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江堰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一、信息公开指南

栏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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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公开指南
公开方式、公开工作机构
等信息维护更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办公室
单位机构信息发生变动后5
个工作日内更新；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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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二、信息公开目录

栏目名称 公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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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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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办公室
单位机构信息发生变动后5
个工作日内更新；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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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主要领导
领导姓名、职务、简历、
工作分工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办公室
单位机构信息发生变动后5
个工作日内更新；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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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机构信息

下设机构
内部科室和下属机构的名
称、负责人、工作职责、
办公地址、联系电话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办公室
单位机构信息发生变动后5
个工作日内更新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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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法规公文

文件 旅游行业相关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局属各科室、单位
文件印发后5个工作日内上
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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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解读 规范性文件的解读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局属各科室、单位
文件印发后5个工作日内上
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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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政府决策

发展规划 部门规划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局属各科室、单位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10个工
作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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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重点工作
部门重大决策、重要成果
、重点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局属各科室、单位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10个工
作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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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政府决策

重点项目
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
施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局属各科室、单位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10个工
作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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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工作信息

计划总结
工作目标及其完成情况
（政府工作报告或工作计
划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局属各科室、单位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10个工
作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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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应急管理
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
、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执法大队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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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行政执法

执法依据
根据《成都市行政机关行
政执法依据》中涉及的各
部门相关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执法大队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至少1年更新维
护一次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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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行政复议
重大行政复议的受理以及
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执法大队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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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行政执法

行政处罚

权力类型、权力名称、设
立依据、责任主体、责任
事项、追责情形、追责程
序、监督电话以及本行政
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
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执法大队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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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部门办事承诺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局属各科室、单位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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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责任追究
部门工作人员过错责任追
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局属各科室、单位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至少1年更新一
次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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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财务管理
财政预决算

“三公”经费

财政预算、决算报告。“
三公”经费预算、决算报
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财务科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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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三、信息补充公开

栏目名称 公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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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信息 整体情况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办公室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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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工作信息 领导活动 领导重要活动及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办公室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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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工作信息

政务动态
重要会议和重大政务活动
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办公室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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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建议提案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
提案办理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办公室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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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政府建设 部门机制建设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办公室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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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社会监督 监督投诉
监督投诉渠道、办理机构
、工作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办公室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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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办事指南 面向公民
面向普通公民的办事指南
信息、结果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局属各科室、单位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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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办事指南 面向企业
面向企业的相关比选、招
投标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局属各科室、单位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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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四、信息公开年报

栏目名称 公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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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公开
年报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711号），都江堰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三定方案

办公室
信息产生或变更后5个工作
日内上传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电视
□手机短信推送   □报刊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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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87132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