效衔接，推动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向农

村和社区延伸。

10．完善基层政务公开与村（居）务公开协同发展机制。各

乡镇政府要指导村（居）民委员会编制公开事项清单，使县、乡

级政务公开与村（居）务公开有效衔接、相同事项的公开内容对

应一致。通过村（居）民微信群、益农信息社、公众号、信息公

示栏等形式，重点公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村级财务、惠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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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养老服务、社会救助、保障性住房、农村危房改造、义务教

育、医疗卫生等涉及基层群众利益方面的内容。有条件的乡镇可

以在村（社区）设置信息查阅点或配备查阅设备，方便群众获取

信息。

（六）开展探索创新，积极创建基层标准化规范化示范区和

示范点。

11．发挥试点单位引领作用。我县于 2018年通过省级试点

验收，各乡镇政府、县政府各部门要在编制公开事项目录、完善

工作流程、创新公开方式等方面在全市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率先

全面完成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任务，争创省级示范

区。

12．开展示范区和示范点创建工作。荆山镇、榴城镇先期开

展市级示范区创建工作，并同步组织各乡镇政府开展市级示范点

创建工作，其他乡镇、县直部门可以自主开展创建工作并申报市

级示范点。省按照“创建主体申请，市政府推荐，省政府办公厅

会同省直有关部门确定”的程序，从 2021年起开展省级示范区创

建工作，将符合条件的创建主体确定为“安徽省基层政务公开标

准化规范化工作示范区”，市同步开展“蚌埠市基层政务公开标准

化规范化工作示范区”和 “蚌埠市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

作示范点”申请、确定、挂牌工作。示范区和示范点要围绕公开

领域、公开内容、公开渠道等方面积极创新，先行先试，发挥典

型带动作用。

三、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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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政府、县政府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坚持求真务实，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县政务公开领导小组要充

分发挥协调、推进职责，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

的问题。县政府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全县基层政务公开标准

化规范化工作。26 个试点领域业务主管部门（名单附后）要对

所负责的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落实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各乡镇

政府、县政府各部门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调度和督促检查，

推动工作落实。各乡镇政府、县政府各部门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

任，主要负责人亲自抓落实、抓创新，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任务。

要建立完善基层政务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与宣传、网信、政务服务、

融媒体中心等单位的协调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强宣传

交流，依托政府门户网站及专题专栏等，广泛宣传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及时总结推广工作经验和特色做法。

（二）加强队伍建设。各乡镇政府、县政府各部门要明确政

务公开工作机构，确保政务公开工作有机构承担、有专人负责，

进一步健全乡镇、部门政务公开领导机制、办事机构、责任人员，

每个乡镇、部门都要明确一名领导分管政务公开工作，配备一名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职人员，并保持相对稳定。要加强培训，把

政务公开特别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纳入基层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教育培训内容，结合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过程中

的重点难点问题，采用集中培训、专题培训、经验交流等方式，

不断提高基层政务公开工作人员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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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监督评价。要把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工作作为政务公开考核的重要内容，并纳入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

核。县政府办公室会同有关单位要加大对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

范化工作的考核力度，提高分值比重，每半年开展一次专项评估，

适时组织开展“回头看”活动，及时发现和解决推进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附件：1.怀远县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名单

2．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任务分工

和进度安排

3.县直 26个试点领域业务主管部门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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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怀远县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路 军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徐元景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成 员：屠 伟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融媒体中心主任

沈志保 县发展改革委主任

崔 伟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周广新 县民政局局长

张立明 县公安局副局长

陈 刚 县司法局局长

朱咏君 县财政局局长

蒋 伟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

崔 华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朱兴涛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魏 抗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崔海波 县城市管理局局长

陈 柏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葛 耀 县卫生健康委主任

秦 平 县应急局局长

刘 琦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张 鹏 县扶贫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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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树学 县生态环境局局长

高 杰 县税务局局长

邹万科 县数据资源局局长

刘 宏 荆山镇镇长

王洪响 榴城镇镇长

宋玉萍 白莲坡镇党委书记

陶广元 常坟镇镇长

尚元泰 唐集镇镇长

梅允玉 万福镇党委书记

熊 飞 兰桥乡乡长

杨 光 徐圩乡乡长

王 冲 龙亢镇镇长

杨亚辉 河溜镇镇长

陈同文 淝南镇镇长

耿文杰 褚集镇镇长

韩 秀 双桥集镇镇长

丁 琳 淝河乡党委副书记

彭 辉 古城镇镇长

赵广玲 包集镇镇长

柴银翔 陈集镇镇长

杨 杰 魏庄镇镇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政府办公室，徐元景同志兼任办公室

主任，葛翔龙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统筹协调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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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
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

序号 工 作 任 务 牵头责任单位 主体责任单位 时限要求

1
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

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方案

各乡镇政府，

县政府各部门

各乡镇政府，县

政府各部门
2020 年 9 月底

2

按照省市基层政务公开事

项梳理指南和基层政务公

开事项指引目录，编制县直

26 个试点领域指引目录

县政府办公室

县直 26 个试点

领域业务主管

部门

2020年 10月底

3

编制完善基层政务公开事

项目录并按目录公开各类

信息。

县政府办公室 各乡镇政府 2020 年底

4
编制其他领域基层政务公

开指引目录。
县政府办公室 县政府各部门 2022 年 6 月底

5
将其他领域公开事项纳入

基层政务公开事项目录。
县政府办公室 各乡镇政府 2022 年底

6

乡镇政府、部门要对政府信

息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规范

管理，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属

性的源头认定机制，对已发

布的信息要定期评估、动态

调整。

各乡镇政府，

县政府各部门

各乡镇政府，县

政府各部门
2021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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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 作 任 务 牵头责任单位 主体责任单位 时限要求

7

推进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标

准目录、标准规范和工作流

程嵌入部门业务系统，促进

公开工作与其他业务工作

融合发展。

各乡镇政府，

县政府各部门

各乡镇政府，县

政府各部门
2021 年底

8
完善基层解读回应工作机

制。

各乡镇政府，

县政府各部门

各乡镇政府，县

政府各部门
2021 年底

9
制定全县统一的依申请公

开答复规范。
县政府办公室

各乡镇政府，县

政府各部门
2020 年底

10
建立完善统一的依申请公

开受理平台。
县政府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各乡镇政府
2021 年底

11
完善基层依申请公开办理

流程。
县政府办公室

各乡镇政府，县

政府各部门
2021 年底

12
完善基层行政决策公众参

与机制。
县政府办公室

各乡镇政府，县

政府各部门
2021 年底

13
完善基层政务公开考核评

议机制。
县政府办公室

各乡镇政府，县

政府各部门
2021 年底

14

县级政府门户网站通过政

府信息公开专栏和基层政

务公开专题等形式，集中发

布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

息，优化信息检索功能，完

善互动交流入口和在线办

事入口。

县政府办公室
各乡镇政府，县

政府各部门
2021 年底

15

依托“皖事通”平台、政务

新媒体等渠道，利用“皖事

公开”移动专区，精准推送

政府信息。

县 数 据 资 源

局、县政府办

公室

各乡镇政府，县

政府各部门
2021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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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 作 任 务 牵头责任单位 主体责任单位 时限要求

16

适时采用移动 APP、微信小

程序等形式，积极借助县级

融媒体中心的优势和渠道，

扩大政府信息传播力和影

响力。

县政府办公室
各乡镇政府，县

政府各部门
2021 年底

17
落实基层政务公开专区建

设统一标准。
县政府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县数据资源局
2021 年底

18

在基层政务服务大厅、便民

服务中心等场所设立标识

清楚、方便实用的政务公开

专区。

县政府办公室 各乡镇政府 2022 年底

19

全面准确公开基层政务服

务事项、办事指南、办事流

程、办事机构等信息。

县数据资源局 各乡镇政府 2020 年底

20
推行基层政务服务一次告

知制度。
县数据资源局 各乡镇政府 2020 年底

21

以为企业和群众“办好一件

事”为标准，集成、优化、

简化办事服务信息，汇总编

制办事一本通，并通过线上

线下渠道向社会公开，最大

限度利企便民。

县数据资源局
各乡镇政府，县

政府各部门
2021 年底

22
指导村（居）民委员会编制

公开事项清单。
县数据资源局 各乡镇政府 2021 年底

23

完善基层政务公开与村

（居）务公开协同发展机

制，使县、乡级政务公开与

村（居）务公开有效衔接、

相同事项的公开内容对应

一致。

县 政 府 办 公

室、县数据资

源局

各乡镇政府 2022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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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 作 任 务 牵头责任单位 主体责任单位 时限要求

24

开展市级示范区创建工

作 ，并同步组织各乡镇开

展市级示范点创建工作，围

绕公开领域、公开内容、公

开渠道等方面积极创新，发

挥典型带动作用。

县政府办公室
荆山镇、榴城

镇，各乡镇政府
2021 年底

25

各乡镇政府、县政府各部门

要明确政务公开工作机构，

确保政务公开工作有机构

承担、有专人负责，进一步

健全乡镇、部门政务公开领

导机制、办事机构、责任人

员，每个乡镇、部门都要明

确一名领导分管政务公开

工作，配备一名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专职人员，并保持相

对稳定。

县政府办公室
各乡镇政府，县

政府各部门
2020 年底

26

加强政务公开培训，把政务

公开特别是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纳入基层领导干部和

公务员教育培训内容。

县政府办公室
各乡镇政府，县

政府各部门
持续推进

27

把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

化规范化工作情况纳入政

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作为

政务公开考核的重要内容。

县政府办公室
各乡镇政府，县

政府各部门
持续推进

28

加大对基层政务公开标准

化规范化工作情况的考核

力度，提高分值比重，每半

年开展一次专项评估，适时

组织开展“回头看”活动，

及时发现和解决推进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县政府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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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县直 26个试点领域业务主管部门名单

县发展改革委（重大建设项目领域、公共资源交易领域）、

县教育体育局（义务教育领域）、县公安局（户籍管理领域）、县

民政局（社会救助、养老服务领域）、县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

领域）、县财政局（财政预决算领域）、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

业创业、社会保险领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

征地补偿领域）、县生态环境局（环境保护领域）、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保障性住房、农村危房改造）、

县城市管理局（城市综合执法、市政服务领域）、县农业农村局

（涉农补贴领域）、县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县卫

生健康委（医疗卫生领域）、县应急局（安全生产、救灾领域）、

县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管领域）、县扶贫局（扶贫领域）、县

税务局（税收管理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