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24 -

9、邢台市财政局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228
行政

处罚

对财政违法行为

的处罚

邢台

市财

政局

1.《财政违法行为

处罚处分条例》；

依据文号：2011

年1月8日修订国

务院令第 427 号；

条款号：第二条

2.《财政部门监督

办法》；依据文号：

2012 年 3 月 2日

财政部令第 69 号

公布 自2012年5

月 1日起施行；条

款号：第三条、第

二十五条

1.立案责任：对财政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财政部门对立案的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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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回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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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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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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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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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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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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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

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财政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

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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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229
行政

处罚

对违反政府采购

法有关行为的处

罚

邢台

市财

政局

1.《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

依据文号：2014

年 8 月 31 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修

正，本法自 2003

年 1 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 第

七十一条、第七十

二条、第七十六

条、第七十七条、

第七十八条、第八

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依据文

号：2014 年 12 月

31 日国务院第 75

次常务会议通过，

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条款

号：第六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第六

十九条、第七十

条、第七十二条、

第七十三条、第七

十四条、第七十五

条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行为（或者下级

部门上报或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财政部门对立案的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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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回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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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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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陈述和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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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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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听证规则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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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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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专业资质。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

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财政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

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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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230
行政

处罚

对违反会计法有

关行为的处罚

邢台

市财

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会计法》；依据

文号：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修正，

2000 年 7 月 1日

起施行；条款号：

第四十二条、第四

十三条、第四十四

条、第四十五条

1.立案责任：对财政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财政部门对立案的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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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回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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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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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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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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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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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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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

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照有关规定应当

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财政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

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

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

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1.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231
行政

检查

对财政、财务等

事项的检查

邢台

市财

政局

1.《财政违法行为

处罚处分条例》；

依据文号：2011

年1月8日修订国

务院令第 427 号；

条款号：第二条

2.《财政部门监督

办法》；依据文号：

2012 年 3 月 2日

财政部令第 69 号

公布 自2012年5

月 1日起施行；条

款号：第三条、第

二十五条

1.检查责任：依法对本辖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财政、财务等事项实施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

告，依法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监管：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被检查单位整改完成后，

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依法对本辖区内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财政、财务等事项组织监督检查的。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整改、不依法实

施处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被检查单位整改完成后，不

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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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232
行政

检查

对政府采购活动

的检查

邢台

市财

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

依据文号：2014

年 8 月 31 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修

正，本法自 2003

年 1 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十

三条、第五十九

条、第六十五条

1.检查责任：依法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集中采购

机构进行考核，并定期如实公布考核结果。

2.处置责任：对代理公司、政府采购中心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责令限期整改、依法实施处罚、依法撤销专业资质。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事后监管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检查代理机构、采

购中心整改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代理机构、政府采购中心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整改、不依法实

施处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检验代理机构、政府采购中

心整改完成后，不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233
行政

检查

对会计信息质量

的检查

邢台

市财

政局

1.《中华人民共和

国会计法》；依据

文号：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修正，

2000 年 7 月 1日

起施行；条款号：

第七条、第三十二

条

2.《财政部门监督

办法》；依据文号：

2012 年 3 月 2日

财政部令第 69 号

公布 自2012年5

月 1日起施行；条

款号：第十六条

1.检查责任：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组织会计信息质量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

告，依法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4.事后监管：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被检查单位整改完成后，

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会计信息质量等情况组织监督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整改、不依法实

施处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被检查单位整改完成后，不

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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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0234
行政

确认

非营利组织免税

资格认定

邢台

市财

政局

1.《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依据

文号：2007 年 11

月 28 日国务院第

197 次常务会议

通过，2019 年 4

月 23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14 号修订；条

款号：第八十四条

2.财政部、税务总

局关于非营利组

织免税资格认定

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8〕

13 号）

3.河北省相关地

方性法规规章等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财政

部、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8〕13号）中关于对非营利组织的条件与规定。

2.审查责任：对非营利收入企业材料进行审查，非营利组织免

税优惠资格的有效期为五年，对年限进行审查复核。

3.决定责任：会同相关部门对非营利组织享受免税的资格联合

进行审核确认。

4.送达责任：将审核确认的享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名单定

期予以公布。

5.事后监管责任：对非营利收入企业材料进行审查，非营利组

织免税优惠资格的有效期为五年，对年限进行审查复核，存在

取消免税资格情形的，取消其资格。对已认定的享受免税优惠

政策的非营利组织，存在《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

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3号）中

相应情形的，取消其资格。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

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导致企业未享受

到税收优惠政策；

4.从事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的工作人员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从事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的工作人员索贿、

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0235
行政

裁决

政府采购投诉处

理

邢台

市财

政局

1.《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

依据文号：2014

年 8 月 31 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修

正，本法自 2003

年 1 月 1日起施

行；条款号：第五

十五条、第五十六

条

2.《政府采购质疑

和投诉办法》；依

据文号：财政部

〔2018〕94 号令；

条款号：第十条、

第十七条、第二十

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申请条件、法定期限、需要提供的申请书及

其他资料（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申请裁决的要求和

理由，有关证据材料，申请日期等），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对投诉材料进行初步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依法受理立案。

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通知申请人，告知其理由。

2.审理责任：通知争议的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并要求对方当

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答辩书及有关证据材料。收到答辩书

后，财政部门对争议的事实、证据材料进行审查，针对疑问情

况或经当事人请求举行公开听证，由当事人双方当面解决问题，

处理投诉事项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取证

或者组织质证。

3.裁决责任：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做出裁决，制作并向双方

当事人送达的裁决书（说明裁决的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

能否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及行使诉权的期限）。

4.执行责任：对供应商投诉处理裁决生效后，争议当事人应自

觉履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权属争议裁决申请不予受理、裁决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权属争议裁决申请受理、裁决的；

3.因裁决不当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4.没有在法定期限进行裁决；

5.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的；

6.符合听证条件、当事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

组织听证的；

7.在权属争议裁决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在行政裁决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