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 2018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2019 年 3 月 26 日

引

言

本年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编制。
本年报主要由概述、主动公开情况、依申请公开情况、收费
及减免情况、复议诉讼情况、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等 6 部分
组成。本年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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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报可在海南省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http://www.hainan.gov.cn/）“政府信息公开年报”
栏目下载。
一、概述
2018 年，海南省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有关部署要求，紧紧围绕省委
省政府工作安排，积极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
公开，加强解读回应，扩大公众参与，全省政府信息公开更
加及时、规范、透明，公众获得感进一步得到提升。
(一)坚持工作安排与考核指标同部署，促进公开工作常
态化。做到年度公开工作及任务清单与公开工作年度考核指
标同步印发，把关口前移，进一步压实责任，明确公开工作
“抓什么、如何抓”，确保公开工作落实。年初，根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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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要
求，结合我省实际，制作印发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海南省 2018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琼府办
〔2018〕34 号）
，对年度政务公开任务进行具体部署，并在
省政府门户网站“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中开设相应栏目
集中展示，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将各项公开任务细化为年
度考核指标，印发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8
年政务公开暨政府网站评估工作的通知》
（琼府办函〔2018〕
153 号），并明确将考核结果作为年度政府绩效考核政务公开
工作分值的主要参考，让各单位从一开始就了解和掌握公开
什么、考核什么、考核结果如何运用的问题，做到精心安排
部署，加强统筹协调，努力把工作做细做深做实。
(二)着力打造全省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努力提高人民
群众获得感服务指数。按照《政府网站发展指引》和《海南
省政府网站管理办法》要求，积极推进我省政府网站集约化
建设，围绕提升服务质量，重点打造“统一面孔”服务模式
和实现基于统一资源库的“1+N”运行模式。在页面设计上，
对全省政府网站首页统一采用“标准化+个性化”设计，统
一设置信息发布、解读回应、办事服务、互动交流等基本栏
目，实现统一标准服务、统一用户体验。同时，由各市县、
各部门根据本单位特点在个性化区域提供特色服务。在云环
境建设上，着力构建“1 个集约化平台+N 个服务商”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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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云环境，各单位可以自主选择不同服务商提供的内容管理
平台，并可根据需要在不同平台之间实现平滑切换。此外，
集约化平台还提供类似“APP Store”的软件超市，各单位
可以在平台中按需选择不同的软件产品。在搜索功能优化上，
积极打造“搜索即服务”
，努力做到让用户在政府网站查询、
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三)强化公开平台监督检查，进一步提高公开工作规范
化水平。一方面，加大网站抽查力度。采取技术监测和人工
检查相结合的方法，每季度组织对各市县、各部门政府网站
公开情况进行抽查，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信息更新不及时、空
白栏目、错链断链等问题，全年 4 批共抽查全省各级政府网
站 556 次，发现并整改不合格网站 23 个。另一方面，加强
跟踪督促。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全省政府网
站公开工作进行跟踪评估诊断，自 2018 年 7 月开始，每月
聚焦一个主题（平台建设、政务服务、公众参与、信息公开、
监督保障）
，分 5 期进行评估诊断，并以问题工单方式转发
给各单位，共整改存在问题 2804 个，各政府网站公开工作
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四)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业务能力。针对工作人员
兼职多、流动快和机构调整人员变化大等特点，围绕如何落
实年度公开任务、推进集约化建设、加强安全保障等内容，
省政府办公厅先后 2 次集中组织对全省有关工作人员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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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培训，各市县、各部门也结合实际开展了相应业务培训。
据统计，全省共召开政府信息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 126 次，
举办各类培训班 80 次，培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 7804 人
次，工作队伍的业务能力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二、主动公开情况
2018 年，全省通过政府网站、政府公报、微博微信、报
刊、广播、电视等渠道公开政府信息 46.3 万条，其中省本
级公开政府信息 10.5 万条。
（一）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情况。2018 年，全省政府
网站公开政府信息 334635 条，其中省政府门户网站新增政
府信息 18529 条，省直部门网站新增政府信息 86156 条，市
县政府网站新增政府信息 196138 条，海南政府采购网新增
338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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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2018 年，全省重点领域信息
累计公开 418431 条。其中，财政信息 6470 条（财政预决算
4390 条、专项经费 1132 条、三公经费 525 条、财政收支 225
条、财政审计 198 条），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信息 10193
条（扶贫工作 2888 条、社会保障 398 条、社会救助 1233 条、
保障性住房 299 条、教育信息 1247 条、医疗卫生 1119 条、
就业创业 424 条、环境保护 2388 条、文化体育 197 条）
，土
地管理信息 3409 条（土地供应计划 262 条、土地出让 119
条、成交公示 71 条、征地信息 239 条、宅基地审批 2470 条、
耕地保护 9 条、供应结果 239 条）
，市场监管信息 6549 条（产
品质量监管 224 条、食品药品安全 3506 条、生产安全 582
条、价格和收费 1521 条、旅游市场 284 条、房地产市场 23
条、消费市场 103 条、河长制 306 条）
，建设项目信息 3123
条（重点项目 3090 条、PPP 项目 33 条）
，国有企业信息 259
条，
“双随机、一公开”信息 389 条，
“双公示”信息 388039
条（行政许可 349607 条、行政处罚 38432 条）。
（二）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情况。2018 年，全省政府
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为 1845 条。编辑出版《海南省人民政
府公报》24 期，共印发 36 万册，其中，编辑省委省政府及
两办联合文件 8 个，省政府文件 31 个，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64 个，省政府部门文件 89 个，法规文件 16 个，政策解读文
件 4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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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公开政府信息情况。2018 年，
全省 60 家政府网站开设了政务微博微信，全年发布微博 2.6
万条、微信近 3 万条。
（四）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全省通过报刊、广
播、电视等渠道公开政府信息近 1.2 万条。
三、回应解读情况
据统计，全省共回应公众关注热点问题和解读政策 3769
次，其中，举办新闻发布会 373 场次、政府网站在线访谈 153
次、发布政策解读稿件 1849 篇、微博微信回应 1394 次。重
点对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优化营商环境、入学问
题、小客车摇号、环境大整治、保障住房、房地产监管、消
费安全等政策进行了解读，对高菜价、疫苗、税务办理、高
考录取、采购物资、药业等热点舆情和虚假信息进行了回应，
及时为群众提供客观、权威的信息，发挥正面引导作用。
四、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情况
截至目前，
省政府门户网站累计公开建议提案 9083 条。
2018 年，网上交办、督办、答复的省人大六届一次代表建议
324 件，省政协七届一次委员提案 474 件。
五、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申请受理情况。2018 年，全省共收到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 1594 件，比上年增长 21.2%。其中，当面申请 529 件，
传真申请 4 件，网络申请 866 件，信函申请 19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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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级机关中，
申请量列前 5 位的依次是省政府办公厅、
省统计局、省卫生健康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在市县政府中，申请量列前 5 位的依次是海口
市、三亚市、文昌市、儋州市、琼海市。从申请公开的信息
来看，主要涉及商品房购买、房地产市场供给、产权备案登
记、房产项目预售证、不动产权证书、土地征收补偿、水利
信息、企业登记、外来人口就学、贫困生建档立卡、老人补
贴、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
（二）办理答复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全省
答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594 件（含上年度受理未答复结转
的申请和已受理结转下年度答复的申请）
。
答复可以公开情形的 1130 件。其中，属于主动公开的
397 件，同意公开的 682 件，同意部分公开的 51 件。
其余 464 件答复中，不同意公开的 124 件，不属于本行
政机关公开的 223 件，申请信息不存在的 38 件，告知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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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补充的 44 件，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的 35 件。
六、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8 年，全省均没有因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而收取检索、
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
七、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
况
2018 年，全省各行政机关共受理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
政复议的 36 件，同比增加 56.5%。其中，维持具体行政行为
12 件，占 33.3%；被依法纠错 5 件，占 13.9%；其他情形 19
件，占 52.8%。
全省法院系统共受理因政府信息公开提起的行政诉讼
案件 23 件，同比增加 76.9%。其中，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驳
回原告讼诉请求的 2 件，占 8.7%；被依法纠错的 2 件，占
8.7%；其他情形的 19 件，占 82.6%。
八、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2018 年，海南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部分单位对公开工作重视程
度仍需加强。主要表现在力量配备上，有的单位工作人员流
动频繁，工作缺乏连续性；有的工作人员兼职多，抓公开工
作精力投入不够。二是落实规定要求仍需加强。主要表现在
政策解读方面，中办、国办有关文件明确规定要将政策解读
与政策制定工作同步考虑、同步安排，在公开政策同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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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解读材料，但仍有部分单位公开政策时没有同步公开解
读材料。三是法规意识仍需加强。主要表现在依申请公开政
府信息方面，仍存在个别单位没有在法定期限（15 个工作日）
内作出答复的问题。
下一步，将根据国办有关工作部署和要求，结合我省实
际，认真抓好各项工作落实，重点针对存在的问题，不断加
强完善和改进工作，力争在新的一年取得新的更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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