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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市人民政府政风行风评议办公室文件
庆政评办〔2017〕2号

关于印发《2017 年度民主评议政风行风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现将《2017 年度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实施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安庆市人民政府政风行风评议办公室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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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全面提升各级、各部门政风行

风建设水平，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决定 2017 年继续在全市

开展政风行风评议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评对象

各县（市、区）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和列入 2017 年市直机关争先创优

目标绩效考核的市直部门（不含民主党派）、以及部分公共

服务行业单位共 131 个（参评单位名单见附件 1）。依参评

对象工作职能分以下五类开展评议：

第一类：各县(市、区)政府共 10 个单位；

第二类：市委工作部门和直属机构、市人大办公室、市

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察局、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各人民团体机关共 31 个单位；

第三类：市政府工作部门和直属机构(含垂直管理的工

作部门)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共 56 个单位；

第四类：高等院校及市直重点医院和中学共 12 个单位；

第五类：市直公共服务行业单位共 22 个单位。

二、评议内容

(一)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参评对象主要评议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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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政务公开、工作作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具体内容为：

1.依法行政方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落实“两集

中、两到位”情况；依法行政情况。

2.政务公开方面。推进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推行权力清

单、办事制度、办事程序、办事内容、办事结果公开等情况。

3.工作作风方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

恒纠“四风”情况;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

问题情况。

4.廉政建设方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情况；

党员干部执行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及廉洁从政情况。

（二）第四类、第五类参评对象主要评议依法经营、办

事公开、服务质量、廉政建设等方面。具体内容为：

1.依法经营方面。依法从事服务经营活动，行业自律及

诚信服务等情况。

2.办事公开方面。尊重服务对象的知情权，按规定向社

会公开办事程序、服务内容等情况。

3.服务质量方面。提升工作效能，优化服务流程，优质

服务情况。

4.廉政建设方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情况；

工作人员恪守职业道德、廉洁从业等情况。

三、评议方法

2017 年民主评议工作采取社会评议、网络问政评价、

1584 政风行风热线考评、政风建设工作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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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评议：由市政风评议办公室会同国家统计局

安庆调查队组织实施，在全市采取分层面随机抽样的方法抽

选评议代表，通过召开政风行风评议会议的形式组织社会各

界开展社会评议。社会各界评议代表分六个层面随机抽选，

分别为：

第一层面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

第二层面为市级投诉受理机构、新闻监督机构、党风党

纪监督员、特邀监察员代表；

第三层面为各类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代表；

第四层面为市直机关工作人员代表；

第五层面为县（市、区）直机关工作人员代表；

第六层面为基层人民群众代表。

（二）网络问政评价：直接运用市经济信息中心“网络

问政”考核结果的分值（评分细则见附件 2）。

（三）1584 政风行风热线考评：直接运用市热线办考核

结果的分值（评分细则见附件 3）。

（四）政风建设工作考评：直接运用对各县（市、区）

政风建设工作考核结果的分值（评分细则见附件 4）。

四、计分方法

社会评议、网络问政评价、1584 政风行风热线考评、政

风建设工作考评均采用百分制计分办法考评。

社会评议采用满意度等级评价法，对各参评对象的政风

行风建设评价，设置“满意”、“较满意”、“基本满意”、

“较不满意”、“不满意”五个档次，依据各层面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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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出每个参评对象的社会评议得分。

参评对象社会评议各层面的权重设置为：第一层面 15%；

第二层面 15%；第三层面 20%；第四层面 20%；第五层面 20%；

第六层面 10%。

参评对象民主评议综合评价得分，依据参评对象社会评

议、网络问政评价、1584 政风行风热线考评、政风建设工作

考评四个部分分值加权平均生成。

第一类参评对象民主评议综合评价得分计分方法为：

“1584 政风行风热线”上线单位，由社会评议（权重 80%）、

网络问政评价（权重 5%）、“1584 政风行风热线考评”（权

重 5%）和政风建设工作考评（权重 10%）四个部分得分加权

平均生成；非上线单位，由社会评议（权重 85%）、网络问

政评价（权重 5%）和政风建设工作考评（权重 10%）三个部

分得分加权平均生成。

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第五类参评对象民主评议综

合评价得分计分方法为：“1584 政风行风热线”上线单位，

由社会评议（权重 85%）、网络问政评价（权重 5%）及“1584

政风行风热线考评”（权重 10%）三部分得分加权平均生成；

非上线单位，由社会测评（权重 95%）和网络问政评价（权

重 5%）两部分得分加权平均生成。

政风行风民主评议结果，依据参评对象民主评议综合评

价得分分类排序。

五、时间安排

准备阶段(9 月底前)：民主评议调查项目申报立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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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作方案，组织业务培训。

实施阶段(10 月底前)：分层面组织开展社会评议。

汇总阶段(11 月上旬)：分类录入汇总评议结果。

整改阶段（11 月底前）：通报评议结果，反馈群众意见，

各单位制定整改措施并组织整改。

六、结果运用

（一）列入市直机关争先创优目标绩效考核的单位民主

评议综合评价得分，以 15%权重计入其争先创优目标绩效考

核总分之中。县（市、区）政府综合评价得分按有关规定纳

入市委市政府对县（市、区）的有关考核总分之中。

（二）评议结果公开通报，对群众满意度较低以及各类

综合评价得分位处后三名的参评对象，市领导将安排约谈其

主要负责同志，查因问责，督促整改。

七、工作要求

1.各地各部门要加强领导，落实工作机构，积极参与民

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确保评议工作顺利进行。

2.参加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的单位和工作人员要严

格遵守工作纪律，若有干扰、影响评议工作等行为，将实行

责任追究。

3.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市纠风办）将对评议工作全

过程实施监督，受理处置群众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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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参评单位名单

第一类单位（10 个）：

桐城市政府、怀宁县政府、潜山县政府、岳西县政府、

太湖县政府、望江县政府、宿松县政府、迎江区政府、大观

区政府、宜秀区政府。

第二类单位（31 个）：

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

政协办公室、市监察局、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

战部、市委政法委、市委政研室、市信访局、市直工委、市

编办、市委老干部局、市台办、市工商联、市委党校、安庆

日报社、市档案局、市委市政府接待处、市委党史研究室、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

联、市文联、市侨联、市科协、市台联、安庆广播电视台。

第三类单位(56 个)：

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委会、市发改委、市教体局、市科技局、市经信委、市民委

（宗教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市国土局、市环保局、市住建委、市重点工程建

设局、市交通局、市农委、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商务局、

市文广新局、市卫计委、市审计局、市规划局、市外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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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监局、市粮食局、市统计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城

管执法局、市人防办、市物价局、市扶贫办、市法制办、市

政务服务中心、市公管局、市招商局、市残联、市地方志办、

市公积金中心、市供销社、市旅游局、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

市地震局、市土地收储中心、市园林局、市金融办、市国税

局、市地税局、市工商质监局、市邮政管理局、安庆海关、

安庆检验检疫局、人行安庆支行、安庆银监分局。

第四类单位(12 个)：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安徽黄梅

戏艺术职业学院、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市立医院、市第

一人民医院、市第一中学、市第二中学、市第七中学、市第

九中学、市第十中学、市石化第一中学。

第五类单位(22 个)：

市气象局、安庆供电公司、市烟草局、工行安庆分行、

农行安庆分行、农发行安庆分行、中行安庆分行、建行安庆

分行、交行安庆分行、徽商银行安庆分行、安庆农村商业银

行、邮政储蓄银行安庆分行、安庆供水集团公司、市港华燃

气公司、市中北巴士公司、电信安庆分公司、移动安庆分公

司、联通安庆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安庆分公司、中国

人寿保险安庆分公司、安庆火车站、安广网络安庆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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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网络问政评价”评分细则

依据省政府办公厅对政府网站考核评分和市纪委《关于

进一步做好市政府网站“市民心声”在线回复工作的通知》

（庆纪发〔2010〕2 号）的要求，结合网络问政工作实际，

参照省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评价，本着客观公正、公开透

明、实事求是的原则，适当调整对各县（市、区）和各职能

单位网络问政（市民心声）平台回复情况的考核评价标准（按

100 分计算）。

1、按每月汇总统计的《网民来帖回复情况》，网民来

帖未回复的，每帖扣 5 分；

2、来帖反映问题属于单位职责范围，但单位以各种理

由推诿或消极应付，未能真正解决问题，导致网民多次反映

同一问题的，除第一次扣 5 分外，每反映一次扣 3 分；

3、凡有一帖超过 2 个月未回复的，扣 20 分；

4、全年无来帖的单位，得所有单位得分的平均分；

5、总分达不到 60 分的按 60 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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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584 政风行风热线”考核评分细则

根据市纠风办《关于印发“1584 政风行风热线”工作考

核暂行办法的通知》（庆纠办发〔2005〕8 号）的考核标准，

各上线单位在热线工作中如有下列行为的予以扣分（按百分

制）：

1、市直单位“一把手”年度上线率应不少于 30%。上线

率达到 30%的，计 10 分；少于 30%的，按该单位“一把手”

实际上线次数与应上线次数所占比例，折算计分；各区政府

“一把手”上线不少于 1 次，计 5 分，少于一次扣 5 分；

2、主要上线嘉宾迟到一次扣 5 分；陪同上线嘉宾迟到

一次扣 2 分；

3、上线嘉宾业务不熟、敷衍塞责、答非所问、现场效

果差扣 5 分；

4、热线工作联络员因岗位变动未及时调整的扣 2 分，

报表、预案报送超时限以及不规范的每件扣 1 分；

5、线上同一问题因非客观原因被重复反映两次以上的，

扣 2 分；

6、对线上诉求事项超时限办理以及只有办理过程、无

结果的每件扣 2 分（含转办件）；

7、对线上诉求事项反馈的办理结果与事实不符并造成

不良影响的，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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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政风建设工作考评评分细则

参照省监察厅对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政风建设评价的标

准和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政风建设工作考评主要考核

县（市、区）（不含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按照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奖惩结合、

鼓励争先的原则，综合各县（市、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省市相关规定、国务院或省市作风建设大督查、办理中

央纪委和省、市纪委查报件、开展专项治理等情况进行评价

（满分 100 分），具体分值构成如下：

1、基准分：60 分。

2、加分项目及分值：

（1）2017 年报送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县（市、区）

管干部占比（基数为查处总人数），排在前 3 名的县（市），

依次加 8 分、5 分、3 分，排在第 1 名的区加 8 分。

（2）报送县（市、区）管干部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的，每人次加 3 分。

（3）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或群众身边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被中央纪委和省、市纪委采用的，每

起分别加 8 分、5 分、3 分。

（4）2017 年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在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含中国纪检

监察和党风廉政建设杂志）等主流媒体介绍经验的，每件次

加 10 分；在安徽日报介绍经验的，每件次加 5 分。此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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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 10 分。

3、扣分项目及分值：

（1）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和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连续两个月零报告的，一次扣 3 分。

（2）党风政风子系统模块数据因错误等原因被上级纪

委退回的，每件次扣 2 分。

（3）落实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情况，县（市）季度、

区 4 个月无典型案例通报曝光的，每少 1 次扣 3 分；县（市、

区）管干部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违纪行为发生在 2016 年

以后，县（市、区）本级没有通报曝光的，每人次扣 3 分；

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县（市）

全年少于 4 次、区少于 3 次的，每少一次扣 3 分。通报曝光

情况以报送至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为准。

（4）中央纪委、省市纪委要求查报件未按规定办结的，

每件次扣 5 分。

（5）问题被中央、省市或市级以上（含市级）主流媒

体曝光并查实，被中央或省市作风建设督查发现的，每件次

扣 5 分。

（6）各县（市）扶贫领域突出问题等专项整治工作“零

报告”的，每月次扣 3 分。

以上加分、扣分项目不重复计分，以项目最高得分计入。

基准分与加分、扣分情况，累计记入政风建设工作考评分。

总分超过 100 分的，按照 100 分计算；低于 60 分的，按照

60 分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