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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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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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职能
依据“三定”方案及职责调整情况确

定的本部门最新法定职能

领导分工
领导姓名、工作职务、工作分工、简
历和标准工作照（近期1寸彩色浅底

免冠照片）

内设机构 内设机构名称、职责、联系电话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和全省
、全市有关财政收支审计、政府投资

建设审计等的地方性法规

部门和地方政府规章
国家部委和省、市政府有关审计工作

准则、内部审计规定等的规章

其他政策文件
审计局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制定或审

计局制定的政策性文件

政府信息公开操作规程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依申请

公开申请表格
信息形成（变更）

20个工作日内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每年1月31日前公
布上一年度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年度报

告

要闻 时政要闻、审计新闻
信息形成（变更）

20个工作日内

动态 处室动态、区（市）县审计局动态
信息形成（变更）

20个工作日内

通知公告
门户网站域名变更、有关采购事项等
与我局相关的通知、公示、公告等

综计处
办公室

按照有关要求适时
公开

 咨询电话：
61883899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审计结果公告
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计工作报告、审计整改报告及单项

审计结果公告等
综计处

信息形成（变更）
20个工作日内

 咨询电话：
61883899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咨询电话：
61883891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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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计处

咨询电话：
61883879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政府信息
公开相关

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综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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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61883899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重点信息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工作动态
类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711号）、《四川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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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政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711号）、《四川
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

政府令第327号）

法规处
信息形成（变更）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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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审计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机构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人事处
办公室

 信息形成（变
更）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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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61888718
61883938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第 1 页



政策解读
审计工作报告解读、审计整改报告特
点解读、与审计相关的政策文件的解

读

综计处、
法规处

信息形成（变更）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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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61883899、
61883879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队伍建设 党建、廉政、团队、支部活动
党建、廉政、团队、支部工作方面的

动态信息

综计处
机关党委
人事处

信息形成（变更）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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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61883891
61883901
61883941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发展规划 局发展规划、工作要点等

计划总结 与审计监督相关的总结

财政信息 财政预算、决算信息
部门预算编制说明、部门决算编制说

明以及三公经费情况
办公室

按照财政局统一要
求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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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61883928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

建议、提
案办理情

况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规划计划
综计处
办公室

信息形成（变更）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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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牵头办
理件回复意见

办公室
按照人大、政协要

求适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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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71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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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推进省以下预
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财预〔

2013〕309号）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61883891
61883938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咨询电话：
61883881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711号）、《四川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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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共8项）被审计单位拒绝对被审计单位拒绝或拖
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资料，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
实、不完整的，或者拖延、拒绝、阻碍检查，拒不
改正的处罚；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
支行为的处罚；对单位和个人截留、挪用、骗取国
家建设资金，违反国家投资建设项目有关规定行为
的处罚；对企业与个人骗取、挪用财政资金以及政
府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
款，从无偿使用的财政资金以及政府承贷或者担保
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非法获益，
及其他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以及其他政府
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行为的处罚；对企业和个人隐瞒应当上缴的财政收
入，截留代收的财政收入，及其他不缴或者少缴财
政收入行为的处罚；对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定印制财
政收入票据，转借、串用、代开财政收入票据，伪
造、变造、买卖、擅自销毁财政收入票据，伪造、
使用伪造的财政收入票据监（印）制章的处罚；对
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
金或者其他公款的处罚；对建设单位或者代建单位
未按规定提请办理竣工决（结）算审计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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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711号）、《四川
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2018年本）

》

法规处
 信息形成（变

更）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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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61883879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行政强制
（共1项）封存有关资料和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

产。
实施主体、咨询电话、监督反诉电话

、法定依据、流程图等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711号）、《四川
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2018年本）

》

法规处
 信息形成（变

更）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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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61883879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其他行政
权力事项

（共1项）通知财政部门暂停拨款，责令有关单位
暂停使用。

行使层级、事项来源、权力来源、审
查类型、实施主体、办理时限、运行
系统、申请材料、受理条件、办理流

程、常见问题等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711号）、《四川
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2018年本）

》

法规处
 信息形成（变

更）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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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
61883879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办事服务 审计师资格考试
关于做好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考务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711号）、《四川
省公共服务事项目录（2018年版）

》
人事处

适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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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61883941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咨询投诉 意见反映、监督投诉

网上调查 征集调查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61883899
监督举报电
话：61883880

公众参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711号）、《四川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
府公信力的实施意见》（川办发〔

2013〕81号 ）

综计处
按照有关要求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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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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