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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奈省推行市、具政府工作部rl

枚責清単制度工作方案

力貫御落実党的十八大わ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推行各地象以上市、晏 (市 、区)政府工作部 11杖 責

清単+1皮 ,根据中央 《美子推行地方各坂政府工作部 |¬ 杖カ

清単制度的指早意見》《中共声木省委貫物落共 〈中共中央

美子全面深化改革若千重大同題的決定〉的意几》精神,制

定本方案。

一、基本要求

(― )工作 曰林。杵各地象以上市、晏 (市 、区)政府

工作部 11行使的各項行政取杖及其依据、行使主体、近行流

程、対鹿責任等,以 清単形式向社会/AN布 ,接 受社会監督。

こ辻建立杖責清単 +1皮 ,辻 一歩明硫政府工作部 11取 責杖

限,切 実装交政府駅能,カロ快形成迪界清晰、分工合理、杖

責一致、近特高放、依法保障的政府取能体系和科学有妓的

杖力監督制釣林凋机制,全面推辻依法行政。

(二 )実施池口。各地級以上市、晏 (市 、区)政府エ

作部 11,中 国 (片 末)自 由貿易拭詮区各片区足推行枚責清

単制度的重点,依法承担行政駅能的事立単位 ,垂宣管理部

- 2 -



|¬ 没在各地坂以上市、去 (市 、区)具有行政取枚的机杓也

鹿推行叔責清単制度。垂宣管理部 11没在各地級以上市、晏

(市 、区)具有行政取杖的机杓杖責清単由其上奴部 |コ 辻行

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中核,井 有政府工作部 11杖 責清単

相衛接,通辻本机杓立券亦理宙口、上奴部 11回 靖等載体予

以/Ak布 。多慎政府、街道亦事処推行杖責清単制度工作由各

地象以上市、具 (市 、区)政府結合共豚研究碗定。

(二 )基本原興1。 堅持法定取責始須力、法元授杖不可

力,有 法定依据的枚責事項必須戸格依法履駅,没有法定依

据的要予以清理調整。堅持杖責井重、全面清理,接照有枚

共有責、杖責一致的原只1,同 歩清理政府工作部 11的 責任事

項。堅持紫交駅能、厘清美系,重 点炎理好政府々市場、政

府均社会、政府々事立単位、上下坂政府え同、政府工作部

l¬ え目的美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畳中起決定性作用
～

更好友

拝政府作用。堅持/AN升 透明、規疱高数,化化亦事流程,推

行亦事工作 口制度,大力推行行政事券口上亦理,提高政府

服券水平和行政妓能。

二、主要任努

(― )全面杭理枚貴事項

1。 杭理叔責事項。各地級以上市、去 (市 、区)政府エ

作部 |¬ 要汰真対照法律、法規、規章わ “二定"規定等,対

行使的面向/Ak民 、法人和其他姐鉄的行政杖力及皮承担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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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事項 ,政 府工作部 11え 同具有行政管理性廣的杖責事項

(文 秘、会券、保密、人事党券、財分、外事、政府法制監

督等部 |コ 内部管理取責除外),辻行全面御庶杭理。

2.形 成枚責曰永。各地級以上市、■ (市 、区)政府エ

作部 11要 参照我省分炎林准 ,対杭理出来的取枚事項接行政

寺可、行政処蜀、行政張制、行政征牧、行政給付、行政栓

査、行政碗汰、行政失励、行政裁央、其他等美男1辻 行分

炎,逐項夕1明 取杖名称、取枚依据、行使主体等内容,涯 恙

形成部 |コ 行政叔責曰永。

(二 )え力清理調整行政撃枚

1。 取消子法元据和不合 Ff宜 的取杖。対没有法定依据或

法定依据 己姪疲止的事項,各地級以上市、晏 (市 、区)自

行没定的戒損/Ak民 、法人和其他姐鉄収益或増カロ其人分的事

項 ,以 及国家、省 己取消 ,但各地級以上市、晏 (市 、区)

政府併在実施的同炎事項,皮 予以取消。対量有法定依据但

不符合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和径済社会友展需要的,法定依据

相互沖突矛盾的,調 整対象消失的行政駅枚 ,要提出取消或

調整的建袂。

2.理 版鉄 向杖責夫系。接照各地級 以上市、具 (市 、

区)政府功能定位及経済社会友展共隊,科学合理刻分上下

奴政府工作部 11的 鉄向杖責美系,力 求倣至1-企枚責事項由

一企晨象負責葬1底 。晩需分坂管理的,依 法界定各晨象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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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駅責杖限。対宣接面向基晨、量大面声、山基晨政府実施

更方便有妓的姿済社会管理炎駅杖 ,除法律法規規章規定行

使晨坂、跨区域的取枚外,原 ス1上 下放至1晏象政府工作部 11

実行属地管理。対下放的事項,要 カロ張指早,希 助下奴部 11

倣好承接。対省宣部 |コ 実行重′む下移的事項 ,各地坂 以上

市、晏 (市 、区)政府工作部 lコ 要邊一歩明硫実施晨奴和駅

責美系。対 国券院、省下放 的事項 ,各 地級 以上市、晏

(市 、区)政府不得晨晨下放。法律法規規定的共象以上政

府及其工作部 11的 杖責,未姪法定程序授枚 ,不得下放多慎

(街道 )。

3。 理版横向杖責美系。接照一件事山一企部 11久 責的原

只1,最 大限皮整合分散在不同部 |¬ 的相同或相似取杖 ,厘 清

部 |¬ 同杖責夫系。建立健全部 |コ 同分工配合机制,碗 需多企

部 |コ 久責的,要 明晩牢共部 11,分清主次責任。対存在杖責

不清、交又社皮、管理分散等同題的取杖 ,杭理分炎,逐項

悦明存在的主要矛盾、原因、渉及部 |コ 及対策建袂 ,依法逐

項調整理順。

(二 )名制/Ak布叔貴清羊

1.依 法依規常核。各地級以上市、晏 (市 、区)政府要

対其工作部 |コ 清理后似保 留的叔責事項和似調整的取杖 曰

永,接照芦密的工作程序和坑一的常核林准,逐条逐項逃行

合法性、合理性和羹要性常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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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碗駅枚対鹿的責任事項。接照枚責井重的要求,逐

一杭理与行政駅枚相対皮的責任事項 ,夕1明 行使主体在駅杖

逐行各不市皮尽的責任又券,明 硫監督部 11及咲系方式。

3。 制定釈杖近行流程困。対保留的行政寺可炎駅枚,各

地級以上市、晏 (市 、区)政府工作部 11要接照 《声末省人

民政府亦/Ak斤 美子牙展行政常批林准化工作的ミ知》的要

求,絵 +1枚 力近行流程四,明 硫毎企不市的承亦机杓、か理

要求、亦理吋限等,通辻亦事指南予以公布。以行政処蜀、

行政張制等取杖力重点,逐歩絵lll和 /Ak牙 其他行政駅枚的這

行流程圏。

4。 端制枚責事項編■。径辻常核硫汰的取杖要接照全省

坑一的端■規只1賦■9毎項駅杖対鹿唯一端■。端■是杖責

事項的身分江号■,未径賦■的事項不得夕1入枚責清単,不

得友布わ実施。

5。 /Ak布 枚責清単わ駅杖調整 曰永。各地級以上市、晏

(市 、区)政府対其工作部 |コ た辻碗汰保留的枚責清単,除

保密事項外,要杵杖責事項名称、美型、端■、依据、行使

主体、責任事項、監督方式等,以 政府文件形式予以/Ak布
,

井ミ辻政府及其工作部 11国 靖、回上亦事大斤、か事宙口等

載体定期向社会/AN布 ,同 HI向 社会/Ak布 本級政府工作部 11釈

杖調整曰永。

(四 )か張枚貴清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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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戸格接杖責清単履取尽責。Cl新 管理理念和方式,化

化亦事流程 ,筒 化亦事不市 ,明 碗亦理吋限,主 功接受/Ak

民、法人和其他社会姐鉄監督。

2。 升晨杖責清単実施情況汗借。杖責清単/Ak布 后,各地

貌以上市、■ (市 、区)政府要姐奴共工作部 11升展叔責清

単実施情況 自汗 ,提 出調整完善的建袂和・it刻 ,扱送汗借根

告,同 時毎年抽取一定比例的工作部 |コ 辻行重点汗借。

3。 推辻行政取杖口上近行。接照皮辻必邊、能邊都辻的

原只1,大 力推功直接面向/Ak民 、法人和其他姐奴的取杖辻駐

口上亦事大庁 ,逐 歩実現辻程、結果等全流程口上/Ak牙 近

行,井倣好々屯子監察系坑的対接。有条件的地級以上市、

晏 (市 、区)政府可探索建没与口上亦事大斤元蛙衛接的叔

責清単管理系坑。

4。 カロ張事中事后監管。建立健全行立生管、属地生管、

宗合監管相協調的監管机制,強 化各地級以上市、晏 (市 、

区)政府執行取責,カロ大対市場和社会主体遵守法律、執行

張制性林准、減信姪菅的監督栓査力皮 ,推 功監管方式由注

重主体姿格監管向注重声品 (服 券)廣量和生声姪菅行力監

管装交。

5。 建立杖 責清単功恣管理机制。各地級 以上市、晏

(市 、区)要 根据法律法規規章立改疲粋、常批帝1皮 改革、

机杓和取能調整、管理任分交化等情況 ,及 叶調整杖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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単,姿 中核后向社会/Ak升 。需修汀部 11“二定"規定的要及

Hf修 政完善。

(二 )強化上督同貴。各地級以上市、晏 (市 、区)政

府工作部 11要 戸格接照杖責清単行使駅枚,切 共堆伊枚責清

単的戸粛性、規疱性和枚威性。オ1用 信息化手段建立有妓的

駅枚近行監督机+1,対依法皮当納入面未納入枚責清単、皮

当履行面不履行、不接枚責清単履行取枚等行力,依法依妃

追究責任。

三、工作歩環

(― )寿各鳥劫 (2015キ 7月 前 )。 提出本吸政府推行

枚責清単制度的具体要求,建立洵ミlal作 机制,明 碗部 lヨ 責

任 ,如 化任券分工,明 碗叶同市点。以各地級以上市、晏

(市 、区)政府名又召升功員会袂 ,升展培サ1指 早,釆取柚

凋相美部 |コ 人員或殉ヌ服券等方式,姐建常核工作姐。

(二 )全面清理 (2015年 8月 前 )。 接照進行使,堆 久

責的原只1,由 部 11杭理駅杖事項井提出保留、調整意見,形

成本部 |¬ 枚責曰永。

(二 )中核発江 (2015キ 11月 前 )。 中核工作可釆取部

lコ 上扱、一常反債,部 11再 根、二常反債,部 11三 扱、辻行

三常的歩環升展形式常査わ実廣常査。■辻座淡会、同巻凋

査、国上/AN升 征求意几等形式,片 た折取下象政府及其工作

部 11、 基晨代表、退休老千部、寺家学者、企立代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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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等 的意見,外要叶俎鉄召牙寺家ぬ江会。

(四 )功汰/Ak布 (2015年 12月 前 )。 在中核沿江的基砧

上,形成枚責清単和取枚調整曰永,接規定程序扱同奴党委

わ政府常核碗汰。晩汰后的枚責清単坑一端■,以 政府文件

形式,在 相美載体上/Ak布 ,接 受社会和監督部 11監 督。

(工 )恙 錯胎掟 (2016年 3月 前 )。 各地級以上市、晏

(市 、区)政府要対本坂政府推行杖責清単制度情況邊行′こ

結,由 各地象以上市政府涯′こ形成全市推行叔責清単牛1度 情

況扱告,子 2016年 1月 31日 前扱省編か。省編亦要会同

省法制亦等有美部 |¬ 姐鉄詮牧,ミ扱相美工作情況。

己径端制わ/Ak布 杖責清単的地奴以上市、晏 (市 、区)

政府要根据本方末的要求,不 断深化相美工作,有 枚責清単

功恣管理工作相衛接。

四、姐銀実施

(― )か張姐奴板子。各地坂以上市、晏 (市 、区)党

委要高度重机推行枚責清単+1皮 工作,切 共履行対改革的頷

早責任,把速項工作夕1入 重要袂事 日程。政府主要久責同恙

要未自辻同,分管久責同志具体負責,政府工作部 11主 要久

責同志要未自孤落実。上奴政府要カロ張対下奴政府的指早和

督促栓査,重 要事項及叶向党委扱告。

(二 )走立位全工作れ制。机杓端制部 11要 牽共微好姐

鉄実施,政府法制部 |コ 要久責微好合法性常核,逐項提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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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意見,政分 (行政)服弁机杓要全面参々,配合傲好+1定

駅杖近行流程困、国上近行等工作。

(二 )か張上督栓査。各地級以上市、去 (市 、区)政

府要杵推行杖責清単制度情況納入重大督査事項,相美部 11

要釆取咲合栓査、第二方汗借、重点抽査等方式升展督査 ,

対晴根、漏扱、施扱取枚事項,不 接要求杭理枚責清単、不

接/AN布 的杖責清単履駅等情況予以逍扱和同責,坐央防止摘

形式、走辻場。

(四 )決真依好宣竹引子。各地象以上市、■ (市 、区)

政府要釆取多紳形式,声 淫宣侍推行杖責清単制度的重要意

又,拓 完/AkA参 々渠道,主 功接受社会監督,切 共保障/ANA

的知情枚、参考杖、監督枚,提高枚責清単和取枚近行的透

明皮,菅 造依法行政的良好気曰。

中共声末省委亦/Ak斤 文屯法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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