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2020 年第四季度

全市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

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直属各单位，市各开发区、潮

州新区管委会：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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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指引》）《国务院办

公厅秘书局关于印发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监管工

作年度考核指标的通知》（国办秘函〔2019〕19 号）以及省政

府有关工作要求，市政府办公室组织开展了 2020 年第四季度全

市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此次对全市 7 个政府网站全部进行了抽查，抽查时间截止

为 10 月 25 日，其中：市政府门户网站 1 家，市级政府部门网

站 2 家，县区政府（管委会）门户网站 4 家。抽查已经报备的

政务新媒体 57 个，抽查截止为 10 月 25 日。本次网站和政务新

媒体抽查率均为 100%。主要对各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总体情

况（重点是网站域名）、可用性、信息更新情况、互动回应情况、

服务实用情况、严重错误以及其他问题进行了检查监测。从检

测结果看，大部分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能较好落实国办和省

府办公厅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工作各项要求，积极推进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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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加强信息内容维护，不断提升运维保障

水平，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健康状况总体合格。

按照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常态化监管的要求，此次市级

部门、县区政府（管委会）门户网站和政务新媒体的健康状况

监测报告已发至各单位，相关监测结果及整改情况已纳入 2020

年度政务公开绩效评估内容。

二、发现主要问题

（一）信息更新不及时。从本季度检查结果看，仍有部分

网站（部门频道）存在信息更新不及时问题。如市政府门户网

站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频道、市司法局频道、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频道、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频道、市审计局频道、潮州港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频道、潮州新区管委会频道、市住房公积金

中心频道“部门动态”栏目超过两周未更新，市林业局频道“部

门文件”栏目超过半年未更新；湘桥区政府门户网站“政务五

公开--服务公开”栏目超过一年未更新；枫溪区管委会门户网

站“枫溪新闻”栏目超过两周未更新；潮安区政府门户网站“重

点领域信息公开--旅游区场监管执法”栏目超过一年未更新。

（二）政策解读不规范。部分网站文件解读不规范，有的

政策文件未及时发布相应的解读文件，有的解读文件未与原文

件相关联。如潮安区政府门户网站政策文件《潮州市潮安区实

施技术标准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的政策解读材料未与

原文件关联；湘桥区政府门户网站政策文件《关于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若干措施》未解读；饶平县政府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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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政策文件《饶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 年春茶季

节山区茶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未解读。

具体情况见附件 1 和附件 2。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确保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

安全运行。各县区、各部门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政府网站和

政务新媒体工作的首要位置，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责任制。严格落实信息发布审核制度，对

所发布的信息要先审后发，充分利用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信息

发布纠错功能，对重点稿件要反复核校，及时发现和纠正错漏

信息，确保发布信息内容及时、合法、完整、准确，坚决杜绝

因信息内容不当或网络安全事件等引发负面舆情。要严格按照

栏目责任分工，及时更新栏目信息，防止出现超期未更新现象。

（二）进一步推动政府网站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各县区、

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最新要求，从

保底线合格向追求优质高效转变，进一步提升政府网站便捷性，

使政府网站更加符合群众期待。要从偏重信息发布向推动公开、

互动、办事三位一体均衡发展转变。要把政府网站作为汇聚政

府网上数据、提供政府线上服务、助力政府网络治理的重要抓

手。要从被动应付任务向主动优化服务转变，从用户角度出发，

以方便好用为目标，不断完善网站各项功能，加快解决页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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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打不开、栏目设置不合理、检索信息不准确、注册登录不顺

畅等问题。

（三）进一步加强政务新媒体建设管理。各县区、各部门

要严格按照《广东省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

（粤办函〔2019〕90 号）要求，建立健全政务新媒体管理体制

和机制。严禁未经报备审批使用政务新媒体。要加强对政务新

媒体的内容保障和日常监管，坚持先审后发，严把政治关、法

律关、政策关、保密关、文字关，优化政务新媒体上提供的办

事服务和互动交流功能，提升各级政府在移动端的办事服务能

力。

附件：1. 第四季度政府网站抽查情况统计表

2. 第四季度政务新媒体抽查情况统计表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18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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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四季度政府网站抽查情况统计表

注：抽查采样时间截止 2020 年 10 月 25 日，各《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检查报告》已通过

微信工作群发至各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存在问题已经按时完成整改。

序号 网站名称 首页不更新 栏目不更新 互动回应差 服务不实用

安全、泄密

事故等严

重问题

其他问题 得分情况

1
中国潮州政府

网站
否 是 否 否 否 无

加分：23

扣分：14.5

总分：

108.5

2
广东政务服务

网潮州市
否 否 否 否 否 无

加分：0

扣分：0

总分：100

3
潮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
否 否 否 否 否 无

加分：0

扣分：0

总分：100

4

潮州市潮安区

人民政府公众

网

否 是 否 否 否

文件解读

不规范、未

公开留言

受理反馈

情况统计

加分：15

扣分：18

总分：97

5
饶平县人民政

府网站
否 否 否 否 否

机构职能

信息不准

确，存在政

策文件未

解读

加分：15

扣分：4.5

总分：110.5

6
湘桥区人民政

府公众信息网
否 是 否 否 否

文件解读

不规范

加分：15

扣分：23

总分：92

7
枫溪区公众信

息网
否 是 否 否 否 无

加分：0

扣分：9

总分：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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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四季度政务新媒体抽查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账号类型 账号名称 结果

1 潮州市公安局网警支队 百度贴吧 潮州网警 合格

2 潮州市公安局网警支队 百家号 潮州网警巡查执法 合格

3 潮州普法办（潮州市司法局） 抖音 潮州普法君 合格

4 潮州市公安局 抖音 平安潮州 合格

5 潮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抖音 潮州消防 合格

6 潮州市公安局 今日头条 平安潮州 合格

7 潮州市公安局网警支队 今日头条 潮州网警巡查执法 合格

8 潮州市生态环境局 今日头条 潮州生态环境 合格

9 潮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今日头条 潮州消防 合格

10 潮州市公安局 南方号 平安潮州 合格

11 潮州市公安局湘桥分局 南方号 平安湘桥 合格

12 潮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南方号 潮州市场监管 合格

13 潮州市公安局 企鹅号 平安潮州 合格

14 饶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企鹅号 木棉树下 合格

15 潮州市公安局 人民号 平安潮州 合格

16 潮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微信 潮州市不动产登记 合格

17 潮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微信 潮州数字城管 合格

18 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微信 潮州工信 合格

19 潮州市公安局 微信 平安潮州 合格

20 潮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微信 潮州交警 合格

21 潮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微信 潮州交警发布 合格

22 潮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区一大队 微信 凤城交警 合格

23 潮州市公安局网警支队 微信 潮州网警巡查执法 合格

24 潮州市公安局湘桥分局 微信 平安湘桥 合格

25 潮州市教育局 微信 潮州教育 合格

26 潮州市科学技术局 微信 潮州科技 合格

27 潮州市林业局 微信 潮州创森 合格

28 潮州市民政局 微信 潮州民政 合格

29 潮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微信 潮州人社 合格

30 潮州市商务局 微信 潮州商务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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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潮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微信 潮州社保 合格

32 潮州市生态环境局 微信 潮州生态环境 合格

33 潮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微信 潮州市场监管 合格

34 潮州市司法局 微信 潮州司法 合格

35 潮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微信 潮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合格

36 潮州市卫生健康局 微信 潮州市创卫办 合格

37 潮州市卫生健康局 微信 潮州卫生健康局 合格

38 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微信 文化潮州 合格

39 潮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微信 潮州消防 合格

40 潮州市信访局 微信 潮州信访 合格

41 潮州市医疗保障局 微信 潮州医保 合格

42 潮州市应急管理局 微信 潮州应急管理 合格

43 潮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微信 潮州政数 合格

44 潮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微信 潮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合格

45 潮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微信 潮州住建 合格

46 潮州市自然资源局 微信 潮州自然资源 合格

47 潮州新区管理委员会 微信 潮州新区 合格

48 广东潮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微信 广东潮州凤泉湖高新区 合格

49 饶平县公安局 微信 平安饶平 合格

50 饶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微信 饶平政府发布 合格

51 潮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微信小程序 潮州人社 合格

52 潮州市公安局 新浪微博 平安潮州 合格

53 潮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新浪微博 潮州交警连心桥 合格

54 潮州市公安局网警支队 新浪微博 潮州网警巡查执法 合格

55 潮州市生态环境局 新浪微博 潮州市生态环境局 合格

56 潮州市司法局 新浪微博 潮州司法行政 合格

57 潮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新浪微博 潮州消防 合格

注：抽查采样时间截止 2020 年 10 月 25 日，各《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检查报告》已通过

微信工作群发至各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存在问题已经按时完成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