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云政办函 〔２０２０〕５７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２０２０年二季度

全省政府网站和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

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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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４７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

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８〕１２３号)、 «国务院办公厅

秘书局关于印发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监管工作年度

考核指标的通知»(国办秘函 〔２０１９〕１９号)和 «云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务新媒体管理办法的通知»(云政办

规 〔２０１９〕６号)有关要求,２０２０年二季度,省政府办公厅对全

省政府网站和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运行情况进行了检查.现将检

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一)政府网站普查情况.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２０日,全省在

“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系统”中登记的在运行政府网站３０５个,

普查发现１２个政府网站不合格 (因出现单项否决指标有关情

形或累计扣分超过４０分判定为不合格),总体合格率为９６１％.



玉溪市、红河州、大理州、德宏州、怒江州连续４个季度政府网

站普查合格率为１００％.

(二)政府门户网站普查情况.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２０日,对全

省在运行的１４５个政府门户网站按照 «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

查指标»中政府门户网站扣分、加分指标进行检查 (其中８个政

府门户网站因出现单项否决指标有关情形未进行扣分、加分指标

检查),得分超过１００分的２个,得分９０—１００分的９个,得分

８０—９０分 (不含)的６７个,得分７０—８０分 (不含)的５１个,

得分６０—７０分 (不含)的７个,得分低于６０分的１个.其中,

得分前５名的网站分别为:文山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１０３分,砚

山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１００５分,大姚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９７４分,楚雄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９７分,个旧市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９４４分.得分后５名的网站分别为:威信县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５８５分,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６２分,剑川县人民

政府门户网站６５分,西山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６７分,宁蒗县人

民政府门户网站６７５分.

(三)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抽查情况.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２０

日,共抽查全省在运行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３０２个,发现不合格

５个 (因出现单项否决指标有关情形判定为不合格),总体合格

率为９８３％.其中,政务微博７２个,合格率为１００％;政务微

信公众号１７７个,发现不合格３个,合格率为９８３％;政务移

动客户端９个,合格率为１００％;政务抖音号２６个,发现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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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１个,合格率为９６２％;政务今日头条号８个,发现不合格１

个,合格率为８７５％;其他政务新媒体１０个,合格率为１００％.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内容审核把关不严.部分部门和单位未建立健全信息

发布审核制度,对拟发布信息内容审核把关不严,读网监测机制

落实不到位,明显错别字和严重表述错误问题依然突出.如 “云

南省农业农村厅”、“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安宁市人民

政府”网站出现多处明显错别字和严重表述错误.

(二)政务新媒体管理不规范.部分政务新媒体主办单位落

实运维责任不到位,导致部分政务新媒体更新发布内容不及时,

如 “云南统计”今日头条号从开办至今未更新发布信息.部分

州、市政府办公室和省直有关部门办公室作为政务新媒体主管单

位落实监管责任不到位,对政务新媒体备案工作重视不够,开

办、变更、关停、注销不规范,如 “腾冲政务”企鹅号、人民

号、新浪看点、百家号已在 “云南省政务新媒体备案登记系统”

备案关停,但实际未关停;“云南平安高速”抖音号实际已关停,

但未在 “云南省政务新媒体备案登记系统”备案;省科技厅、省

司法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政府研究室、省市场监管局、省机关

事务局、省医保局等部门和单位开设了政务新媒体账号,但未在

“云南省政务新媒体备案登记系统”中备案有关信息.

(三)政府网站运维水平有待提高.检查中发现部分政府网

站存在栏目不更新、政策解读栏目不规范、办事服务要素缺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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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 “威信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存在多个栏目不更新和栏

目空白情况;“香格里拉门户网”未开设政策解读栏目;“师宗县

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对所有网民留言都未公开;“丽江市古城区

政府门户网站”办事服务内容不准确等.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要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各地各部门要按照 “谁起草、

谁负责”的原则,落实主体责任,严格内容审查把关,对政府网

站、政务新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须做到先审后发,对重点稿件要反

复核校,及时发现和纠正错漏信息,坚决杜绝因出现表述错误和

错别字等引发负面舆情.同时,要进一步提高站内搜索的准确性

和实用性,尽快实现政府网站内各个功能板块 “统一登录”、“一

号登录”.

(二)要进一步提升政府网站安全管理水平.各地各部门要

建立健全政府网站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制定网络安全应急预案并

定期开展演练,认真落实等级保护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有关工

作,定期对政府网站应用及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安全防护机

制始终处于有效状态.要运用技术手段提前做好常见漏洞的防

护,注意政府网站提供的外链真实性.同时,要关注各类安全公

告,并及时进行更新.

(三)要进一步加强政务新媒体建设管理工作.各地各部门

要严格落实政务新媒体的建设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着

力解决职能定位不准、工作边界不清、内容保障不力等问题,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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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出现 “有平台无运营、有账号无监管、有发布无审核”等现

象,要按照 «云南省政务新媒体管理办法»要求,强化政务新媒

体信息发布、政民互动、办事服务功能,加强信息内容保障,并

及时在 “云南省政务新媒体备案登记系统”中更新有关信息.

(四)要进一步引起高度重视.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府

网站和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建设管理工作,对照指出的问题认真

自查整改.被通报为不合格的政府网站和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

有关州、市人民政府和部门、单位要认真对待、及时整改,于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前将整改情况 (含电子版)报省政府办公厅政

府信息公开办公室 (联系人及电话:李安朝,０８７１－６３６６２６６７;

邮箱:xxgkb１２０３＠１６３com).

附件:１２０２０年二季度全省在运行政府网站普查情况

２２０２０年二季度普查不合格政府网站名单

３２０２０年二季度抽查不合格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

名单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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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二季度全省在运行政府网站普查情况

州、市/省直部门 在运行网站数量 问题网站数量 合格率

省直部门 54 1 98.1%

昆明市 57 1 98.2%

昭通市 18 2 88.9%

曲靖市 22 3 86.4%

玉溪市 13 0 100%

保山市 16 0 100%

楚雄州 29 2 93.1%

红河州 14 0 100%

文山州 12 1 91.7%

普洱市 12 1 91.7%

西双版纳州 9 1 88.9%

大理州 14 0 100%

德宏州 6 0 100%

丽江市 8 0 100%

怒江州 5 0 100%

迪庆州 5 0 100%

临沧市 9 0 100%

滇中新区 2 0 100%

总计 305 12 96.1%

注：数据采样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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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年二季度普查不合格政府网站名单

序号 州、市/省直部门 网站名称 网站标识码 存在问题

1 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5300000036 严重表述错误

2 昆明市 安宁市人民政府 5301810001 严重表述错误

3
昭通市

镇雄县人民政府 5306270005 严重表述错误

4 威信县人民政府 5306290003 得分＜60分

5

曲靖市

曲靖市人民政府 5303000026 严重表述错误

6 陆良县人民政府 5303220001 严重表述错误

7 国家级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 5303000063 严重表述错误

8
楚雄州

楚雄彝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 5323000019 严重表述错误

9 禄丰县人民政府 5323310003 严重表述错误

10 文山州 文山州人民政府 5326000023 严重表述错误

11 普洱市 景东县人民政府 5308230061 严重表述错误

12 西双版纳州 景洪市人民政府 5328010001 严重表述错误

注：数据采样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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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年二季度抽查不合格政府系统

政务新媒体名单

序号 州、市/省直部门 政务新媒体名称 存在问题

微信公众号

1 省发展改革委 云南信用 内容不更新

2 玉溪市 峨山网 内容不更新

3 临沧市 临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内容不更新

抖音号

1 怒江州 怒江文旅 内容不更新

今日头条号

1 省统计局 云南统计 内容不更新

注：数据采样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20 日



抄送: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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