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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人民政府文件
沁政发〔2021〕2 号

沁水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沁水县乡镇权责清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各委、办、局：

《沁水县乡镇权责清单》已经县政府第 77 次常务会研究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沁水县人民政府

2021 年 1 月 1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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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乡镇权责清单

根据中共山西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山西省行政审

批服务管理局《关于明晰乡镇（街道）权责厘清县乡关系的指

导意见》（晋编办字〔2019〕219 号）有关要求，参照《山西省

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参考目录》，结合我县实际，编制了沁水

县乡镇权责清单，现以政府名义公布。

一、清单基本情况

乡镇权责清单共 123 项，其中行政处罚 5 项，行政强制 6

项，行政征收 1 项，行政给付 5 项，行政裁决 3 项，行政确认 6

项，行政奖励 8 项，行政调解 5 项，其他权力 84 项。

二、有关工作要求

1.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严格执行权责清单，切实做到“法定

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并严格落实责任主体，防止权

力行使中的越位、缺位、错位行为。同时，要及时向社会公布

乡镇权责清单，规范运行。

2.乡镇权责实施动态管理，清单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

废释、行政权力承接、取消和职能调整等情形，需要对权责清

单做出调整的，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要提出申请，由县行政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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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管理局初审，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县委编办审核后，方

可做出调整，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附件：沁水县乡镇权力和责任清单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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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沁水县乡镇权力和责任清单目录

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一 行政处罚（5项）

1 行政处罚
对未按规定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经教育

后仍拒绝履行的处罚

2 行政处罚
对损坏村庄和集镇的房屋、公共设施，破坏村容镇貌和环

境卫生的处罚

3 行政处罚
对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

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罚

4 行政处罚 对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建住宅的处罚

5 行政处罚 受委托开展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工作

二 行政强制（6项）

1 行政强制
对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未按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证的规定建设，逾期不整改的拆除

2 行政强制
对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植

物、堆放物品的强制拆除、砍伐或者清除

3 行政强制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处置

4 行政强制 防汛遇到阻拦和拖延时组织强制实施

5 行政强制 组织开展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6 行政强制 地质灾害险情情况紧急的强行阻止避灾疏散

三 行政征收（1项）

1 行政征收 受委托征收社会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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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四 行政给付（5项）

1 行政给付 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

2 行政给付 对生活确有困难残疾人的救助

3 行政给付 就业援助

4 行政给付 符合条件的抚恤优待对象的优待办理

5 行政给付 组织实施老年人救济

五 行政裁决（3项）

1 行政裁决 土地权属争议裁决

2 行政裁决
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

权争议裁决

3 行政裁决 民间纠纷裁决

六 行政确认（6项）

1 行政确认 农村幼儿园登记注册

2 行政确认
蓄滞洪区内居民的承包土地、住房、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

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的登记

3 行政确认 劳动者从事个体经营或灵活就业的就业登记

4 行政确认 兵役登记

5 行政确认 生育服务登记

6 行政确认 蓄滞洪区内居民财产变更核实

七 行政奖励（8项）

1 行政奖励 渔业工作奖励

2 行政奖励 环境保护工作奖励

3 行政奖励 动物防疫工作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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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4 行政奖励 传染病防治工作奖励

5 行政奖励 残疾人工作奖励

6 行政奖励 森林保护工作奖励

7 行政奖励 水资源管理工作奖励

8 行政奖励 土地管理工作奖励

八 行政调解（5项）

1 行政调解 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

2 行政调解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争议调解

3 行政调解 对可能影响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调解

4 行政调解 企业劳动争议调解

5 行政调解 侵害个人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享有权益的调解

九 其他权力（84项）

1 其他权力 对实行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的审核

2 其他权力
对实行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颁证的审核

3 其他权力 换发、补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审核

4 其他权力 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审核

5 其他权力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核

6 其他权力 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林木的采伐许可审核转报

7 其他权力 土地承包经营期内承包土地调整批准

8 其他权力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

人承包经营批准

9 其他权力
乡、村庄规划区内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

事业建设规划许可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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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10 其他权力 村民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住宅申请的审核

11 其他权力 因自然灾害受损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对象的审核

12 其他权力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批准

13 其他权力 农村五保对象入敬老院批准

14 其他权力 受理进入光荣院集中供养申请

15 其他权力 社会救助对象审核

16 其他权力 农村设置公益性墓地审核

17 其他权力 伤残抚恤对象残疾等级评定的审核

18 其他权力 病残儿童医学鉴定情况审核

19 其他权力 再生育子女审批

20 其他权力 新建、改建乡道用地审核

21 其他权力 设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审核

22 其他权力 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信息审核

23 其他权力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核

24 其他权力 种苗造林补助费的受委托给付

25 其他权力 基本农田保护管理

26 其他权力 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监督

27 其他权力 对未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而取得建设用地的责令退回

28 其他权力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29 其他权力 群众性消防工作指导监督

30 其他权力 对畜禽养殖环境污染行为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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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31 其他权力 农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监督管理

32 其他权力 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监督管理

33 其他权力 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监督管理

34 其他权力 民兵工作的组织和监督

35 其他权力 计划生育工作监督检查

36 其他权力 内河交通安全管理

37 其他权力
对危害文物保护单位安全、破坏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的

建筑物、构筑物的调查处理

38 其他权力 宗教事务管理

39 其他权力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

40 其他权力 对强迫农民以资代劳的责令改正

41 其他权力
对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允许其

被用人单位非法招用的批评教育

42 其他权力 对未如实提供流动人口信息的责令改正

43 其他权力
对五保供养服务不符合要求的责令限期改正及终止供养服

务协议

44 其他权力
对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给予批评教

育、责令限期改正

45 其他权力 侵占、破坏学校体育场地器材设备的责令改正

46 其他权力 对已登记应征公民的体格检查和相关审查

47 其他权力 对新生儿在医疗保健机构以外地点死亡的核查

48 其他权力 乡镇渡口渡船安全管理、监督检查及事故应急处理

49 其他权力 学校周边秩序维护

50 其他权力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

51 其他权力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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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52 其他权力 重要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

53 其他权力 乡、镇总体规划编制

54 其他权力 辖区内近期建设规划制定、修改

55 其他权力 村庄、集镇规划的编制及公布

56 其他权力 编制乡道规划及规划修改方案

57 其他权力 制定植树造林规划

58 其他权力 组织实施土地整理

59 其他权力 乡道的建设、养护、管理

60 其他权力 森林火灾的预防、调查核实、扑救及验收

61 其他权力 蓄滞洪区汛前检查

62 其他权力 紧急防汛期组织动员抗洪抢险

63 其他权力 发生洪涝灾害后的救灾减灾

64 其他权力 洪水威胁群众安全时的组织撤离

65 其他权力 组织人员调集物资支援灭火

66 其他权力
按照地震应急预案，做好信息公告、应急防范和抢险救灾

准备

67 其他权力 地震灾情后组织抢险及提供救助

68 其他权力
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必要的地震应急

救援演练

69 其他权力 加强地质灾害险情的巡回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和报告

70 其他权力 发生三类疫情时组织防治和净化

71 其他权力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

72 其他权力 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紧急调集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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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类别 职权名称

73 其他权力 协助采取预防控制措施控制传染病疫情

74 其他权力 采取预防控制措施防止艾滋病的传播

75 其他权力 开展突发水污染事故的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

76 其他权力 安全生产事故救援

77 其他权力 安全监督和特大安全事故防范

78 其他权力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处理

79 其他权力 辖区内养犬管理及狂犬、野犬捕杀

80 其他权力 协助建设和改造公共卫生设施

81 其他权力 协助开展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

82 其他权力 社区禁毒

83 其他权力 业主委员会备案

84 其他权力 村规民约、自治章程及居民公约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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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县法院，县检察院，各

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县属各事业单位，各驻县单位。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月 1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