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丹镇保障性住房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
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群众 主动 依申
请

区级 乡级

1

配后管理

公租房资格
定期审核

年审或定期审核家庭信
息,含保障对象编号、姓
名、身份证号﹝隐藏部
分号码﹞;配租房源;套
型;面积;是否审核通过;

未通过原因等。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
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
公开的意见》《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2018年政务公开

工作要点的通知》

信息形成
(变更)20
个工作日

内

汤丹镇人
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 √ √

2 自愿退出

原保障对象姓名、身份
证号(隐藏部分号码);原
租购项目名称、地址、
类型、套型、面积等;原
享受补贴面积、标准等

。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
于做好2012年住房保障信息
公开工作的通知》《住房城
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
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
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政
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信息形成
(变更)20
个工作日

内

汤丹镇人
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3 到期退出

4
不符合条件

退出

5
违规处罚退

出

6
租赁补贴发

放

保障对象姓名、身份证
号(隐藏部分号码);发放
金额;发放年度、月份、

日期;发放方式。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
于做好2012年住房保障信息
公开工作的通知》《住房城
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
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
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
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
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信息形成
(变更)20
个工作日

内

汤丹镇人
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7 租金收取

保障对象姓名、身份证
号(隐藏部分号码);应缴
租金;实收租金;未足额
收取原因;租金年度、月
份;收取日期;收取方式

。



序
号 配后管理

公开内容(要素)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群众 主动 依申
请

区级 乡级

8 租金减免

保障对象姓名、身份证
号(隐藏部分号码);保障
项目名称、类型、套型
、面积;原应缴租金标准
、现应缴租金标准。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
于做好2012年住房保障信息
公开工作的通知》《住房城
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
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
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
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
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的通知》

信息形成
(变更)20
个工作日

内

汤丹镇人
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9 腾退管理

腾退对象;腾退日期;腾
退原因;实退租金。

10 房屋维修

维修内容;维修标准;维
修资金来源渠道;维修单
位名称;联系人,联系方

式。

11
保障性住房

调整

保障对象姓名、身份证
号(隐藏部分号码);调整
前和调整后保障项目名
称、类型、套型、面积
等;不予调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
(变更)20
个工作日

内

汤丹镇人
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12
运营承接主

体管理

单位名称;获取运营资格
方式;运营承接主体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姓
名;办公地址、联系电

话;注册资金;服务范围;
监督考核情况等。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
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
开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2018年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的通知》

信息形成
(变更)20
个工作日

内

汤丹镇人
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 二级事项 全社 特定群众 主动 依申 区级 乡级

13

办事指南

申请保障

申请条件;申请所需材料
及范本;申请流程和办理
时限;申请受理(办理)机
构;受理地点;咨询电话

、监督电话等。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
作的意见》

信息形成
(变更)20
个工作日

内

汤丹镇人
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4 合同备案
合同范本;备案机构;受
理地点;咨询电话等。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

意见》

15
申请租金减

免

申请所需材料及范本;申
请流程和办理时限;申请
受理(办理)机构;受理地
点;咨询电话、监督电话

16 缴纳租金
租金标准;缴纳方式、时
限;受理(办理)机构;咨
询电话、监督电话等。

17
保障性住房

调换

申请所需材料及范本;申
请方式、流程;申请受理
(办理)机构;受理地点;
咨询电话、监督电话等

。

18 自愿退出

申请所需材料及范本;申
请方式、流程;申请受理
(办理)机构;受理地点;
咨询电话、监督电话等

19 政策解读
本级政策解

读
解读主体;解读内容;解
读方式;解读时间等。

20

回应关切

主动回应
公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及
回复情况;公开突发事件

应对情况等。

21 互动回应

在收集分析研判舆情的
基础上,针对舆论关注的
焦点、热点和关键问题
的互动回应内容。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
作的意见》

信息形成
(变更)20
个工作日

内

汤丹镇人
民政府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

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

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2
评价结果

上级评价、
表彰情况

上级对本地区保障性住
房领域年度工作完成情
况的评价、通报、排名;
获上级表彰、入围上级
推广示范情况等。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
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

开的意见》

23 社会评价情
况

公众对保障性住房工作
满意度评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