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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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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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政办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社会 87926318

2机构职能
依据“三定”方案及职责调整情况
确定的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最新法
定职能

人事科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社会

3领导分工

领导姓名、工作职务、工作分工、
工作简历、标准工作照（近期1寸
彩色浅底免冠照片）

人事科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社会

4内设机构 内设机构名称、职责、办公电话 人事科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社会

5直属单位概况
下属单位名称、地址、主要负责人
、办公电话

人事科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社会

6法律、法规
现行有效的农业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及地方政府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
2016〕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
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
〕80号）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厅关于印
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川办发〔2017〕40号）

法规科
上级机关发布信息或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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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
布

社会 86550584

7部门、地方政
府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

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制定的行政规
范性文件及代区政府起草的行政规
范性文件

法规科
上级机关发布信息或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社会 86550584

8其他政策文件 农业、农村、农民相关政策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社会

9政策解读 农业农村相关重大政策文件解读
信息形成（变更）3
个工作日内

社会

成都市郫都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机构信息

政策文件

承办科室单位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
布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
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
2016〕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
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
〕80号）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厅关于印
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川办发〔2017〕40号）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
2016〕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
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
〕80号）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厅关于印
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川办发〔2017〕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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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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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51356

8792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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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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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信息公开相关
制度

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政务公开工作
相关制度

党政办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社会 87926318

11依申请公开指
南

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依申请公开指
南、公开流程及依申请相关信息

党政办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社会 87926318

12政府信息公开
年报

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历年政府信息
公开年报

党政办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社会 87926318

13概况信息 全区农业农村和林业概况 政研科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社会 86551712

14规划计划
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年度工作要点
、农业农村规划等信息

政研科、规划园区处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社会 86551712

15人事信息
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人事任免、招
考信息，职称评审和教育培训信息

人事科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社会 86551356

16建议提案办理
由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答复的、应
当公开的区人大代表建议复文和区
政协委员提案复文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
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
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川办发
〔2014〕96号）

党政办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社会 87926318

17预决算公开
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预算及编制说
明、决算及编制说明

财务科
信息形成（变更）20
日内

社会 86550548

18财务信息
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相关财政资金
安排公告

财务科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社会 86550548

19招标采购
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政府采购、招
标公告及结果公告

财务科（项目办）
信息形成（变更）7
个工作日内

社会 69510426

20重大项目建设
区本级重大建设项目审批、验收等
信息

承办科室单位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86550554

21民生工程
由省市区政府确定由区农业农村和
林业局牵头实施的目标任务年度计
划文件和实施情况

党政办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87926318

22扶贫开发
年度扶贫项目、资金安排情况、精
准脱贫攻坚政策及措施

扶贫办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86556099

23统计数据
全区农业农村统计数据、全区生猪
生产和价格监测信息

农村经营管理服务中心、
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农村
经济信息中心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86550840、
87930995、
86551111

24行政权力责任
清单

市农业农村局行政权力项目名称、
责任主体、责任事项、追责情形、
监督电话等

法规科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86550584

信息公开

财务公开

重点事项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
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
2016〕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
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
〕80号）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厅关于印
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川办发〔2017〕40号）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
2016〕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
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
〕80号）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厅关于印
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川办发〔2017〕40号）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

2016〕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
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

〕80号）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厅关于印
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川办发〔2017〕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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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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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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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
布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

布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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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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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应急管理
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相关安全应急
预案全文和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安全
应急处置、应急演练等情况

相关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
科室单位

信息形成（变更）10
个工作日内

86550530

知》（川办发〔2017〕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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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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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互动 26在线访谈
局领导参加区政府网站、主流媒体
网站等在线访谈信息

宣传科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5个工作日内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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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
布

社会 86551712

27行政许可（植
物检疫、动物检
疫、木材运输许
可）

事项名称、设定依据、申请条件、
办理材料、办理流程、办理地点、
受理时间、办理结果、联系电话等

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植物和水生动物检疫站、
农业和林业综合执法大队
、森林资源管理科

69510431、
86550537、
86550534、
69510430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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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行政
处罚决定等

法规科 86550584

29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的权力类型、实施主体、
法定依据、检查流程、检查种类、
检查内容等。

养殖业管理科、农业生产
科、森林资源管理科、农
业机械化科（安全生产
科）、农质科、合作经济
指导科、农业和林业综合
执法大队、森林公安、森
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植
物和水生动物检疫站、绿
化科

87930995、
86550544、
69510430、
64433103、
87921073、
86550840、
86550534、
69506827、
69510431、
86550537、

30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的权力类型、实施主体、
法定依据、强制流程、强制种类、
强制内容等。

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植物和水生动物检疫站、
农业和林业综合执法大队
、森林资源管理科

69510431、
86550537、
86550534、
69510430

31行政奖励
行政奖励的权力类型、实施主体、
法定依据、奖励流程、奖励种类、
奖励内容等。

所有行政科室、执法机构 86550554

32行政确认
每一项行政确认的权力类型、实施
主体、法定依据、处罚流程、处罚
种类、处罚内容等。

合作经济指导科、农业机
械化科（安全生产科）、
养殖业管理科、农业生产
科、林业（花卉）生产管
理科

86550840、
64433103、
87930995、
86550544、
69510429

执法公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

2016〕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
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

〕80号）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厅关于印
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川办发〔2017〕40号）

信息形成（变更）7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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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
布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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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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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其他权力（规
定禁猎区和禁猎
期以及禁止使用
的猎捕工具和方
法、林木采伐作
业设计方案的审
核、隔离、处理
染疫或者疑似染
疫的动物、动物
产品及相关物品
、没收销毁不符
合补检条件的动
物及动物产品、
销毁违规调运或
带有检疫对象的
植物和植物产品
、病虫害预报的
验证）

其他权力的权力类型、实施主体、
法定依据、处罚流程、处罚种类、
处罚内容等。

法规科 86550584

34执法人员信息
执法人员姓名、工作单位、执法种
类、执法证件编号、执法证件有效
期等基本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农业和林业综合执法大队
信息形成（变更）7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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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
布

社会 86550584

公共服务

35拖拉机培训机
构理论教员和教
练员考核、出具
种子生产地点检
疫证明、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档
案解除封存、农
村能源工程报废
、养蜂证申领、
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服务中
介组织备案、受
理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纠纷仲裁申
请、林木种子采
种林的确定、种
子生产经营者不
需要办理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证的
备案

每一项公务服务的事项来源、权力
来源、法定办结时限、行使层级、
审查类型、实施主体、受理条件、
申请材料、办理流程、设定依据、
常见问题等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
2016〕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
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
〕80号）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厅关于印
发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
知》（川办发〔2017〕40号）

农机推广服务中心、农村
能源管理办、养殖业管理
科、合作经济指导科、林
业（花卉）生产管理科

信息形成（变更）7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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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
布

社会

64433103、
86550520、
87930995、
86550840、
695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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