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孝义市教育科技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 职权 职权

责任事项 追责依据
类别 名称 依据

行政处罚

对未经登记注册，擅自招收
幼儿；园舍、设施不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安全标准，妨
害幼儿身体健康或者威胁幼
儿生命安全；教育内容和方
法违背幼儿教育规律，损害
幼儿身心健康的行为的处罚

【规章】《幼儿
园 管 理 条 例 》
（1989年国家教
育 委 员 会 令 第
4号）第二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等违法案件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行政法规】《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2、调查责任：教育科技局监察室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到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
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规章】《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27号）第三十三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
、监察部18号令）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身边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 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
等内容。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行政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
对违法干涉他人学习和使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处罚

【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法
》第二十七条

1、立案责任：发现违法干涉他人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十六条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行政法规】《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
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规章】《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27号）第三十三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
、监察部18号令）

4、告知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权利。符
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行政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

对民办学校未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
施条例》的规定将出资人取
得回报比例的决定和向社会
公布的与其办学水平和教育
质量有关的材料、财务状况
报审批机关备案，或者向审
批机关备案的材料不真实的
处罚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办教育促进法
实施条例》（国
务院令第399号）

1、立案责任：发现材料不真实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第五十条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行政法规】《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教育
行政处罚暂行实
施 办 法 》   
（1998年国家教
育委员会令第27
号）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
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规章】《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27号）第三十三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
部、监察部18号令）

第十二条第二款
4、告知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权利。符
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行政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
对民办学校对向学生推销或
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
式谋利益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办教育促进法
﹥办法》 第三十
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民办学校违规谋取利益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行政法规】《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规章】《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27号）第三十三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
、监察部18号令）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
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

4、告知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权利。符
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行政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

对民办学校出资人违法取得
回报或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回
报的比例过高，产生恶劣社
会影响的处罚；民办学校不
确定各类人员的工资福利开
支占经常办学费用的比例或
者不按照确定的比例执行，
或者将积累用于分配或者校
外投资的处罚

【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办教育促进法
实施条例》（国
务院令第399号）

1、立案责任：发现对民办学校出资人违法取得回报或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回报的比例过
高，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处罚等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三条、第六
十四条；

 第四十九条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行政法规】《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条；《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行政处罚

对民办学校出资人违法取得
回报或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回
报的比例过高，产生恶劣社
会影响的处罚；民办学校不
确定各类人员的工资福利开
支占经常办学费用的比例或
者不按照确定的比例执行，
或者将积累用于分配或者校
外投资的处罚

【规章】《教育
行政处罚暂行实
施办法》（1998
年国家教育委员
会令第27号）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
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规章】《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27号）第三十三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
、监察部18号令）

第十五条
4、告知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权利。符
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第三
十五条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行政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处罚

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
规定，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
育机构的处罚；擅自分立、
合并民办学校的处罚；擅自
改变民办学校名称、层次、
类别和举办者的处罚；民办
学校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广
告，骗取钱财的处罚；民办
学校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
证书、结业证书、培训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的处罚；民
办学校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
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
的处罚；民办学校提交虚假
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
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
许可证的处罚；民办学校伪
造、变造、买卖、出租、出
借办学许可证的处罚；民办
学校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
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处罚

【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

1、立案责任：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处罚
等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至七十七条；《公务员法》第
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五条；《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至第六十二
条；

第七十五条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行政法规】《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育委员会
令第27号）第三十三条；《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
第495号令）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    第六十
二条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
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
18号令）

【规章】《教育
行政处罚暂行实
施办法》（1998
年国家教育委员
会令第27号）

4、告知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权利。符
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

第十二条、第十
六条、第十七条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内容。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行政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给付

各学段学生资助金给付
【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 》

1、受理评审责任：公开各学段学生资助金资助文件和方案；按规定受理符合资助条件人
的申请；严格把关，按照规定审查；公开公正评审；公示评审结果

【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至七十七条；《公务员法》第
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五条；《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

15.1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
金给付

第二十八条
2、复核责任：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条件、指标、程序对各学段学生资助金进行审批；及
时汇总上报。

【行政法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行政给付

15.2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给
付

【行政法规】《
社会救助暂行办
法》（国务院令

第649号）

3、资金发放责任：按照规定时间把资助金拨付到受助人（或监护人）银行储蓄卡。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
18号令）

15.3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生生活费补助金给付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

15.4学前教育幼儿资助金给
付15.5其他资助给付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行政奖励
对发展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

献的奖励

【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 第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  第三
十三条

1、受理责任：及时公布对作出突出贡献教师的奖励方案，公开奖励范围；在规定时间内
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及时受理；

【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至七十七条；《公务员法》第
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五条；《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办法》   
第二十五条

2、评审责任：认真审查符合评选条件申请人的相关证件、材料；按指标职数进行推荐；
按照规定程序评审；评审过程公开，评审结果公示。

【行政法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3、审批责任：按照规定对符合评选条件的申请人准予确认 ；集体讨论研究作出决策。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
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行政检查
对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工作

的督导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教育督
导规定》

1、检查责任：科学制定对被检查单位的监督检查方案；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被检查单
位；

【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至七十七条；《公务员法》第
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五条；《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

第七条
2、处置责任：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核查等方式对被检查单位实施检查；形成
科学合理的督查报告；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整改复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方式对被
检查单位进行行政处理；

【行政法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3、信息公开责任：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查相关信息进行公开；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
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行政检查
对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工作

的督导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行政检查
对下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履行

教育职责的督导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教育督
导 规 定 》       
第二条、第七条

1、检查责任：科学制定监督检查方案；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被检查单位；
【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至七十七条；《公务员法》第
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五条；《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

2、处置责任：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核查等方式对被检查单位实施检查；形成
科学合理的督查报告；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整改复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方式对被
检查单位进行行政处理；

【行政法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3、信息公开责任：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查相关信息进行公开；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
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行政检查
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落实

的监督管理

【规章】《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
理 暂 行 办 法 》  
（财政部令第36
号）

1、检查责任：科学制定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落实的监督检查方案；在规定的时间内通
知被检查单位；

【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至七十七条；《公务员法》第
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五条；《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

2、处置责任：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核查等方式对被检查单位实施检查；形成
科学合理的督查报告；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整改复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方式对被
检查单位进行行政处理；

【行政法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3、信息公开责任：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查相关信息进行公开；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
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行政检查

学校经费收支情况及使用效
益的监督管理

【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      第六
十三条

1、检查责任：科学制定学校经费使用监督检查方案；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被检查单位；
【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至七十七条；《公务员法》第
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五条；《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

2、处置责任：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核查等方式对被检查单位实施检查；形成
科学合理的督查报告；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整改复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方式对被
检查单位进行行政处理；

【行政法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3、信息公开责任：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查相关信息进行公开；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
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      第六
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行政检查 学校安全管理的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

1、检查责任：科学制定学校安全管理监督检查方案；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被检查单位；
【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至七十七条；《公务员法》第
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五条；《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

第二十三条、第
二十四条

2、处置责任：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核查等方式对被检查单位实施检查；形成
科学合理的督查报告；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整改复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方式对被
检查单位进行行政处理；

【行政法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中小
学幼儿园安全管
理办法》

3、信息公开责任：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查相关信息进行公开；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
18号令）

（教育部令第23
号）第五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其他权力 民办学校聘任校长的核准

【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第
二十三条、第五
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聘任校长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行政法规】《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
五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

2、审查责任：按照法定程序对聘任校长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
见，告知申请人。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3、决定责任：对聘任校长申请做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
可的应当当面告知理由）。

【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三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99号）第
二十一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
部18号令）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按规定备案，信息公开。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办法》第三十五
条。《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其他权力

对民办学校

【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第
三十二条

受理审查责任：对符合办理年检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在受理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履
行法定告知义务；申请人提交的年检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
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

【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至七十七条；《公务员法》第
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五条；

年检（初审） 审批责任：对符合年检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审批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其他权力

【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第
三十二条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核准决定；在审批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审批过
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牟取其他利益；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
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其他权力
推荐国家、省、市级科技计
划项目

【规章】《国家
科技计划项目管
理 暂 行 办 法 》
（科学技术部令
第5号）第八条、
第九条、第十条
、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

1、受理及核查责任：申报单位提交推荐国家、省、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材料，计划成
果科受理；

【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至七十七条；《公务员法》第
五十三条至第五十五条；

2、审查及审批责任：局务会议讨论研究审查是否通过，通过推荐上报市科技局，不通过
告知理由。

【行政法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科学技术部
令第5号）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
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
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其他权力
县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初
审）

【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科学
技术进步法》第
十一条

1、受理责任；申报单位申报县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材料，计划成果科受理并初审，不符
合申报条件的，退回材料，告知理由；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十一条《行政许
可法》第七十二至七十七条；《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至第五十
五条；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科学技
术进步条例》 第
三条、第四条

2、审查责任：局务会议讨论研究，编制下达项目计划； z

3、审批责任：签订项目合同。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监察部
18号令）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第三条、第四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至四十二条；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七、
二十四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