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蒲江县大兴镇人民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类别事项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对

象
咨询及监督举报电话

机构信息

1机构职能
机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办公电话、传真、通

信地址、邮政编码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
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

发〔2016〕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
2016〕80号）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厅关于
印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

通知》（川办发〔2017〕40号）

党政办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
（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

发布

社会 028—88630295

2领导成员
领导姓名、工作职务、工作分工、工作简历、标准工作

照（近期1寸彩色浅底免冠照片）
党政办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3内设机构 内设机构名称、工作职责、主要负责人、办公电话 党政办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4工作制度 工作规则、工作制度、办事流程等。 党政办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政府决策

5发展规划 新制定的规划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711号）、《四川省行政规
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
第327号）

党政办、城
建办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
（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
发布

社会 028—886302956重点工作
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

措施及其实施情况

承办业务办
所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7重点项目 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
承办业务办

所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工作信息

8计划总结 政府工作报告、工作计划总结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
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
发〔2016〕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
2016〕80号）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厅关于
印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
通知》（川办发〔2017〕40号）

党政办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

（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
发布

社会 028—88630295

9应急管理 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安办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10工作进展 大兴镇日常工作信息、领导活动等政务动态
承办业务办

所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11农村工作 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情况 农林站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12土地管理 大兴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宅基地使用的审核情况 城建办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13社会保险
农村养老保险参保情况，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情况

。
劳保所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14优待优抚
公民应征入伍公告，义务兵优待金发放情况和军烈属优待

抚恤金发放情况。

安办、民政

办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15危房改造 农村（社区）危房改造政策规定及资金发放情况。 城建办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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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事项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对

象
咨询及监督举报电话

财政信息

16征地拆迁
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安置方案及其补偿、补助费
用的发放、使用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11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
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
发〔2016〕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

2016〕80号）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厅关于
印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
通知》（川办发〔2017〕40号）

城建办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
（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
发布

社会 028—88630295

17社会救助
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
分配情况

承办业务办
所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18收支管理 财政收支、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财政所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19财政预决算 财政预算、决算报告、“三公”经费等信息 财政所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20采购招标 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 财政所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21专项经费 政府重要专项经费的分配和使用情况 财政所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22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及处置、发包等情况。 财政所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23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及处置、发包等情况。 财政所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承诺事项

24承诺事项 承诺办理事项及其完成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711号）、《四川省行政规

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
第327号）

党政办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
（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

发布

社会 028—88630295

25责任追究 落实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情况 党政办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人事信息 26人事任免 大兴镇人事任免、教育培训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711号）、《四川省行政规
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
第327号）

承办业务办

所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
（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
发布

社会 028-8867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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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事项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对

象
咨询及监督举报电话

其他 27其他 群众要求公开的涉及群众合法权益的有关事项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711号）、《四川省行政规
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
第327号）

承办业务办

所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
（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
发布

社会 028-8863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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