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云政办函 〔２０１９〕１２６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２０１９年三季度

全省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情况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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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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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务院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的有关要求,

省政府办公厅组织开展了２０１９年三季度全省政府网站与政务新

媒体运行情况检查.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一)政府网站普查情况.２０１９年三季度,共开展５轮政府

网站普查.截至９月２０日,我省在 “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系

统”中登记的在运行政府网站３０６个,普查发现丽江市、迪庆州

２个网站不合格 (因出现单项否决指标有关情形判定为不合格),

总体合格率９９３％.省直部门,昆明、昭通、曲靖、玉溪、保

山、楚雄、红河、文山、普洱、西双版纳、大理、德宏、怒江、

临沧等１４个州、市和滇中新区合格率１００％.

(二)政 府 门 户 网 站 检 查 情 况.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０日,对全



省在运行的１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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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１个

门户网站因单项否决未按扣分、加分指标进行检查),得分１００

分以上共３个,得分９０—１００分 (不含)共２５个,得分８０—９０

分 (不含)共２２个,得分７０—８０分 (不含)共７３个,得分

６０—７０分 (不含)共１９个.其中,得分前５名的网站分别为:

砚山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１０４分,保山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１００

分,禄丰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１００分,楚雄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９９５分,文山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９９５分;得分后５名的网站

分别为:福贡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６２分,华宁县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６３分,宜良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６７分,元江县人民政府门

户网站６７７分,华坪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６８分.

(三)政务新媒体抽查情况.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０日,共抽查

全省在运行的政务新媒体１７１个,发现不合格政务新媒体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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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８２％.其中,在运行政务微博６８个,发现不合格政务微博１

个,合格率９８５％;在运行政务微信公众号９０个,发现不合格

政务微信公众号１个,合格率９８９％;政务移动客户端１３个,

发现不合格政务移动客户端１个,合格率９２３％.

(四)网民留言办理情况.截至９月２０日,“我为政府网站

找错”平台共受理网民有效留言２０５条,超时回复１条;“云南

省政府网站曝光台”共受理网民有效留言２６条,超时回复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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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网站建设管理不规范.检查中发现部分网站存在

服务不实用、互动栏目回应差等问题;个别网站因有关备案和注

册信息过期,导致网站不能访问.综合扣分情况看,扣分点主要

集中在解读关联、统一登录、可用性、一号登录、页面标签、

IPv６改造等几项指标.部分网站底部功能区标识完善工作仍未

完成.

(二)政务新媒体运维水平不高.部分州、市政府办公室和

省直有关部门办公室 (或指定处室)作为政务新媒体主管单位落

实监管责任不到位,对本地本部门开办政务新媒体审核把关不

严,部分主办、承办单位投入运维力量不足,导致个别政务新媒

体长期不更新发布内容、提供不了有效的互动功能.

(三)网民留言办理不及时.部分州、市和省直部门对网民

留言办理工作不够重视,留言处理机制及问责机制不健全,网民

留言逾期答复和回复内容敷衍搪塞等问题仍然存在.

三、下一步工作

(一)加强政府网站规范化管理.各地各部门要根据通报指

出的存在问题,认真对照新的检查指标,积极开展自检自查,认

真进行整改.严格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府网站域名管

理的通知»(国办函 〔２０１８〕５５号)要求,继续开展政府网站域

名清理工作,及时清理注销闲置域名,对不符合规范的政府网站

域名按流程申请规范域名.新建政府网站、还未纳入监管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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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站,要及时通过 “全国政府网站信息报送系统”申请政府

网站标识码,纳入监管范围.

(二)加强政务新媒体建设管理.各州、市政府办公室和省

直有关部门办公室 (或指定处室)要按照 «云南省政务新媒体管

理办法»要求,加强对本地本部门政务新媒体的统筹规划、协调

指导和监督考核.政务新媒体主办、承办单位要进一步规范和完

善政务新媒体运维管理工作,避免信息内容长时间不更新、内容

表述严重错误等问题,并进一步完善互动回应功能.

(三)加强网民留言办理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按照 «云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我为政府网站找错”网民留言

答复工作的通知»(云府办明电 〔２０１８〕２０号)要求,明确工作

流程,指定专人负责,收到网民留言后及时核实有关情况,并在

办理时限内回复网民留言.

对检查中指出的问题,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分析问

题原因,及时进行整改,切实加强对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的监

督和管理.被通报为不合格的政府网站及政务新媒体,有关州、

市人民政府和部门 (单位)要认真对待,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５日

前将整改情况 (本地本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签字纸质版１份和电子

文档)报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将在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第二轮

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中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核,对存在问题

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省直有关部门和州、市人民政府进行

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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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２０１９年三季度全省在运行政府网站普查情况

２２０１９年三季度普查不合格政府网站

３２０１９年三季度抽查不合格政务新媒体

４２０１９年三季度网民留言办理超时情况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９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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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２０１９年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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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 ０ １００％
昆明 ５４ ０ １００％
昭通 １８ ０ １００％
曲靖 ２２ ０ １００％
玉溪 １４ ０ １００％
保山 １６ ０ １００％
楚雄 ２８ ０ １００％
红河 １４ ０ １００％
文山 １２ ０ １００％
普洱 １１ ０ １００％

西双版纳 １０ ０ １００％
大理 １４ ０ １００％
德宏 ６ ０ １００％
丽江 ８ １ ８７５％
怒江 ５ ０ １００％
迪庆 ６ １ ８３３％
临沧 ９ ０ １００％

滇中新区 ２ ０ １００％
总计 ３０６ ２ ９９３％

　　注:数据监测采样时间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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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２０１９年三季度普查不合格政府网站

序号
州、市/
省直部门

网站标识码 网站名称 存在问题

１ 丽江 ５３０７２２００３３ 永胜县人民政府 表述严重错误

２ 迪庆 ５３３４００００１２ 迪庆藏族自治州教育局 互动回应差

　　注:数据监测采样时间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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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２０１９年三季度抽查不合格政务新媒体

序号 州、市/省直部门
微博/微信公众号/
移动客户端名称

存在问题

微博

１ 滇中新区 昆明市空港经济区管委会 内容不更新

微信公众号

１ 滇中新区 云南空港 内容不更新

移动客户端

１ 滇中新区 云南省昆明空港经济区 无法下载或使用

　　注:数据监测采样时间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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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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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２０１９０８２８
b２ccab３２

８月２８日 ９月３日 超期

２ 昭通
昭通市人民政府

门户网站
FAQ００００
１３７８９５

７月８日 ７月１２日 超期

３ 曲靖
曲靖市人民政府

门户网站
FAQ００００
１３７８９６

７月８日 ７月１２日 超期

４ 迪庆
迪庆藏族自治州

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FAQ００００
１３７８９９

７月８日 ７月１２日 超期

　　注:数据采样时间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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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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