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气象局 2014 年政府信息公开
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汇总表

(2014 年 12 月 19 日）

事项 主要任务 完成情况

一、认真

做 好 主

动公开
1．及时公开新获取

和制作的政府信息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务院办公

厅《2014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要求，对涉及公众利益、

公众权益、社会关切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政府信息通过中国

气象局网站和其他社会媒体进行了主动公开。包括重要通知公

告 19 条、《中国气象局关于发布<雾的预警等级>等 13 项气象

行业标准的通告》等重要文件 16 件、人事信息 102 条、规划

计划类文件 2 件、各类气象预警信息 526 期、招标中标公告

302 条、科技项目信息 26 条，以及 2013 年部门决算和 2014

年部门预算（含“三公经费”）等。

2．认真梳理现存法

规性文件并公开

对中国气象局现行的部门规章和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梳

理和清理，确定废止和宣布失效的文件 59 件，对应当公开的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均在中国气象局网上公开。

3．加强事前舆情风

险评估和信息解读

工作

加强与中央网信办、中宣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记

协等国家新闻宣传和信息发布主管单位以及相关部委的联系，

有效开展舆论引导工作。

建立长效机制。一是出台了《气象宣传工作管理办法》，

加强新形势下舆论引导工作。二是定期举行宣传会商，针对热

点问题提升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影响力。三是建立健全舆情收

集、分析、研判、报告、应对与处置工作机制，完善中国气象

局舆情监测平台建设，加强舆情监测、评估和报告工作，把握

舆情动态和公众诉求。

做好热点问题的解读。围绕雾霾、台风、应对气候变化等

气象防灾减灾热点话题，以及气象部门“三公”经费、防雷工

程行政审批等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及时作出科学合理的解读

和回应，为公众释疑解惑。

4．加强信息公开平

台建设。

（1）组建专家团队

建立中国气象局接待媒体采访专家库，明确全国各级气象

部门新闻发言人、宣传工作分管领导和联络人职责、任务。

进一步建立气象宣传科普工作制度建设，推进落实《气象

宣传工作管理办法》，结合实际工作，制定配套的制度流程，

重点加强对部门媒体和新媒体的管理，健全工作机制。

（2）充分运用新闻

发布会、热点访谈

等形式，及时发布

政府信息，全面加

强政策宣传和解

读，积极回应社会关

切

召开 12 次新闻发布会。发布内容包括国内外天气气候特

点、全国天气展望等最新信息，并针对台风、暴雨、干旱、泥

石流等重大气象灾害，以及全国“两会”、北京 APEC 会议、青

奥会、春运、汛期、春耕春播、秋收秋种、传统节假日等发布

专题气象服务信息、提供气象保障。同时，通过新闻发布的方

式开展国内外十大天气气候事件评选、“我给台风起名字”等

活动，提高公众对气象工作的参与度，增进公众对气象工作的



了解。

举办 8次媒体通气会。围绕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发布、2013 年《中国气候公报》发

布、全面深化气象改革进展成效、雾和霾成因解析、世界气象

日、城市防灾减灾、厄尔尼诺等话题，主动公开有关信息，有

效扩大了气象信息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积极安排媒体采访。全年接待来访媒体 344 家，其中境内

328 家、境外 16 家，发稿量约 1200 篇（次）。

（3）加强门户网

站、政务微博微信

等平台建设

加强长效机制建设。出台《中国气象局关于加强政务门户

网站应用和管理工作的意见》（气发〔2014〕77 号）。

加强新媒体平台建设。开设中国气象局官方微博、微信，

并在搜狐、人民日报网等新闻客户端开通官方政务大厅。

加强与社会主流网络的合作。充分发挥新闻线索提供、专

家资源统筹、重大活动组织、社会媒体推广等方面的优势；定

期组织中国气象局网站专题策划会、门户网站和新媒体研讨

会，推动中国气象局网与中国政府网、人民网、新华网以及国

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网等的交流合作，有效形成了信息发布合

力。

在整合现有业务资源的基础上，调整优化业务布局，创新

工作机制。在内容发布上将日常工作与专题策划相结合，在传

播形式上将图文传播与视频动画等新媒体相结合，在传播方式

上将门户网站宣传与社会媒体推广相结合，在技术支撑上将自

主开发与引进消化相结合。已实现报网与“多微一体”联合全

媒体互动发布、中英文网页改版，推出了大量贴近公众的解读、

图表、科普、专题和访谈，形成“一报一网”（中国气象报、

网）及“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视和新闻客户端）运行

格局，有效提升了气象工作的影响力。

二、推进

行 政 权

力 运 行

信 息 公

开

5. 组织做好行政

审批事项公开。

（1）建立权力清单

制度，公开各级气

象主管机构行政审

批目录

2014 年初在中国气象局网和中国机构编制网上公开气象

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并接受社会监督。

（2）公开气象行政

审批情况

防雷资质认定公开情况：防雷资质认定已按照国务院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有关要求，下放到省级气象主管机构，中国气象

局不再承担行政审批。

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审批公开情况：对 67 个气象专用

技术装备颁发了使用许可证并在中国气象网上公开了目录。

6．切实抓好气象行

政处罚信息公开
2014 年中国气象局本级没有行政处罚信息。

三、继续

推 进 财

7. 深化财政预算

决算信息公开

2014 年部门预算于 4月 18 日公开。

2013 年部门决算于 7月 18 日公开。



政 资 金

信 息 公

开

8. 加大“三公”经

费公开力度

2014 年“三公”经费预算于 4月 18 日公开。

2013 年“三公”经费执行情况于 7月 18 日公开。

四、加强

公 共 领

域 的 信

息公开

9. 扎实做好政府

采购信息公开

中国气象局（含直属单位）政府采购信息均在中国政府采

购网上公开，部分信息在中国气象局官方网站上公开。

本年度共接受采购单位委托采购任务 194 项，其中公开招

标 131 项。共发布公开招标公告 131 条、中标公告 171 条（含

除公开招标以外的其他采购方式中标）。

10. 推动科技管理

和项目经费信息公

开

建立了行业专项等科研项目立项、验收、资金安排等管

理信息公开制度。依托气象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网站开辟了气

象科研规划计划、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以及行业专项等科研项

目立项查询、科研动态进展、结题验收项目成果展示等专栏，

及时更新相关信息，方便各界了解。

在中国气象局网等网站上及时公布 2014 年度行业专项立

项项目信息（39 项项目名称及其主要研究内容、负责人、承

担单位、批复预算经费等）和气象部门承担的国家科技计划项

目立项信息；及时更新了气象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网站相关专栏

信息。

在中国气象局网、气象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网等网站及时公

开发布了 2015 年度行业专项入选储备库项目清单、年度项目

指南、项目评审结果、年度推荐项目清单等信息。

在中国气象局网、项目依托单位网站及相关专业网站上，

及时发布或转发了 23 项行业专项结题验收项目信息；在气象

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网站上及时更新发布了验收项目成果综述

(主要成果、创新点及转化应用成效)信息。

在气象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网站及时公布了年度行业专项

综合评审、农转资金项目验收等会议的评审专家名单。

11. 强化气象灾害

预警信息发布

2014 年，通过各种渠道共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息 526 期。

其中，高温预警 19 期,沙尘预警 12 期,大雾预警 35 期,霾预警

62 期，暴雨预警 223 期，暴雪预警 21 期，寒潮预警 18 期，

海上大风预警 30 期，台风预警 96 期，强对流天气预警 10 期

五、认真

做 好 依

申 请 公

开工作

12. 进一步规范依

申请公开工作，改

进完善申请办理方

式，加强与申请人

沟通

按照已出台的一系列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程序,我局进一

步完善了依申请公开的流程,提供了网上申请、电子邮件申请、

信函申请等多种申请渠道，方便公众申请我局制作的政府信

息。2014 年，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件，已按照有关要

求进行了办理和答复。

六、加强

政 府 信

息 公 开

基 础 建

设

13. 加 强 制度 建

设。

（1）建立政府信息

公开指南和目录更

新完善机制；

(2)建立健全信息

公开监督保障机

制；

为了推进和规范气象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2008 年印

发了《气象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和《中国气象局政府信息

公开指南》(气发〔2008〕138 号)。

为规范气象部门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2012 年印

发了《气象部门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气发〔2012〕

19 号）。

为规范中国气象局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流程，确保政府信息

及时、准确地公开，2013 年印发了《中国气象局政府信息公



(3)强化保密审查

制度

开程序（试行）》（气办发〔2013〕40 号）。

为方便公众获取我局政府信息，初步修订了《中国气象局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2015 年将结合中国气象局网信息公开栏

目的改版，对信息公开目录进行更新完善。

14. 加 强 队伍 建

设。组织信息公开

工作培训和交流。

选派人员参加了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组织

的有关培训。

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4〕12
号）精神，我局结合气象部门实际制定了《气象部门 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并制作
了《中国气象局 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按照职责将六个方面、14项重
点工作落实到机关职能机构，使各项任务得到了落实并取得较好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