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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9年第二季度全区网站和政务新媒体
检查情况的通报

区直各有关部门，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印发的《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

体检查指标、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近期区大数据服务

中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对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的考核指

标要求对第二季度区政府门户网站维护情况、新媒体平台维

护情况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现将检查结果通

报如下：

一、仓山区政府门户网站维护情况

2019 年第二季度，我区政府门户网站共发布信息 2840

条。根据《仓山区政务公开绩效考核办法》要求，各单位每

月发布信息应达到 10 条及以上。13 个镇街第二季度信息发

布数量多次未达到每月信息发布要求的有：城门镇、螺洲镇、

仓前街道、东升街道、上渡街道，其中螺洲镇第二季度每月

均未达到考核要求（详见附件 1）。23 个区直信息公开单位

第二季度发布信息数量多次未达到每月信息发布要求的有：

民政局、审计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分局、广电中心、旅游

中心，其中审计局、公安分局第二季度每月均未达到考核要

求（详见附件 2）。

根据省、市政府门户网站绩效考核的要求，我区政府门

户网站中工作动态、通知公告、土地征收和补偿、空气质量、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栏目更新情况较好，基本达到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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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的要求，但是部分栏目更新维护情况较差，具体如

下：

1.政务公开栏目保障力度不够，更新数量少。主要有广

电中心负责维护的视频新闻栏目；建设局、应急管理局、审

计局负责维护的项目质量安全监督信息栏目；卫健局、市场

监督管理局负责卫生和食品安全药品安全栏目；民政局负责

维护的社会组织、慈善组织栏目；民政局、农业农村局负责

维护的脱贫攻坚栏目；教育局负责维护的教育事业栏目；土

储中心、房管局、建设局负责维护的住房保障栏目；生态环

境局负责维护的环境保护栏目；文体旅局、园林中心负责维

护的公共文化体育栏目；区直各单位、各镇街负责维护的政

府采购栏目、工程合同订立及履行情况栏目。

2.个别单位态度马虎，发布信息未认真审核。根据《政

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要

求，政府网站中出现严重表述错误（严重性错别字及敏感信

息），即单项否决，网站即判定为不合格网站，需要立即对

网站内容进行整改并对相关责任单位负责人问责。根据省政

府办公厅检查区政府门户网站的错别字情况，盖山镇、螺洲

镇、仓山镇、城门镇、仓前街道、上渡街道、东升街道、城

管局、旅游中心、市场监督管理局、财政局、工信局、园林

中心、商务局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信息中存在严重错别

字（详见附件 3），严重影响了区政府的形象。

二、政务新媒体平台维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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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监管工作年度

考核指标》要求，政务新媒体出现严重表述错误、泄露国家

秘密、发布或链接反动、暴力、色情等内容、因发布内容不

当引发严重负面舆情、2 周内无更新、未提供有效互动功能、

存在购买“粉丝”、强制要求群众点赞等弄虚作假行为等任

意一种情况，即单项否决，该政务新媒体平台即判定为不合

格。

截至目前，我区登记在册的政务新媒体共有 10 个，其

中政务微博 3个，分别是大数据服务中心维护的“仓山发布”、

公安分局维护的“福州仓山警方在线”、旅游中心维护的“福

州仓山区旅游事业发展中心”；政务微信公众号 7 个，分别

是工信局维护的“福州市仓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司法局

维护的“仓山司法”、教育局维护的“福州仓山区教育局”、

文体旅局维护的“仓山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临江街道维

护的“美丽临江”、园林中心维护的“仓山园林”、商务局

维护的“福州市仓山区商务局”。各政务新媒体均按要求及

时更新信息。

三、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

2019 年第二季度我区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284 条，各信

息公开单位均按时完成了第二季度政务公开情况统计报表

报送工作。虽然我区第二季度信息公开工作总体表现尚可，

但部分单位主动公开的文件数量较少，审计局第二季度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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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数量为 0。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区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新媒体平台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作为国务院办公厅、省、市政府办公厅绩效考核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各单位要树立全区“一盘棋”的大局观，始终坚

持一切从全区大局出发，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我区在绩效考

核上保持全市前列。

一是要进一步提高网站信息发布的数量及质量。要根据

区政府门户网站栏目维护分工表要求经常更新栏目信息，切

实提高信息质量。请各单位对照本单位维护栏目，找出差距，

积极整改，确保第三季度栏目信息发布情况继续排在全市前

列，对栏目维护不到位的单位，区政府办将继续予以通报，

通报结果将直接影响政务公开绩效考核成绩。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网站及政务新媒体信息审核制

度。上网公开的信息必须经过审查后予以公开，确保公开的

内容未涉密、无错别字、无敏感信息、无发布非政府网站链

接排版正常、图片正常显示、附件能够下载等。给信息公开

申请人的答复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确保答复无误，避免申

请人因信息公开向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政民互动的力度。各单位要积极通过

“福州仓山”门户网站开展网上调查和民意征集活动，网上

调查、民意征集活动的主题设计必须与政府工作重点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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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通过网站开展网上调查和民意征集活动的单位，在政务

公开绩效考核中给予加分。

四是要进一步加强网站整改自查工作。请各网站维护单

位按照政府网站普查和网站绩效考核指标要求尽快整改到

位，并将书面整改报告于 7 月 25 日下午下班前报送至区大

数据服务中心 118 办公室。各网站维护单位要加强栏目更新

情况自查工作，及时了解栏目更新情况在全市的排名，于 9

月 30 日前做好第三季度的网站栏目更新工作，确保区政府

门户网站第三季度绩效考核成绩能排在全市前列。

专此通报

附件：1.第二季度镇街区政府网站信息更新情况

2.第二季度区直部门区政府网站信息更新情况

3.“福州仓山”门户网站错别字一览表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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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第二季度镇街仓山区政府网站信息更新情况

镇街名称
网站信息更新数（单位：条）

4月 5月 6月

仓山镇 22 12 10

城门镇 8 9 7

盖山镇 25 22 14

建新镇 12 12 25

螺洲镇 4 5 0

仓前街道 10 19 3

东升街道 7 8 11

对湖街道 13 16 12

金山街道 12 14 13

临江街道 34 19 22

三叉街街道 11 13 13

上渡街道 5 5 4

下渡街道 11 1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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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第二季度区直部门仓山区政府网站信息更新情况

单位名称

网站信息更新数

（单位：条）

单位名称 网站信息更新数

（单位：条）

4月 5月 6 月 4 月 5月 6月

发改局 31 24 24 卫健局 22 24 21

工信局 13 13 12 审计局 0 0 0

教育局 43 38 30 统计局 17 13 14

民政局 11 11 5
生态环境

局
54 44 42

司法局 16 15 12 房管局 21 15 11

财政局 10 18 13
市场监管

局
9 14 16

人社局 62 47 48
应急管理

局
27 31 29

商务局 10 10 11 公安分局 2 0 2

建设局 13 10 11 广电中心 9 0 4

城管局 22 19 16 旅游中心 2 40 11

农业农村局 26 14 12 园林中心 12 12 12

文体旅局 13 1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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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福州仓山”门户网站错别字一览表

序号 文章标题 错别字 改正字 发布单位

1 2018 年盖山镇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盖山镇

2 螺洲镇清明节工作应急预案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螺洲镇

3
福州市仓山区城市管理执法系统2008年

“执法形象年”提高年活动方案
不循私情 不徇私情 城管局

4
关于印发《仓山区旅游局 2017 年度政务

公开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主题责任 主体责任 旅游中心

5

城门镇“三合一”场所、临时住房建筑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及“四清一查”工作

方案

墓础上 基础上 城门镇

6 仓前街道非洲猪瘟防控应急处置方案 依法迫究 依法追究 仓前街道

7
关于印发2018年上渡街道道路交通安全

等 9个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并健立 并建立 上渡街道

8 仓山镇森林火灾扑救办法 扶恤 抚恤 仓山镇

9
仓山区城管局参加“笃学于志 共建同

行”十九大精神暨党章知识竞赛
知识竟赛 知识竞赛 城管局

10

仓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编外

聘用人员暂行管理办法（暂行）》的通

知

认贯彻 认真贯彻
市场监督

管理局

11
仓山区财政局 2017 年政务公开 工作任

务实施方案
负贵人 负责人 财政局

12
仓山区工信局随同市工信局前往螺洲镇

现场核查危房隐患
跟综 跟踪 工信局

13 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 重要途经 重要途径 园林中心

14
关于2018年拍卖企业年度初审核查情况

的报告
村料 材料 商务局

15
东升街道走访“七一”慰问困难党员活

动
页献 贡献 东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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