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办发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

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 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

机构

自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施行以来 各地区 各部门在

受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过程中遇到一些新的情况 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工作实践 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 准确把握 条例 第十三条内涵

条例 的立法本意是为了保障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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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促进依法行

政 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和经济社会

活动的服务作用 公开政府信息应当遵循公正 公平 便

民的原则

为此 条例 第九条明确了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

项基本要求 第十条 第十一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应当重点主动公开的 类政府信息 第十二条

还规定了乡 镇 人民政府应当重点主动公开的 类政府

信息 条例 还设置了依申请公开制度 以满足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身生产 生活 科研等特殊需要 为

规范依申请公开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国办发

号 第十四条规定 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公

开与本人生产 生活 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政府信息

可以不予提供 对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 如公开可能危

及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 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按规定不

予提供 可告知申请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二 准确把握政府信息的适用范畴

条例 所称政府信息 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



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 以一定形式记录 保存的信息

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 应当是正式 准

确 完整的 申请人可以在生产 生活和科研中正式使

用 也可以在诉讼或行政程序中作为书证使用 因此 行

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

于讨论 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 一般不属于 条

例 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 应当是现有的

一般不需要行政机关汇总 加工或重新制作 作区分处理

的除外 依据 条例 精神 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为申

请人汇总 加工或重新制作政府信息 以及向其他行政机

关和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搜集信息的义务

三 明确 一事一申请 原则

在实际工作中 有时会遇到一个申请要求公开分属多

个行政机关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 有的申请公开的信息

类别和项目繁多 受理机关既不能如需提供 又难以一一

指明哪条信息不存在 哪条信息属于哪个行政机关公开

影响了办理时效 为提高工作效率 方便申请人尽快获取

所申请公开的信息 对一些要求公开项目较多的申请 受



理机关可要求申请人按照 一事一申请 原则对申请方式

加以调整 即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个政府信息

项目

同时 对将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拆分过细的情况 即

申请人就一个具体事项向同一行政机关提出多个内容相近

的信息公开申请 行政机关需要对现有的信息进行拆分处

理才能答复 受理机关可要求申请人对所提申请作适当归

并处理

四 妥善处理研究课题类申请

对于要求行政机关为其大范围提供课题研究所需资

料 数据的申请 因其不同于 条例 规定一般意义上的

申请 且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设置依申请公开的立法本

意 行政机关可要求申请人对其申请方式作出调整

对于课题研究所需政府信息 若已经主动公开的 可

告知申请人通过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部门统计年鉴 相

关公开出版物和档案馆 图书馆信息查阅点等渠道自行查

阅

通过主动公开渠道确实难以获取的政府信息 申请人

可按照 一事一申请 的方式 向相关行政机关分别提出



申请

五 加大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力度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是 条例 规定的我

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两种基本方式 二者相辅相成 全面

及时 准确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可以大大减少依申请公

开数量 各地区 各部门都应加大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

力度 增强主动性 权威性和实效性 凡是 条例 规定

应该公开 能够公开的事项 都应及时 全面 主动公

开 各部门要细化本系统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范围 抓紧

对本系统所涉政府信息哪些可以公开 哪些可部分公开

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 供本系统各单位依循

在受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过程中 对于需要或者可

以让社会广泛知晓的政府信息 行政机关应在答复申请人

的同时 通过政府网站等渠道主动公开 尽量避免将公共

性政府信息只向个别申请人公开 以减少对同一政府信息

的一再申请 节约行政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

六 改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服务

各地区 各部门要进一步拓宽受理渠道 为申请人提

供便捷的依申请公开服务 进一步完善申请的受理 审



查 处理 答复程序 有关记录应当保存备查 对于申请

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范畴或无法按申请提供政府

信息的 应主动与申请人沟通 尽量取得申请人的理解

在答复申请时 要依法有据 严谨规范 慎重稳妥

七 加强 完善保密审查和协调会商

要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机制 规范审查

程序 落实审查责任 遇到情况复杂或者可能涉及国家安

全 公共安全 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申请 应加强相关

部门间的协调会商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对申请是否有

效 信息是否应该公开 公开后可能带来的影响等进行综

合分析 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各地区 各部门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 积累经验 完

善规章制度 积极稳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主题词 行政事务 政府信息 意见

抄送 党中央各部门 各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 中央军委办公

厅 各总部 各军兵种 各大军区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全国政协办公厅 高法院 高

检院

各民主党派中央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 年 月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