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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年第三季度全市政府网站检查情况表

序号 网站组织单位 网站标识码 网站名称 首页网址 存在问题
检查

结果

1 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6401000028 银川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yinchuan.gov.cn 合格

2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6401000029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 http://www.ycda.gov.cn

建议在首页醒目位置

添加市政府网站链接，在

首页底部添加各部门网站

友情链接。

合格

3 银川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6401000026 银川综合保税区 http://ftz.yinchuan.gov.cn
首页部分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合格

4 兴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6401040002 兴庆区人民政府 http://www.xqq.gov.cn 合格

5 金凤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6401060002 金凤区人民政府 http://www.ycjinfeng.gov.cn 合格

6 西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6401050011 西夏区人民政府 http://www.ycxixia.gov.cn 合格

7 灵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6401810005 灵武市人民政府 http://www.nxlw.gov.cn 合格

8 永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6401210006 永宁县人民政府 http://www.nxyn.gov.cn 合格

9 贺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6401220002 贺兰县人民政府 http://www.nxhl.gov.cn 合格

10 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6401000014 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http://fgw.yinchuan.gov.cn

建议在首页醒目位置

添加市政府网站链接，在

首页底部添加各部门网站

友情链接。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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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站组织单位 网站标识码 网站名称 首页网址 存在问题
检查

结果

11 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6401000055 信用中国（宁夏银川） http://www.credityc.gov.cn

网站域名不规范，建议

更换域名。按照《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政府网站域

名管理的通知》（国办函

〔2018〕55号）要求：部
门网站要使用市政府网站

下 级 域 名 ， 结 构 ：

“○○○.yinchuan.gov.cn”，其
中○○○为部门名称拼音或
英文对应的字符串。建议在

首页醒目位置添加市政府

网站链接，在首页底部添加

各部门网站友情链接。

合格

12 银川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6401000038 银川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http://gxj.yinchuan.gov.cn
首页部分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合格

13 银川市教育局 6401000040 银川市教育局 http://jyj.yinchuan.gov.cn
建议在网站底部添加

市政府各部门网站友情链

接。

合格

14 银川市科学技术局 6401000007 银川市科学技术局 http://kjj.yinchuan.gov.cn

建议在网站底部添加

市政府门户网站及各部门

网站友情链接。漂浮窗口

需添加关闭按钮。

合格

15 银川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6401000003 银川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http://mzzj.yinchuan.gov.cn
首页部分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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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站组织单位 网站标识码 网站名称 首页网址 存在问题
检查

结果

16 银川市公安局 6401000037 银川市公安局 http://police.yinchuan.gov.cn 合格

17 银川市民政局 6401000024 银川市民政局 http://mzj.yinchuan.gov.cn

首页 2 周内信息更新
总量少于 10条，需加强更
新频率；“首页-友情链接”
部分链接错误，打不开；

“首页 -民政动态 -工作动
态”栏目 2周以上未更新；
“首页 -政务公开 -政策法
规”栏目 6 个月以上未更
新；“首页-农村低保专项治
理”栏目悬浮窗无法关闭。

合格

18 银川市司法局 6401000001 银川市司法局 http://sfj.yinchuan.gov.cn

“首页-工作动态”栏目
2周以上未更新；“首页-诚
信建设万里行”悬浮窗无
法关闭；建议在首页醒目

位置添加市政府网站链

接，在首页底部添加各部

门网站友情链接。

合格

19 银川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6401000027 银川仲裁委员会 http://zcw.yinchuan.gov.cn
首页部分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合格

20 银川市财政局 6401000047 银川市财政局 http://czj.yinchuan.gov.cn
首页部分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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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站组织单位 网站标识码 网站名称 首页网址 存在问题
检查

结果

21 银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6401000025 银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http://rsj.yinchuan.gov.cn

“首页-人社动态-图片
新闻”栏目 2 周以上未更
新；“首页-机关党建-党建
动态”栏目 2 周以上未更
新；“首页-意见征集”栏目 1
年内开展活动次数少于 3
次；“首页-政务公开-直属
单位”栏目 1 年以上未更
新，建议更新。建议在首页

醒目位置添加市政府网站

链接，在首页底部添加各

部门网站友情链接。

合格

22 银川市就业与创业服务局 6401000056 银川市就业与创业服务局 http://jycy.yinchuan.gov.cn

建议在首页醒目位置

添加市政府网站链接，在

首页底部添加各部门网站

友情链接。

合格

23 银川市国土资源局 6401000016 银川市国土资源局 http://yc.nxgtt.gov.cn

建议在首页醒目位置

添加市政府网站链接，在

首页底部添加各部门网站

友情链接。

合格

24 银川市环境保护局 6401000022 银川市环境保护局 http://hb.yinchuan.gov.cn
首页部分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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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站组织单位 网站标识码 网站名称 首页网址 存在问题
检查

结果

25 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401000042 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http://zjj.yinchuan.gov.cn

建议在首页醒目位置

添加市政府网站链接，在

首页底部添加各部门网站

友情链接。

合格

26 银川市交通运输局 6401000032 银川市交通运输局 http://jtj.yinchuan.gov.cn

“首页-图说交通”栏目
超过 6个月未更新；首页
部分友情链接错误，监测

时间点无法访问。

合格

27 银川市水务局 6401000011 银川市水务局 http://swj.yinchuan.gov.cn

首页部分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首页 2周内信息更新总量仅
1条，更新不及时；“首页-
政务公开-办事指南”栏目部
分办事指南要素不准确。

合格

28 银川市农牧局 6401000009 银川市农牧局 http://nmj.yinchuan.gov.cn

“首页-信息公开-政务
动态”栏目超过 1个月未更
新；建议在首页醒目位置

添加市政府网站链接，在

首页底部添加各部门网站

友情链接。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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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站组织单位 网站标识码 网站名称 首页网址 存在问题
检查

结果

29 银川市商务局 6401000017 银川市商务局 http://shangwu.yinchuan.gov.cn

首页个别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首页 -工作动态 -贸促动
态”栏目 2周以上未更新，
需加强更新频率；“首页-
政务公开-规划计划”栏目 1
年以上未更新；建议在首页

醒目位置链接“银川市肉类
蔬菜流通追溯管理平台”。

合格

30 银川市商务局 6401000043
银川市肉类蔬菜流通追溯管理

平台
http://rczs.yinchuan.gov.cn 合格

31 银川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6401000039 银川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http://wgj.yinchuan.gov.cn

首页个别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首页2周内信息更新总量少
于 10条，需加强更新频率。

合格

32 银川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6401000021 银川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http://wjw.yinchuan.gov.cn
首页个别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合格

33 银川市审计局 6401000006 银川市审计局 http://sjj.yinchuan.gov.cn

“首页-机构设置-领导
信箱”栏目 1 年以上未更
新，建议取消该栏目。建

议在网站底部添加市政府

各部门网站友情链接。

合格

3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640100004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http://scjg.yinchuan.gov.cn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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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站组织单位 网站标识码 网站名称 首页网址 存在问题
检查

结果

35
银川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6401000015

银川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gzw.yinchuan.gov.cn

建议在网站底部添加市

政府各部门网站友情链接。
合格

36 银川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6401000035 银川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http://ajj.yinchuan.gov.cn

首页部分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首页2周内信息更新总量少
于 10条，需加强更新频率；
“首页-政务公开-公开指南”
栏目 1年以上未更新。

合格

37 银川市统计局 6401000036 银川市统计局 http://tjj.yinchuan.gov.cn

首页部分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首页 2周内信息更新总量
少于 10条，需加强更新频
率；“首页-政策法规”栏目
6个月以上未更新；“首页-
统计上失信企业公示”栏
目 6个月以上未更新。

合格

38 银川市林业局（园林管理局） 6401000008 银川市林业局 http://ylj.yinchuan.gov.cn

首页个别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建议在网站底部添加市政

府各部门网站友情链接。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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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站组织单位 网站标识码 网站名称 首页网址 存在问题
检查

结果

39 银川市城市管理局 6401000054 银川市城市管理局 http://cgj.yinchuan.gov.cn

首页个别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建议在网站底部添加市政

府各部门网站友情链接。

合格

40 银川市规划管理局 6401000041 银川市规划管理局 http://ghj.yinchuan.gov.cn
建议在网站底部添加

市政府各部门网站友情链

接。

合格

41
银川市经济技术合作

和外事侨务局
6401000031

银川市经济技术合作

和外事侨务局
http://jhwqj.yinchuan.gov.cn

“首页-投资指南-投资
平台”栏目 1 年以上未更
新；“首页-友好交往-对外
友协”栏目 1 年以上未更
新；“首页-外事侨务-侨务
服务”栏目部分办事指南
要素不准确；“首页-政务公
开-政策法规”栏目 6 个月
以上未更新。建议在网站

底部添加市政府各部门网

站友情链接。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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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站组织单位 网站标识码 网站名称 首页网址 存在问题
检查

结果

42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6401000053 银川市金融工作局 http://jrj.yinchuan.gov.cn

首页部分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首页2周内信息更新总量少
于 10条，需加强更新频率；
“首页-企业监管-企业要闻”
栏目 2周以上未更新。

合格

43 银川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6401000048 银川网上市民大厅 http://smdt.yinchuan.gov.cn

建议在首页醒目位置

添加市政府网站链接，在

首页底部添加各部门网站

友情链接。

合格

44 银川市地震局 6401000034 银川市地震局 http://dzj.yinchuan.gov.cn
首页个别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合格

45 银川市人民政府研究室（扶贫办） 6401000020
银川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扶贫办）
http://zfyjs.yinchuan.gov.cn

首页部分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首页-政务公开-公开指南”
栏目 1年以上未更新，建
议更新。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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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网站组织单位 网站标识码 网站名称 首页网址 存在问题
检查

结果

46 银川市土地储备局 6401000049 银川市土地储备局 http://tcj.yinchuan.gov.cn

首页部分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首页 2周内信息更新总量
少于 10条，需加强更新频
率；“首页-工作动态”2周
以上未更新。

合格

47 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6401000033 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http://nxzfgjj.gov.cn/ycgjj/

网站域名不规范，建议

更换域名。按照《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政府网站域

名管理的通知》（国办函

〔2018〕55号）要求：部门
网站要使用市政府网站下

级 域 名 ， 结 构 ：

“○○○.yinchuan.gov.cn”，其
中○○○为部门名称拼音或
英文对应的字符串。建议在

首页醒目位置添加市政府

网站链接，在首页底部添加

各部门网站友情链接。

合格

48 银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6401000023
银川市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办公室
http://dfz.yinchuan.gov.cn

首页部分友情链接错

误，监测时间点无法访问。
合格

注：抽查采样时间为 2018年 7月 6日至 7月 24日；8月 10日至 8月 20日；8月 29日至 9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