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重点整治项目清单（市级部

门）

序号 市级部门 重点整治项目

1 市委办公厅

着力解决文山会海问题，以及文件照抄照
转、机械化、超篇幅、超发文范围，会议多、
开会讲规格讲规模、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

2
市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

着力解决调研搞形式、走过场、讲排场，深
入一线和基层不够等问题

3
市政府办公

厅

着力解决文山会海问题，以及文件照抄照
转、机械化、超篇幅、超发文范围，会议多、
开会讲规格讲规模、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

4
市政协办公

厅

着力解决调研中一定程度上存在走马观花、
蜻蜓点水等不深入的问题，进一步改进调研
工作

5 市法院

着力解决个别干警担当作为、干事创业信念
不够坚定，对中央、省委、市委及上级法院
党组决策部署的总体把握能力、深层领悟能
力、执行力不强的问题

6 市检察院

着力解决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加强宣传解读
不够以及法律文书、现场沟通释法说理不够
充分的问题

7 市委组织部

抓党建促城乡社区亲民化改造，着力解决部
分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标示标牌混乱、
空间利用率不高，服务群众活动空间不够，
党组织引领服务群众项目少等问题



序号 市级部门 重点整治项目

8 市委宣传部
着力解决对基层单位检查考核过多，有时多
头考核、重复考核的问题

9 市委统战部

着力解决在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促进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健康成长等新
时代统战工作方面，站位不高、视野不宽，
创新意识不足，主动研究不够，办法举措不
多的问题

10 市委政法委 着力解决督导、考核项目过多过滥的问题

11 市委政研室
着力解决文风方面存在的脱离实际、华而不
实的问题

12 市委社治委

着力解决在指导基层特别是达标示范社区
创建验收中，计划不强、针对性不强，推动
中心工作落地落实效果不强的问题

13 市委外事办 因公出国（赴港澳）团组申报“只跑一次”

14 市委编办
着力解决学风漂浮、理论脱离实际、学用脱
节问题

15
市直属机关

工委

着力解决对市级部门机关党建调研指导督
促不到位、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的问题

16
市委保密机

要局

着力解决调研课题准备不充分，针对性不
强，调研完成后未及时形成调研成果的问
题。

17
市委老干部

局

着力解决调研课题设置精准度不够，深入基
层尤其是离退休干部党组织，与老干部群体
直接面对面掌握第一手情况资料不够，深入
直属单位调查研究不够的问题

18
市委党史研

究室

着力解决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照搬照抄，不接
地气，公文报告有时超篇幅的问题



序号 市级部门 重点整治项目

19 市委党校
着力解决党校教学、科研资政理论联系实际
不够、学用脱节等问题。

20 市发改委

着力整治文山会海，解决发文数量过多，召
开和参加各类会议过多，不结合成都发展改
革工作和自身实际，文件照抄照转，机械化、
超篇幅、超范围发文的问题

21 市经信局

开展提升企业用电用气便利化水平专项整
治，着力解决用气报装平均办理时间、用气
和用电报装平均申请材料件数高于全国和
全省的问题。
着力整治回应民生诉求、解决群众关注的痛
点难点焦点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

22 市教育局

着力解决检查考核过多，多部门重复考核，
考核方式多为听汇报、看资料、查痕迹等，
检查工作更多停留在纸上的问题
着力整治回应民生诉求、解决群众关注的痛
点难点焦点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

23 市科技局
着力构建完善校院企地合作机制，着力解决
科技政策宣传解读流于形式问题

24 市民宗局

着力解决学风漂浮、学用脱节，运用新思想
驾驭民族宗教复杂局面和处理疑难问题的
能力有待提高的问题

25 市公安局

着力解决忽视群众诉求，群众报警后无人出
警或出警缓慢，民（辅）警到达现场后不开
展工作，态度不好等问题

26 市民政局

着力解决调研不深不细，蜻蜓点水、走马观
花，了解问题途径不够广泛，有效发现问题
不多的问题
着力整治回应民生诉求、解决群众关注的痛
点难点焦点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序号 市级部门 重点整治项目
题

27 市司法局 着力解决缺乏责任担当、缺乏创新意识问题

28 市财政局

着力解决调研搞形式、走过场、不深入，走
马观花，对调查情况不做深入细致的分析研
究，以偏概全，提出意见建议不切实际，可
操作性不强，调研成果不管用的问题

29 市人社局

着力解决忽视群众利益和诉求、漠视群众疾
苦的问题
着力解决行业扶贫、定点帮扶工作措施还不
够精准、落实还不够有力的问题

30
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

着力解决干部职工学习政策深度不够，深入
基层宣讲解读政策力度不够、形式单一，致
使群众对政策知晓率不高的问题
着力整治回应民生诉求、解决群众关注的痛
点难点焦点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

31
市生态环境

局

着力解决文件照抄照转、机械化、超篇幅、
超发文范围问题
着力整治回应民生诉求、解决群众关注的痛
点难点焦点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

32 市住建局
着力解决忽视群众利益和诉求、漠视群众疾
苦，网络理政群众满意度低的问题

33 市城管委

重点整治市城管委系统缺乏责任担当、缺乏
创新意识问题
着力整治回应民生诉求、解决群众关注的痛
点难点焦点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

34
市交通运输

局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营运客车
类型等级评定、道路客运审批等服务便民化
着力整治回应民生诉求、解决群众关注的痛
点难点焦点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序号 市级部门 重点整治项目
题

35
市口岸物流

办

着力解决工作考核中过分强调工作留痕，工
作考核重资料轻实效的问题

36 市水务局
着力解决水务信息化建设、水务工程管理等
工作缺乏创新意识的问题

37
市农业农村

局
着力解决检查考核过多过滥的问题

38
市公园城市

局

着力解决公园城市建设管理缺乏责任担当、
缺乏创新意识的问题

39 市商务局

着力解决缺乏责任担当、缺乏创新意识，工
作执行力、工作合心合力不强、存在患得患
失思想、思想僵化守旧的问题

40 市投促委

着力解决缺乏责任担当、缺乏创新意识，工
作前瞻研究不够、目标不够精准、招引项目
落地开工率有待提升等问题

41 市文广旅局

着力解决大面积照抄照转上级文件（非政
策、规定类），部分内容要求未结合单位实
际，操作性针对性不强，文件超篇幅，内容
冗余，文字不精炼，空话套话多的问题

42 市卫健委

着力解决过分强调工作留痕，考核评比重
“痕”轻“绩”、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的
问题
着力整治回应民生诉求、解决群众关注的痛
点难点焦点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

43
市退役军人

局

着力解决缺乏责任担当、缺乏创新意识，“老
瓶装新酒”、工作的预见性科学性不足的问
题



序号 市级部门 重点整治项目

44 市应急局
着力解决主动服务企业意识不强、监管执法
与服务企业结合不够的问题

45 市审计局

着力解决调研搞形式、走过场、讲排场、不
深入，深入一线听取群众意见建议不充分的
问题

46 市国资委

着力解决围绕市委市政府国资国企改革战
略部署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不够、调研成果转
化不够的问题

47
市东部新城

办

着力解决学风漂浮、理论脱离实际、学用脱
节，在“弄通、悟透”上下功夫不够深、存在
惯性思维固定模式的问题

48
市市场监管

局

着力解决新官不理旧事问题，进一步规范财
经纪律和选人用人制度
着力整治回应民生诉求、解决群众关注的痛
点难点焦点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

49 市体育局

着力解决工作事项均要求留痕迹，报送总结
材料多，过分强调个人学习笔记的记录，以
记录的好坏来呈现工作落实的质量等问题

50 市统计局

着力解决调研工作计划不强、调研工作墨守
成规、调研发现问题能力不够、成果运用不
好等问题

51
市机关事务

局

着力解决新官不理旧事问题，重点整治资产
老旧维修维护增多、公物仓接收的部分物资
无原始价值等问题
着力整治回应民生诉求、解决群众关注的痛
点难点焦点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

52 市信访局

着力解决学风漂浮、理论脱离实际、学用脱
节问题，重点针对部分信访干部理论联系实
际不紧，指导实践不够，存在学用脱节等现
象



序号 市级部门 重点整治项目

53 市人防办

着力解决缺乏责任担当、缺乏创新意识问
题，重点针对干部职工工作站位不高，主动
担当作为意识不强、缺乏创新思维、眼界不
宽等问题

54
市金融

监管局

着力解决学习停留在一般认知层面、缺乏理
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存在学习工作“两张皮”
等学风漂浮、学用脱节问题

55 市新经济委

着力解决政策宣传解读流于形式，仅通过市
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政策解读，解读形式过于
单一的问题

56 市医保局

着力解决由于机构改革部门新组建，工作机
制尚在逐步完善中，加之人员少任务重，召
开专题会、筹备会和协调会等会议次数相对
较多的问题

57
市政府

研究室

着力解决文稿华而不实、言之无物、缺乏新
意、照抄照搬等问题

58
市网络

理政办

着力解决由于属地办理权限而增加群众办
事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不动产交易登记
业务办理时间过长、群众办事自助化程度不
高等问题
着力整治回应民生诉求、解决群众关注的痛
点难点焦点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

59 市地志办

着力解决主动作为深入基层社区充分挖掘
方志文化服务人民群众，创新传播方式以方
志文化助力城市形象提升存在较大差距的
问题

60
市政府火车

站管委办

着力解决对上级文件内容大段照抄或进行
顺序的简易调整后下发所属单位、文件大量
篇幅内容空洞、文件材料超规定字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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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市总工会

着力解决照抄照转上级文件要求，下发文件
空洞无主题，文字超篇幅、空话套话多，以
部门名义乱发文、乱提不切实际要求等问题

62 团市委

着力解决学风漂浮、理论脱离实际、学用脱
节，学习方式单一、学习“较真”劲头不足、“走
出去、深下去”不够的问题

63 市妇联
着力解决学风漂浮、理论脱离实际、学用脱
节，学习流于形式、被动学习的问题

64 市文联
着力解决缺乏责任担当、缺乏创新意识，怕
工作失误、不敢得罪人、怕触及利益的问题

65 市科协
着力解决区（市）县科协和基层科协组织会
议负担问题

66 市社科联
着力解决制定文件照抄照转、结合实际少，
套话多、篇幅长等问题

67 市工商联
着力解决调研搞形式、走过场、不深入，务
虚成分多，解决实际问题少的问题

68 市侨联
着力解决政策、理论学习不深入、不系统，
传达上级会议精神不能持之以恒等问题

69 市贸促会
着力解决深入一线调研少、调研不深入以及
工作中改革创新不足等问题

70 市残联
着力解决过分强调工作留痕，各类专用笔
记、记录过多过滥问题

71
市红十字会

机关

着力解决“学深悟透”不够深入、学用脱节等
问题

72
成都公积金

中心

着力解决回应群众诉求不到位、提升服务质
效不够等问题

73
市公资交易

中心

着力解决理论学习不深不透、调查研究不深
入、政策理解不精准、干部职工综合素质不
高等问题

74 市农林科学 着力解决专项台账过多过滥、工作笔记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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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专用以及其他强调工作留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