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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二季度全市政府网站建设情况的通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按照中、省政府网站建设管理工作的统一部署，市电子政务

办公室近期组织开展了 2017 年第二季度全市政府网站抽查，对

部分网站信息公开和办事服务功能进行了重点检查。现将有关情

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第二季度，全市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动发布意识明

显增强，“我为政府网站找错”网民留言纠错办理工作质量显著

提高，截至 5 月 31 日，累计接收网民留言 25 条并全部按时办结，

办结率达 100%。市电子政务办公室根据全国政府网站普查指标，

随机人工抽查政府网站 36 个，有 11 家扣分超过 40 分（占 30%，

见附件 1），复查发现仍有 21 家政府网站存在突出问题，复查合

格率为 39%（附件 2）。同时，市电子政务办公室还对上一季度抽

查存在问题的 18 家政府网站再次进行检查，有 14 家政府网站存

在突出问题（附件 3）。 

二、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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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常态化监管不到位常态化监管不到位常态化监管不到位常态化监管不到位。。。。部分主办单位仍然不能按照普查

指标要求建设管理网站，没有建立网站常态化监管机制，没有对

本单位网站建设管理情况进行自查，经常性出现更新不及时、空

栏目、错链等问题。 

（（（（二二二二））））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网站网站网站网站““““应付差事应付差事应付差事应付差事””””现象现象现象现象严重严重严重严重。。。。部分县区和部门仍

然没有认识到政府网站建设的重要性，检查整改流于形式，主动

性不强，工作不细致，不能对网站进行全面检查整改和优化，致

使出现复查时问题依然存在的现象，甚至一季度抽查发现的问题

一直没有解决。 

（（（（三三三三））））办事服务和政民互动功能内容不完善办事服务和政民互动功能内容不完善办事服务和政民互动功能内容不完善办事服务和政民互动功能内容不完善。。。。部分网站办事

服务信息不准确、不实用，甚至存在服务功能不可用等情况，办

事指南不规范，办事项目要素缺失；政策解读、舆情反馈、网上

调查和意见征集等互动内容不完善，不能广泛倾听公众意见，接

受社会的批评监督。 

三、工作要求 

各县区、各部门要提高认识，迅速安排专人，对照全国政府

网站普查指标和已下发的问题清单，于 6 月 10 日前全面进行自

查整改，并将整改结果报市电子政务办公室，确保全市政府网站

建设达标并顺利通过中、省二季度的检查。 

我市的政务公开工作已纳入 2017 年度市对县区、部门的目

标责任考核任务，政府网站作为政务公开的第一平台，也会体现

相应的权重，政府网站建设情况将直接影响政务公开工作考核结

果。各县区、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充实网站建设管理

团队，认真组织开展季度自查，加强网站日常监管，定期对网站



 

 
—  3  — 

栏目更新、政府信息公开发布、办事服务信息准确性、政民互动

信息答复进行核验，做好防篡改、防瘫痪、防泄密等工作，对无

力维护、问题多发的网站，要加快整合迁移，加快集约化建设，

提升政府网站整体质量。 

 

附件：1.二季度安康市政府网站普查抽查达一票否决档次 

网站整改情况 

2.二季度安康市政府网站普查复查情况统计表 

3.二季度复查“一季度存在问题网站”情况统计表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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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二季度安康市政府网站普查抽查达一票否决 

档次网站整改情况 

 

 

 

 

 

 

网站名称 扣分情况（5 月 15 日） 是否整改（5 月 31 日） 

汉滨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88.2 已整改 

岚皋县政府门户网站 82 已整改 

平利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48 已整改 

高新区管委会网站 61 已整改 

恒口示范区管委会网站 72 未整改到位（问题见附件 2） 

安康市审计局网站 46 未整改到位（问题见附件 2） 

安康市招商网站 43 未整改到位（问题见附件 2） 

安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 43 未整改到位（问题见附件 2） 

安康市老龄网站 50 未整改到位（问题见附件 2） 

安康教育网站 88 未整改到位（问题见附件 2） 

安康市环境保护局门户网站 58 已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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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二季度安康市政府网站普查复查情况统计表 

2017 年 5 月 31 日 

网站名称 检查情况（5 月 15 日） 复查情况（5 月 31 日） 

汉滨区人民政

府门户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错误链接、错字、 1

年内在线访谈少于 6次、办事指南要素不

准确、在线查询 1 个类别不可用 

已整改 

中国汉阴政府

门户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空栏目、办事要素缺失、 

链接错误、1 年内开设调查征集活动少于

3 次且时间不明确 

已整改 

白河县人民政

府门户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错误链接、错字、办事

指南要素缺失、1 年内未开展互动访谈活

动、调查征集未明确提供活动的开展时间 

1 年内互动访谈次数少于 6 次、2个

空栏目；网上调查日期错误；项目

申报部分办事指南要素不齐全，如：

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文档下载和常见

问题栏目为空白；保密知识测试链

接错误 

高新区管委会

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错误链接、错字、办事

指南要素缺失、未开设调查征集类栏目、 

1 年内未开展互动访谈活动 

已整改 

恒口示范区管

委会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空栏目、错误链接、错

字、调查征集活动次数不够、监测时间点

前 1 年内栏目中无任何有效信件、 1 年内

开展调查征集活动少于 6次 

咨询投诉链接错误；1 年内调查征

集活动少于 6 次 

安康体育网 

空栏目、错误链接、错字、未见政务咨询

类栏目、未见调查征集类栏目 

已整改 

安康市人民政

府法制办办 

首页信息更新量少于 10 条、通知公告栏

目未及时更新 

已整改 

安康市双创信

息网 

1 年内未开展调查征集活动、错误链接、

错字 

已整改 

安康市城乡建设

规划局（市人民

防空办公室）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空栏目 已整改 

安康市审计局

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空栏目、错误链接、错

字、 1 年内咨询栏目中无任何有效信件、

开设调查征集活动少于3次且时间不明确 

审计信息公开 2 个栏目长期未更

新；意见征集发布时间不明确 

安康市招商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错误链接、错字、 1

年内栏目中无任何有效信件、未开设调查

征集类栏目 

1 年内调查征集活动少于 3 次且时

间不明确；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栏目

超过 1年未更新 

陕西安康民政

网 

错误链接、错字、未开设政务咨询、调查

征集类栏目 

1 年内调查征集活动少于 3 次 

安康市司法局

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空白栏目、错误链接、

错字、1 年内未开展调查征集活动 

1 年内调查征集活动少于 3 次 

安康市水库移

民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错误链接、错字、1 年

内调查征集活动少于 3 次且时间不明确 

1 年内调查征集活动少于 3 次且时

间不明确； 

安康市卫生监

督所网 

更新不及时、 1 年内栏目中无任何有效信

件、未开设调查征集类栏目 

已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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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官

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错误链接、错字、1 年

内栏目中无任何有效信件、1 年内未开展

调查征集活动 

超过 5个栏目 1年内未更新内容；1

年内调查征集活动少于 3 次且时间

不明确； 

安康招生考试

信息网 

错误链接、错字、未开设政务咨询、调查

征集类栏目 

1 年内调查征集活动少于 3 次 

安康市社会保

险经办中心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错误链接、错字、1 年

内咨询栏目无任何有效信件、未开设调查

征集类栏目 

已整改 

安康教育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空栏目、错误链接、错

字 

资料下载“更多”链接错误；未开

设调查征集和政务咨询类栏目 

安康市老龄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错误链接、错字、未开

设政务咨询、调查征集类栏目 

便民服务 3 个链接错误；6 个栏目

长期未更新；未开设调查征集和政

务咨询类栏目 

安康市信访局

网 

空白栏目、错误链接、错字、1 年内栏目

中无任何有效信件、1 年内未开展调查征

集活动 

机关建设栏目超过 1 年未更新；友

情链接 1 个错误；1 年内未开展调

查征集活动；1 年内咨询投诉未见

有效留言 

汉滨区农业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错误链接、错字、未开

设政务咨询类和调查征集类栏目 

政务公开-图片精选报道、通知公告-

查看更多链接错误；加入收藏、设为

首页、站内搜索功能不可用；未开设

调查征集和政务咨询类栏目 

汉滨区政务服

务中心网 

空栏目、错误链接、错字、未开设调查征

集类栏目、办事指南要素缺失和不准确 

已整改 

安康市汉滨教

育体育网 

空栏目、错误链接、错字、未开设政务咨

询类和调查征集类栏目 

未开设调查征集和政务咨询类栏目 

汉滨区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空栏目、错误链接、错

字、办事指南要素缺失、1 个查询系统不

可用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超过 1 年未更新 

汉阴县政务服

务中心网 

首页更新量少于 10条、1年内栏目中无任

何有效信件、调查征集活动开展次数少于

3 次、办事指南要素缺失和不准确 

已整改 

岚皋县人民政

府门户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未开设互动访谈栏目 

投资岚皋 2 个子栏目超过 1 年未更

新；1年内调查征集活动少于 6 次；

未开设在线访谈栏目 

宁陕县委县政

府门户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空栏目 1 年内调查征集活动少于 6 次； 

平利县人民政

府门户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未开设调查征集和互动

访谈栏目 

已整改 

石泉县人民政

府门户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1 年内开展调查征集活

动少于 6 次 

已整改 

旬阳县人民政

府门户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错字、1 年内开展调查

征集活动少于 6次 

已整改 

安康市环境保

护局门户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未开设调查征集栏目 已整改 

安康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 

专题栏目 5 个子栏目长期未更新；

互动服务栏目超过 1年未更新 

安康市财政局

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链接错误、1 年内开展

调查征集活动少于 3次 

工资查询 4 个子栏目为空；县区网

站和公共服务栏目下超过 5 个链接

错误；1 年内调查征集活动少于 3

次； 

安康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1 年内开展调查征集活

动少于 3 次 

1 年内未开展民意征集和在线调查

活动 

安康盐业网 内容更新不及时、未开设调查征集栏目 1 年内调查征集活动少于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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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二季度复查“一季度存在问题网站” 

情况统计表 

 

网站名称 主要问题（5 月 31 日） 

汉阴县政府网站 已整改 

紫阳县政府网站 已整改 

镇坪县政府网站 办事咨询栏目办理事项信息文号为空；未开设互动访谈栏目； 

汉滨教育体育网 未开设调查征集和政务咨询类栏目 

白河农业信息网 已整改（网站关停） 

市林业局网站 

科技教育、林海文苑等栏目超过一年没有更新;1年内未开展任何调查征集

活动；“中国林业新闻网”链接错误；  

市交通局网站 友情链接 2个错误链接；未开设调查征集类栏目 

市安监局网站 “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栏目超过 1年未更新 

市发改委网站 

通知公告超过 6 个月未更新；粮油市场、质量标准超过 1 年未更新；行政

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专栏为空； 

市水利局网站 未开设调查征集类栏目 

市农业局网站 意见征集无明确发布时间；友情链接 3 个链接错误；  

市扶贫局网站 未开设调查征集类栏目 

市商务局网站 

“拍卖企业设立许可”“办理指南”“局长罗万平市政府网站在线访谈”不

可用；直销、报废汽车栏目超过一年未更新；1 年内调查征集活动少于 3

次且时间不明确；友情链接 2 个错误链接； 

市文广局网站 意见征集栏目为空；1 年内未开展任何调查征集活动； 

市卫计局网站 

信息公开监督、政策解读、应急管理、重点工作、地方病防控 5 个栏目为

空；规划计划、统计信息超过 1 年未更新；基层指导、合作医疗、基本药

物图片不可用；1 年内调查征集类活动少于 3次； 

市旅游局网站 应急管理栏目超过 1年未更新；未开设调查征集类栏目 

市药监局网站 规章、网上调查、食品抽检信息-县级公告、药品检验检测信息栏目为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