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鹿亭乡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监督及投诉
举报电话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三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

众
主动

依申请
公开

1

机构信息

机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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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2.乡镇街道三定方案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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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2 机构职能
依据“三定”方案及职责调
整情况确定的本部门法定职

能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2.乡镇街道三定方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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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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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3 领导分工
领导姓名、职务、简历、分

工、标准工作照、联系方式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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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4 内设机构
内设机构名称、职责、办公
电话、联系方式、地址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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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5

机构信息

行政村（社
区）

名称、概况、办公地址、
负责人、联系方式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2.乡镇街道三定方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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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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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6

政府决策

政策文件 本级制定的行政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8号）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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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7 规划计划

辖区发展规划、工作计划、

各类重点工作规划等信息；
年度工作目标及完成情况总

结；年度重点工作的阶段性
进展（或按月（季度）发布

重点工作落实情况）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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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8

重点领域信息

社会救助

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

临时救助等各类社会救助办
事指南、补助标准、补助对

象名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2.《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

作的意见》（国发〔2012〕45号）               
3.《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

令第358号）                                     
4.《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5.《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8号）                  

6.《宁波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救助专项治
理工作的通知》（甬民发【2020】42号）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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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9

重点领域信息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工作开展情况，健

康科普相关活动、相关工作
进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588
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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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10 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登记、参保信息维

护、参保缴费记录查询相关
信息；养老保险服务、失业
保险服务相关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8年12月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

议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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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11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消费提示、警示信
息；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

制度和政策；投诉举报途径
、方式；投诉结果告知、公

示；食品用药安全宣传活动
（包括活动时间、活动地点

、活动形式、活动主题和内
容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2.《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2016年2
月17日中办发〔2016〕8号）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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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12

促进创业

就业政策

就业政策项目、对象范围、
政策申请条件、政策申请材
料、办理流程、办理地点

（方式）、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年8月30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通过 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正）2.《人力
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0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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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13

重点领域信息

促进创业 就业服务 就业相关服务指南

1.《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年8月30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通过 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正）2.《人力

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0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4.《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
的意见》（国发〔2015〕23号）

5.《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
工作的意见》（国发〔2017〕28号）

6.《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发〔2018〕

17号）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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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14 工作进展
岗位信息发布、职业介绍、
职业指导、就业工作相关活

动与工作进展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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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15

土地与房屋征
收

征地拆迁
（区域内公

开）

征地拆迁过程中房屋评估结

果公示；被拆迁房屋权属和
可补偿安置面积公示表；低

限安置公示：安置对象、安
置面积；调产安置：房源信

息、选房办法、选房结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2.《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
（2006年颁布）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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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16
土地与房屋

征收

土地征收、房屋征收相关信

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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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17

重点领域信息

农村危房改造

农村危房改造对象认定、认

定结果、资金管理、配套服
务等相关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2.《住建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加强和完

善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若干问
题的通知》（建村﹝2017﹞192号）            3.

《省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民政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建村发﹝2012﹞263号）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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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18 救灾

救灾相关标准、政策；居民

住房恢复重建救助、冬春生
活救助、灾害救助等相关信
息；救灾款物管理相关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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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19

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
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法律、法

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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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20 隐患管理

重大隐患排查、挂牌督办及

其整改情况，安全生产举报
电话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8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三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中发〔2016〕32号）

按进展情况
及时公开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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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21

重点领域信息

安全生产

应急管理
应急管理工作相关政策文件
、辖区应急管理工作动态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8月

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九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3.《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8号）
4.《企业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九条规定》(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4号)
5.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政务

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8号）
6.《 浙江省气象局关于加强强对流天气应对工作的

通知》（浙应急指挥〔2019〕43号）

按进展情况
及时公开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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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22 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各类办事

指南、公共文化相关活动信
息；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系列
活动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二十九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
3.《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19年3

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0号修订)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公开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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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23 养老服务

老年人补贴名称（高龄津贴
、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贴

等）；各项老年人补贴依
据；各项老年人补贴对象；

各项老年人补贴内容和标
准；各项老年人补贴方式；

补贴申请材料清单及格式、
办理流程；办理部门；办理

时限、办理时间；地点；咨
询电话；老年人补贴办理结

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2.《关于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等老年人补

贴制度的通知》（财社〔2014〕113号）
3.《关于加强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发放管理工作的意

见》（甬民发〔2014〕93号）
4.《关于调整全市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发放标准的通

知》（甬民发〔2019〕9号）
5.《关于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

》（甬民发〔2018〕31号）
6.《宁波市老年人生活能力评估办法》（甬民发〔

2018〕150号）
7.《关于印发浙江省2020年生活困难老年人家庭适

老化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民养〔2020〕
33号）

8.《宁波市养老服务补贴实施办法》（甬民发〔
2013〕80号）                                                                                                    

9.《宁波市养老服务补贴资格评估办法》（甬民发
〔2013〕79号）

10.《宁波市养老服务机构政策性保险的实施意见》
（甬民发〔2015〕15号）

制定或获取

补贴政策之
日起10个工

作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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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24

重点领域信息

农村工作

政策文件

农业农村政策、农田水利工

程建设运营、筹资筹劳情况
、粮食直补、综合直补等惠

农政策

1.《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
41号）          

2.《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切实抓好2020年粮油产销工作的

通知》(甬农发〔2020〕86号）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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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25 工作进展 农业农村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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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26 人事信息 人事任免 干部任免、公示等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2.《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2号 
）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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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27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信息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
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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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28

财政信息

财政预决算 乡镇财政预算、决算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

令第711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

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3〕73号）
3.《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

导意见》（财预[2010]31号）
4.《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

通知》（财预〔2016〕143号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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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29 “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情况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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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30

建议提案

人大代表建议
办理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答复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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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31
政协委员提案

办理
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答复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4

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信息形成或
者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
日内

乡镇/街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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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574-62305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