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

桂环函〔2018〕175 号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报送 2017 年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的函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

根据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和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报送工作的通知》（编号：

S20172202）要求，现将我厅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随函

报送。

附件：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2018 年 1 月 18 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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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2017 年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2017 年，我厅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

政府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文件精神，围绕公众关切的生态环境

质量，不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

加大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力度，依法依规办理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稳步推进，发展良好。

一、本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和人员设置情况。我厅认真贯

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成立了由厅分管领

导为组长，厅机关各处室和直属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政府信息公

开领导小组，并由厅办公室负责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各处

室和直属单位指定一名同志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联络员，负责

本处室（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工作。每年根据人员变动情

况适时进行调整，确保事有人干、责有人担。

（二）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情况。我厅高度重视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建设，2008 年以来，逐步建立了一套涵盖

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澄清虚假或不

完整环境信息、监督检查等工作制度。为适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不断发展的需要，我厅不断对有关工作制度进行补充、修改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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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2017 年，根据工作需要，建立了规范性文件主动公开、行政

许可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双公示”等制度。

（三）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公开指南的编制、更新情况。我

厅按要求编制并公开了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政府信息公开办事指

南。自 2012 年起，每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年度政府信息公

开重点工作安排中明确的有关环境保护信息公开重点内容，及环

境保护部要求新增的公开事项，主动、及时地对门户网站的公开

目录进行更新和调整，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环境信息需求。

（四）政府信息公开载体的建设、运行情况。我厅政府信息

公开载体主要有自治区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厅政府网站、微

信 APP、微信公众号，并适时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进行公

开。2017 年，着力完善“广西环境保护”APP 和“广西环保”微

信公众号功能，使之具备信息发布、政务服务、互动交流三项功

能，满足公众获取环境信息、咨询互动、投诉举报的需要，进一

步提高环保政务服务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实现政府、公

众、企业各方在一个平台上信息的互联、互通、互动。开通广西

环境保护厅政务微博，另有“企鹅号”“头条号”“网易号”“一点

号”“澎湃号”等五号作为补充，“两微五号”新媒体平台初步形

成。

二、推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认真贯彻中办、国办《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16〕8 号）及其实施细则，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政

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实施意见》（桂办发〔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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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号）文件精神，以及国家、自治区 2017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关注关切，全面推进环境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一）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通过新

闻发布会及时公开环境政策措施、重点工作开展、环境质量等信

息，自觉接受公众监督，充分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

督权，营造人人关心环保、参与环保的良好社会氛围。4 月 10 日，

召开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发布广西 2017 年第一季度环境质量状况

和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进展情况；6 月 5 日，召开第二场新

闻发布会，发布 2016 年广西环境状况公报；7 月 27 日，召开第三

场新闻发布会，发布非法跨省转移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案件相关情

况；12 月 28日，召开第四场发布会，发布 2017 年广西改善城市

空气质量年度目标进展情况，公布南宁、柳州、桂林决战污染天

气的行动措施。

（二）加大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宣传报道力度，推动形成浓厚

的整改氛围。制定《广西整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题销

号办法》，明确要求整改责任单位将整改措施或整改完成的问题，

通过本部门网站、地方报纸或电视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公开时间

不少于 3 天。此外，我厅按照“一台一报一网”要求，在中央及

区内主要媒体共刊发环保督察整改工作相关报道 155 条。其中电

视报道 34条、报纸报道 51条、网络报道 70 条。媒体报道的重点

内容有《沿海三市停建所有涉及占用红树林项目》《广西开展专项

督查执法，加快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南宁龙潭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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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水源保护区畜禽养殖场清理完毕等整改成效工作》《贺州:重

拳打击非法采矿行为 守护绿水青山》《柳州完成尾矿库闭库治理》

《贵港市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改善主要江河湖库水质》《百色标本兼

治改善空气质量》《柳州市:建材行业整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自

治区通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

情况》等。通过公开报道，将整改压力传导至责任市、县，形成

干起来、比起来、热起来的整改工作氛围。

（三）加强空气和水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回应群众对优美生

态环境的关切。通过厅政府网站实时发布全区 14 个设区市空气质

量指数（AQI）值、空气级别、首要污染物等环境空气自动站监测

数据，每日发布区域空气质量预警预报信息并上报国家，每月公

开 14 个设区市空气质量排名。实时发布国控和省控水质自动监测

站监测断面水质及达标情况，并以广西环境质量季报形式定期公

开地表水环境质量、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水十条”考

核断面水质状况以及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监测期内）。

（四）加强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公开，为“洁海”保驾护航。

通过厅政府网站每半年发布 1 次近岸海域水质监测数据、每季度

发布 1 次入海河流监测数据。每月公开近岸海域自动监测数据评

价结果，通过广西环保微信公众号、厅政府网站实时发面近岸海

域 16 个浮标自动监测五参数（水温、电导率、盐度、pH、DO）和

水质类别的实时值、日均值。

（五）加强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根据环境保护部《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目录》（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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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我厅及 14个设区市环保部门的政府网站均设置有“污染

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专栏”，内容包括重点污染源基本情况、污

染源监测、总量控制、污染防治、排污费征收、监察执法、行政

处罚、环境应急等共计 8 大类 31 小项。通过与企业自行监测及信

息公开系统以及全国重点污染源数据传输有效率网站相链接，公

众能够实时查询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废水（废气）自动监控情况、

辖区内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等信息，基本做到了

全面、客观、真实公开各类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每月定期公开

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监测及在线比对监测结果。每季度发布

装机容量30万千瓦以上火电厂污染源在线监控设备有效性审核结

果。

（六）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公开，曝光违法违规企业。落实排

污费征收信息公开，每季度结束后 30 天内，根据全区市、县（区、

市）排污费征收部门上报的收费信息，汇总整理后在厅政府网站

公开。通过广西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平台和厅政府网站应急管理版

块发布每季度全区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将组织开展的专项执法检

查行动情况在厅政府网站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检查。2017 年分

别将“清废打假促达标”督查执法专项行动、纳污坑塘专项排查

整治、砖瓦行业环保专项执法检查等情况进行公开。在厅政府网

站开设“环境违法案件曝光台”专栏，公布我厅作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曝光环境违法企业信息。每季度通过厅政府网站公开群

众举报案件等各类环境问题调查处理情况。同时指导督促各市县

环保部门利用各自网站，设专栏公布查处结果，公开行政处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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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引导全社会监督违法违规企业，增加企业在融资、销售、管

理等方面的成本，着力改变“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劣币

驱逐良币现象，推动形成不敢、不能、不想破坏生态环境的工作

机制。

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7 年，我厅全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2012 条，公开的渠道和

数量分别为：政府网站公开 2012 条、政务微信公开 1233 条、政

务微博 481 条。积极发挥新闻媒体作用，把对外宣传作为信息公

开的重要途径。2017 年在中央驻桂、自治区、南宁市等主流媒体

刊播和转载的新闻报道 600多篇，其中《中国环境报》82 篇、《广

西日报》129篇、广西电视台 81 篇，对广西环保工作进行全方位、

多角度的报道，形成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全年无澄清虚假信息和

不完整信息事项。政府网站内容设有专人更新，及时性较强。

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7 年，我厅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9 件。经审查，属已

主动公开范围的 2 件，同意公开的 4 件，同意部分公开的 2 件，

不同意公开的 3 件，不属于我厅制发的信息 3 件，申请信息不存

在的 5 件。

五、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由于我厅受理的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数量较少，为方便群众，

全年未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对相关信息公开一律

给予免费，无涉及收费及减免情况。

六、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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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有 2 起与信息公开相关的行政复议，有 1 起与信息公开

的行政诉讼，均已办理完毕。

七、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

一是工作人员不足，工作质量有待提高。我厅人员编制少，

从事政府信息公开的同志身兼多职，工作任务重，经常疲于应付

各项工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质量有待提高。

二是重点工作涉及面广，全面公开难度大。《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六项行动的通知》明

确提出，要将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要求落实到办

文办会程序，做好公文公开属性源头认定、违规处理和公开内容

动态扩展等工作，推动会议开放、重大行政决策预公开。但在实

际工作中，重大决策预公开、重要会议公开、决策执行情况公开

等工作，考虑到公开后可能会带来工作阻力，推进难度大，仍处

于研究摸索阶段。

三是信息可能涉密，保密审查把关难度大。部分生态环境质

量信息较为敏感，公开后如引导不力，缺乏环保科普知识的群众

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心理恐慌，在保密与公开的尺度把握上有较

大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的公开。

（二）改进措施

一是继续加大政府信息工作的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提高做

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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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业务培训，努力提高人员能力素

质。

三是进一步拓宽公开范围，探索推行重大决策预公开、重要

会议公开、决策执行情况公开等重点工作，搭建起政民互动平台，

切实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以公开赢取群众更多的

理解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