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州发展改革委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事项

事项名称

类别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方式

公开

咨询及监督

对象

举报电话

机构名称、办公地址、
机构概况

办公时间、办公电话、
传真、通信地址、邮政

办公室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编码
依据“三定”方案及职
机构

机构职能

责调整情况确定的本
部门最新法定职能

信息
领导分工
内设机构
下属单位概况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人事科

例》（国务院
领导姓名、工作职务、
人事科
令第 492 号）、
工作分工、标准工作照
办公室
三定方案
内设机构名称、职责、
人事科
办公电话
下属单位名称、地址、
主要负责人、办公电话

http://www.gzz.gov
相关信息形 .cn/gz-xxgk/xxgk/a
0836-283345
■全文发布
成或变更之 ppoint/city/0/9233
0
□区分处理后 社会
日起 3 个工 7800.do
0836-283441
作日内

法律、法规

4

人事科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zz.gov
用、地区经济、西部开 信息公开条
.cn/gz-xxgk/xxgk/a ■全文发布
政策法规 成或变更之
0836-283449
发、产业发展、环境与 例》（国务院
ppoint/city/0/9233 □区分处理后 社会
科
日起 5 个工
1
资源、信用建设、价格 令第 492 号）、
发布
7800.do
定资产投资、外资利 共和国政府

文件

发布

http://fgw.gzz.gov
.cn/

国家有关发展规划、固 《中华人民

政策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网站

管理、招投标管理、能 《四川省行
源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政规范性文

相关信息形

作日内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网站

http://fgw.gzz.gov

法规和全省有关发展 件管理办法》

.cn/

规划、固定资产投资、（省政府令
外资利用、地区经济、第 327 号）
西部开发、产业发展、
环境与资源、信用建
设、价格管理、招投标
管理、能源管理等方面
的地方性法规
国家部委和省政府有
关发展规划、固定资产
投资、外资利用、地区
部门和地方政府规章

经济、西部开发、产业
发展、环境与资源、信
用建设、价格管理、招

各相关科

0

投标管理、能源管理等

室

0836-283449

方面的规章
以省委（办公厅）、省
其他政策文件

0836-283345

政府（办公厅）名义制
定或发改委制定的政
策性文件

1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zz.gov
相关信息形 .cn/gz-xxgk/xxgk/a
共和国政府
■全文发布
国民经济 成或变更之 ppoint/city/0/9233
0836-283031
信息公开条
□区分处理后 社会
综合科 日起 5 个工 7800.do
9
《中华人民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规划全文

例》（国务院

令第 492 号）

作日内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网站

发布

http://fgw.gzz.gov
.cn/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zz.gov
.cn/gz-xxgk/xxgk/a
共和国政府
■全文发布
国民经济 成或变更之 ppoint/city/0/9233
0836-283031
信息公开条
□区分处理后 社会
综合科 日起 5 个工 7800.do
9
《中华人民

规划
计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计划全文

例》（国务院

令第 492 号）

相关信息形

作日内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网站

发布

http://fgw.gzz.gov
.cn/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zz.gov
相关信息形 .cn/gz-xxgk/xxgk/a
0836-283345
共和国政府
■全文发布
各相关科 成或变更之 ppoint/city/0/9233
0
信息公开条
□区分处理后 社会
室
日起 5 个工 7800.do
0836-283031
《中华人民

其他专项规划

规划全文

例》（国务院

令第 492 号）

作日内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网站

http://fgw.gzz.gov
.cn/

发布

9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令第 492 号）、
由州发展改革委答复
建议提案答复

的、应当公开的州人大
代表建议复文和州政
协委员提案复文

《四川省人
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做好 办公室

1 个月内

人大代表建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网站

议和政协提
公开工作的

管理

发布

http://fgw.gzz.gov
.cn/

案办理结果

综合

http://www.gzz.gov
.cn/gz-xxgk/xxgk/a
■全文发布
0836-283345
ppoint/city/0/9233
□区分处理后 社会
0
7800.do

通知》（川办
发〔2014〕96
号）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人事任免

人事任免文件

信息公开条 人事科
例》（国务院
令第 492 号）

http://www.gzz.gov
相关信息形 .cn/gz-xxgk/xxgk/a
■全文发布
成或变更之 ppoint/city/0/9233
0836-283441
□区分处理后 社会
日起 3 个工 7800.do
4
作日内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网站

http://fgw.gzz.gov
.cn/

发布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务
公务员招考、录用信息

公务员招考公告，考试
信息，拟录用公告

员法》《公务
员录用规定 人事科
（试行）》
（人

http://www.gzz.gov
相关信息形 .cn/gz-xxgk/xxgk/a
■全文发布
成或变更之 ppoint/city/0/9233
0836-283441
□区分处理后 社会
日起 3 个工 7800.do
4
作日内

事部令第 7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网站

发布

http://fgw.gzz.gov
.cn/

号）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中华人民
部门工作推进情况

共和国政府
推进成效、存在问题、
各相关科
信息公开条
1 个月内
下一步工作安排
室
例》（国务院
令第 492 号）

http://www.gzz.gov
.cn/gz-xxgk/xxgk/a
■全文发布
0836-283345
ppoint/city/0/9233
□区分处理后 社会
0
7800.do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网站

工作

http://fgw.gzz.gov
.cn/

动态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领导动态

委领导的工作动态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各相关科
室

令第 492 号）

1 个月内

发布

http://www.gzz.gov
.cn/gz-xxgk/xxgk/a
■全文发布
0836-283345
ppoint/city/0/9233
□区分处理后 社会
0
7800.do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网站

http://fgw.gzz.gov
.cn/

发布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例》（国务院
令第 492 号）、
财务
信息

部门预决算（含“三公”经费）

财政预算、决算报告

《财政部关
于推进省以

办公室

下预决算公
开工作的通
知》（财预

http://www.gzz.gov
相关信息形 .cn/gz-xxgk/xxgk/a
■全文发布
成或变更之 ppoint/city/0/9233
0836-283345
□区分处理后 社会
日起 5 个工 7800.do
0
作日内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网站

发布

http://fgw.gzz.gov
.cn/

〔2013〕309
号）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zz.gov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
例》（国务院
.cn/gz-xxgk/xxgk/a
事项名称、设定依据、
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企
令第 492 号）、
相关信息形 ppoint/city/0/9233
申请条件、办理材料、
政策法规
■全文发布
行政 业技术改造项目除外）;
《四川省行
成或变更之 7800.do
（共计 4 项）粮食收购资格认定;

信息公开条

0836-283449
办理流程、办理地点、
科等相关
□区分处理后 社会
许可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企业
政权力指导
日起 5 个工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网站
1
受理时间、办理结果、
业务科室
发布
技术改造项目除外）;国家及省级
清单（2018
作日内
http://fgw.gzz.gov
联系电话
核准的水电站项目竣工验收（市级
年本）》、
《甘
.cn/
核准的水电站项目竣工验收）

孜藏族自治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

州州级行政

批局）

权力事项清
单（2018）》

（共计 68 项）对经营者、成本调
查点拒绝提供成本资料或者提供
虚假成本资料行为的处罚；对瞒
报、拒报或者非经营活动中伪造、
篡改价格监测资料行为的处罚；对
伪造、篡改价格监测资料行为的处
罚；对拒绝、阻碍价格主管部门及
其价格监测工作人员依法实施价

《中华人民

格监测行为的处罚；对规避招标的

共和国政府

处罚；对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

信息公开条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权力类型、权力名称、
人好处，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
例》（国务院
http://www.gzz.gov
责任主体、责任事项、
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泄露评标情
令第 492 号）、
相关信息形 .cn/gz-xxgk/xxgk/a
追责情形、追责程序、
政策法规
■全文发布
行政 况的处罚；对招标人及其招标代理
《四川省行
成或变更之 ppoint/city/0/9233
0836-283449
监督电话以及本行政
科等相关
□区分处理后 社会
处罚 机构发布招标公告或资格预审公
政权力指导
日起 5 个工 7800.do
1
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
业务科室
发布
告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对招标人
清单（2018
作日内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网站
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
及其招标代理机构不公示中标候
年本）》、
《甘
http://fgw.gzz.gov
定
选人的处罚；对招标人违反招标相
孜藏族自治
.cn/
关程序规定的处罚；对招标人违反

州州级行政

招标事项核准规定的处罚；对招标

权力事项清

人无正当理由终止招标的处罚；对

单（2018）》

评标委员会成员评标违法违规行
为的处罚；对招标人不依法组建评
标委员会的处罚；对不依法履行比
选情况备案程序的处罚；对规避比
选的处罚；对比选人违反比选相关
程序规定的处罚；对在行业主管部

门作为比选人的比选过程中泄露
保密资料、串通比选、歧视排斥比
选申请人、骗取中选、违法转包或
者分包的处罚；对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
性节能标准的项目或者将该项目
投入生产、使用的处罚；对使用国
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
工艺的处罚；对生产单位超过单位
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的处罚；对
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
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虚假
信息的处罚；对无偿向本单位职工
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
费制的处罚；对重点用能单位未履
行节能管理义务的处罚；对未经节
能审查或者节能审查未通过，擅自
开工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
处罚；对未经节能验收或者验收不
合格，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的处罚；对电力、石
油加工、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和
建材等企业未在规定的范围或者
期限内停止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
的燃油发电机组或者燃油锅炉的
处罚；对石油天然气管道企业未依

法履行管道保护相关义务的处罚；
对实施危害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
行为的处罚；对未经依法批准进行
危害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的施工
作业的处罚；对擅自开启、关闭管
道阀门等危害石油天然气管道安
全及阻碍管道建设行为的处罚；对
企业分拆项目、隐瞒有关情况或者
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等不正当手段
申请项目核准、备案的处罚；对企
业未依法办理核准手续开工建设
或者未按照核准的建设地点、建设
规模、建设内容等进行建设的处
罚；对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
手段取得项目核准文件的处罚；对
企业未依法将备案制项目信息或
者已备案项目信息变更情况告知
备案机关，或者向备案机关提供虚
假信息的处罚；对企业投资建设产
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项目的处罚；
对未经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
自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处罚；对以
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粮食
收购资格许可的处罚；对粮食收购
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处
罚；对粮食收购者被售粮者举报未

及时支付售粮款的处罚；对粮食收
购者违反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
其他款项的处罚；对粮食经营者以
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
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
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的处罚；对
接受委托的粮食经营者从事政策
性用粮的购销活动未执行国家有
关政策的处罚；对粮食经营者的粮
食库存低于规定的最低库存量或
超出规定的最高库存量的处罚；对
粮食经营者对超过正常储存年限
的粮食，出库前未按照规定进行质
量鉴定的处罚；对粮食经营者未按
照规定使用粮食仓储设施、运输工
具的处罚；对粮食收购者伪造、涂
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粮食收购许可证的
处罚；对使用伪造、涂改、出租、
出借或者非法转让粮食收购许可
证的处罚；对未按规定办理粮食收
购许可证变更手续的处罚；对未在
粮食收购场所明示粮食收购许可
证和工商营业执照的处罚
对未向售粮者出具粮食收购凭证，
载明所收购粮食品种、质量等级、

价格、数量和金额的处罚；对粮食
经营台账保留时间不足 3 年的处
罚；对从事粮食收购、加工、储存
的经营者（不含个体工商户）未配
备经过专业培训的粮油保管员、粮
油质量检验员的或又无委托的处
罚；对从事粮食收购、加工、储存
的经营者（不含个体工商户）未装
备有与所经营粮食种类和国家质
量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相适应的
粮食检验仪器设备，没有能单独进
行粮食检验工作的场所的或又无
委托的处罚；对从事粮食收购、加
工、储存的经营者（不含个体工商
户）未具备相应的仪器设备使用和
管理、检验员业务培训、粮食出入
库质量检验、质量档案和质量事故
处理等质量管理制度的处罚；对从
事粮食储存的经营者仓储设施未
符合国家有关粮食储存标准和技
术规范的处罚；对从事粮食储存的
经营者将粮食与可能对粮食产生
污染的有害物质混存或不同收获
年度的粮食混存，以及未按规定对
霉变、病虫害超标粮食进行处理的
处罚；对从事粮食储存经营者使用

国家禁止使用的化学药剂或超标
使用化学药剂，以及粮库周围有有
害污染源的处罚；对从事粮食收
购、储存的经营者（不含个体工商
户）未按照国家粮食质量标准对入
库粮食进行质量检验，粮食出库或
购进粮食无质检报告，或对质检报
告弄虚作假的处罚
对在粮食交易过程中，粮食销售、
加工、转化经营者未索取质检报告
或对质检报告弄虚作假的处罚；对
被污染或者不符合食用卫生标准
的粮食,其质量符合饲料卫生标准
的，责令当事人转作饲料；不符合
饲料卫生标准的，责令转作其他安
全用途或者销毁；对粮油仓储单位
未在规定时间备案或备案内容弄
虚作假的处罚；对粮油仓储单位不
具备规定条件的处罚；对粮油仓储
单位违规使用“国家储备粮”和“中
央储备粮”字样的处罚；对粮油仓
储单位违反粮油出入库、储存等管
理规定的处罚；对未实行粮食质量
安全档案制度的处罚；对未实行粮
食召回制度的处罚；对违规拆除、
迁移粮油仓储物流设施，非法侵

占、损坏粮油仓储物流设施或者擅
自改变其用途的处罚；对滥用职
权、营私舞弊或者玩忽职守，造成
粮油仓储物流设施损失、损坏的处
罚

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

相关信息形

年度

服务指南（受理机构、
《中华人民
申请方式、申请处理、
共和国政府
收费等）；在线受理申
信息公开条 办公室
请表
例》（国务院

报告

各年度政府信息公开 令第 492 号）

每年 3 月 31

年报

日前

依申

依申请公开

请公
开和

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zz.gov
日起 3 个工 .cn/gz-xxgk/xxgk/a ■全文发布
0836-283345
ppoint/city/0/9233
作日内
□区分处理后 社会
0
7800.do
成或变更之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网站

http://fgw.gzz.gov
.cn/

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