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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开放计划（三） 
 

部门名称 目录名称 数据项 

银川市民

政局 

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 

列入时间、原因、当前状态、来源、社会组

织名称、社会组织类型、移出时间、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银川市民

政局 
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列入时间、社会组织名称 

银川市民

政局 
慈善社会组织认定名单 

成立日期、社会组织名称、社会组织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认定日期 

银川市民

政局 
社会组织注销信息 

注销时间、社会组织名称、社会组织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银川市民

政局 
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情况 

ID、业务主管单位、住所、名称、备注、收

费依据、收费性质、收费标准（元）、收费

项目、数据上报单位、数据更新时间、服务

内容、法定代表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网

址 

银川市民

政局 
捐助中心款物接收数据 

单位、捐赠人或机构名称、数量、日期、款

物、编号 

银川市民

政局 
捐助中心款物使用数据 

单位、发送日期、发送款物、数量、款物发

往地、编号、证明材料 

银川市民

政局 
低保救助月报表 

ID、低保临时补贴支出（万元）、低保资金

支出（万元）、在册低保人数、在册低保户

数、地区、备注、女低保人数、总资金支出

（万元）、月份、男低保人数 

银川市民

政局 
低保边缘救助月报表 

ID、低保边缘资金支出（万元）、在册低保

边缘人数、在册低保边缘户数、地区、备

注、女低保边缘人数、月份、男低保边缘人

数 

银川市民

政局 
特困供养月报表 

ID、全护理人数、全自理人数、分散供养人

数、半自理人数、地区、备注、总资金支出

（万元）、护理费资金支出（万元）、月

份、特困供养人数、生活费资金支出（万

元）、集中供养人数 

银川市民

政局 
临时救助月报表 

ID、地区、备注、月份、深户人数、深户救

助金额（万元）、非深户人数、非深户救助

金额（万元） 

银川市民

政局 
相关城市救助标准 

ID、低保标准执行时间、城市名称、备注、

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标准、特困供养标准、特

困供养标准执行时间、特困全护理标准、特

困全自理标准、特困半护理标准、特困护理

标准执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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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民

政局 
星级养老机构名单 

地址、备注、星级等级、机构名称、编号、

联系方式、面积(㎡) 

银川市民

政局 

福利彩票各游戏每天的销

量数据 

3D 销售额（元）、七乐彩销售额（元）、双

色球销售额（元）、合计销售额（元）、备

注、快乐 8 销售额（元）、快乐彩销售额

（元）、日期、深圳风采销售额（元）、编

号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福利彩票销售点信

息 
站点地址、站点名称、逻辑机号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残疾军人、伤残人

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残

疾抚恤金标准 

抚恤金标准、残疾等级、残疾性质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村（居）民委员会 

县区、社区居民委员会地址、名称、所属街

镇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地名公告信息 

标准名称及汉语拼音、辖区位置、登记证

号、四至位置、登记时间、申报单位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临时救济待遇信息 救助问题、救助类别、救助政策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殡仪馆 单位、咨询电话、地址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养老服务机构一览

表 

电话、备案事项、服务项目、备注、未取得

养老机构许可证床位、工作时间、备案时

间、取得养老机构许可证床位、养老机构许

可证编号、地址、开办时间（年月）、邮

编、法人（负责）人、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

准证编号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各县区联系电话 单位、联系电话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农村五保信息 姓名、区划代码、待遇享受所在地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社会组织注册登记

信息 

登记管理机关、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行

政处罚、社会组织类型、登记状态、社会组

织名称、住所、成立日期、业务主管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年检结果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养老服务质量投诉

监督电话 
受理范围、工作时间、单位、投诉监督电话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民政局收入预算表 

上年结转_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结余、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科目编码、财政

拨款_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政

拨款_经费拨款（补助）、科目名称、事业单

位经营收入、总计、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

入_合计、财政拨款_其他纳入预算管理的非

税收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_教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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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财政拨款_预算内专项拨款、财政拨款_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财政拨款_政府性基金

收入、财政拨款_上级转移支付（一般公共预

算）、上年结转_公共预算专项结余、财政拨

款_上级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

_市筹基建、财政拨款_合计、财政拨款_国有

资本经营收入、上年结转_公共预算其他结余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民政局救助款物支

出表 
时间、捐赠金额、捐赠对象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民政局财政拨款收

支预算表 

年份、收入项目、收入预算、预算总计支

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支出项目、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社会组织红名单 时间、单位名称、类别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城乡低保公示 

地区、户主姓名、保障人口数、公示时间、

户月保障金额（低保）、所属街道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护理型医养结合型

养老机构建设补助汇总表 

项目总投入（万元）、市级评审意见_核定资

助资金（万元）、租赁土地建设、建筑面积

（平方米）、申请补助_租赁用房改建补助、

专业护理院、原有床位数（张）、投入使

用、机构名称、新增床位数（张）、申请省

级补助床位数(张 )、县级审核意见_核定资助

床位数（张）、申请补助_新建补助、内设分

支医疗机构、其中申请省级补助资金（万

元）、项目地址、县级审核意见_建议资助资

金（万元）、市级评审意见_核定资助床位数

（张）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社会组织黑名单 时间、社会组织名称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民政局支出决算表 

基本支出、经营支出、本年支出合计、项目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项目科目名称、对附属

单位补助支出、项目支出、上缴上级支出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养老护理员省级职

业资格补助汇总表 

开始从事护理岗位时间（年月）、现养老护

理专业等级技师、取得现职业等级证书时

间、身份证号码、连续从事护理岗位时间

（年月）、性别、参加工作时间、姓名、户

籍所在地、申请省级养老护理员职业补助数

额（元）、现工作机构、现养老护理专业等

级高级工、出生年月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养老机构不含护理

型建设补助汇总表 

市级评审意见_核定资助资金（万元）、建设

规模_新增床位数（张）、投资规模_其中申

请省级补助资金（万元）、备注、投资规模_

项目总投入（万元）、申请补助类别_租赁用

房改建补助、用地方式_自有土地建设、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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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类别_新建补助、用地方式_租赁土地建

设、申请补助类别_扩建补助、用地方式_划

拨土地建设、机构名称、建设规模_建筑面积

（平方米）、县级审核意见_核定资助床位数

（张）、投资规模_申请省级补助床位数

(张 )、项目地址、县级审核意见_建议资助资

金（万元）、建设规模_原有床位数（张）、

建设进度_开工建设、建设进度_投入使用、

市级评审意见_核定资助床位数（张）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民政局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

表 

科目编码、科目名称、金额、经费分类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残疾人两项补贴汇

总表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金额(万元)、单位、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人数、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人数、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金额(万元)、

两项补贴合计金额(万元)、两项补贴合计人

数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街道镇数据 街道（镇）、区县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民政局收支预算总

表 
预算、年份、收支分类、项目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社会组织行政执法

公告 
公告日期、名称、处罚依据、处罚结果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民政局收入支出决

算总表 

收入行次、支出决算数、收入项目、支出行

次、支出项目、收入决算数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农村幸福院建设汇

总 

项目名称、占地面积（亩）、县级核定资助

资金（万元）、省级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年

度、一次性建设补助、建制村（社区）名

称、建筑面积（平方米）、筹建、项目投入

使用时间、区县、开工建设、投入使用、开

办补助、在本场所常年相对固定活动老年人

数、设置床位（张）、本村（社区）老年人

数、申请省级建设（开办）补助数额（万

元）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民政局政府采购预

算表 

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上年结转、项、

财政拨款合计、单位名称（科目）、总计、

类、财政拨款一般公共预算、款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最美社工 姓名、职务职位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民政局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表 

单位名称（科目名称）、年份、科目编码、

基本支出（万元）、总计（万元）、项目支

出（万元）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民政局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表 

基本支出_工资福利支出、基本支出_对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科目编码_款、单位编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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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支出_合计、总计、项目支出、科目编码_

类、基本支出_日常公用支出、科目编码_

项、单位和科目名称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优秀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 
机构名称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县区低保监督服务

电话 
单位、电话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和谐社区建设示范

社区信息 
地址、备注、社区名称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民政局收入决算表 

项目功能分类科目编码、附属单位上缴收

入、其他收入、项目科目名称、经营收入、

财政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银川市民

政局 
银川市民政局支出预算表 

基本支出、科目编码、科目名称、总计、项

目支出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业科技资深专家

名单 

示范单位、姓名、年份、县（市）、区、工

作单位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业科技首席专家

名单 
姓名、年份、工作单位、专业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业科技执行专家

名单 
姓名、年份、工作单位、专业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菜篮子直通车进社

区承担单位名单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认定年度、区县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重

点龙头企业 
县市区、企业名称、年度、备注、所属街镇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督

检查人员名录库（生态农

业部分） 

姓名、单位、职务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年份、单位名称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银川美丽乡村名单 村庄名称、区县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粮食生产先进种粮

大户奖励名单 
姓名、评比年度、区县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粮食生产先进种粮

合作社奖励名单 
合作社名称、评比年度、区县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第

三方检测机构名单 
机构名称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村中小型沼气工

程项目侯选实施单位名单 
年份、单位名称、类型、区县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药规范化经营示

范店名单 
示范单位、县区、年份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贷款贴息企业名单 
年份、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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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项目奖励企业名单 
年份、企业名称、区县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业科技创新计划

立项项目 
项目名称、主管部门、申报单位、立项年份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科技成果评审专家 

专家姓名、获奖及个人专利号码、工作单

位、手机及座机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旅游扶贫试点村名

单 
村名、区县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动态监测合格企业名单 
县市区、认定年度、企业名称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市级现代农业示范

乡镇名单 
年份、名称、区县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市级重点示范社及

联合社名单 
年份、合作社名称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事业单位绩效考核

等级 
年份、考核等级、单位名称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优秀乡镇农业技术

人员名单 

姓名、年份、单位、职称职务、专业、性

别、区县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重点园区名单 

县区、年份、主管单位、园区名称、建设地

点、建设单位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产业化政策 

颁发机构、名称、适用范围、颁布日期、编

号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科技成果 项目名称、首位获奖人、奖项、获奖年度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村产权交易成交

公告 

项目名称、成交公告、土地面积、受让方、

转出方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村产权交易抵押

公告 
公告信息、公告名称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有机食品认证名单 认证企业、认证产品、证书编号、区县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地理标志产品地域

范围信息 

产品名称、登记证书编号、申报单位、划定

的区域保护范围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绿色农产品认证信

息情况 

产品名称、产品种类、生产地址、证书颁发

日期、认证类别、证书编号、证书有效截止

日期、区县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信息情况 

县区、种类、颁证单位、颁证日期、品种、

产地地址、证书编号、产地规模（亩）、产

地名称、有效截止日期、生产单位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信息情况 

商标名称、联系人、有效期限截止日、产品

名称、认证企业、电话、年产量（吨）、有

效期限开始日、地址、证书编号、区县、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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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有效使用绿色标志

信息情况 

标志编号、县区、批准产量（吨）、年份、

产品名称、产品类别、企业名称、商标、面

积（亩）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有效使用有机产品

标志企业信息 

年份、认证面积、认证机构、企业名称、认

证产量、认证编号、认证产品总数、认证产

品名录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拖拉机培训机构一

览表 

许可证号、联系人、办公地址、机构名称、

联系电话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作物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信息 

联系人、生产经营范围、备注、许可证编

号、证书有效期、法定代表人、种子生产地

点、主证发证日期、作物种类、品种名称、

联系电话、生产经营方式、住所、有效区

域、发证机关、副证发证日期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机专业合作社示

范社 
邮箱、负责人、电话、名称、地址、邮编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机产品质量投诉

机构一览表 
单位、联系人、投诉举报电话、地址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例

行监测结果 

监测时间、样品数量、样品种类、抽样地

点、备注、检测项目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单位信息 
单位产品、申报单位、通过渠道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肥料质量抽检情况

公示 

抽样单位、样品名称、抽检季节、抽检结

果、技术要求、生产企业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地理标志产品一览

表 

产品名称、认证部门、批准时间、申报地、

批准文号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主要农作物经营许

可信息 

生产经营范围内的作物种类、植物新品种权

号、联系人、生产经营区域、申请单位名

称、品种审定（登记）编号、生产经营范

围、许可证编号、电子邮箱、法定代表人、

品种名称、联系电话、生产经营方式、种子

类别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畜禽种业振兴建设

项目 
项目名称、项目类别、年度、申报单位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违法违规受处罚动

物诊疗机构名单 

行政相对人名称、法定代表人、行政处罚决

定书文号、处罚决定日期、处罚类别、行政

相对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处罚内容、行政

相对人类型、处罚事项名称、处罚机关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新型职业农民名单 县区、姓名、等级、单位、认定年度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业科技专家助理 姓名、年份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机推广、监理及

服务机构信息 
机构名称、联系电话、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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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种业振兴建设项目

名单 
项目名称、项目类别、申报单位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机具购置补贴机

具一览表 

小类、品目、分档名称、大类、基本配置和

参数、补贴额、类型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产品监测机构 地区、机构名称、电话、机构类型、地址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业工程技术职务

中级评审名单 

姓名、年份、拟公布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原

专业技术职务、呈报单位、工作单位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民教育实训基地 基地名称、区县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业局执法人员资

格清单 

姓名、单位、证件编号、职务、执法类别、

执法区域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业局三公经费支

出表 
年份、项目、金额（万元）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机构考核评审员名单 
姓名、单位、证书编号、证书有效期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贫困人口发展特色

产业统计情况 

姓名、种类、县（区）、年份、序号、品

种、乡（镇、办事处）、村（居）、面积

（亩）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村承包土地经营

权流转管理服务中心 
联系人、联系电话、地址、单位名称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药产品质量抽样

检测信息 

规格剂型、被抽检单位名称、生产日期及批

号、登记证号、检测结果、产品名称、抽样

序号、标称生产企业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所属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拟聘用人员

名单 

姓名、岗位名称、考试总成绩、年份、面试

成绩、笔试成绩、招聘单位、考察结果、体

检结果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产品质量监测数

据 

检测单位、检测结果、(送)抽检单位、样品

名称、合格状态、检测结果单位、检测项

目、检测时间、用户名称、类别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业技术职务高级

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人员

情况 

姓名、年份、拟公布专业技术 职务资格、文

化程度、从事专业、原专业技术职务、工作

单位、出生年月、性别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肥料登记证初审企

业信息表 

企业法人、企业名称、企业联系电话、企业

地址及邮编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名单 
项目名称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产品批发价格 

成交量、品名、日环比、周环比、年环比、

年均价、单位、月均价、旬均价、市场名

称、日期、最低价格、周同比、平均价格、

最高价格、月环比、旬环比、类名、成交量

单位、月同比、旬同比、周均价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劳动模范评选名单 姓名、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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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青少年农业科普教

育基地名单 
电话、名称、地址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现代农业综合体拟

奖补项目名单 
项目名称、时间、单位名称、区县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业特色产业科技

创新团队及创新项目名单 

科创中心名称、首席专家、创新项目名称、

团队名称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农业应用技术创新

项目 

项目名称、协作单位、主管部门、申报单

位、备注 

银川市农

业农村局 

银川市蔬菜名称、品种分

类信息 
蔬菜、别名、大类 11、大类 12、英文名 

银川市气

象局 

区（市）县空气质量预报

记录表 

市区（市）县空气质量预报记录表 

银川市气

象局 

大气扩散条件气象分析 市大气扩散条件气象分析 

银川市气

象局 

主要气象灾害信息 市主要气象灾害信息 

银川市气

象局 

气候资料_国家基本气象

站历史数据 

数据时间/气压/气温/相对湿度/能见度/降水

/风向/风速 

银川市气

象局 

预报预警数据_天气预报_

上下班天气预报 

1小时预报信息

/CRTTIME/KEYID/SYNC_ROWNUM/写入时间/天

气展望/实况信息/录入人员/文件名称/时间

批次/是否发送至公众网/是否发送至决策网/

是否微博/是否邮件/深圳当天预报/记录号 

银川市气

象局 

预报预警数据_旅游气象 主键 ID/景区介绍/景区名称/景区图片名/景

区天气状况/最低温度/最大风力/最小风力/

最高温度/温馨提示/风向 

银川市气

象局 

预报预警数据_健康气象 主键 ID/内容/写入日期/日期 

银川市气

象局 

预报预警数据_天气预报_

分区逐时预报 

KEYID/写入时间/区域名称/同步行数/天气图

标/天气图标(预报员)/天气状况/天气状况

(预报员)/是否为预警订正过/最低温度/温度

/湿度/记录号/降雨量/降雨量(预报员)/预报

时次/预报时间/风向/风速 

银川市气

象局 

地面观测数据_国家基本

气象站观测实况 

创建时间/数据时间/气压/气温/相对湿度/能

见度/降水/风向/风速 

银川市气

象局 

预报预警数据_天气预报_

未来 10 天天气预报 

创建时间/天气图标/天气图标 2/天气状况/

天气状况 2(转)/时间/最低温度/最大湿度/

最大风/最小湿度/最小风/最高温度/生成时

间/英文用语天气状况/记录序号/降雨量/预

报时间/风向 

银川市气

象局 

预报预警数据_日（月）

出日（月）落 

主键 ID/写入时间/名称描述/预报时间/预报

结果 

银川市气

象局 

预报预警数据_海洋气象 主键 ID/写入时间/区域名称/天气图标/天气

状况/最低温度/最低能见度/最大湿度/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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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最高温度/气压/流速/浪高(单位 m)/

浪高级别/湿度/紫外线/能见度/视程（单位

KM）/阵风/阵风风向/降雨量/预报时次/预报

时段/预报时间/预警信号/风力/风向 

银川市气

象局 

预报预警数据_环境气象

预报 

主要污染物/主键 ID/入库日期/区域/污染物

等级/污染物等级对应内容/空气污染指数/空

气质量等级/类型/评价/预报时效 

银川市气

象局 

预报预警数据_灾害性天

气预警 

AUTOSENTCOUNT/AUTOSENTFLAG/信号发布签发

人/信号影响区域/信号类型/信号级别/信号

编号/入库时间/发布内容/发布时间/发布状

态(发布/取消)/同步编号/自动检测循环次数

/自动检测消息发布状态/记录序号/记录编号 

银川市气

象局 

市气象局_行政处罚信息_

双公示 

公示截止期/处罚依据/处罚内容/处罚决定日

期/处罚有效期/处罚机关/处罚机关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处罚类别/备注/数据更新时间戳/

数据来源单位/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号/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非法财物的金额（万元）/编号/罚

款金额（万元）/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行政

相对人代码_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行政相对

人代码_2 (工商注册号)/行政相对人代码

_3(组织机构代码)/行政相对人代码_4(税务

登记号)/行政相对人代码_5(事业单位证书

号)/行政相对人代码_6(社会组织登记证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行政相对人类别/违法事实/

违法行为类型 

银川市气

象局 

潮汐预报数据表 产品代码/入库时间/数据时间/潮汐高度/编

号/记录序号/预报时间 

银川市气

象局 

自动站基本信息表 备注说明/建站时间/所属地区/排序/探测项

目/探测高度/数据周期/是否温度统计站/是

否雨量统计站/是否风力统计站/站点代码/站

点名称/站点图片/站点地址/站点型号/站点

垫面/站点状态/站点级别/站点高度/英文名

称/街道名称/计算气候数据集/计算海平面气

压/记录序号/通用名称 

银川市气

象局 

遥测站日数据表 WC/入库时间/区站编号/原始天气现象/地面

最低温度/地面最低温度出现时间/地面最高

温度/地面最高温度出现时间/大型蒸发量/天

气现象/数据时间/日照合计/最低气压/最低

气压出现时间/最低气温/最低气温出现时间/

最大风速/最大风速出现时间/最大风速风向/

最小湿度/最小湿度出现时间/最高气压/最高

气压出现时间/最高气温/最高气温出现时间/

极大风速/极大风速出现时间/极大风速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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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面最低温度/草面最低温度出现时间/草面

最高温度/草面最高温度出现时间/记录序号/

质控状态 

银川市气

象局 

气象预报_全市预报 CRTTIME/KEYID/RECID/SYNC_ROWNUM/写入时

间/天气回顾/天气展望/天气预测天气图标/

宝安电视台图标/市电视台图标/当天天气图

标 2/当天最低温度/当天最高温度/时间/明

日最低温度/明日最高温度/最大湿度/森林火

险等级/森林火险等级内容/湿度/白天预报/

空气指数/空气质量等级/阵风/降雨量/风力/

风向/高温预警内容/高温预警等级 

银川市气

象局 

气象预报_全市逐 6小时

预报 

CRTTIME/KEYID/SYNC_ROWNUM/写入时间/发布

时次/天气状况/最低温度/最高温度/记录号/

降雨量/预报时次/风力级别/风向/风速 

银川市气

象局 

气象预报_主要城市预报 12小时低云量/12 小时天气现象/12 小时总

云量/12小时累计降水量/12小时风向/12小

时风速/24 小时累计降水量/低云量/入库时

间/城市代码/天气现象/总云量/数据时间/最

低气温/最大相对湿度/最小相对湿度/最高气

温/气压/温度/湿度/能见度/记录序号/降水

量/预报时效/风向/风速 

银川市气

象局 

市气象局_防雷设计审核

信息_公共信用 

办理日期/办理结果/序号/建设单位名称/申

请单位/申请日期/设计单位名称/设计单位资

质证编号/项目名称/项目地址 

银川市气

象局 

市气象局_防雷装置竣工

验收_公共信用 

办理日期/办理结果/序号/申请单位/申请日

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防雷装置检测报告编

号/防雷装置设计核准书编号/项目名称 

银川市气

象局 

市气象局_分区预警信号

表_公共信用 

信号生效掩码/入库时间/发布/取消时间/发

布状态/同步编号/数据时间/记录序号/记录

序号/用于数据同步/预警信息文本 

银川市气

象局 

气象实况_自动站统计数

据 

二分钟平均风速/入库时间/分钟数据记录总

数/十分钟平均风速/平均气压/平均气温/平

均海面气压/平均湿度/数据时间/整点数据记

录总数/昨 20-今 08时累计雨量/最低气压/

最低气压出现时间/最低气温/最低气温出现

时间/最低海平面气压/最低海平面气压出现

时间/最大十分钟滑动雨量/最大十分钟滑动

雨量出现时间/最大小时滑动雨量/最大小时

滑动雨量出现时间/最大湿度/最大湿度出现

时间/最大风速/最大风速出现时间/最大风速

风向/最小湿度/最小湿度出现时间/最小能见

度/最小能见度出现时间/最小能见度时的相

对湿度/最高气压/最高气压出现时间/最高气

温/最高气温出现时间/最高海面气压/最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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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气压出现时间/极大风速/极大风速出现时

间/极大风速风向/瞬时平均风速/站点代码/

累计雨量，昨 20时至今 20时的累计雨量/记

录序号 

银川市气

象局 

气象实况_自动站实时数

据 

10分钟滑动雨量/12 小时滑动雨量/1小时滑

动雨量/24 小时滑动雨量/2小时滑动雨量/30

分钟滑动雨量/3小时滑动雨量/48 小时滑动

雨量/5 分钟滑动雨量/6小时滑动雨量/72 小

时滑动雨量/二分钟风向/二分钟风速/交换序

号/入库时间/其他要素/十分钟风向/十分钟

风速/实际时间/小时雨量/当前分钟的雨量/

数据时间/数据种类/最低气压/最低气压出现

时间/最低气温/最低气温出现时间/最大湿度

/最大湿度出现时间/最大风向/最大风速/最

大风速出现时间/最小湿度/最小湿度出现时

间/最高气压/最高气压出现时间/最高气温/

最高气温出现时间/本站气压/极大风向/极大

风速/极大风速出现时间/海平面气压/滑动雨

量标志/相对湿度/瞬时风向/瞬时风速/空气

温度/站点代码/记录序号/质控状态/质控结

果/露点温度 

银川市气

象局 

气候资料_节假日气候统

计值 

AVGU/主键 ID/二十四节气/创建时间/平均值

/年份/日期时间/日期类型/最大值/最小值 

银川市气

象局 

气候资料_二十四节气统

计值 

主键 ID/二十四节气/创建时间/平均值/平均

相对湿度/年份/日期时间/日期类型/最大值/

最小值 

银川市气

象局 

国家基本站整点数据表 10cm 地温/15cm地温/160cm 地温/20cm 地温

/320cm 地温/40cm 地温/5cm 地温/80cm 地温/

二分钟平均风向/二分钟平均风向，采用方位

表达/二分钟平均风速/入库时间/区站代码/

十分钟平均风向/十分钟平均风向，方位表示

/十分钟平均风速/地面温度/数据时间/日照/

本站气压/水汽压/海平面气压/相对湿度/空

气温度/能见度/草面温度/记录序号/露点温

度 

银川市气

象局 

热带气旋数据 入库时间/发布时间/发布的机构代号/台风中

文名称/台风序号（内部标识）/台风级别/台

风英文名称/年内编号/记录序号/预报时刻的

七级风半径/预报时刻的中心气压/预报时刻

的八级风半径/预报时刻的六级风半径/预报

时刻的十级风半径/预报时刻的最大阵风/预

报时刻的移动速度/预报时刻的移向/预报时

刻的纬度/预报时刻的经度/预报时刻的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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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时间距离发布时间的时间跨度/预报的未

来时间 

银川市气

象局 

能见度探测数据 十分钟能见度/数据时间/本小时最低能见度/

本小时最低能见度出现时间/站号/站名/能见

度 

银川市气

象局 

市气象局（台）-行政许

可信息 

备注/当前状态/数据更新时间/数据来源单位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有效期自/

有效期至/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

编号/行政相对人代码_1(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行政相对人代码_2 (工商注册号)/行政

相对人代码_3(组织机构代码)/行政相对人代

码_4(税务登记号)/行政相对人代码_5(事业

单位证书号)/行政相对人代码_6(社会组织登

记证号)/行政相对人名称/行政相对人类别/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

/许可内容/许可决定日期/许可机关/许可机

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许可类别/许可编号/许

可证书名称/证件类型 

银川市气

象局 

每日天气信息 内容/序号/时间 

银川市气

象局 

平均 cm 地温 10厘米地温/15厘米地温/160 厘米地温/20

厘米地温/320 厘米地温/40 厘米地温/5厘米

地温/80厘米地温/入库时间/序号/数据时间

/站点 

银川市气

象局 

市气象局权力清单和责任

清单 

主键自增序列/事项类别/具体事项名称 

银川市气

象局 

全市范围自动站实况格点

数据表 

1小时累计降雨量/24小时累计降雨量/2小

时累计降雨量/3小时累计降雨量/6小时累计

降雨量/Tracer1小时累计降雨量预报/入库

序号/入库时间/发布时间/日最高温度/极大

风向/极大风速/格网 ID/气压/温度/相对湿

度/能见度/记录编号/预报时效/预报时间/预

报级别/风向/风速 

银川市气

象局 

全市范围自动站实况格点

信息表 

格网 ID（唯一）/格网右上角纬度/格网右上

角经度/格网左下角纬度/格网左下角经度/格

网相对 X坐标/格网相对 Y坐标/格网编码 

银川市气

象局 

基本站每日数据 00时雨量/01 时雨量/02时雨量/03 时雨量

/04时雨量/05时雨量/06 时雨量/07 时雨量

/08时雨量/09时雨量/10 时雨量/11 时雨量

/12时雨量/13时雨量/14 时雨量/15 时雨量

/16时雨量/17时雨量/18 时雨量/19 时雨量

/20时雨量/21时雨量/22 时雨量/23 时雨量

/MAXR02H/MAXR02HTIME/MAXR03H/MAXR03HTIM

E/MAXR06H/MAXR06HTIME/今 08-今 20时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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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区站编号/十分钟平均风速/平均气压/

平均气压（24 时次）/平均气温/平均气温

（24 时次）/平均湿度/平均湿度（24时次）

/数据时间/日累计雨量/昨 08-昨 20时累计

雨量/昨 20-今 08 时累计雨量/最低气压/最

低气压出现时间/最低气温/最低气温出现时

间/最大湿度/最大湿度出现时间/最小湿度/

最小湿度出现时间/最高气压/最高气压出现

时间/最高气温/最高气温出现时间/每日分钟

数据记录总数/记录序号 

银川市气

象局 

云高仪数据 中间边界层高度/中间边界层高度可信度/入

库序号/数据时间/最低边界层高度/最低边界

层高度可信度/最高边界层高度/最高边界层

高度可信度/站点站号 

银川市气

象局 

历年台风的中英文对照表 台风名字的意义/台风的中文名称/台风的名

字起源国家/台风的英文名称/名称的启用时

间/名称的结束时间/记录序号 

银川市气

象局 

历史上登陆我国的气旋 中文名/国内编号/备注/年份/序号/总计登录

次数/登录时强度等级/登录次序/登录省份/

英文名/记录序号 

银川市气

象局 

地面观测数据_区域气象

观测站观测实况 

创建时间/数据时间/气压/气温/相对湿度/站

点号/能见度/降水/风向/风速 

银川市气

象局 

气候资料_统计值 主键 ID/创建时间/数据时间/最低气温/最高

气温 

银川市气

象局 

气象预报_分区预报 CRTTIME/KEYID/SYNC_ROWNUM/值班预报员/写

入时间/区域名称/天气图标/天气图标(预报

员)/天气状况/天气状况(预报员)/是否已

QPF订正/是否已生成文件/是否第二天/是否

订正/最低温度/最大湿度/最小降雨量/最高

温度/湿度/记录号/阵风/降雨量/降雨量(预

报员)/预报时次/风力/风向/首席预报员 

银川市气

象局 

遥测站整点数据表 10分钟风向/10分钟风速/10 厘米地温/15厘

米地温/160 厘米地温/20厘米地温/320 厘米

地温/40厘米地温/5厘米地温/80厘米地温/

二分钟风向/二分钟风速/云状/低云量/入库

时间/区站编号/地面最低/地面最低出现时间

/地面最高/地面最高出现时间/地面温度/地

面状态/大型蒸发/定时降水/实测云高/干球

温度/总云量/数据时间/最低本站气压/最低

本站气压出现时间/最低气温/最低温度出现

时间/最大风速/最大风速出现时间/最大风速

的风向/最小相对湿度/最小相对湿度出现时

间/最高本站气压/最高本站气压出现时间/最

高气温/最高温度出现时间/本站气压/极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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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极大风速/极大风速出现时间/每分钟降水

量/水汽压/海平面气压/湿球温度/相对温度/

瞬时风向/瞬时风速/能见度/自记日照/自记

降水/草面最低/草面最低出现时间/草面最高

/草面最高出现时间/草面温度/记录序号/质

控状态/质控结果/露点温 

银川市气

象局 

生活指数 主键 ID/发布时间/名称/序号/时效/温馨提

示/等级 

银川市气

象局 

天象日历 主键 ID/天文事件/日期 

银川市气

象局 

气象分区逐 12小时预报 入库时间/写入时间/区域名称/发布时次/同

步编号/天气代码/天气状况/最低温度/最高

温度/记录号/记录序号/降雨量/预报时次/风

力级别/风向/风向代码/风速/风速代码 

银川市气

象局 

多种下垫面地温观测数据 入库时间/地温小时最大值/地温小时最大值

发生时间/地温小时最小值/地温小时最小值

发生时间/地温日最大值/地温日最大值发生

时间/地温日最小值/地温日最小值发生时间/

地温瞬时值/数据时间/站点站号/第一个地温

探头测得的小时最大值/第一个地温探头测得

的小时最大值发生时间/第一个地温探头测得

的小时最小值/第一个地温探头测得的小时最

小值发生时间/第一个地温探头测得的当前时

刻的瞬时值/第一个地温探头测得的日最大值

/第一个地温探头测得的日最大值发生时间/

第一个地温探头测得的日最小值/第一个地温

探头测得的日最小值发生时间/第三个地温探

头测得的小时最大值/第三个地温探头测得的

小时最大值发生时间/第三个地温探头测得的

小时最小值/第三个地温探头测得的小时最小

值发生时间/第三个地温探头测得的当前时刻

的瞬时值/第三个地温探头测得的日 

银川市气

象局 

行政检查行为信息 业务发生地区行政区划代码/业务部门名称/

业务部门统一信用代码/受委托部门/受委托

部门编码/备注/实施机构/实施机构编码/执

法证号/报送人员/报送时间/数据交换时间/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状态代码/更新时间/检查人员/检查形式

/检查方式/检查时间/检查类别/检查结果/检

查行为名称/检查行为编号/注册地址/监管事

项检查实施清单编码/监管事项目录编码/监

管对象/经营地址/行政区划代码/行政相对人

(单位/个人)/行政相对人(单位/个人)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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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相对人性质/行政相对人证件类型/记录

唯一标识 

银川市气

象局 

气象预警_地质灾害预警 KEYID/SYNC_ROWNUM/不包含提醒级信号文本/

不包含提醒级预警图形/信号掩码/信号文本/

公众短信内容/公众网状态/创建时间/发布状

态/短信发布状态/记录号/预警信号结束时间

/预警发布时间/预警图形/预警图形(用于后

台生成预警图片到 143上) 

银川市气

象局 

自动站临近地铁公园信息 临近公园/临近地铁/站号/站名/站点地址 

银川市气

象局 

特别合作区气象预警信息 信号名称/信号颜色/发布时间/城市代码/记

录序号 

银川市气

象局 

特别合作区每日天气提示 ID号/提示内容/数据时间/类别名称 

银川市气

象局 

国家基本气象站月平均气

温 

平均气温/数据序号/数据时间/站号 

银川市气

象局 

国家基本气象站月累计降

雨 

数据序号/数据时间/站号/累计降雨 

银川市气

象局 

国家基本气象站月最高平

均气温 

数据序号/数据时间/最高平均气温/站号 

银川市气

象局 

国家基本气象站月高温日

数 

数据序号/数据时间/站号/高温日数 

银川市气

象局 

防雷装置核准意见书 事项名称/事项编码/发证机关名称/发（出）

证日期/证照主体代码/证照主体名称/证照失

效日期/证照照面/证照生效日期/证照编号

（文号）/防雷类别/项目名称/项目地址 

银川市气

象局 

防雷装置验收意见书 事项名称/事项编码/发证机关名称/发（出）

证日期/证照主体代码/证照主体名称/证照失

效日期/证照照面/证照生效日期/证照编号

（文号）/防雷类别/项目名称/项目地址 

银川市气

象局 

银川市风力等级划分标 最高(m),风速(m/s),千米_小时,名称,风级,

海面波浪,浪高(m),陆地地面物象 

银川市气

象局 

银川市施放气球单位资质 经营性质,原证号码,现证号码,备注,单位名

称,单位地址,有效期 

银川市气

象局 

银川市降水等级划分标准 24小时累计降水量,12小时累计降水量,6小

时累计降水量,类型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人防工程监理单位 信用分数、信用等级、资质等级、地址、联

系人/联系电话、单位名称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人防工程检测单位 信用分数、信用等级、地址、联系人/联系电

话、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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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人防设备安装单位 信用分数、信用等级、地址、联系人/联系电

话、单位名称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人防工程设计单位 信用分数、信用等级、资质等级、地址、联

系人/联系电话、单位名称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防空警报发放管理信息 警报类型、发放方式、地理范围、发放时间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公务用车封存登记表 单位、序号、公里数、车牌号、里程、停放

位置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双公示行政许可 行政相对人名称、许可内容、证件号码、数

据来源单位、许可类别、备注、有效期至、

行政相对人代码_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行

政相对人代码_3(组织机构代码)、行政许可

决定文书号、有效期自、许可编号、行政相

对人类别、行政相对人代码_6(社会组织登记

证号)、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

表人证件号码、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称、行

政相对人代码_5(事业单位证书号)、法定代

表人证件类型、许可证书名称、行政相对人

代码_2 (工商注册号)、法定代表人、许可决

定日期、行政相对人代码_4(税务登记号)、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件类

型、许可机关、当前状态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公务车辆登记表 车号、值班日期、车型、备注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行政审批公示 行政相对人名称、许可决定日期、行政许可

决定文书号、序号、许可内容、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许可证书名称、行政相对人类别、

许可类别、备注、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当前状态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人口疏散场所 疏散点名称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从业单位（设计、图审、

防护设备、监理、检测、

防化设备）公示 

信用分数、信用等级、资质等级、地址、联

系人/联系电话、单位名称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工程质监申报公示 日期,工程名称,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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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对区县行政审批事

项随机抽查情况 

执法人员,抽查对象,抽查时间,抽查结果,地址,

发证号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对人防工程责任主

体履行质量责任的行为、

工程实体和防护设备质量

的监督抽查情况 

执法人员,时间,处理措施,抽查结果,工程名称,

抽查内容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防汛低洼地一览表 名称,区县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公共服务事项 事项类别,收费依据及标准,法定时限,实施依

据及条款,服务对象,承诺时限,共同实施部门,

服务类型,实施主体,事项名称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机构信息 联系电话,名称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人防教育双随机抽

查情况 

随机抽查单位,整改情况,抽查结果,随机抽查

人员,随机抽查时间,随机抽查内容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人防专用设备生产

安装情况的监督双随机抽

查情况 

执法人员,时间,处理措施,抽查结果,工程名称,

人防设备厂家名称,抽查内容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值班车辆登记表 车号,值班日期,车型,备注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人防工程防护（防

化）设备生产安装企业信

息 

法定代表人,年份,联系人,经营范围,企业名称,

联系电话,地址,类别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人防工程实体质量

和专用设备生产安装质量

的监督检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抽查单位,序号,抽

查事项,企业名称,抽查日期,抽查结果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审查机构名单 

机构名称,联系电话,机构类别,地址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人防工程防护设备

检测企业 

企业地址,资质认定证书有效期,年份,联系人

及电话,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

构代码）,计量认证号,备注,法定代表人及电

话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结合民用建筑修建

防空地下室及易地建设许

可的事中事后监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抽查单位,序号,抽

查事项,企业名称,抽查日期,抽查结果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人防工程施工图审

查机构信息表 

联系人,企业名称,资质,电话,法人,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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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人防设计机构信息 联系人,企业名称,资质,电话,法人,地址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人口疏散场所 所在区县,地址,疏散点名称,类型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对人防工程责任主

体履行质量责任行为的监

督检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抽查单位,序号,抽

查事项,企业名称,抽查日期,抽查结果 

银川市人

民防空办

公室 

银川市人民防空工程质量

监督登记 

年份,设计单位,工程名称,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编号,建设单位 

银川市人

社局 

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园区、社区（村）、街道

（乡镇）、区（市）县 

统计年度、分中心、模范劳动关系类型、最

后一次更新时间、单位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来银落户技能人才认证情

况 

分中心、认证人数、最后一次更新时间、统

计期号 

银川市人

社局 

全市（含各区市县）流动

人员人事档案数量 

本科人数、统计分中心、硕士人数、女性人

数、机构简称、最后一次更新时间、博士人

数、男性人数、统计期号 

银川市人

社局 
公共人才服务机构名单 机构名称、机构地址、联系方式 

银川市人

社局 

工伤保险协议康复机构名

单 
机构名称、地址 

银川市人

社局 
区（市）县社保服务网点 区市县、联系电话、地址、备注 

银川市人

社局 

全市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

店名单 

行政区划、等级、序号、机构名称、联系电

话、机构类型、地址 

银川市人

社局 

工伤保险协议辅助器具配

置机构名单 
机构名称、地址 

银川市人

社局 

全市取得行政许可劳务派

遣企业信息 

法定代表人、联系人、企业名称、联系电

话、住所、许可机关、许可证编号 

银川市人

社局 
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药品注册规格、通用中文名称、剂型、生产

厂家、药品商品名称、药品本位码、报销类

别、药品注册名称、批准文号 

银川市人

社局 

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名

单 
机构名称、地址、备注 

银川市人

社局 
民办技工学校信息 

办学状态、办学范围 、发证机关、地址、批

准文号、机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联

系电话、许可证编号 

银川市人

社局 
免费招聘专场安排信息 

举办地点、举办时间、区域、场次、微信公

众号、承办单位、网站、联系电话 

银川市人

社局 

各级社保经办机构相关信

息 

单位名称、地址、工作时间、编号、联系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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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人

社局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信息 

区域、名称、地址、服务时间、编号、联系

电话 

银川市人

社局 
工伤康复机构 地址、备注、序号、机构名称、联系电话 

银川市人

社局 
工伤医疗机构 地址、工伤医疗机构名称、序号、所属区 

银川市人

社局 
招聘岗位信息 

单位名称、学历要求、岗位名称、序号、招

聘人数、薪资待遇、详情 

银川市人

社局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一览表 

办公地址、咨询电话、年份、序号、更新时

间、系列、级别、评委办所在单位、评审委

员会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

员会一览表 

办公地址、咨询电话、年份、序号、更新时

间、系列、级别、评委办所在单位、评审委

员会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人社业务信访咨询与举报

投诉机构 
地址、年份、更新时间、编号、联系电话 

银川市人

社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相关统

计数据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报告期 

银川市人

社局 
工伤认定业务受理点 单位、地址、工作时间、编号、联系电话 

银川市人

社局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周期、新增就业人数、编号 

银川市人

社局 
青年见习基地 

单位注册地、组织机构代码、编号、见习基

地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市人社局公共信用目录   

银川市人

社局 

新引进人才租房和生活补

贴受理机构 
受理部门、地址、序号、联系电话、辖区 

银川市人

社局 
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名单 区属、基地名称、基地地址、序号 

银川市人

社局 

职业技能鉴定报名点汇总

表 
序号、报名点名称、报名点地址、联系电话 

银川市人

社局 
留学人员创业（产业）园 地址、序号、留学人员创业（产业）园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保管机

构 

办公地址、名称、序号、服务区域、联系电

话 

银川市人

社局 

目前开展博士后工作的创

新实践基地目录 
序号、批准设站时间、站点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协助

认证网点 

办公地址、办公电话、序号、所属辖区、机

构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建设工程项目工伤保险信

息 

参保证明流水号、工伤保险费、序号、登记

日期、项目名称、项目地址、项目类型、项

目编号 



21 
 

银川市人

社局 

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信息披

露通告（年报） 
参保人数（万人）、年度、序号 

银川市人

社局 

社会工伤保险参保信息披

露通告（年报） 
参保人数（万人）、年度、序号 

银川市人

社局 

社会失业保险参保信息披

露通告（年报） 
参保人数（万人）、年份、序号 

银川市人

社局 

已进驻社保业务的政务大

厅名单 
备注、序号、行政服务大厅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劳动保障事业主要指标 

上年同期、同比、季度、序号、指标名称、

数值 

银川市人

社局 

职业教育校外公共实训基

地 

专业、地址、实训基地名称、实训基地联系

电话、序号 

银川市人

社局 

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地址及联系方式 

名称、地址、序号、服务时间、电话、行政

区域 

银川市人

社局 

各法律援助机构地址及联

系方法 
名称、地址、序号、电话 

银川市人

社局 

市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

作人员岗位信息 

与岗位有关的其它条件、专业要求、备注、

学位要求、学历要求、岗位名称、岗位等

级、岗位类别、序号、招聘单位、拟聘人

数、最低专业技术资格要求、考生户籍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主

管部门信息 
联系地址、联系电话、部门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城镇大病医疗救助

特药、特材救助责任医师 

病种及特药、医师姓名、医师职称、医疗机

构名称、专业、性别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历年最低工资标准 

执行时间、济阳县、商河县（单位：元、

月）、长清区、章丘市、平阴县（单位：

元、月）、市内五区（单位：元、月）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政府所属人才服务

机构相关信息 

联系电话、单位地址及邮编、政府所属人才

服务机构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引进海内外高层次

人才岗位需求目录 

职位名称、联系人、企业名称、电话、学历

要求、招聘人数、专业要求、待遇薪酬、电

子邮箱、类别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评审通过人员公

示信息 

姓名、评审年份、工作单位、专业、现专业

技术职务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职业培训机构信息 

联系人、机构名称、联系电话、培训专业、

地址、区域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门诊定点医疗机构

名单 
联系电话、机构地址、单位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医保药品目录（西

药部分） 

剂型、分类四、分类一、备注、中文名称、

分类七、编号、分类二、英文名称、分类

八、分类三、分类六、分类五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医保药品目录（中

成药部分） 

药品名称、分类二、分类四、分类三、分类

一、备注、分类六、分类五、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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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住院定点医疗机构

名单 
机构名称、联系电话、机构地址、级别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社保卡受理网点 功能描述、受理网点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城镇未参保集体企

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障工作

经办机构联系方式 

部门、辖区、咨询电话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技工院校信息 

省名牌重点专业、学校名称、省百强专业、

负责人、学校地址、联系电话、邮编、市名

牌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民办培训机构信息 

联系人、联系电话、批准时间、地址、备

注、办学类型、许可证编号、单位名称、批

准文号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养老金发放银行网

点 

法定代表人、企业类型、银行名称、注册资

本、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评估情况 
评价年份、学校名称、评估结果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政府补贴培训清单

信息 

国家统考专业、专业名称、标准（元）、非

定点培训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就业技能定点培训

机构专业设置清单 

联系人、机构名称、联系电话、培训专业、

地址、区县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面向社会引进优秀

人才报名情况公示 

年份、报考部门、报考人数、报考职位、审

核通过人数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证 

证件名称、许可内容、证件号码、有效期截

止、证照编号、有效期开始、证件类型名

称、发证时间、颁发单位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非因工伤残或因病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姓名、鉴定结论、鉴定编号、单位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劳动保障查处信息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处罚决定日期、处罚

类别、处罚事由、处罚依据、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处罚结果、法定代表人姓名、单位名

称、处罚机关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社保局对外服务联

系信息 

办公时间、单位、咨询电话、联系电话、投

诉电话、地址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行业提前退休工种

范围 

产品名称、生产方法、包括范围、工种名

称、备注、劳动条件及劳动环境、工种性

质、行业、工种分类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姓名、单位及职务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职业技能鉴定各项

目收费标准 

职业名称、中级收费标准、技师收费标准、

高级技师收费标准、高级收费标准、类别、

初级收费标准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博士后科研项目配

套资助项目名单 

姓名、所获项目及等次、所属县区、年度、

资助金额（万元）、所属设站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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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企业稳岗补贴公示

名单 

年末人数、年初人数、裁员数、年份、批

次、缴费基数、缴失业保险数、社保号、减

员数、单位名称、应发数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民办职业技能培训

机构许可证信息 

证件名称、许可内容、证件号码、有效期截

止、证照编号、有效期开始、证件类型名

称、发证时间、颁发单位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社保局业务咨询电

话 
服务单位、咨询电话、业务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职工护理保险定点

医护机构名单 

院护、家护、机构名称、联系电话、机构地

址、专护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人事考试计划 考试日期、专业名称、审核单位、考区设置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人才服务机构通讯

方式 

邮箱、传真、机构名称、联系电话、邮编、

单位地址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职工生育保险定点

医疗机构名单 
名称、地址、类型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博士后生活补贴名

单 

姓名、进站时间、认定年度、所属县区、资

助金额（万元）、所属设站单位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企业新引进研究生

租房和生活补贴人选名单 

姓名、年份、企业名称、毕业院校、学位、

所属区县、专业、性别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检查结果公示 
年度、检查结果、单位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普通门诊统筹专科

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医院级别、医疗机构名称、备注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大病保险特药责任

医师名单公示 

病种及特药、医师姓名、医师职称、医疗机

构名称、专业、性别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特药定点零售药店 单位名称、单位地址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工

作站 
单位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工伤定点医疗机构

名单 
名称、地址、类型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博士后人才需求信

息 

年份、联系人、设站单位名称、专业领域、

需求人数、薪资待遇、单位性质、电子邮箱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高层次人才认定名

单 
姓名、年份、所在单位、人才分类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特殊工种会审通过

人员名单 

姓名、特殊工种名称、特殊工种年限、备

注、公示时间、单位名称、出生年月、性别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单病种定点医疗机

构名单 
医院编号、病种编码、病种名称、医院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院士专家服务基层

工作站 
工作站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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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门诊统筹诊疗项目目

录 

姓名、出生日期、到帐情况、单位名称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社保自有数据服务

汇总查询 
社保自有数据服务汇总查询 

银川市人

社局 

银川市青年学术技术带头

人名单 
姓名、单位及职务、性别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建成和在建城市综

合体统计表 

建设规模(万㎡)、序号、建设项目、建设位

置、建筑业态、非住宅建筑面积(万㎡)、建

设单位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商务局责任清单 

权利项目名称、权利类型、追责情形、序

号、责任事项依据、责任主体、监督电话、

责任事项、实施依据 

银川市商

务局 
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 序号、年度、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名称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诚信搬家服务 全称、电话、名称、地址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食用农产品流通安

全情况 
市场名称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情

况 
期别、同比、社零额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区县商务主管部门

基本信息 
所在区县、联系电话、名称、地址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货物贸易进口情况 期别、同比、进口额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货物贸易出口情况 期别、同比、出口额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服务外包专业园区

基本情况 
主要业务、园区发展状况、名称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基本情况 
主要业务、网址、单位名称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拍卖资质企业信息 

法定代表人、企业名称、企业类型、注册资

本、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备案企业信息 
备案号、单位名称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本市主要会展信息 承办单位、展会名称、展览地点、举办时间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主要展馆信息 名称、联系方式、场馆介绍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标准化菜场信息 

面积（平方米）、社区菜市场名称、运营主

体、建设地点、建设主体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主食加工配送中心

分布情况 
具体地址、配送中心名称、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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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早餐店分布情况 具体地址、店长、联系电话、店名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智慧便利店 地址、商城名称、面积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阳光家政服务 

联系人、纬度、电话、经度、名称、地址、

面积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放心早餐地图 

联系人、纬度、联系电话、经度、名称、地

址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有实绩外经企业名

单 
境外投资企业、地址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园区经济发展专项

资金扶持项目名单 

项目名称、年份、项目单位、所属县区、项

目类别、开发区名称（申报单位）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特色商业示范街 特色商业示范街名称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冬春蔬菜储备承储

单位公示 
年份、单位名称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供应链体系建设综

合试点支持项目公示 
项目名称、项目方向、项目建设单位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名优风味小吃 申报单位、小吃品种名称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商贸流通业发展引

导资金扶持项目名单 

项目内容、年份、所属县区、项目类别、单

位名称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便民餐车定位信息 点位、编号、详细地址、区域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商务领域诚信经营

示范店 
推荐单位、企业名称、地址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市再生资源回收企业

备案信息 
企业名称 

银川市商

务局 
银川老字号名录 认定部门、字号名称、文书编号、单位名称 

银川市商

务局 
商务政策 年份、序号、政策内容、政策类型 

银川市商

务局 
外贸进出口概况 

.进出口总量、出口同比、出口总量、序号、

统计区间、进出口同比、进口同比、进口总

量 

银川市商

务局 
服务贸易进出口发展情况 

出口同比、出口总量、序号、统计区间、进

出口同比、进出口总量、进口同比、进口总

量 

银川市商

务局 
利用外资情况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同

比、序号、统计区间、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个

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个数同比 

银川市商

务局 
保税贸易发展情况 

保税出口同比、保税出口总量、保税进出口

同比、保税进出口总量、保税进口同比、保

税进口总量、序号、统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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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商

务局 
招商引资情况 

全市招商引资落地项目投资金额、全市招商

引资落地项目投资金额同比、全市招商引资

落地项目数量、全市招商引资落地项目数量

同比、序号、统计区间 

银川市商

务局 
对外合作发展情况 

全市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全市实际对

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同比、全市实际对外直接

投资项目金额、全市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项目

金额同比、序号、统计区间 

银川市商

务局 
电子商务发展情况 

.跨境电商进口交易额、序号、统计区间、跨

境电商交易额、跨境电商交易额同比、跨境

电商出口交易额、跨境电商出口交易额同

比、跨境电商进口交易额同比 

银川市商

务局 
消费市场情况 

序号、批发业商品销售额、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统计区

间、零售业商品销售额、餐饮业营业额 

银川市商

务局 
加油站企业名单 

企业名称、企业负责人、加油站点名称、加

油站点地址、序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银川市商

务局 
电商示范企业 企业名称、年度、序号 

银川市商

务局 
电商示范园区 年度、序号、示范园区名称 

银川市商

务局 

国家级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和重点项目名单 
企业名称、地址、序号 

银川市商

务局 
市商务局-行政许可信息 

事项名称、事项编码、备注、当前状态、数

据更新时间、数据来源单位、数据来源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有效期自、有效期至、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申办流

水号_市级、申办流水号_省级、编号、行政

相对人代码_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行政相

对人代码_2 (工商注册号)、行政相对人代码

_3(组织机构代码)、行政相对人代码_4(税务

登记号)、行政相对人代码_5(事业单位证书

号)、行政相对人代码_6(社会组织登记证

号)、行政相对人名称、行政相对人类别、行

政许可决定书文号、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

称、许可内容、许可决定日期、许可机关、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许可类别、许

可编号、许可证书名称、证件类型 

银川市商

务局 
境外参展情况 

展位数量（个）、展览场次（场）、年月、

序号 

银川市商

务局 
公平贸易培训目录 企业参训人次、场次、年月、序号 

银川市审

计局 

银川市审计局行政权力清

单 
职权类别、所属部门、事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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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审

计局 
审计结果公告 发布日期、审计项目名称 

银川市审

计局 
审计局季度统计数据 公开日期/公开类型/内容/标题 

银川市审

计局 
各区审计局信息 机构名称/机构地址/联系方式 

银川市审

计局 
银川市审计项目计划 

计划来源,项目类型,审计年度,审计（调查）

项目名称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饮用水水源地基本信息 

水源地所属地域 Code、水源地类型、水源

地水质状况、水源地基本信息、水源地名称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地表水水质断面基本信息 

考核类型、流量平均值、监测单位、考核、

断面水系流域、断面名称、监测类型、地区

名称、监控类型、地区 code、纬度、水质类

型、断面编号、经度、断面质量、断面河流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地表水水质断面月度监测

信息 

五日生化需氧量、电导率、氰化物、铅、

镉、溶解氧、氨氮、锌、总磷、挥发酚、氟

化物、硒、砷、水温、PH、高锰酸盐指数、

石油类、铜、化学需氧量、铬（六价）、

汞、总氮、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硫化物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水质断面考核清单 

地区、总磷、当前年份目标水质类别、断面

名称、断面水系流域、氨氮、化学需氧量、

断面河流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空气质量日数据 

NO2 24 小时平均浓度、PM10 24 小时平均

分指数、PM25 24 小时平均浓度、SO2 24 小

时平均分指数、PM25 24 小时平均分指数、

状态、数据更新时间、PM10 24 小时平均浓

度、SO2 24 小时平均浓度、污染级别、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污染物种类、污染级别

颜色标记、AQI、区县代码、CO 24 小时平

均分指数、CO 24 小时平均浓度、污染源、

监测日期、首要污染物、NO2 24 小时平均

分指数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空气质量小时数据 

SO2 浓度、PM10 浓度、SO2 分指数、污染

级别、监测时间、NO2 分指数、CO 小时浓

度、CO 分指数、PM25 小时浓度、污染级

别颜色标记、NO2 浓度、AQI、区县代码、

O3 分指数、O3 小时浓度、首要污染物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空气质量年度分析数据 

日期、优良天数、年度、PM10 浓度、重污

染天数、PM25 浓度、城市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空气质量达标情况 

考核重污染天数、PM25 实际值、ID  主

键、PM10 考核值、PM10 实际值、年度、

区域码 、考核优良天数、实际优良天数、更

新时间、实际重污染天数、P25 考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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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非道路移动机械数量 数据录入时间、非道路移动机械数量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风险源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规模（大、中、小型）、法人代表、经

济类型、固定资产总值（万元）、企业级

别、单位代码（污染源代码）、状态、是否

配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0:否；1:是）、行政

主管部门、跨区域重大或者较大风险源、环

境安全负责人、环保手续情况、企业生产工

艺流程、风险类别、是否有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0：否、1：是）、企业成立日期、

行政区划代码、占地面积、意见、企业所属

行业、企业正门纬度、经营范围、风险等

级、应急队伍、填报时间、负责人联系电

话、邮政编码、单位名称（污染源名称）、

行业类别代码、企业正门经度、单位性质、

行政区划、职工人数、审核结果（0：不通

过-退回、1：通过）、填报人、应急物资、

主要产品、单位地址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查封（扣押）决定书 

单位、执法证号 2、查封（扣押）物品、查

封（扣押）期限开始、执法证号 1、违法行

为、依据违则、查封（扣押）地点、查封

（扣押）期限结束、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更新时间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主要污

染物浓度 

二氧化氮季均浓度（微克/立方米）、统计时

间、二氧化硫季均浓度（微克/立方米）、臭

氧月季浓度（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

（PM2.5）季均浓度（微克/立方米）、一氧

化碳季均浓度（毫克/立方米）、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

季均浓度（微克/立方米）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银川市各区（市）县环境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统计时间、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区域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银川季度城市地表水环境

质量状况 

统计年度、规定类别、本季度类别、断面名

称、上年同期、上季度类别、主要污染指标/

超标倍数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环保行政处罚信息 

纳税人识别号（国税号）、处罚金额、处罚

决定文书号、当事人姓名(企业名称）、违法

行为/案由（处罚事由）、没收金额、组织机

构代码|营业执照注册号（取消）、纳税登记

证号码(地税号)、处罚内容（处罚结果）、

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金额单位、处罚依

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处罚决定书日期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AQI 监测站点月监测数据

信息 

风速、首要污染物名称、监测站 ID、建立时

间、湿度、PM10 浓度值、建立人姓名、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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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 IAQI、PM10IAQI、同期削减率、温度、建

立人单位 ID、AQI 数据、风向、二氧化硫

IAQI、建立人单位名称、综合指数、建立人

部门 ID、二氧化氮浓度值、最后更新部门名

称、最后更新姓名、二氧化氮 IAQI、监测站

名称、数据时间、是否删除、最后更新人时

间、二氧化硫浓度值、AQI 等级编码、最后

更新单位名称、PM2.5IAQI、最后更新部门

ID、风压、一氧化碳 IAQI、建立人部门名

称、一氧化碳浓度值、纬度、最后更新人

ID、经度、最后更新单位 ID、AQI 等级名

称、建立人 ID、PM2.5 浓度值、AQI 月监测

数据 ID、臭氧浓度值、站点类型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AQI 监测站点日监测数据

信息 

风速、首要污染物名称、监测站 ID、建立时

间、湿度、PM10 浓度值、建立人姓名、臭

氧 IAQI、PM10IAQI、同期削减率、温度、建

立人单位 ID、AQI 数据、风向、二氧化硫

IAQI、建立人单位名称、综合指数、AQI 日

监测数据 ID、建立人部门 ID、二氧化氮浓度

值、最后更新部门名称、最后更新姓名、二

氧化氮 IAQI、监测站名称、数据时间、是否

删除、最后更新人时间、二氧化硫浓度值、

站点级别、AQI 等级编码、最后更新单位名

称、PM2.5IAQI、最后更新部门 ID、风压、

是否综合指数计算、一氧化碳 IAQI、建立人

部门名称、AQI 变化趋势、一氧化碳浓度

值、纬度、最后更新人 ID、经度、最后更新

单位 ID、AQI 等级名称、建立人 ID、PM2.5

浓度值、臭氧浓度值、站点类型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大气污染监测站信息 

网格 ID、状态、监测站 ID、建立时间、建立

人姓名、建立人单位 ID、数据对接来源编

码、建立人单位名称、建立人部门 ID、地

址、最后更新部门名称、最后更新姓名、监

测站名称、是否删除、是否更新过网格、站

点编码、最后更新人时间、站点级别、最后

更新单位名称、同级排序号、行政区划编

码、最后更新部门 ID、建立人部门名称、原

始 id、显示名称、纬度、最后更新人 ID、经

度、最后更新单位 ID、建立人 ID、站点类型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AQI 行政区域小时监测数

据信息 

全市排名_名次、首要污染物名称、PM10 浓

度值、臭氧 IAQI、全国排名_总数、二氧化

硫 AQI、同期削减率、AQI 数据、综合指

数、AQI 日监测数据 ID、行政区划名称、二

氧化氮浓度值、PM10AQI、二氧化氮 IA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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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排名_总数、数据时间、二氧化硫浓度

值、AQI 等级编码、全国排名_名次、

PM2.5IAQI、行政区划编码、数据来源类

别、全省排名_名次、一氧化碳 IAQI、全省

排名_总数、区县综合指数排名、AQI 变化趋

势、一氧化碳浓度值、纬度、经度、AQI 等

级名称、PM2.5 浓度值、臭氧浓度值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AQI 行政区域月监测数据

信息 

全市排名_名次、首要污染物名称、建立时

间、PM10 浓度值、建立人姓名、臭氧

IAQI、PM10IAQI、全国排名_总数、同期削

减率、建立人单位 ID、AQI 数据、二氧化硫

IAQI、建立人单位名称、综合指数、建立人

部门 ID、行政区划名称、二氧化氮浓度值、

最后更新部门名称、最后更新姓名、二氧化

氮 IAQI、全市排名_总数、数据时间、是否

删除、最后更新人时间、二氧化硫浓度值、

AQI 等级编码、最后更新单位名称、全国排

名_名次、PM2.5IAQI、行政区划编码、最后

更新部门 ID、数据来源类别、全省排名_名

次、一氧化碳 IAQI、全省排名_总数、建立

人部门名称、区县综合指数排名、AQI 变化

趋势、一氧化碳浓度值、纬度、最后更新人

ID、经度、最后更新单位 ID、AQI 等级名

称、建立人 ID、PM2.5 浓度值、AQI 月监测

数据 ID、臭氧浓度值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AQI 监测站点小时监测数

据信息 

风速、首要污染物名称、监测站 ID、建立时

间、湿度、PM10IAQI、同期削减率、温度、

AQI 数据、风向、二氧化硫 IAQI、最后更新

部门名称、最后更新姓名、监测站名称、

AQI 小时监测数据 ID、数据时间、最后更新

单位名称、PM2.5IAQI、最后更新部门 ID、

最后更新人 ID、8 小时滑动平均臭氧浓度

值、经度、最后更新单位 ID、AQI 等级名

称、PM2.5 浓度值、PM10 浓度值、建立人

姓名、臭氧 IAQI、建立人单位 ID、建立人单

位名称、综合指数、建立人部门 ID、二氧化

氮浓度值、二氧化氮 IAQI、是否删除、最后

更新人时间、二氧化硫浓度值、站点级别、

AQI 等级编码、风压、是否综合指数计算、

臭氧 8 小时滑动平均 IAQI、一氧化碳 IAQI、

建立人部门名称、AQI 变化趋势、一氧化碳

浓度值、纬度、建立人 ID、臭氧浓度值、站

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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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危险废物企业登记信息 

法人代表、委托处置情况、联系人、序号、

单位利用、处置情况(kg/a)、贮存情况

（kg)、行业代码、县（市、区）、详细地

址、生产总天数（天）、申报单位性质（企

业、事业等）、社会信用代码、废物代码、

废物名称、2019 年产生量(kg/a)、所在工业

园区、园区级别、结存量(kg)、申报单位名

称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AQI 行政区域日监测数据

信息 

全国排名_名次、建立人单位名称、

PM2.5IAQI、PM10 浓度值、二氧化氮浓度

值、最后更新单位名称、PM10IAQI、 臭氧

浓度值、PM2.5 浓度值、是否删除、建立人

ID、行政区划名称、建立人姓名、纬度、 一

氧化碳 IAQI、经度、AQI 变化趋势   、  

建立时间   、  建立人部门名称   、  最

后更新部门名称   、  一氧化碳浓度

值   、  首要污染物名称   、  区县综合

指数排名、全市排名_名次、最后更新人

ID、 AQI 数据、 建立人单位 ID、臭氧

IAQI、AQI 等级名称、数据时间   、  最后

更新单位 ID   、  全市排名_总数   、  

建立人部门 ID   、  最后更新部门 ID   、  

AQI 小时监测数据 ID   、  AQI 等级编码、

二氧化氮 IAQI、全省排名_名次、同期削减

率、最后更新人时间、最后更新姓名、二氧

化硫 IAQI   、  全国排名_总数、二氧化硫

浓度值、行政区划编码、全省排名_总数、综

合指数、数据来源类别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大气污染监测行政区划数

据 

区划简码、同级排序、状态、建立时间、备

注、建立人姓名、区划简拼、建立人单位

ID、建立人单位名称、目录编码、全名称、

建立人部门 ID、行政区划名称、最后更新部

门名称、最后更新姓名、拼音检索、父节点

编码、是否删除、最后更新人时间、最后更

新单位名称、邮政编码、行政区划编码、最

后更新部门 ID、建立人部门名称、最后更新

人 ID、最后更新单位 ID、建立人 ID、国家

行政区划编码、简称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项目名称、审批类别、行政相对人名称、许

可内容、行政许可决定书文号、许可有效期

限、许可截止日期、街道、编号、许可决定

日期、数据更新时间戳、申报流水号、事项

编码、许可机关、地方编码、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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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

安装联网 
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安装联网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水环境质量信息 数据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公厕基本信息 

具体地址、序号、开放时间、建设时间、公

厕编号、公厕名称、辖区名称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公园基本情况 公园名称、序号、简介、开放时间、地址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

案登记情况统计表 
水环境质量信息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联系人、备案登记预案名称、联系电话、行

业类别、备案登记日期、备案登记单位名

称、备注、备案登记编号、单位名称、单位

地址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银川市强制性清洁生产审

核企业名单 
所在市、企业性质、序号、监管单位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银川市辐射安全许可证变

更信息 

变更类别、审批时间、所在区、证书编号、

单位名称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银川市辐射安全许可证申

请信息 

审批时间、种类和范围、所在区、证书编

号、单位名称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银川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

构信息 

联系人、辖区、咨询电话、地址、检验机构

名称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银川市危险废物许可证信

息 

利用（吨/年）、许可证有效期、序号、核准

经营规模（吨/年）、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

别、许可证编号、单位名称、核准经营方式

处置（吨/年） 

银川市生

态环境局 
银川市排污许可证信息 

行业类别、发证日期、许可证编号、单位名

称、有效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