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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印

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的通知》

（国办公开办函〔2021〕30 号）的要求，现发布《平罗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21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本报告统计数

据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联系方式

0952-3816000。

一、总体情况

2021 年，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继续以不断满足新时期人

民群众对市场监管工作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深入推行政

务公开，不断深化公开内容、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提高政务公

开水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 2021 年平罗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动公开

1.公文制发、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

按照区厅关于市场监管领域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要求及《平罗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公文标识政府信息公开属性

标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平罗县市场监管局严格按照主动公开

工作要求进行公开。本年度共制发公文 201 件，其中主动公开

170 件，依申请公开 23 件，不公开 8 件，通过政府信息网站公

开发布 71 件。其中“三公经费”公开说明 4 条，预算信息 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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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信息 1 条，市场监管规则和标准 30 条，产品质量 21 条。本

年度未印发规章、规范性文件，没有需要清理的规范性文件。

2. 重点领域公开情况

（1）行政执法公开情况。通过“通过“信用中国·宁夏”、

互联网+监管、宁夏行政执法监督平台、政府网站对外公示案件

258 起。因我局的行政审批职能今年 4 月底划转至县审批服务管

理局，因此，截止 4 月底，我局共公示行政许可相关事项 798 条。

（2）“双随机、一公开”公开情况。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14 个部门完成“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抽查 131 项任务，抽

查市场主体 1431 户，检查结果全部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宁夏）”进行公示。

（3）食品药品安全公开情况。一是强化行政执法信息公开。

累计开展生产流通领域食品安全部门联合检查、专项整治及餐饮

服务单位专项检查 80 余次，文件均通过平罗县政府信息网站进

行了公示。二是及时公开抽检信息。完成食用农产品快速抽检

2160 批次，合格率 99.53%；餐具快速抽检 1740 批次，合格率

98.04%。完成药品领域抽样 60 批次、医疗器械抽样 7 批次、化

妆品抽样 32 批次，抽检结果均已通过政府网站进行公示。

（4）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情况。2021

年，我局共承办市、县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 6 件，其中协办

市政协提案 2 件，主办县政协提案 3 件、建议 1 件，均已办结并

通过政府网站进行公示。

（二）依申请公开

2021 年，我局未收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提出的任

何形式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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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信息管理

梳理完善《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

录》，涉及一级事项 7 项，二级事项 28 项，细化政务公开事项，

争取做到政务公开领域全覆盖，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三）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

一是充分发挥“两微一端”与群众沟通的桥梁作用，通过“平

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和“平罗市场监管”官方微博

等新媒体广泛宣传我局工作、发布消费警示、政策解读等重要信

息，累计发布政务信息、工作动态 527 条，关注量达到 2017 人，

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同时加强微信公众号建设，设置便民服

务、政务公开、阳光药店等栏目，方便群众通过微信公众号及时

了解并监督我局工作动态。二是充分发挥政府网站的第一平台作

用。本年度在平罗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政府信息 190 条，通过政

府网站对“双随机一公开”、食品药品安全等信息进行集中公开，

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三是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运行。设

立政府信息查阅点 1 处、政府信息查阅室 1 处，着力强化主动公

开意识，全面扩大政务公开影响力，提升市场监管业务知晓率。

（四）监督保障（工作考核、社会评议和责任追究）：

一是将政务公开工作列入综合管理室年终效能考核项目，综

合管理室负责组织协调全局政务公开工作，其他室、基层市场监

管所需按照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的工作责任分工，配合综合管理室

做好各类信息的公开公示。二是积极开展以“食安平罗 你我同

行”为题的“政府开放日”活动，邀请群众代表、经营户代表、

社区工作者等 25 人参加活动，促进我局政务公开工作水平不断

提升。



— 4 —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第二十条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制发件数 本年废止件数 现行有效件数

规章 0 0 0

行政规范性文件 0 0 0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798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339

行政强制 38

第二十条第（八）项

信息内容 本年收费金额（单位：万元）

行政事业性收费 0

拔剑起长歌
注意：县级没有规章

拔剑起长歌
注意：此处数据，是指经过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备案，且用“规发”文号发布的，与政策性文件不一样

拔剑起长歌
此处数据是指通过“信用石嘴山”或其他公开平台公开的行政许可数量

拔剑起长歌
此处数据是指公开的行政处罚数量

拔剑起长歌
此处数据是指公开的行政强制数量

拔剑起长歌
此处涉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单位填写，不涉及的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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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本列数据的勾稽关系为：第一项加第二项之和，等于第三

项加第四项之和）

申请人情况

自然

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

总计商业

企业

科研

机构

社会

公益

组织

法律

服务

机构

其他

一、本年新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0

二、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0

三、本年

度办理

结果

（一）予以公开

（二）部分公开（区分处理的，只计这一情形，不

计其他情形）

（三）不予

公开

1.属于国家秘密

2.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

3.危及“三安全一稳定”

4.保护第三方合法权益

5.属于三类内部事务信息

6.属于四类过程性信息

7.属于行政执法案卷

8.属于行政查询事项

（四）无法

提供

1.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

2.没有现成信息需要另行制作

3.补正后申请内容仍不明确

（五）不予

处理

1.信访举报投诉类申请

2.重复申请

3.要求提供公开出版物

4.无正当理由大量反复申请

5.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新出具已获取

信息

（六）其他

处理

1.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行政

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2.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纳费

用、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

3.其他

（七）总计 0

四、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0

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拔剑起长歌
此处数据是指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因答复不满意或不规范印发的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如果第三部分依申请公开表里填写的是“0”，那么此处也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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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未经复议直接起诉 复议后起诉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存在问题

一是政务公开专干对业务工作熟练度有待加强。随着工作岗

位的变动，需要不定期更换工作人员，因此对政务公开工作了解

的不够深入透彻，在开展此项工作存在一定盲点。二是重点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深度不够，公开时效性不强，质量不高，内容不全

且公开方式单一。三是整体工作计划性不够全面，没有对全面的

政务公开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工作开展缺乏系

统性。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加强政务专干业务培训。定期组织政务公开专干主动学

习相关文件、政策，对政务公开工作进行深入解读，熟练掌握各

项工作任务，确保顺利高效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推进政务公开工

作持续向好发展。二是积极扩大公众参与。畅通公众表达意愿渠

道，利用互联网构建公众参与新模式，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

计于民。鼓励积极创新公众参与形式，认真谋划 2021 年市场监

管局“政府开放日”活动，努力把社会公众最关心的问题用“可

视化”的方式摆到明处，促进我局政务公开工作迈上新台阶。三

是加大宣传力度。要围绕政务公开中心工作，利用各种渠道，采

取多种形式，向社会和广大群众深入宣传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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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努力形成干部职工大力抓政务公开、群众积极关心政务公开

的社会氛围。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