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 南 省 发 电
发电单位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签批盖章 纳暋杰

等级 特急·明电 云府办明电 暡2017暢67号 云机发暋暋暋暋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17年三季度

全省政府网站普查情况的通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

(国办发 暡2017暢47号,以下简称指引)和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

局关于2017年第二季度全国政府网站抽查情况的通报》(国办秘

函 暡2017暢20号)要求,省政府办公厅组织开展了2017年三季

度全省政府网站普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截至9月15日,全省在 “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系统暠登

记的在运行政府网站602个,其中不合格网站88个,普查合格

率85%,玉溪市、保山市、红河州、丽江市普查合格率100%。

西双版纳州、德宏州集约化整合工作效果明显,怒江州合格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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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季度有所提高。不合格网站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首页不更

新暠“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暠“空白栏目暠等。

(一)基层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稳步推进。各地各部门积极

对无力维护的网站整合关停,截至9月15日,全省已关停并转

政府网站4010个,减幅达87%。德宏州完成州、县政府部门网

站的整合,通过州政府门户网站集中发布信息;西双版纳州积极

开展集约化整合工作,累计关停网站123个。

(二)“我为政府网站找错暠监督举报平台添加情况。截至9
月15日,全省595个政府网站在首页添加 “我为政府网站找错暠

监督举报平台,添加比例达99%,回复网民有效留言64条,按

时办结率94%。

(三)问责情况。各地各部门严格督促问题网站整改,进一

步加大对不合格政府网站责任单位和人员的问责力度。三季度共

有17名有关责任人被上级主管单位约谈,1人受到行政警告处

分。21个单位作出书面报告。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个别网站管理不规范。“云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暠网站

未在 “全国政府网站信息系统暠中填报,网站运维缺乏机制保

障;昭通市威信县国土资源局 “国土资源系统网站暠、曲靖市会

泽县国土资源局 “会泽县暠网站名称不规范。

(二)集约整合工作不到位。个别州市整合后栏目更新工作

未做到位,还存在 “只关停不移迁暠的情况。西双版纳州在进行

全州政府网站关停整合的同时,对部门集中展示的 “工作动态暠

栏目,更新不到位,监测工作存在疏漏;德宏州在完成全州部门

网站的整合后,存在多个部门 “网上调查征集暠栏目空白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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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三、下一步工作重点

(一)扎实做好集约化整合。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指引要求,

做好政府网站集约化整合,科学设置整合后的网站版面、栏目内

容,避免在集约整合工作中出现网站只关停无迁移、迁移后无保

障、整合后漏监测等情况。

(二)定期更新基础数据。“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系统暠中

基本数据是网站健康与否的 “晴雨表暠,各地各部门在关停并转、

升级改版、整合栏目的同时,要及时更新系统内基本信息,保障

政府网站常态化监测工作的基础数据准确。根据 《全国政府网站

普查评分表》确定的指标体系,完善监测体制机制,不断提升政

府网站综合水平。

(三)加强学习,开拓创新。网站主办单位要认真研读政策,

做好网站日常管理,积极开展政府网站建设管理培训,不断提高

网站管理相关人员综合素质,开拓创新,使网站既有技术保障又

有内容保障;以指引精神为抓手,督促落实本地本部门政府网站

集约化建设有序推进。省政府办公厅将每月公开政府网站检查情

况,按季度进行通报,季度通报情况作为年度政府信息和政务公

开工作考核的依据。

本次通报的问题网站,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在政府网站

数量进一步缩减的情况下,一定要做实做严管理工作,保障网站

质量和信息更新,整改情况请于10月16日前 (主要负责同志签

字纸质版1份,电子文档)报送省政府办公厅。

联系人及电话:郭超、杨洋,0871-63609686 (兼传真);

邮箱:xxgkb1203@163灡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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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灡2017年三季度全省在运行网站普查情况

2灡2017年三季度普查不合格网站

3灡2017年三季度网民留言办理超时情况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9月26日

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

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滇中新区管委会。

暋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9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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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7年三季度全省在运行网站普查情况

州、市/部门 在运行网站数量 不合格网站数 监测合格率

省直 59 18 70%

昆明 87 13 85%

昭通 60 7 88%

曲靖 53 11 79%

玉溪 22 0 100%

保山 34 0 100%

楚雄 38 4 90%

红河 16 0 100%

文山 19 9 53%

普洱 26 4 85%

西双版纳 19 3 84%

大理 31 1 97%

德宏 6 2 67%

丽江 10 0 100%

怒江 48 5 90%

迪庆 14 2 86%

临沧 56 8 86%

滇中新区 4 1 75%

合计 602 88 85%

注:检查采样时间截至9月18日,包含7—9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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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7年三季度普查不合格网站

序
号

州、市/
部门

网站名称 网站标识码 存在突出问题
不合格
月份

1 省直
云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信息网 5300000057 多个栏目空白 7月

2 省直
云南公共就业服务
网 5300000048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7月

3 省直
云南省建设工程招
标投标监督管理网 5300000056 多个栏目空白 7月

4 省直 云南省供销合作社 5300000051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7月

5 省直 云侨网 5300000038 扣分大于40 7月

6 省直 云南花卉 5300000041 多个栏目空白 8月

7 省直 云南农业信息网 5300000036 严重错误 8月

8 省直
云南省人民防空办
公室 5300000029 首页不更新 8月

9 省直
云南省人民政府金
融办公室官方网站
(云金融)

5300000040 站点长期无法访问 8月

10 省直 云南教育网 5300000039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11 省直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 5300000020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12 省直 云南民政 5300000022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13 省直
云南旅游电子政务
网 5300000009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严重错误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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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州、市/
部门

网站名称 网站标识码 存在突出问题
不合格
月份

14 省直
云南卫生监督信息
网 5300000047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15 省直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门户网站 5300000030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16 省直 云南质监网 5300000019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17 省直
云南省体育局门户
网站 5300000028 多个栏目空白 9月

18 省直
云南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网 5300000003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19 昆明 昆明市水务局 5301000015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8月

20 昆明
昆明市知识产权信
息网 5301000028 首页不更新 8月

21 昆明 五华科技产业园 5301020001 严重错误 8月

22 昆明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网 5301000017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23 昆明 中国昆明政务网 5301000042 多个栏目空白 9月

24 昆明 昆明市商务局 5301000005 多个栏目空白 9月

25 昆明 昆明盘龙 5301030005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26 昆明
昆明市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 5301000040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27 昆明
昆明市人民政府政
务服务管理局 5301000006 多个栏目空白 9月

28 昆明
昆明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门户网站 5301000031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29 昆明
昆明市出租汽车公
共服务网 5301000056 首页不更新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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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州、市/
部门

网站名称 网站标识码 存在突出问题
不合格
月份

30 昆明 昆明市规划局 5301000021 多个栏目空白 9月

31 昆明 昆明市西山教育网 5301120001 多个栏目空白 9月

32 昭通 昭通旅游网 5306000016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33 昭通 昭通司法行政网 5306000037 多个栏目空白 9月

34 昭通 云南北大门 5306300018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35 昭通 镇雄新闻网 5306270005 多个栏目空白 9月

36 昭通 镇雄县农业信息网 5306270004 首页不更新 9月

37 昭通 昭通民政 5306000017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38 昭通 昭阳信息网 5306020006 多个栏目空白 9月

39 曲靖
曲靖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网 5303000014 多个栏目空白 7月

40 曲靖 曲靖农业信息网 5303000015 严重错误 7月

41 曲靖
国家级曲靖经济技
术开发区 5303000063 多个栏目空白 9月

42 曲靖 曲靖市卫生信息网 5303000012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43 曲靖 会泽县农业信息网 5303260071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44 曲靖
曲靖市煤炭工业局
门户网站 5303000005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45 曲靖 师宗县农业信息网 5303230021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46 曲靖
罗平县电子政务门
户网站 5303240006 严重错误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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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州、市/
部门

网站名称 网站标识码 存在突出问题
不合格
月份

47 曲靖
曲靖市工业和信息
化委员会政务网 5303000006 多个栏目空白 9月

48 曲靖
曲靖市环境保护局
门户网 5303000023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49 曲靖
曲靖市规划局门户
网站 5303000022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50 楚雄 武定信息网 5323290005 多个栏目空白 7月

51 楚雄
楚雄在线—楚雄市
政府门户网站 5323010001 互动回应差 7月

52 楚雄 楚雄州防震减灾网 5323000015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7月

53 楚雄 楚雄州国土资源局 5323000008 互动回应差 7月

54 文山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地方税务局门户
网站

5326000035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7月

55 文山
文山州工商行政管
理局 5326000031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7月

56 文山 砚山县政务网 5326220054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7月

57 文山
丘北县人民政府门
户网站 5326260019 多个栏目空白 7月

58 文山
西畴县人民政府门
户网站 5326230026 多个栏目空白 7月

59 文山
广南县人民政府门
户网站 5326270025 互动回应差 7月

60 文山 富宁政务网 5326280005 多个栏目空白 7月

61 文山 文山州国土资源局 5326000026 多个栏目空白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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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州、市/
部门

网站名称 网站标识码 存在突出问题
不合格
月份

62 文山
文山州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5326000044 首页不更新 9月

63 普洱 孟连政务信息网 5308270046 互动回应差 7月

64 普洱 普洱农业信息网 5308000005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7月

65 普洱 普洱文化体育网 5308000014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7月

66 普洱 普洱卫生信息网 5308000010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7月

67 西双版纳 景洪市政务信息网 5328010001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互动回应差
7月

8月

68 西双版纳
勐腊县人民政府政
务信息网 5328230030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8月

69 西双版纳 勐海县政务信息网 5328220005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8月

70 大理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门户网站 5329260001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7月

71 德宏
瑞丽市人民政府门
户网站 5331020001 多个栏目空白 9月

72 德宏
芒市电子政务门户
网站 5331030001 多个栏目空白 9月

73 怒江 福贡县农业信息网 5333230003 多个栏目空白 7月

74 怒江 兰坪县国土资源局 5333250004 首页不更新 8月

75 怒江 怒江州财政局 5333000026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76 怒江 怒江州供销合作网 5333000007 首页不更新 9月

77 怒江 怒江州水务局 5333000028 首页不更新 9月

78 迪庆 云南香格里拉教育网 5334210001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7月

79 迪庆 维西县农业信息网 5334230001 首页不更新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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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州、市/
部门

网站名称 网站标识码 存在突出问题
不合格
月份

80 临沧 临沧市商务局 5309000016 首页不更新 7月

81 临沧
临沧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5309000004 首页不更新 7月

82 临沧
临沧市审计局信息
网 5309000049 首页不更新 7月

83 临沧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
朗族傣族自治县政
务服务管理局

5309250008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7月

84 临沧
临沧市交通运输局
政府信息公开网 5309000002 首页不更新 7月

85 临沧
临沧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政府信
息公开

5309000011 首页不更新 7月

86 临沧
临沧市政府信息公
开 5309000015 首页不更新 8月

87 临沧 临沧市林业局 5309000035 多个栏目空白 9月

88 滇中新区
安宁市人民政府门
户网站 5301810001 多个栏目长期不更新 9月

注:检查采样时间截至9月18日,包含7—9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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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7年三季度网民留言办理超时情况

序
号

州、市/
部门

网站名称 留言编号 受理时间 办结时间
办理
情况

1 省直
云南旅游电子政
务网 20170710fbf61025 7月25日 7月31日 超期

2 昆明
昆明阳宗海风景
名胜区 20170714410dfe33 7月14日 7月20日 超期

3 曲靖
宣威市人民政府
门户网 FAQ0000137507 7月14日 7月20日 超期

4 临沧
临沧市政府公众
信息网 201707199ee6c522 7月19日 7月25日 超期

5 曲靖
曲靖市沾益区人
民政府门户网站 FAQ0000137525 8月12日 8月17日 超期

6 玉溪 玉溪市人民政府 2017082991069c37 8月29日 9月4日 超期

注:数据取自 “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系统暠9月15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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