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证监局 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宁夏回族自

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 ((中国证�

监会证券期货监督管理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规定， ((宁夏证

监局 2017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现予发布。

本报告由宁夏证监局汇总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编制

而成，所列政府信息公开数据统计期限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报告电子版可在"中国证监会网站宁夏

监管局子栏目" (http://www.csrc.gov.cn/pub/ningxia )查

阅或下载。如有疑问或意见建议，可直接与宁夏证监局办公室

联系。(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 379 号金源大厦 12 楼;

邮编: 750004; 电话: 0951-6735010; 传真: 0951-6735000)

一、概述

2017 年?宁夏证监局把政务公开作为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

重要内容，认真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面推

进政务公开若干重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政办发 (2017 J

74 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 年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的通知))(宁政办发 (2017J 80 号)、中国证监会《关于

http://www.csrc.gov.cn/pub/ningxia


印发 2017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证监办发 (2017J 33

号)等文件要求，健全工作制度，采取多种形式，及时全面准

确公开政府信息，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扎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

各项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宁夏证监局高度重视政务信息公开

工作，将政务公开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分

管领导具体抓，办公室具体负责对外宣传、辖区资本市场舆论

引导、信息发布等工作。落实政务公开责任制，将政务公开总

体任务分解、细化到各业务处室，由 1名信息技术人员负责政

务信息发布工作。

(二)落实制度机制。近年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监督

管理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有关规定，结合辖区资本市场实

际，我局先后制定了《宁夏证监局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办法)) ((宁

夏证监局证券期货监管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 ((宁夏证监局监

管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指引(试行)))和《宁夏证监局信息

发布与报送管理办法》等制度。认真抓好各项制度的落实，大

力推行阳光政务。在中国证监会网站宁夏局子栏目公开《宁夏

证监局证券期货监管信息公开指南)) ，对主动信息公开的内容、

方式、时限及依申请信息公开的申请方式、办理流程等进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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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方便社会公众及投资者了解、使用。及时发布监管工作动

态信息、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审核进度及审核结果等信息，特别

是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信息做到"双公示"，取得了较好效果。

(三)加强政府网站平台建设。宁夏证监局政务信息通过

中国证监会网站宁夏监管局

子栏目进行公开和发布。设有

茹苦辈革击监管工作、行政许可、通知公

133:莘莘ii革:告、投资者保护、辅导企业信

胡闹哑监舍主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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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宁夏幅巨私房墨金阳关监管 III宜的通叩 c，创. [百四许司�项E 守哩匾篮圄百四许可~...、

(四)政策解读舆情回应情况。中国证监会建立例行新闻

发布会制度，设立专职新闻发言人，于每周五集中发布政策信

息，并回应市场关心的问题。对于社会关注度高的法规政策和

重大措施，解疑释惑，传递权威解读。

二、推进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一)全面推进"五公开"，严格保密审查。贯彻落实政

务信息公开相关要求，全面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

果公开，积极做好主动公开工作。高度重视信息公开保密审查

工作。根据《宁夏证监局信息发布与报送管理办法》和《宁夏

证监局监管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指引(试行)))规定，在局

内 OA 系统建立信息公开审批机制，履行保密审查手续，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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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显且自由曲目州信时附川附附||

3 辅导企业基本悟况，

(;l' 您的世:百则将企业信息

辅导企业信息

公开信息不涉密、涉密信息不公开，全年没有出现违规发布信

息问题。

(二)不断拓展公开范围和内容，进一步满足市场各方的

信息需要。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开我局重要监管工作动态，切实

提高监管透明度。为增强信息的时效性， 2017 年，宁夏证监局

对相关栏目信息进行逐一核查，对已过期或不适用的信息数据

进行了调整和清理，对未及时更新的进行了补录。重点推进机

构名录信息公开，及时更新《宁夏辖区证券经营机构名录)) ((宁

夏上市公司名录))，新增《宁夏辖区新三板挂牌公司名录)) ((宁

夏辖区期货经营机构名录)) ((宁夏辖区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名录》

《宁夏辖区私募基金管理人名录)) ，便于公众识别合法证券基

金期货经营机构，防范非法证券期货活动风险。同时，结合监

管实际，对 IPO

辅导备案企业、

投教基地、拟招
�财达证栅俯限公司关于宁凰城贵阳技发展脏的有回去司撒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t

�捕证栅有限公司关于宁夏始栅棚公司首 i丈母附牒晴南导工作 i 录人员等信息
�华西证跚跚公司关于艳阳峨偷眼公司首 ìt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留导工1 进行了公示。
�华西证攒的有限公司奸宁脚咄咄盼辆公司航公开街股票挝晴导工 1

，长城证劳服饰有因公司关于宁夏上障制服曲高原公司主铺导工作备案报告(竟-期)

「铺导企业基革情况

(三)注重

投资者保护，提

升教育宣传效果。设立投资者保护专栏，按工作简讯、监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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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规范性文件投资者知识园地分类推送监管动态法规政 l

策、证券期货知识、典型案例，宣传普及资本市场知识。开展

"投资者保护-明规则、识风险"专项宣传活动，发布案例 17

期，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ν 工作简百\ --�.ç-

�投资智保护�明规则、 t民Jl!l~盘"嚣倒 (-t-七〉一-;远离骂自去投资咨询树立理性投贸�理念

�宁夏 1正监陆加始时幅区投毗基地的持辑览曹

�吁究资者保护�明规则、 iR~ 险"菊仙-~<+六〉一- "i-1ò害理财"-'在程倍证静投资童正草草

- "j 交资者 4架护�日月姐!!JJIJ、识 Jl!l~1L" 黯倒 (-t-五〉一-~~肯恪投 'iil'者的"危险洒睛"

"投资者 4果是户 -El月四刷、识 lXt险"黯例〈十四) --7:E曹 rs画不可一慨而情理性仲析方盹
"投资智 f.民护-ßJj来见刷、iH15吐~1L"嚣例 (-t-三三〉一-ff 变相苦苦司 3嗣搁置 E 切事 (i 量集Jl!f盹 f吃怖

出蛐 E管1f><，lIlR.
�丐2草草帽 ~J 二市公司在圭'" (宿~1'i至 2018 勾三1月 24曰〉

�丐~llJ!:锚区而三三鲁克挂牌公司名隶〈能至 2018 罕1月 24日〉

�弓~M 晴E区用览位营机 4句名置主

�号~Æ 编笛ßl 正羡参岳 E宫E似L非勾哇主章主《苞 ~1'i王 2017 去在三 10月19B>

�宁革l\ll;ll: 豆，沂-桓挂牌公司 g 景 (EI!1'i至2017 年7月 28日》

�丐~l'i:幡ßJ 工市公司名羡〈配至 2017 年7月 28曰〉

岛、

-甲、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宁盹甲一川⋯ I证监局介绍信息公开在线办事 E动交流组.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证监会网站宁夏监管局子栏目

共发布更新各类信息
监营工作

?亘证监局公司监管处荣获自治区"

宁E证监局召开 2017年公司债券投资'"

1宁豆届监局组织学习习近平总节记纠..

m 宁夏证监局举办辖区区域时睐市场..，

"宁夏证监局举办约 17年度辖区公司债..，

自宁E证监局举办 2017年度辖区上市公...

n 宁E证监局开展 "2017新三板万里行.. ，

Ð'jJfì证监局全方位构建辖区证券期货...

1比-
~

~
" .•i

20H，':r宁蔓新三七反战脚企#
.•IKl臂1.f\--Cj!" I轩训 ~1.

幽幽?悔:atb

-宇，.......T_叮叮叮气-晴-一一一-一'-'-'"'-回国卢」
-=理-画曹韩帽~四"""*=唱画

'门叫
宁豆Ii主拦在ι，

110 条。其中，机构设

置、工作职责和联系方

式信息 1条;监管工作

动态信息 24 条;行政许

可申请受理及审核进度

公示信息 3 条;通知公告信息 16 条;对辖区相关上市公司及.

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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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也未发生各类针对政府信息公开

事项的投诉举报。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2018 年改进措施

2017 年，宁夏证监局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投资者保护

工作信息为重点，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依法依规做好投资者依

申请公开工作，不断增强监管工作透明度，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还存在政务公开培训工作有待加强、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

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

2018 年，我局将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落实证监

会和自治区关于推进政务公开的工作部署，坚持以公开为原

则、不公开为例外，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突出重点工作，丰

富内容，拓宽渠道，回应社会关切，不断满足市场各方对监管-

信息的需求。

一是拓宽途径，进一步提高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在严格执

行信息公开发布审查的基础上，探索利用自媒体、新闻媒体等

多种公开形式回应投资者关切?切实提高信息公开的及时性。

二是加强调研，进一步提高信息公开质量。充分吸收市场

各方对改进、推动我局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建议，根据工

作需要进一步拓展信息公开范围，改进工作方式，不断提高信

息公开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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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宁夏证监局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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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宁夏证监局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2017 年度)

统计指标 单位 统计数

一、主 ï;fJ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110
(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 l 条)

Jt巾:主 ï)J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条

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1仲T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1.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2.政府|州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110

3. 政务微 Wì-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
4. 政务做 1n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
5. 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O

二、|口!I训脱出情况

(一)I口|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恼'数
(不|可方式|画IJ当同一热点成舆↑百计 i 次) 沙〈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I方式|月|应解读的情况

1.参加1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其巾:主要负责同岑参加新问发布会次数 次

2.政府|吟站在线讪谈次数 次

Jt巾: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民谈次数 次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枪川刷

4. 做博微{言回JN事件数 次

5. 其他方式|口I}监事件数 次

二、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收到申请敖 1仲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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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O

2

7

7

O

5

7

l

o

O

O

O

O

O

。

。

。

O

个

个

人

人

人

1. 当H1i申请数
2. 传真申请敛

3. 网络申请数

4. 信的申请到{

(".)申请办纣数

1.按时办主占数

2. 延朋办钻数

(二)巾请答复数

1.周丁己主动公开范伟|数

2.同草公开答复数
3. 同J忠部分公开答复数

4. 不同忘公开答复数

JJ;巾:涉及1]1家剧也;
涉』生商业拙'峦

涉及个人隐私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讲安全和丰 f:会稳定
个是《条例》所指政的信息

法w法规规 12的其他情形
5. 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6 可l请信息不存在数|件 I 7 I
7 告知作山里圳、充数|件 I 0'

8. 告知|通过其他j主任办理数

四、行政 u议数目
(一)维持具休行政行为数

( ".)被依法纠锚，放

(二)其他情形敖

←fi.、行政诉险 1世吊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 i!.JG布驳|百|原告诉讼请求数

〉被依法纠错数

(-":) J*他 .t;!i形数
六、举报投诉数用:

七、(在中诸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八、机构也设和保障经费怕况

(一)政府信息公开叫乍午门机构数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 }.I.(数

(一二)从事政府信息公开丁i乍人员到(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此政府间主 (Î-，丁作人员组()

2. 兼职人员敖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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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编辑管理及政府间站

建设维护等方面的经费)

九、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附训情况

(一)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二)斗主办各类培训班数

(三)接受珩训人员数

万元

次

次

人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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