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唐县民政局权责清单事项总表

（共 5 类、共 32 项）

总序号 类别及序号 项目名称及数量 备注

一、行政处罚 共 19 项

1 1

对民办非企业单位有违反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涂改、出租、

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

单位印章的;(二)超出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

动的;(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四)

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五)设立分支机构的;(六)从

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七)侵占、私分、挪用民办非企业

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八)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处罚

2 2

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违反《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以外的其他法律、法规，有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撤销登

记的处罚

3 3

对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或者

被撤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继续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

进行活动的处罚



4 4

对社会团体违反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涂改、出租、出借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社会团体印章

的;（二）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三）

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四）不按照规

定办理变更登记的；（五）擅自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或者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六）

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七）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

体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八）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处罚

5 5
对社会团体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外的其他法律、

法规，有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撤销登记的处罚

6 6

对筹备期间开展筹备以外的活动，或者未经登记，擅自以社

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继续以社

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处罚

7 7
对擅自改变政府投资或者资助建设、配置的养老服务设施用

途的处罚

8 8
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造

成居家老年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情节严重的处罚



9 9
对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向志愿服务对象收取或者变相收取

报酬的处罚

10 10

对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募捐的；通

过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的；向单位

或者个人摊派或者变相摊派的；妨碍公共秩序、企业生产经

营或者居民生活的处罚

11 11
对火葬区内的公民死亡后，除国家规定可以实行土葬的少数

民族外，未实行火葬的处罚。

12 12

对异地死亡者的遗体，应当就地火化，因特殊情况需要运往

外地的，未经当地殡葬管理机构批准，并办理运尸手续的处

罚。

13 13
未经当地殡葬管理机构批准，使用使用非殡仪服务专用车运

送遗体的处罚。

14 14 对将骨灰盒装入棺木再行土葬的处罚。



15 15
对在耕地、名胜古迹区、文物保护区、水库、河流堤坝和铁

路、公路两侧堆坟或作为墓地的处罚。

16 16
对生产、销售和使用锡箔、冥钞、纸钱、纸扎等封建迷信丧

葬用品的处罚。

17 17 对在殡仪活动中进行封建迷信活动的处罚

18 18 对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擅自兴建殡葬设施的处罚。

19 19
对未将公墓建立在荒山、荒坡、非耕地或者不宜耕种的土地

上，并未按土地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用地审批手续的处罚。

二、行政给付 共 8 项

20 20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给付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给付

21 21 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发放

22 22 80-89 周困难老人生活补贴发放

23 23 高龄津贴发放核准

24 24 百岁老人高龄津贴发放核准



25 25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审批

26 26 特困人员审批

27 27 临时救助审批

三、行政检查 共 1 项

28 28 对县属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年度检查

四、行政确认 共 3 项

29 29 依法办理婚姻登记证

30 30 对收养人、送养人、被送养人条件认定

31 31 养老机构违反《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五、行政强制 共 1 项

32 32

封存被责令限期停止活动的社会团体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收缴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的《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和印章

六、行政征收 共 0 项

七、行政奖励 共 0 项



八、行政裁决 共 0 项

九、行政许可 共 0 项

十、其他类 共 0 项



行唐县民政局权责清单事项分表

（共 5 类 3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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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行政

处罚

对民办非

企业单位

有违反下

列情形之

一的：

(一)涂

改、出租、

出借民办

非企业单

位登记证

书，或者

出租、出

借民办非

企业单位

印章

的;(二)

超出其章

程规定的

行唐县民

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 1998 年 10

月 25 日施行）第二

十五条由登记管理

机关予以警告，责

令改正，可以限期

停止活动;情节严

重的，予以撤销登

记;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违法经营额或者

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可以并处违

法经营额 1倍以上

3倍以下或者违法

所得 3倍以上 5倍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

违反《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违法

行为（或者上级民政部门

交办或接到群众举报或

者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

案件等），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民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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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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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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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办非企业单位秩序遭受

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

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

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幅度的；



宗旨和业

务范围进

行活动

的;(三)

拒不接受

或者不按

照规定接

受监督检

查

的;(四)

不按照规

定办理变

更登记

的;(五)

设立分支

机构

的;(六)

从事营利

性的经营

活动

的;(七)

侵占、私

分、挪用

民办非企

业单位的

资产或者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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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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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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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的；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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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所接受的

捐赠、资

助

的;(八)

违反国家

有关规定

收取费

用、筹集

资金或者

接受使用

捐赠、资

助的处

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2 行政处罚

对民办非

企业单位

违反《民

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

条例》以

外的其他

法律、法

规，有关

国家机关

认为应当

撤销登记

行唐县民

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 1998 年 10

月 25 日施行）第二

十六条：“民办非

企业单位的活动违

反其他法律、法规

的，由有关国家机

关依法处理；有关

国家机关认为应当

撤销登记的，由登

记管理机关撤销登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

违反《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违法

行为（或者上级民政部门

交办或接到群众举报或

者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

案件等），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民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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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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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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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办非企业单位秩序遭受

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的处罚。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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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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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等内

容。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

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

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的；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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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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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对

逾期不履行的，依法采取

措施。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
行政

处罚

对未经登

记，擅自

以民办非

企业单位

名义进行

活动的，

或者被撤

销登记的

民办非企

业单位继

续以民办

非企业单

位名义进

行活动的

处罚。

行唐县民

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 1998 年 10

月 25 日施行）第二

十七条由登记管理

机关予以取缔，没

收非法财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

违反未经登记，擅自以民

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

活动的，或者被撤销登记

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继续

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

进行活动的违法行为（或

者上级民政部门交办或

接到群众举报或者其他

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民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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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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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执法人员少于两人，调查时

未出示执法证件的；

2.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的；

3.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

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

关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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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责任：制作取缔

决定书，宣布该组织为非

法，并予以公告。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取缔决定，被取缔的民

办非企业单位不得继续

开展活动。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4
行政

处罚

对社会团

体违反下

列情形之

一的：

（一）涂

改、出租、

出借《社

会团体法

人登记证

书》，或

者出租、

出借社会

团体印章

的;（二）

超出章程

规定的宗

旨和业务

范围进行

活动的；

（三）拒

不接受或

者不按照

规定接受

监督检查

的；（四）

不按照规

行唐县民

政局

《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250 号 201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

令第 666 号修订）

第三十条由登记管

理机关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可以限

期停止活动，并可

以责令撤换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情

节严重的，予以撤

销登记；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有违法经营

额或者违法所得

的，予以没收，可

以并处违法经营额

1倍以上 3倍以下

或者违法所得 3倍

以上 5倍以下的罚

款。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

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的违法行为（上级

民政部门交办或机关移

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民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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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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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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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组织秩序遭受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

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

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的；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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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定办理变

更登记

的；（五）

擅自设立

分支机

构、代表

机构，或

者对分支

机构、代

表机构疏

于管理，

造成严重

后果的；

（六）从

事营利性

的经营活

动的；

（七）侵

占、私分、

挪用社会

团体资产

或者所接

受的捐

赠、资助

的；（八）

违反国家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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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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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有关规定

收取费

用、筹集

资金或者

接受、使

用捐赠、

资助的处

罚。

5 行政处罚

对社会团
体违反
《社会团
体登记管
理条例》
以外的其
他法律、
法规，有
关国家机
关认为应
当撤销登
记的处
罚。

行唐县民

政局

《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250 号 1998

年10月25日施行）

第三十一条：“社

会团体的活动违反

其他法律法规的由

有关国家机关依法

处理；有关国家机

关认为应当撤销登

记，有登记管理机

关撤销登记。”

1.《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

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六条 “登记管理机关对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社

会组织的违法行为，应当

立案：（一）有违反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规定的违

法事实；（二）属于登记

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的范

围；（三）属于本机关管

辖。”

2-1.《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七条“行政机关在调查

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

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

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

1.《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

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

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

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一）没有法定的行政

处罚依据的；（二）擅自改

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

程序的；（四）违反本法第

十八条关于委托处罚的规

定的。”

2.《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二

条“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

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



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

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

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

检查应当制作笔录。行政

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

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

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

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

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

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

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

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

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

者转移证据。执法人员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

2-2.《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七条 “立案应当填写

立案审批表,报登记管理

机关负责人审批，登记管

理机关应当指定两名以

上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处

理。第十条 办案人员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当事人有

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

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

会秩序遭受损害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河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

例》。

4.《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

条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

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

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

部门责令纠正；拒不纠正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给予行政处分；徇私舞弊、

包庇纵容违法行为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

5.同 1。

6.同 1。

7.同 1。

8.《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八



权申请办案人员回避，办

案人员也可以自行提出

回避。是否回避，由登记

管理机关负责人决定。”

3.《河北省重大行政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石

家庄市重大行政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办法》

4.《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一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

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

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

有的权利。”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

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

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

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

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

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

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

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

纳。”

5.《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九条“行政机关依照本法

条“行政机关将罚款、没收

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

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

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

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

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

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

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

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

名称、地址;(二)违反法

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

和证据;(三)行政处罚的

种类和依据;(四)行政处

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

限;(六)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

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处

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

关的印章。

6.《行政处罚法》第四十

条“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

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

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

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

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

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



达当事人。”

6
行政

处罚

对筹备期

间开展筹

备以外的

活动，或

者未经登

记，擅自

以社会团

体名义进

行活动，

以及被撤

销登记的

社会团体

继续以社

会团体名

义进行活

动的处

罚。

行唐县民

政局

《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250 号 201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

令第 666 号修订）

第三十二条由登记

管理机关予以取

缔，没收非法财产；

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尚

不构成犯罪的，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

违反未经登记，擅自以社

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

或者被撤销登记的社会

团体继续以社会团体名

义进行活动的违法行为

（或者上级民政部门交

办或接到群众举报或者

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民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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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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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执法人员少于两人，调查时

未出示执法证件的；

2.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的；

3.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

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

关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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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责任：制作取缔

决定书，宣布该组织为非

法，并予以公告。

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取缔决定，被取缔的社

会团体不得继续开展活

动。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7
行政

处罚

对擅自改

变政府投

资或者资

助建设、

配置的养

老服务设

施用途的

处罚。

行唐县民

政局

《河北省居家养老

服务条例》第二十

七条 违反本条例

第十二条第二款规

定，未按照标准配

套建设养老服务设

施的，由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责令限期

修建，并处应建面

积所需费用总额的

罚款。擅自改变政

府投资或者资助建

设、配置的养老服

务设施用途的，由

民政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责令退赔补贴

资金和有关费用，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

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

十五万元以上三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民事责任。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

擅自改变政府投资或者

资助建设、配置的养老服

务设施用途的违法行为

（或者上级民政部门交

办或接到群众举报或者

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民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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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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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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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办非企业单位秩序遭受

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

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

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的；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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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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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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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文件规定的行为。



8 行政处罚

对居家养

老服务机

构及其从

业人员侵

害老年人

合法权

益，造成

居家老年

人人身伤

害或者财

产损失情

节严重的

处罚。

行唐县民

政局

《河北省居家养老

服务条例》第二十

八条 居家养老服

务机构及其从业人

员侵害老年人合法

权益，造成居家老

年人人身伤害或者

财产损失情节严重

的，由民政部门对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处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

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及

其从业人员侵害老年人

合法权益，造成居家老年

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

失情节严重的行为（或者

上级民政部门交办或接

到群众举报或者其他机

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民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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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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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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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殡葬权人的合法权益、销

售秩序遭受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

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

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幅度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的。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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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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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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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

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

罚内容、行政复议和行政

诉讼的机关、时限等内

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并及时公

告。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督促

当事人执行；对逾期不履

行处罚决定的，依照《行

政强制法》的规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9 行政处罚

对志愿服

务组织、

志愿者向

志愿服务

对象收取

或者变相

收取报酬

的处罚。

行唐县民

政局

《志愿服务条例》

第三十七条 志愿

服务组织、志愿者

向志愿服务对象收

取或者变相收取报

酬的，由民政部门

予以警告，责令退

还收取的报酬；情

节严重的，对有关

组织或者个人并处

所收取报酬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1、立案责任：对志愿服

务组织、志愿者涉嫌向志

愿服务对象收取或者变

相收取报酬的违法行为

（或者上级民政部门交

办或接到群众举报或者

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民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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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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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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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殡葬权人的合法权益、销

售秩序遭受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

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

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幅度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的。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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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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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

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

罚内容、行政复议和行政

诉讼的机关、时限等内

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并及时公

告。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督促

当事人执行，对逾期不履

行处罚决定的，依照《行

政强制法》的规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10 行政处罚

对不具有

公开募捐

资格的组

织或者个

人开展公

开募捐

的；通过

虚构事实

等方式欺

骗、诱导

募捐对象

实施捐赠

的；向单

位或者个

人摊派或

者变相摊

派的；妨

碍公共秩

序、企业

生产经营

或者居民

生活的处

罚。

行唐县民

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第一百零

一条 开展募捐活

动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民政部门予

以警告、责令停止

募捐活动；对违法

募集的财产，责令

退还捐赠人；难以

退还的，由民政部

门予以收缴，转给

其他慈善组织用于

慈善目的；对有关

组织或者个人处二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款。

1、立案责任：对涉嫌不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

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募

捐的；通过虚构事实等方

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

施捐赠的；向单位或者个

人摊派或者变相摊派的；

妨碍公共秩序、企业生产

经营或者居民生活的违

法行为（或者上级民政部

门交办或接到群众举报

或者其他机关移送的违

法案件等），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民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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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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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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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殡葬权人的合法权益、销

售秩序遭受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

责任，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

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幅度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的。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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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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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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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

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

罚内容、行政复议和行政

诉讼的机关、时限等内

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

式送达当事人并及时公

告。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督促

当事人执行，对逾期不履

行处罚决定的，依照《行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政强制法》的规定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1 行政处罚

对火
葬区内的
公民死亡
后，除国
家规定可
以实行土
葬的少数
民族外，
未实行火
葬的处
罚。

行唐县
民政局

1、《河北省殡

葬管理办法》第八

条：火葬区内的公

民死亡后，除国家

规定可以实行土葬

的少数民族外，均

应实行火葬。

2、《河北省殡

葬管理办法》第三

十一条： 违反

本办法第八条规定

的，由当地民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死者系国家工作人

员或企事业单位职

工的，除按上款规

1、立案责任：根据社会
公众举报、上级交办、媒
体曝光、工作中发现、其
他单位移送等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明确执法
人员承办案件，进行调查
取证。调查取证的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且都是
应当具有执法资格。调查
取证时，执法人员应当携
带并主动出示执法证件。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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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

政职责，由下列情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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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应

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

殡葬权人的合法权益、销售

秩序遭受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4、法律规定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未依法移送

有权机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定处理外，所在单

位不得支付丧葬费

和因丧事造成的困

难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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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相

应的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幅度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12 行政处罚

对异地死
亡者的遗
体，应当
就地火
化，因特
殊情况需
要运往外
地的，未
经当地殡
葬管理机
构批准，
并办理运
尸手续的
处罚。

行唐县
民政局

1、《河北省殡葬管
理办法》第十条：
异地死亡者的遗

体，应当就地火化。
因特殊情况需要运
往外地的，须经当
地殡葬管理机构批
准，并办理运尸手

续。

2、《河北省殡葬管
理办法》第三十二

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
规定的，由当地民
政部门对丧主处以
五百元罚款。

1、立案责任：根据社会
公众举报、上级交办、媒
体曝光、工作中发现、其
他单位移送等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明确执法
人员承办案件，进行调查
取证。调查取证的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且都是
应当具有执法资格。调查
取证时，执法人员应当携
带并主动出示执法证件。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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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

政职责，由下列情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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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应

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

殡葬权人的合法权益、销售

秩序遭受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4、法律规定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未依法移送

有权机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幅度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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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相

应的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3 行政处罚

未经当地
殡葬管理
机构批
准，使用
使用非殡
仪服务专
用车运送
遗体的处
罚。

行唐县
民政局

1、《河北省殡葬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
运送遗体应当使用
殡仪服务专用车。
暂不具备条件的地
方，经当地殡葬管
理机构批准，也可
以使用其他车辆。

2、《河北省殡葬管
理办法》第三十三
条：违反本办法第
十一条规定，未经
当地殡葬管理机构
批准，使用非殡仪
服务专用车运送遗
体的，由当地民政

1、立案责任：根据社会
公众举报、上级交办、媒
体曝光、工作中发现、其
他单位移送等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明确执法
人员承办案件，进行调查
取证。调查取证的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且都是
应当具有执法资格。调查
取证时，执法人员应当携
带并主动出示执法证件。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

避。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

政职责，由下列情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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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应

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

殡葬权人的合法权益、销售

秩序遭受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部门对驾驶员处以
三百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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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相

应的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4、法律规定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未依法移送

有权机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幅度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14 行政处罚

对将骨灰
盒装入棺
木再行土
葬的处
罚。

行唐县
民政局

1、《河北省殡葬管
理办法》第十三条：
死者骨灰应当按照
有关规定处理，禁
止将骨灰盒装入棺
木再行土葬。

2、《河北省殡葬管
理办法》第三十四
条 ：违反本办法第
十三条规定，将骨
灰盒装入棺木再行
土葬的由民政会同
住建、自然资源责
令限期整改，并处
以二百元以下罚

款；

1、立案责任：根据社会
公众举报、上级交办、媒
体曝光、工作中发现、其
他单位移送等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明确执法
人员承办案件，进行调查
取证。调查取证的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且都是
应当具有执法资格。调查
取证时，执法人员应当携
带并主动出示执法证件。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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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

政职责，由下列情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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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应

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

殡葬权人的合法权益、销售

秩序遭受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4、法律规定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未依法移送

有权机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幅度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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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相

应的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5 行政处罚

对在耕
地、名胜
古迹区、
文物保护
区、水库、
河流堤坝
和铁路、
公路两侧
堆坟或作
为墓地的
处罚。

行唐县
民政局

1、《河北省殡

葬管理办法》第十

八条：禁止在耕地、

名胜古迹区、文物

保护区、水库、河

流堤坝和铁路、公

路两侧堆坟或作为

墓地。

2、《河北省殡

葬管理办法》第三

十五条 违反

1、立案责任：根据社会
公众举报、上级交办、媒
体曝光、工作中发现、其
他单位移送等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明确执法
人员承办案件，进行调查
取证。调查取证的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且都是
应当具有执法资格。调查
取证时，执法人员应当携
带并主动出示执法证件。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

避。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

政职责，由下列情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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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应

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

殡葬权人的合法权益、销售

秩序遭受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本办法第十八条第

一款规定未造成严

重后果的，责令限

期改正，并处以二

百元以下罚款，造

成严重后果的，按

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予以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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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相

应的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施行政处罚的。

4、法律规定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未依法移送

有权机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幅度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6 行政处罚

对生产、
销售和使
用锡箔、
冥钞、纸
钱、纸扎
等封建迷
信丧葬用
品的处
罚。

行唐县
民政局

1、《河北省殡葬管
理办法》第二十一
条：禁止生产、销
售和使用锡箔、冥
钞、纸钱、纸扎等
封建迷信丧葬用

品。

2、《河北省殡葬管
理办法》第三十六
条：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一条规定，生
产、销售封建迷信
丧葬用品的，由民
政部门会同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予以没
收，可以并处生产、
销售金额 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

1、立案责任：根据社会
公众举报、上级交办、媒
体曝光、工作中发现、其
他单位移送等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明确执法
人员承办案件，进行调查
取证。调查取证的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且都是
应当具有执法资格。调查
取证时，执法人员应当携
带并主动出示执法证件。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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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

政职责，由下列情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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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应

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

殡葬权人的合法权益、销售

秩序遭受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4、法律规定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未依法移送

有权机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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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相

应的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幅度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17 行政处罚

对在殡仪
活动中进
行封建迷
信活动的
处罚。

行唐县
民政局

1、《河北省殡葬管
理办法》第二十二
条：实行文明、健
康、科学的丧葬礼
仪，禁止在殡仪活
动中进行封建迷信

活动。

2、《河北省殡葬管
理办法》第三十七
条：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二条规定的，
对从事封建迷信活
动的人员，由公安
机关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予以处罚；
对丧主由民政部门
处以二百元以下罚

款。

1、立案责任：根据社会
公众举报、上级交办、媒
体曝光、工作中发现、其
他单位移送等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明确执法
人员承办案件，进行调查
取证。调查取证的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且都是
应当具有执法资格。调查
取证时，执法人员应当携
带并主动出示执法证件。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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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

政职责，由下列情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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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应

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

殡葬权人的合法权益、销售

秩序遭受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4、法律规定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未依法移送

有权机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幅度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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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相

应的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8 行政处罚

对任何单
位和个人
未经批
准，擅自
兴建殡葬
设施的处
罚。

行唐县
民政局

1、《河北省殡葬管
理办法》第二十七
条：任何单位和个
人未经批准，不得
擅自兴建殡葬设

施。

2、《河北省殡葬管
理办法》第三十八
条：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七条第一款规
定的，擅自兴建殡
葬设施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会同住房城乡
建设、自然资源主

1、立案责任：根据社会
公众举报、上级交办、媒
体曝光、工作中发现、其
他单位移送等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明确执法
人员承办案件，进行调查
取证。调查取证的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且都是
应当具有执法资格。调查
取证时，执法人员应当携
带并主动出示执法证件。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

避。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

政职责，由下列情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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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应

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

殡葬权人的合法权益、销售

秩序遭受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管部门予以取缔，
责令恢复原状，没
收违法所得，可以
并处违法所得 1倍
以上 3倍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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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相

应的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施行政处罚的。

4、法律规定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未依法移送

有权机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幅度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9 行政处罚

对未将公
墓建立在
荒山、荒
坡、非耕
地或者不
宜耕种的
土地上，
并未按土
地管理的
有关规定
办理用地
审批手续
的处罚。

行唐县
民政局

1、《河北省殡葬管
理办法》第二十九
条：公墓应当建立
在荒山、荒坡、非
耕地或者不宜耕种
的土地上，并按土
地管理的有关规定
办理用地审批手

续。

2、《河北省殡葬管
理办法》第三十九
条：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九条规定的，
由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依照土地管理法
律、法规的规定予

以处罚。

1、立案责任：根据社会
公众举报、上级交办、媒
体曝光、工作中发现、其
他单位移送等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明确执法
人员承办案件，进行调查
取证。调查取证的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且都是
应当具有执法资格。调查
取证时，执法人员应当携
带并主动出示执法证件。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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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

政职责，由下列情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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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应

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

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

殡葬权人的合法权益、销售

秩序遭受损害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

施行政处罚的。

4、法律规定应当依法移送

追究刑事责任，未依法移送

有权机关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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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相

应的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幅度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

序。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20 行政给付

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
贴给付和
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
贴给付

行唐县民
政局

冀政字[2015]74
号《河北省人民政
府关于全面建立
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制度
的实施意见》

（一）提交申请。符合残

疾人两项补贴申领条件的

残疾人，需由本人或其监

护人向户籍所在地的村

（居）委会提供残疾人证、

身份证、户口簿等原件及

复印件，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成员需有民政部门出具

的证明材料，3张近期免冠

1寸彩色证件照，填写《河

北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申请审批表》或《河北省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

审批表》（一式三份，以

下统称为《审批表》）。

（二）村（居）委会核实。

村（居）委会在接到申请

后 7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

请人实际情况的核实。符

合条件的，在村务公开栏

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公开栏

公示 7个工作日。公示无

异议的，在《审批表》上

签署意见，连同申请人提

供的相关材料复印件报乡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虚拟、冒领、挤占、挪用、

套取等违规违纪问题移交

纪检监察机关追究责任



审核。不符合条件的，书

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原

因。

（三）初审。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依托社会

救助、社会服务“一门受

理，协同办理”机制，受

理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

并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

有疑问的要进行入户调

查，调查审核工作应在收

到申报材料15个工作日内

完成。符合条件的在《审

批表》上签署意见，连同

相关材料一并报县（市、

区）残联。

（四）复审。县（市、区）

残联在收到申报材料15个

工作日内，借助残疾人证

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对申

报对象材料的复审工作，

符合条件的在《审批表》

上签署审核意见，并将材

料转送县（市、区）民政

部门审定。不符合条件的，

书面通知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并告知原因。

（五）审批。县（市、区）

民政部门依托居民家庭经

济状况核对机制对残疾人

家庭经济状况审核，审核

无误符合条件的，签署审

批意见，并在县（市、区）

民政部门和残联登记备

案。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

知县（市、区）残联并告

知原因。

（六）报县（市、区）财

政部门申请拨付资金。县

（市、区）民政部门根据

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情

况，分别填写《河北省发

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情

况汇总表》、《河北省发

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情

况汇总表》，并会同县（市、

区）残联报同级财政部门

申请拨付资金。



21 行政给付

孤儿和事
实无人抚
养儿童基
本生活补
贴发放

行唐县民
政局

《河北省民政厅
等十二部门关于
进一步加强孤儿
和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保障工作的
实施意见》冀民规

【2019】4号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符合条件的，
原渠道退回其申请材料，
并书面告知其理由。

2、审查责任。对上交孤儿
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材料

进行复核。
3、确认责任：对符合条件
的，在申请表签署确认意
见，对不符合条件的，解

释原因。
4、事后监管责任：对儿童
养育状况指导，并定期巡

访和监督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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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条件不予受理的；
2、违反规定随意扩大保障
范围变通认定条件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22 行政给付

80-89 周
困难老人
生活补贴
发放

行唐县民
政局

石民政[2012]85
号

民政部门应当不断完善困
难老人生活补贴发放的各
项制度，规范申报、审核、

审批制度。

民政部门要规范申报、审
核、审批环节，严格把关，
杜绝弄虚作假，虚报瞒报。

23 行政给付 高龄津贴
发放核准

行唐县民
政局

石民政【2011】100
号

民政部门和乡镇要加大宣
传力度，积极主动做好调
查摸底，准确掌握人员增
减情况，建立健全高龄老
人个人档案和老年人基础
数据，坚持动态管理，及
时增减发放对象，切实做
到不漏发、不空发。

建立定期核查、抽查和统计
报告制度，广泛接受社会监
督和有关部门的检查。



24 行政给付
百岁老人
高龄津贴
发放核准

行唐县民
政局

石财社【2014】
12 号

民政部门和乡镇要加大
宣传力度，积极主动做好
调查摸底，准确掌握人员
增减情况，建立健全百岁
老人个人档案和老年人
基础数据，坚持动态管
理，及时增减发放对象，
切实做到不漏发、不空

发。

建立定期核查、抽查和统
计报告制度，广泛接受社
会监督和有关部门的检

查。

25 行政给付
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
审批

行唐县民
政局

1. 城
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条例（国
务院令第 271号）
2.国务院关于在
全国建立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
的通知（国发

﹝2007﹞19 号）

对低保申请进行查询、审
核、审批

1.对符合享受社会救助保
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据不签
署同意享受社会救助保障
待遇意见的，或者对不符
合享受社会救助保障待遇
条件的家庭签署同意享受
社会救助保障待遇意见
的。2.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或者贪污、挪用、扣
压、拖欠城乡社会救助保
障款物的。给予批评教育，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26 行政给付 特困人员
审批

行唐县民
政局

特困人员认定办
法（民发﹝2016﹞

178 号）
对特困人员申请进行查

询、审核、审批

1.对符合享受社会救助保
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据不签
署同意享受社会救助保障
待遇意见的，或者对不符合
享受社会救助保障待遇条
件的家庭签署同意享受社
会救助保障待遇意见的。2.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
贪污、挪用、扣压、拖欠城
乡社会救助保障款物的。给
予批评教育，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27 行政给付 临时救助
审批

行唐县民
政局

石家庄市民政局
石家庄市财政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临时救助
工作的实施意见

（石民政
﹝2018﹞122 号）

对临时救助申请进行查
询、审核、审批

1.对符合享受社会救助保
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据不签
署同意享受社会救助保障
待遇意见的，或者对不符合
享受社会救助保障待遇条
件的家庭签署同意享受社
会救助保障待遇意见的。2.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
贪污、挪用、扣压、拖欠城
乡社会救助保障款物的。给
予批评教育，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28 年检

对县属社

会团体、

民办非企

业单位实

施年度检

查。

行唐县民

政局

1.《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条例》第二十

四条“登记管理机

关履行下列监督

管理职责：（二）

对社会团体实施

年度检查；（三）

对社会团体违反

本条例的问题进

行监督检查。”

2.《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第十九条

“登记管理机关

履行下列监督管

理职责：（二）对

民办非企业单位

实施年度检查；

（三）对民办非企

业单位违反本条

例的问题进行监

督检查。”

3.《民办非企业单

位年度检查办法》

第二条“民办非企

业单位年度检查

1.检查责任：对县属社会

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实

施年度检查；2.处置责任：

对年检发现的问题，责令

限期整改；3.移送责任：

对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民办非企业

单位管理暂行条例》的移

交民政综合执法大队；4.

事后管理责任：对年检发

现的问题，督导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整改落

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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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以下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

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规定的申请

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规定的申

请予以受理的；

3、对年检中发现问题，不

及时处理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以下简称年检），

是指登记管理机

关对民办非企业

单位，依法按年度

进行检查和监督

管理的制度。”

4.《河北省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办法》

第二十六条“民政

部门在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工作中

应当履行下列监

督管理职责：(二)

对社会团体实施

年度检查;(三)对

社会团体违反《条

例》和本办法的行

为进行监督检查。



29 行政确认
依法办理
婚姻登记

证

行唐县民
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五编
婚姻家庭、《婚姻
登记条例》、《婚
姻登记工作规范》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
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符合登记条件的
当场受理（不予受理应当

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根据《婚姻
登记条例》，《婚姻登记
工作规范》对提供的证件
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后予以

确认。
3、决定责任；符合登记条
件的当场办理、发放婚姻

登记证
4、办理实效：证件齐全，

实时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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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婚姻
登记当事人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给予办理的
3、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办理

婚姻登记证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30 行政确认

对收养
人、送养
人、被送
养人条件
认定。

行唐县民
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养法

中国公民收养子
女登记办法

1、受理责任: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
供的材料进行审查；不符
合收养登记条件的，退还
当事人提交的证件和证明
材料，并出具《不予办理
收养登记通知书》；

3.确认责任：符合收养登
记条件的，依法颁发收养

登记证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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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符合收养登记条件的
当事人办理收养登记的；
2.依法应当予以登记而不予

以登记的；
3.违反程序规定办理、解除、
撤销收养登记及其他证明

的。
4.要求当事人提交规定以外
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的；

5.泄露当事人收养秘密并造
成严重后果的；

6.购买使用伪造收养证书
的。

7.玩忽职守造成收养登记档
案损毁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文件规
定的行为。



31 行政确认

养老机构
违反《养
老机构管
理办法》

行唐县民
政局

《养老机构管理
办法》第六章：法

律责任

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养老
机构服务和运营的监督检
查，发现违反本办法规定
的，及时依法予以处理并

向社会公布

民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
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责任人员依法依规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32 行政强制

封存被责

令限期停

止活动的

社会团体

的《社会

团体法人

登记证

书》、印

章和财务

凭证；收

缴被撤销

行唐县民

政局

《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第三十三

条“社会团体被责

令限期停止活动

的，由登记管理机

关封存《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书》、

印章和财务凭证。

社会团体被撤销登

记的，由登记管理

机关收缴《社会团

1、告知责任：告知当事

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

径。通知当事人到场。

2、听取陈述申辩责任：

作出行政强制决定之前，

应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

申辩。

3、执行责任：依法制作

现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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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没有规定实施行政

强制的

2、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

益的；

3、因违法实施行政强制，

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的；

4、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实



登记的社

会团体的

《社会团

体法人登

记证书》

和印章

体法人登记证书》

和印章。”

4、监管责任：对封存和

收缴的证书、印章和财务

凭证妥善保管。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责任。

施行政强制的；

5、在收缴社团法人《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印章

和财务凭证工作中滥用职

权、玩忽职收的；

6、在行政强制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